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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机器学习  

 

1. 基于复杂模型的自动化量化压缩方法研究 

背景：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神经网络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当业务不断地发展时，

让模型性能不断地提升，造成模型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同时也引入了巨大的参数量和计

算量，这对模型训练和推理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开销。模型量化压缩方法是一种将浮点

计算转成低比特定点计算的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模型计算强度、参数大小和内存消耗，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但是一般简单的模型量化技术，往往给模型带来巨大的精度损失，

尤其是在极低比特(<4bit)、二值网络(1bit)、甚至将梯度进行量化时，带来的精度挑战

更大。因此，急需一种基于复杂模型的自动量化压缩通用方法，有效地降低模型训练和

推理时的资源开销，同时保证模型的性能下降不明显。 

目标： 

1. 沉淀一套通用和高效的复杂模型自动量化压缩的解决方案，产出针对特定场景或通用

的创新模型量化算法，能够在降低计算量消耗（flops 下降 50%），同时模型效果（准

确率等测试指标）损失在 1%之内； 

2. 产出学术论文 1-2 篇，在蚂蚁 3+业务场景上落地上线。 

返回首页 

 

2. 结合因果推断的高效机器学习方法研究 

背景：一方面，金融领域由于宏观政策等原因时常面临环境变化的挑战，传统的纯数据

驱动的机器学习方法在智能决策领域，面临风险不可控、数据偏置、数据算力需求高的

挑战。另一方面，金融领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且需要大量人工介入，来控制风险，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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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合规要求。如何将金融场景的专家经验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沉淀下来，并能指导传统机

器学习方法克服分布外泛化能力、风险控制、数据算力需求高的挑战，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课题。因果技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通过结合数据的因果发现技术，将专家

经验刻画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图来数字化表达金融知识，然后将这些因果知识应用到机

器学习建模中。由于这些因果知识具有一定的跨场景跨时间跨地域的稳定性，因此通过

高效的因果机器学习将传统方法刻画的相关关系升级为因果关系，进而达到控制风险、

纠正数据偏置、降低数据和算力需求的目的，实现绿色 ML 的目标。本课题具体研究的

技术包括：结合数据和专家经验的高效因果发现技术，结合因果知识的高效因果机器学

习技术。 

目标： 

1. 沉淀一套通用的结合数据和专家经验的高效因果发现技术方案，以及一套结合因果知

识的高效因果机器学习方案； 

2. 在 3+典型的数字金融信贷场景或数字生活营销场景应用，在保证效果不降的前提

下，显著降低对实验数据的需求（30%+）； 

3. 产出 1~2 篇顶会/顶刊学术论文 

返回首页 

 

3. 面向百亿决策变量的运筹优化计算方法研究 

背景：在蚂蚁内部的应用场景中，例如在用户，资源，机构等方面的调度和处理中，决

策者往往面临百亿级别的决策变量以及复杂的目标约束形式。如何更快速更准确的进行

求解是现阶段业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大难题。传统的工业界处理方式包括分割求解，贪

心求解，或者经验求解等方法在处理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机器和人力资源。为了实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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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ML，节能减排的目标，建立高效能的蚂蚁运筹优化绿色计算引擎。本课题期望可以

从引擎层和算法层同时进行优化，在引擎层，可考虑引入动态弹性技术，对资源进行动

态分片，增强机器的使用率和负载均衡能力，节省电力。在算法层，可考虑对经典

CD，ADMM 进行改进，对建模方法进行优化，在保证算法稳定性的前提下，提高求解

效率或降低迭代轮次，从而节省机器。 

目标： 

1. 产生特定场景或通用的大规模运筹优化算法。百亿决策规模的计算效率提高 50%； 

2. CCF A/B 类期刊或会议论文 1 篇，在蚂蚁 3+个场景落地应用 

返回首页 

 

4. 面向超大规模关系数据的高效图神经网络 

背景：蚂蚁沉淀了多达千亿规模的交易、转账、用户行为等关系数据，这些关系数据的

建模对提高金融风险评估、欺诈行为检测、智营销推荐等任务的性能而言至关重要。然

而现有的图神经网络模型在处理这种超大规模关系数据时会消耗大量的存储资源、训练

集群资源以及模型预测资源等。因此我们急需探索一套高效的图神经网络方法，从数据

准备、模型架构、学习范式以及硬件加速等角度减少总体的计算量与能源消耗，打造一

套适用于工业超大规模场景的满足绿色 AI 节能减排要求的高效图神经网络方法。本课

题研究的具体技术包括：面向超大规模图数据的采样技术，可扩展且资源利用高效的图

神经网络架构，基于知识蒸馏以及低精度化的图模型压缩学习范式，以及适用于超大规

模图数据建模的硬件加速方案等，从整体上降低千亿数据规模下图模型的能耗。 

目标：沉淀高效 GNN 模型与训练技术方案，包括：面向超大规模图数据的采样技术，

可扩展且资源利用高效的图神经网络架构，基于知识蒸馏以及低精度化的图模型压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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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范式，以及适用于超大规模图数据建模的硬件加速方案等；发表不少于 2 篇 CCF-A/B

类或领域顶级会议/期刊论文，申请两项相关专利。 

返回首页 

 

5. 面向复杂优化决策问题、基于数据驱动的高效优化算法研究 

背景：在诸如智能算力实时动态分配等场景，往往需要根据多场景动态流量变化实时地

对大规模优化问题求解。然而大规模优化问题实时求解往往对计算资源消耗巨大，以及

对求解延时要求很高。如何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利用强化学习模拟大规模优化模型的

行为，从而充分发挥强化学习在决策过程中响应快速、适应复杂动态环境下不确定性的

特点，是极具技术挑战的。本课题研究具体技术包括：与求解器深度结合的端到端

agent 强化学习方法；鲁棒的强化学习方法研究。期望通过数据驱动方法，相比现有大

规模搜索技术，能够提高模型求解速度，从而降低对机器资源的需求，实现节能减排。 

目标： 

1. 沉淀与求解器深度结合的端到端 agent 强化学习方法、鲁棒的强化学习方法等； 

2. 产出 1~2 篇顶会/刊学术论文； 

3. 在代表性场景落地 

返回首页 

 

6. 面向去中心化、搭建高质量的多场景模型复用平台 

背景：ALPS 作为蚂蚁内部最大的机器学习框架，每天会有超过 7000 个任务运行，覆盖图

学习、推荐营销、CV/NLP 等多个场景。经过分析，同场景内任务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

可以借鉴 CV、NLP 中成熟的 pretrain+finetune 方式，提高模型复用率，减少下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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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从而大幅降低碳排放。传统算法库方式难以满足上述需求，主要原因有两个：1. 由某

个中心节点主导，业务多人力有限，难以分布式共建；2. 缺乏模型质量的追踪和保障，无

法凸显优秀模型。针对上述 2 个问题，我们提出新的模型复用分享平台 ModelHub，旨在

搭建一个模型生态，一方面鼓励用户沉淀、分享优秀模型，一方面让下游任务能最小代价

复用，降低原本需要的模型训练的计算量，同时针对下游小样本、多场景的特点，提供专

项模板等支持，保证模型效果。 

目标： 

1. 沉淀蚂蚁 6 大类场景，数据集 50+、模型 100+； 

2. 针对 pretrain+finetune 模式的模型复用次数提升 100%； 

3. CCF A/B 类会议期刊论文一篇，申请专利三项，在蚂蚁 3+个场景落地应用。 

返回首页 

 

7. 绿色节能的持续学习算法的研究 

背景：目前机器学习应用中，模型的迭代与更新一般是端到端从头开始训练或者基于相

关的任务的模型进行微调。这两种方式对于任务之间的知识迁移能力有限，为了达到业

务算法应用效果，不得不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来做训练新模型，测试 n 组实验。本课题

将研究通过持续学习提升模型应用效率与实现绿色节能的算法。研究将攻坚两大难点，

一是应对神经网络由于其自身的设计天然存在的灾难性遗忘问题，二则是使训练模型更

为通用，即令模型同时具备可塑性（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稳定性（对于旧知识的记忆

能力）。 

目标： 



 

阿里巴巴保密信息 / ALIBABA CONFIDENTIAL 

 

1. 产出一套适应蚂蚁推荐场景的持续学习算法框架，并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落地在效果和

算力上拿到结果； 

2. 发表相关顶级学术论文 2+篇。 

返回首页 

 

8. 大规模算力分配能耗 ROI 预估与全链路实时弹性算力分配 

背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当前蚂蚁业务对算力的要求成数量级式上涨，仅凭

不断增加机器预算和硬件的升级已经不能满足场景的诉求。业务推荐系统的 item 候选

集规模由原来多个业务栏目发展为千万级别商品/门店/服务，算法模型规模由原来

~1GB 以下发展为 100GB 以上。一方面，当前各个场景的机器资源均以高峰流量评

估，导致整体资源利用率偏低，形成了大量的冗余算力。另一方面，由于用户打开 APP

的需求宽度非常宽，每一次用户请求关注的需求存在多样性和个性化，当前对每一条请

求同等分配算力会造成在高需求流量上算力分配不足，低需求流量上存在算力浪费的现

象。因此，我们需要在实时用户个性化的弹性算力分配系统研究发力，即用户意图预测

+算力 ROI 分配决策。 

目标：  

1. 支付宝首页算法算力消耗降低 20%，即预计机器资源节省约 6000 core； 

2. 构建意图预测通用中间层能力，服务搜推营广 3+场景； 

3. ccf a 类会议论文 1-2 篇； 

4. 创新提案专利 1 个。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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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绿色节能的大规模模型预训练算法和理论研究 

背景：纵观机器学习的绝大多数应用，都会采用预训练+微调的范式，如果训练数据和

预训练模型刚好匹配，则能开发出性能优越的应用；如果有较大差异，则可以借助“外

援数据”进行修正，然后获得目标模型，进而在测试（未知）数据上获得较好表现。在

构建节能减排、碳达峰碳中和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预训练技术的能效问题一直非常引

人注目，随着大模型越变越大，对计算和存储成本的消耗自然也越来越大，发展绿色节

能的高效预训练技术非常的必要。在预训练模型范式中，所带来的累计效果提升十分显

著，超越了很多领域中针对研究问题设计特定算法实现的提升。那么如何在国家倡导构

建节能型社会大背景下，保证模型预训练更加绿色低碳、提升性能与能耗效率成为了当

下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将会在如下几个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 低资源领域泛化问题。这牵涉到如何能利用少量样本更高效的获取更好模型效果的问

题。在 Fewshot 场景，甚至 zeroshot 这些低资源的模型的举一反三问题，自始至终都

是技术的高地。另外还有当面对下游上千甚至上万预测任务的时候，如何高效的训练好

一个统一的模型，它的目标函数该如何定义和优化，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点。 

● 稀疏预训练。距离 transformer 提出已经 5 年时间，并且逐步的在 NLP， CV，推荐

领域成为主流的基础框架。但是基于 dense 结构的 transformer 模型存在计算量大且

密集的问题，随着模型复杂度上升，能效越来也低。基于稀疏 MoE 结构的

transformer 模型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技术，因为对比 dense 结构来说它在性能不减少

的基础上计算量更低，更易扩展。在此基础上 google 发展出了 Switch transformer，

TaskMoE, 面向视觉的 VisionMoE，多模态 LiMoE, 语言模型 PaLM，以及稀疏

Pathways 系统这些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充分证明了稀疏训练是一个非常高效且绿色

节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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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建立一套绿色节能预训练技术的理论框架和原创性算法； 

2. 在蚂蚁内部业务的资金产品签约、资金池管理、流动性预测、云原生等中的用户行

为、时间序列等进行 PoC 验证； 

3. 输出 3 项技术专利和 1 篇顶会学术论文。 

返回首页 

 

10. 基于结构化语言模型 R2D2 的低碳模型架构探索 

背景：近年来随着 BERT 在下游任务取得一系列大幅提升，众多公司机构参与到预训练

的大潮中。当前语言模型预训练面临参数量越来越大，训练语料越来越多，资源消耗越

来越恐怖的趋势。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预训练存在一些列问题: mask LM 导致每次

只有 15%的 token 能得到训练，同时标准 Transformer 存在平方的空间及时间复杂

度，并且模型本身参数量巨大。我们团队的结构化语言模型系列工作(R2D2/Fast-

R2D2)提出一种新的语言模型架构，其特点在于通过预训练可以无监督学会类人的句法

结构，并根据句法结构进行编码得到整句表征。相比于 Transformer 架构有几个优势: 

1) 每次 100%的 token 可以得到预训练，训练效率大幅提升 2) 只需要 4 层 encoder

即可达到 12 层 bert 相似的单句分类效果。参数量大幅降低 3) 计算复杂度与空间复杂

度 O(n), 由于树状编码，并发计算可以 log(n)步完成整句编码，大幅降低 inference 阶

段显存占用。目前 R2D2 在理财顾问等对话机器人场景落地效果明显，在很多 NLP 应

用落地进行中。本课题目标在于探索一种更高效的模型结构/预训练方法, 实现对 R2D2

训练效率或 Transformer 预训练效果的提升。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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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篇顶会 CCF-A/B 学术论文； 

2. 输出 1 篇专利； 

3. 结构感知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底座。 

返回首页 

 

11. 面向相似任务的绿色建模范式 

背景：在整个蚂蚁层面，很多业务（搜索/推荐/广告/营销/网商等）存在大量的相似建

模任务，例如多个流量场景投放，每个场景单独建模等。浪费了大量的机器和人力资源

进行重复的特征提取，模型结构的设计等工作。工业界，谷歌，阿里集团等公司，都在

积极探索绿色建模的技术。本课题旨在针对蚂蚁存在的大量相似任务，探索相似任务绿

色建模的范式，目标是大幅节省人力资源和机器资源。在前期工作中，广告业务场景实

现了部分流量相似任务统一建模，机器资源节省了 50%以上，更多有效模式有待进一步

探索，以适配更多的场景。针对多场景相似任务的绿色建模，需要解决以下子问题：

1）相似任务的判断；2）任务 scale，不同业务的构造粒度有差异；3）特征/数据异构

等问题带来的冲突等等。 

目标： 

1.CCF A/B 级论文 2 篇，专利 2 篇; 

2. 在蚂蚁内部沉淀面向相似任务的绿色建模范式，推广到搜索，推荐，营销，广告，网

商等业务应用.。 

返回首页 

 

12. 基于异构硬件混合存储的高性能 GNN 模型训练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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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AGL（Ant Graph Learning）是蚂蚁集团研发的工业图学习系统，支持算法工程

师在最大可至百亿点/万亿边规模的图数据上进行包括图样本构建、图模型训练和点/边/

图预测的全链路图数据智能建模。由于蚂蚁集团各类业务场景积累了海量的图结构数

据，完成图学习全链路建模往往需要大量的存储与计算资源，而 AGL 作为一个面向多

租户的图学习系统，对于资源成本是非常敏感的。在图学习建模的全链路流程中，模型

训练是最关键的一环，对于计算存储资源的消耗也是巨大的。实现高效的内存

/CPU/GPU 资源利用意味着更短的训练时间和更低的资源消耗。为了实现上述资源优化

目标，本课题从以图神经网络为代表的图学习模型其数据复杂度远大于模型复杂度的特

点出发，设计一套基于主存、GPU 显存的分层图数据存储架构，借助 GPU 的并行处理

能力和通信高带宽，加速图样本的子图采样和特征传输，以弥补图模型数据构建和模型

训练 Pipeline 中 GPU 利用率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节能高效的图模型训练。 

目标： 

1. 沉淀一套统一的分层混合存储抽象，支持不同数据规模、支持各类图数据表达的图数

据存储框架；  

2. 支持混合存储模式下的高效图学习，保证 GPU 利用大于 90%；  

3. 发表 1~2 篇顶会/刊学术论文，申请 1~2 个相关专利，并将该能力在真实的业务场

景中落地应用。 

返回目录 

 

二、绿色应用 

 

13. 碳效率约束下的复杂 AI 模型的自动网络结构搜索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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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网络结构的设计会很大程度影响 AI 模型在业务应用上的表现。在搜推营等应用

场景中，模型结构经过 DNN、wide&deep、DIN、Transformer、MOE 等工作的升级

演进，一方面带来了更高的模型应用效果，另一方面也导致模型复杂度越来越高，导致

了更多机器资源的消耗和线上部署的困难。合理模型结构的改进可以大大减少许多问题

达到给定精度所需的计算量，但是对于每一个特定的问题域，寻找到这样的网络结构需

要消耗大量的算法开发工作量。我们希望通过自动网络结构搜索（NAS）的方法，寻找

出相比人工设计的模型，资源消耗更少、效果更优的模型结构。S1 期间通过网络结构

搜索得到的小模型，配合线上大小模型动态流量分配的方式，在首页有点东西推荐场景

完成落地，可以在业务效果不变的情况下，节约机器资源约 5800core；这个方向是目

前 ASR 绿色计算收益最大的技术点，也是最重要需要攻克的技术课题之一。 

目标： 

1. 结合搜推营模型结构的特性，设计高性能、低能耗的 NAS 算法，实现搜索出的模型

结构能耗下降 50%，模型效果下跌 1%内； 

2. 输出 ccf a 类 1-2 篇学术论文； 

3. 1 篇核心专利，在蚂蚁 3+业务场景落地上线； 

返回首页 

 

14. 高鲁棒性的绿色资源调度运筹算法研究 

背景：当前业务应用系统已经迈向云化的时代，而传统资源调度系统仍然是通过人工资

源划拨部署的方式为各个业务应用提供云上的资源，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资源浪费。一方

面，随着公司各业务线应用的逐渐增多，为了保障每个业务应用水位保持正常运行，仍

然需要按照业务的峰值流量提供相应的资源部署，机器资源的需求缺口会越来越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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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每个业务都有明显的峰谷流量效应，在同一时间，部分业务处于流量低峰期，

平台提供的资源往往是大量浪费的，部分业务处于流量高峰期，资源有明显不足，有极

大的资源调度优化空间。具体到搜推营场景中，当前有数百个业务场景应用运行在蚂蚁

推荐引擎 Arec 上，传统的人工资源调度分配无法满足这么多业务的资源优化需求，我

们需要通过 AI 的技术，来辅助建设更加绿色的资源调度系统，支持不同场景应用在不

同流量、不同资源水位下部署的副本计算(replicate calculate)、副本扩缩调度，实现应

用级别的资源调度优化。 

目标： 

1. 设计高鲁棒性、高安全性、高调度效率的绿色资源调度运筹算法，实现蚂蚁推荐平台

接入的应用资源消耗下降 20%； 

2. 输出 ccf a 类 1-2 篇学术论文； 

3. 1 篇核心专利，在蚂蚁 3+业务场景落地上线。 

返回首页 

 

15. 面向绿色计算的时序机器学习理论与关键问题研究 

背景：为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发布双碳策略，明确提出推动数据中心绿色可持续发展。

蚂蚁集团大规模计算集群为普惠金融提供强大的算力，同时也产生可观的能耗。为此，

蚂蚁集团持续在绿色计算领域投入研发。其中，AI 弹性容量技术通过前沿 AI 算法，预

测数据中心流量，进而动态规划、弹性伸缩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服务器用

量，实现节能减碳。构建满足蚂蚁多元化业务背后庞大应用服务的 AI 弹性容量能力，

需要对大规模、异质、多尺度、动态演变的流量时序进行准确预测，极具技术挑战。本

课题研究内容包括：1）围绕时间序列的表征（Representation Learning）、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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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tial Inference）和建模（Dynamic Modeling）等核心问题，演进时序机器

学习理论，构建具备鲁棒和自适应能力算法；2）针对数据存在的时态多尺度

（multiple temporal scale）、结构化（层次、图）等特性，以及对模型的可解释性、

计算效率等诉求，定义新颖模型架构。 

目标： 

1. 形成面向绿色计算的时序机器学习理论框架、前沿算法和新颖模型； 

2. 产出 1~2 篇顶会/期刊学术论文； 

3. 在代表性场景落地。 

返回首页 

 

16. 基于遥感 AI 技术的森林碳汇估算模型的研究 

背景：在双碳背景下，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一方面是碳排放侧节能减排，另

一方面是碳负排放侧中和碳排放。林业碳汇是碳负排放侧的关键，即通过造林再造林和

森林经营的方式，更多的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程。其

中，碳汇的测量是林业碳汇中最重要的课题，也是碳汇交易链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

目前，碳汇测量方式严重依赖线下人工实地勘测的方式，成本高，时效差，阻碍了林业

碳汇的发展。这个领域实际运用的技术相对落后，处于早期阶段。随着双碳目标的提

出，越来越多的技术资源投入到这一领域，其中最有潜力的技术方案是基于遥感 AI 技

术的碳汇估算方式，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和公司纷纷开始在这一领域布局，但遥感 AI 技

术测碳汇并没有成熟的方案，依然有很多的技术难题待解决。传统线下测碳汇的方式不

是蚂蚁的机会，但遥感 AI 的纯技术方案，有很高的技术门槛，蚂蚁在遥感 AI 领域也有

一定的积累，能够向这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遥感测碳汇的方案与公司 ESG 战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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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和科技创新高度契合，并且有蚂蚁森林、小微经营者绿色评级、数科碳矩阵等

相关业务，因此公司应该在此领域提前布局。 

目标： 

1、针对蚂蚁森林落地遥感 AI 测碳汇的方案，并且方案具备可扩展性； 

2、发表相关顶级学术论文 1-2 篇。 

返回首页 

 

17. 基于卫星遥感的大气动态污染源排放的研究 

背景：利用夜光、热红外等卫星传感器监测大型企业园区或厂房开工情况，估算用电量

和排放量。结合大气环流模型和高光谱遥感，监测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等温室气

体的时空趋势和排放来源，解决高排放企业的精准管控、天然气泄漏来源排查等双碳关

键问题。当前几公里的空间分辨率和月尺度的有效观测频率，让个体级别的核算还不实

际，主要是学术机构为政府提供基本面的估算。 

目标： 

1、产出基于卫星遥感的大气污染源排放的方案，并且方案具备可扩展性； 

2、发表相关顶级学术论文 1-2 篇。 

返回首页 

 

18. 面向智能算力分配的大规模超参探测和收益/代价预估 

背景：算力是推荐/广告等智能流量分发系统中最关键的资源之一，其合理的运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业务表现。当前业界方案主要基于专家经验结合来给出整个在线检

索架构设计，并在运行时超参来对算力和效果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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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业界通过应用动态智能算力分配来优化业务效果及降低算力开销。但蚂

蚁的流量分发具备一些特殊性，以蚂蚁的商业化分发为例，支持业务场景多并且差异

大，并且业务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中，包括广告预算和流量情况等，整体表现为不确定性

高。目前业界已有的智能算力分配方案，不能解决上述业务特性面临的问题。所以需要

在已有业界方案的基础上，研究面向不确定环境因素下的智能算力分配方案。 

我们期望能在较小的时间片（目标 10 分钟）内实现对环境因素影响下的超参探测、收

益预估以及分配等，实现环境因素快速变化下的最优化算力分配。主要围绕以下子方向

展开：1. 大规模算力参数组合的业务收益&资源开销的实时探测和预估能力，主要的技

术难点在于，a）参数组合的候选集大（百万候选组合），探测计算空间大，需要设计高

效的参数探测寻优算法；b)对线上不存在的或样本数较小的参数组合的算力资源消耗与

收益预估的准确性。 

2. 推荐/广告引擎的模拟仿真技术，用以支撑参数组合的收益/资源的探测预估，包括支

持组合参数执行的引擎仿真运行环境，参数的迭代寻优的探测算法以及相应的工程控制

器。主要的技术难点在于，a）在线上稳定性及延迟性能等约束情况下进行仿真计算；

b）在仿真计算资源有限情况下，结合探测算法完成高时效性的仿真；c）灵活通用的仿

真系统设计，能对检索流程的中间部分过程进行灵活模拟。 

目标： 

1. 实现上述主要的系统框架和算法目标，并在真实蚂蚁系统中落地应用，同等业务收益

下算力资源开销下降 30%以上。 

2. 发表相关顶级学术论文 2+ 篇 

返回首页 

三、绿色工程系统/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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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绿色存储相关研究 

背景：当前蚂蚁全站的存储系统资源规模庞大，如何更好地提升不同介质（内存/持久

化内存/固态硬盘/机械硬盘）上的存储资源利用率，降低整体存储资源能耗，助力双碳

减排，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目前我们已经采取了各项措施来降低存储的资源数

量，比如数据压缩、融合介质存储、资源弹性调度等。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一

步突破，系统化理论化的分析全局存储系统的资源/能耗消耗情况，建立相关的资源/功

耗模型。从而进一步优化存储资源，做到真正低成本、低功耗的“绿色存储系统”。助

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目标： 

1. 形成具有可行性可落地的绿色存储方法论和系统体系；  

2. 能够对存储相关的功耗和成本做系统化的建模，为绿色存储提供理论依据；  

3. 建立相关的优化算法，切实优化存储资源的功耗和资源利用率；  

4. 输出 1 个方案或者 1 个关键性技术取得突破，输出 2 项技术专利和 1 篇 CCF A 类学

术论文，在蚂蚁真实场景进行 POC 验证。 

返回首页 

 

20. 代价模型 

背景：能够准确预测一段 SQL 执行过程中需要的计算、存储资源，对于基于 sql 的物化

视图的自动发现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特征。自动物化需要平衡物化视图生产中的资源

损耗与带来的查询提效间的投入产出比。而 SQL 生产和查询代码是评估产出比的关键。 

目前需要一种针对 sql 的资源预测算法，能够预测出一段物化视图生产逻辑所需的计

算、存储资源，以更好的实现抽入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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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物化视图的生产可能会执行在不同的计算引擎中，如 odps, spark, 

blink 等，因此算法要足够通用。 

目标： 

1. 数据生产集群利用率提升； 

2. 数据生产产出时效提升； 

3. 数据生产及查询综合资源下降； 

返回首页 

 

21. 行数及列特征预测 

背景：能够基于源表行数、列特征等基础特征，针对不同的 SQL 算子预测出 SQL 或

SQL 片段执行后数据行数及列特征。对物化决策而言，行数既是代价预估的输入又是物

化终点决策的重要判断依据。当前需要一种根据源表行数和列特征作为输入，针对不同

操作符号（join，filter 等）准确预估 SQL 执行后的行数及列特征。 

目标： 

1. 提升代价模型准确性 

2. 提升物化兜底策略的准确性 

返回首页 

 

22. 深度学习模型算子并行计算编译优化研究 

背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深度学习模型种类越来越多，AI 推理硬件也

层出不穷，基于编译技术的通用高性能推理引擎成为重要技术；业界也涌现出了一

批深度学习编译器，在高性能算子生成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性能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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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常用的编译优化手段，基本是采用高性能指令如 AVX512 和 TensorCore 等专用计算

单元，经过 Auto Schedule&Auto Tuning 技术，自动编译出最佳性能算子，从而获得

更好的推理性能。这对于一些串行执行的模型如 ResNet，VGG，SqueezeNet 等模

型，有非常不错的加速效果；但是对于大量的非计算密集型算子的模型(如 Ctr 场景

Wide&Deep 等），算子优化效果不够明显，如何智能的实现算子内和算子间的并发执

行才是性能的关键所在。 

目标： 

1. 创新的设计&实现一套智能的异构(cpu/gpu)高性能调度执行引擎，基于 MLIR 体系

进行落地； 

2. 产出一篇 CCF-A 类会议论文投稿 

返回首页 

 

23. 基于时序预测和机器学习的智能 Serverless 能力探索 

背景：在 FaaS 和模型服务领域，用户可以轻松的构建和部署他们的计算实例，并且灵

活的对计算实例进行扩缩容来应用流量和数据的变化。但是当业务场景的数量发生成十

倍甚至百倍的增长后，计算实例的维护成为负担沉重的工作，急需自动弹性的能力来降

低用户的运维成本。业界在自动弹性的领域，既有使用时序预测也有使用机器学习模型

等手段来完善弹性策略，然而真正在生产场景中能做到既准确又快速的预测仍然是非常

困难的课题。 

目标： 

1. 提高计算资源的利用率； 

2. 提高突发流量的弹性预测速度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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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出 2 项技术专利或一篇学术论文，在蚂蚁真实场景进行验证。 

返回首页 

 

24. 一种提高工程效能的复杂程序行为提取方法研究 

背景：随着业务的复杂程度逐步增长，企业业务系统日趋复杂，以微服务为代表的多应

用系统使用日趋广泛。随之而来的是应用间的隐式调用、框架/配置影响调用等传统帮

助人们理解/分析的技术如静态分析符号执行等不曾关注的问题逐渐凸显，使得分析，

甚至是理解这样的系统的难度都逐步上升。同时，复杂化的系统还给传统分析/理解程

序行为的方法带来了可扩展性方面的挑战。因此，在传统面向单应用的程序分析方法的

基础上，使用组合化/抽象化等手段综合利用单应用的分析结果综合出系统的分析结

果，建立刻画整体系统行为的技术框架，有益于提升对系统的理解或是寻找跨应用长链

路调用场景下的性能瓶颈，进而提升数据一致性可靠性，系统执行效率等关键指标。 

目标： 

1. 形成具有可行性可落地的组合化符号执行框架和算法； 

2. 输出 1 个方案或者 1 个关键性技术取得突破，输出 3 项技术专利和 2 篇高质量学术

论文，在蚂蚁真实场景进行 PoC 验证。 

返回首页 

 

25. 提效异构体系微观性能的二进制分析优化技术 

背景：二进制分析是软件质量及性能逆向工程中的一种技术，通过利用可执行的机器代

码（二进制）来分析应用程序的控制结构和运行方式，它有助于信息安全从业人员更好

地分析程序运行成本，从而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提高分析效率，节省运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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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技术调研报告 1 份； 

2. 技术 POC 验证，及实验报告结果； 

3 阶段性业务落地，输出投稿论文稿件 1 篇。 

返回首页 

 

26. 基于动力电池支持数据中心电力存储的技术方案研究 

背景：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双碳战略的提出，数据中心做为新型的电力消耗

“大户”，存在使用绿色能源、节约高峰时段电力消耗的需求。同时，我国做为新能源

汽车大国，目前电动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0 万量，对于这些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方式也

十分重要。本课题旨在研究一种将退役的汽车动力电池变废为宝的技术方案，实现电池

的筛选、重新集成，到形成储能基础设施提供给数据中心实现绿色电力的保存、电量使

用过程中的削峰填谷的目标。 

目标： 

1. 形成一个完整的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技术方案 

2.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产出 2 项专利 

3. 产出一篇 CCF-A 类会议论文投稿  

4.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在蚂蚁 ALab 进行小规模落地示范 

返回首页 

 

27. 数据库自动索引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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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数据库是蚂蚁的重要基建之一，承载着蚂蚁的底层存储和计算。随着蚂蚁业务的

不断扩大，数据库对于计算和存储的消耗也在急剧上升。在节能减排、绿色计算的背景

下，提升数据库的计算效率，降低计算和存储成本变得十分重要。而索引选择问题已经

成为了数据库提效的重要瓶颈：1) 因为没有合适索引导致的全表扫描问题会导致整个

数据库出现性能波动，降低了系统的使用效率；2) 业务中也会存在海量的冗余和次优

索引，不但增加了存储成本，也会加剧索引决策的难度，导致系统延时增加。然而，数

据库中的 sql 达到千万甚至亿级别，为了对全站的 sql 进行索引治理，需要建设索引自

动托管能力，一方面新增和演进索引，推荐性能最优索引提升系统效率；另一方面，通

过索引的删除，节约整个数据库的存储成本，降低决策时延。 

目标： 

1. 1 篇技术专利； 

2. 1 篇顶会 CCF-A/B 类论文； 

3. PoC 系统、代码以及完整的验证报告。 

返回首页 

 

28. 智能自动调参的绿色容器系统研究 

背景：蚂蚁的云原生系统承载着蚂蚁日益庞大的计算和存储任务，在绿色计算的大背景

下，提升云原生系统的计算效率变得日益重要。云原生系统构建在容器上，容器 pod

里面运行着各种微服务，其中包括一些通用的应用比如 jvm、ngix 和缓存服务器等。整

个容器的系统性能不仅受设备的不变配置参数(CPU 的带宽、cache 大小、向量指令支

持、NUMA、内存的频率等)、应用构建的配置(不同虚拟机，编译是否支持向量指令

集、I/O 密集还是计算密集等)的影响，也还受限于一组可变配置参数（包括单不限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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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配置参数、k8s 配置参数、容器规格参数等）。本课题研究的目标是在不可变配置参

数约束下，如何自动调节容器参数，使得容器上应用的吞吐量最优，从而节省容器资源

开销。 

目标： 

1. 1 篇技术专利； 

2. 1 篇顶会 CCF-A/B 类论文； 

3. PoC 系统、代码以及完整的验证报告。 

返回首页 

 

29. HTAP 数据库面向节能的查询加速研究 

背景：在典型的业务场景中, 在线数据先写入 TP 数据库, 再通过离线迁移到 AP 数据库

做分析处理, 同一份数据需要维护两套数据库, 存储和计算成本.OceanBase 作为典型的

LSM-Tree 架构的数据库, 要更好的在一份数据上支持两种业务查询, 需要对现有的查询

流程进行改造, 利用 LSM-Tree 架构天然增量数据分离的特点, 融合列存和行存各自查

询的特点和优势, 

目标： 

1. 产出 3 项专利； 

2. 产出 1 篇 CCF-A 类会议或期刊学术论文； 

3. 落地至 OceanBase 并在实际业务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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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基于绿色机密计算的数据库安全功能的研究和开发 



 

阿里巴巴保密信息 / ALIBABA CONFIDENTIAL 

 

背景：机密计算是一种云计算技术，可在处理期间将敏感数据隔离在受保护的 CPU 区

域中。正在处理的数据以及用于处理该数据的技术只能由授权的编程代码访问，并且对

任何人或任何其他人（包括云提供商）都是不可见和不可知的。 

随着公司越来越依赖公共云和混合云服务，云中的数据隐私势在必行。机密计算的主要

目标是向公司提供更大的保证，确保其云中的数据受到保护和机密，并鼓励它们将更多

的敏感数据和计算工作负载移至公共云服务。 

目标： 

1. 产出 3 项专利； 

2. 产出 1 篇 CCF-A 类会议或期刊学术论文； 

3. 落地至 OceanBase 并在实际业务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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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于 NUMA 等新硬件的节能环保并行查询机制研究 

背景：传统 SMP 架构带来了系统总线的性能瓶颈，从而诞生了基于 NUMA 等新硬件的

研究，而基于 NUMA 等新硬件对查询性能提升的研究在数据库行业也应用广泛，但大

多数使用较浅，不够深入，如仅仅使用参数控制整个内存申请策略是否开始 NUMA 方

式等，同时对于 OLTP 场景由于数据量较少，所以导致对内存访问基本不会跨

NUMA，而对于 OLAP 场景使用并行查询需要访问大量数据，大量耗内存算子、网络

传输等都是需要频繁且大量访问内存，所以利用 NUMA 等新硬件来提升整个内存访问

性能，就需要深入理解数据库每个模块实现，如数据缓存层、内存申请模块、网络传

输、算子实现等。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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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出 3 项专利； 

2. 产出 1 篇 CCF-A 类会议或期刊学术论文； 

3. 落地至 OceanBase 并在实际业务中使用。 

返回首页 

 

32. 分布式深度学习编译器优化辅助深度学习训练引擎算力与资源提效的研究 

背景：随着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AI 模型结构在快速演化，底层计算硬件技术更是层出不

穷，对于广大开发者来说不仅要考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场景下有效的将算力发挥出来，还

要应对计算框架的持续迭代。蚂蚁业务广泛依赖人工智能各个领域的算法，训练引擎团队

支撑了蚂蚁上层多样化业务对底层引擎加速的需求，同时底层有着多样化的异构硬件。传

统的训练优化工作多数以具体重点业务模型手工优化为主，但是随着业务与硬件逐渐层出

不穷，未来需求将会体现如下趋势： 

● AI 框架性能优化在模型泛化性方面的需求。 

● AI 框架在硬件泛化性方面的需求。 

● AI 系统平台对前端 AI 框架泛化性方面的需求。 

深度编译器就成了应对以上问题广受关注的技术方向，让用户仅需专注于上层模型开发，

降低手工优化性能的人力开发成本，进一步压榨硬件性能空间。 

目标： 

1. 第一步在训练优化细分领域沉淀具备创新设计的编译优化工具库（如自动算子生成），

基于 MLIR 体系进行落地；后续发展可以考虑产出一个完整覆盖率更高的具备业界影响力

的通用分布式 AI 编译框架； 

2. CCF-A 类会议论文投稿，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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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专利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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