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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Transformer 系统通过多层注意力网络的引入有效提升了翻译模型
的译文质量，但与此同时大量注意力操作的使用也导致模型整体的推断效率相对较低。
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从粗粒度到细粒度(coarse-to-fine)方法，根据注意力权重中信息
量差异对信息表示进行细粒度压缩，最终达到加速推断的目的。实验发现，在 NIST 中英以及 WMT 英-德翻译任务上，该方法均能在保证模型性能的前提下，分别获得 12.2%
与 11.4%的推断速度提升。同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注意力操作在不同表示粒度下的信
息量差异，对 coarse-to-fine 方法的合理性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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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是一种利用计算机软件自动地对自然语言进行翻译的技
术，它的发展从最开始基于规则的方式逐渐发展到目前备受关注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2017
年，Vaswani 等人提出 Transformer 模型[1]，使用注意力机制的方法对语言信息进行提取[2]，
进一步提升了翻译系统的译文质量，这种方法很好地缓解了翻译过程中长距离依赖等问题，
同时能使模型的并行训练过程更加友好。凭借其优势特点，这种方法已经得到众多研究人员
的广泛认可，并在多个机器翻译评测任务以及实际应用中得到使用。
虽然利用 Transformer 模型可以获得高质量的译文结果，但是对于一些实时性很高的任
务而言，其推断速度依旧无法令人满意。研究人员注意到，在 Transformer 模型的结构中存
在大量的注意力操作，其占整体推断时间的比例高达 63.99%，因此对注意力操作进行加速
可以有效降低模型的推断耗时。从该角度出发，Zhang 等人、Xiao 等人分别提出使用更加轻
量级的平均注意力网络（AAN）[3]以及共享注意力网络（SAN）[4]对传统的注意力模型进行
替代，最终达到加速推断的目的。而 Gu 等人使用非自回归解码器降低了翻译过程中前向依
赖的问题，提升了推断过程中的并行效率从而提升推断速度[5]。
本文研究工作主要从第一个角度出发，旨在通过提升注意力操作的执行效率来达到加速
推断的目的。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在 Transformer 系统中不同层的注意力权重所包含的信息
量各有高低，因此简单地使用同样大小的空间对注意力权重进行提取将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信息空间的冗余，浪费不必要的计算资源。面对该情况，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从粗粒度到细
粒度的 coarse-to-fine 推断加速方法，利用既有模型中每层注意力权重的信息量来对注意力
机制中语言信息的表示空间大小进行动态调整，使得在保证译文质量不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
下，加快模型的推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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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rse-to-fine 方法具有简单易实现的特点，我们利用该方法在 NIST 中-英以及 WMT
英-德任务上进行实验，发现在性能没有明显损失的条件下，模型推断速度分别提升了 12.2%
和 11.4%以上。此外，我们在对 Transformer 系统的信息量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
趣的现象，对于自注意力操作而言，其注意力权重中包含的信息量的大小一般是随模型层数
的升高而增大的，而对于编码-解码注意力操作而言，其信息量的变化趋势恰好与之相反。

2.Transformer 模型及注意力机制
Transformer 模型是一种基于序列到序列的网络架构，主要包括编码器与解码器两个部
分，其中编码器用于对源语信息进行抽象，然后由解码器根据源语信息以及已经翻译出的译
文片段对下一个候选译文词汇进行预测。二者内部均由若干同构子层堆叠而成，编码器子层
内部主要包括自注意力结构以及前馈神经网络结构，解码器相较编码器而言，每层还增设了
编码解码注意力模块，用于对跨语言信息进行有效建模。Transformer 模型的结构图如图 1 所
示。

图 1 Transformer 结构及注意力机制

注意力机制在 Transformer 系统中被大量使用，该方法基于语言片段之间的关联程度对
语义信息进行加权整合，最终获得更加精确的表示信息。其输入包括三个语言表示：Q(∈
𝑅𝑙𝑞 ∗𝑑𝑘 )、K(∈ 𝑅𝑙𝑘 ∗𝑑𝑘 )以及 V(∈ 𝑅𝑙𝑞 ∗𝑑𝑣 )，即 Q，K，V 都是二维矩阵，其中𝑙𝑞 ，𝑙𝑘 为当前所处
理的序列长度，𝑑𝑘 和𝑑𝑣 分别为信息表示 K 和 V 的维度，计算方式如式（1）所示。

𝐴𝑡𝑡 = 𝑆𝑜𝑓𝑡𝑚𝑎𝑥(

𝑄∙𝐾𝑇
√𝑑𝑘

)∙𝑉

（1）

其中注意力操作通过 Q 和 K 计算出语言片段间的注意力权重，然后以该权重从 V 中对
信息进行提取，得到所需的上下文表示。在 Transformer 模型的自注意力操作中，Q、K、V
均由前一子层的输出信息变换而成，而对于编码解码注意力，其中的 Q 则对应于编码器端
顶层上下文向量，K 和 V 来自于解码器端自注意力子层的输出。

3 基于粗粒度到细粒度的注意力计算
对于 Transformer 系统的推断过程而言，由于其推断过程中自回归的特性，解码端的时
间占比远高于编码端的时间消耗，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系统中解码端进行加速。

3.1 注意力权重信息量
注意力机制主要包括两个阶段，注意力权重的计算以及信息融合的过程。注意力权重的
计算过程将捕获当前状态下最关注语言片段的位置，从公式（1）中可知，其计算复杂度高
达𝑙𝑞 ∗ 𝑙𝑘 ∗ 𝑑𝑘 ，在模型推断过程中占用较多时间。此外，根据 Wang 等人的工作，模型内部
每一层中注意力机制所关注的内容类别各有侧重，因此不同层表示向量中所囊括的信息量也
各有不同[6]。这里我们采用信息熵作为衡量不同层注意力权重中所包含信息量大小的指标。
信息论中，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常常被用来衡量事件中所包含信息的期望。由
事件概率分布和每个事件信息量构成了一个随机变量，这个随机变量的期望便是分布产生的
信息量的平均值（即熵）
。对于一个受限数量的随机变量 X，其信息熵为：

𝐻(𝑋) = ∑𝑖 𝑃(𝑥𝑖 )𝐼(𝑥𝑖 ) = − ∑𝑖 𝑃(𝑥𝑖 ) 𝑙𝑛 𝑃(𝑥𝑖 )

（2）

其中，𝑃(∙)为变量的概率质量函数，𝐼(∙)是信息量。
对于注意力权重中的概率质量函数，根据公式（1）中注意力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所
示。

𝑃(𝑆𝑡 ) = 𝑆𝑜𝑓𝑡𝑚𝑎𝑥(

(ℎ𝑞 ∗𝑊𝑞 )(ℎ𝑘 ∗𝑊𝑘 )𝑇
√𝑑𝑘

)

（3）

其中𝑆𝑡 为当前时刻 t 下注意力操作中候选语言片段被选中的事件，ℎ𝑞 和ℎ𝑘 分别为注意力
子层的输入，其通过相应的同维度变换矩阵𝑊𝑞 和𝑊𝑘（二者均∈ 𝑅 𝑑𝑘 ∗𝑑𝑘 ）得到公式（1）中的
Q 和 K，通过公式（2）的计算得到 t 时刻下注意力权重的信息熵𝐻(𝑆𝑡 )。由于不同时刻之间
的注意力权重相互独立，因此对模型某一层的权重信息量衡量可直接以信息熵的均值作为衡
量标准。
我们对模型中不同层注意力权重的信息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每一层的信息量存在明
显差异。如图 2 所示，对于编码器中的自注意力操作而言，信息熵整体呈现随层数递增的趋
势。这种情况下，普通的 Transformer 模型使用相同维度的 Q 和 K 对每一层的注意力权重进
行计算将导致信息冗余的现象存在，即其计算粒度非常的粗，在推断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计
算。图 2（a）中，从数值上看虽然信息量最高和最低层的差别非常小，这是因为所有位置的
权重是归一的，而句子长度较长的话，每个位置的权重值都会比较低，这也导致了即使各层
之间注意力分布存在着显著不同但是计算出的信息量数值上差距不大。

(a)中英
(b)英德
图 2 编码自注意力各层信息量及最大信息量

3.2 基于粗粒度到细粒度的注意力权重计算
面对注意力权重计算过程中存在的冗余信息问题，我们提出使用粗粒度到细粒度的
coarse-to-fine 的方法对注意力权重计算过程中的输入表示 Q 和 K 进行信息压缩，通过降低
其信息表示的粒度来达到推断加速的目的。具体来说，我们将对模型注意力权重计算过程中
′

信息表示维度大小进行降低，通过降维后的𝑊𝑞 ′和𝑊𝑘 ′（二者均ϵ𝑅 𝑑𝑘 ∗𝑑𝑘 ）使粗粒度的信息表

′

′

示 Q 和 K 变为细粒度的𝑄 ′（∈ 𝑅𝑙𝑞 ∗𝑑𝑘 ）和𝐾 ′（∈ 𝑅𝑙𝑘 ∗𝑑𝑘 ）。基于 coarse-to-fine 的注意力权重
计算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标准方法与 coarse-to-fine 方法注意力权重计算比较

算法 1：基于 coarse-to-fine 的表示压缩模型训练方法

输入：layers，model
1

train a model

2

for i = 1 → layers ：

3

calculate information entropy 𝐻𝑖 on dev set

4

analyze a policy {𝑑𝑘 ′ } on given model

5

train a new model use {𝑑𝑘 ′ }

6

return model

对于信息压缩后的表示维度，一种简单的方式为根据在模型在开发集上的性能对每一层
设定一个相同大小的𝑑𝑘 ′ 。但是由于统一的𝑑𝑘 ′并没有将不同层信息量的差异考虑进来，因此
我们提出一种基于信息熵 H 的压缩维度计算策略，根据注意力权重中的信息量对𝑄 ′和𝐾 ′ 的
所需的表示维度进行预估。具体来说，我们按照信息熵的大小将每一层的压缩比例映射到
[a, 1]区间内，最终得到的细粒度表示维度如式（4）所示：
𝐻−𝑀𝑖𝑛

𝑑𝑘 ′ = 𝑓(𝐻) = ⌈(𝑎 + (𝑀𝑎𝑥−𝑀𝑖𝑛) ∗ (1 − 𝑎)) ∗ 𝑑𝑘 ⌉

（4）

其中⌈∙⌉代表向上取整函数，a 代表了映射比例的下界，用来控制表示空间压缩程度。Min
为所有层中信息量的最小值，而 Max 有两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是选取层中信息量最大值，
第二种是选取注意力权重能表示最大值，其计算方式如式（5）所示。

𝑀𝑎𝑥 = 𝑑𝑘 ∗ (1⁄𝑑𝑘 ) ∗ ln(1⁄𝑑𝑘 ) = ln(1⁄𝑑𝑘 )

（5）

此外如果需要进行较大比例压缩的时，即当 a 趋近于 0 时，底层𝑑𝑚 可能也会趋近于 0，
导致性能急剧下降，因此我们会根据 Max 与 Min 值进行适当的缩放，防止𝑑𝑘 ′过小。还有一
种情况是如果 Max 与 Min 差距过大时，可能会造成信息量最小的层过小，此时需要适当调
高 a 的值。
为保证模型训练与推断过程的一致性，基于 coarse-to-fine 的注意力权重压缩模型训练

过程也需要对维度进行调整。首先，我们对原始模型进行初步训练，然后在开发集上根据公
式（2）对模型中每一层注意力权重中所包含的信息熵𝐻𝑖 进行计算，使用公式（4）根据各层
信息量的差异计算出压缩后的细粒度表示维度，得到每层各自的信息空间大小{𝑑𝑘 ′}，最终
根据该 coarse-to-fine 策略对模型进行重新训练，得到支持快速推断的模型。整个训练过程
如算法 1。

4 实验
本文在中英任务上采用的训练数据为 NIST 数据集，
共 1897807 句，中文词数 208997117，
英文词数 229858458，校验集从数据集中抽出 1664 句，测试集为 news-08，共 1357 句。在
英德任务上数据均来自于 wmt14 数据集，训练数据 4528446 句，德语词数 534482778，英语
词数 488459359，校验集 3000 句，测试集 3003 句。中文处理工具使用 NiuTrans toolkit[7]，
其他语言使用 WMT 官方处理方法。生成词表时都是用了 BPE 方法，词表大小为 3.2 万。
Transformer 结构中使用了 6 层编码器和 6 成解码器，在进行多头注意力计算时，默认
使用 8 个头，每个头中𝑑𝑘 及𝑑𝑣 为 64，前馈网络隐层大小为 2048，利用 4 卡 Titan X(Pascal)
训练 15 轮。测试推断时使用了 15 个检查点模型进行参数平均融合，同时使用了束搜索，束
搜索大小 12，推断 batch 大小 16。我们在使用 coarse-to-fine 方法时，默认使用层中最大信
息量作为 Max 值。
本文首先分别对比了编码与解码端的自注意力权重计算进行裁剪之后相较于基线的性
能及速度，然后对比了编码解码注意力权重计算与基线及平均压缩的性能。之后分析了信息
量变化以及权重预测的变化，最后进行了敏感实验及与束搜索方法的比较。

4.1 方法对速度及性能的影响
我们根据 coarse-to-fine 方法计算出的信息量来调整每一层的压缩比例，然后在中英和
英德翻译任务上比较了同不进行压缩及每层相同压缩的质量和速度，如表 1 所示。表 2 中进
一步列出了利用 coarse-to-fine 方法计算出的每一层进行压缩的比例。
表 1 coarse-to-fine 方法与基线、平均压缩方法在不同任务比较
压缩比例
任务

模型
(%)
基线

Zh2En

0

coarse-to-fine

速度

BLEU(%)

ΔBLEU(%)

Δ速度(%)

44.19

-

328.95

-

44.03

-0.16

374.53

12.2

43.38

-0.81

371.75

11.5

27.55

-

334.44

-

27.52

-0.03

377.36

11.4

27.35

-0.2

369.0

9.4

(token/sec)

40.6
注意力平均
基线
En2De

0

coarse-to-fine
37.5
注意力平均

可以从表中看出，无论是在中英任务还是英德任务上，基于 coarse-to-fine 方法在损失的
性能以及带来的加速效果都优于平均压缩的方法，同时相较于基线质量都没有明显的质量变
化。该方法通过压缩注意力权重计算维度，将推断速度在两个任务上分别提升了 12.2%和
11.4%。从表 2 中可以看到，使用细粒度压缩后英德编码注意力计算维度为压缩前的 6.25%，
但是最后的性能只损失了 0.03，反映出 coarse-to-fine 方法是一种可靠、有效、且不会带来明

显损失的加速推断方法，其确实达到了减少冗余计算的目的。
表 2 coarse-to-fine 方法对注意力各部分压缩比例
任务

Zh2En

En2De

类型

第 1 层(%)

第 2 层(%)

第 3 层(%)

第 4 层(%)

第 5 层(%)

第 6 层(%)

encode

50

50

25

25

25

0

decode

80

50

25

25

25

25

enc-dec

18.7

40.6

60.9

81.2

60.9

81.2

encode

75

81.25

56.25

31.25

37.5

18.75

decode

93.75

18.75

12.5

18.75

6.25

12.5

enc-dec

20

50

50

50

50

50

4.2 方法对解码端注意力行为的影响
我们首先对解码端自注意力信息量进行了分析，如图 4(a)与(b)，我们首先计算出训练好
的模型解码端自注意力机制的各层信息量，可以看出在中英和英德任务上信息量都出现从底
层到高层都出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和图 2 中编码端的自注意力权重信息不同的是，第
二层相较于第一层的信息量出现了较大的提升，而第二层以上的信息量变化则小幅波动。我
们推测是因为解码端除去第一层之外的隐层状态都通过编码解码注意力得到的了编码端的
信息，所以导致了信息量的快速增长。同时每层的编码解码注意力对于编码端的信息也会有
所选择，所以最顶层的解码信息量也不一定是最大的。如图 5(a)，其表示了词“weeks”在
解码端自注意力权重，可以看到，在底层的注意力权重是比较尖锐的，因为其关注到的信息
很有限，主要关注到了“few”这一个词，而到了顶层之后，其分布变得更加平滑，证明顶
层关注到了更多的信息，比如“called”，
“the”等，相较于底层，
“few”词的权重也下降了
很多，这也证明了顶层的信息量更大，需要更高维度进行计算表示。
分析图 4 中的(c)与(d)编码解码注意力柱状图，我们容易得出从底层到顶层的注意力信
息量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第一层的信息量明显高于之后的信息量。我们可以从编码解码的
作用来解释，对于解码器来说，底层的信息不足，无法直接关注到编码器中的对应信息，所
以会把相关的信息一起传送到上层，而解码器的上层收集到的信息足够多之后便可以更多的
关注到编码器对应的词。从图 5(b)中可以看出词“intensive”在底层的时候对于结束符和“呼
吁”权重较高，但是到顶层之后对于“密集”的权重占了 70%，对于其他的词关注的权重都
小于 10%，所以在顶层的时候关注的点非常集中，在编码解码注意力权重在底层的时候信息
量比较多，反而需要使用高维度去计算表示。
同时对比每层能表示的最大的信息量，可以看出即便是信息量最大的层依然存在着一定
的信息冗余问题。

(a)中英解码端

(b)英德解码端

(c)中英编码解码

图 4 不同任务解码自注意力与编码解码注意力信息量比较

(d)英德编码解码

(a)词“weeks”解码自注意力权重

(b)词“intensive”编码解码注意力权重

图 5 句子“他 呼吁 在 未来 几 周 进行 密集 谈判 .”译成“He called for intensive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注意力权重输出

我们主要在中英任务上进一步探讨 coarse-to-fine 方法中压缩比例对性能和速度的影响，
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法的有效性，我们也和相同比例平均压缩每一层的方法进行了对比。
表 3 解码自注意力不同比例压缩前后比较
模型

压缩下界 a

压缩比例(%)

-

0

0.5

18.7

基线
coarse-to-fine
平均
coarse-to-fine

0

速度

BLEU(%)

ΔBLEU(%)

Δ速度(%)

44.19

-

328.95

-

44.16

-0.03

338.98

3

43.74

-0.45

341.3

3.6

44.23

+0.04

355.87

7.6

43.94

-0.25

346.02

4.9

(token/sec)

37.5

平均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对于解码端的自注意力机制，压缩 30%的时候，性能基本不受影响，
压缩比例提升一倍之后，速度提升了一倍多，但是性能反而相较于基线略有提升。我们分析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压缩之后有些噪声信息恰好被去掉，没有继续传给下一层，从而使上层的
预测更加准确，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基线系统每层表达的信息量不一定是最优的。同时我们注
意到，不管压缩比例如何，coarse-to-fine 方法在性能的损失及速度提升均明显优于平均压缩
的方法。
表 4 编码解码注意力不同比例压缩前后比较
模型
基线

压缩下界 a

压缩比例(%)

-

0

0.5

31.3

coarse-to-fine
平均
coarse-to-fine
0
平均

速度

BLEU(%)

ΔBLEU(%)

Δ速度(%)

44.19

-

328.95

-

43.91

-0.28

337.84

2.6

43.74

-0.45

334.45

1.6

43.86

-0.33

346.02

4.9

43.4

-0.79

340.14

3.2

(token/sec)

56.3

我们对编码解码注意力机制也进行了类似实验，从表 4 中可以看到压缩更大的比例能
获得更大加速，不过性能也会小幅下降。同时，coarse-to-fine 的方法在编码解码注意力其损
失的性能与速度的提升也明显优于平均压缩的方法。

4.3 方法对编码端注意力影响
对于编码端的自注意力计算，我们根据信息量的大小，分别将每一层压缩的比例控制在
0.5-1 与 0-1 之间，对比不压缩和相同压缩比例且每层相同压缩比例的情况。由于在实际推
断的时候会暂存编码器的输出，所以对于编码端来说，压缩之后对于推断速度提升只有
0.09%，但是质量有了明显下降。
表 5 编码端注意力压缩实验比较
模型
基线

压缩比例(%)
0

coarse-to-fine
31.25
平均

速度

BLEU(%)

ΔBLEU(%)

Δ速度(%)

44.19

-

328.95

-

43.72

-0.47

332.23

0.09

43.58

-0.61

330.03

0.03

(token/sec)

从表 5 中可以得出，将 coarse-to-fine 方法应用于编码器的自注意力权重计算，获得的加
速效果与损失的性能是不成正比的，因此在进行整体压缩的时候对于解码端可以压缩得更少
甚至不用压缩。不过 coarse-to-fine 方法的在速度与性能损失上依旧略优于平均的方法。

4.4 不同粒度信息量比较
本文将不进行压缩即粗粒度计算和使用 coarse-to-fine 方法得到的细粒度计算进行了比
较，如图 6，可以看到压缩之后大部分层都没有发生信息量的剧烈变化，证明了 coarse-tofine 方法压缩之后依然能够保证之前的信息不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压缩比例较大的层数
时，还是出现了信息量较大的波动，过低的维度进行计算导致了无法舍去无用的信息，所以
即使增加了信息量，也都是无用信息，并不会提升模型性能，不过由于模型对于信息的进一
步提炼，最后无用信息也会在上层被舍去，因此最后也只带来了不到 0.2 个 BLEU 值的损
失。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之前每一层都使用高维度来算出注意力权重是没有必要的，验证了
coarse-to-fine 方法的正确性，同时也解释了压缩的方法在加速计算的同时不会带来明显性能
损失的原因。

(a)编码自注意力

(b)解码自注意力
图 6 中英信息量压缩前后变化

(c)编码解码注意力

不过，我们认为压缩之后的信息量过大或者过小可能都不好，过多相较于基线系统存在
着更多噪音信息，而如果过少则没能捕捉到有用的信息，甚至可能没有将最关键的信息捕捉
到。虽然按照每层最合适的信息量去调整压缩比例能达到最好的性能，然而实际上很难得到
最优信息量的值，因此我们选择基线的信息量作为参考值。

4.5 不同粒度注意力权重比较
从 4.4 节中的实验可以看出，压缩前后实际上信息量变化并不太大，也就是说压缩之后
依然可以表示出压缩前的信息，如果确实成立的话，那么压缩前后输出的注意力权重分布应
该也会类似，所以我们对比了压缩前后输出的注意力权重分布，如图 7，我们发现其整体趋
势是一致的，并且最应该注意到源语端的词也同样得到了最大的权重，相较于其他词差异也
十分明显。虽然对于其他词的权重略有变化，但是细粒度的权重分布与粗粒度差的绝对值不
超过 0.05。这进一步从侧面证明了之前的计算确实存在着信息冗余的现象，即矩阵存在着
coarse 的情况，也解释了使用 coarse-to-fine 方法在提升速度的同时也不会带来明显的性能损
失的原因。

图 7 压缩前后第 6 层编码解码注意输出分布比较

4.6 敏感实验
为了测试方法的泛化能力，我们在中英任务上使用更大的参数量进行对比实验。我们将
其隐藏层大小从 512 扩大到 1024，将前馈网络中的 filter 大小扩大到 4096，对比利用 coarseto-fine 方法压缩前后质量和速度变化。
表 6 coarse-to-fine 方法对不同参数比较
模型

压缩比例(%)

BLEU(%)

ΔBLEU(%)

速度

Δ速度(%)

(token/sec)

基线

0

45.18

-

186.57

-

coarse-to-fine

31.3

45.22

+0.04

206.19

9.5

可以从表 6 中看到，利用 coarse-to-fine 在将权重计算的整体维度压缩为原来的约 32%
之后，相较于基线系统，性能提升了 0.04 个 BLEU 值，同时推断速度提升了 9.5%。由于前
馈网络计算部分占比变大，所以对注意力部分压缩对速度提升的比例有所下降。表 6 证明了
coarse-to-fine 方法在参数量更大的时候也有同样效果，并且速度提升效果同样显著，是一种

对模型参数不敏感的方法。

4.7 不同 Max 值选择比较
在 3.2 节中设计了两种 Max 值选取，第一种是计算出每一层的信息量然后选择其中最
大的值，第二种选择每一层所能表示的最大的信息量，我们将两种方法在中英任务上进行了
比较实验。由于只用使用第二种方法会使两者压缩差距比例过大，为了保证压缩比例大致相
同，所以我们适当调大了压缩下界 a。同时由于总体压缩比例相近导致两种方法在速度上差
异不大，不做进一步讨论。
表 7 Max 值选择实验
Max 值

压缩下界 a

压缩比例(%)

BLEU(%)

与基线ΔBLEU(%)

计算出信息量中最大

0

40.3

44.03

-0.13

最大信息量

0.2

42.9

43.54

-0.65

从表 7 可以看出，选取最大信息量的然后按比例压缩的方法相较于基线系统损失了 0.65，
但是按照从每层计算出的信息量的方法只损失了 0.13 个 BLEU，我们分析认为，利用最大
的信息量来压缩，会将信息量较多层压缩得更多，因为最大信息量和计算出得每层信息量差
距还是很大。所以尽管选取最大信息量作为 Max 值看似更为合理，但是由于按比例计算对
于信息量较多的层压缩过多，导致了很多有用信息的丢失。

4.8 训练过程中信息量变化
由于得到一个训练收敛的模型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我们将中英任务训练过程中每经
过 2.5 轮训练第 2，4，6 层的信息量变化描绘成图 8，以测试能否提前进行细粒度压缩。我
们注意到训练初始状态每一层的信息量差异不大的，在经过 2.5 轮训练后各层之间并没有明
显的差异，但是训练到 5 轮后，各层之间的差异开始显现了，训练轮数越大对于自注意力是
层数越高信息量越大，对于编码解码注意力是层数越低信息量越高，这也符合我们之前结论。
我们进一步探索是否能在模型尚未完全收敛时候得到 coarse-to-fine 的压缩比例。由于
公式（4）在计算压缩比例的时候是按照信息量在 Max 值和 Min 值之间进行映射，所以不受
信息量值绝对值的大小影响，因此我们主要关注了编码解码注意力中间层相对于最大值最小
值的比例。

(a)编码自注意力

(b)解码自注意力
图 8 训练轮数与信息量变化

(c)编码解码注意力

图 9 不同层信息量相较于第底层与最顶层所占比例(虚线对应右侧坐标，实线对应左侧坐标)

从图中可以看到 5 轮的中间各层的比例明显不同于 7.5 轮及以后的曲线，我们进一步对
比 7.5 轮之后与 15 轮的数值，发现最大的波动仅为 0.04%。这证明了在模型收敛之后，虽然
信息量数值在发生变化，但是模型之间的差距比例基本都已经固定，最后输出的结果也只有
小幅波动，这也证明了按照信息量比例作为 coarse-to-fine 方法压缩比例的参数是合理的。同
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看到，由于从 10 轮之后的信息量比例的波动很小，同时最后计算维度
时需要向上取整，所以相较于训练结束每个头计算维度的变化最大不超过 2，不会对结果带
来较大影响。因此我们也可以采用 10 轮的信息量作为最后维度压缩的参考，以避免为了得
到收敛的模型而消耗大量的时间。

4.9 对比试验
为了获得推断加速的效果，最常见的使用方法是减小束搜索大小的方法，为了验证
coarse-to-fine 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将只改变束搜索大小和两种方法融合使用在中英任务上进
行了对比。

(a)不同束搜索大小下推断速度比较(token/sec)

(b)不同性能情况下与推断速度比较(token/sec)

图 10 coarse-to-fine 与束搜索方法比较

可以从图 10(a)中看到，相较于仅仅改变束搜索的大小，在其基础上继续使用 coarse-tofine 方法也能进一步提升推断速度。我们将两种方法速度与性能损失做了比较，发现在损失
同样性能的情况下，结合两种方法比单独减少束搜索大小能获得更高的速度提升，同时在同
样推断速度的情况下，结合两种方法的性能损失也更小。

5.相关工作
目前最优秀的模型都非常依赖于注意力机制，许多研究人员都尝试将注意力机制应用
到模型中[8]，最早是Luong等人，提出了基于RNN的可加性注意力模型[9]，之后Gehring等
人也将多层注意力也应用到了循环神经网络中[10]，然后Vaswani等人提出了Transformer结
构，之后Transformer因为其易于大规模训练，不错的性能及优良的结果设计广受欢迎。
但是 Transformer 的推断速度甚至比基于 RNN 的同类算法还要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
译码的自回归性质，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注意力机制需要使用大量矩阵乘法而造成的，研究人
员已经开始探索解决方案。
例如，
Gu 等人为 transformer 系统设计了一种非自回归推断方法，
一次生成整个目标序列。这种模型虽然速度快，但难以实施。在另一项研究中，张等人提出
了平均注意网络(AAN)，并将其应用于解码器端的自注意力子层。Xiao 等人提出了注意力共
享方法。
在神经机器翻译中，网络加速的方法已被研究多年。其中包括 L‘Hostis 等人，Sankaran
等人利用了词汇选择方法[11,12]，Hinton 等人，Kim 和 Rush 知识蒸馏[13,14]，Micikevicius 等
人，Quinn 和 Ballesteros 利用了低精度计算[15,16]，
Dabre 和 Fujita 发明了递归堆叠网络等[17]，
我们的方法和之前的方法是相容的。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减小模型大小和更快训练上，并
没有重点关注到推断上。
但是之前的方法没有将模型中冗余的计算去掉，同时带来了明显的性能下降，有的方法
还难以复现。我们提出的 coarse-to-fine 的方法只是修改了模型的一小部分，其方法易于实
现，而且在几乎没有带来性能损失情况下带来了不错的速度提升，同时，其并不和其他的方
法相斥。

6.总结
我们发现了在 Transformer 结构进行推断时，计算注意力占到了大量的时间，但是其中
存在着冗余的计算。我们利用衡量信息量的方法，发现了各部分且不同层之间的信息量都有
着差异，在自注意力机制中，信息量从底层到顶层是上层的，而在编码解码注意力机制中，
信息量反而是下降的，同时，相较于能表示的最大信息量，都存在信息冗余的情况。因此我
们在提出了一种 coarse-to-fine 的方法，基于每层的信息量来指导每层压缩的比例，以此来达
到加速推断的目的。
我们在实验中验证了 coarse-to-fine 的方法在中英和英德任务上进行压缩，在性能不发
生明显损失的情况下，分别加速了 12.2%和 11.4%，也明显优于基于每层平均压缩的方法。
同时我们分析了压缩前后信息量的变化，自注意力底层有所波动，但是顶层基本没有变化，
而编码解码注意力恰好相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还进一步比较了压缩前后的输出的注意
力权重，发现没有太大变化，证明了冗余计算确实存在及我们的方法在加速的同时不会发生
明显的性能下降，最后实验了不同模型参数压缩的效果，证明了 coarse-to-fine 方法对模型参
数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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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erence acceleration method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based on coarse-to-fine
ZHANG Yuhao, XU Nuo, LI Yinqiao, XIAO Tong and ZHU Jingbo
(NLP Laborator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Transformer system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model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layer attention network,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use of a
large number of attention operations has also led to the overall inference efficiency of the model is relatively
low.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based on coarse -to-fine, which compresses
the information repres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 n in the attention
weight, and finally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accelerating decod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ask of NIST and the English-German translation task of WMT, the inference
speed of this method can be improved by 12. 2% and 11. 4% respectively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difference of
attention 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 granularity, which provide s support for the rationality of
coarse-to-fin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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