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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寄语

    计算机体系结构方向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50多年来的主要学术积累。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于1957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小组，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

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在计算机体系结构与系统设计方法的科学研究、样机研制、人才培养等方

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形成了我国高性能计

算机的研发基地；研制成功了我国首枚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正在打造我国高性能通用CPU的产

业化基地。

    实验室的定位是对今后10～20年计算基础设施中的体系结构和设计方法和未来20～30年内    实验室的定位是对今后10～20年计算基础设施中的体系结构和设计方法和未来20～30年内

可能实用化的非传统计算机进行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促进我国计算机体系结构学科的发展，为

我国国家战略性应用和计算机产业提供具有原始创新的关键共性技术。

    实验室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实验平台，为全国计算机体

系结构研究提供基础支持，为提高我国计算机体系结构整体研究水平作出贡献。建设一支高水

平、跨学科、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将学术骨干培养成为所在研究领域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

家，在国际上代表国内最高水平，建立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国际一流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

人才培养的基地。人才培养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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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介绍

孙凝晖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计算机体系结构

国家重点实验室(筹)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在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 

主要成果

主要从事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系统软件的研究，先后作为技术骨干、技术负责人参加了包括曙光1

号、曙光1000、曙光2000-I、曙光2000-II。负责总设计的机器：曙光3000、曙光4000L、曙光4000A、

--曙光4000H、曙光5000、曙光6000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工作。199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2001年、2003年、2006年四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三次排名第一），1996年获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中科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2000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1年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作为团队带头人的“曙光4000系列高性能计算机”2005年获中国科学

院杰出科技成就团队奖。2006年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2009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主要论著

1. Guangming Tan, Ninghui Sun and Guang R. Gao. Improving Performance of Dynamic Programming

via Parallelism and Locality on Multi-core Architectur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via Parallelism and Locality on Multi-core Architectures. 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andDistributed Systems, Vol.20, No.2, 2009, pp. 261-274.

2. 孙凝晖，李凯，陈明宇，HPP：一种支持高性能和效用计算的体系结构，计算机学报，第31卷第9期，

P.1503-1508，2008年9月。

3. 孙凝晖，孟丹，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设计的关键问题研究，计算机学报，Vol.25 No.11，2002年11月。

4. Sun Ninghui,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of Scalable I/O Low-Level API on Intel Paragon,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4, No.3, May 1999. P.206-223. 

5.5. Sun Ninghui, Liu Wenzhuo, Liu Hong, Wang Chuanbao, Lu Xuelin and Zhang Hao, Dawning1000 

PROOS/1.0 Distributed Operating System,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P.160-166,

Volume 12, Number 2, March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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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维  男，博士生导师，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常务副主任，计算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副
主席。主要研究方向：VLSI测试, 设计验证, 容错计算。担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容错计算专业委员

会主任；JCST副主编；JETTA, JOLPE等国际期刊编委。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专著3部；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30项。1992年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2003年获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团队)奖，2008年获中科院教学

成果奖；获2007和2008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2008年获中国计算机学会“王选奖”。担任IEEE Asian 

Pacific Regional TTTC Vice-Chair, IEEE Asian Test Symposium Steering CommitteeChair, IEEE 

VTS, DATE等多个国际会议的TPC成员。VTS, DATE等多个国际会议的TPC成员。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973课题, “大规模高通量计算系统的可靠性设计”(2011CB302503), 负责人

2. 973课题, “高性能处理芯片的高可靠性设计”(2005CB321604 ), 负责人

3. NSFC重点项目,“数字VLSI电路测试技术研究”(60633060), 负责人

4. NSFC重点项目,“从行为级到版图级的设计验证与测试生成”(90207002 ), 负责人

5. NSFC与RGC联合资助项目,“片上系统测试架构设计与优化:针对噪声引起的测试良产率下降的研究”

(60831160526), 负责人(60831160526), 负责人

主要论著

1. 李晓维,韩银和,胡瑜,李佳 著《数字集成电路测试优化》, 科学出版社, 2010年6月, ISBN 978-7-03

-026463-3, 433千字, 344页。 

2. 李晓维,吕涛,李华伟,李光辉 著《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验证》, 科学出版社, 2010年5月, ISBN 978-7

-03-027609-4, 518千字, 411页。

3. Jia Li, Qiang Xu, Yu Hu, Xiaowei Li, “X-Filling for Simultaneous Shift- and CapturePower 

Reduction iReduction in At-Speed Scan-Based Test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VLSI Systems, Vol.18, 

No.7, July. 2010, pp.1081-1092. 

4. Guihai Yan, Xiaoyao Liang, Yinhe Han, Xiaowei Li, “Leveraging the Core-Level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PVT Variations to Reduce Timing Emergencies in Multi-Core Processors”,

Proc. of IEEE 37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ISCA), Saint-Malo, France, 

June 19-23, 2010, pp.485-496.

5. Xiaowei Li, Ming Shao, Guanghui Li, “Formal Verification Techniques Based on Boolean 

Satisfiability ProbSatisfiability Problem”,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0, No.1, 2005,

pp. 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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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兵  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编

译系统及相关工具。为曙光1000+/2000开发了并行优化编译系统Autopar；主持了面向龙芯2系列芯片的

编译系统和二进制翻译系统的研发工作，为龙芯2E芯片的性能提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目前主要从事多

核/众核芯片的编程模型、编译和执行框架、程序分析和优化等演技工作。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课题，“支持国产CPU的编译系统及工具链”，负责人

2. 863项目，“面向机器结构的编译优化及二进制代码的动态优化”，负责人

3.3.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动静态信息结合的编译优化方法的研究”，负责人

4. 973课题，“片上并行系统的编程模型与支撑环境”，课题骨干，实际主持研究

主要论著

1. Lei Wang, Huimin Cui, Yuelu Duan, Fang Lu, Xiaobing Feng and Pen-Chung Yew. An Adaptive 

Task Creation Strategy for Work-Stealing Scheduling,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de Gen-

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CGO) 2010.

2. Hongtao Yu, Zhaoqing Zhang, Xiaobing Feng, Wei Huo and Jingling Xue, “Level by Level: 

Making Flow- and Context- Sensitive Pointer Analysis Scalable for Millions of Lines of Cod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de Gen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CGO) 2010.

3. Yuelu Duan, Xiaobing Feng, Lei Wang, Chao Zhang, and Pen-chung Yew, “Detecting and 

Eliminating Potential Violation of Sequential Consistency for Concurrent C/C++ Program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de Gen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CGO) 2009. 

4.4. Fang Lu, Lei Wang, Xiaobing Feng, Zhiyuan Li, Zhaoqing Zhang, “Exploiting idle register 

classes for fast spill destination”, 2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percomputing (ICS 

2008).

5. Lei Liu, Li Chen, Chengyong Wu, Xiaobing Feng, “Global loop tiling for distributed memory 

systems”, 14th International Euro-Par Conference on Parallel Processing (Euro-Par 2008).



国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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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11年10月13日经科技部批准建设（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是建设承担单位），主

要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相关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实验室主任：孙凝晖研究员（兼）；副主任：李晓维研究员（常务）、冯晓兵

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国杰院士。现有研究员18人（其中：院士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人、“千人计划”

入选者2人、“百人计划”入选者5人）；副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19人；在读研究生137人；客座研究人员19人。

    重点实验室下设四个实验室（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处理器结构实验室、编译与编程实验室、集成电路实验室）和四个

研究组（并行算法研究组、处理器设计研究组、存储体系结构研究组、量子计算研究小组）。目前承担着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

金项目和973项目。 主要研究方向和近期研究内容：金项目和973项目。 主要研究方向和近期研究内容：

1. 高端计算体系结构方向：研究超艾级高端计算机的体系结构；研究面向云计算和网络计算的新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新型

   并行结构及数据中心中的互连技术；研究海云计算体系结构；研究面向计算机族群的体系结构。

2. 微体系结构方向：研究多核/众核处理器的新型体系结构、研究高通量数据处理器（DPU）体系结构、研究可重塑处理器体系

   结构。

3. 编译和编程方向：研究面向大众用户的并行编程语言及环境；研究全生存周期的应用程序优化及并行程序分析方法、错误检

   测和调试技术；针对非硅结构计算，探索这种新型计算形态下的计算逻辑、程序员的语义描述方法和编程模型；研究数据密

   集型应用的编程模型MPI-D。   集型应用的编程模型MPI-D。

4. VLSI与容错计算方向：研究纳米芯片、三维芯片设计测试与验证技术；研究面向云计算、网络计算等高通量计算的容错计算

   模型和设计方法；研究硅基光导、射频等新型片上互连技术。

5. 非传统体系结构方向：研究量子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光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以神经元、DNA等为基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研究以忆阻器（Memristor）为核心器件的新型智能芯片体系结构。





加强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学科建设，提高

系统结构在广大计算机从业人员心中的

地位和重要性。北京大学、美国UCLA丛

京生教授指出，现在出现了比如三维芯

片、片上光互连、量子计算等一些新兴

的技术，系统结构技术要发生革命性的

变革，而在变革的时期，大学和研究所

大有可为。陈左宁院士指出，国重的开

放课题应该更有针对性一点，比如每一

年出几个主题，在这个范围内对申请的

课题加以筛选。

    会后，学术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合影

留念。■

·周文能处长对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发展工作进行指导

·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国杰院
士给副主任和委员颁发聘书

·学术委员会与会专家合影

·领导与专家参观国
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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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第五届学术大会暨计算机体系结

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日在中科院计算

所正式拉开帷幕。计算所学术大会是每

年一次在所内展示科研成果、交流学术、

展开交叉研究讨论的盛会。举办学术大

会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软文化”建设，

营造出更加浓郁的创新氛围，同时也促营造出更加浓郁的创新氛围，同时也促

进所内不同学科领域的交流。同时，借

助这样一个平台，与前来参观的同行进

行深入的交流，催生出更多的创新理念，

使计算所和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水平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面向2020的计

算技术”。与会者对面向2020的计算技

术中的科学问题、关键技术与方法表现

出了极大的兴趣，在报告和展示现场与

报告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12月8号下午1点半，第五届学术大

会正式开始。李国杰院士首先致开幕辞。

@
国重开放日专题报道

计算所成功举办第五届学术大会暨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日

·签到现场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 10



李老师指出计算所学术大会是营造研究

所浓厚学术氛围的不错的尝试，历届的

学术大会展示了计算所每年的学术成绩

和影响力，也激励着科研工作者不断前

进。李老师希望大家多了解多交流，并

预祝大会成功。

    随后Intel中国研究院的方之熙院长

给大家做了精彩的主题报告“架构与系

统软件研究新方向——嵌入式系统研究”。

方院长负责Intel公司全球五大研究方向

之一的嵌入式系统研究，在他的报告中，

他介绍了现在嵌入式软硬件的最新发展

动态，指出嵌入式处理器芯片的设计挑

战，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战，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

预测。最后方院长希望年轻的科研工作

者应该开阔视野，展开跨领域，跨国界

的合作，创造出更多新的，有价值的知

识。在场的同学提问非常热烈，有的问

题也非常尖锐，方院长一一做了解答。

    接下来的第一场报告便是重头戏。

报告是由龙芯团队的领军人物胡伟武研

究员主讲。胡老师介绍龙芯3B的物理设

计，其成果发表在ISSCC2011。ISSCC被

称为芯片设计领域的奥林匹克，能在这

个平台上展示自己的成果，说明龙芯已

经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和国际认知度。

    12月9日上午，孙凝晖所长首先致辞，

对学术大会和所里的学术研究氛围提出对学术大会和所里的学术研究氛围提出

了新的要求。他指出，此次学术大会集

中展示了近期取得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研

究成果，有助于推动所内外的学术交流

和共享，从而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

    孙所长热情介绍了复旦大学专用集    孙所长热情介绍了复旦大学专用集

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璇教授。

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

多次在评估中被评为优秀，成绩非常突

出，曾教授首先分享了他们在国家重点

实验室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接着，

她介绍了课题组在集成电路设计和EDA算

法方面的工作。大家对曾老师报告中提法方面的工作。大家对曾老师报告中提

及的复旦大学今年在ISSCC发表的一款多

核处理器设计非常感兴趣，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随后，郭嘉丰博士介绍了他们

在网络数据处理和挖掘方面的新工作，

接着后面有多个讲者也陆续介绍了他们

的工作。

    9号    9号下午的分会首先是来自复旦大学

的陈海波博士作了题目为“多租赁云中

虚拟机的安全与可信保护”的精彩报告。

报告中，陈海波博士深入浅出，用Google

等现实事例说明了多租赁云中的安全威

胁，并从操作系统层面、虚拟机层面以

及硬件层面提出了保证云中信息安全性

的方法。陈海波博的方法。陈海波博士的报告在科研选题、

科研方法和问题解决方案方面都给听众以

很大的启发，同时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随后诸葛海老师报告了自己对物理

社会建立语义网络方面的研究成果。该

报告高屋建瓴，从方法学上给大家以指

引。李亮同学接下来报告了基于图片语

义的图片搜索技术，方法新颖，具有非

常广阔的实用前景。夏时洪老师、万晓

华同学、肖会同学、袁平广同学、谢军

·李国杰院士致开幕辞 ·方之熙院长做特邀报告 ·孙凝晖所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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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庞俊彪同学以及刘军发老师分别

给出了各有特色但又非常前沿的论文报

告。其间，报告人与听众热烈交流，交

换着彼此的真知灼见。最后，学术大会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排有专人讲解。开放日充分展示了学术

的自由，前来交流的学者、学生们就双

方感兴趣的研究内容自由地展开讨论，

现场气氛非常活跃。容错设计组的实物

展示-可重塑芯片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关

注，大家就重塑与重构的区别联系、重

塑芯片的应用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探讨。

    计算所第五届学术大会和计算机体

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日活动提供

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让所

外的人更了解计算所，让所内的人更了

解别的课题组的工作。为期两天的学术

大会和开放日于12月9日下午6点结束，

此次活动充分展现了计算所近一年来的

科研科研成果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水平，

取得了圆满成功。■

    与学术大会同时进

行的是计算机体系结构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开放

日活动。开放日通过展

台、展板和实物的方式

充分展示了体系结构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

向、近期主要成果以及向、近期主要成果以及

自研科研平台。

    为期两天的开放日

吸引了来自计算所、半

导体所、自动化所、软

件所、清华、北大、北

京交通大学等科研院

所、高校及企业等三十

多家单位、共计五百多

人的参与。每个成果展

板和平台展示，均都安

·曾璇教授做特邀报告 ·陈海波博士做特邀报告

·开放日展区内的展板和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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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所第五届学术交流大会
暨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
验室开放日

·计算所第五届学术交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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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8日至9日举行的体系结

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日，期间我们组

第一次对外展示了主题为:面向Internet

可信、安全、高效的虚拟计算环境研究

成果。

    在之前做展板的过程中，组内成员    在之前做展板的过程中，组内成员

就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大家纷纷提出自

己的观点和意见。展板上的图片分别包

括了我们系统在设备管理、业务扩展、

安全可信等方面的使用。如何浅显清晰

地向参观者展现系统的可信、安全、高

效功能特色，同学们在图片的制作中纷

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我们另一个展示的内容就是我们的

虚拟资源管理系统使用的录像，详细向

参观者介绍了管理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

的功能和使用方式。用户可以在网络浏

览器上轻松通过BS（Browser/Server）

版的页面上完成对监控下所有物理机和

虚拟机的管理和监控。鼠标轻点就可以

完成复杂的功能，对于单个物理机和虚完成复杂的功能，对于单个物理机和虚

拟机的开启和关闭，实时的机器负载和

资源信息的监控支持。为了高效地实现

对资源的使用，节省有限的能源，管理

系统中添加了相应策略的功能：

（1）运行能力流动策略之后，系统在保

证QoS（Quality of Service）的情况下，

物理机对于虚拟机进行资源的实时监控，

并根据虚拟机当前的使用情况，动态改

变虚拟机的资源分配；

（2）（2）启动负载均衡的策略，系统会计算

承载的虚拟机，系统会计算承载的虚拟

机的资源需求，当物理机的负载过高，无

法满足虚拟机的使用时，通知系统管理

节点，管理节点会根据整个物理机集群

的资源情况，决定最优的迁移方式；

（3（3）鉴于某些特定业务的有规律的使用

资源情况，可以启动系统的资源整合策

略，当虚拟机负载较小时，系统会将这

些虚拟机整合到较少的物理机上，余下

的没有运行虚拟机的物理机会被关闭，

最大限度节省能源。

    在开放日期间，参观者向我们问了    在开放日期间，参观者向我们问了

很多关于平台和与计算的问题，例如：

什么是云计算？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

什么作用呢？你们的系统与云计算是什

么关系呢？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云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种基

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通过这种方式，

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可以按需提供

给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云其实是网络、

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云计算的核心

思想，是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

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

向用户按需服务。狭义云计算指IT基础

设施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指通过网络以

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资源；广

义云计算指服务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指义云计算指服务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指

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

需的IT和软件、互联网相关服务。云计

算就像是在接近无限的硬件设备海洋中

的一根定海神针，让计算资源统一的为

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服务，例如物联网、

云平台存储、游戏、网络应用等等。而

我们的系统就是在部分服务器上模拟云我们的系统就是在部分服务器上模拟云

端的实现，当前对于统一资源的调配已

经打下了基础，未来的方向就是完善平

台的功能和搭建基于云计算的应用场景

及其研究工作。

    开放日时间虽然短暂，但是给我们

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怎样更好的利用云，

发展云，让云更加安全、高效的为人们

服务？一个个有待解决的课题为我们吹

响了前进的号角。■

系统软件组开放日随笔
○ 宋莹  高云伟  杨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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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近成立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年度重头活动，为期两

天的实验室开放日活动于2011年12月8

日上午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开放日，我

们高性能体系结构小组展示两科研成果：

HMTT-DDR3:一种软硬件结合的访存行为

监测分析系统和部件级功耗监测系统。

其中，陈荔城负责介绍HMTT平台，陈明其中，陈荔城负责介绍HMTT平台，陈明

扬负责介绍部件级功耗监测系统，而崔

泽汉作为技术服务支持，负责介绍这两

个系统硬件实现方面的内容。

    为保证系统在开放日当天能取得良

好的展示效果，我们7日晚便来到演示

区域进行实地调试。8日上午9点开放日

正式开始，陆续有些老师和同学来到我

们的展台参观。为了让观众能目睹HMTT

卡的“真容”，同时保证演示平台的美

观，我们专门购买了带透明侧盖的主机

机箱，这样观众可以通过展板了解HMTT机箱，这样观众可以通过展板了解HMTT

工作原理之后，再透过透明的机箱侧盖

现场观摩HMTT硬件实物以及HMTT卡如何

与发送机、接收机紧密配合从而监测系

统访存行为。事实证明，这种展示方式

给观众留下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印象。

    开放日中现场观众询问最多的问题    开放日中现场观众询问最多的问题

是，为何要记录真实系统上的完整访存

行为，这也是我们课题组一直在探索的

问题。当前HMTT系统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是用于收集特定应用在真实机器上运

行的访存Trace，然后驱动模拟器执行，

用于体系结构的优化。开放日现场，就

有一位同学希望能借助HMTT系统收集应有一位同学希望能借助HMTT系统收集应

用访存Trace。二是通过收集更细粒度

·HMTT卡 ·向观众讲解HMTT原理

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小组

展台纪实
○陈荔城  崔泽汉  陈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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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存语义信息，比如对象（变量）级

访存行为，与访存Trace相结合，来为程

序访存性能优化提供依据。我们的目标

是将HMTT完善成一个高效的性能分析和

调试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胡伟武老师也对我    值得一提的是，胡伟武老师也对我

们的系统很感兴趣，并与我们进行了热

情的交谈。交谈中，胡老师指出HMTT系

统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的软件可以获

取足够的语义信息，大大扩展了硬件系

统本身的用途，同时他还希望能将HMTT

系统的知识产权转移给龙芯公司，由龙

芯公司完善开发，最终形成一个内存行芯公司完善开发，最终形成一个内存行

为分析的产品。

    鉴于当前计算机尤其服务器、数据

中心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功耗问题，功耗

研究已成为近些年学术研究的热点。我

们这次展出的部件级功耗监测平台，可

以独立监测不同部件如处理器、磁盘和

内存等的功耗，也引起了参观者极大的

兴趣。很多观众询问硬件的实现细节，

可能的应用场景等，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可能的应用场景等，同时也有一些其他

的研究组正在开展功耗方面的研究，我

    

们还共同探讨了合作的可能性和功耗研

究前景。

    开放日期间，我们还到其他研究小    开放日期间，我们还到其他研究小

组的展板前观摩并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

和成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有，

微体系结构组的16核Godson-T处理器，

演示平台上同时支持4块Godson-T板子协

同工作，并能实时监控处理器内部性能

计数器的信息，如IPC，L1 Data Cache 

MisMiss Rate等。可靠计算组展示的手段比

较新颖，比如为了展示他们的智能控制

芯片的精确控制输出，他们使用控制信

号驱动电机转动，并在电机上使用细线

绑上金属球，这样可以通过金属球的上

下浮动来直观展示控制芯片的输出信号，

达到了良好的科普效果。在测试组动态

监控嵌入式处理芯片的功耗和自动降功监控嵌入式处理芯片的功耗和自动降功

耗技术的展示现场，设置了一款装有An-

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显示则采用一个

长宽比例与当前智能手机相近的竖立的

显示器，感觉就像直接看到手机显示屏

一样，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在上面触控几

下，紧跟当前的流行趋势，很容易引起  

大家的兴趣和共鸣。龙芯公司展示了最

新推出的基于龙芯3号处理器的笔记本，

该笔记本整体呈高贵的银白色，造型也

很华丽，让人眼前一亮，很有Apple的

感觉；工作人员介绍这款笔记本目前还

没有量产，好奇的同学只好再等等了。

    两天的开放日活动不知不觉的过去    两天的开放日活动不知不觉的过去

了，尽管工作很辛苦，但是内心充满了

成就感，总结这两日来的收获，有以下

两点：

1.开放日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小组的1.开放日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小组的

影响力。由于之前两三年的积累，所内

很多师生都听说过HMTT系统，但没有机

会亲眼目睹。这次通过现场的演示，很

多同学都评价工具做得很好，也很有意

义，并且鼓励我们就如何有效利用HMTT

工具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2.了解了很多其他课题组的工作和研究2.了解了很多其他课题组的工作和研究

成果。通过这次开放日活动，认识了很

多来自不同研究方向的同学，并向他们

“推销”HMTT系统，而很多同学也反馈

了需求和改进意见，这都对我们进一步

完善HMTT系统的功能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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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8日，9日，北京天气晴朗，寒

风凛冽，第五届学术大会暨计算机体系

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日在所一层热

热闹闹的举行，给寒冷的冬日带来些生

机。之前就通过活动的海报了解到这次

大会，我作为计算所，更是体系结构实

验室的一员，心情迫不及待，通过两天

时间的参观，收获了许多。时间的参观，收获了许多。

    这次大会邀请到了英特尔中国研究

院方之熙院长等知名学者进行主题讲座。

大师不愧为大师，方院长以前瞻的视角，

对嵌入式系统这一未来研究的新方向做

了介绍；曾教授的报告是针对纳米尺度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最新研究的方法；陈

海波博士针对现在发展迅猛的云计算中

存在的安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听完存在的安全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听完

他们的报告后，眼界开阔了不少，受益

匪浅。大会的另一内容是今年计算所发

表的20余篇优秀论文报告，论文的获得

者就他们的工作在大会上进行了报告。

在大会现场，聆听着师兄师姐，甚至有

些同年级的同学在汇报自己这一年工作

成果，我明白自己在科研的道路上刚刚成果，我明白自己在科研的道路上刚刚

起步，未来还有好多的困难要克服，不

过相信在计算所这么好的条件下和这么

多优秀同学的指导下，自己也能够取得

突飞猛进的提高。

    在学术大会开办的同时，实验室在

计算所一层大厅举办了开放日活动。这

次开放日通过展台的形式，全方位的展

示了实验室在体系结构、微处理器、微

系统、测试与验证、可靠性设计(SRP)、

编译技术、虚拟化等方向的最新研究成

果，这些成果大部分都发表在了国际顶

级学术期刊和会议上。虽然在平日里，

通过学术沙龙，BBS等平台交流的机会通过学术沙龙，BBS等平台交流的机会

也不少，但这么全面的展示，还是我第

一次参加。看到论文里那些抽象的方法，

真正得以实现并展示出来，我的心情那

是相当激动，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绕着各个展台转了一圈。每个展台都有

负责人专门讲解，像我这种好奇宝宝，

可没少问问题，幸好他们都很有耐心，

我还留下了自己感兴趣的几个研究组负

责人的联络方法，他们也承诺，科研上

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可以交流。

    尽管开放日和学术大会只有短短的

两天时间，所见所闻都是很有限的，但

这次活动对于我有更大的意义。作为计这次活动对于我有更大的意义。作为计

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员，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么开放的环境中

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更有做科研的

动力，希望自己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向

大家展示自己研究的科研成果。■

开放日所见所感
○ 李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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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29日，计算机体系结构

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国重”）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一层报告

厅举行了年终总结表彰会以及联欢会。

邀请了计算所所长兼国重主任孙凝晖老

师、所党委书记李锦涛老师、所长助理

王晓虹老师以及科研处、技术发展处、

研究生部、科研支撑中心等部门的领导研究生部、科研支撑中心等部门的领导

和老师参加。

    首先，国重常务副主任李晓维老师

就实验室2011年的工作向全体人员进行

了汇报，并代表实验室领导对全体老师、

学生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新年美好的祝福，

·计算所所长兼国重实验
室主任孙凝晖讲话

感谢全体员工和学生在2011年度为实验

室的辛勤工作，尤其感谢大家为实验室

带来的丰硕成果和无价精神财富。

    随后，所副总工程师兼先进计算机    随后，所副总工程师兼先进计算机

系统实验室主任张立新老师、实验室副

主任冯晓兵老师、微体系结构实验室负

责人范东睿老师和集成电路实验室的李

华伟老师分别代表各个实验室向大家进

行了工作总结报告，从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工程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对

项目完成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对项目项目完成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对项目

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供全室人员

参考借鉴，对项目的人员组织和团队建

设发表了感想，最后对来年项目和其它

工作进行了展望。各位老师的报告让全

体参会人员对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有了整

体的了解。期间感叹赞美之声更是不绝

于耳，既增强了交流，沟通了感情，又

为整个实验室树立起了一个无形的共同

的榜样。报告人的精彩报告更是博得了阵

阵掌声，有严谨阵掌声，有严谨、技术性强的报告，有

发人深思的报告，更有诙谐有趣的报告。

    实验室的老师们进行工作总结汇报

完后，计算所所长孙凝晖老师进行发言，

他既是所领导，也是实验室的主任，担

任着双重身份的他对国重2011年取得的

·计算所党委书记李锦涛
讲话

·国重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李晓维作2011年度实验室
工作报告

·国重实验室副主任冯晓兵
代表编译与编程实验室作工
作报告

实验室2011年度年终总结表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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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凝晖所长抽取特
等奖并为获得者颁奖

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指出实验室

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全体人员的努力和

辛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同时指出，评

上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大家对自己的要

求和目标也要相应的提高。同时认为，

不仅仅以发表高水平文章的数量为评价

标准，还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多更

好的成果和产品。最后，他祝福大家新好的成果和产品。最后，他祝福大家新

年有新气象，新年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计算所书记李锦涛老师也对实验室

2011年取得的成绩和努力进行了表扬，

并对实验室在团队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

得的进步给予了肯定，并深感通过此次

会议缩短了所领导与一线科研人员之间

的距离，扩大了对实验室的认知面，更

一步加深了对实验室的了解。

    在隆重的颁奖音乐中，大会邀请孙    在隆重的颁奖音乐中，大会邀请孙

凝晖所长、李锦涛书记、王晓虹所长助

理、刘新宇处长、李琳主任、马捷主任

等为国重评选出的 2011年度“优秀员

工”、“优秀学生”、“优秀客座员

工”、“优秀客座学生”、“实验室文

化建设卓越贡献奖”、“实验室文化建

设突出贡献奖”和“实验室活动突出贡

献奖”的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主任张立新作工作报告

·李锦涛书记抽取一
等奖并为获得者颁奖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负
责人范东睿作工作报告

·集成电路实验室
李华伟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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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主任抽取一等奖并为获得者颁奖

·演唱者陈俊杰

·李晓维老师抽取二等奖并为获得者颁奖

·演唱者马君·处理器结构组演唱歌曲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 20

·冯晓兵老师抽取二等奖并为获得者颁奖



·计算所所长孙凝晖老师
为优秀员工颁奖

优秀员工：鄢贵海、连瑞琦、叶笑春、霍玮、李扬、武成岗、王振江、王天成、胡瑜、宋风龙、安述倩、韩银和、范东睿、

          邢明杰、崔慧敏、郭午平、詹剑锋、王曦爽、高云伟、陈明宇、熊劲、江涛

优秀学生：董建波、范灵俊、成元庆、胡士文、张洪娟、柯传乐、杨扬、朱雪峰、孟沫舒、焦帅、黎进、凌坤、单书畅、徐

          卫志、郝帅、叶靖、李恒杰、陈聪明、韩冬妮、方运潭、王健、黄柯衡、孙发强、徐世雄、黄元杰、王文文、陆钢、

          李佳佳、陈荔城、罗纯杰、马久跃、王睿、贾禛、李龙、邵军超、黄永兵、杨强、宫士敏

优秀客座员工：胡文亚、梁彦、姬强、张晓明、王伟娜、李龙

优秀客座学生：优秀客座学生：王伟华，薛栋梁、邬小龙、吴向阳、张乾龙、陈俊杰、叶胜兰、张明喆、徐东君、袁竞杰、范涛、缪金成

实验室文化建设卓越贡献奖：黄元杰

实验室文化建设突出贡献奖：吕慧伟、吴志敏、刘栋

实验室活动突出贡献奖：

王天成、李文明、霍玮、宋风龙、张磊、刘颖、韩银和、武成岗、侯锐、胡文亚、王伟娜、徐海瑄（开放日和学术大会活动）

范灵俊、张小琳、孟维光、齐霞光、王亚楠、董建波、单书畅（代表实验室参加所春晚活动）

·计算所党委书记李锦涛
老师为优秀学生颁奖

·所长助理王晓虹老师为
优秀客座员工颁奖

2011年度实验室
       优秀人员表彰

21 |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国 重 新 闻



·科研支撑中心主任马捷老师为实验室活动突出贡献奖颁奖·计算所副总工程师张立新老师为优秀客座学生颁奖

·技术发展处处长刘新宇老师
为实验室活动突出贡献奖颁奖

·国重常务副主任李晓维老师为优秀员工颁奖

·国重副主任冯晓兵老师为实验室文
化建设卓越贡献奖和突出贡献奖颁奖

·研究生部主任李琳老师为优秀学生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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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2011年12月至2012年3月实验室立项（申请成功）的项目分述如下：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⒈  张立新主持的“高端通用芯片方向”课题；

⒉  张立新主持的“仪器设备购置-高通量计算研究平台”课题；

⒊  侯锐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异构多核处理器片上数据管理的关键技术研究”课题；

⒋  侯锐主持的百度合作项目“开放数据分析云平台建设和运维”课题。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⒈  范东睿主持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项目“控制器用户面并行化”课题；

⒉  范东睿主持的工信部专项“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课题；

⒊  范东睿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众核体系结构中的渗透式延迟容忍方法研究”课题；

⒋  张浩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多线程条件下众核处理器的访存优化方法研究”课题；

⒌  叶笑春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共享存储多核系统中的确定性重放机制研究”课题。

编译实验室：

⒈⒈  吴承勇主持的华为合作项目“链接时优化工具技术合作项目”；

⒉  吴承勇主持的三星合作项目“面向Android平台的(C/C++)性能分析和交互式并行编程环境”；

⒊  霍玮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针对多线程程序失效的用户级半自动诊断方法研究”课题。

集成电路实验室：

⒈   胡瑜主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〇二所合作项目“SRAM型FPGA容错设计”课题；

⒉   鄢贵海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异构众核处理器的功耗分析及管理”课题；

⒊   李华伟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考虑集成电路时延变异性的硅后定时验证方法”课题；

⒋⒋  徐志伟、张磊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高效能自适应处理器体系结构关键技术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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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度实验室支持的开放课题按

照计划已在2011年底结题，并在3月初组

织实验室的专家对其进行了结题验收，

大部分课题取得了重要成果，专家们都

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从课题研究成果、

文章专利发表、应用进展等各方面综合

评价后，3项给予优秀，3项给予良好，

3项给予合格。对于优秀的课题将优先3项给予合格。对于优秀的课题将优先

考虑继续支持。

    2010年度实验室支持的开放课题已

进行了中期总结，部分课题取得了较快

的进展。在结题的开放课题中，客座研

究人员与实验室紧密联系，取得了可喜

的研究成果，发表多篇高水平文章。

    在开放课题的资助下，在研课题在

文章发表、软件登记、著作等方面取得

了如下成果： 

发表论文：

1.Jia Li, Xiao Liu, Yubin Zhang, Yu 

Hu, Xiaowei Li and Qiang Xu,“Capt-

ure-power-aware test data compress-

ion using selective encoding”, In-

tegration: The VLSI Journal, 44(3),

June 2011, pp. 205-216. (SCI检索)

2.Jia Li, Yu Hu, Xiaowei Li, “Scan2.Jia Li, Yu Hu, Xiaowei Li, “Scan

 Chain Design for Shift Power Redu-

ction in Scan-based Testing”, Sci-

ence China F: Information Sciences, 

54(4), April 2011, pp.767-777. (SCI

检索)

3.3.Jia Li, Qiang Xu and Dong Xiang, 

“Compression-Aware Capture Power 

Reduction for At-Speed Testing”, 

Proc. IEEE/ACM Asia and South Pa-

cific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ASP-DAC), Yokohama, Japan, 2010, 

pp. 806-811.

4.Jia Li, Yu Huang and Dong Xiang, 

“Prediction of Compression Bound 

and Optimization of Compression 

Architecture for Linear Decompres-

sion-based Schemes”,IEEE VLSI Test 

Symposium (VTS), Dana Point, USA, 

2011, pp. 297-302.

5.Kezhong Lu, Gang Liu, Rui Mao, and 

Yuhong Feng. Relay Node Placement 

Based on Balancing Power Consump-

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IET Wireless Sensor Systems, 2011, 

1(1): 1-6.

6.Kezhong Lu,Lu Xian,Xiaohua 

Xiang,Yuhong Feng,Rui Mao.An Algo-

rithm for Energy Efficient Place-

ment of Base Station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Proceeding of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Communica-

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 2012.

7.陆克中, 毛睿, 刘刚, 明仲. 基于蜂

窝结构的传感器网络覆盖问题求解算法.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12.

8.Zhenman Fang, Qinghao Min, Keyong 

Zhou, Yi Lu,Yibin Hu, Weihua Zhang, 

Haibo Chen, Jian Li, Binyu Zang. 

“Transformer: A Functional-Driven 

Cycle-Accurate Multicore Simulator.” 

to appear in the 49th Design Auto-

mation Conference (DAC 2012). San 

Francisco, USA, June, 2012.Francisco, USA, June, 2012.

9.Feiwen Zhu, Donglei Yang, Weihua 

Zhang, Haibo Chen, Binyu Zang. A 

GPU-based High-throughput Image Re-

trieval Algorithm. Fifth Workshop on 

General Purpose Processing on Graph-

ics Processing Units (GPGPU 5) col-

located with ASPLOS 2012. London, 

United Kingdom. 

10.胡益斌、戴卓方、李弋、张为华 “

基于特性分析的SURF加速方法研究”，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已录用）

11. 朱斐文、戴晨、张为华 “基于局部

特征的显著区域检测算法” 计算机软件

开放课题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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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论（已录用）

12.Jiandun Li,Junjie Peng,Wu Zhang, 

A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latform Based on Cloud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2011, 7(11):3811-3818

13.Jiandun Li,Junjie Peng,Wu Zhang, 13.Jiandun Li,Junjie Peng,Wu Zhang, 

A Scheduling Algorithm for Private 

Clouds, Journal of Convergence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2011, 6(7):19

14.Jiandun Li,Junjie Peng,Zhou Lei, 

Wu Zhang, An Energy-efficient 

Scheduling Approach based on Pri-

vate Cloud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11, 8(4):

716-724

15.Qin Yuan, Zhixiang Liu, Junjie 

Peng, Xing Wu, et al.. A leasing 

instance based billing model for cloud 

computing,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id and Pervasive 

Computing (GPC2011), Oulu, Finland, 

May 2011, LNCS 6646, 33-41

16.16.Fangfang Han,Junjie Peng,Wu Zhang 

etc.Virtual resource monitoring in 

cloud computing, Journal of Shang-

hai University, 2011,15(5): 381–385

17.Chaonong Xu,Yongjun Xu,Zhiguang 

Wang. A Study on Synchronization 

Error Accumulation over Hop Count for 

Synchronization Scheme of Two-way 

Packet Exchange, High Tech. Letter 

(Accepted)（EI刊源）

18.Li Yu-Gang; Zhao Kun; Huang Yu-

Qing; Qiu Zhen-Ge; Liu Zhi-Yong.A 

scalable parallel ray tracing algo-

rithm for satellite imagery Source: 

2011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CCRD 2011), p151-5, 2011.

19.Yuqing Sun,Matthias Farwick, Pat-

rick C.K.Hung,Dickson K.W.Chiu and 

Guangjun Ji.Context-Aware Task Al-

location for Quick Collaborative 

Responses[C]. Accepted by 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电子学报》

英文版, SCI 源刊)

20.刘诗海,孙宇清,石维琪,高云伟.一种

面向可扩展集群环境的快速虚拟机迁移

方法[J]. 东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Vol.41(3):468-472,(EI: 201126

14102943) 

21.Yuqing SUN and Chen CHEN.Towards 21.Yuqing SUN and Chen CHEN.Towards 

Coequal Authorization for Dynamic 

Collaboration[C]. Proceeding of In-

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Active Me-

dia Technology (AMT 2011), Septem-

ber 7-9, 2011, Lanzhou, China. pp. 

229-240.(EI) 

22.王媛,孙宇清,高荣瑞.支持动态协作

的委托授权意愿协商[J].系统工程理论

与实践. (EI源刊) 

23.Xu Chao-Nong, Huang Chang-Xi, Hu 

Cun-Gang, Liu Yong,Dk-hop: A Direct-

ed k-hop Wireless Interference Model,

《自动化学报》，EI收录

24.Chaonong Xu, Yongjun Xu, Zhiguang 

Wang，A Study on Synchronization 

Error Accumulation over Hop Count for 

Synchronization Scheme of Two-way 

Packet Exchange，高技术通讯英文，EI

收录

软件登记：

无线自组织网络MAC调度软件V1.0（登记

号：2011SR101365）

出版专著：出版专著：

《数字集成电路测试优化——测试压缩、

测试功耗优化、测试调度》，北京：科

学出版社，2010年6月，ISBN：978-7-

03-027894-4

本室将在2012年度不断探索，认真总结，继续改进

和规范开放课题的管理办法，使之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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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至2012年3月实验室近四个月

发表（含录用）会议论文15篇，期刊论

文7篇。如下：

1.Wei Zhang,Jiajun Liu,Ying Song,

Mingfa Zhu,Limin Xiao,Yuzhong Sun.Dyn-

amic amic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in Virtualized Se-

rvers.Procedia Engineering

2.Rui Wang,Erlin Yao,Pavan Balaji,

DarDarius Buntinus.Building Algorith-

mically Nonstop Fault Tolerant MPI 

Program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18th

3.Jianfeng Zhan, Lixin Zhang, Ninghui 

Sun,Lei Wang,Zhen Jia,and Chunjie 

Luo.High Volume Throughput Computing: 

Identifying and Characterizing 

Throughput Oriented Workloads in

Data Centers.Workshop on LargData Centers.Workshop on Large-Scale 

Parallel Processing in conjunction  

lel and Distributed Processing Symposium, 

2012, Shanghai, China

4.Xuefeng Zhu,Huawei Li,Xiaowei Li, 4.Xuefeng Zhu,Huawei Li,Xiaowei Li, 

Statistical SDFC:A Metric for Evalu-

ating Test Quality of Small Delay 

Faults, 2012 VLSI-DAT

5.Da Wang,Fei Wang,Lunkai Zhang, Wei

zhi Xu, Shuai Jiao, Dongrui Fan, A 

SAT-Based Diagnosis Pattern Genera-

tion Method for Timing Faults in Scan 

Chains, ISCAS 2012 

6.Yang Chen, Shuangde Fang, Lieven 

Eeckout,Olivier Temam,Chengyong Wu, 

Iterative Optimization for the Data 

科研成果进展

Center, ASPLOS 2012

77.Dongni Han,Shixiong Xu, Li Chen, 

Lei Huang, PADS: A Pattern-Driven 

Stencil Compiler-Based Tool for Reuse 

of Optimizations on GPGPUs, Inter-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2011

8.Shixiong Xu, Li Chen, Share Work 

List: Hacking Amorphous Data Paral-

lelism in UPC,Proceedings of the 2012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rogram-

ming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for Mul-

ticores and Manycores

9.Xu Di, Chenggang Wu,Benzhong You, 

Jianjun Li, Zhenjiang Wang, Provid-

ing Fairness on Shared-Memory Mul-

tiprocessors via Process Scheduling

2012 ACM SIGMETR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asurement and Mod-

eling of Computer Systems

10.Dongrui Fan,Energy Efficient Go-

dson Processor Design, IESP, RIKEN

11.Li Chen,Exploiting the potential 

of HPP architectures through high 

level language abstractions,2nd RIKEN 

AIC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12.Dongrui Fan12.Dongrui Fan,Exploiting Many-core 

Chip Design, 2nd RIKEN AICS Inter-

national Symposium

13.Keheng Huang, Yu Hu, Xiaowei Li, 

Off-path Leakage Power Aware Routing 

for SRAM-based FPGAs, Design, 

Automation and Test in Europe

14.Huawei Li,Statistical SDFC:A 

 

Me-tric for Evaluating Test Quali-

tyof Small Delay Faults, 2012 VLSI-

DAT

15.Da Wang,A SAT-Based Diagnosis Pat-

tern Generation Method for Timing 

Faults in Scan Chains, ISCAS’12

16.张伟，宋莹，阮利，祝明发，肖利民

面向Internet数据中心的资源管理研究.

软件学报：2012年2月

17.熊劲，潘锋烽，刘凯捷，张子刚，马

久跃，姜继，孙凝晖.文件系统的发展脉

络.信息技术快报，第10卷第1期，2012

年1月，pp.1-22

18.熊劲，潘锋烽，刘凯捷，张子刚，马18.熊劲，潘锋烽，刘凯捷，张子刚，马

久跃，姜继，孙凝晖.文件系统的发展脉

络.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第8卷第2期，

2012年2月，pp.60-66

19.陈卓，熊劲，马灿.基于SSD的机群文

件系统元数据存储系统.计算机研究与发件系统元数据存储系统.计算机研究与发

展，第49卷增刊，2012年2月，pp.269-

275

20.扬扬，崔慧敏，冯晓兵，薛京灵，基

于GPU上迭代型Stencil计算的混合型

Circular Queue方法，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报,2012年1月

21.霍玮，李丰，丁兆伟，桑春雷，张

兆庆，冯晓兵，一种提高时序安全属性

静态检测实用性的方法，计算机学报，

2012年2月

22.贾耀仓，冯晓兵，指导cache静态划

分的程序性能profiling优化技术，计

算机研究与发展，20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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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30日，Mentor Graphics公司的Huang Yu博士受

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邀请进行学术访问，并在计算所446

会议室做了一次学术报告。此次报告由胡瑜研究员主持，报告的

主要内容是面向用户自定义故障类型(UDFM: User-Defined Fault 

Model)的ATPG。

        Huang Yu博士首先用一段视频，简单的介绍了Mentor Graph-

ics公司近些年的发展情况，以及其测试工具Tessent。然后，

对UDFM-ATPG进行了介绍，包括UDFM文件的格式，UDFM如何描述

Intra-Cell Fault，UDFM如何描述Inter-Cell Fault，用UDFM

为实际工业电路生成测试向量。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可靠性

团队。

    计算所大约30位老师和同学参加了这次报告，报告过程中大

家积极踊跃的提出了各自感兴趣的问题，黄博士和大家就如何描

述时延故障，在描述Intra-Cell Fault时应该考虑的故障类型，

如何依据版图利用UDFM描述crosstalk，如何将UDFM的思想扩展

到验证领域中，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学术报告在轻松而热烈的气氛下持续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会

后约定了进一步的合作研究计划。

Mentor Graphics公司

Huang Yu博士来体系

结构重点实验室访问

○ 刘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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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29日下午2点计算所748会议室，日本九州工业大

学的温晓青教授为我所师生做了题为“低功耗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的低功耗测试”（Power-Aware Testing for Low-Power VLSI 

Circuits）的学术报告。李华伟研究员主持了此次会议。

    温晓青    温晓青教授首先介绍了日本九州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工业情

况，还介绍了九州工业大学和他所在研究组的情况。接着温教授

结合自己与工业界合作的经验向我们系统而又全面地介绍了低功

耗测试提出的背景和面临的主要问题，降低移位功耗（Shift 

Power）和捕获功耗（Capture Power）的方法以及基于抢救

（Rescue）和屏蔽（Mask）保证捕获功耗安全的研究成果。最后

介绍了从低功耗测试到安全功耗（Power-Safe）测试、移位功

耗引起的时钟偏移（clock skew）缓解、捕获耗引起的时钟偏移（clock skew）缓解、捕获功耗优化等研究

动向。报告后，在场师生就低功耗测试方面的问题与温教授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此次报告会，参会的二十多名师生深入了解了低功耗测

试领域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动态，受益良多。

日本九州工业大学

温晓青教授

来国重做技术交流

·风趣幽默的温教授 ·温教授在报告现场

○ 刘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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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1年9月15日起至2012年3月14

日，我在美国普渡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

的学术访问活动。

    普渡大学位于印第安纳州，是一所    普渡大学位于印第安纳州，是一所

州立公立大学，现在有非常多的中国留

学生，周末乘坐公交车时，你会发现车

上几乎全是中国人。普渡大学位于西拉

法叶市，一座不大的城市，离首府印第

安纳波利斯大概1个多小时车程，离伊

利诺伊州首府芝加哥大约3个小时车程。利诺伊州首府芝加哥大约3个小时车程。

普渡大学所在地环境非常优美，所到之

处都是草坪、绿树。由于普渡大学位于

郊区，所以更显安静、清幽，非常适合

求学、做研究。

工作情况介绍：

    我在普渡的主要是工作内容是围绕    我在普渡的主要是工作内容是围绕

通用并行编程模型展开，包括应用开发、

程序分析及执行模型评估等工作。具体

工作内容如下：

一、调研应用程序并行化过程中的主要

问题

    该部分工作由我带领四位普渡本科

生一起进行。在到达普渡之前，他们已

经花了大概5个月的时间来改写197.par-

ser, 456.hmmer与401.bzip2三个程序，ser, 456.hmmer与401.bzip2三个程序，

主要是想通过他们的工作来挖掘非并行

程序开发专家在在学习开发并行程序过

程中面临的挑战。

    由于四位本科生对并行程序开发不    由于四位本科生对并行程序开发不

熟悉，所以在此期间碰到了很多困难，

而且他们改写后的程序留下了很多潜在

的错误，例如数据竞争、线程死锁、数

据私有化错误等。最后，在我们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成功将上述三个程序并行

化，同时，我又将445.gobmk的部分程序

进行了并行化。为了比较不同编程模型

的效率，我们将上述应用程序用TBB重新

并行了一遍。

        实验结果表明，让一个习惯于串行

程序开发的从业人员去写并行应用程序，

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其正确

性、及健壮性都无法得到保证。为了保

证并行程序开发的效率，我们必须给并

行程序员提供合适的编程工具：例如程

序依赖性分析工具、程序私有化工具等。

二、分析程序依赖分析中面临的问题二、分析程序依赖分析中面临的问题

（主要针对C程序）

学术访问总结
○ 卢兴敬

科 研 动 态



    目前程序依赖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静态程序依赖分析与

动态程序依赖分析，但是目前在这两种方法上的技术进展都无

法满足用户需求。例如C语言上的静态程序分析受限于指针分

析能力，会引入过多的伪依赖；动态依赖分析也存在很多限制，

例如开销太大，依赖分析结果不完整，受限于用户提供的输入，

动态依赖分析无法得到所有的依赖。

        为此，分析调研是否有方法可以提高动态程序依赖分析结

果的完整性。

三、执行模型效率分析

    目前所有并行编程模型的执行模型都是基于进程或者线程。

从理论上分析，大家认为线程的效率高于进程，所以倾向于用

线程做为并行编程模型的基础；但是，进程在存储管理上的特

点会带来编程效率上的好处。

    为此，通过性能与编程效率两个方面对进程与线程作为的    为此，通过性能与编程效率两个方面对进程与线程作为的

基础的编程模型进行相关的评估分析工作。

总结：

    在普渡大学的半年交流学习期间，我注意体会学习他们的    在普渡大学的半年交流学习期间，我注意体会学习他们的

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感觉到自己在对问题分析、判断上，以及

考虑一个课题是否有价值上有很大进步。同时，也积极与一些

普渡博士研究生交流，了解与编程模型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些研

究动态及他们的博士课题方向，同时，我也积极向他们介绍计

算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取得的成果，他们有时候也对我们的研究

成果感到惊讶，例如我们处理器、编程器上的工作。

    我在以后    我在以后

的工作中，要

注意将学习到

的东西融会贯

通，融入到自

己的工作中，

提供工作效率，

做出好的研究做出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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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12日至16日，2012年的

欧洲设计自动化与测试会议(Design, Au-

tomation and Test in Europe)在德

国东部小城德累斯顿(Dresden)举行。

因论文“Off-path Leakage Power Aware 

Routing for SRAM-based FPGAs”和

“A Clustering-based Scheme for 

CConcurrent Trace in Debugging NoC-

based Multicore Systems”被录用，

以及一篇Poster在3D Integration 

Workshop上进行交流，我(黄柯衡)，胡

瑜老师，李晓维老师一行三人有幸参加

了本次会议。

    DATE会议由IEEE和ACM共同举办，所

覆盖的领域包含设计(Design)、应用(App-

lication)、测试(Test)、嵌入式系统

软件(Embedded Systems Software)

四个方面。今年DATE收到投稿974篇，录

用279篇，其中regular paper录用率

约为16%，short paper和interactive 

presentations录用率均为9%，regu-

lar paper录用率较往年有所下降。录

用论文按地理区域划分为欧洲地区52%用论文按地理区域划分为欧洲地区52%，

北美地区30%，亚洲地区17%，其它地

区3%，前两年亚洲地区大规模增长的

趋势没能延续。按文章关注领域划分，

设计(Design)仍然占据主要部分，不

过应用(Application)和嵌入式系统

软件(Embedded Systems Software)

相相对去年有明显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18%和37%，也预示着这两方面受到大家

越来越多的关注。

        DATE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与工业界

的联系。在Keynote阶段，大会邀请了

Bosch和Globalfoundries公司对移动

设备面临的功耗问题以及半导体芯片制

造厂商在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了介

绍。另外，在各个Session报告的空隙，

安排了公司展会时间，参会公司非常多，

我重点关注了EDA设计厂商如Synop我重点关注了EDA设计厂商如Synop-

sys, Mentor Graphics的展台，对上

述两家公司针对FPGA器件的EDA设计软

件进行了相应了解。

    我们的两篇报告均安排在大会Key-

note后开始的第一批Session，因此

IEEE/ACM 欧洲设计自动化与

测试学术会议（DATE）参会报告

○ 黄柯衡  胡瑜  李晓维

国际会议会后有感

    世界上有人定居的各大洲中距离赤道最远的一州，且没有热带，这就是欧洲。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

若干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重人相继受邀参加了DATE，ASPLOS等顶级国际会议，在交流探讨中收获新启发，新思路，对今

后的科研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节中，黄柯衡等三人，房双德等两人，武成岗就与会情况及学术研究方面写了会后

心得。

31 |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国 重 新 闻



听报告的学者非常多。我报告的题目是

“Off-path Leakage Power Aware Rout-

ing for SRAM-based FPGAs”， 报告加

上提问整个时间为30分钟。在报告过程

中，我向同行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与

提问者进行了深入的意见交流，同时与

同行的交流使我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有了

进一进一步的认识。与此同时，李晓维老师

在另一个Session报告了 “A Cluster-

ing-based Scheme for Concurrent Trace 

in Debugging NoC-based Multicore Sys-

tems”，由于提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我

们顺利完成了两篇报告。在报告完成后，

我们分头听取了其它一些感兴趣的Se

sion，如Power optimization(功耗优化)，

PCM(相变存储器)，Reliability(电路可

靠性)等。从这些报告中了解了当前各知

名研究机构的研究热点和成果，在今后几

天需要好好对这些新思路进行总结，希

望能对自己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在大

会的最后一天，我们在3D Integration 

WorkshopWorkshop上展示了我们的一篇名为“TSV-

Safe: An Architectural Level Frame-

work to Mitigate TSV Electro migra-

tion for 3D ICs”的Poster，向同行展

示了我们在3D集成电路研究方面的相关

工作。

        今年DATE还有一个活动是PhD forum，

该活动由ACM SIGDA和EDAA共同举办，以

Poster的形式给博士生提供一个展示自

己研究成果，并与前来参会的学者进行

讨论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可以与工业界

人士进行交流，探讨如何将已有研究成

果快速转化为实际应用。个人觉得以后

可以对这一活动多加关注。可以对这一活动多加关注。

    在听取报告之余，我们更多的是与

同行进行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最大的

感受是华人学者越来越多，如来计算所

做过交流访问的匹兹堡大学Yiran Chen

教授，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迈阿密分校的

Gang Quan教授等。另外，还结识了一批

在国内外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华人学生，

分别来自UCSB Tim Chen教授组, 北京大分别来自UCSB Tim Chen教授组, 北京大

学程旭教授组，CMU，荷兰埃因霍温理工，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等等。没有了语言的障

碍，能够和他们聊得更加深入，而且也

不再局限于当前的学术研究，各方面最

新的研究动态以及国外的生活情况都有

涉及。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能够深切

地感受到，华人学者在电路设计领域已

经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为时5天的会议很快过去了，长途飞    为时5天的会议很快过去了，长途飞

行尽管非常辛苦，但是能够通过参加

DATE这样的会议加强交流，增长见识，

相信对自己今后的科研工作会有非常大

的帮助。最后，非常感谢计算所以及实

验室给了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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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结构对程序语言和操作系统的支

持（Architectural Support for Pro-

gramming Languages and Operating 

Systems, ASPLOS）是ACM主办的一个以

体系结构为核心内容、同时涉及编程语

言、编译、和操作系统的多学科国际学

术会议，在创办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产生

了许多有影响的创新，在上述各个领域了许多有影响的创新，在上述各个领域

中都是顶级会议。有幸参加此次会议我

们收获颇丰。

    这一届ASPLOS在3月3日到7日在英

国伦敦皇家学会的皇家会议中心举行，由

Microsoft, VMWare, Google, ARM, Intel, 

AMD, HP, IBM等公司提供赞助，同时举

办的还有虚拟化方面的重要会议VEE。

会议前两天是Workshop, 第二天晚上是

ASPLOS的Reception, 我们见到了来参

会的各个知名大学、公司、和研究所的

老师和学生。我们与相关领域的一些学

者进行了交流。

    主会3月5日开始，首先是大会主席    主会3月5日开始，首先是大会主席

Tim Harris (Microsoft Research)致

欢迎辞，然后是程序委员会主席、Roch-

ester大学的Michael L. Scott教授对

投稿即评审情况的说明 （图一）。

    我们的报告是第一天上午第二个

Session （Data Center / Cloud Com-

puting）中的第二个（图二）。房双德

介绍了我们将迭代编译技术应用到Data 

Center的想法，以及如何克服迭代编译

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主要困难等。用时

20分钟多一点，听众就我们所使用的版

本搜索方法提出了一个问题，房双德作本搜索方法提出了一个问题，房双德作

了回答。

    在这次会议中，有几篇文章给我

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以下简单介

绍一下。

    一篇Toronto University的文章 

Cosmic Rays Don’t Strike Twice: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DRAM 

Err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y-

stem Design”对stem Design”对几年的将近300T的主

存错误日志进行了分析，并给软硬件设

计者提供了建议。例如他们分析了DRAM

软硬件错误的特点，并发现大部分的错

误可以归结于硬件。以及简单的page 

retirement 策略可以覆盖比较大一

部分DRAM错误，仅仅需要牺牲一小比

例的DRAM资源。这些建议可供系统设例的DRAM资源。这些建议可供系统设

计者参考。

    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篇

ASPLOS2012参会总结

○ 房双德  吴承勇
…………………………………………………………………

·图一：Michael L. Scott教授的精彩报告 ·图二：房双德做论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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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Marl: A DSL for Easy and Ef-

fcient Graph Analysis”提出了一种图

算法的领域专用语言，用来帮助程序员

更好的写图相关算法，并且其相应的编

译器可以把该语言编译成高效的C++实

现，并发掘算法中的数据并行性。在他

们的未来工作中，打算实现多种编译器

的后端，可以把图算的后端，可以把图算法DSL编译成可以

在GPU以及集群上运行的高效的程序，

因为现在数据中心中很多数据挖掘算法

都是在图上进行操作，而且图往往很大，

节点难以存放，必须使用多节点并行图

算法。

    Texas University的文章“Bottle-

neck Identification and scheduling 

in Multithreaded Applications”提出

了一种软硬件结合的方法来识别和加速

多线程应用程序中关键瓶颈，并借鉴了

以往研究的做法，把关键瓶颈调度到大

核上进行处理。

    IBM Research Tokyo的文章“Con-

tinuous Object Access Profiling and

Optimizations to Overcome the Memory 

Wall and Bloat”提出了Barrier Pro-

filer，一种低开销的对象存取分析器，

该技术主要使用barrier pointer的方式

来实现内存保护区和可适应开销的技术。

这样使得该分析器可以实现比较精确的

持续在线对象存取分析。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文章比如Cali-

fornia University对异构ISA程序使用二

进制翻译进行执行迁移的研究。Mircro-

soft公司对数据中心对如何利用UPS进行

能耗管理和数据中心用电错峰等等的研

究。Purdue University对在异构集群上

进行MapReduce应用的优化，主要关注调

度等问题的研究。以及本次会议的最佳论

文是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

“Clearing the Clouds”，该文主要研

究了用于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处理器的关

键微体系结构，由于现在的处理器的微

体系结构应用在Scale-out的应用上的能

耗和效率上并不理想，该研究可以提高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的计算密度并相应地降低功耗。

该文章对几类应用程序在微体系结构上

的行为进行了研究，涉及到的workload

的类型包括Scale-out应用 (CloudSuite,

为该文章提出)，以及传统应用，其中包

含桌面应用(SPECINT), 并行应用（PA-

RSEC），企业级web应用（SPECweb09），

关系数据库应用（TPC-C/E，Web Back

end）。研究表明scale-out类型的应用

跟其他类型的应用行为有较大不同，且

在对现代处理器的利用并不高效，原因

如下：指令cache高缺失率导致了核的空

闲；二级cache增加了平均的取指令延迟；

过分的LLC能力导致了取指令的长延迟；

ILP低使得核带宽利用不高效；MLP低使

得ROB和LSQ没办法充分利用；过大的LLC

占了面积却无法提升性能；简单数据预取

不高效等等。且文章在每个指出的原因后

都出了相应的可行的解决建议对体系结

构设计者有所帮助。并且该文章已经将自

己提出的Scale-out应用程序集即Cloud-

Suite在网上发布。

    还有一个Session展示了一些新颖激

进的想法，例如“Single-Instruction 

HW/SW Unified Stack for Accelerated 

and Resilient Application Execution”

的作者就提出可以设计一种以矩阵乘为

基本运算的体系结构，并对其进行高度

优化，而之前有研究指出：现实世界的

所有程序都可以转化所有程序都可以转化为各种矩阵计算来

解决。作者并给出了一些初步的实验和

设想。

    总的来说，此次的会议让我们受益

匪浅。不仅亲自参会、作报告，而且与

国外同行做了深入的交流，了解到国际

上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看到

了自己跟同行的差距，知道了努力的方

向；这对我们未来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

的帮助。我们建议对于ASPLOS这一级别

的会议，即的会议，即使没有文章，也应尽量派人

去参加，相信对于我们所的科研工作会

有较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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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EAC会议是欧盟为了提高欧洲在

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研究水平，举办的欧

洲最高水平的国际会议。从今年开始，

为了进一步提升该会议的水平，吸引稿

源。欧盟特邀请美国计算机学会的著名

刊物ACM Transaction on Architecture 

and Code Optimization（TACO）进行论

文评审，并且约定，只有被TACO录用的文评审，并且约定，只有被TACO录用的文

章，才能被本会议录用，并且二者同时发

表相应的论文。该会议录用了37篇论文，

研究内容涉及微体系结构、计算机系统、

编译技术、算法等方面。会议注册人数

400余人。

    会议特邀了3个keynotes，第一个是

来自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

KeshavPingali，他的报告是Parallel 

Programming Needs Data-centric Foun-

dations。第二个是来自于Directorate 

General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Media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Max Lemke,

他的报告是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Advanced Computing–an EU Perspec-

tive towards Horizon 2020。第三个是

来自于DENSO Automotive Dtl的Bert Böd-

deker，他的报告是AUTOSAR at the 

cutting edge of automotive technol-

ogy。

    我在会议上做了2个报告，一是我们

课题组在该会议上发表的论文——Dy-

namic Structure Layout Optimiza-

tions for Heap Objects，二是受了国

防科大张冬松委托，帮他们在大会上宣

他们的论文——TL-Fluid-Based Multi-

Core Energy-Efficient Scheduling for 

Sporadic Real-Time Tasks。我们的论

文宣读后，受到了参会人员的关注，许多

人进行了提问，会议预留的提问的时间用

完后，会后许多人找我攀谈。

    HiPEAC为了提升欧洲的研究生的学

术水平，还专门设立了一个summer school。

该summer school特邀请美国和欧洲的著

名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专家进行讲课。去年

参加过这个课程的研究生，都表示通过

summer school的培训，开阔了视野，对

前沿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

    H    HiPEAC还为Start up的企业提供了

一个免费展示产品，寻求合作伙伴的机

会。■

赴法国参加HiPEAC

HiPEAC
 2012

January 23
-25,2012 |

 Paris,Fran
ce

7th Intern
ational Co

nference 
on High-P

erformanc
e and Em

bedded A
rchitectur

es and Co
mpilers

○ 武成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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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4日~11日，冯晓兵研究员

应邀赴美参加了第2届中美软件研讨会，

并顺访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周源源教授。

    中美    中美软件研讨会是由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和美国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NSF)共同组织的学术研讨

会，涵盖领域包括“Trustworthy Soft-

ware”、“Extreme-Scale Software”

和“Software and Processes for Emerg-

ing Architectures”，从国家基金委的

层面为中美软件研究团队和人员建立进

行深入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与机制。

双方基金委希望通过这种交流，促进双

方科研人员的深入合作。2011年9月，该

研讨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会

上初步拟定了合作研究的方向。此次在

美国圣地亚哥超算中心举办的是第二次

会议，在会上双方的研究人员各自介绍

了各自的研究情况，并初步形成了多个

合作白皮书。在研讨会期间，我们还受

邀参观了美国圣地亚哥超级计算中心。

    在研讨会后，我拜访了加州大学圣    在研讨会后，我拜访了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的周源源教授，就未来的进

一步合作进行了广泛讨论，并邀请她在

近期来所访问。■

应邀赴美参加第2届中美软件研讨会应邀赴美参加第2届中美软件研讨会

国重人在美国

    全球性垄断性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政策跻于一身的美国，一直是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而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

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简称ACM)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计算机从业员专业组织，其中包括计算机科学的多个骨干领域中

的顶级会议。本节中，冯晓兵，徐世雄，武成岗三位国重人近期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性座谈及会议，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 冯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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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24日到3月1日，我到美国

路易安纳州的新奥尔良参加2012年并行

编程原理与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

tice of Parallel Programming, PPoPP

及其下属的多核、众核并行编程模型及

应用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rogramming Models and Applica-

tions for Multicores and Manycores）。

    经过将近16小时的飞行，我从北京

经芝加哥抵达新奥尔良。今年的PPoPP与

HPCA会议一同举行在位于新奥尔良的法

国区的Hotel Monteleone 举行。会议的

前两天分别进行了Tutorial Session和

Workshop Session。我重点参与的PMAM 

Workshop在26号举行。PPoPP和HPCA的主

会在27号至29号举行。

    2    25号早上，小做休息后便赶到会场

去听第一个Tutorial。这个Tutorial介

绍了一个可以帮助用户挖掘串行或并行

程序性能瓶颈的工具。整个讲解比较细

致，还发了UT Austin的Lonstar集群的

体验帐号，让我们每一个参加Tutorial

的人亲自去试一下这款软件。下午是期

待已有的一位敬仰许久的教授的Tut待已有的一位敬仰许久的教授的Tutorial。

这位UT Austin的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我发

表的论文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特地地

去参加他的报告。在该Tutorial的休息

空隙，我还有幸与这位教授就有关研究

问题进行了交流，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受

益非浅。

    26号主要进行了PMAM Workshop。我

的报告安排在下午第一个Session。整天

的Workshop议程安排很满。从并行编程

模型，并行应用调优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

文的报告。晚上进行了Reception Dinner, 

我有幸认识了来了美国知名大学的在读

的博士生。与他们长达2个小时的交谈，

让我对美国的博士生活，以及美国大学让我对美国的博士生活，以及美国大学

如何做科研，发表论文有了更加清晰和深

刻的认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27日起，进行了PPoPP的主会，主要

包括了以下Session:

    27日上午，来自Facebook的Sanjeev 

Kumar做了以 Social Networking at Scale

为题的Keynote。

    2    28号上午，来自UT Austin的教授

Keshav Pingali做了以Parallel Pro-

gramming Needs Data-Centric Ab-

stractions为题的Keynote, 其内容丰富，

非常具有研究的启发意义。

    27日晚，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豪华游

轮里举行了会议的Banquet。我有幸吃到

了美国的一些特色小吃。听着Jazz music, 

喝着精心调制的Cocktail, 与知名学者

攀谈着，欣赏着夜晚新奥尔良城市的夜

PMAM &PPoPP 2012 出国会议总结
○ 徐世雄

·Hotel Monteleone ·Keshav Pingali在做Keynote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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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费城参加PLDI的程序委员会会

议，今年收到了近260篇稿件。该会议采用

双盲评审方式，并且严格执行冲突回避策

略。每篇稿件安排了4-6人进行评审，会

议禁止程序委员会委员将论文交给研究生

代审。经过2个月的时间的评审，大家提

交了评审意见。经过在线讨论，最终入选

89篇论文，交付程序委员会会议评审。为89篇论文，交付程序委员会会议评审。为

了保证论文选择的公平性，该会议专门成

立了extension review committee（ERC），

凡是程序委员会委员的提交的论文，全部

交给ERC来进行评审，并且由ERC在线投票

决定是否录用程序委员会委员的稿件。因

此，上述89篇论文不在PLDI的程序委员会

会议上进行讨论。PLDI作为编译领域排名会议上进行讨论。PLDI作为编译领域排名

第一的会议，受到投稿人的青睐。投稿人

基本上都是把自己自认为最好的文章投送

到该会议上，因此，会议的稿件大部分都

非常好。因此，在遴选论文的时候，评价

标准设得也比较高，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

论文是否有有价值的学术贡献，而是更进

了一步，论文是否是突破性技术、论文是了一步，论文是否是突破性技术、论文是

否能够产生较大影响，则成为遴选的一个

重要条件。这89篇文章，每篇都在会议上

进行了讨论。先是由一个委员介绍该文章

研究的内容、亮点和不足，给出评委的综

合评价，然后会议进行讨论。会议讨论非

常激烈，有些文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争得

十分热烈。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最

后只好有全部委员表决。通过参加该会议

的全部评审过程，感觉到该会议的稿件水

平高，遴选程序公平公正，不愧是顶级国

际会议。

    本人访问了微软Redmond研究院。受微    本人访问了微软Redmond研究院。受微

软的首席研究员Ben Zorn邀请，对微软进

行访问。他们为我安排了1天的日程，上

午向微软RISE研究组介绍我们的为龙芯开

发的二进制翻译系统，以及该系统开发过

程中的学术成果。下午和微软的5位从事

相关研究的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我

上午做完报告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非常上午做完报告后，他们对我们的工作非常

感兴趣，针对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研究成

果，提了很多问题。会后，他们表示，我

的报告很精彩，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学术

研究搞得非常好。下午，微软的两名首席

研究员各用1个小时时间，分别向我介绍

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很愿意就共

同关心的题目进行深入的合作。另外，我同关心的题目进行深入的合作。另外，我

还和3名资深的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

交流，他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工作。通

过访问微软，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企业界的

关注的问题，并且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

    本次出访正值春节期间，所里安排的

10天假期用于休息调整，而我则将这一假

期全部用在这一行程中了。虽然自己没有

体会到一家团聚的快乐，没有得到一个休

息放松的机会，但是，该行程的收获很大，

相信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会起到很大的

推动作用。■

赴美参加PLDI2012程序委员会会议

         及访问微软Redmond研究院出访报告
○ 武成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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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LAS是程序语言设计领域中的少有的

国际会议之一，英文全称Asian Program-

ming Language and System，2011年已经是

该会议的第9次举行。尽管APLAS名称中有

一个亚洲会议的字眼，但是事实上来参与

该会的更多的还是欧洲和美国的学者，看

来亚洲在计算机领域的学术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了，而且据说以后这个会议的名称将越大了，而且据说以后这个会议的名称将

会去掉亚洲两字，会议也将更加国际性。

APLAS会议主要关注与编程语言和系统实

现，具体分成几个部分，分别是语义、逻

辑和基础理论；语言设计和基础框架；类

型系统；编译器、解释器和抽象机；程序

推导及变换；程序分析、验证、模式识别、

软件安全；并软件安全；并发、领域语言；编程工具、

验证工具及实现。由于程序语言相关的特

别是这种专题的会议非常少，参加这个会

议，能够有机会与众多的学术界专家接触，

让我感觉收获颇丰。

    我这次参加APLAS不是作为论文作    我这次参加APLAS不是作为论文作者，

而是很荣幸的被邀请做tutorial speaker。

主要是在并行化方面进行一个学术讲座，

不过我在讲座中将我们所尤其是系统结构

重点实验室在串行程序并行化方面所取得

的成绩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整个会议一

共有两个讲座报告，本来我们的时间是安

排在正式大会议之前的一天，不过由于我排在正式大会议之前的一天，不过由于我

去台湾的“入台证”在会议召开前两天还

没有办理下来。组织方也甚是着急，最后

没有办法，我们为了保守起见将我的会议

时间放在了APLAS的最后一天。不过很不

巧的是这一天正好是CFF会议召开的第一

天，因此听我报告的人非常的少，多少也

让我有些失望。

    我的讲    我的讲座主要介绍对遗产串行程序进

行并行化的一些方法和相关的技术，具体

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介绍编译器

的自动并行化技术，第二个是介绍我们实

验是在对串行遗产代码进行并行化时，所

提出的编程模型SUP。自动并行化是一个

非常“古老”的技术，不过多少有点出乎

意料，大家对自动并行化还是很感兴趣也意料，大家对自动并行化还是很感兴趣也

很想知道为什么该技术无法取得预想的效

果。我的讲座从自动并行化的基础知识介

绍，包括依赖测试，循环并行化，私有化

国重人在台湾

○ 刘雷

亚洲四小龙之一---宝岛台湾，美丽而富饶，这里云集着世界各地学术界人物，相互学习，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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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等。和现今最时髦的研究投机并行化

技术，接着又介绍了多版本的并行化方法

和动静态结合的并行化分析技术，这部分

是我们在开发中使用的技术，而且用在了

核高基项目中，这部分技术的基本原理我

介绍的相对较少，像做广告一样，更多是

展示了我们比英特尔编译器还要好的性能

提升效果。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手工并行化提升效果。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手工并行化

的方法，在说明了自动并行化的成绩的同

时也展示了该技术很大的局限性，机器分

析的能力毕竟非常有限，人分析和理解程

序的能力肯定要更好。因此，大部分的并

行化都是采用手工并行化的方式进行。第

二部分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我们设计的保证

安全的并行化编程安全的并行化编程模型——SUP，该系统

是我们在罗彻斯特大学的丁晨老师的工作

基础上实现的。SUP的特点是支持粗粒度

的并行化、交互并行更重要的是支持具有

一定正确性保证的并行化。利用SUP进行并

行化改写，程序员可以不用担心出现死

锁、数据竞争等让人头疼的并发错误。尽

管参加我的讲座人比较少，但是少有他的

好处，就是讲的方式非常的灵活和自由，

大家经常会问一些没有听清楚或者向深入

了解的问题，相信这个报告能够让大家对

并行化技术有个小小的帮助吧。

    本次大会在台湾的垦丁召开，会议的    本次大会在台湾的垦丁召开，会议的

举办地是个非常美丽的海边小镇，我也认

识了很多多国内高校过去的研究人员，其

中有来自北大的老师和三个软件所的学生、

一个北航的学生。不过最有意思的是，我

见到了一个早就认识的“故人”，这个小

伙师从于澳大利亚的薛晶灵老师，之前曾

经请教过我Open64的问题，我们邮件往来经请教过我Open64的问题，我们邮件往来

过很多次，这次他参加会议之前，发现我

也要来，于是我们就邮件约定好他去做我

的讲座听众。由于他们那里有我们实验室

过去的学生，加上他们老板经常和我们组

里的人一起合作，因此大家有很多的共

同语言。除了讨论些编译器方面的内容

外，他还和我抱怨了一下澳大利亚的通货

膨胀，看来国外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台湾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当地有些人

也非常的热情，不过由于近期去台湾的大

陆游客越来越多，很多的景点据说都是人

挨人，尤其像什么台北、日月潭等地。不

过所幸我去的地方不是什么旅游热门地

方，台湾本地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我和

他们的很多人都交谈过，感觉他们的幸福

感很强，有很多的台北人到台湾最南面的

垦丁来度假，这里的家庭旅馆也非常的

多，在本地租个小摩托想去什么地方都非多，在本地租个小摩托想去什么地方都非

常的方便。台湾人的电视节目也是蓝绿两

个阵营打得火热，天天在鸡毛小事上双方

展开唇枪舌剑，据说很多内陆旅游的游客

很愿意在宾馆看电视甚至都不去景点了。

我在终于忙完PPT后，租了一个山地自行车

沿着海边骑了大半天，伴着时而滴下的雨

滴和沙滩上被海风吹起的西沙，看着远方滴和沙滩上被海风吹起的西沙，看着远方

天海一色的美景，想着今后一定要找机会

再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

    总的来说，此次的会议让我印象非常

深刻。不仅与国内外同行做了深入的交流，

了解到了国际上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对我未来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更

重要的是开阔了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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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彩展示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年会报道

○ 胡文亚

划；然后是实验室2011年度联欢会，各

课题组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有舞蹈、

歌曲、吉他弹唱、相声、小品等，中间

穿插了游戏和抽奖环节使得年会高潮迭

起，欢声笑语不断；最后以大家一起跳

集体舞结尾。

    李国杰院士、孙凝晖所长、隋雪青    李国杰院士、孙凝晖所长、隋雪青

所长、王晓虹所长助理、体系结构国家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第一次年会

于2012年1月5日-6日在商务部培训中心

举行，高性能实验室、科研支撑中心、

技术发展处、科研处、人力资源处等部

门老师领导以及华为公司部门领导莅临

年会现场，首先是实验室年终总结会，

由实验室主任及各课题组长对2011年工

作进行了总结并介绍2012年的目标和计作进行了总结并介绍2012年的目标和计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冯晓兵老师、科研处

罗瑞丽老师及所长秘书杨宁老师出席了

晚宴，孙凝晖所长发表了的讲话，晚宴

气氛高涨。

        下面是年会照片,虽然我们的舞姿不

是那么的优美、歌声不是那么的动听、

表演不是那么的纯熟，但大家的笑容却

是那么的灿烂。

年会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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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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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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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凝晖所长发表讲话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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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军都山滑雪“摔神”大集合

○徐海瑄

    2011年底的滑雪，大家充分发挥了各自能“摔”的本领，让人大开眼界呀~ 各种pose，各种囧，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开

心最重要！请看我们“摔神”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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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年会小结

○王伟娜

    2011年12月16日下午，编译组前往

温都水城进行了年终总结。由于党代会

临时改时间到16日下午，导致编译组的

几位领导（冯晓兵老师、武成岗老师、陈

莉老师）和学生没能参加年终总结，非

常地遗憾。除了这个小遗憾，编译组的

年会可以说是相当成功，气氛是相当滴

热烈。热烈。

    一次成功会议的背后自然少不了大

家的辛勤付出。会议由吴承勇老师总策

划，会前我们临时成立了一个“会务组”，

霍玮、徐地、李胜梅、李建军、陈洋、

王振江等会务组成员都为此投入了很多

个人时间参与讨论和策划。吴承勇老师

提出想要摒弃传统意义上年会枯燥乏味

的各种总结形式，希望能营造所有人畅

所欲言的氛围，这个形式无疑很给力。

本着这一宗旨，会务组特别进行了“民

意调查”，摸清编译组同仁们在一年一意调查”，摸清编译组同仁们在一年一

度的大家庭聚会中最想得到的讯息和最

想表达的主题，有针对性地安排了会议

的三个流程。

一、张兆庆老师和乔如良老师作为先进

编译技术实验室的奠基人和引领者，给

大家介绍了实验室的发展史。实验室经

过了起起伏伏，值得骄傲的光辉时刻令

人振奋，发展中的艰苦探索发人深思。

二、编译各小组的动态。这在民意调查

中占的票数最多，很多人都觉得组与组

之间的沟通太少，了解自然也就很少，之间的沟通太少，了解自然也就很少，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揭开这层面纱。不

出所料，在每个小组长介绍完各组工作

后，其他组的成员都非常积极地提出了

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

三、最后一个环节让大家畅所欲言，尽

量提出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

惑，老员工和优秀的学生针对这些疑惑

也一一给出了幽默又给力的解答，努力

营造出一个大家庭的氛围，让每一个编

译组人都能感觉到温暖。

四、每个环节中穿插的游戏和抽奖，玩得四、每个环节中穿插的游戏和抽奖，玩得

不亦乐乎。一年的辛苦和忙碌就在这不经

意的游乐中遗忘了，留下的都是快乐和

收获。

    最后，感谢这一年编译组所有人的努    最后，感谢这一年编译组所有人的努

力，所有人的付出，感谢两位可爱的主持

人刘颖和霍玮。衷心祝愿编译组在冯老师

的领导下，在各个组长的带领下，在全体

员工和学生的奋斗中，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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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实验室
              ---年终活动之滑雪小记

○王天成

    顺应实验室体力无限的年轻姑娘和

小伙子们的号召，实验室组织去滑雪啦。

    12月30日，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

到啦！一大早大家坐在大巴上，都压抑

不住内心的激动。一路上歌声飘扬。大

家都展示了自己最欢乐的一面，有的来

首陕北民歌，有的来支皖南小曲，有的

讲个笑话。一路上洋溢着欢歌笑语。

    到了雪场，大家那是一个欢快，喜

欢速滑的任它加速，享受着闪电般的速

度；喜欢控制的同学，之字形迂回往复，

感受着掌控自如的洋洋自得。同学们还

充分发动了团结互助的风格，摔倒了起不

来，没关系，互相借个手，起身就轻松

多啦。

    快乐的时间，总感觉如此短暂。要别

了，美丽的雪场，明年我们还会回来的~

    留影，纪念这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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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2日，两年一度的计算所

春节联欢会在一楼大厅拉开帷幕。系统

结构分工会献上的小品《实话实说-计算

所贺岁版》以小崔会客访谈节目的新鲜

形式，从老齐、大光、小琳这老、中、

青三代计算所人的口中，将计算所建所

55年来，尤其是自知识创新工程以来，

计算所取得的瞩目成绩和发生的巨大计算所取得的瞩目成绩和发生的巨大变

化娓娓道来。演员的表演机智、自然、

幽默，中间穿插了不少的新潮词汇和流

行用语，引发了台下的欢声笑语。舞台

的PPT背景、现场音效和演员们放松自

如的表演，不输专业水准，让大家赏心悦

目。节目的演出获得了成功。

    回顾这个节目自筹备到演出的这一

段过程，中间发生了不少让我记忆深刻

的事情。这些发生在舞台背后的故事，

让我对身边的不少人产生了敬意。用文

字记录下这段过程中的点滴，权当是对

创作过程和创作团队的敬意的表达吧。

·又是一年联欢时 今年咱们演点啥

    1    11月中旬接到所工会筹备联欢会的通

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节目是开场

歌舞。春节联欢会的开场，我在当学生

的时候策划、参与过多次，比较熟悉，

而且第一个节目热闹喜庆，能为联欢会

带来很热烈的气氛。可是后面的筹备会

让我犯了难。会上，所工会要求大家开

拓思路，尽量筹备语言类节目。而且已

经有兄弟分工会率先争取了开场节经有兄弟分工会率先争取了开场节目。

为了响应号召，让晚会的内容更加生动

丰富、精彩纷呈，我们就选择了难啃的

骨头——语言类节目。

·大家齐心献计策 节目创意终成型

    语言类节目的筹备是相对费时费力

的。为了兼顾观赏性和主题突出，不仅

是剧本的创作需要较好的创意和功底，

演员的表演也需要比较多的指导和练

习。节目筹备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创

意。我和张榕老师将实验室中比较活跃

的学生组织起来，利用晚上的时间，共

同讨论节目主题。头几个晚上，大家思同讨论节目主题。头几个晚上，大家思

维比较发散，有过“宿舍卧谈”思路，有

过“网络语录集锦”思路，有过“三国

杀”思路，但是创作中发现并不是很可

行。所工会的檀彦卓老师则建议以“建

所55周年”为主题，采用类似小崔会客

的访谈形式，我们开始觉得这很难，因

为很难搞笑。檀老师却非常坚持，说搞

笑只是小品最底层的要求，最根本的是，

要有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寓意。她还让

我们看了几年前所春晚的几个小品。就我们看了几年前所春晚的几个小品。就

这样，几经讨论后，最终，大家决定采

用小崔会客访谈类的方式，挑战一把

“实话实说”访谈节目。

·众人拾柴火焰高 创作过程显精神

    创意有了，最艰巨的就是剧本了。

真正开始创作都快到了十二月中旬了，

随着一审时间的临近，节目主创人员的

压力也越来越大，每天晚上我们都一起

讨论，从七点到十点，甚至有的时候晚

饭都来不及吃。张小琳同学经常晚上十

二点多还在改剧本，董建波和单书畅同

学也经常参与创作讨论和修改剧本，最学也经常参与创作讨论和修改剧本，最

终在一审前完成了大部分创作——一个

主持人，采访对象是三名所里的学生，

《实话实说-计算所贺岁版》
             背后的故事

○ 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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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者在录音棚录音 ·节目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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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就在所里的学习、生活、文化等方

面进行展开，还穿插了当下最流行和热

门的话题（如非诚勿扰、动车、校车、

地沟油、登方舟等）。当我们信心满满

地去表演时，得到的结果是fail。檀老

师说剧本要大改，立意不够，同时被采

访的都是以学生身份，不够有代表性。

我们沮丧极了！她建议采访对象改为老我们沮丧极了！她建议采访对象改为老

中青三代人，以幽默对话的形式，将计

算所的发展史、取得的成果在学术和产

业上的地位凸显出来。她希望小品不只

是小品，更多的是让大家特别是80后、

90后的员工、学生了解所史、所情。听

到这，我们都蔫了，这样的剧本对我们

来说难上加难，因为我们对计算所发展来说难上加难，因为我们对计算所发展

史了解不多。剧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

颈，加之时间已经到了12月底，到了火

烧眉毛的时候了。

    怎么办？大家焦灼万分。要么放弃

不演，要么改节目形式。我和檀老师谈

了想法，她不希望放弃。看到这个节目

的挑战和困难，檀老师开始重写剧本，

搜集素材，和大家一起，牺牲休息时间，

边创作边排练。为了加快新剧本的“出

炉”，我请我们远在美国底特律的范导

——范灵俊同学出山，他有过做编剧的

经历。由于他正在国外访问交流，所以

之前一直没敢打扰他。由于时差，我不

得不连续几个晚上在网上等他，才终于得不连续几个晚上在网上等他，才终于

联系上。我将檀老师的想法与“范导”

进行了沟通，常常是半夜。他非常配合，

每次沟通完就说等我睡醒后就给我一个

版本，听见他这句话我就能睡个好觉，

嘿嘿。白天，我在跟檀老师反馈，晚上

在跟“范导”沟通。经过了这样几天反

复的“折腾”，范导不仅把剧本改了好复的“折腾”，范导不仅把剧本改了好

几版本，还写了一曲《春天的故事》，

果然不同凡响，使整个剧本都增色不

少。董建波同学也创作了几首诗和对联，

从所里的战略到当下的流行事件等都很

好的诠释出来了。经过多位编导们的多

轮修改，在节目二审的时候剧本终于基

本过关了。

·齐心协力猛冲刺 演出成功获好评

    剧本虽然过关了，但是演员演技水    剧本虽然过关了，但是演员演技水

平问题又摆在了面前。我们四位主演是

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的学生，对计算所历

史了解不多，再加上“85后”的时代特

点和个性特点，怎样很好地去诠释人物

又是个很大的挑战。檀老师却觉得这不

是问题，她请了一个专业的导演，对我

们进行了突击指导和再次加工，或者说们进行了突击指导和再次加工，或者说

是“魔鬼训练”（事后证明，这四名演

员在专业导演和檀老师的“唐僧式”教

诲下，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为了

保证剧本的主题鲜明，檀老师在排练中

跟导演充分沟通，介绍所里的情况和演

员的情况。齐霞光同学要扮演跟计算所

同龄的55周岁的老齐，孟维光同学扮演同龄的55周岁的老齐，孟维光同学扮演

的是从所里毕业后留学归国的60后海归

大光，怎样把握人物定位和性格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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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的事。而且前两位人物定位下并没

有多少笑点，所以给扮演80后学生的张

小琳同学带来了不少的压力。一个女生

要放得开去搞笑，也需要不少勇气。而

扮演主持人的王亚楠同学既要摆脱大家

惯有的“崔永元”印象，又要能把控住

节目的节奏，还要跟观众互动，同时也

要把“小崔”那种自如和幽默都展现出要把“小崔”那种自如和幽默都展现出

来，也需要不少功夫。但各位演员并没

有灰心，迎难而上，有很多让大家感动

和敬佩的事。比如，齐霞光同学扮演的

老齐，有一处是要摔一跤，而齐霞光同

学在每次排练中都是真摔，直接狠狠地

坐在地上，看得我们都觉得疼。还有张

小琳同学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演出风格，

每次排练都尝试不同的风格，有林志玲

式的、曾轶可式的、撒娇风格的、耍酷式的、曾轶可式的、撒娇风格的、耍酷

风格的。她的努力和坚持，让其他男演

员们都自叹不如。各位演员们为了这个

节目都使出了十二分的力气，大家拧成

一股绳，互相鼓励和帮助，让我感受了

团队的温暖和力量。为了活跃气氛，访

谈类节目中大多都有现场音效，檀老师

希望我当“键盘手”，她觉得我有钢琴

基础，应该充分利用，参考下已有的访

谈节目的伴奏形式，应该没问题。我有

些犹豫，压力也很大，对于这种即兴伴

奏我还真没怎么尝试过，只能临时抱佛

脚。但我看到大家都很辛苦，都在全力脚。但我看到大家都很辛苦，都在全力

以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上。于是，我

从网上看各种访谈类节目，再结合剧本

和台词的感觉不断摸索，几经修改和努

力，终于满足了导演的要求。 

    背景PPT的制作也是个关键点，黄元

杰同学熬了好几个通宵终于完成了PPT的

制作，当我们看到他的作品时都不得不

佩服佩服。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我提供给他几张照片让他放进PPT中，

后来发现每张照片他都要修改一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他说在他眼里没有直接

能用的照片，都是要经过仔细修改之后

才能看。黄元杰同学绝对是我见过的最

精益求精的人，直到演出那天的中午，

他还在修改PPT，眼里真是容不得一点

不完美。

    最后这首《春天的故事》应该是整    最后这首《春天的故事》应该是整

个节目画龙点睛的部分，为了保证演出

效果，我们也找来实验室的演唱高手们

一起去录音棚里录音。多亏了马君、李

文明、李冰、王伟娜等的倾情献声，使

这首歌增色不少。

    在最后的排练阶段，王晓虹老师和    在最后的排练阶段，王晓虹老师和

我们实验室的冯晓兵老师也都到现场提

了很多宝贵意见。在节目圆满完成的那

一刻，大家都觉得这一个多月的忙碌是

值得的。这期间，我们得到了所领导和

工会老师的鼓励和指导，感受到了团队

的力量，看到了参与的学生们的努力和

付出。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更加了解付出。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更加了解

了55年计算所的成长历程和所里的文化

精髓，真的感触颇多。利用这个节目最

后的一句话结束，愿计算所的明天更加

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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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从什么时候，计算所的同学叫

我“范导”，我会开始应上一声“哎”。

在我看来，调侃中哪怕包含着一点点认

可，都会是我莫大的荣誉和鼓励。

    话说，每隔两年计算所就会举办一    话说，每隔两年计算所就会举办一

次年底大型联欢会，俗称咱计算所人自

己的“春晚”。而每年，实验室内部一

般也都会有年终总结和年终联欢。部分

源于个人的兴趣爱好，部分源于些许的

责任感——哪怕明知道是“赶鸭子上

架”，自进入计算所读研以来，几乎每

年我都有参与其中节目的编排。年我都有参与其中节目的编排。

    可是今年有所不同，赴美访学离开

学习、生活了近5年的计算所已经两个

多月了，要是搞节目创作，到底还是会

产生几分的生疏。比如，我若想再去悄

悄观察观察某些人物原型，再去了解了

解一些典型事件，都会因为隔着一个大

洋有了不少障碍。这样看来，我似乎只

能从记忆中去打捞，从印象中去描绘。能从记忆中去打捞，从印象中去描绘。

    所以，这次年终联欢会，计算机体

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节目，从节目

表现主题到剧本框架，再到底稿创作和

捋清情节脉络，檀彦卓老师、董慧老师

和董建波同学等创作团队，完成了前期  

的大部分工作。到最后的台词凝练和优

化，正好赶上这边圣诞假期，我才得以

贡献了部分力量。

    其实每一个创作过程都是历尽艰辛    其实每一个创作过程都是历尽艰辛

的。总体上，以个人之见，适合在咱们

计算所表演的大型语言类节目，要追求

语言凝练中有动人的情节、格调大气中

有几分细腻的情感、弘扬主旋律中还要

带有几分幽默诙谐。而且每一次的表现

形式还要避免雷同。于是，高标准自然

带来高难度。带来高难度。

又是一个春天

○ 范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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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每一次创作，又绝对是接受了一

次洗礼和学习。我会深更半夜还在仔细阅

读和学习孙所长关于计算所新时期新定位

的文章和檀老师关于计算所创新文化的总

结。我会在从实验室回家的路上也不忘记

思考一个主持人访谈老中青三代人的节

目形式怎样才能不过于平淡……

    师弟、师妹他们表演、唱完之后告

诉我说，这首歌很贴切，很有历史感。

听他们这样说，我很开心。

    其实没有最优秀的剧本，只有更优

秀的演员。是他们，那些台上的演员，

经过一次次辛苦的排练，作为最终真正

的演绎和诠释者，生动再现了那一幕幕

感人的奋斗故事、那一段段伟大的创新

历程、和一直传承到今天的优秀文化。

    最后，我想说得是，“范导”这几

年表现出的所谓的台词编剧才能，其实

更多来源于对计算所深深的爱、来源于

对计算所无数先辈专家们的无比崇敬、

来源于对五十多年来计算所形成的核心

价值、产出的卓越成就、营造的科研氛

围的深深迷恋。

    话说，计算所“春晚”过后，又一

个灿烂的春天即将到来，你，准备好迎

接了么？■

    然而，更重要的是，2011过去的这

一年，咱们计算所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

和变化，我们又向未来迈进了一步，我

们应该怎样满怀希望地迎接又一个即将

到来的春天？

    我一边唱着《春天的故事》，一边    我一边唱着《春天的故事》，一边

盯着孙所长画的四个圈，便自然而然地

一九九九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专家在中国的计算所写下诗篇

神话般地推出代代曙光机

奇迹般地打造龙芯处理器

科研啊为国排忧解难

创新啊与民福祉相关

啊计算所计算所啊计算所计算所

你展开了新世纪的新画卷

你展开了二十一世纪的新画卷

走进知识创新的春天

二零一一年 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专家在中国的计算所画了四个圈

一个定位旨在产业源头

三大突破重在布局"云、网、端"

技术啊转移靠产业基地

成果啊辐射到社会经济圈

啊计算所计算所啊计算所计算所

你迈开了走向卓越的新步伐

你迈开了优秀到卓越的新步伐

迎接更加灿烂的春天

唱成了有一位专家在中国的计算所画了

四个圈……然后再回头想想李所长的伟

大“诗篇”，于是计算所春天的故事便

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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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乍暖还寒时，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实验室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实验室为全体女职工组

织了各种活动，并拍照合影，留下快乐的瞬间。这次活动充分体现了领导对全体女职工的重视和关怀。全体女职工也将齐

心协力为实验室的高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八”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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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嗯，听说来了新人？

乙：你消息够灵通的啊！

甲：必须的！听说都是郎才女貌型的？

乙：没错，你说对了！

甲：哪呢？都在哪呢？

乙：看这儿里，看这儿里…

甲：嗯，听说来了新人？

乙：你消息够灵通的啊！

甲：必须的！听说都是郎才女貌型的？

乙：没错，你说对了！

甲：哪呢？都在哪呢？

乙：看这儿里，看这儿里…

姓名：宋辰

来所时间：2012年3月28日

目前工作：CFU部分指令RTL分析与重构

身份：客座学生

自我介绍：

在走过的这些年头里

一直在坚信着自己一直在坚信着自己

努力追逐着梦想

尽管屡次撞墙

但从未放弃

始终坚信

世界上

没有

神神

自己

呼吸着

就在宣示

火热的心灵

还未停止搏动

怒视天穹的双目

指引着挺立的双腿指引着挺立的双腿

一刻不停的迈向自由

姓名：金琳
来所时间：2012年2月23日

自我介绍：

爱自己

爱他人

爱网络

爱生活爱生活

爱风流倜傥的公子

也爱婀娜多姿的美女

爱才华横溢的活跃

也爱沉默寡言的风度

更爱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不是不靠谱的人我不是不靠谱的人

也不是特别的人

我是我自己

我和你一样

我是金琳

jinlin@ic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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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科研，爱计算所，

爱家人，爱生活，爱每一天，

爱CS，也爱生活大爆炸，

我不是技术宅，也不是什么大牛，

我是动态编译组的李建军

姓名：郝腾达

来所时间：12年2月29日

目前工作：软件工程师

自我介绍：

很突然就来到了这儿，当然只是时间突然，这么一个精英

之地，有着无限的魅力，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在这儿，更是如此，因而对自己说：努力吧，加油吧，学在这儿，更是如此，因而对自己说：努力吧，加油吧，学

习吧，好好工作吧！面对各位同仁，实在诚惶诚恐，当然

更是一种幸运，因为有你们在，有这片平台的指引，我未

来才会走得更远，走得更有意义。

爱阳光，爱微笑，

爱幻想，爱进取，

爱工作，爱生活，

爱火锅，爱冰淇淋，

爱骨肉相连，爱巧克力；

爱《杜拉拉升职记》，爱《感恩的心》；

爱纯色衣服，也爱卡通baby，爱纯色衣服，也爱卡通baby，

不奢侈，不浪费 ，认真对待每一天

我就是我，我是刘淑凤

1986年中国制造，长168厘米，净重保密。

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运转稳定，

经二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

风 采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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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陈凯

来所时间： 2012.02.07

目前工作： PCIe协议DMA引擎实现

身份： 客座学生（9月份读研）

自我介绍：我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在本科四年，曾组织过校内

外活动多次，历任学院学生会实践部部长，志愿者协会会长及班级班长。同时积极参

加各类竞赛，如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竞赛等。由于对计算所的向往，大四保研来到加各类竞赛，如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竞赛等。由于对计算所的向往，大四保研来到

计算所，目前在体系结构试验室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服务器组，服务器组是一个刚

成立的组，我也是一个新人，希望我能和服务器组一起共同成长。

姓名：林鑫龙

来所时间：2012年3月13日

目前工作：操作系统调研

身份：客座学生

自我介绍：刚刚迈出校园的

我，愿在此沉淀下来，不求

秀于山林，不求金子般耀眼秀于山林，不求金子般耀眼

夺目，但坚信终有一天我能

翱翔于九天。

姓名：柴琳

来所时间：2012年2月13日

目前工作：学习研究xen中的内存虚拟化

身份：实习生（秋季即将在中科院读研究生）

自我介绍：作为实验室的小白一枚，希望在

以后的时间里和大家一起快乐的学习工作，

碰撞出思维的火花碰撞出思维的火花~

姓名：高婉铃

来所时间：2012.02.13

目前工作：先进计算机系统

实验室软件组做毕业设计

身份：客座学生

自我介绍：爱旅游，爱美食，

爱生活爱生活！也做白日梦，计划

着无数个从明天起；但仍旧

紧握最初的梦想，冲向期待

中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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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微

来所时间：两周

目前工作：硬件工程师

身份：员工

使用说明书:

产品名称：李微

特性：男特性：男

产地：中国大陆

毛重：60公斤

外观尺寸：167*30*50（三围 90*60*80 ----- 国标GB）

功耗：低（国家一级能耗）

具体功能：陪吃、陪聊、陪旅游，是您谈心、旅游、聊天的最佳伴侣

姓名：魏志鹏

来所时间：2012.2.12

目前工作：完成本科毕业设计

身份：本科生（客座）

自我介绍：

你的青春里有我，你的记忆，我来涂鸦！

姓名：臧秀涛

来所时间：2012.3.1

目前工作：数据中心测试床项目

身份：软件工程师

自我介绍：2010年7月毕业于中科院计算所，然后在完美世界从事了一年

半的网络游戏开发工作。喜欢虚拟机、操作系统和编译等技术。



长城啊长城，望着你那残破的身躯，

那昔日的帝王，可否还能忆起你。

百万征夫，舍尽心血造就你，

可曾想，毁于孟氏娇女泪一滴。

也曾有，为博红颜妃子笑，

烽火一炬诸侯戏。

有了你，百万将士尽把兵甲去。有了你，百万将士尽把兵甲去。

可不知，胡人铁骑如入无人地。

一圈围城，隔断了胡骑与帝王，

本不该，阻断了守关将士所有的希冀。

或许，你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给了他们希望，却又打破了他们的梦想。

那飘落的丝丝细雨，伴着徐徐的松涛。

可是你在低声的哭泣，向世人诉说你的冤屈可是你在低声的哭泣，向世人诉说你的冤屈

千百年，谁是你的知己，崇山、巨木？

千百年，无尽愁曲，唯在夜夜奏起。

长城悲歌

○ 李龙

    细细想来已经有些许年没有操笔，

待提笔，总显些生疏，稍感些力不从心

的无奈。很多思潮在脑海里翻涌，但不

知道该如何下笔。上面的词，写得总不

甚满意，总感表达不出自己想要的韵味

来。本想写得如“大风起兮云飞扬，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般豪迈，但心结未解。

总是迈不过这个心坎，内心中总也激不起

哪怕一点为长城的豪迈。时常想起那一年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但今昔已非往月，解兵甲，束高阁。

    早上由东直门出发，乘坐916快车，想

象着昔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阴郁，和

那任尔千军万马，不抵我一夫当关的壮景，

内心便不由的激荡起来。经过一小时的车

程，抵达了怀柔地税局，我们将在这里转

乘直达黄花城-水长城的中巴车。天气并

不是特别好，雾气比较沉重，偶尔还会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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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股冬日的余风，遍体生寒，让人不禁

拉紧衣领。待等得百无聊赖之时，总算是

等来了奔赴水长城的巴士。车上人很多，

显得很是拥挤，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前

行一段时间，巴士驶向了环山公路，路很

窄，也很颠簸，绕山道迂曲前行，心里难

免紧张，免不了要不司机捏一把汗，唯一

值得庆幸的是，此时车上人已减少，陆续值得庆幸的是，此时车上人已减少，陆续

可以腾出些空座。经过漫长的等待，总算

是抵达长城脚下，在这里举目，依稀可以

看到她那饱经沧桑的面容。

    重游长城，看着她斑驳的身躯，散落

四周的巨石，配饰着四周饱经风雨而依旧

倔强挺拔的苍松，数不尽的沧桑。天地间

灰蒙蒙一片，雾霭漫天，好似在重现昔日

胡兵压境的紧张，又彷佛在诉说着她一生

的冤屈。拾阶而上，脚下尽是台阶巨岩风

化后的碎石，四周的墙体也已倒塌散落满

地，不复其往日的雄壮。满眼尽是斑驳陆地，不复其往日的雄壮。满眼尽是斑驳陆

离的泥土，夹杂着参差的碎石，初来时的

激荡已不复存在，换做满心的失落。

    时间是一个巨轮，无情的碾过她脚下

的一切，不留痕迹。短短600年，那曾耸

立在群山峻岭间无尽雄壮的长城，在历经

狂风暴雨的侵蚀后，此刻也仅剩下她残破

的身躯。再经过几百年的沧海桑田，不知

道她是否还能耸立在世人面前。或许，那

时她只是存在于历史教材上的一笔，留给

后人无尽的遐想。我不禁浮想，那些英雄

豪杰，帝王将相，舍尽其一生的精力，只

为留下历史的痕迹，但在时间的巨轮下，

历史的真相，离我们究竟有多远？而那残

留在墙砖上的“某某到此一游”，又能搭

载历史的巨轮前行多久？

    跋涉而上，时而平缓，时而陡峭。在    跋涉而上，时而平缓，时而陡峭。在

陡峭处攀阶而上，不一会便已气喘吁吁。

我不禁疑惑，纵使那汗血的宝马，也无法

在这石阶上奔行，而那昔时的守将，在战

时又如何快速的部署到其所属的防守位

置。或许，长城只是那些王后将相的心理

蕴藉，他们以为有这人工的天堑，便能阻

挡敌人的铁骑。纵使那胡马铁骑尖刀，也挡敌人的铁骑。纵使那胡马铁骑尖刀，也

无法穿越她耸立的身躯。于是，他们解甲

醉饮，夜夜笙箫。温柔乡，英雄冢。待到

那胡兵的铁骑，踏过万亩良田，将弯刀刺

入他们的胸口。那一刻，或许他们才会真

正明白，长城并不能抵挡胡人的兵勇，能

够战胜敌骑，保家卫国的只有他们自己。

    听着身边人述说长城的雄伟，与历史

创举，谈论长城古迹的史诗般巨作，我却

怎么也无法产生丝毫的自豪。望着斑驳陆

离的长城，遥想那胡兵大肆烧杀的场景，

我心情沉重。仅就她在世界建筑史上的成

就，我觉得其可以和埃及的金字塔并驾齐

驱。一块块足有数百斤的巨石，和城体下

刀削般的山壁，我实在无法想象古人是如刀削般的山壁，我实在无法想象古人是如

何将这些巨石运到山脊并建成这万里的长

城。如果说他们只是靠着肩扛人抬来搬移

巨石，我始终是无法信服的。或许这只能

用鬼斧神工，兼有神助来形容吧。

    莽莽苍山，斑斑巨石，在赞叹其巧夺

天工，雄壮魏延之时，给我更多的确是历

史沉重感。清末的闭关锁国，让清王朝停

步不前，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能自

拔，一旦帝国列强的坚船利舰，轰开那紧

锁的国门，掠走财富无数，而清王朝也就

此一蹶不振，继而灭亡。而从某种意义上

讲，长城于秦之后的封建王朝，也无异于

一道紧闭的大门，将那“天国的上朝”封

锁在自己亲手建立的牢笼之中。当那帝王

为了抵抗外敌入侵，而将一切希望寄托于为了抵抗外敌入侵，而将一切希望寄托于

长城之时，也将自己的王朝推入了无尽的

深渊。

    那些本该征战沙场，建功立业的兵丁

将勇，将自己所有的希冀，所有的功勋，

寄托于长城之上，将那份本不该属于她的

沉重强加在她的肩上。在那些王侯将相的

眼里，长城无异于铜墙铁壁，任那胡骑有

百般的能耐，也无法穿越她而过。于是，

他们便开始了纸醉金迷，夜夜笙箫的奢华

生活，奏响那“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哎生活，奏响那“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哎

曲。长城，纵然是抵挡住了胡骑的初始进

攻，这更增加了那些帝王将相们的信心。于

是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的开始享受帝王将

相的生活。而胡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明

白，长城终究只是一堆巨石垒起的险堵，又

怎能抵挡胡人雄起的野心。于是乎，在一

次次次的不屈的进攻中，他们终于跨越了她

的身躯，他们的铁骑踏过帝王的良田，他

们的弯刀无情的插入的百姓身躯，他们以

此来发泄他们一次次失败的抑郁，他们捋

走百姓，掠夺财富无数，来告慰他们战死

的兵丁。

    可悲的是，这一幕幕在在历史的长河

中无情的重复，而那些帝王的将领，却始终

无法真正明白战争的真谛。于是，他们把

责任推到长城的身上，认为她还不够高，

不够长，也不够雄壮。接着便是一批又一

批本该耕作在良田，本该防卫在边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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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夫被发配到长城那永无止境的建筑中

去。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帝王们认为自

己的王朝固若金汤。他们始终是无法弄清

战争的真谛，于是他们一次次筑起自己的

梦想，又一次次被现实无情的击碎。

    长城啊长城，又有谁明白你的无奈。    长城啊长城，又有谁明白你的无奈。

你本就不该存在。而你错误的存在又一次

次被人误解，你的痛有谁懂，你的冤屈向

雨，丝丝飘落，耳畔响起轻声的哭泣。是

谁诉说。你的哭泣一次次在山间回荡，或

许只有那始终伴着你的苍松，才是你真正

的知己。

    踏上返程的路，天空中飘起了蒙蒙细    踏上返程的路，天空中飘起了蒙蒙细

雨，丝丝飘落，耳畔响起轻声的哭泣。是

你吗，长城，是不是你在哭泣，为你残破

的身躯。我懂了，你的存在只是一个历史

的错误，而我们应该记住的，不仅仅是你

雄伟的身躯，更有那无尽的征夫恨，和胡

人铁骑践踏下逝去的生命。我似乎听到你

在诉说，一将功成万古枯，没有人希望看

到硝烟四起，但是，我们也有中华民族的

威严。

    常常梦回大唐，遥忆盛唐时，兵精将

勇，歼尽四方来敌。时常梦回大唐，看那

四方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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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

CARCH的由来

本刊名称的由来

    实验室的缩写为CARCH，来源于C(有2个意思：Computer+China)+arch

（本意是拱门，是建筑之意），读音：[ka:t∫]。由孙毓忠研究员提议并

被最终采纳。

    本刊的名称向全室人员征集，共收到来自方运潭、胡农达、李龙、齐

霞光、陈聪明、邢明杰、孙国立等提供的十三个方案，经过室务会老师的

投票评选，最终邢明杰老师的提名被选中。详述如下：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作者：邢明杰  

命名含义：

“体系结构”阐明了期刊的学术范围和目标定位，“国重”代表着我们计

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快讯”比较符合期刊的形式。该名称整

体上的感觉是：简洁、直观、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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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重 微 博

    微博，这个以文字为承载的新媒体，正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并拥有非凡的影响力！今天，国重蓄势

待发，将用140个字，影响更多的“人”……请您赶紧关注我们吧！

    体系结构国重官方微博（新浪）地址： http://weibo.com/ictcarch 

    实验室的微博需要大家的支持，有您的加入更加精彩，大家快快“粉”他吧。 

    此微博每日都会有更新，固定栏目一个是自我介绍，每天发布一条实验室的自我介绍，主要包括实验室的概

况、研究团队、团队带头人介绍等；另一个是每日科普，每天发布一条计算机领域的科普知识，如世界上第一台

计算机、图灵奖获得者、冯诺依曼等，大家在娱乐之余也能学到些小知识。同时，还会将实验室的活动、科研动计算机、图灵奖获得者、冯诺依曼等，大家在娱乐之余也能学到些小知识。同时，还会将实验室的活动、科研动

态、招聘启示、学术报告等通过此微博发布。

本刊《创新文化》版块下期预告：实验室LOGO的设计方案和使用指南会在《体系结构国重快讯》第二期中介绍，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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