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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 提出 了 Eve ，一 个 可以 将状 态机 复制 （ state
machine replication）扩展到多核心服务器的新型执行-验证
（execute-verify）结构。与传统的状态机复制所采用的一致执行（agree-execute）结构不同，在 Eve 中副本（replica）首
先并发地执行批量的请求，然后再验证副本状态的一致性；
如果验证表明副本的状态不一致，那么副本将顺序地重新执
行这些请求。通过采用与应用相关的准则，Eve 将收到的请
求编成小组，使得被分在同一组的请求基本不存在相互干扰，
从而使得 Eve 可以将副本出现不一致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我
们 的 评 测 表 明 ， Eve 所 具 有 的 独 特 的 结 合 执 行 独 立 性
（ execution independence ） 与 非 确 定 性 请 求 交 错 （ nondeterministic interleaving of requests）的特性使得在具有广泛
的容错能力（包括但不限于难以捉摸的并发错误）的前提下
多核心服务器的高性能复制成为可能，

1. 引述
本文提出了 Eve，一个可以将状态机复制扩展到多核心
服务器的新型执行-验证结构。
状态机复制（SMR）是一种强有力的容错技术 [26, 38].
历史上，它的本质思想是让副本确定性地处理相同顺序的请
求，从而使得所有正确的副本都会以同样的顺序经历同样的
内部状态并产生同样的输出序列。
多核心服务器对 SMR 提出了挑战。为了充分地利用并行
的硬件资源，现代的服务器并行地执行多条请求。然而，如
果不同的服务器以不同的方式交替请求的指令，即使没有错
误发生，正确运转的服务器的状态和输出也有可能出现不一
致。因此，大多数 SMR 系统都要求服务器顺序地处理请求：
在开始执行下一条请求前，副本需要完成当前请求的执行 [7,
27, 31, 39, 44, 50]。
初看起来，为了克服这一僵局，近来对增强确定性并行
执行所做的努力似乎提供了一种有希望的解决方法。不幸的
是，这些努力是有不足的。它的不足不仅仅源于当今系统实
现中的实际限制（如高昂的系统开销 [2, 3, 5]），还有更为根
本性的原因：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性能，许多现代复制技术
的算法实际上并没有在每一个副本上以同样的顺序执行操作。
（并且，有时甚至执行的都不是同一套操作）[7, 11, 21, 47]。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更详细地说明这一论点。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Eve 的复制结构不再要求每个副本
以相同顺序执行请求。作为替代，Eve 将请求划分为若干批
次，首先用轻量级的方法使得同一个批次内的请求基本不存
在冲突，然后 Eve 允许不同的副本在每个批次内并行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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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Eve“投机性地”期望这些并行执行的结果（即每个副
本的系统的重要状态和输出）在足够多的副本中将会一致。
为了在不违反副本协调的安全要求下并行地执行请求，
Eve 完全改变了既定的 SMR 结构。在传统技术中，确定性的
副本首先在将被执行的请求的执行顺序上达成一致，然后再
执行他们 [7, 26, 27, 31, 38, 50]; 在 Eve 中，副本首先“投机性
地”并发地执行请求，然后再 验证这些副本在正确状态和输
出上的确达成了一致。如果过多的副本出现了不一致以至于
正确的状态或输出无法被甄别，Eve 会顺序且确定性地重新
执 行 这 些 请 求 从 而 保 证 安 全 性 （ safety ） 和 正 常 运 转
（liveness）。
尽管允许并行执行引入了不确定性，但是副本很少会出
现不一致，并且即使不一致确实出现了，它也会被有效的检
测并解决掉。对 Eve 工作性能影响至关重要的正是上述这样
的一套机制。Eve 中有一个混合器（mixer）阶段，这一阶段
产生若干请求小组，与应用相关的准则在这一阶段的应用使
得产生的每个请求小组中的请求基本不存在相互干扰。通过
混合器阶段，Eve 将副本出现不一致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我们注意到：给定一个程序，如果它在未采用复制的并行执
行中是正确的，那么在采用复制的情形中，我们将一致性检
查推迟到执行完毕后，同时在一致性检查后，如果必要我们
可以顺序地重新执行它，那么即使混合器允许同一请求小组
中存在相互干扰的请求，我们仍可以保证副本安全和正常运
转。
Eve 的执行-验证结构是通用的，它既可以用在崩溃容错
系 统 （ crash tolerant system） ， 也 可 用 在 拜 占 庭 容 错 系 统
（Byzantine tolerant system）。特别的，当 Eve 被配置在前者
上时，它还可以额外地提供显著的对于并发错误的保护。因
此，相比拜占庭容错 Eve 可以获得更多的设计上的空间，同
时相比标准的崩溃容错 Eve 提供了更可靠的保障。Eve 的鲁
棒性源于两点。其一，通过尝试仅仅并行地执行那些基本不
可能存在冲突的请求，Eve 的 混合器降低了引起潜在并发错
误的可能。其二，Eve 的执行-验证结构使得它可以检测出由
并发导致的执行不一致问题，同时予以恢复，并且实际上
Eve 这种对不一致的检测能力并不局限于由并发导致的错误，
实际上 Eve 也可以检测出由于不同的正确副本做出了不同的
合法动作而产生的不一致。
实质上，Eve 对传统的 SMR 的实现所做的基本假设做了
进一步的精炼。在一致-执行结构中，“正确的副本在状态与
输出上保持一致”这一安全性要求被降低为“保证确定性的
副本处理相同的命令序列”（即，“输入相同” ）。Eve 在
保证要求副本保持确定性的基础上，对此做了进一步精炼，

Eve 不再要求副本处理相同的命令序列：Eve 不再依赖输入的
一致性，转而选择了一种弱化版本的原始安全性要求——副
本在状态和输出上保持一致。
在这种假设下的结果是，在 Eve 中，正确的副本同时拥
有两点特性：请求的非确定性交替和独立的执行。而这两点
特性在先前的副本协调协议中被视为从根本上相斥。事实上，
正是通过对这两点特性的组合，Eve 提高了多核心服务器复
制的水平：
(1) 请求的非确定性交替使得 Eve 能够为多核心服务器
提供高性能的复制 。通过避免由确定性产生的额外
系统开销，Eve 获得了性能的提升。例如，我们在
TPC-W 基准测试的实验中，原始的不采用复制的服
务器相比顺序执行的服务器复制可获得 7.5 倍的速
度提升，而 Eve 相比顺序执行的服务器复制，可获
得了 6.5 倍的速度提升，这与原始的不采用复制的
服务器的速度是接近的。另外，在同样的基准测试
中，Eve 通过利用它独一无二的允许独立的副本非
确 定 性 地 交 替 处 理 请 求 ， 相 比 Remus 主 - 备
（primary-backup）系统，Eve 取得了 4.7 倍的速度
提升。
(2) 执行的独立使得 Eve 具有宽泛的容错能力。如果没
有独立执行的副本，那么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容忍任
意的故障的。独立性使得 Eve 的结构非常的通用，
例如我们的原型支持对容错能力的调节，保持了传
统的 SMR 可被配置为崩溃容错，缺失容错，或拜占
庭容错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执行独
立还有提供了额外的优点，即使 Eve 被配置为只容
忍崩溃故障或缺失故障，执行独立性可以屏蔽一部
分并发错误。尽管我们不能肯定我们的实验结果具
有一般性，我们发现它们是有前景的：对于在 H2 数
据库上运行的 TPC-W 基准测试，一个过去未诊断出
的并发错误在不采用复制的服务器上并行地处理 75
万个执行请求时发生了 73 次。在 Eve 下，我们的混
合器将这个错误全部地消除了。另外，当我们修改
混合器，使得它在部分时刻允许有冲突的请求并行
执行，由此导致的错误被 Eve 发现并纠正了 82%，
这是因为 Eve 的执行独立性允许错误在不同的副本
上以不同的方式展现（或不展现）。
本文的后续部分如下安排：在第 2 节，我们解释确定性
多线程执行为什么无法解决多线程服务的复制问题。第
3 节介绍系统模型。第 4 节给出了协议的概述。第 5 节我
们更细致地讨论执行阶段。第 6 节我们给出被验证阶段
用在两个有趣的案例的一致性协议，同时讨论 Eve 屏蔽
并发错误的能力。第 7 节给出了对 Eve 的实验测评。第
8 节介绍了相关的工作。第 9 节总结全文。

2. 为什么不采用确定性的执行方式？
多线程程序的确定性执行[2, 3, 5, 30]是保证在相同输入下，
所有正确的多线程应用副本将产生相同的内部应用状态和相
同的输出。尽管初看起来这一方法似乎是一种对于多核服务
器的多线程 SMR 挑战的完美解决策略，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
我们更深入地分析它。第一个问题[4]是很直接的：目前的确
定性多线程技术要么需要硬件支持[14, 15, 20]，要么对于生产
环境来说太慢（1.2 倍至 10 倍的系统开销）[2, 3, 5]。第二个

问题是，在现代 SMR 协议和用于实现确定性多线程的技术之
间存在语义鸿沟。
为了寻找获得更高吞吐量的机会，近几年来 SMR 协议一
直在寻找对副本所处理请求的语义的利用方式，以便在不强
制所有副本处理相同的输入序列的前提下，实现副本的协调。
例如，许多现代 SMR 系统不再坚持要求读入请求在所有的副
本上都要以同样的顺序处理，这是因为读入请求不会改变应
用副本的状态。这种只读优化[7, 9, 24]常常与另一种优化结合：
读入请求仅仅在特殊选定的一组 仲裁副本上执行，而不是在
所有副本上执行[21]。后者这一优化被用于若干 SMR 系统[11,
47]，并且在这些系统的无故障执行期间被扩展至同样适用于
会改变应用状态的请求，只有当某个仲裁副本出现故障时，
才让其它的副本执行这些请求。
不幸的是，确定性多线程技术对它们所执行的操作的语
义一无所知，它们能够保证多线程服务器的副本协调的能力
纯粹基于一些语法机制。这一机制极强地依赖于“所有副本
接收到相同的输入序列”的假设，因为只有这样，确定性多
线程才可以保证副本的状态和输出都是相同的。只读优化和
仲裁操作违反了这一假设，导致了正确的副本出现分歧。例
如，只读请求会让一个副本的指令计数器增加，也可能导致
副本获得额外的读入锁：我们容易构造出一个执行过程，使
得如上所述的低级的差异或许会最终导致正确副本的应用状
态出现分歧[22]。矛盾的是，确定性复制的困难源于坚持状态
机方法[26, 38]，与此同时现代的 SMR 协议放松了它的要求，
保留它的精神。

3. 系统模型
我们提出的状态机复制的新结构是非常通用的：无论是
同步系统还是异步系统，Eve 都可以被用来协调多线程副本
的执行，并且从容纳崩溃故障到容纳拜占庭故障，Eve 可以
被配置为容忍各种严重程度的故障。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针对异步环境，网络可以有任意长
的延迟，重排或不危及安全性（safety）的信息丢失。对于正
常运转（liveness），我们要求存在同步间隔：在这一间隔中
网络状况良好，在两个正确结点之间的信息收发以及处理是
在有界的延迟内。因为有可靠连接的同步的主-备是一个有趣
的布局[13]，我们也在一个服务器对（server-pair）的布局上
评估了 Eve，与主-备类似[6]，这个服务器对依赖对于安全性
（safety）和正常运转（liveness）的时间安排的假设。
通过相应的设定，利用 Eve 结构可以做出保证正常运转
的（live）系统，即，在总故障不超过 u 次的前提下，提供一
个反馈给客户请求，这里的故障既可以是缺失故障（omission
failure），也可以是委托故障（commission failure），同时可
以确保在出现至多 r 次委托故障和任意多次的缺失故障的前
提下，所有被正确客户接受的反馈都是正确的 [9]。委托故障
包含所有的不属于缺失故障的故障。委托故障与缺失故障的
并集就是拜占庭故障。不过，我们假定这些故障不会打破密
码原语（cryptographic primitive）；即，一个出错的结点永远
不会产生一个正确结点的 MAC。我们将一个包含鉴别码（一
个 MAC 的向量，每个接收副本对应一个）的由 Y 发出的消
息 X 记为〈 〉⃑ 。

4. 协议概述
图 1 展示了 Eve 的整体的结构，它的“执行再验证”的
设计与传统 SMR[7, 27, 50]的“一致再执行”的方法有所不同。

4.1 执行阶段
Eve 将请求划分为若干批次，然后让副本并行地执行同
在一个批次内的请求，并不要求在同一批次内的请求在每个
副本上具有相同的执行顺序。然而，对于每个批次，Eve 采

值以及批次序号 ，组成一个标记（token）被送到验证阶段，
以便判断副本之间是否出现了分歧。第 5.2 节将描述我们如
何有效地、确定性地计算最终状态和输出的哈希值。

4.2 验证阶段
Eve 的执行阶段努力试图将出现分歧的可能降低到很小，
但是并不保证一定不会出现分歧：例如，尽管竭尽全力，混
合器可能无意地将存在冲突的请求包括在同一个并行批次中，
进而导致不同的正确批次产生了不同的最终状态和输出。这
时就需要验证阶段来确保这类的分歧不会影响到安全性
（safety），至多只是影响到性能。于是，在验证阶段的末尾，
所有正确的执行了第 个批次的副本都会到达同一最终状态并
产生了相同的输出。
一致（Agreement） 验证阶段执行一个一致性协议，来决定
处理完每一批次的请求后所有正确副本的最终的状态和输出。
一致性协议的输入是接收自执行副本的标记。协议的最终决
策有两种：如果有足够多的标记是相同的，那么最终决策是
提交（commit ）；反之，如果有过多的标记不同，那么最终
的决策是回滚（rollback）。特别地，协议首先检验副本中是
否出现了不一致：如果所有的标记都是相同的，那么副本所
共用的最终状态和输出被提交；如果存在不一致，那么协议
收到的标记进行统计，试图找出一个被足够多副本所获得的
最终状态和输出，以此来保证最终状态和输出是由正确的副
本产生的，如果这样的最终状态和输出被找到了，那么 Eve
会确保所有正确的副本都最终提交到这个最终状态和输出，
否则，协议会做出回滚的决定。

图 1：Eve 整体结构.
取了一系列步骤，设法让每个副本产生相同的最终状态和输
出成为可能。
分批（Batching） 客户将他们的请求发送给当前的主执行副
本（primary execution replica）。主执行副本将请求划分为若
干批次，为每个批次分配一个序列编号，然后将它们送给所
有的执行副本。不同批次的请求可能在同一时刻被发送，但
是它们是按顺序执行的。伴随着请求的发送，主执行副本将
一致化处理非确定性请求所需的所有数据（如，random()所
需要的种子，gettimeofday()所需的时间戳[7,9]）一并发送出
去。然而，主执行副本不做与“减少多线程副本独立执行这
些批次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相关的工作。
混合（Mixing） 每个副本通过运行相同的确定性的混合器，
将从主执行副本获取到的每个批次划分为相同顺序的 并行批
次（ paralledBatch ） 序列，混合器相信它所划分的处于同一
并行批次中的请求具有这样的特性：即使我们在不同的副本
上以不同的方式交替处理请求指令，副本也几乎不可能产生
具有分歧的结果。例如，如果请求 和 都会修改对象 ，那
么混合器将把它们放入不同的并行批次中。第 5.1 节将更详
细地给出混合器的描述。
并行执行（Executing in parallel） 每个副本按确定性混合器
给出的顺序执行每个并行批次。在执行完第 个批次的所有的
并行批次后，副本将它的应用状态和对应于每个请求的输出
1的哈希
计算一个哈希值。这个哈希值，连同批次序号为

1

之所以我们将前一个批次的哈希值包括进来，是因为我们希
望确保系统只接受有效的状态转移。验证副本（verification

提交（commit） 如果验证阶段的结果是提交，那么执行副本
会将相对应的序列编号标记为已提交（commited），并将对
于并行批次的反馈发送给客户。
回滚（rollback） 如果验证阶段的结果是 回滚，那么执行副
本会将它们的状态回滚至最近一次提交的序列编号所对应的
状态，并顺序地重新执行这一批次，以保证执行进度的进展。
另外，为了应对主执行副本出错的情形，回滚可能会导致主
执行副本的更换。为了保证执行进度的进展，由新产生的主
执行副本创建的第一个批次（典型情况下它会包括一些回滚
请求的子集），会在所有的执行副本上顺序地执行。
“执行-验证”结构的一个额外收获是，Eve 时常可以屏
蔽由并发错误导致的副本分歧，即由某些线程交错引发的应
用的实际行为与预期行为的背离[18]。一些并发错误可能显现
为委托故障；然而，因为这种错误通常是以一定概率发生的，
并且它们不是关键错误，它们常可以被 Eve 原本只被设计用
来容纳委托故障的配置所屏蔽。当然了，同每个使用冗余来
容错的系统一样，在面对相互关联的错误时，Eve 是脆弱的，
当太多的副本同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形成并发错误时，Eve
无法防止它们（并发错误）的发生。也就是说，Eve 的结构
在屏蔽并发错误导致副本分歧方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
混合器通过避免将存在冲突的请求并行处理，使得并发错误
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即使并发错误存在，并发错
误在不同的副本上的表现方式也可能不同。

replica）只会在当它们已经对于“存在一个已经提交过的
批次的哈希值与当前提交的批次 标记中记录的
批
次的哈希值匹配”达成一致时，才会认为这个批次 的标记
是有效的，并接收它。

5. 执行阶段
本节我们更细致地介绍执行阶段。特别地，我们讨论混
合器的设计，和状态管理框架的设计和实现。后者使得 Eve
可以高效地进行状态比较，状态转移和回滚。

图 2：被用于 TPC-W 负载的 5 个最常用处理任务的键值

5.1 混合器设计
只有保证分歧只在极少数情形下才会出现，并行执行才
能获得更好的表现。混合器的任务是分辨出哪些请求可以高
效地并行执行，并且保证这一分辨出现漏报（false negative，
即将不可并行执行的请求判断为可以并行执行）与误报
（false positive，即将可以并行执行的请求判断为不可并行执
行）的比例是很小的。漏报将会导致存在冲突的请求被并行
执行，进而导致分歧与回滚的可能。误报将会导致本可有效
并行执行的请求在实际中被顺序地执行，进而导致执行并行
度的降低。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混合器的漏报与误报率如何，
Eve 的安全性和正常运转总是有保证的，一个好的混合器只
是会提高系统的性能（当然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实验中，对每个请求，我们采用的混合器会进行
解析，尝试预测它（请求）将访问哪个状态：根据应用的不
同，状态的定义可以从一个单个文件、一个应用级别的对象
到如数据库的行，数据库的表等高级别的对象。当两个请求
访问了同一个对象，且至少有一个请求是写这个对象的（即
只有“读/写”与“写/写”两种情况）时，这两个请求是冲突
的。为了避免将两个有冲突的请求放到一起并行执行，混合
器开始时有一个初始为空的并行批次和两个初始为空的哈希
表，其中一个哈希表用于对象的读取，一个哈希表用于对象
的写入。接下来混合器依次扫描每个请求，将请求中的对象
操作视具体情况映射为读或写的键值。然后混合器判断请求
的键值是否与两个哈希表中的键值存在“读/写”或“写/写”
冲突。如果没有，混合器将请求加入并行批次，并将请求的
键值视操作类型加入两个哈希表；如果出现了冲突，混合器
尝试将请求放入一个不同的并行批次，如果请求与所有的现
存的并行批次冲突，混合器会建立一个新的并行批次。
在 H2 数据库引擎和 TPC-W 负载上的测试中，我们简单
地采用了在读或写模式访问的表的名字作为每一个处理任务2
的读与写的键值（见表 2）。注意到即便混合器将请求错误
地分类了，这也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不必要显式地捕获那些
由数据库触发或浏览访问等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行为而潜在生
成的其它冲突。Eve 的验证阶段允许我们在不完美的情况下
保证安全性（safe）。更进一步看，通过系统反馈，久而久之

2

因为 H2 不支持行级别的锁定，我们没有实现比表（table）
级别的冲突检测更细粒度的冲突检测。

混合器是可以被提升的（例如，我们可以记录引起回滚的并
行批次）。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实现一个完美的混合器是一件繁琐的
事情，我们期望对于许多有趣的应用和负载，我们可以用适
度的努力写出一个好的混合器。数据库和键值存储是一类应
用的例子，在这类应用中典型的请求均对应可能受影响的应
用级别的对象，对于数据库来说这种对象是表，对于键值来
说这种对象是值。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实验是激动人心的。
我 们 的 TPC-W 混 合 器 的 搭 建 花 费 10 小 时 的 学 生 时 间
（student-hour），并且在此之前我们对 TPC-W 的代码并不熟
悉。从第 7 节的展示可以看出，这一简单的混合器具有很好
的并行度（只有可以接受的极少数误报），并且我们没有观
察到任何回滚（极少或没有漏报）。

5.2 状态管理
一致-执行结构变为执行-验证结构为状态的检查点、比较、
回滚、转移的实现增加了压力。例如，Eve 中副本在执行完
每个批次的请求后，都必须计算出到达的应用状态的哈希值；
相反，传统的 SMR 协议在检查点和应用状态比较方面都不是
那么的频繁（例如，在请求日志被垃圾回收时）。
为了实现有效的状态比较以及细粒度的检查点和回滚，
Eve 采用一个写入时复制的 Merkle 树来存储状态。这棵树的
根是整个状态的简明代表。这一实现借鉴了 BASE[36]的两点
思想。其一，它只存储了决定状态机操作的状态，忽略了可
能在不同副本上不同但却对于应用的状态和输出没有语义影
响的其它状态（例如 IP 地址或一个 TCP 连接）。其二，它对
于部分对象提供了一层抽象包裹，来掩盖不同副本上的差异。
在 BASE 以及其它如 PBFT，Zyzzyva，UpRight 等传统
SMR 系统上，程序员被要求手动标注出哪些状态应该被包含
进状态机的检查点[7, 9, 24, 36]，类似的，我们在目前对 Eve
的实现中也手动标注了应用的代码，以指示出那些应被加入
Merkle 树并在它们被修改时标记为“脏”（dirty）的对象。
然而与 BASE 相比，Eve 面临两个新的挑战：在并行执
行和并行哈希生成的前提下维护一个确定性的 Merkle 树结构，
以及因为我们选用 Java 实现 Eve 所引起的相关问题。

5.2.1 确定性 Merkle 树
为了实现同样的校验和（checksum），不同的副本必须
将同样的对象放在 Merkle 树的同一个位置。对于单线程执行
来说，我们可以容易地获得确定性，因为我们只需要在一个
对象创建时把它加入树中就行了。对于多线程执行来说，确
定性是更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对象可能被并发地创建。
直觉上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是同
步地且确定地进行内存申请。这一方法不仅将并发内存申请
所做的努力都忽视掉了[17, 40]，而且是不必要的，因为内存
申请顺序通常不会根本性地影响副本的一致。第二个方法是
根据对象的内容产生一个 ID，利用这个 ID 决定对象在树中
的位置。然而这种方法也有问题，因为许多对象（尤其是在
刚创建时）具有同样的内容。
我们的解决策略是，把新建对象加入 Merkle 树的时间推
迟到当前批次的末尾，这时它们便可以确定性地加入 Merkle
树。Eve 扫描现存的被修改过的对象，如果某个对象包含一
个对不在树中的对象的引用，那么 Eve 会将这个对象加入树

的下一个空位，对于所有新加的对象，Eve 迭代地重复上述
过程。

及它们经历的状态变换，验证阶段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判断是
否有足够多的标记是一致的。

因为两个原因，对象扫描是确定性的。首先，现存对象
已经被放入树中确定性的位置。其次，对于单个对象，Eve
可以按照确定性的顺序迭代它所有的引用。通常我们可以使
用定义引用的类中所定义的序，然而一些类，如 Hashtable，
并没有确定性地存储它们的引用，我们在 5.2.2 节讨论如何处
理这部分类。

为了做出这一判断，验证部分采用了一个一致性协议[7,
27]，这一协议的细节设定极大依赖于系统模型。作为优化，
只读请求首先尝试在众多副本上执行时不参与验证阶段。如
果足够多的反馈是一致的，那么客户便接受返回的值；否则，
只读请求会被重新下发，并且按照处理一般性请求的方式处
理。我们展示对于两种极端情形的协议：一个异步拜占庭容
错系统和一个同步主-备系统。然后我们讨论验证阶段怎样提
供对于并发错误的抵御，以及它如何被配置到可以最大化容
忍并发错误的数量。

我们没有并行化扫描新对象这一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的
系统开销很低。然而，我们并行化了哈希生成：我们将
Merkle 树分割成若干子树，并行地计算子树的哈希值，然后
将它们合并，并计算出 Merkle 树树根的哈希值。

5.2.2 Java 语言及运行
使用 Java 实现我们的原型为我们提供了若干有利的特性，
这些有利特性之一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引用与其它数据
分离的简单的方法，这简化了确定性扫描的实现；同时，使
用 Java 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其一，Merkle 树保存的有引用的对象不能被 Java 的自动
垃圾回收处理。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定期地进行一次 Merkle 树
级别的扫描，使用一种类似于 Java 自带的垃圾回收的标记-清
扫（mark-and-sweep）算法，来寻找未使用的对象，并将它们
从树中移除，这样就保证了这样对象可以被 Java 的垃圾回收
功能正确地回收。对于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应用，这一扫描的
频率可以低于 Java 的垃圾回收，因为树中的对象有较高的可
能性是“重要的”并有较长的生存周期。在我们的实验中，
这一扫描不是系统开销的主要来源。
其二，在 Java 中许多标准的集合型数据结构——包括广
泛采用的 Hashtable 和 HashSet 类——与构造顺序是有关联的。
例如，一个 Java 的 Hashtable 对象的序列状态是敏感于值的插
入和删除顺序的。因此，两个集合型数据结构在不同的副本
上即使包含有相同的元素，它们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校验和，
当这种校验和被加入 Merkle 树时，尽管它们在语义上是等价
的，但是这两个副本的状态却会被看成已经出现分歧了，从
而导致了没有必要的回滚。
对此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一层包裹[36]，通过这层抽象，
将处于不同副本上语义层面上相同的不同集合型类的实例视
作相同的实例。对于每个集合型数据结构，这层包裹可以生
成一个确定性的包含该数据结构中所有元素的列表，并且如
果必须，可以生成一个与之对应的迭代器。如果元素的类型
Java 已提供了比较器（如，Integer，Long，String 等），这是
容易做到的。否则，这些元素在被加入集合型数据结构之前，
Eve 会赋给这些元素一个有序对
，然后在
包裹层生成列表之前，元素会依照这一有序对来排序。这里，
是请求的唯一标识，用于元素的增加，
表示
的是由标识为
的请求已向数据结构中增加的元素的
数量。实际中，我们发现只需要生成两个包裹，分别对应
Java 中常用的集合型数据结构接口 Set 和 Map。

6. 验证阶段
验证阶段的目标是判断在执行完一个请求批次后，是否
有足够多的执行副本在它们的状态和反馈（输出）上是一致
的。假定由执行副本产生的标记能够反映它们的当前状态以

6.1 容许异步拜占庭故障
这一节我们描述一个用于异步拜占庭容错系统的验证协
议，其中有
个执行副本和
个验证副本（verification replica）[8, 9]，它可以保证在
个错误（无论是缺失故障还是委托故障）内系统正常运转
（live），并保证在 个委托故障和任意多缺失故障内系统是
安全的（safe）。熟悉 PBFT[7]的读者将发现这两个协议之间
是有许多相似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两个协议都是尝
试在
个（若用 PBFT 的定义，都是
个）副本
上处理一致性问题。这两个协议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因素。
第一，在 PBFT 中，副本试图对于单个结点（主执行副本）
上的输出达成一致。在 Eve 中，一致性的对象是若干副本
（执行副本）的表现。因此，Eve 中验证副本采用来自执行
副本的标记的仲裁作为它们“提议”的值。第二，在 PBFT
中，副本会尽力在状态机的输入上（输入的请求以及它们的
顺序）达成一致。与 PBFT 不同的不是，Eve 中，副本会尽力
在状态机的输出上（应用的状态以及对于客户的反馈）达成
一致。就其本身而论，在视图转换协议（view change protocol）
（由篇幅原因我们只能在[22]做更详细地讨论）中，如果知道
了存在给定序列编号的证明，那么就足以将这一序列编号提
交到下一个视图（view）——不再需要已提交序列编号的前
缀。
当一个执行副本执行一个批次请求（也就是说，一个并
行批次的序列）时，它将消息
⃑ 发送给
所有的验证副本，这里 是当前的视图编号（view number），
是批次序列编号， 是由这一批次计算所得的标记， 是发
送请求的副本。前文曾经提到过， 包含了批次 和批次
的哈希值：一个验证副本接受批次 的
消息，当且仅
当它曾经提交过批次
的哈希值，并且这一哈希值与 中
存储的批次
的哈希值是匹配的。
当一个验证副本收到
条标记匹配的
VERIFY 消息时，它将这一序列编号标记为 预先准备好的
（ preprepared ） ，并将消息
⃑ 发送给
所有其它的验证副本。与之类似地，当一个验证副本收到
条匹配的 PREPARE 消息时，它将这一序列编号标记
为 准备好的（ prepared ） 并将消息
⃑ 发
送给所有其它的验证副本。最终，当一个验证副本收到
条匹配的 COMMIT 消息时，它将这一序列编号标记为
已 提 交 的 （ committed ） ， 并 将 消 息
⃑ 发送给所有执行副本。
注意到这里视图编号 与 VERIFY 消息的视图编号是一样的；
这表示一致被达成，并且不必要做视图转换。

如果一致无法被达成，那么这要么是因为副本出现了不
一致，异步，要么是因为主执行副本出现了拜占庭故障，验
证副本中出现了视图转换3。在视图转换期间，验证副本从已
经被至少
个副本准备好的序列编号中找出序列编号最
高者（以及对应的标记），并以这一标记展开一个新的视图。
它们将消息
⃑ 发送给
所有的执行副本，这里 是一个标识，它指示了下一个批次应
当被顺序的执行，以保证执行进度的进展。注意到在这一情
形里视图编号增大了，这表示一致没有达成，对于序列编号
的回滚是必要的。
提交，状态转移，和回滚 当接收到
个匹配的 VERIFYRESPONSE 消息时，一个执行副本 辨别以下三种情形：
提交 如果视图编号没有增大，并且得到一致认可的标记与
发送的标记匹配，那么 将序列编号标记为稳定，将过时的状
态进行垃圾回收，并将这一批次的请求的计算结果反馈给相
应的客户。

在旧的主服务器的问题解决后，在处理新的请求前，我们采
用增量式状态转移将它的状态更新至最新。

6.3 容许并发错误
执行-验证结构的一个令人高兴的结果是，当 Eve 被配置
为容忍 个缺失故障时，即使并且我们给予它容忍这些错误所
需要的最少数量的副本，Eve 仍然可以提供对并发错误的屏
蔽。
并发错误既可能导致缺失故障（如，一个副本可能卡
主），也可能导致委托故障（如，一个副本可能产生一个错
误的输出，或转移到一个错误的状态）。然而，由于并发错
误导致的故障有一个重要的性质，而一般来说这一重要性质
无法作为拜占庭容错中的一个假设：由并发错误导致的故障
可以容易地修复。如果 Eve 发现了并发故障，它可以通过回
滚并顺序地重新执行来修复它。
异步情形 当 Eve 被配置为

时，它提供了以下保证：

状态转移 如果视图编号没有增大，但是得到一致认可的标记
与 发送的标记不匹配，这意味着这一副本的状态与一致认可
的状态出现了分歧。为了修复这一分歧，这一副本向其它副
本发布一条状态转移请求。这一状态转移是增量的：相比改
变整个状态，Eve 只改变在最后一个稳定序列编号之后的那
些部分。增量式转移采用了 Merkle 树来辨别需要转移的状态，
这使得即使出现分歧的副本很慢，Eve 也可以迅速地让它们
更新到正确的状态。

定理 1. 当 Eve 被配置为
并且
时，异步的
Eve 在不超过 个并发故障或缺失故障时，是安全的（safe），
可正常运转的（live），和正确的（correct）。

回滚 如果视图编号增大，那么这意味着一致没有被达成。副
本 丢弃掉所有未执行的请求，并将它的状态回滚至标记 指
示的序列编号，同时验证这一新的状态与标记一致（如果不
一致，它将进行一次状态转移）。视图编号的增大也隐含地
轮换了主执行副本。副本开始从新的主执行副本接收批次，
同时，因标识 的设置，副本会顺序地执行由新主执行副本创
建的第一个批次，以保证执行进度的进展。

证明梗概：系统总是安全和正确的，因为在提交一个批次时，
验证器要求
个匹配的执行标记。如果有至多 个并发故
障并且没有其它委托故障，那么每个提交批次都有至少一个
执行标记是由正确副本产生的。

6.2 同步主-备系统
为同步主-备配置的系统只有两个副本，它们既负责执行，
也负责验证。主服务器接收客户请求，并将请求划分为若干
批次。当产生出一个批次 后，它（主服务器）将消息
发送给从服务器。这里 是
批次的序列编号，
是一致性执行非确定性调用（如
random()、gettimeofday()）所需要的数据。主、从服务器均将
混合器应用于批次，执行由混合器给出的并行批次，并计算
状态的标记（如第 4 节所介绍的那样）。从服务器将它的标
记发送给主服务器，主服务器将自己计算的标记与从服务器
的标记比较，如果标记匹配，那么主服务器将这一序列编号
标记为稳定，并将反馈发送给客户；如果标记不匹配，那么
主服务器将它的状态回滚至最近一次的稳定的序列编号，并
告知从服务器也进行同样的回滚操作。为了保证执行进度的
进展，主、从服务器将顺序地执行下一个批次。
如果主服务器崩溃了，那么最终从服务器会注意到这一
点，并承担起主服务器的任务（即成为新的主服务器）。在
旧的主服务器的问题解决前，新的主服务器将独自执行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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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交吞吐量比预期低时，这一视图转换会被触发，与[10]
类似。

注意到安全性（safety）和正常运转（liveness）对应了状态机
复制的要求——前者对应了“正确副本提交的状态和输出是
一致的”，后者对应了“请求最终会被提交”。正确性对应
了状态机自身；一个提交的状态是正确的，那么它是一个可
以由状态机在无错运行时达到的状态。

这个系统是可正常运转的，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批次无法
收集
个匹配的标记，验证器会强制执行副本回滚并顺序
地重新执行。在顺序执行的过程中，确定性的正确副本不会
出现分歧；因此重新执行至多会受到 个缺失故障的影响，并
产生至少
个匹配的执行标记，这保证了这个批次可以提
交。 □
当超过 个相互关联的并发错误产生完全相同的状态和输
出时，Eve 仍然可以保证状态机复制的安全性和正常运转要
求，但是 Eve 不再能保证正确性。
同步情形 当 Eve 被配置为只有
个执行副本时，如果 个
副本遭受了缺失故障， Eve 可以继续在 1 个副本上运转。在
这一配置下，Eve 没有额外的冗余，来在剩余的 1 个副本上
屏蔽并发错误。
在好区间中的额外保护 所谓好区间是指，除了由并发错误导
致副本错误或超时外，没有其它的副本错误与超时。在好区
间中，无论是同步还是异步情形，Eve 都可以利用额外的冗
余竭尽所能地保护
个执行副本，使它们免受并发错误
的影响。
例如，在同步主-备情形中，当两个执行副本都在运转，
主服务器接收到自身和从服务器两个执行结果，如果执行结
果不匹配，那么它令自己和从服务器回滚，并顺序地重新执
行。因此，在一个好区间中，这一配置可以屏蔽一个副本的
并发错误。我们期望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形。

在同步和异步两种情形中，当 Eve 被配置为
时，若
所有 个执行副本在连续 个批次都提供了匹配且及时的回
馈，Eve 便进入了 额外保护 模式（ extra protection mode ）
（EPM）。当 Eve 处于 EPM 时，在验证器收到的执行回馈的
数量达到最小的必要的数量后，验证器继续等待并接收所有
个回馈直到略微超时。如果验证器收到了所有 个匹配的
反馈，那么验证器提交这一反馈的结果，否则，验证器要求
执行副本回滚，并顺序地重新执行。接下来，如果验证器在
允许略微超时情况下收到 个匹配的反馈，那么验证器提交
这一反馈结果并仍然保留在 EPM 中；相反，如果顺序重执行
并没有产生 个匹配且及时的反馈，那么验证器会怀疑产生
了非并发错误，此时验证器会终止 EPM 以通过允许系统在更
少的匹配反馈下向前进展，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
（liveness）。

我们采用了 14 个 4 核 Intel Xeon @2.4GHz，4 个 8 核 Intel
Xeon @2.66GHz 和 2 个 8 核超线程 Intel Xeon @1.6GHz，它
们以 1Gb 以太网连接。我们能够有限地访问 3 个 16 核 AMD

7. 评估
我们的评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与传统的顺序执行方法比，Eve 的吞吐量有多大的提升？



与不采用复制的多线程执行以及其它复制方法比，Eve
的表现如何？



混合器以及其它负载特性对 Eve 的表现的影响如何？



Eve 屏蔽并发错误的效果有多好？

我们通过利用键值存储应用和 H2 数据库引擎来回答这些
问题。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键值存储应用来展现 Eve 对于
不同参数的敏感度的微基准测试度量。特别地，对于每个请
求所需的执行时间的多少、应用对象的大小、混合器的准确
度（包括误报和漏报），我们测试了将它们设置为不同大小
会对 Eve 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 H2 数据库引擎，我们采用了
TPC-W 基准测试的一个开源实现。为了表述的简洁，我们将
给出它浏览工作负载的结果，因为浏览工作负载有更高的并
发度。
我们当前的原型忽略了一些前文描述的特性。特别地，
尽管我们在 6.3 节实现了对于同步主-备复制的额外保护模式
这一优化，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异步配置实现它。另外，在我
们当前的实现中，如果一类对象， Java 的 finalize 方法会为它
修改某些需要在副本间保持一致的状态，那么我们不能处理
包含这类对象的应用。最后，我们当前的原型仅支持存放于
内存中的应用状态。
我们在一个 Emulab 试验平台上运行我们的微基准测试，

图 3：在 H2 数据库引擎上运行 TPC-W 浏览工作负载的
Eve 的吞吐量
Opteron @3.0GHz 和 2 个 8 核 Intel Xeon L5420 @2.5GHz。无
论同步主-备，还是异步拜占庭故障容许的配置，我们均采用
AMD 的机器作为执行副本来在 H2 数据库引擎上运行 TPC-W
基准测试（图 3）。对于异步拜占庭故障容许的配置，我们
采用 3 个执行结点和 4 个验证结点，它们足够容忍 1 个拜占
庭故障（
）。L5420 机器上运行了 Xen，我们利
用它们来展示我们与 Remus 的比较（图 10 和图 11）。

7.1 H2 数据库+TPC-W
图 3 展示了对于 H2 数据库引擎，Eve 在 TPC-W 浏览工
作负载上的性能表现。我们报告以下两种配置下 Eve 的吞吐
量：一个异步的拜占庭故障容许的配置（Eve-BFT）和一个同
步的主动的主-备的配置（Eve-PrimaryBackup）。我们将它们
与一个不采用复制的顺序执行的服务器的吞吐量进行比较
（sequential）。注意到它代表了过去采用顺序执行[7, 9, 27,
31]的复制系统可达到的性能的上界。另外，我们也与一个不
采用复制的并行执行的服务器的吞吐量进行了比较。
在 16 个执行线程下，与顺序执行相比，Eve 取得了 6.5
倍的性能提升。而不采用复制的 16 线程 H2 数据库服务器相
比顺序执行也只能达到 7.5 倍的性能提升。
在两种配置下，在所有的数据点的所有运行过程中，Eve
都没有出现回滚。这表明了我们设计的简单的混合器从未将
应顺序执行的若干请求放入同一并行批次。同时，良好的性
能提升结果表明了，我们设计的简单的混合器在辨别给定请
求是否可以并行执行上是足够有效的。

7.2 微基准测试
在这一节中，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键值存储应用来衡量
不同参数的变化对 Eve 性能的影响。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
展示主-备配置的图表；异步复制的结果与此相似。后文除非
特别指出，否则默认的工作负载是每一个请求消耗 1ms 执行
时间，每一个请求更新一个应用对象，且应用对象的大小是
1KB。

图 4：单个请求的 CPU 需求对 Eve 的吞吐量的性能提升
的影响
.

图 5：应用对象的大小对 Eve 的吞吐量性能提升的影响
图 4 展示了改变每个请求的 CPU 需求对 Eve 性能的影响。
我们观察到，工作负载越重，即每个请求对 CPU 的需求越高
（每个请求消耗 10ms 执行时间），性能提升幅度越大，在
16 线程上相比顺序执行至多有 12.5 倍的提升。当工作负载减
轻，Eve 的系统开销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每个请求消耗 1ms
执行时间时，性能提升降至 10 倍，当每个请求消耗 0.1ms 执
行时间时，性能提升降至 3.3 倍。3.3 倍的结果部分源于我们
难以用工作负载轻的请求填满服务器负载。在我们的工作负
载生成器中，客户每次有一个显著的请求，从而若要使服务
器满载，需要大量的客户；这导致了我们的服务器在满载前
已经用尽了套接字。通过测量，在这一试验中我们服务器的
CPU 利用率约为 30%。
图 4 中我们绘制了吞吐量的提升，可见提升的趋势是明
显的。作为参考，对于图中对于 0.1ms 线，1ms 线，10ms 线，
吞吐量的峰值（以请求/秒为单位）分别为 25.2K，10.0K 和
1242。
我们下一个实验探究了应用对象大小对系统吞吐量的影
响。我们对于对象大小为 10B，1KB 和 10KB 分别进行了实
验。图 5 给出了结果。当对象大小为 10B 和 1KB 时性能提升
幅度较大，然而当对象大小变得更大时（10KB），性能提升
的幅度变低。这是由我们采用的哈希库所导致的，因为我们
采用的哈希库在计算一个对象的哈希前首先先需要拷贝这个
对象：对于大的对象，这一内存拷贝过程限制了我们可能获
得的吞吐量。注意到在这个图中，我们绘制的是性能提升而
不是吞吐量的绝对值，以更好的表明各工作负载间的趋势。
作为参考，对于图中 10B 线，1KB 线，10KB 线，吞吐量的
峰值（以请求/秒为单位）分别为 10.0K，10.0K 和 5.6K。
接下来，我们评价了 Eve 对于不准确的混合器的敏感度。
特别地，我们探究了 Eve 对于漏报（将冲突的请求报告为不
冲突）和误报（将不冲突的请求报为冲突）的容忍的限度。
这些参数的影响由一个关于两两冲突的概率（即两个请求可
能冲突的概率）的函数衡量。为了做到这一点，实际中，我
们让每个请求修改一个对象，然后变动应用对象的数量。例
如，为了让冲突概率为 1%，我们创建 100 个对象。类似地，
1%的漏报率意味着每一对冲突的请求有 1%的可能被分类为
不冲突的。

图 6：冲突概率和漏报率对 Eve 的吞吐量的影响
图 6 展示了漏报对于吞吐量的影响。首先可以观察到，
即使漏报率为 0%，因可行的并行度的降低导致的两两冲突
的概率的增加，也会导致吞吐量的降低。例如，如果批次中
有 100 个请求，每个请求有 10%的概率与其它请求冲突，那
么一个完美的混合器也只可能将这 100 个请求分为约 10 个并
行批次，每个批次有约 10 个请求。
当我们增加漏报时，回滚就相应增加了。回滚的数量随
着潜在的冲突概率和漏报率的增加而增加。注意到这一影响
的增长速度比直观感觉要快，因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生日
悖论——如果我们有 1%的冲突概率和 1%的漏报概率，那么
任意取一对冲突的请求，它们被漏报的概率为
。但
是在有 100 个请求的批次中，每一个请求就有约 1%的概率被
分入一个与之冲突的并行批次里，这意味着有约 39%的概率
在这 100 个请求的批次中存在一个没有被检测到的冲突。进
一步地看，当冲突概率有 1%时，给定批次将被分成数量不多
的几个并行批次，因此有较大的可能我们会将冲突的请求分
入同一个并行批次。事实上，在这一情形里，每 7 个并行批
次的执行里就会出现 1 次回滚。不过虽然冲突的概率是比较
高的，回滚次数是比较多的，但是相比顺序执行，Eve 仍然
取得了 2.6 倍的性能提升。
图 7 展示了误报对吞吐量的影响。如预期的那样，增加

图 7：冲突概率和误报率对 Eve 的吞吐量的影响

误报的比例会降低吞吐量。但是这一影响并不像漏报那样强。
原因是容易想到的：误报降低了并行执行的机会，但并不会
招致额外的系统开销。
从这些实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为了取得好的性能，
Eve 确实需要一个好的混合器。不过这一要求并不特别令我
们担忧。我们发现设计一个可以检测出所有冲突并且仍然保
证较高数量的并行度的混合器是容易的（据我们所知）。其
他研究者有着类似的经验[25]。尽管在一些情形里设计一个完
美的混合器可能是困难的，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为 Eve 设
计一个具有低的漏报率和适度的误报率的混合器是可行的。

7.3 故障和恢复

图 8：Eve 主-备配置在结点崩溃与恢复过程中的吞吐量

在图 8 中，我们展示了 Eve 屏蔽故障以及从故障恢复的
能力。在主-备配置中，我们运行了一个测试，测试中我们在
秒时杀死主结点 ，并在
秒时恢复它（此时原从
结点 已经成为了新的主结点）。接下来我们在
秒时
杀死新的从结点（ ）并在
秒时恢复它。我们观察到
在第一次故障后，吞吐量降至 0，直到从结点在 4 秒4的超时
后意识到主结点出了故障。接下来从结点开始担任主结点的
角色，并开始处理请求。这一段时间的吞吐量较高，这是因
为新的主结点知道另一个结点崩溃了，因此没有向它发送消
息。在
时， 恢复，在这接下来约 1 秒的时间内吞吐
量降至 0，新恢复的结点利用这段时间更新状态。接下来吞
吐量回到它的正常值。对于在
时 再次崩溃以及
时 再次恢复，与上述过程相同。

7.4 并发故障
为了评测 Eve 屏蔽并发故障的能力，我们采用了一个具
有 16 个执行线程的主-备配置，运用多种混合器，在 H2 数据
库引擎上运行 TPC-W 浏览工作负载。H2 数据库引擎有一个
过去没有发现的并发错误，在这个错误中，当多个请求在
read_uncommitted 模式中访问同一个表时，一个行计数器的
值没有正确地增加。我们标准的混合器完全地屏蔽了这个错
误，因为它不允许多个请求并行地修改同一个表。通过引入
准确性相对低的混合器，我们探究了 Eve 第二条防守线——
并行执行——在屏蔽这一错误中的表现。
图 9 展示了这一错误在一个或两个副本中出现的次数。
当这一错误只在一个副本中出现时，Eve 会发现副本出现了
分歧，并通过回滚与重新顺序执行来修复这一错误。如果错
误恰好在两个副本中同时以相同的方式发生，那么 Eve 无法
检测到它。
第一列展示了当我们采用一个简单且激进的混合器的结
果，这一混合器将批次 的所有请求放入同一个并行批次。在
这一情形中，我们允许并行地执行一个批次中的所有的请求。
自然地，这种情形下出现的错误的数量很多。我们观察到即
使混合器对请求完全不做筛选，Eve 也能屏蔽 82%的错误。

在剩余 18%的错误里，错误在两个副本中以相同的方式展现，
因此无法被 Eve 修正。在第二列到第四列，我们引入了一个
具有高漏报率的混合器。这导致了这一并发错误更少地显现，
并且对于显现出的错误，Eve 会屏蔽掉大部分。在第五列，
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原始混合器的结果。我们的原始混合器没
有引入漏报（就我们所知），因此在这一情形中，这一并发
错误没有显现出来。
尽管我们不能肯定这些结果具有一般性，但是我发现它
们最起码是有良好前景的。

7.5 Remus
Remus[13]是一个主-备系统，它采用虚拟机（VMs）将
修改的状态从主副本发送给从副本。这一方法的优势是，它
比较简单，不需要对应用做出修改。这一方法的一个缺点是，
为了保证从副本与主副本的一致性，它过分地利用了网络资
源。这一问题因为 Remus 的两点性质变得更加突出。第一，
Remus 不做状态间的微粒区分，而这对于状态机和临时状态
而言是必要的。第二，Remus 在虚拟机级别上操作，这迫使
它需要发送整个页，而不是仅发送修改的对象。同时，因为
Remus 采用被动复制，它所能容许的故障的广度比 Eve 窄。
我们的实验表明，尽管 Eve 给出的保障比 Remus 更高，Eve
在性能仍然是 Remus 的 4.7 倍，同时 Eve 利用的网络带宽比
Remus 小两个数量级。
图 10 展示了 Remus 和 Eve 在 TPC-W 基准测试的浏览工
作负载上的吞吐量。同时我们也展示了对于相同负载，不采
用复制的系统的潜伏期和吞吐量。两个系统均在 Xen 上运行
H2 数据库引擎，并采用 2 结点（主-备）配置。Remus 达到
了最高每秒 235 个请求的吞吐量，Eve 最高达到了每秒 1225
个请求的吞吐量。当每秒请求数高于 235 时，Remus 崩溃了，
因为它需要的带宽已经到了网络容许的上限（如图 11）。与
Remus 相比，Eve 在每个副本上独立地执行请求，并不需要
在网络中传播状态修改的信息。这一实践结论是，相比如
Remus 的被动复制，Eve 利用了相对很少的带宽，实现了更
高的吞吐量，同时提供了更强的保障。

图 9：在使用不同混合器时，Eve 屏蔽并发错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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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快速故障检测器[29]实现次秒级检测。

图 10：在 Xen 上，Remus 和 Eve 运行 H2 数据库引擎的潜
伏期和吞吐量。两个系统均采用 2 结点配置。工作负载是
TPC-W 基准测试的浏览工作负载

7.6 潜伏期与批次划分
从图 10 可以明了地看出 Eve 在潜伏期与吞吐量之间的权
衡。当 Eve 的负载没有饱和时，它的潜伏期只是略微高于不
采用复制的服务器。随着负载的增加，Eve 的潜伏期逐渐略
微增加，直到最终在 Eve 负载达到饱和，即在每秒 1225 个请
求时，它的潜伏期急剧增加；而没有采用复制的服务器的潜
伏期在约每秒 1470 个请求时急剧增加。为了在保持最大吞吐
量较高的同时使潜伏期尽量小，Eve 采用了一个动态批次划
分的方案：当负载低时，批次的大小减小（这里假定潜伏期
不长），当系统开始处于高负载时，批次的大小增大，从而
尽可能地增大并行度。

8. 相关工作
Vandiver 等人[45]描述了一个对于交易处理系统的拜占庭
容错的半主动复制方案。他们的系统支持对于询问的并发处
理，但是可用的范围比较有限：它可用在交易处理系统的一
个子集中，这里的交易处理系统必须采用严格 2 阶段加锁
（strict two-phase locking）（2PL）。最近一篇论文表明在交
易系统中强行采用确定性并发控制或许是可行的[41]，但是一
般情形中仍然很困难。Kim 等人[23]最近提出将这一思想应用
到一个交易操作系统中。这一方法假定所有的应用状态是可
以由内核来管理的，并且这一方法不能处理在内存中的应用
状态。
一个替代方案是，我们采用一种不是 SMR 的复制技术。

半主动复制（ semi-active replication ）[34]在确定性和执行的
独立性两方面上弱化了 SMR：一个副本是主副本，它非确定
性地执行，并记录所有它执行的非确定性动作。接下来，所
有其它副本确定性地执行，来重现主副本的选择。关于这一
点，人们可能希望借助在确定性多处理器重新执行上的大量
工作[1, 12, 16, 28, 32, 33, 37, 46, 48, 49]。不幸的是，放松对独
立执行的要求使得这些系统在委托故障（commission failure）
面前显得很脆弱。同时，与确定性多线程执行方法类似，记
录和重新执行方法假定所有的副本被给予同样的输入。如第
2 节讨论的那样，这一假设在现代复制系统中是被违反的。
Remus 主-备系统[13]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从副本不执行
请求，而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主副本的状态更新：因为执行仅

图 11：图 10 中的实验里 Remus 和 Eve 的带宽消耗
仅在主副本上发生，调度并行执行的代价和难度被避开了。
然而，这一优势在也有巨大的代价：Remus 只能容许缺失故
障，而无法容许任何的委托故障，包括常见委托故障的如并
发错误。类似 Remus，Eve 既不跟踪，也不剔除非确定性，
但是它在不减少错误容许类型的前提下实现了这两点；另外，
尽管 Eve 对错误容许有更强的保障，Eve 的性能是 Remus 的
4.7 倍，并且带宽占用比 Remus 少两个数量级（见 7.5 节），
因为 Eve 可以保证在不要求传送所有修改的状态的前提下，
副本的状态达成统一。
之所以 Eve 可以结合执行独立性与非确定性请求交错，
关键的一点是混合器的采用，混合器使得副本可以在低的交
错几率的前提下，并发地执行请求。Kotla 等人[25]采用了一
个类似的机制来提高拜占庭故障容许（BFT）复制系统的吞
吐量，然而因为他们仍然采用了传统的一致-执行结构，他们
系统的安全性（safety）依赖于一条假设：混合器采取的分类
准则不会让冲突的请求并行执行，这使得一个未预料到的冲
突便会导致系统的安全性被违背。
Eve 和 Zyzzyva[24]均采用先“投机性地”执行，然后再
做一致性判断，但是 Eve 和 Zyzzyva 所采用的假设有根本的
不同。Zyzzyva 依靠的是“正确的结点是确定性的”，从而输
入的一致性就足以保证输出的一致：因此，一个副本只需要
发送它已执行的请求的序列（的哈希值），以此来向客户发
送它的状态。与此相反，即使正确的副本已经执行了相同的
批次的请求，Eve 仍然不保证这些正确的副本处于相同的状
态，因为混合器可能错误地把冲突的请求放于同一个并行批
次。
我们确实考虑过在 Eve 的实现中，将验证阶段从备份服
务的逻辑边界内移走，并类似 Zyzzyva 那样，将验证阶段移
送给客户，从而来减少系统开销。例如，对于一个客户的请
求，服务器的回复所包含的可以不仅仅只是反馈，还可以包
括编码了服务器状态的 Merkle 树的根。然而，因为一致性并
非我们所考虑的对象的瓶颈，我们最终选择听从 Aardvark[10]
的教训，避开这一实现可能引入的极端情形。

9. 结论
Eve 是一个新的执行-验证结构，它使得状态机复制可以
扩展到多核心服务器。通过重新分析在副本协调中“确定性”
的角色，Eve 使我们有了崭新的 SMR 协议：我们首次让副本

能够同时满足非确定性地交替处理请求和独立执行。这一首
创的组合是 Eve 扩展能力和通用性的关键，它使得 Eve 可以
在同步、异步两种设置下都可以被配置为容忍缺失故障和容
忍委托故障（commission failure）。另外，作为额外的收获，
Eve 的非传统结构可以被容易地调节，使它可以提供低成本、
高效能的并发错误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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