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5月19日，计算机体

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了

计算所公众科学日活动，众多

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来访者驻

足于国重展台，体验着高科技

魅力的同时，感受着计算机几

十年间突飞猛进的发展。所党

委书记李锦涛和国重实验室常委书记李锦涛和国重实验室常

务副主任李晓维也来到国重的

展区指导工作，听取讲解人员

汇报科研成果和参展项目。此

次展示的项目有：众核处理

器、智能移动终端功耗管理演

示、支持浏览器插件的二进制

翻译系统。在开放期间，参展翻译系统。在开放期间，参展

项目的负责老师和学生们耐心

的为每一位来访者绘声绘色的讲解着我们的参展项目，得到了参观人员的普遍认同，让更多的科学爱

好者在此次科学日活动中受益匪浅。

室科研骨干等。

    公众科学日期间出现了很多感人的场

面，让我们最记忆犹新的是一位老计算所人

陪着自己的孙子来参加公众科学日。他是一

位五七年入所的老科学家，在现场，他给自

己的孙子就我们Godson-T芯片研制成功的

战略性意义进行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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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是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编的刊物。刊物面向对象与基

本定位可概括为“内、外、上、下、左、右、前、后”。

    所谓“内、外”，主要是对内为实验室人员提供一个发表观点、展示风采的舞台；对外增

加一个让国内外人员了解国重、认识国重的窗口；

    所谓“上、下”，主要是汇集实验室下设各研究组的最新动态和进展，及时汇报给依托单

位（计算所）、主管单位（科学院、科技部）的相关领导，加强沟通；

    所谓“左、右”，是为国内同行、兄弟国重营造一个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

同提高的平台，以期成为体系结构领域一份具有学术通讯性质的刊物；

    所谓“前、后”，是要记录国重发展历程中的大事、要事，让刊物成为国重发展的见证

者，让刊物成为国重历程的档案馆。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是一份非公开发行的刊物，您的学术观点、精彩论述、学术文章等都

可以赐稿给我们（稿件收录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录用稿酬约是100元/千字），此刊不主张对

所刊录文章、论述的任何权利。

    您的支持对办好这份刊物非常重要，恳盼您及您的学术团队成员不吝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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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介绍

徐志伟, 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高性能计算机、网络计算和系统

软件。曾担任科技部高性能计算环境重大项目总体组长、863高性能计算与网格环境重大项目专家组成

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等国际期

刊编委，JCST执行主编，IEEE Supercomputing, IEEE HPCA等多个国际会议的TPC成员。发表学术研究

论文90余篇，专著３部。1999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0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1、2004、200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1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青年科学家奖。2003年获

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资助。2005年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团队奖。2007年获中国计算机学会

“王选奖”。 

主要成果

1.曙光超级服务器的研制。1996年1月至1999年12月，参加了863计划重大项目曙光2000超级服务器系

列的研制，任总设计师，负责总体设计工作。1998年10月起参与了曙光3000的预研。

2.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的研制。1999年4月至2000年12月，参加了863计划重大项目“国家高性能计算

环境”的研制，任技术总体组长，负责总体设计，并主持“网格系统软件”子课题的研究工作。 

3.安全超级服务器的关键技术。2000年1月至2003年12月，负责由“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支持的基

础研究项目“安全超级服务器”的研究。 

4.可扩展并行计算的理论研究。1995年5月至今，从事了可扩展并行计算系统的体系结构、程序设计、

性能评价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5.基于Linux的机群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 

6.织女星网格。

主要论著

1.徐志伟，李皓，李伟，刘淘英，“关于支持发育计算的网程结构的若干注记”，《计算机研究与发

展》，第40卷，第12期，第1816-1820页，2003年12月。

2.Z. Xu, W. Li, H. Fu, Z. Zeng, "Mathematics Education over Internet Based on Vega Gri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Technologies, 1(3), 1-13, 2003.

3.Z. Xu, G. Bu, "A Theorem on Grid Access Control",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vol. 18, No.4, July 2003, pp. 515-522. 

4.徐志伟, 一种主动存储计算机模型,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第39卷，第8期，第898-901页，2002年

第8期。

5.徐志伟, 李伟, 织女星网格的体系结构研究,《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第39卷，第8期，第923-929

页，2002年第8期。

 

 

带头人介绍



   唐志敏，研究员

• 1966年6月生，江苏省 

• 1985年，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理学学士

• 1990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学博士

唐志敏，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性能计

算机体系结构、并行计算和VLSI设计。曾任“十五”863计划“计算机硬软件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成员。目前兼任《中国科学信息科学》和《计算机学报》等

期刊编委、中国科协八届常委会青年工作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主要成果

1990-2000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用于混沌研究的并行计算机”中，设计实现了BJ-01并

行计算机的并行C语言；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行计算机及并行算法”中，2研制成功了基

于CMOS门阵列工艺的最大时间差流水线高速运算部件。2001-2005年，任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

项目“高性能通用CPU芯片研制”首席科学家和项目主管，负责龙芯系列CPU芯片研制和产业化工作。

2006-2011年，负责移动WiMAX 基带SoC芯片的研发工作，先后研制成功基于90纳米工艺的APW2000芯片

和基于65纳米工艺的APW2050芯片，其中APW2050通过了WiMAX论坛的产品认证并已批量生产，以USB 

dongle和HMC形式嵌入移动终端中。曾获首届中国科学院杰出科学技术成就奖和第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主要论著

1.Zhimin Tang and Guo-Jie Li, “Optimal Granularity of Grid Iteration Problems”, in Pro-

ceedings of 199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Processing，Vol. I, 111-118, August 

1990.

2.Zhimin Tang and Guo-Jie Li, “On the Reduction of Connections in Hopfield Associative 

Memories”, in Proceedings of 1991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282-285, July 1991.

3.Zhimin Tang, “Pipelined Global Data Communication on Hypertoruses”,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7, No.3, 247-256, May 1992.

4.Zhimin Tang and Peisu Xia, “A Maximum Time Difference Pipelined Arithmetic Unit Based on 

CMOS Gate Array”,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10, No.2, 97-103, 1995.

5.唐志敏，“高性能计算机与计算科学”, 科学通报，Vol.41, Supplement，28-35，May 1996.

6.唐志敏、施巍松、胡伟武，“曙光1000A上共享存储与消息传递的比较”，计算机学报, Vol.23, 

No.2, 134-140, 2000.

7.胡伟武、唐志敏，”龙芯1号处理器的结构设计”, 计算机学报, 2003, 26(4):385-394.

8.唐志敏，“片上多处理器发展趋势”, 中国计算机学会通信, 创刊号, 2005.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  0 4



张立新 男，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现任计算所副总工程师。2001年至2003年在犹

他大学做博士后工作，2003至2010在IBM研究院任职研究员，2005年至2006年兼任IBM奥斯丁高级学习

中心的首席系统和软件专业导师。主要从事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微结构相关领域的研发。在ACM Trans, 

IEEE Trans, ISCA, HPCA等杂志和会议上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申请了60多项发明专利。2009年评为

IBM大师级发明家。多次获IBM奖励，其中包括2次个人杰出技术成就奖, 3次技术成就奖, 3次Bravo!

奖,15次发明奖和18次感谢奖。

主要成果

1.IBM“无所不在的高性能计算(UHPC)”项目申请阶段的首席芯片架构师，负责处理器芯片的初步设计。 

2.IBM千万亿次高效计算机项目PERCS的主管设计者之一，领头模拟器/性能架构师.

3.IBM 3D芯片研究项目中领头系统架构师之一,研究适用于3D芯片的高效系统结构。 

4.犹他大学AMO强功能内存系统项目主设计师。此项目研究有智能和计算能力的内存系统，其中的一些

关键技术进入了SGI和IBM产品。 

5.犹他大学Impulse高级内存系统主架构师。 

6.三个时钟级全系统模拟器：犹他大学Simpulse, SGI UVSIM和IBM PercsSim的总负责人和领头开发师。 

主要论著

1.Mark Stephenson, Lixin Zhang, and Ram Rangan,“Light-weight predication support in ooo 

superscalar processors”, HPCA’2009.

2.Lixin Zhang, Mike Parker and John B Carter, “Efficient Address Remapping in Distributed 

Shared-Memory Systems”, ACM Transactions on Architecture and Code Optimization, June 2006.

3.Evan Speight, Hazim Shafi, Lixin Zhang, and Ram Rajamony, “Managing Cache Hierarchies in 

Chip Multiprocessors”, ISCA’2005.

4.Lixin Zhang, Zhen Fang and John B Carter, “Highly Efficient Synchronization Based on 

Active Memory Operations”, IPDPS’2004 

5.Lixin Zhang, Zhen Fang, “The Impulse Memory Controller”,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

ers, November 2001. 

6.Lixin Zhang, Zhaodong Cui, and Chuanshan Gao, “Transition from TCP/IP to OSI protocol”, 

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 and Software, 1995. 

带头人介绍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梁彦  马艳新  孟维光

2012年5月19日举行了中科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公众科学

日，期间我们组对外展示了

Godson-T高性能众核芯片的研

究成果及应用。(8页图一）

公众科学日对我们已经不

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但这是我

们每一次对外展示科研成果的

机会，因此每一个科学日志愿

者都充满激情，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快乐和成就感。Godson-T

高性能众核芯片是由范东睿

老师所带领的课题组里每一

个成员通过认真科研，不断改

进，共同孕育出来的一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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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5月19日，计算机体

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简

称“国重”）参与了计算所公

众科学日活动，众多中小学生

和社会各界来访者驻足于国重

展台，体验着高科技魅力的同

时，感受着计算机几十年间突

飞猛进的发展。所党委书记李

锦涛和国重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李晓维也来到国重的展区指导工

作，听取讲解人员汇报科研成

果和参展项目。此次展示的项

目有：众核处理器、智能移动

终端功耗管理演示、支持浏

览器插件的二进制翻译系统。

在开放期间，参展项目的负责

老师和学生们耐心的为每一位 

来访者绘声绘色的讲解着我们的参展项目，得到了参观人员的普遍认

同，让更多的科学爱好者在此次科学日活动中受益匪浅。

所党委书记李锦涛检查指导工作

国 重 新 闻



学日。他是一位五七年入所的

老科学 ，在现场，他给自己的孙

子就我们Godson-T芯片研制成

功的战略性意义进行了讲解，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自己

的芯片，这其实关乎到国家安全

和军事地位。如果用其他国家的

芯片，一旦爆发战争很可能我们

就会中断全部的通信方式，而原

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主产权的

一颗小小的CPU，不难看出它是

多么重要啊。”我们围在旁边

似乎也变成了听众，认真聆听

着这位老科学家对晚辈的教诲。

他还给我们讲述了计算所为响应

国家实施四大紧急计划的号召而

建所到改革开放后国家让计算所

自力更生的历史，以及计算所过

去的一些奇闻异事。通过跟老人

家的交流，让我感受到老一辈科

学家时时刻刻都在科研岗位上，

心系国家科学的发展，这对我们

青年人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使我

们感到肩上担子更重的同时，也

让我们感到青年人为祖国的科研

发展更要尽一份力量。

图二   老计算所人正在讲述计算所的发展历史 图一   学生们在展区参观

图四   小学生们正在体验高科技的魅力 图三   人大附中的同学们正在参观

一颗能成长为攀天大树的种

子，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

用到的设备表面的标签就印着

“Godson-T inside”。为了能

更好的展示我们的科研成果，

参加公众科学日的同学们积极

做好各方面工作准备，信心满

满的迎接社会各界来访者的参

观访问。

   公众科学日期间出现了很多

感人的场面，（下图二）让我们

最记忆犹新的是一位老计算所人

陪着自己的孙子来参加公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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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实验室      李雪亮

    一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科学

开放日如期而至，旨在向公众展

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

态。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一

个科研人员，有幸可以为前来参

观的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工作

了的朋友们介绍我们最新的科研

进展。

    最近两年来，我们科研小组

专注于智能移动终端（如智能手

机）的低功耗技术。智能移动终

端作为一种计算终端，最大的特

点在于它与用户的频繁交互。这

也是问题的答案所在：大部分情

况下，降低系统的一部分性能，

并不会影响用户的体验。接下来

的实验中，我们发现不同的应用

对于性能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当

我跟几个中学生讲到这里，他们

脱口问出“那么怎么根据不同的

应用设置不同的性能呢”。这就

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的

办法是，采集应用运行时的系统

实时信息，提取出一些特征来预

测该应用需要的系统性能。有些中

学生甚至问到怎么建立预测模

型，我们便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8页图三）

　 当天，计算所还有很多非常

有趣的贴近应用的科研项目展

出。比如“无触碰式”人机交

互，就是用摄像头采集人像，然

后智能地识别人手，通过人手的

动作与机器交互。还有基于内容

的图片搜索技术，就是识别出图

片的内容，再以此内容为关键词

来搜索信息。还有“躲避障碍物

的机器人”，此机器人通过可以

采集三维空间信息的摄像头，分

析出障碍物的位置，然后躲避。

我也跟相关科研人员交流了下这

些项目的应用前景和技术难点。

　 期间，还有一个中学小女孩

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

么计算机里的信息以二进制形式

处理和存储？为什么不用十进

制？”面对这个问题，当然要先

赞扬她是多么厉害可以问得这么

深刻。我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跟她分享了我的理解：首先，

一个不太长的二进制数就可以表

示一个很大的数量，没必要用十

进制；然后，硬件实现时，把电

位划分为两个状态比较稳定，要

是划分成十个状态，一点点小的

异常就可以改变状态。当然，小

女孩还是有些疑惑，我就给她打

了些比方。

　 当面对一些有趣的问题，我

们试图去解决它。解决了它，

我们就有了新的知识。有了新

的知识，我们面对另外一些有

趣却更难的问题时，我们才有

可能解决它。当学历较高的我

们与大学、中学和小学生交流

时，我们多的是一些知识，大

家却同样会发现许多有趣的问

题。他们的一些有趣的提问，

会点亮我们差点忘了的科研的

初衷。交流的过程很有趣，双

方都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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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缪金成

2012年5月19日，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举行了科学公

众日的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

士的参观。

　　我们组展示的是基于插件的

二进制翻译系统，这套系统使龙

芯计算机系统可以播放flash，解

决了困扰龙芯用户很久的问

题。

　　在科学公众日期间，很多的

初中和高中生们，被此系统能够

成功运行的动画视频和游戏吸引

住了，纷纷驻足观看。聪明的小

朋友们在感受计算机科技的同

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

什么叫二进制翻译？二进制翻译

的插件如何工作等等。李斌同学

面对这些问题，也总是耐心的一

做出了回答，使小朋友们在欢声

笑语中学到了计算机的知识。

　　还有很多学术和工业界的朋

友也对这套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提出了很多专业的问题：翻

译的性能如何？二进制翻译技术

的产业化应用有什么？虚拟化和

模拟的区别？等等。面对这些专

业的问题，我们的志愿者们尽平

时所学所想，向他们回答了自己

的观点，得到了参观朋友们的普

遍认同。

　　众所周知，国产处理器由于

受到Intel专利的限制，一般都

没有采用x86指令集体系结构。

 

由于x86结构占有绝对的市场份

额，软件开发商愿意为其开发各

种应用软件。由于其软件丰富，

就会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x86

系列机器。销售量的增加，大批

量的生产降低了处理器的成本。

于是x86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

性循环。而国产处理器由于和

x86不兼容，导致软件匮乏，难

以满足各种用户的需求，市场份

额小，软件开发商也不愿采用国

产处理器作为开发平台。这样形

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打破这种

局面的方法，就是通过软件手段

让国产处理器兼容x86。

　　为此我们开发了一个从x86

到龙芯的二进制翻译系统，能够

在龙芯/ L i n u x平台上运行

x86/Linux的可执行程序。该系

统在指令翻译、并行程序支持、

动静结合技术、模式识别、非对

齐访存处理、内存池优化等方面

进行了深度调研和探索，在正确

性和性能方面有良好的表现。系

统能够通过许多测试集，包括基

础测试程序ACE，CPU性能测试程

序SPEC 2000和SPEC 2006，多线

程测试集Posix Test Suite，系

统调用测试集Linux Test Proj-

ect，使用MPI的测试集NPB等，

并且能够支持许多实际应用，包

括Adobe Reader、Adobe Flash-

player、MySQL、Apache、

Firefox等。通过SPEC 2006的测

试，我们的二进制翻译系统能

够达到龙芯本地程序（用GCC 

4.4–O3编译）性能的66.9%

（x86-32程序）和68.7%（x86-64

程序）。

　　许多程序支持各种插件，但

不少插件并不开源，无法在龙芯

上使用。之前的方案需要把程序

和插件都通过二进制翻译器来运

行，影响了执行效率。经过了深

入研究探索，我们开发了二进制

翻译系统的插件模式，能够在龙

芯本地程序的框架下，通过二进

制翻译只运行其中的插件，避免

运行主程序的开销。一个实际的

应用是在龙芯本地浏览器中运行

x86的Flash播放插件，和之前的

方案相比，新技术大大提高了效

率和可靠性，目前已经能够正确

运行大多数flash，流畅地播放

动画和部分视频。该技术已经

解决了品恩公司向军队推广龙

芯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支援了

国防建设。

　　在整整一天的科学开放日活

动中，我们的志愿者热情洋溢，

精神饱满的为参观的朋友们讲解

计算所的科研技术和成果，悉心

听取他们的建议，相信迎接我们

的将会是一次又一次科技难题的

攻克。(8页图四）



1.   引言与概要
　   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

ogy，以下简称ICT）在医疗、教育、科技、商业、政府、国防与

娱乐等各个领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如今我们很难想象20年前人

们找资料还需要开车或坐公交去图书馆，10年前社交网络还主要

指面对面的交流，5年前“tweets”还来自卡通角色。

重要的是，很多迹象都印证了ICT创新正不断地将科幻小说

中种种炫目的想象力搬到真实世界中1。附录A列出了一些想象场

景及其属性。这些未来应用包括个性化医疗技术能为每个人提供

不同治疗与用药方案、对潜在恐怖威胁进行精密的社交网络分析

以协助国土安全、远程呈现（telepresence）能减少人们在交通

中产生的温室气体。这些未来应用对计算机系统不断地提出新的

需求，需要处理大规模异构数据集（大数据2）、采用分布式设

计、可在尺寸限制下工作、能够高效和快速地部署。

半导体技术与计算机体系结构是推动过去ICT创新的两个核

心技术，但它们只是幕后英雄，往往不为人所知。半导体技术创

新在过去40年持续地让单个芯片在功耗与成本几乎维持不变的情

况下（Dennard按比例缩小）容纳了越来越多的晶体管（摩尔定

律）。而计算机体系结构发明了各种创新技术来利用快速增长的

晶体管资源，扩展了处理器的性能，缓解了内存系统引起的性能

损失。在过去几十年，两者结合的效果让信息通信领域的创新者

们可以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便获得性能的指数增长。

由于大多数半导体技术与计算机体系结构革新对上层不可

见，应用与软件开发人员并不需要参与底层技术革新就能体验这

些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好处。更高的性能一方面可以让那些有更

多计算需求的应用成为可能（如虚拟助理、计算机视觉等），另

 1.PCAST, “Designing a Digital Future: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c.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pcast-nitrd-report-2010.pdf).

 2.CC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th Big Data," Feb. 2012 (http://cra.org/ccc/docs/init/bigdatawhitepaper.pdf).

包云岗译注

小鸟崔弟（tweet）是华纳兄弟

公司出品的“快乐的崔弟”系列动画

片的主角，而社交网站Twitter的140

字符微博称为tweets，也是根据唧唧

喳喳的小鸟鸣叫起的名字。

Robert Dennard等在1974年的文

章中提出了按比例缩小定律(Scaling 

Law)，指出如果将晶体管尺寸、电压

等物理参数同时降低k，那么功耗密度

不变。

“对上层不可见”正是出色的系

统抽象的表现。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作

用体现在一方面用指令集（ISA）来作

为抽象接口，作为更高层抽象的基

础；另一方面利用ISA隔离，使体系结

构研究得以专注于更底层的细节。

翻译：包云岗  隋秀峰  霍玮  鄢贵海  王达  张磊  谭光明             审校：唐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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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使开发人员能使用一些更好的编程抽象（如脚本语言、可

重用模块等）让那些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应用更容易开发。事实上，

计算机系统成本效益的提高带来了很多领域开创者们从未想象到的

价值创造（例如，分布式网页搜索成本已低廉到能用广告链接来覆

盖）。

计算机性能增长带来的各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最近，Danow-

itz等分析发现3，自1985年以来，计算机体系结构革新贡献了约80

倍的性能增长，与半导体技术进步的贡献相当。随着半导体技术正

走向“末路”（见后述），未来ICT创新将需要计算机体系结构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体系结构研究人员不应该再问“如何让芯

片运行得更快？”，而应转向新的问题：“在失去几近完美的工艺

技术按比例缩小所带来的好处时，该如何为21世纪构建从传感器到

云端的基础设施，如何从性能到保密等各个角度去增加价值？”挑

战很多，但只要投入合理，也蕴藏着诸多机遇，而机遇背后的一个

共同的主题就是——未来体系结构创新将需要其他ICT层次的参与

和投入。

1.1    挑战：拐点
表1总结了为信息通信技术提供动力的半导体技术所面临的严

峻挑战。第一，尽管技术人员依然能够制造出更多更小的晶体管（

摩尔定律），但这些晶体管已不像过去40年那样各方面都“更

好”。第二，单个晶体管的功耗已不能很好地按比例缩小（

Dennard的缩小定律已终结）。由于大多数产品——传感器、移动

装置、终端与数据中心——都不能容忍功耗的不断增长，我们必须

考虑各种手段来缓解功耗增长。第三，纳米级特征（如栅氧化层只

有几个原子厚度）的制造偏差，与较大特征尺寸相比，严重地降低

了晶体管的长期可靠性。第四，随着新技术（如芯片堆叠技术）与

新挑战（如数据中心）的出现，必须通过局部性原理来管理计算部

件之间的通信，从而实现合理的成本、能耗目标。第五，设计、

验证、制造和测试的一次性成本不断增加，导致这些成本更难被

分摊，尤其是在需要平台专门化来达到高效率的场合（如手持设备、

笔记本或数据中心等）。

3.Danowitz, et al., “CPU DB: Recording Microprocessor History”, CACM 04/2012.

这是Danowitz论文中展现体系结

构与工艺对性能贡献的图

工艺贡献

体系结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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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机遇：21世纪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随着CMOS工艺技术按比例缩小在推动ICT创新方面的作用逐步

弱化，计算机设计师必须更进一步加强其作用。然而，21世纪的计

算机体系结构需要与20世纪的先行者有所不同以适应这一新的角

色。如下表2所示，我们看到三个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

第2节所描述的未来研究计划的基础。

表2 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过去和未来

体系结构作为基础设施：从传感器到云计算：过去的体系结

构研究经常集中在芯片（微处理器）或者独立计算机上，以性能作

为其主要的优化目标。今后，计算机将成为21世纪社会结构的关键

表1 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工艺技术挑战

试验和测试过的技术：
具有快速但可预测的
改进的CMOS，DRAM，
硬盘

新技术：非易失存储器、
接近阈值电压的操作、3D
芯片、光子学，……
重新考虑
� 内存+存储
� 可靠性
� 通信
� ……

跨层次的含义：

用新的接口打破
当前的层次

通过软件不可见的指令
级并行性（ILP）来获
取性能

能量优先
� 并行性
� 专用化
� 跨层次设计

20世纪的体系结构 21世纪的体系结构

单芯片性能
体系结构即基础设施：从
传感器到云计算

芯片到系统
性能加安全、保密、
可用性、可编程性……

新的现实

设计、验证、制造和测试的一次性成本非
常昂贵，尤其是面向一些专门化市场的平
台

一次性（无法重复利用的工程）成本在增
加，但可以用有大容量市场的部件来分摊

20世纪后期

摩尔定律——单个芯片晶体管数目每18~24
个月翻一番

晶体管数目仍然每18~24个月翻一番，但见
下述

Dennard缩小——几乎是常数的单芯片功耗 不再有效。（当芯片晶体管数目翻一番）
芯片功耗翻一番不可接受

晶体管不可靠性不显著，很容易隐藏（如
ECC）

晶体管可靠性将不断恶化，已不再容易隐
藏

更关注计算而非数据通信
芯片间、设备间、机器间的通信能力有限
（如Rent’s Rule, 3G,GigE等）；通信比
计算代价更大

新的现实

隋秀峰译注

阈值电压：（Threshold volt-

age），又称门限电压或开启电压，通

常指是在TTL或MOSFET的传输特性曲线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关系图线）

中，在转折区终点所对应的输入电压 

的值。当器件由耗尽向反型转变时，

要经历一个 Si 表面电子浓度等于空

穴浓度的状态。此时器件处于临界导

通状态，器件的栅电压定义为阈值电

压，它是 MOSFET 的重要参数之一。

精 彩 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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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为了适应这一转变，必须对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进行扩展，

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计算机已经被上下文计算（如传感器、移动终

端、客户端、数据中心）所取代，同时许多计算机系统规模庞大并

且在地理上是分布的4。这种转变需要更加强调系统（如通信成为

计算的一个正式伙伴）、驱动型应用（如大数据处理），以及超越

性能的其他以人为本的设计目标（如可编程性、保密、安全、可用

性、电池寿命、外形尺寸）。

能量优先：过去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大多通过软件不可见的变

化来优化性能。21世纪的体系结构面临着功耗和能量的主要约束，

不再能够容忍软件不可见创新的昂贵代价。我们看到并行性、专用

化以及跨层次设计成为能量优先时代的关键原则，但是上述三个方

面都需要应对巨大的挑战。例如，尽管未来的应用蕴藏着丰富的并

行性（大数据=高并行度），但是通信的能耗将大大超过计算的能

耗，并且需要重新考虑如何针对1000路的并行度做设计。专用化相

比于通用计算或内存单元可以提高100倍以上的能量效率，但是当

前尚未找到将专用化的优势以高性价比的方式应用到广泛类型应用

中的方案。跨层设计（电路—结构—运行时系统—编译器—应用）

可以消除不同层次上的能耗浪费，但是往往需要能够在这许多层次

之间付出更多协同的努力。

新技术： 过去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依赖于诸如CMOS、DRAM和磁

盘等稳定技术的可预测的性能提升。在许多ICT专业人员职业生涯

中，新兴技术第一次出现并挑战着占主导地位的“试验和测试过

的”成熟技术，但这也迫切要求体系结构的革命以挖掘新技术的全

部潜力。例如，非易失性内存技术（如闪存和相变存储器）驱动着

对内存和存储系统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接近门限电压的操作对于

降低功耗有着极大的潜力，但是要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这就驱动

了以弹性为中心设计的一个新学科。光子学和3D芯片堆叠根本地改

变了通信的成本，这足以影响到整个系统设计。

以上各点隐含的是一种跨层次的创新主题，这类创新不仅其他

ICT层次可以看到，而且需要与其进行交互。这种变化给其他层次上

的ICT创新人员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与近期向多核处理器的转变

相类似，但是其潜在影响则更大。与其他层次上的创新人员合作

使得体系结构人员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4.Luiz André Barroso and Urs Hölzle, “The Datacenter as a Computer”, Morgan-Claypool, 2009

问：

典型的数据中心应用（如Cloud 

Suite）确实蕴藏着丰富的并行性（并

发请求），但是这种应用并不需要像

传统的MPI程序那样需要频繁的通信，

因此这一观点是否合适？

答：

这里的通信指的并不是数据中心

应用内部的通信，而是从传感器到云

的完整基础设施内的通信。

　 

　 IBM研发出了一种以垂直堆叠方式

连接不同芯片的技术，这种称为硅通

孔“through-silicon vias, TSV”的

技术可以大大减少不同芯片之间（如

处理器和内存）的距离，从而加速数

据的传输，并节省产品的功耗。 

　 在IBM公司的方案中，两个芯片被

上下堆叠在一起，两者之间的距离只

有几微米。这个距离由硅填充，其中

有“竖井”，里边是作为导线的金

属。这样，两个芯片之间可通过垂直

的金属实现数据传输，距离大大缩

短。IBM的这项突破使得芯片的布局从

传统的2-D并排排列发展至更先进的

3-D堆叠，这样可让器件封装更加紧

凑，显著减小芯片总的封装尺寸，并

能够加速数据在不同功能的芯片之间

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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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无疑需要巨大的投资和强大的领导力，以提供更加丰富的层

次间接口，这些接口对于21世纪则是必要的。

2. 研究方向
本节将从两点注释开始，进而讨论计算机体系结构及相关社

区的重要研究方向。第一，下文所描述的内容仅代表了对本文及其

他近期补充文献作出贡献的学者的优秀思想5，6，7。他们既不是对整

个社区的详细列举，也不是整个社区的一致性观点，而二者在撰写

这篇白皮书的过程中通常是很难收集的。

第二，如果我们已经确信所陈述的方向对社会有价值，那么

就需要竞争前的研究资金来支持其开发。其实即便是已经取得巨大

成功的计算机公司也缺乏完成这一工作的激励，其原因在于：首

先，这些技术需要几年到十年的开发周期，极少有公司能够有这样

的持久力。其次，成功的工作会让许多公司同时受益，因此无法刺

激任何一家公司为此付出代价。第三，我们所提倡的许多方法都需

要跨越系统栈的各个层次，超出工业标准接口（如x86）和各独立

公司的专长。最后，我们需要培养下一代的技术贡献者，这可能是

学术界最重要的技术转移形式。

2.1 将体系结构作为基础设施：从传感器延伸到云
直到最近，计算机系统通常指放置在办公桌下或者机房里的

米色箱盒，而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于桌面、工作站或

者服务器的CPU设计。在21世纪，新的现实应用需要在米色箱盒之

外开展更为广阔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在附录A中提及的新生应

用需要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利用无所不在的嵌入式感

知/计算设备将数据传输给“云服务器”和仓库级设施（

warehouse-scale facilities），这些服务器和设施处理并提供信

息给诸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边缘设备（edge devices）。上

述的每一类计算设备都代表了特有的计算场景，都伴随着特定

的挑战和机遇。但这三类设备却有一个共同的创新驱动力：能效

（每瓦特性能）。同时为了满足新生应用的需求，将来的体系结

构研究也不能再优化每一个孤立的设备，而必须解决跨环境协同

设计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智能感知和计算。在智能感知领域，最核心的约束是在非常

严格的能量、尺寸和成本的限制下完成计算。现在，需要感知/计

5.ACAR-1, "Failure is not an Option: Popular Parallel Programming," Workshop on Advancing Computer Architecture Research, August 2010 
(http://www.cra.org/ccc/docs/ACAR_Report_Popular-Parallel-Programming.pdf).
6.ACAR-2, "Laying a New Foundation for IT: Computer Architecture for 2025 and Beyond," Workshop on Advancing Computer Architecture 
Research, September 2010 (http://www.cra.org/ccc/docs/ACAR2-Report.pdf).
7.Fuller and Millett, "The Future of Computing Performance: Game Over or Next Level?," The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11 
(http://books.nap.edu/openbook.php?record_id=12980&page=R1).

 

霍玮译注

米色箱盒(beige box)：对老式电

脑的谑称，因其机箱的外壳常用米色

或相近颜色（选用这类颜色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使电脑在办公环境中不致于

太过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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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设备具有更强的计算能力。这种需求来源于数据及时处理的要求，

因为数据的通信通常比计算更加消耗能量，所以在数据生成/收集

的地方就需要对数据进行过滤和处理（比如区分正常和异常的生物

统计信号）。在这种场景中出现了很多激动人心的新机会，比如使用

断续的电源（如从可收获的能量中取得）、考虑极端低电压（近阈值

电压和模拟电压）的设计、新颖的通信形式（如利用建筑照明进行广

播通信），以及新一代的存储技术（如非易失性存储器）等。随着传

感器在健康和安全领域愈加重要，须确保其安全和可靠（比如考虑最

近演示的起搏器远程破解），包括设计正确的软/硬件部件。此外，

考虑传感到的数据天然具有近似性，这使得近似计算有了用武之地，

从而可带来显著的能量节省（和复杂性降低）。

便携边缘设备。便携计算市场已经爆炸式增长，近来智能手机

市场甚至超过了个人电脑市场8。但是，社会上已经预见并期望的能

力远远高于现在的便携设备所具备的。比如近来提出的增强现实感的

谷歌眼镜，又如由Star Trek在将近50年前提议并在近来借由X Prize

挑战竞赛9又兴起的医用手持分析仪，都对设备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在这种场景下，用户界面对于计算能力具有更高的需求（比如多点触

控接口、语音识别、图形、全息影像、3D场景重建等），移动应用甚

至变成数据和计算密集型的，所以为满足这些正在逐步丰富的应用的

需求，每瓦特所能完成的操作数（当前大约是每瓦特完成100亿次操

作）需要几个数量级的提高。正如后面章节所讨论的那样，这样的系

统同时需要并行化和专用化（最新一代iPad的核心芯片就是多核芯片

并且一半的芯片面积被专用部件占据）。为了更亲近用户，这些设备

驱使研究人员在设计计算机的时候就考虑用户因素。比如利用用户反

馈来调节电压/频率以节约能量；或者仅在用户关注的地方实施计

算；或者压缩图片仅突出重要的部分；或者预测并提前进行用户想要

进行的操作。同时在这种场景下，研究人员也不应仅局限于关注纯粹

性能，还应关注安全性和隐私性等问题。

基础设施——云服务器。诸如模拟驱动的药物发现或者大规模

社交网络的交互分析等很多特别令人激动的新生应用，必须在合理的

响应时间内完成。这种需求只能通过将成百上千个处理器的能力合并

成为一个仓库级计算机才能完成。因特网搜索已经展示出了这种计算范

式的社会重要性。但是，当前产品级的搜索系统需要大量的工程工作

8.e.g.,http://mashable.com/2012/02/03/smartphone-sales-overtake-pcs/ andhttp://www.canalys.com/newsroom/smart
-phones-overtake-client-pcs-2011 
9.http://www.xprize.org/x-prize-and-qualcomm-announce-10-million-tricorder-prize

 

harvested energy指从光能、风

能等外部能源获取的能量，故翻译成“

可收获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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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创建、编写和维护，并且这些工作在搜索能力上还是很肤浅的

（比如考虑一下IBM的Watson系统的潜力）。为了让接受传统训练的软

件工程师能够在仓库级计算系统上编程，系统架构师必须设计出编程

抽象、存储系统、中间件、操作系统和虚拟化层来提供支持。

尽管很多计算机的学科—操作系统、网络以及其他—在关于

数据中心的创新中依然起到作用，但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高层次创

新，计算系统架构师必须考虑接口设计以及相应的硬件支持。此

外，在数据中心系统中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局部性并且如

何保证高效的局部性，这就必须克服系统工具、中间件和体系结构

之间的协作阻碍。更进一步的挑战是要让性能可以预测；随着很多

请求在系统上得到并行处理，低概率的尾延迟将成为性能瓶颈（假

设每一个系统有99%的概率不会产生长延迟，那么在每一个请求都必

须由100个系统联合响应的情况下，则有63%的请求会由于等待处理

慢的系统而得到长延迟响应10）；体系结构的创新应该严格地保证在

最坏情况下的延迟需求。内存和存储系统的消耗将在数据中心总电

量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可以利用新的接口（JEDEC标准之外）、

新型的存储技术以及处理器和存储的三维堆叠技术来缓解这一趋势。

 总而言之——生态系统体系结构。对运行时平台和虚拟化工

具提出了一个需求，就是允许程序功能被分别划分到便携平台和

云端，并且这种划分能够动态地适应云端上行链路可靠性和能效的

变化。计算应该如何被划分到节点和云基础设施中？在所有场景

下，如何有效地保证安全性？如何给予用户对私有数据有更多的控

制来使得系统体系结构有助于保护数据的私密性？我们是否应该对

计算引擎和内存系统进行协同设计？

 上述的研究方向将推动体系结构的研究远远超越米色箱盒的

范畴。与这些研究机遇相关的最基本研究挑战是显著地提高系统

能效以及重新考虑系统的可编程性、安全、保密性和弹性等新需

求。随着其他领域（如人机接口、机器学习和普适计算等）的迅

猛发展，现在到了利用这些新技术的时候了。由于研究开展需要

全社区的共同努力和重要的研究基础设施，需要对学术界加大投

入资金的力度才能取得研究的成功。尽管移动设备和数据中心相

对于所有计算设备来说是新出现的，但是我们讨论的研究挑战也

将很可能同样适用于那些还没有出现的计算设备。  (未完待续)

三年多以来，IBM 科学家一直在

努力研究一个极为先进的问答 (QA) 

系统，名为 “Watson”。这项研究的

初衷是开发一个能够在 Jeopardy! 中

理解复杂问题，并以充分准确度、可信

度和速度给出答案的计算系统。美国

智力竞赛节目 Jeopardy！是一款广受

欢迎的电视节目，他对参赛者提出了

各种独特的挑战：它需要参与者了解

涉猎广泛的知识、明白问题中含有的

双关语、隐喻和俚语，同时还需要有

这能够迅速反应过来按抢答器的反应

能力。这些因素对与 IBM Watson 

来言，是是否是一个能够理解人类语

言复杂性并且提供单个准确答案的计

算系统。

假设服务器在99%的情况下的响

应时间是1毫秒，其余情况下产生1秒

的长延迟。多个服务器构成的系统的

延迟取决于那台最慢的服务器。如果

是1台服务器构成的系统，产生1秒响

应时间的概率是1%。但如果是100台服

务器，则系统响应时间为1毫秒的概率

是99%^100=37%。所以有63%的请求的

响应时间为1秒。

10. J. Dean. “Achieving Rapid Response Times in Large Online Services.” Talk in Berkeley, CA, Ma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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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领域都讲究流派。号

称国剧的京剧里，流派纷呈，

自不必说。偏处江南水乡吴语

区的苏州评弹，竟然也有20多

种不同的流派，估计很多人都

会感到惊讶。流派的兴衰，既

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观众欣赏

口味的变化，也给戏迷们平添

了无穷的乐趣，谁正宗谁不正

宗，可以在网上网下吵个不亦

乐乎。

　　在科学的领域里，讲流派

的就不多了。这恐怕跟艺术主

要靠传承、科学主要靠发展有

关系。计算机行业更是如此，

发展太快了，以至于20年前的

文章，现在的学生都很少会去

读；20多年前的名著，现在估

计都没人听说过了。如果真要

说计算机的研究里也有流派的

话，我想“数据流”应该算是

一个重要的流派了。

　　我们熟悉的高光荣教授是

数据流鼻祖Jack Denis的学

生，应该算得上是这个流派中

的代表人物了。很多年前，当

我们都在讨论指令级并行性

(ILP)的数量、为ILP的上限可

能是个位数而发愁时，高教授

跑来说，他发现ILP的数量非常

非常大，大到可以上百万。我

们都很奇怪，哪里来的这么多

指令级并行。后来弄明白了，

专注于多发射结构的人，通常

只能看到几个基本块，而具备

数据流眼光的人，看到的是全

程序：那么多的循环迭代，那

么多的函数调用，并行性还能

少吗？

　　大概是在2004年，高教授

推荐他在欧洲的朋友Chr i s 

Jesshope来计算所讲学，介绍

中提到，Chris在数据流计算方

面也有相当的功力。其实，对

Chris Jesshope这个名字，我

并不陌生。1980年代最经典的

并行计算著作《Parallel Com-

puters: Architecture, Pro-

gramming and Algorithms》就

是他和Hockney教授合著的。这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83年，

第二版出版于1988年，是我那

个时代学并行处理的必读书。

如果现在的同学们对这本书还

有兴趣的话，应该能在计算所

的图书馆里找到它。（刚查了

一下，在亚马逊上竟然还有现

货！）

　　2004年那次，Chris报告的

内容是片上并行系统Microgrid，

也就是现在很热门的众核结

构。据说他后来还来访问过

很多次，可惜我都没有机会听

到他的报告。这次他在计算所

的 演 讲 ， 主 要 介 绍 了 在

Microgrid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的工作，一种通用的众核处理

器Ap p l e - C O R E，包括体系

结构、FPGA验证、编程环境

和性能测量。这对一个大学

的研究课题来说，已经算是

相当完整的工作了。

Apple-CORE的结构还是

很有意思的，较少流行的处理

器特征，属于我喜欢的那种

类型。基本的核是很简单的，

静态的RISC流水线，指令系

统和微结构中增加了对多线程

的支持，可在本地及远程处理

器中创建线程或线程组。线程

的创建开销低至1个周期，线

程的粒度细至几条指令。寄存

器堆的资源可在线程创建时按

需分配，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及

现场切换时的开销。

Apple-CORE的编程环境

支持程序在运行时动态创建大

量细粒度的线程，其硬件则

通过数据流的方式调度这些

线程的具体执行。这样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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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行性，量是足够大了，关

键是通信同步及管理的开销能

不能足够小。Apple-CORE还采用

了环状的COMA结构来实现片内

高速缓存的数据同一，做法上

有点像1990年代昙花一现的KSR

系统，这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KSR的ALLCACHE结构因为设计

过于复杂，稳定性一直有问题，

被谑称为all crash）。也许通

过弱化的存储器一致模型，可

以减少COMA的协议开销和实现

复杂度吧。不过Chris本人也承

认，到目前为止，这个cache同

一协议的正确性还没有得到完

全的验证。（注：为了区分

coherence和consistency这两个

常用的共享存储术语，我提倡

把前者称为“同一”、后者称

为“一致”，理由将另行撰文。

）

在最近的计算机科学技

术名词审定中，我参与了“

通论”部分涉及计算机类型的

名词定义工作。我给“通用计

算机”下的定义是：适合于科学

与工程计算、数据处理、事务

处理、过程控制等各类应用的

计算机。 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

初学者和外行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和接受。但这似乎是一种外延性

的定义，并不涉及概念的本质内

涵。通用计算机的本质是什么？

适合于各类应用究竟是什么意

思？也许用内行的话，应该这么

来定义通用计算机：可高效执行

代码的计算机；甚至是：可高效

执行SPEC CPU基准程序的计算

机；等等。用这类内涵定义可自

然地把向量机、DSP、GPU、VLIW

处理器等排除在通用机之外。那

么，Apple-CORE这样的设计，可

以算得上是通用机吗？

　 从目标来看，Apple-CORE是

按照通用机的要求来设计的。从

语言上看，尽管它偏爱单赋值的

函数型语言SAC，但也接受普通

的C语言程序；从结构上看，除

了对细粒度线程有特别的支持外，

处理器并未设置对特殊数据结构

的专门支持。而且，Apple-CORE

的设计既允许众多线程分享一个

或多个处理器核的计算资源，又

能在必要的时刻限制更多线程的

产生，基本具备了高效率地开发

并行性的潜力。当然，是不是真

的具备通用机的能力，还得看实

际的执行效率。Chris报告里

提到的性能结果看起来还是不

错的，但毕竟问题规模不大、

应用种类还少，而且我没有留

意，测试程序是基于普通C还是

SAC的。

　 数据流和多线程的思想，都

是很早就提出来的。多线程结构

的机器，从早年的HEP/Tera到近

年的Niagara，都不是太成功。

数据流的结构更惨，还没有商用

系统敢尝试。主流通用处理器的

设计思路依然是抱残守缺：在百

条指令范围实施数据流执行的超

标量结构、同时执行几个线程的

SMT结构，明知不能继续扩展，

但也无法简单地放弃。在半导体

工艺进入后摩尔定律和超摩尔定

律的时代，面向大数据等新的应

用挑战，该是到了抛弃成熟设计

方案，转向更新颖的通用处理器

设计的时候了。基于数据流的思

想，开发大规模细粒度的线程级

并行，应该是设计未来通用众核

处理器的一个可行的方向。

技 术 评 论



并行算法研究组  吕慧伟

高性能计算领域有两个重

要的会议：SC和ISC，每年在高

性能计算领域最引人瞩目的Top 

500就在这两个会议上发布。

International Supercomput-

ing Conference (ISC)历史悠

久，第一届是1986年举办，甚

至比SC还早了两年。每年的ISC

都是欧洲高性能计算领域最大

的盛事。这次ISC’12在德国汉

堡举行，参会的人数更是达到

了创纪录的2,403人，有175个

厂商参展。ISC包括多项活动：

比如Top 500发布、高性能厂商

展览、研究论文讨论、不同的

Workshop等等。作为研究论文

会议的作者之一，我很荣幸的

参加了这一盛况，和大家分享

一些参会的见闻。

Top 500

   每年会有两次的Top 500发

布，分别在6月和11月，目的是

通过Linpack基准测试程序选出

全世界跑得最快的500台超级计

算机。每次发布Top 500都是高

性能计算领域（HPC）的一件盛

事。各大机构、厂商甚至国家

竭尽所能，目的就是为了能在

这个榜单上占到一席之地。

   第39届的Top 500榜单在6月

18日上午发布，（23页图一）

所有参会的人早早就到了会

场，将能够容纳近千人的会场

坐得满满的。本次的Top 500桂

冠被来自美国的Lawrence Liver-

more National Laboratory(LLNL)摘

得，使用的是 I B M 的 B l u e 

Genen/Q机器，Linpack峰值达到

了16.3PetaFlops，超出了上次

的第一名KComputer足足有1.55

倍。LLNL的Kim Cupps上台领

奖，她说他们最好的Linpack结

果在提交截止日期当天上午才

跑出来，跑了23个小时！对于

超级计算机来说，最重要的就

是性能和可靠性。能够在23个

小时所有的1,572,864核运行

计算密集的Linpack都没出错，

是一个非常让人佩服的结果。

    在随后的Top 500 High-

light中，中国被多次提及。

来自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在

To p 5 0 0的比例已经占到了

14%，仅在美国（50%）之后，

超过日本（7%）、英国（5%）、

法国（4%）和德国（4%）等国

家排在第二。另外，中国的高

性能计算领域发展的速度比

起上述国家都要快。高科技

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实力，高

性能计算的排名很好地折射

出了各个大国的经济和科技

实力。

Keynote

   今年的会议主题Keynote由来

自Airbus 的首席信息官Guus 

Dekkers 介绍了HPC在飞机设计

中的应用。Guus说到HPC和飞机

制造已经密不可分了，大大降

低了飞机制造的成本。真实的

风洞试验非常昂贵而且费时，

通过HPC进行流体动力学、空气

动力学模拟，可以帮助飞机设

计者在设计早期做出设计修改

并验证。其中一个给人印象深

刻的结果是利用HPC物理模拟，

将空客的飞机噪音降低了30%。

这一点在坐从法兰克福到汉堡

的飞机时有切身体会，发动机

非常安静，使得乘客的舒适度

有很大提升。(23页图二）

Blue Gene/Q

   这次ISC’12的最大厂商赢

家是IBM，在ISC所有的榜单——

Top 500, Green 500, Graph 

500——都获得了冠军。能有这

样的成绩，其最新的系统Blue 

Gene/Q功不可没。Blue Gene/Q

的Chip有16+2个核组成，其中16

个是计算的核，1个是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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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1个核备用，每个核有4个

硬件线程。Blue Gene/Q中用到

的内存是定制的，并不是用到

插拔的DRAM，而是直接将内存

颗粒焊在Chip Module上，每个

Chip Module固定16GB内存。

(23页图三）

    （图四）是由32个Chip组成

一个Node Card，Node Card内用

光纤互连，使用自定义的网络，

间采用5D的Torus，目的是为了

保证节点间的带宽。

同时，关于Blue Gene/Q设

计的论文“Blue Gene/Q: By 

Co-Design”也毫无疑问的拿

到了本次会议论文的GAU S S 

Award。Blue Gene系列的主要设

计者之一George Chiu讲了这篇

论文。对于Blue Gene/Q这次的

每个创新，他都非常自豪。其

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Blue 

Gene/Q实现了L2硬件原子指令，

并支持了硬件事务内存，使得

原子操作变得非常快速而且方

便。事务内存的概念最早是来

自数据库，在跟George Chiu交

流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硬件事务内存在B l u e 

Gene/Q实现以后，是否可以用

到数据库中。他说这个项目正

在进行中。(23页图五）

Research Paper Session

 下面讲讲Research paper 

section。自己的论文“Under-

standing Parallelism in Graph 

Traversal on Multi-core Clus-

ters”被排在第二天，第一天

的时候很紧张，因为以前没有用

英文做过演讲，就去听听其他人

的演讲看看情况。听完发现其实

并不是每个人都讲得那么好。除

了前面的提到的BlueGene/Q演讲

和几个Native English Speaker

之外，包括欧洲一些以英语为第

二语言的演讲者，他们的英语也

不是那么流利。尤其是有一个日

本学者上去讲的时候，他的英语

下面的人很难听懂。听完第一天

演讲后，自己觉得不紧张了，一

个原因是自己英语即使没有欧洲

那些人好，至少不比日本的那个

人差，另一个原因是做research

的人都非常友好，大家讨论学术

问题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准备演

讲，一开始准备好了是结结巴巴

二十五分钟左右，结果正式讲的

时候因为紧张语速变快，二十二

分钟就讲完了。因为留给每个演

讲者的时间是三十分钟，下面的

听众问了足足有五分钟的问题。

值得高兴的是，听众提问的三个

问题我都听懂了并逐一做了解

答。通过这次演讲，让我更深刻

地意识到了英语在和学术圈的其

他同行交流时的重要地位。

Graph 500

除了Top 500，我此行最关

心的就是Graph 500。在大数据

的背景下，高性能领域的专家将

数据密集应用中的一个核心程序

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新的基准测试

程序，用来衡量当前的计算机系

统和体系结构处理数据的能力—

—这就是Graph 500。Graph 500

已经发布了三届，本次ISC’12

发布的是第四届，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88台机器上榜。让人惊讶的

是，今年的Graph 500冠军打成

了平手，分别是 A r g o n n e 

National Laboratory和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不过最大的赢家还是IBM，因

为两个实验室都是用的IBM的

Blue Gene/Q系统，配置都是一

样的32,768个节点，524,288个

核。另一个让人震惊的结果是这

次列表的第一名比半年前的第

一 名 提 高 了 7 倍 ， 达 到 了

3541.00 GTEPS，可见竞争的激

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提交的

两个结果分别排在了第17和第21

。其中，排第17的（23页图六）

结果用到了16个1950-G的节点，

每个节点使用64核的CPU和256GB

的内存，使用了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混合的算法。排第21的结果

是在512个星云的节点上测得，

通信时采用了压缩来减少通信的

开销。

花絮

6月18日IDC的早餐会说到现

在高性能领域最缺的就是人才。

根据他们的统计，56%的超算中

心都非常难找合适的人才。在开

会间隙认识了Fangpang Lin教

授，台湾人，来自国网中心，是

ISC steering committee里面

的。他很高兴地跟我谈论《奥德

赛巴莱》，说到台湾的山区特别

漂亮，就像影片里面的，他说他

心 得 体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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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他说他现在做珊瑚礁的检

测，还把珊瑚礁的实时视频放

给我看，说他正在做喜欢的事

情。另外在展厅还有一个以色

列的朋友主动过来打招呼，他

说中国人很友好，至少脸上是

挂着微笑的，不像日本人和韩

国人那么严肃板着脸。

大 会 的 一 个 亮 点 是

Student Cluster Challenge。

这次比赛有来自全球的五支队

伍参加了角逐，分别是德国的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美国的The Uni-

versity of Colorado和Stony 

Brook University，以及中国

的清华大学和国防科大。参赛

队员被要求在有限时间内在额

定功耗的限制下搭建一个高性

能计算集群，最后的比分由包

括Linpack在内的benchmark测

试来评定。最后的总分冠军是

 

清华，LINPACK单项最高分由

国防科大摘得，取得了2.65 

Teraflops的好成绩。清华和

国防科大的这次参赛是由浪潮

赞助的，我们在第二次参加这

个Student Cluster Chal-

lenge就取得了如此好成绩，

值得祝贺。

天河1A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卢宇彤教授参与了6月19日的

Exascale Chat的讨论，讨论

中掌声不断。除了畅谈未来和

介绍国内高性能计算的成绩以

外，卢教授也坦然指出了目前

在中国做高性能计算最大的问

题：应用。我们的现状是先造

机器再找应用，这点亟待改进。

本次大会还精心安排了我

们 到 汉 堡 市 政 厅 内 部 参 观

并颁发一个重要奖项：IS C 

Fellow。Hans给Jack Don-

garra颁发了ISC Fellow，并

且给他别上了金领花，说是有

了这个fellow，可以免费参加

以后所有的ISC会议。Hans还

跟Jack开玩笑说没提前告诉他

好让他穿西装带领带，最后

Jack直接把领花别在了毛衣

上。另一个ISC Fellow是Thomas 

Ludwig。颁奖结束后是一个很

简单的自助餐。这是一个很好

的交流的机会。UBS的一位软

件工程师对我的工作很感兴

趣，说我的文章中用到的一个

无锁队列可以用在他们的软件

里，和他聊了不少金融计算方

面的话题。碰到浪潮的吉青，

聊起student cluster，她说

除了提供赞助，浪潮在出发前

还专门给清华和国防科大的

两组队员进行了培训。

明年的ISC将在Leipzig举

行，让我们来年再见！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  2 2



 图三   Blue Gene/Q硬件系统

图四   IBM展台正展出的Blue Gene/Q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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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算法研究组  李佳佳

 　　 ICS，全称Inte r n a -

tional Conference on Super-

computing。可能有些人会把这

个会议和SC、ISC混淆，我先区

分一下。SC（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High Perfor-

mance Computing, Networking, 

Storage and Analysis）是高性

能计算最盛大的会议，每年都在

美国举办，参会人数都在2000人

以上。每年的SC会议上都发布12

月份 Top 500 Supercomputers的

排名，和SC一起的还有不少的

workshops、tutorials、学生的

competitions还有厂商的展台。

虽然我还没有参加过，但据说很

是热闹！ISC（International 

Supercomputing Conference）是

欧洲高性能计算领域每年的盛

事，此会议发布每年的6月份的

Top 500还有Graph 500，参会人

数也达到或超过2000人。相比而

言，ICS的规模就很小了，也没

有那么热闹，但论文质量还是不

错的！

ICS从1988年开始举办（和

SC是同一年创立），今年是第26

届。ICS 2012在意大利的威尼斯

举办，那是个浪漫而美丽的地

方。但相比那两个高性能会议，

ICS的参会人数要少很多，今天

大概有300左右人参会。ICS没有

厂商出展台，也没有类似Top500

Top500的list发布，估计这也是

导致参会人数少的两个重要原

因。

 　 本次ICS会议共收到论文161

篇，从中录取了36篇，录取率为

22%。会议包含了四个workshop

和2个tutorial。这次会议的流

程基本是串行的，25号有2个

workshop，2个tutorial，29号有

2个workshop，中间的26-28号为

会议时间。总体来讲，这次ICS

还是单调了些，但给了大家听每

一篇文章的机会。36篇文章都在

主会场讲，每位作者都有机会将

自己的成果展示给参会的所有

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内一共

有5篇文章，还是蛮多的！一篇

咱所的，一篇北大的，一篇上海

交大的，两篇中科大的。

　　我不像参加SC和ICS的同学

们那样有福，可以说说各种活

动，我只能说下ICS的论文情况

了… ICS的论文质量还是比较好

的，所跨领域主要有architec-

ture、compiler和high perfor-

mance computing。Keynote有两

个，第一个是Yale N. Patt给的

报告，很有激情。主要讲现在

并行层次增多，并行复杂度提

高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开发

机器性能。他提到”Moore’s 

law: A Law of Psychology!”，

并倡导大家要教育学生多用并

行思维思考问题，不要从教书

时就告诉学生并行是件困难的

事情，而要说并行是件自然的

事情。第二个keynote是Michael 

Gschwind讲Blue Gene/Q的设

计，讲了Blue Gene/Q的新特

性。

ICS会议地点
—威尼斯的小岛San Servolo

 ICS主会场
（据说是威尼斯最大的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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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论文中我主要关注几篇

文章，其中两篇稀疏矩阵向量

乘法（SpMV）的文章，一篇

Stanford的，一篇Berkeley的。

和Stanford的作者认识了下，他

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比较感兴

趣，因此建立了较长远的联

系。Berkeley的文章一作是台

湾人，讲完论文后就找不到他

了，很是遗憾！另外还有一篇

同一个Section的文章，一篇是

Jack Dongarra组的文章，一作

没来别人代讲的，和代讲人

（在姚老师的帮助下确认了名

字——Azzam HAIDAR）聊了下，

他说他们也在Intel的Many 

Integrated Core (MIC)上做

优化，但结果不是很理想。

　 这次会议我的论文是会议最

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本以为人

数寥寥无几，出乎意料的是，

虽然人数不如前两天多，但还

是有五六十人的。看来关注

heterogeneous和GPU的人还是很

多的。在讲完论文后，有三个

人提出了问题，都进行了一一

回答，大家没有给我冷场，我很

是欣慰！

　 开会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展示

自己的工作，那就是和别人交流

——交流工作、互相学习。这次

开会认识了一些人，有的是方向

很近的同行，其他是做archi-

tecture这面的。国内这五篇文

章的作者都认识了，还有科大

的安虹老师，大家像亲人一样

互相照顾。还认识了三个留学

生，一个是匹兹堡大学，一个是

威廉玛丽大学（Xipeng Shen老

师的学生），一个是XXX学校的

学生，来做workshop。认识了做

SpMV的两个人，和Stanford的

guy交谈了一会，感觉不错！和

Berkeley的台湾人只说了两句。

还认识了一个在ORNL工作的

guy，说他们在Hire people，还

说我involve到HPC不愁找工作

了，哈哈。不过他的名字我忘记

了… （我让他写到纸上了，结

果那张纸丢了，哎） 这次唯一

的遗憾是没能和大牛攀谈上，这

次的session chair都是比较牛

的人。想和David Padua攀谈下

的，但他当完chair在人群中

时，我就认不出来了… 遗憾啊。

　 再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威

尼斯的风景还是很好的！我们住

的小岛，虽然服务设施不是很

全，但很安静景色很美。旅店窗

外就是海，很爽！晚上我们去了

圣马可广场，夜景很漂亮很漂

亮！怪不得拿破仑称赞他是“欧

洲最美的客厅”。在广场上喝点

drink，听着现场演奏的曲子，

真是浪漫和享受啊！（不过这次

我没有享受到…）还要提醒大家

去欧洲开会时，一定不要

忘记带拖鞋和牙膏，旅馆

不提供啊，伤不起啊伤不

起。

总结下，这次ICS会

议虽然不大，但大家都有

收获，而且到会的人也算

都能混个脸熟，这也是优

势所在吧。还有英语能力

很重要，尤其在英语非母

语的国家，意大利的英语

真是有些难懂啊！最后感

谢所里提供资金让我有这

次展示和交流的机会！

  旅店窗外的夕阳

 圣马可广场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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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陈聪明

今年，对于国内从事编程

语言(programming language, 

PL)相关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是

幸运的一年，因为PL领域的两

个顶尖国际会议，PLDI和ECOOP

首次在中国召开。这是PLDI和

ECOOP首次合办，也是这两个会

议首次在亚洲范围内举办。我

参加了本次大会，并且有幸成

为了大会的志愿者。在将近一

周的会议期间，所见所闻很

多，实在难以一言以蔽之。所

以我将个人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 　 大会篇

每一个从事编程语言相关

工作的科研人员我想都应该知道

PLDI这个会议，PLDI的全称是

Programming Languag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是PL领域

的世界级顶尖会议。近二十多年

来，中国大陆只中过五篇，不过

近两年成绩斐然，其中2010年我

们计算所编译组中过一篇，2011

年清华大学中了一篇。由此可见

PLDI的层次之高。ECOOP的全称

是European Conference on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是欧洲的面向对象编程领域的顶

级会议。

本次大会由Purdue大学牵

头，合作单位包括微软亚研院

以及我们计算所。冯晓兵老师

作为计算所一方的领头人，吴

承勇老师作为会议workshop的

主席。会议召开时间为6月11日

至16日，持续六天时间，大会

包括PLDI,ECOOP，ISMM, LCTES

四个主要会议，此外还有为数

众 多 的 w o r k s h o p ， 包 括

ICOOOLPS, APPLC, Open64, 

MSPC，STOP, PSY等等。会议主

会场设在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

店，由于与会者众多，某些

workshop也被安排在北京国际

会议中心举办。 

由于PLDI和ECOOP是本次

大会的两个重量级会议，所以

在为期六天的时间里，前三天主

会场主要是用于主持PLDI的各个

session,后三天交给ECOOP。

PLDI与ECOOP在中国举办，说

明了中国的科研水平受到了世

界同行的认可和关注，这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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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PL方向研究的人来

说，也是一种鼓舞。而且，有

这样一次近距离参会以及和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包括同龄科

研人员交流学习的机会，确实

非常之难得，而且这些学者之

中不乏世界级的大牛。本次大

会可谓盛况空前，注册参会人

员580多人，来自全球36个国

家，这还不包括非注册人员，

大大超过了组织方的预期。甚

至大会官方提供的酒店已无法

容纳这么多的客人，所以不少

参会者都选择了自行在周边寻

找酒店。此外，大会还与酒店

协商，为参会者专门增设了一

个无线网络热点。

2    志愿者篇

很荣幸，我成功申请成为

了本次大会的一名志愿者。本

次大会的志愿者共有五十多

人，每天会有大概24名志愿者

为大会服务，比如在会场协助

大会的主持，在注册台为参会

者提供注册以及查询服务，在

poster time的时候为参会者

张贴海报，以及在用餐时间为

参会者提供向导和其他帮助等

等。大会志愿者大部分都来自

于中国内地，毕竟我们是东道

主嘛，此外，来自于Purdue大

学的志愿者也很多，当然还有

中美之外其他国家的志愿者，

比如远在北欧的爱尔兰志愿

者，北非的埃及志愿者以及大

洋洲的澳大利亚志愿者等。作

为志愿者，我们又多了一个和来

自世界各地的同龄人交流学习的

好机会。这次我们一共有8名志

愿者，全部来自于我们国重，并

在本次大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志愿者们在会议前期就开始

忙活了，要准备会议的各种材

料，每一项都像一个工程。就比

如说准备会议的U盘，我们要将

大会的所有会议以及workshop的

论文集一份一份的拷贝到每个U

盘里，要检查U盘读写是否正

常，还包括后续对论文集的调

整。还有准备数百份会议的日

程，会场的各种标识，海报支架

等等。此外，本次大会还设立了

一个walking tour的环节，由住

在北京当地的志愿者当向导，带

领感兴趣的参会者自由参观北京

各大名胜古迹。我们的志愿者也

积极加入到了这项活动中，选取

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游览地

点，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

古都北京的人文景观，弘扬东方

文化，展现了我们计算所人的风

采。大会前期的每一项准备工作

都要耗费大家不少的时间和精

力，但是有赖于大家的通力合

作，我们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

工作。在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中，

还包括即将离所的毕业生，在奔

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还不忘为所

里室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因

为有了大家齐心协力的合作，保

障了大会的圆满召开。

3     印象人物篇

大会期间，与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者以及同龄人交流是最

让我高兴的事情，这里我想说

一说这次大会的几个让我印象

深刻的人：

Jan Vitek: 普渡大学的

教授，也是本次会议的general 

chair。之前在其个人主页上

看过照片，印象中感觉是一个

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但是见

面之后，反差非常之大，身材

高大，精神矍铄，看起来一点

都不像是一个年逾五十的人。

以至于见到他后，我还向微软

的林海波博士确认此人是不是

Vitek教授。这不得不佩服他

的保养之道啊！Vitek教授多

数时候看起来表情严峻，不苟

言笑，但是说话其实挺幽默风

趣。大会召开前一天是所有志

愿者的注册时间，他为我们大

家做了一个动员报告，他将本

次会议的概况列成了一串数

字，从大到小，从上到下的一

一介绍，比如大会所获得的赞

助 ， 参 会 人 数 ， 会 议 以 及

workshop的数量等等，很有新

意。另外，在做介绍时候，还

建议大家不要干坐着，可以边

吃披萨边听他讲。在他看似平

淡的介绍中不乏一些非常幽默

的话语，很快拉近了与大家的

距离。在他介绍到会议还准备

了100个U盘的时候，我当即纠

正说，实际上只有99个，因为

有一个是次品，引得大家会心

心 得 体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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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算是配合一把他的幽默。

 Max Schaefer：IBM Watson

实验室的博后，从牛津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长发高个，应该

属于时下潮人所定义的“高富

帅”了。他是我们志愿者的头

儿，前期与志愿者相关的事情

都是他和清华大学的白晓颖老

师负责。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非

常有责任心，事无巨细，布置

会场，为志愿者订盒饭，贴海

报，甚至在一天会议结束后清

理垃圾等等，哪儿都有他的身

影。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也

就是周六的时候，我才看到他

像其他参会者一样在会场听一

听报告，然后静静地做着笔

记。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他的中

文非常流利。会议第一天我在

一个workshop的会场执勤，结

束之后，他看到我然后说了

句：“你们的午餐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去吃饭了”，标准的

普通话，还带卷舌音啊。我当

即以为我听错了，确认了之

后，我好奇地的问他，中文怎

么这么好，哪儿学的啊？他不

好意思地摇摇头，笑而不语。

后来才知道，他小时候曾经在

北京生活过半年，之后还在台

湾求学，待过四五年，而且他

的太太是马来西亚人，汉语应

该也不错。

 Floreal Morandat: 法国

人，目前在Purdue大学做博士

后，之前在法国LIRMM获得博士

学位。此君给我的印象是一个

“表里不一”的法国人。印象中

的法国人是比较自由随意的，而

此君给我的第一印象也确实如

此，不修边幅，穿着很随便，灰

色的马甲加上一顶帽子，脚底下

一双松松垮垮，看上去有点儿破

烂的运动鞋，胡子拉碴，而且

爱抽烟。他是会议第一天其中一

个workshop的主持人，会场在隔

壁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当时是

我带他先去找会场，熟悉环境同

时检查一下设备。他很随和，一

路上说说笑笑，一直在跟我聊在

北京的见闻，其实我听不大懂他

那种带有浓重法国口音的英语。

到了会场之后，就变得严肃起

来，认真地检查会场的每个细

节，包括讲台的位置摆放，会

场的灯光，投影仪的亮度，聚

焦，甚至麦克风的音量等等，引

得旁边的酒店服务人员都hold

不住了，估计心说这老外可真较

真。Floreal是大会最后一天当

值的志愿者的队长，良好的沟

通交流能力，直到周六他还在协

调大家的工作时间，希望能够满

足每个人的要求，而且周日在

大会结束后，他还在会场负责善

后工作，非常有敬业精神。

 Brandon Hill：他是我们周

一值日的志愿者的队长，目前在

Purdue大学读博，博士二年级，

年纪应该比我小，会议前一天的

动员会上在介绍每天的队长的时

候没有看到他，当时还在猜测他

长什么样。因为在会议开始之

前和他通过邮件，当时就会议

的日程的一些细节上的修改讨

论了一下，看得出他很负责任

也很严谨，在会议开始之前一

直在和各方沟通，争取每个环

节都没有纰漏。第二天一大早

看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

青涩，看上去挺成熟，一头金

色长发很亮，比较严肃，但是

待人还是挺友善的。由于他是

会议第一天的队长，所以事无

巨细地告诉志愿者们何时何地

去做什么事。与会者用午餐的

地点是设在会场隔壁的酒店，

需要有志愿者站在相关线路上

做向导，他找了我们几个志愿

者排队当向导。由于时值正

午，气温比较高，阳光很强。

他特地将我们几个志愿者安排

在树荫下边，然后自己在大太

阳底下一遍一遍的告诉参会人

员按照志愿者排好的线路走就

可以到达用餐地点。最后当所

有人包括我们志愿者都吃完饭

之后，碰到他，他微笑着说

“Finally, I can have my 

lunch now.”。果然是一个责

任心很强的美国小伙。

    Jeff Huang: Jeff是香

港科技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我是在会议第二天的P L D I 

poster time的时候看到他，

由于他的研究领域跟我现在

从事的研究方向有类似的地

方，所以有许多可共同探讨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  2 8



图三  会议现场合影留念

图二  三星公司展示的70英寸电视

图一   会议主要议题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王达

的话题。细聊之后发现他原来

本科在国防科技大学就读，之

后去港科大继续读博深造，而

且跟我还是老乡。老乡相见，

格外亲切，于是可以交流的东

西愈发多了。虽然看上去Jeff

给人一种憨厚的感觉，但是他

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在学术上

很有自己的追求和抱负，给人

一种科研狂人的感觉。之前他

在软件工程的顶尖会议上发表

 

了不少文章， 今年的PLDI，获

得了SRC(学生研究竞赛)的第

一名；而此后在面向对象编程

的顶级会议OOPSLA上独中两

元。和他的交流和讨论，也让

我明白了自己和知名高校的同

龄人之间的差距，在科研的道

路上，个人的学习与追求是永

无止尽的。

本次大会持续了六天，在

这短短的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聆听相关领域学术大牛的报告

队长，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直

到周六他还在协调大家的工作时

间，希望能够满足每个人的要

求，而且周日在大会结束后，他

还在会场负责善后工作，非常有

敬业精神。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

项工作。

心 得 体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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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0日至23日，

IEEE国际电路与系统年度大会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Circuit and System）在

韩国首尔市举行。我应邀为所发

表的论文 《A SAT-Based Diag-

nosis Pattern Generation 

Method for Timing Faults in 

Scan Chains》 做大会报告。

ISCAS是由IEEE主办的电路

与系统方面的综合性学术大会，

是电路与系统学会的年会，历史

极其悠久，与会者众多与涉及领

域广是它突出的特点。2012年的

大会与会者将近千人。其中，韩

国本土的学者和业界同行参与人

数达参会国家首位，其次是台湾

地区和欧美的参会者，中国大陆

和其他地区的参会者相对数量较

少。主办方对大会非常重视，

会址设定在首尔世界会议中心

 

COEX大厦，地理环境类似中关村

与CBD的结合本次大会的议题主

要围绕着Biochip、analysis 

signal、reconfig等方向开展。在

biochip的研究上仍以欧美学者

为主，在模拟信号、可重构计算等

方向的论文相对较多，其他方向的

论文录用与报告相对均匀。由于韩

国本土的拥有知名的三星公司， 大

会的Keynote由三星公司的首席技

术官介绍该公司过去与未来在智能

系统与智能应用、低功耗芯片等相

关方向的成果。（29页图一）

在大会的展厅还有韩国本土

的IT公司相应的产品与技术展

台。下示为三星公司展示的70

英寸电视台。（29页图二）为三

星公司展示的70英寸电视。

在会议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我遇到了来自复旦集成电路中心

的老师和同学、天津大学的马永

涛老师、日本东北大学的夏徽帆

博士和微软的李锦鹏研究员，我

们在模拟信号、异步电路、图像

处理应用等方面开展了交流。本次

会议对我来说收获很大，主要是找

到了一些与我研究方向类似的教授

和学者，同时也感受到自己所研究

的方向是一个很有希望并能有所作

为的方向。我的报告被安排在第三

天，听众已经比较少了。但报告

session的与会代表有之前在ATS认

识的台湾国立中兴大学的王行健

教授、台湾中山大学的李淑敏教

授，李教授刚好是本报告的

chair。我和李老师就培养研究

生，学术研究创新与选题等方面

进行了交流。会后和本次参加的学

者还就异步电路和粗粒度可重构电

路设计进行了讨论。本次参会，扩

大了视野，增强了信心，对未来的

科研工作大有裨益！（29页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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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陈莉

 　  2012年2月29至3月3日，我

赴日本神户市参加了日本理化研

究所(RIKEN)的计算科学研究机

构(AICS)主办的第二届国际研讨

会，该会议为期2天，正式的会

议时间为3月1号到3月2号两天。

上届研讨会的特邀讲者都是国际

上在计算科学和高性能计算机系

统方面的知名专家，而本次会议

则主要是寻求亚洲地区的合作机

会。能作为这次会议的特邀报告

人，个人感觉很高兴。一方面，

这是宣传我们在高性能计算的并

行编程环境方面成果的好机会；

第二，我也希望能借此建立与日

本学者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很想

探访位列世界超级计算机top500

第一的K-计算机，因为该计算机

也在AICS。

　 我是乘坐29号早上的飞机从

北京出发的，中午到达大阪空

港，然后乘坐关西地区的地铁系

统，到达神户市的交通枢纽，然

后再转乘市内公交才到达位于港

岛区（填海造地的人工岛）的

酒店（AICS提前为我们预订好

的）。神户的机场就建在港岛的

末端，而AICS就坐落在这样一个

远离市中心的清静地方。

　 会议当天拿到了会议手册，

才发现会议的协办者涉及计算科

学的各个重要应用领域，比如

RIKEN的计算生命科学研究项目、

 

计算材料科学项目、地球海洋研究

署、原子能和外空间探索研究署、

重要计算科学的联合研究所，以

及东京大学、筑波大学、东北大

学的相关知名研究所。这也就解

释了整个会议的日程设置，1天

半都是应用的研讨，而只在最后

半天集中讨论计算机系统。 

　 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

首先报告了NWChem的最新进展，

该框架已经在阿岗实验室的Cray 

XT5上扩展到2万个核，听者对

NWChem的问题还是挺多的。之

后，神户大学的科学家介绍了生

物分子的多尺度模拟。下午的报

告则全部是材料模拟和生物系统

的模拟，比如韩国先进研究所的

构造空间退火的全局优化、神户

大学的“统一处理弱有序域中分

子键联的溶解操作”，中科院金

属所的陈星秋教授介绍了利用第

一性原理理解和设计高性能材

料，名古屋大学的“混合量子和

传统级模拟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

用”等。 这一天的特约报告，我

们多数只能是大体了解。但是我

们重点看了中午的poster环节。

因为这里可以更细节地了解应用

领域的问题，也有更多计算机系

统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中午匆匆吃完盒饭就赶

往poster展示区。展出的poster

不止手册中介绍的50个，整个大

厅里满满的，5排都是poster，

还有周边的一些展位。我个人重

点关注几个方面。第一，艾级计

算的编程环境；第二，一些HPC

计算的重要领域应用。在混合编

程方面，看到了量子化学方面大

规 模 分 子 轨 道 计 算 程 序 的

OpenMP/MPI并行化，通过对大型

分子系统的划分成片断（frag-

ment）,原有性质就转变为片断

的性质和片断之间的性质，程序

可运行到1万处理器核的规模，

混合编程的扩展性明显高于扁平

的MPI编程。加速器方面，看到

了AICS的操作系统组也计划对

MIC的异构系统进行底层支持，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技术细节。

加速器集群方面，近畿大学等多

个研究机构合作成果也很有趣，

在直接通信之外他们实现了基于

代理的MPI，这种可扩展的MPI通

信架构能让加速器在密集通信

/IO的时候提前进入下一阶段的

计算，这对于某些通信模式是有好

处的，他们的工作还在进行中。

XcalableMP是AICS开发的PGAS 编

程语言(基于制导)，它继承了

HPF的模版和数据分布的特征，

提供PGAS语言中全局视角的通信

和同步制导让用户优化性能，支

持CAF的局部视角编程，支持与

OpenMP风格的混合的层次并行。

XcalableMP有2个直接与该语言

心 得 体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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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poster，一是针对I/O密

集的大规模并行应用和分布数

组，建立了XMP-IO的并行IO支

持，其并行性能很好，且比

MPI-IO更容易使用。第二是为

了方便普通用户编写Xca l -

ableMP程序，研制了并行数值

库的语言支持和接口，并展示

了对ScaLAPACK和NUMPS的支

持。我也与XcalableMP小组的

研究人员聊起了设计语言动机

和语言推广的问题，发现他们

小组还有日立的员工参与研

发，日本的HPC计算用户明显比

中国更多。东京大学还有个

poster是关于HPC应用的自动调

优描述语言，是嵌在他们自主

开发的开源系统ppOpen-HPC开

发环境中的（提供多种数值方

法）。他们展示了利用该语言

表达基于循环塌缩和循环分裂

的代码优化，不过我觉得他们

的语言调优工作比较局限。当

然我也见到了英国爱丁堡大学

的UPC展版，主要是在上千结点

的规模下对比评测UPC/MPI的网

络性能。第二，应用方面，粒

子问题的展板比较多，因为不

是我的研究重点，看的不仔细。

但是有一个poster是对比不同

算法在K-计算机上的性能，椭

圆 方 程 求 解 可 以 用 并 行 多

重 网 格或者FFT求解，前者

（MPI+OpenMP）可以扩展到9万

个核（1.2万结点），而1000结点

下是FFT方法的性能更好。还有

torus互连的CPU-GPU集群上稠

密矩阵乘的优化实现，在2*2的

网格上达到峰值性能的95%，还

是很让人惊讶的。

 K-计算机的参观被安排在

第二天中午，在一个小报告厅

隔着双层玻璃看到了K-计算机

大片的黑色机身和红色立面，

远远地很整齐，偌大的机房没

有一个人，看起来机器运转良

好。一天多的会议，已经让我感

受到日本人做事的认真踏实，

此时我还是挺有触动，其实我

们有能力做的比日本人更好。

 第二天的报告，我重点关

注了下午的部分。我们所的范

东睿副研究员第一个介绍了众

核的设计——Godson-T，会场

问题很多，看的出很多人表现

出很大兴趣。富士公司的设计

师介绍了SPARC64 VIIIfx的指

令集特点，它也要支持软件控

制的cache了，只是叫sector 

cache。阿岗实验室的Peter 

Beckman介绍了追求性能/瓦特

比的芯片设计趋势下，美国在

系统软件的演化和研究方面的

一些研究项目。之后RIKEN和东

京大学的科研人员也讨论了众

核平台对于艾级计算的系统软

件带来的挑战，比如cache敏感

的软件栈、可扩展的资源管

理、低开销的通信支持等。同

时 也 介 绍 了 他 们 在 I n t e l 

Knight Ferry上实现的操作系

统内核和智能的通信支持。编

程环境方面除了我们的工作，

名古屋大学的工作则强调通过

层次的抽象机制，隐藏系统的

复杂性支持用户代码的（半）

自动重构。

 我的报告是安排在第二天

下午，题目是“通过高层语言

抽象发掘现代超级计算机的潜

能”。我的报告主体分别从语

言和编译构架两部分来介绍我

们对于新型体系结构的编程和

代码优化的支持。第一是，UPC

对于层次体系结构的支持——

UPCH；第二是，基于语义模式

的可扩展优化制导EPOD，以发

掘复杂多核结构的性能潜力。

对于第一部分，我分两部分介

绍：规则应用方面，介绍了

UPCH层次并行的执行模型和对

层次数据分布的支持，展示了

UPCH在GPU集群和曙光6000上的

性能数据；不规则应用方面我

介绍了shared work list的UPC

扩展，及其UPCH对于工作派生、

自动通信聚集、并行控制结构

的支持，以及投机执行的用户

接口和支持机制，最后给出

graph500的性能数据。对于第

二部分，我从编译技术的局限

性和一个例子出发，介绍EPOD

编译构架中专家、用户和编译

器开发者之间的关系，给出

EPOD的高层/低层接口和内部框

架，最后给出多个典型案例在

X 8 6 多 核 、 G P U 加 速 器 和

Godson-T众核上的自动优化性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  3 2



    2012年2月出访美国收获颇

丰，首先到美国Austin，访问了

IBM研究院和高通，交流了双方

在新兴互联网领域做的工作，并

同ARM公司的硬件研发人员讨论

了多核处理器设计，还同两个

Start Up公司的核心人员讨论了

他们在移动互联网方面的工作。

   从Austin开车到Arlington，

访问了UT Arlington的Ishfaq 

Ahmed教授，他是IEEE fellow，

中科院特聘研究员，本次访问是

对他2011年底访问计算所的回

访，在他办公室完成了联合申请

书英文稿，内容是《Perfor-

mance, Energy, and Tempera-

ture Optimized Task Alloca-

tion on the Next Generation 

Many-Core Chips》，除了申请

书的撰写，还同Ishfaq讨论了后

续基于Godson-D数据处理器开展

能效方面的具体合作内容。

  接着从Arlington开车到New 

Orleans，组织PPOPP会议的PMAM 

W o r k s h o p，做了三年的PC 

Member，今年终于参加这个会议

了，担任一个Session的Chair，

今年投稿很多，会议开了一整天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范东睿

这次也有机会同上海交大的过

敏意老师做了较多交流。开完

PMAM，又参加了一起召开的

HPCA，听了很多报告，也启发

了一些新的设计思路。

     从New Orleans出来，直接

坐飞机经过旧金山，来到了日

本大阪，参加RIKEN研究所组织

的AICS高性能计算的Workshop，

为期两天，在会上做了题为

“Exploiting Many-core Chip 

Design”的报告，参观了RIKEN

管理使用的世界速度最快的计

算机K Machine。并同RIKEN做

能。提问阶段，AICS编程环境

组的Sato教授问了几个问题。

会后，AICS机构长平尾公彦还

亲自找到我并递过名片，称赞

我讲得很好。日本人不太喜欢

问问题，但是休息的时候，有

好几个相关的学者过来询问我

技术细节并索要报告资料，包

括AICS的 Takenori Shimo-

saka ,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 Dr. 

Chris Maynard 以及新加坡科

技研究局新科研计算资源中心

的 Marek T. Michalewicz 主

任。会后，我与Sato教授讨论

PGAS合作的事宜，Sato教授同

意6月份来计算所访问。此外， 

 

由于K-计算机暂不对外开放，

合作是唯一的途径，合作方式

还在讨论中。

2天的会议结束了。3月3

号早上我们乘巴士沿阪神高速

奔向建在人工岛上的大阪关西

国际机场。若干的跨海大桥和

集装箱转运站在眼前飞驶而

过，让我感受一个高度工业化

的日本。此时想起AICS引以为

豪的K-计算机，AICS大楼门厅

里有两件展示与此有关，一个

是研究所与K-计算机机房的小

型立体模型，有自动升降装置

和可以拿望远镜观看的细节；

一个是K-计算机的单个机柜，

展示背面整齐的布线。我还想

起在AICS看到的计算机系统研

究和计算科学研究的紧密合作

模式，这也是我们急需改进的

地方。

日本之行收获很大，一是

收获了信心，因为日本人的创造

能力其实并不强，而我们的研究

成果也引起对方的充分关注和兴

趣；二是发现我们在研究方面的

一些不足，比如与实际应用的结

合比较差。后面，我们将把编程

模型研究与实际的用户和领域紧

密结合起来，科学院是有很多研

究所可以合作的，应该更好地利

用这些科研条件。

心 得 体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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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武成岗

GRAPE芯片的研究人员做了深入

交流，同部门负责人Makoto 

Taiji教授建立了很好的联络，

讨论了下一代GRAPE芯片的设计

方案。会上美国阿贡国家实验

CGO（IEEE Symposium on 

Code Generation and Optimi-

zation）是ACM和IEEE共同主办

的编译领用的一个重要国际会

议。会议主要关注代码生成和

优化等方面的研究，代码生成

和优化是计算机体系结构和计

算机软件领域重要的支撑技

术，对于推动计算机科学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年来，随着实验室编

译组的学术水平的提高，我们

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逐步产生

了影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取得2013年的CGO的承

办权，本人作为general chair，

负责在中国举办CGO会议。此次

访问美国，目的是参加CGO指导

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

工作会议，汇报CGO2013会议的

准备情况，并参与CGO Steer-

ing Committee的重要事务的讨

论。本人在会上汇报了CGO2013

的准备情况，主要包括CG O 

2013组织委员会的人员情况、

预算、会场选择、CFP、web设

计等等。作为CGO Steering 

Committee Extension成员，

听取了CGO的发展规划，并且参

与讨论了CGO未来的发展方向、

发展模式等重要问题。另外，本

人还在2012年CGO结束前

对2013年的中国召开的CGO会议

进行了宣传。会后，许多参会

人员表示他们一定会来中国参

加下一届会议的。

本人还参加了CGO2012的学

术会议，该会议今年共录取27

篇论文，会议注册人数17 0

人。本次会议论文分编译、优

化、并行化、动态插桩和错误

检测、GPU优化、程序行为特

征、存储管理、程序分析等

Session，论文报告非常精彩。

会议结束后，我还约徐慰

中教授一同探讨了一些有意思

的topic，最后我们决定选其中

的1个，共同深入做下去。

室E级高性能计算软件设计部门

主任Pete Beckman邀请我在他

组织的E级高性能计算的work-

shop上面演讲。这次访问日本

的所有费用都由RIKEN支付，通

过此行与日本做高性能计算的

圈子有了密切接触，还是很有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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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实验室 王伟芳

　 2012年6月22至24日第七届中国

测试学术会议（CTC2012）在美丽

的杭州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计算

机学会容错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

农林大学承办，聚集了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主要交流有

关软/硬件测试理论、测试系统开

发及应用以及其他可信计算、信息

安全、嵌入式系统的相关理论与应

用成果，探讨了今后本领域所面临

的关键问题和解决途径。

　 课题组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李晓

维老师、李华伟老师、胡瑜老师、

韩银和老师以及成元庆、叶靖、黄

柯衡、方运潭、马君和我（王伟

芳）六个学生。期间我们还与实验

室毕业的几个师兄师姐们讨论了他

们现在的工作和研究方向。

我们学生一行6人坐火车于22

日上午到达杭州。23号上午9点大

会开幕式、合影，之后由IEEE 

Fellow、Mentor Graphics 公司

 

的Janusz Rajski教授、中科院软

件所张健研究员、浙江理工大学

丁佐华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做

大会报告。下午由黄宇博士、韩

银和老师等主持有关3D集成电路

设计与测试的Panel。

Janusz Rajski教授的报告

主要讨论了测试压缩、逻辑内建

自测试以及二者结合的研究现状

和挑战。在报告中，Rajski教授

列举了一些照片将生活中无处不

在的测试理论和应用讲得淋漓尽

致，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所谓书越读越薄，大抵如此吧。

张健研究员的报告主要关于软件

测试的研究现状和热点，其中列

举了他们课题组正在研究的几个

问题，其中一款软件比较有趣，

可以自动检测C代码中的死循

环，基本原理是利用自动推理与

约束求解技术解决的，希望将来

有机会可以深入学习。

24日全天是小组讨论，我们

每人都有报告。我报告的题目是

“考虑串扰的集成电路静态定时

分析方法”，报告加提问一共20

分钟。在报告过程中，我向同行

介绍了我的方法和成果，与冯建

兵老师等提问者进行了深入的意

见交流，使我对未来的努力方向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方运潭是师

兄报告了两篇，分别是综述论文

“相变存储器的可靠性设计方法”

和程云的“基于状态恢复的追踪

信号选择方法”。小组讨论是分

三个会场同时进行的，其他师兄

们的有些报告我没有参与。 

   总的来说，参加此次会议我受

益匪浅。不仅亲自参会、作报

告，而且与同行做深入交流，这

对我对未来的学习工作有很大的

帮助。最后，非常感谢实验室给

了我参加此次会议的机会。

合影 方运潭师兄在会场报告

会场合影    

心 得 体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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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

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吴承勇

体系结构与编译领域的国

际知名学者Krishna Palem教授

和Olivier Temam教授于2012年

5月2日到5月4日对计算所进行

了学术访问。 

Krishna Palem教授现任

Rice大学Kenneth and Audrey 

Kennedy冠名教授及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NTU）访问教授，

ACM、IEEE和AAAS Fellow，

2008年因在“嵌入式计算的算

法、编译、和体系结构基础方

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颁W. 

Wallace McDowell奖，该奖是

IEEE颁发的最高技术奖（在

IEEE Computer Society的地位

等同于ACM的Turing奖）。

Palem教授最近一项有很大影响

的工作是在PCMOS方面。他提

出：对于一类计算结果的“质

量”取决于人的感知的应用—

如音视频信息的处理等—可以

通过系统性地使用以一定的概

率正确工作的CMOS器件、电路

和体系结构而有效地延长摩尔

定律的寿命。Palem教授的工作

显示这类称为PCMOS的器件可以

用于构造有极高性能功耗比的

计算系统（对不同的应用，提

升达2到30倍），代价仅是在人

的感知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引入

一些错误。Palem教授在PCMOS

方面的工作曾获多项奖励，如

曾获ACM-IEEE CASES 2006最佳

论文奖；他的学生Laksh m i 

Chakrapani在此方向上的博士

论文被Sigma Xi评为2008年

优秀博士论文奖；该技术被

MIT Technology Review评价

为：“One of the 10 tech-

nologies that we think are 

most likely to change the 

way we live”；并且名列IEEE

在其成立125周年之际评出的7

项“Emerging world chang-

ing technologies”之一。

Olivier Temam教授现为

INRIA二级主任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他曾任法国国家科学

基金会（ANR）计算机体系结

构方向专委会成员、欧洲高性

能嵌入式体系结构与编译器研

究网络（HiPEAC）指导委员

会 成 员 、 以 及 包 括 I S C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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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HPCA, ASPLOS等在内

的多个顶级国际学术会议的程

序委员会委员以及ISCA 2010 

Keynote Speaker。Temam教授

是体系结构及编译领域的资深

学者，长期活跃于领域研究前

沿，眼界开阔，对于领域前沿

的动态与走向极为敏感。自

2008年起，Temam教授在“中

法合作研究计划”支持下，与

包括龙芯组、编译组、微系统

组等在内的计算所多个研究组

开展了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2010年和2011年连续得到科学

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

划”的支持，在此期间取得了

多 项 重 要 的 研 究 成 果 ， 在

PLDI, ASPLOS, HPCA等顶级国

际学术会议和ACM TACO以及

IEEE MICRO等顶级期刊上取得

了突破，帮助计算所提高了在

相关方向上的研究水平与学术

地位。

　　访问期间，Palem教授和

Tem a m教授拜会了孙凝晖所

长，向他介绍了Rice大学与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建的NTU-

Rice Institute of Sutainable 

and Applied Infodynamics (ISAID)

的情况，以及在Probabilistic CMOS

和非精确计算（Inexact Comput-

ing）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后

续研究工作的设想，并提议与

计算所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

在非精确计算的体系结构、

编程方法与编译支持等方面开

展研究。孙所长对这一设想表

示支持，并对联合实验室的研究

方向和运行模式提出了建议。

Krishna Palem教授并于5月

3日上午作了题为“What to do 

about the end of Moore's law 

(probably)?”的学术报告。 

    Palem教授和Temam教授还与

高性能计算机研究中心、微处理

器研究中心、以及计算机体系结

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筹）的多位

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

流，并与其中一些研究组达成了

合作研究的意向。Palem教授邀

请这些研究组派遣访问学者和交

流学生于2012年下半年访问南洋

理工大学，以进一步推进合作研

究工作。队长，良好的沟通交流

能力，直到周六他还在协调大家

的工作时间，希望能够满足每个

人的要求，而且周日在大会结束

后，他还在会场负责善后工作，

非常有敬业精神。质保量地完成

了各项工作。

学 术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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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魏巍

　　2012年4月19日上午10点半

计算所221会议室，NetApp公司

张望远博士为我所师生做了题

为“存储技术：现状和趋势”

（Storage Technology : Status 

and Trends）的学术报告。张立

新研究员主持了此次会议。

　　张望远博士首先介绍了

NetApp公司在存储领域的情

况。接着张博士介绍了存储领

域尤其在数据中心的存储中的

背景知识，包括存储结构从DAS

到NAS、SAN的转变，虚拟化技

术等。然后张博士结合自己公

司和EMC公司的产品详细地介绍

了传统存储技术：存储虚拟化

（Storage Virtualization）、

文件系统（File System）和存储

控制器（Storage Controllers）

在数据中心的应用。最后介绍

了存储领域最新的技术趋势，

包括对象存储（Object Stor-

age）、Flash新应用（Flash 

 at Hosts）、分布式文件系统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和存储级内存（Storage Class 

Memories）。报告后，在场师

生就存储控制器和Flash技术等

问题与张博士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

　　通过此次报告会，参会的

二十多名师生深入了解了存储

领域的基础知识、在工业界的

应用和前沿趋势，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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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王聪

　　2012年4月20日上午10点计

算所446会议室，美国微电子

公 司 （ A M D ） 服 务 器 联 盟

（Server Alliance）主任Mike 

Moore先生为我所师生做了题

为“服务器计算的未来”（The 

Futures of Server Comput-

ing）的学术报告。侯锐老师

主持了此次会议。

Mike首先回顾了服务去发

展的历史。通过回顾，Mike指

出提高能源效率（power effi-

ciency）是当今服务器发展中

追求的目标，服务器将来的可

能的三个发展趋势是大规模计

算（scale-out computing），

云计算（clouds computing）

和混合型计算（heterogeneous 

computing）。随后Mike介绍了

AMD的混合型计算方案APU。由

AMD低功耗CPU、GPU和第三方知

识产权（IP）的核心组成的APU

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对

混合系统的编程变得相对容

易。报告后，在场师生就以上

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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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李龙

　　2012年4月25日下午2点计

算所446会议室，微软亚洲研究

院的吕国晗博士为我所师生做

了题为“数据中心网络研究简

介”（Introduction of DCN 

Research）的学术报告。隋秀

峰助理研究员主持召开此次交

流报告。

　　吕国晗博士首先介绍了如

FatTree、BCube、Dcell之类的

近年提出的数据中心网络体系

结构。接着吕博士介绍了近年

来在数据中心网络方面的热点

课题，像拓扑结构、路由、负

载均衡等等。并介绍了解决上

述问题的最新方案。随后，吕

博士介绍了他在ServerSwitch

方面的具体工作。包括他们的

设计动机，需求，目标和面临

的挑战。吕博士还介绍了他们

的设计实现方案并给出了他们

在数据中心网络中对Server-

Switch的期望。最后，吕博士

讨论了未来数据中心网络中

交换机、路由器的设计发展趋

势。

　　最后，参会师生对当前数

据中心网络话题展开热烈讨

论，并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均感获益匪浅。

国 重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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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李龙

　　IBM奥斯汀研究院的John 

Carter博士5月8日来我所做题

为“Designing Energy-Efficient 

Servers and Data Centers”

的报告。该次报告在计算所4层

会议厅举行，由先进计算机系统

实验室的张立新研究员主持。

    John Carter博士介绍了IBM

奥斯汀研究院在高能效服务器

和数据中心方向的技术，包括

处理器、内存系统、存储和系

统软件、应用等。

　　首先，John Carter博士介

绍了它之前从事的相关工作和

IBM奥斯汀研究院的从事的研究

工 作 。 接 着 ， 他 介 绍 了 在

Power7系列处理器中用来降低

功耗的策略。其中主要包括3个

组成部件:处理器中关键路径监

测电路，响应时序盈余变化的

时钟频率调整部件和处理器电

压调整部件。随后，它介绍了

内存系统能耗管理方面的一些

问题和存在的机遇与挑战，同

时介绍了在高能效存储设计的

相关问题和挑战。最后，他介

绍了在节能服务器和数据中心

中的系统软件和应用的相关问

题。

　　报告之后，参会的老师和

同学就Power7中的低功耗策略

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就其他相

关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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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李龙

　　2012年5月27日，英伟达公

司的方震博士来我所做技术交

流报告。该次报告在计算所446

房间举行，由先进计算机系统

实验室的张立新研究员主持。

此次报告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做

低功耗的L1 cache设计以及如何

对语音识别(主要针对Sphinx3)

应用进行软硬件的优化。

　　方博士的报告主要包括两

个部分，首先是介绍如何设计

低功耗的L1 cache，其次是如

何对语音识别应用进行软硬件

的优化加速。

　　方博士首先介绍了传统高

性能体系结构下的L1 cahce 设

计，然后具体介绍了他在低功

耗L1 cache方向的主要工作。针

对DL1 cache，他分析了采用堆

和栈的语义来进行优化设计。

主要方案是通过增加1bit的

vtag位，来减少cache设计中所

需要比较的cache行数，从而降

低功耗。针对IL1 cache，他则分

析了采用用户空间和核心空间

语义来进行优化设计的方案。

主要思路是增加1bit的Rtag为

来区分用户空间和核心空间，

从而减少需要比较的cache行

数，从而达到降低功耗的效果。

　　接着，方博士介绍了他在

语音识别应用优化方面所做的

工作。他首先介绍了在语音识

别应用(Sphinx3)优化方面所采

取的主要方案。最后给出了在

SoC应用优化采取的原则的相关

建议。

　　报告之后，参与的学生和

员工就低功耗设计相关的问题

同方博士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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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远翔

　　Robby Findler是美国西北

大学的副教授，他在2002年在

Rice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

的研究领域是编程语言，主要

关注与编程环境，软件合同以

及操作语义建模工具。他负责

维护D r R a c k e t，编程语言

Racket的开发环境。同时也是

“How to Design Programs”

一书的作者之一。

　　受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

验室（筹）的武成岗副研究员

的邀请，Robby Findler教授于

2012年6月15日来计算所交流并

做了题为“Macros matter: 

effectively building lots of 

programming languages”的学

术报告。该报告于上午10点30

分在计算所446会议室举行。

　　在本次报告中，Rob b y 

Findler教授概括介绍了Racket

支持的大量的编程语言以及在

关于宏的研究领域中取得的进

展以及相关的技术挑战和解决

方案。在报告过程中，Kindler

教授通过现场编程演示的方

法，清晰明了的介绍了相关的

工作。使得参加报告的老师和

同学能有更深刻的认识。Kindler

教授介绍了新的通过宏系统的

构建编程语言的方法。这种方

法从已有的程序语言开始，既

避免了从头构建整个编程语言

的复杂性，同时还能够保留改

变原有语法和语义的灵活性。

　　在整个报告的过程中，

Kindler教授和参会的老师同学

之间在进行不断的交流。通过

问答的形式，使得现场的气氛

始终很活跃。一个多小时的时

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大家的掌

声中，Robby Findler教授结束

了本次学术报告。

　　报告之后，参会的老师和

同学就报告中的相关问题进行

了热烈讨论。感谢Robby Find-

ler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次精彩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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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姜继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

versity的Ma Xiaosong博士6月

5日来我所做题为“NVMalloc: 

Exposing an Aggregate SSD 

Store as a Memory Partition 

in Extreme-Scale Machines”

的报告。该次报告在计算所4层

会议室446举行，由先进计算机

系统实验室的熊劲副研究员主

持。

　　马晓松博士介绍了NVRAM在

高能效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方向

的应用技术，主要是将NVM作为

DRAM缓存的扩展的技术。

    首先，马晓松博士介绍了目

前存储层次遇到的问题，就是

DRAM hungry的现象，接着，她

介绍了在存储架构中引入SSD作

为DRAM的扩展。其中主要的思

想是让程序员根据变量的访问

特性来决定变量存储的位置，

即到底是在DRAM还是在SSD上，

为此实现了一个SSD上分配空间

的库。最后，她介绍了目前她

们研究小组的一些研究方向，

主要为云存储的相关技术。

　　报告之后，参会的老师和

同学就NVMalloc进行了热烈讨

论，并就其他相关问题展开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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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计算机研究中心  张秀霞

方案。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工

作：HierKNEM Collective:在

分布式多核集群上的基于内核

和拓扑感知到集合通信。最后

他展示了他的工作于相关工作

的性能对比，结果表明，他的

方案在科学应用中体现出明显

的性能提升。

　　报告之后，参会的老师和同

学就减少MPI集合通信开销的策

略和优化方法进行热烈讨论，

并就其他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马腾博士是来自田纳西州

诺克斯维尔市的田纳西大学电

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他在6月5

号1048会议室做了关于“多核

和众核上，内核协助和感知拓

扑的MPI集合通信的自适应框

架”。这次报告是智能信息处

理重点实验室的副研究员谭光

明邀请的。

　　马腾博士介绍了内核协助

和拓扑感知的集合通信的自适

应框架，展示了这个框架如何

编排多层的集合操作算法，和

如何完美地重叠节点内和节点

间的通信。

　　首先，马腾博士介绍了他

们创新计算实验室(ICL)的项目

和研究工作。然后他讲了当今

MPI实现中存在的问题：静态集

合拓扑和硬件拓扑之间的不匹

配，缺乏有效的节点内信息传

递方法和扩展性问题。然后他

介绍了关于优化集合操作的当

今存在的解决方法和他的解决

学 术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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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远翔

　　Kathryn McKinley是微软

的首席研究员以及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科学

系的特聘教授。她从莱斯大学

获得了博士学位。体系结构，

编译器，内存管理，运行时系

统，可靠性，安全以及软件工

程等方向都是她的研究兴趣所

在。她和她的同事开发了若干

广泛使用的工具：Java的基准测

试程序DaCapo，编译器TRIPS，

内存管理器Hoard，垃圾收集工

具包MMTk以及垃圾收集器Immix。

同时，她还作为大会程序主席参

加了多个知名会议：ASPLOS’04，

P A C T ’ 0 5 ， P L D I ’ 0 7 ，

I S M M ’ 1 2 和

C G O’ 1 3，在

2007-2010年间

担任ACM TOPLOS

的 主 编 ， 从

2012年至今担

任CRA董事会成

员。

　　受中科院

计算技术研究

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

实验室（筹）的武成岗副研究

员的邀请，Kathryn McKinley

博士于2012年6月18日来计算所

交流并做了题为“Gett i n g 

Software into the Energy 

Efficiency Game”的学术报告

。该报告于上午10点整在计算

所446会议室举行。

　　在本次报告中，Kathryn 

McKinley博士给出了从服务器

到移动设备等一系列的设备上

各种工作负载情况下对于功率，

性能以及能量的定量分析。展

示了如何利用运行时系统针对

不同工作负载的特性显著提高

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实验结

果指出在将来的系统中，为了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软件应该

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报告的过

程中，Kathryn McKinley博士

使用大量的数据翔实的说明了

在多核环境下如何利用运行时

系统和辅助核提高能源的利用

率，使得参会的老师和同学产

生了明确的认识。通过参加本

次报告，无论是否从事相关工

作，所有人都获益良多。

　　本次报告持续了近两个小

时，对于Kathryn McKinley博

士的生动的报告，参与者给予

了热烈的掌声。

　　下午，在1201会议室，

Kathryn McKinley博士继续和

实验室的若干老师进行更加深

入的交流和讨论。直到5点多，

McKinley博士才结束了本次ICT

之旅。感谢Kathryn McKinley博

士本次来我所的报告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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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计算所足球赛、羽毛球赛、篮球赛纪实

　　计算所首届“卓越杯”五

人制足球赛、计算所“卓越杯”

第六届羽毛球赛、第九届计算

所“青春杯”篮球赛三项比赛

日前已落下帷幕，计算机体系

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简称

“国重”）积极响应，派出体

育精英参与各项赛事，并为大

家奉献出一场场扣人心弦，精

彩纷呈的比赛。

　　国重足球队从激烈角逐中，

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荣获计算所首届“卓越杯”五

人制足球联赛冠军。第一场小

组赛我们以4:0大比分战胜高性

能集成应用联队取得开门红；

紧接着，我们迎来了A组实力最

强劲对手前瞻普适联队，第一

轮过后占据小组首位，国重队

则位居次席；这场德比之战最

终以0:0平局收场；第三场以

4:3击败天玑队，小组第一身份

出线；在半

决 赛 中 以

2:1微小优

势战胜网络

无线队，获

得决赛入场

券；最终，

在激烈的决

赛中，通过

扣人心弦的

点球大战以

2:1战胜研究生队，收获冠军。

　　国重羽毛球队历经绝地反

击，珠联璧合的搭档，获得计

算所“卓越杯”第六届羽毛球

团体比赛的亚军。首战，我们

以3:2险胜网络数据队；之后以

5:0完胜数据存储队小组出线；

又以3:0战胜无线通信队一路胜

利挺进半决赛；而后与前瞻队

的德比之战，国重队员为大家

上演了精彩绝伦的比赛，以3:2

艰难战胜杀进决赛；最终，在

决赛以2:3惜败网络技术队，收

获亚军。

　　国重集成篮球队通过队员

们的不懈拼搏努力，获得了第

九届计算所“青春杯”篮球赛

季军。第一场小组赛以50:20击

败无线网络联队，取得开门红；

第二场小组赛以42:29战胜智能

信息中心篮球队，取得大比分

两连胜；第三场小组赛以49:51

两分之差惜败网络技术篮球队，

小组第二出线；半决赛中以

17:26负于前瞻篮球队，止步半

决赛；三四名比赛中，我们以

67:36战胜普适高性能联队，收

获季军。

　　至此，国重在三项赛事上

均收获成绩，满载而归。

国重羽毛球队获得计算所
“卓越杯”羽毛球团体比赛亚军

国重集成篮球队获得计算所
“青春杯”篮球赛季军

风 采 展 示

国重足球队获得计算所“卓越杯”足球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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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1日中午，紧张激烈的

计算所首届五人制“卓越杯”

足球赛落下帷幕，国重足球队

从全所八支参赛队中脱颖而出，

勇夺冠军！当球队队长霍玮从

足协会长冯晓兵手中接过金灿

灿的奖杯，全体队员以及到场

的球迷无不欢呼雀跃，庆祝这

一来之不易的胜利。

　　来自集成电路、编译、先

进计算机系统、微体系结构实

验室的12名员工及研究生组成

了国重足球代表队。小组赛中，

国重队与天玑队、高性能集成

联队、前瞻普适联队分在同一

小组。我们一直采取低调的战

术打法，稳固防守，伺机反击，

放松心态，以学习为目的，把

争取锦标放在次要位置。良好

的心态和合理的战术让我们一

路过关斩将，4:0胜高性能集成

联队，取得开门红，0:0逼平小

组最强对手前瞻普适联队，4:3

艰难战胜天玑队，以两胜一平

的战绩，小组第一晋级。

　　半决赛的对手是网络和无

线中心联队，对手脚下技术出

众，其“小快灵”的打法给我

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再加上

炎热的天气，连续多场恶战，

队员们体力有些不支。依靠合

理的技战术，稳扎稳打，在比

赛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把握

住了唯一一次机会，将比分改

写为2:1并保持到终场。这是我

们最艰苦的一场比赛。

　　决赛的对手是研究生队，

全部由研一的学生组成，平均

年龄22岁。而国重队球员基本

都在28-32岁之间，年龄劣势不

言而喻。比赛也像我们预期的

一样艰苦，开场不久我们便被

攻入两球，大家的心态受到了

影响。这时候，我们最可爱的

球迷发挥了作用，实验室领导

冯晓兵老师，秘书张榕老师，

董慧老师，金琳老师，还有众

多到场的球迷不断的为我们呐

喊，为我们加油。奇迹果然出

现了：我们连进两球，将比分

扳平，最后时刻研究生队又进

一球，而我们又很快将比分扳

平。研究生队彻底没了脾气。

我们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决赛最后被拖到残酷的点球大

战，凭借良好的心理素质，国

重队以2:1拿下点球大战，捧起

了冠军奖杯。

　　足球的精彩和魅力就在于

其过程的不确定性。冠军奖杯

固然让人欢欣鼓舞，但更值得

回味的还是5场比赛的过程，和

那种不言放弃，为了奖杯而不

懈追求的精气神！

激烈的决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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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里每年一次的羽毛球赛，

是一场体育的盛宴。球赛的两

周时间里，队员们和观众们每

次都准时来到一层大厅，尽情

享受着羽毛球带来的快乐，不

忍错过每一个球的精彩。

　　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1年正式挂牌成立，今年的

羽毛球赛是国重第一次亮相羽

坛。实验室的领导和老师们对

初次亮相的赛事非常关注和支

持，给队员们统一购买了比赛

服装。大红色的上衣，代表着

热血，代表着激情。胡瑜老师

有云：战袍加身，斗志昂扬！

我们将团结奋战！

　　第一场比赛，对手是实力

强劲的网络数据队。因为对手

的男单和女单都实力雄厚，给我

们的排兵布阵带来了很大的挑

战。最终我们决定放弃男单，

争取在双打中多拿分。对手实

力雄厚，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

的艰难，我们一上来就遇到了

巨大的挑战。不过我国重在大

比分1:2的劣势下，扛住了压

力，在由唐生林/王天成、胡

瑜/李扬组成的男双和混双中取

得翻盘。第一场的胜利，让我

们沸腾了，大家相拥欢呼！同

时感受到比赛的不易，后续的

比赛，遇到的挑战将更大。我

们仍需努力！

　　小组赛第二场，因为排兵

布阵上的优势，我们以5:0的大

比分取得了胜利，顺利出线。8

进4的比赛，因为在出场顺序排

得比较好，最后以 3:0轻松取

得胜利，成功挺进4强。

半决赛对阵的队伍是所里

传统强队前瞻队。对手实力非

常强劲，男单女单很强，并且

混双的技战术很厉害。而我们

的特点是整体实力比较均衡，

每一场都有取胜的可能性。双

方的排兵布阵成了比赛胜负最

为关键的环节。比赛那天的早

上，胡瑜老师找我商量上场顺

序，跟我说昨天晚上想了好久，

终于想明白了；唐生林也说经

过很长时间的琢磨，有了想

法。最后发现，大家的想法不

谋而合！真是巧也。我们决定

放弃男单和女单，争取更有把

握的第一混双，再争取拿下男

双，而后争取最后一场混双。

　　比赛于下午5点准时开打。

前面两场，卢兴敬和王蕾，打

得非常的聪明，拉吊结合，打

出了很多漂亮的球。虽然输掉

风 采 展 示

4 9  |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了，但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和

特长。第三场是混双，对手的

特点是男强女弱，而我们的崔

慧敏/王天成组合的特点是较为

平均，所以我们必须针对对方

的弱点进行进攻，才有取胜的

希望。比赛非常艰辛，每个球

都打了多个回合，都需要满场

来回跑着才能把球回过去。虽

然双方体力都到了极限，但是

对每一个球的处理，我们仍然

很认真和投入。最终，我们还

是抓住了对方女选手的弱点，

取得了胜利，比分改写成1:2。

之后唐生林/刘雷的男双组合发

挥神勇，轻取男双，大比分刷

新为2:2。最为关键的决胜局，

我们派出的是胡瑜/李扬组合，

两人已前场封杀后场斜线吊球

作为著称。这局比赛打得也是

扣人心弦，比分交替上升，拉

拉队也是喊声震天！随着李扬

的大角度吊球和胡瑜老师的网

前封杀，我们最终取得了胜利，

以3:2大翻盘！大家压抑不住内

心的兴奋，跳跃着、欢呼着、

拥抱着，为了第一次出战即进

入决赛而自豪！

　　最后的决赛对阵网络技术

队，对手是多年的冠军，实力

可谓不可撼动。我们也是初生

牛犊不怕虎，已经进入决赛了，

输得起。男单王天成在苦战三

局后，取得了开门红；女单的

对手太强大，但王蕾的轻吊战

术非常精准，赢得观众不少掌

声；第三局胡瑜/李扬的混双最

为激烈精彩，双方比分咬得很

紧，李扬状态神勇，很多不可思

议的救球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我们最后取得了这一场的胜利；

男双刘雷/卢兴敬的组合敢打敢

拼，比分打到了20平，虽然最

后惜败，但仍然赢得了观众们

赞许的目光；最后出场的混双崔

慧敏/唐生林打得也非常精彩，

拉吊结合，有张有弛，最后虽

然输掉了，但仍给大家献上了

一场精彩的赛事。

　　代表国重第一次亮相，即

进入了决赛，我们非常的骄傲！

这次比赛，发挥出了我们最好

的水平，大家团结一致，打好

每一场比赛，献上了一场场漂

亮的比赛！为我们自己而自豪，

为国重这个集体而自豪！

　　一次活动过来，感觉到了

实验室的团结，感受到了集体

的力量。也有很多需要感谢和

感激的人。感谢实验室的领导，

大力支持此次活动，正如赛后

的聚会上李晓维老师所说：只

要大家有需求，我们实验室都

会尽可能得支持！感谢张榕、

董慧、金琳等老师的后勤保障，

光饮料就有四种选择哦，哈哈！

感谢我们忠实的啦啦队员们尽

情的呐喊和助威，你们是我们

队员们在场上奋斗最大的动力！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们队员自

己，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我们一起挥洒汗水的时光，是

如此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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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赵家程

　　一年一度的计算所“青春

杯”篮球赛如期举行，国重和集

成篮球联队也开始自己的新的征

程。作为秋季才能入学的新生，

我只能算是“半个”队员在训练

场和场边帮助球队，但是在这个

过程中，我见证了球队一起努力

为冠军拼搏的过程，见证了球队

慢慢走向成熟的过程。最后，我

们取得了季军的成绩，虽说这个

成绩并不耀眼，但在这背后隐藏

的球队蜕变的过程，才是最珍贵

的财富。

　　今年的队伍相比去年的队伍

变化很大，队员之间相互不熟悉，

但是每个队员的个人能力都很不

错，在经历过简单磨合之后，比

赛日程已经临近。小组赛的前两

个对手分别是上届的冠军无线网

络联队和智能信息队，面对这两

个对手，队员们打得非常积极主

动，敢打敢投，打出了自己的风

格，最终都以大比分取得了胜

利。但是，在连续两场胜利的背

后，隐藏着一些问题，一方面，球

队队员之间的配合还不是太熟

悉，进攻的时候太过依赖外线球

员的手感；另一方面，球队的前两

场比赛都太过顺利，没有打过逆风

局的经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最

终在对网络重点实验室（下简称“

网重”）的时候出现了。

网重是一只组织纪律性很

强的球队，在比赛当中崇尚对

外线球员的压迫性防守，而且，

网重是非常顽强的球队，从不轻

易放弃比赛，他们小组赛就有全

场比分落后最终翻盘的经历。比

赛伊始，球队开局顺利，数次快攻

得分，取得了小幅度的领先。但是，

随着比赛的推进，他们对外线球员

的压迫性防守逐渐取得效果，外线

球员的手感逐渐变凉，他们逐渐将

分差缩小并实现了反超，比赛进入

胶着的局面。在比赛的最后，裁判

的一次关键性的判罚导致了我们主

力中锋的离场，最终，我们以微弱

的分差输掉了这场比赛。比赛已

经输了，结果我们不能改变，但

是，我们却可以从失败中吸取经验

来成长。在赛后的讨论当中，队员

们并没有去抱怨更多的客观因

素，而是积极的从球队自身找原

因，今后好弥补球队暴露出来的缺

陷，同时，在精神层面，失败并没

有让大家气馁，而是激发了大家对

胜利的更大热情。在第二天的训

练当中，队员们表现出来的拼劲让

我记忆犹新。经历了这次的失利，

球队开始慢慢变得成熟。

由于个人的原因，我并没能

在关键的半决赛中在场边给球队

加油。球队最终在半决赛中输给了

前瞻，只能参加三、四名的比赛。

在三、四名的比赛中，已经没有包

袱的队员们再次有出色发挥，打出

了少见的高比分，给这次的“青

春杯”的比赛历程画上圆满句号。

　　最初，整个球队很难算得上是

一个真正的球队，可是，经过数场

比赛的洗礼，尤其是两场失败的教

训，让球队慢慢走向成熟，变成了

一支齐心协力的团队，而我，也更

期待融入整个团队，一起为了荣誉

而拼搏。虽然，我们的成绩并不算

出色，但我们的球队一直在拼搏和

进步，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将来取得

更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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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实验室  李冰

　　“国重，加油！”“加油

啊！”“注意防守！”“三分

球——进啦！”加油声此起彼

伏。一年一度的青春杯篮球赛

在中关村文体中心篮球场上的

如火如荼进行。

　　国家重点实验室今年招贤

纳士，与集成应用中心组成了

联队。这支队伍中既有如队长

等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又有体力

充沛的新鲜血液，女生队伍里

也有蛰伏两年未出手的高手加

入，新组建的国重集成篮球队

实力强劲，不容小觑！从第一

场比赛开始，我们国重集成联

合队就展现出不凡的实力。

　　第一场的对手是上届冠军，

网络无线队。今年的网络无线

队由于往年实力强劲的队员很

多都已经毕业，这届也缺少新

队员的加入，实力远不如往年。

我们内外线多点开花，频频在

三分线得分，最后以50比30大

比分获胜。接下来的一场比赛，

国重集成联合队继续第一场神

勇的表现，最后以大比分获胜。

小组赛最后一场我们对抗网络

重点实验室，前两场高强度的

对抗，让很多主力队员体力耗

损严重，为了保存实力面对更

富挑战的半决赛，这一场比赛

从战术上选择了保存实力。面

对实力不弱的网络重点队，我

们以两分之差惜败，以小组第

二的成绩出线，半决赛中面临

的对手是前瞻实验室。

　　半决赛打响了，大家都明

白这是一场攻坚战，双方拼抢

都很激励，防守严密。第一局

结束，双方得分都仅为个位数。

连续几天的比赛让队员们都很

疲倦，尤其是队长，面对身体

素质更加强壮的前瞻，我们的

防守不占优势，内线又被他们

多次封盖，篮板的机会也都寥

寥，前瞻频频得分，比赛进行

到第三局，我们与前瞻的差距

被拉大，队员们的情绪开始有

些急躁。前瞻队员都非常有经

验，第四局开始和我们打心理

战，多次制造我方犯规，使得

组织好的进攻被打断。尤其是

在一次我们成功防守之后，对

方一名队员倒地，作痛苦状，我

们的一名队员又被判罚一次犯

规，在这样的不利形势下，队

长不得不请求暂停，希望队员

急躁的情绪得以平静，然而关

键时刻的暂停显得那么短暂。在

高强度的拼抢下，队员体力消

耗很大。到第四局，在落后情

况下，队员们在奋力追赶，啦

啦队的加油声也仍然响彻赛

场，由于体力下降，我们队员

的投篮命中率也开始下降。最

后我们没能取得这场半决赛的

胜利，失去了这次争夺冠军的

机会。

　　我们这次离冠军曾经那么

近，结果却有些遗憾。但在我

的心中，今年国重联合队完全

是有能力向总冠军冲击的，只

是缺少了一些运气。这次半决

赛的激烈和精彩程度完全可以

与总决赛媲美。在所有比赛中，

球场上大家的团结一心，球场

外大家的磨合训练，比赛时啦

啦队全力的呐喊助威，失利后

新老队员互相的安慰。这一切

足以让每一个参与其中人心潮

澎湃，也成为大家脑海中难以

磨灭的印记。这大概就是体育

运动的精髓和魅力所在。

　　我们期待明年，国重队给

我们每个人带了更多的惊喜和

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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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集成电路实验室迎

来了2012年的春游活动。同学们

都很准时的到达集合地点，按照

预计的时间，我们9点出发了。

  虽然是周末，路况却很好，没

有明显堵车的路段。值得庆幸的

是，直到头一晚还下雨的天，竟

然停住了，虽然还是阴着，空气

格外清新，同学们的心情也十分

高涨。在大家的提议下，即将入

学的每位学生作自我介绍，还要

表演节目，借此机会让彼此更加

熟悉。一路上我们看着车外的风

景，谈论着，说笑着。原本就不

远的目的地，一转眼就到了。

  上庄稻香烧烤园位于海淀区上

庄镇西马坊京西水稻西侧，整个

北京只有上庄镇留下1600余亩水

稻田，这是北京最后的一片水稻

田，也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号。“好多老北京人对京西稻曾

经的十万亩稻田记忆犹新。

这里的环境大家都很喜

欢，一座简单的农舍坐落在一

片小树林里，除了桌椅，树林中

还有几张吊床和运动设施，大片

的稻田就在农家院的身后，往远

看去，一片黄澄澄的，还有一个

大大的风车矗立其中。同学们欢

呼雀跃的下了车，感受着周围的

一切，不多久，太阳公公也出来

跟我们打招呼，天晴了。

中午12点，我们的自助烧

烤正式开始了。四个烤炉刚摆

上，我们便将每个炉子围的水

泄不通。瞬时间烤炉已被手快

的同学摆满了各种烤串，还没

来得及下手的同学又是着急，

又是无奈，逗的我们开心不

已。每个小组的同学配合的十

分默契，有的负责烤，有的负

责刷油，有的负责刷酱，放调

料，有的负责试吃，大家忙的

不亦乐乎。围观的同学有的一

边等着吃一边躺在吊床上晒太

阳，调皮的男生在吊床的一侧用

力摇晃，吓得躺在吊床上的

女生又惊又怕，不停的求饶；

有的同学趁着烤串还没烤熟的时

间去玩附近的运动设施；有的同

学眼巴巴的看着还没烤好的烤

串，饿的坐在旁边吃香蕉，吃玉

米。三个小时的烧烤时间很充

足，绝对让大家彻底的尽兴。

晚上的生日Party也是令大

家期待的环节，每个过生日的同

学都有神秘礼物，最重要的是我

们的各位老师也在百忙之中抽出

了宝贵的时间同我们欢聚一堂，

大家吃的格外香。热心的海底捞

工作人员集体给我们唱生日歌，

还表演了甩面舞，看着长长的一

根面条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大

家欣喜不已。

快乐的时光稍纵即逝，夜色

已深，离开时尽管有些依依不

舍，大家的脸上依旧洋溢着开心

的笑脸。 

2012年5月12日，令人难忘

的一天。

风 采 展 示

5 3  |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历史给了我们强烈的挑

战。我记得前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曾经说过这样

一句话“我并非生来就是第一夫人”，是的，没

有人生来就是成功者，只要你拥有雄心和梦想，

只要你付出持之不懈的努力，人生将因此而精彩。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大家好，我叫曹知己（这名字不错吧~）。来

到编译组，结识了多才多艺博闻强识的各位师兄

师姐，心中诚惶诚恐之余还多了对各位同仁的敬

仰，希望各位以后能多多关照，小弟在此有礼了。

来所时间：2012年4月9日

目前工作：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喜欢这开放的研究氛围与环境，喜欢这严谨

认真的同事，喜欢这踏实勤奋的学……很高兴也

很幸运在这工作， enjoy everyday!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与志同

道合者共勉！

喜欢简单执着的追求人生,

喜欢纯纯粹粹的品味生活,

喜欢灵感刹那迸发的喜悦,

喜欢技术给人们带来幸福,

喜欢这里充满希望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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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喜欢看些乱七八糟的书，现在不怎

么看了；以前喜欢打打篮球运动运动，现在

不怎么打了；以前幻想周游世界，现在不怎

么想了。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

喜欢文字，那种古典的美，向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热爱阳光，那种透彻的亮，凸显出天空的澄澈空灵。

文静的时候，读书习字画画站桩；

欢动的时候，篮球台球蹦蹦跳跳。

爱笑，爱哭，追求本真、活泼和优雅！

来所时间：2012.6.25

目前工作：服务器组员工

自我介绍：

　　　85后　　爱宅　　爱笑　　爱玩

　　　爱体育　　爱科研　　爱音乐

　　　爱计算所　　爱谢耳朵

　　　爱驴肉火烧　　21世纪靠谱小青年

　　大家好，我是新入所的员工左啸冰，我为自己是一

个中国的科研人员而自豪。我的最大爱好是收藏图书，

搜集科研大师的专著和采访他们，把他们介绍给大众。

姓名：岳银亮

来所时间：2012年7月6日所在团队：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身份：助理研究员

自我介绍：30年，我从许昌出发，

转战南北，最终落脚北京；

30年，梦想从科学出发，

冥冥天意，情定中科院；

30年，党、国之外，更需感谢父母亲朋、老师同学；

前生回眸,今生擦肩；同处计算所，更需百年缘；

计算技术，目标责任；

你我同心，忧国福民；

我是银亮，希望计算所全体师生金子般闪闪发亮。

来所时间：2012.7.23　　工作兴趣：硬件设计

　　1984年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岁第一次离开

黑龙江，去西安上大学。

　　2007年来到北京，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2012年7月，带着美好的憧憬和使命感来到计算所，

努力工作，并渴望在工作中得到收获，包括快乐、喜悦，

还有机遇和挑战...

新 人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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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CH标识由图形部分和文字标识组成。

在默认情况下，首选使用红色CARCH字样的标

识，在不便于使用默认红色字样的情况下，可

以使用单色标识。

　　CARCH图形和文字标识是一个完整的组

合，作为标识使用时应尽力使用下列的排布和

比例，任何情况下不应倾斜、加粗或更换字体。

这样做是为了保证CARCH标识的一致性，便于

人们认知、识别。在印制于实物之上，受限于

物体的体积或材质等因素无法完整使用时，可

单独使用CARCH的图形部分。

　　除上述列出的主设计之外，为了适应不同

的空间，可选用以下两种备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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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彩色印刷于白色背景 全彩色印刷于浅色简单背景

黑色印刷于白色背景 单色印刷于简单背景

白色印刷于黑色背景 单色印刷于复杂背景

创 新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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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图标色彩

改变图标色彩

彩色印刷于复杂背景

改变文字字体

　　标识的主色为强调中国元素的珍珠红和朱

红，而文字标识为了平衡视觉效果使用了稳重

的深灰色。

  色彩定义如下：

　　当需要使用单色反色印刷时，应使用

“C”字红作为背景色：

12 92 92 16

186 51 40

#ba3328

16 95 88 48

125 22 22

#7d1616

20 8 0 78

717991

#474f5b

CMYK

RGB

HEX(网络)

“C”字红　　　 “ARCH”字红　　　　　名称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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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无形中流转，似

水光阴，在倒影迷离中，找不

到时间雕刻的痕迹；人生，似

那睡莲，在水中轻轻呼吸、渐

渐绽放，一瓣一瓣，心香时隐

时现……

或许，生命之所以伟大，

就在于那一滴星光散去后的那

一个天明是未知的吧。正因为

未知，于是在大多数时间里庸

庸碌碌的我们，也能够在不经

意间绽放光芒，绚如夏花；或

者从一棵小草成长为一棵参天

大树。

有时候我在想，这世上有

三种人。第一种人承受生活，

甘于平庸，他们觉得一切都是

命中注定，便一步一步随波逐

流地活到老；第二种人迎接生

活，拼命追求成功，他们觉得

生活就像手中的一副牌，虽然

牌面是注定的，但出法是由自

己决定；第三种人则是梦想创

造生活，把握成功，认为生活

如同一块洁白的画布，美好的

前景全由自己去勾画。

是的，人生在世，不过寥

寥数年，谁不希望“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谁不期待“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谁不向往“一飞冲

天，一鸣惊人”？可是，成功

之道又安能轻易得到。

在我看来，这世上的成功

亦有三种。其一是事成人不

成，这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表

象，如昙花一现而已；其二是

人成事不成，只关注个人修行

而终无大志向；其三则是人事皆

成，既注重个人涵养的修炼，又

取得了人生事业上的成功。

正如《三度修炼》中说：

人生如莲，成功是浅浅地浮在

水面上的那朵看得见的花，这

朵花能否开得美丽灿烂，取决

于水面下看不见的那些根系和

养分。如果太在乎成功，全部

心思都专注于水面上看得见的

花朵，却疏于关心决定这个花

朵盛开还是枯萎的水面下那些

看不见的根和本，就算取得一

时的成功，也如同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支撑不了多久。想想

《士兵突击》中的成才，他有

目标，并且知道如何达到目

标，他略显世故和钻营，又极

具欲望和渴望成功，在某一阶

段，成才和他想要的成功只有

一步之遥， 但最后当他说出“

我要回去，找我的枝枝蔓蔓了

的时候，新的参天大树才在

开始长成。

然而，成人和成事，贵

能齐头并进和融通合一。有

人说，《士兵突击》中的许

三多是个道德品质上完美无

缺的好人，当其被分派到红

三 连 的 一 个 “ 问 题 班 ” 中

时，他处处以军人准则要求

自己，坚持着“好好活就是

做 有 意 义 的 事 ” 。 可 我 觉

得，在最初的日子里，许三

多几乎只是生活在自己认定

的世界里，缺乏对自身事业

的规划和目标和现实世界深

刻的认识。当然，这种单纯

的美好在如今这个浮躁的年

代值得提倡，但试想，如果

后来没有班长的帮助，帮助

其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并不断

战胜自己的懦弱，纵使他个

人的道德品质完美无缺，抑

或终究是个农村上军营里平

平 庸 庸 甘 于 被 欺 的 善 良 之

辈，而且还能是一个颜回式

的许三多，“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而

孔子《大学篇》却也讲“物

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任睿

生 活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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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

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简

而 概 之 ，即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如是，我将其理

解为 “人成事也成”！       

但也请记住，修炼是点滴

的工夫，如果缺少自身的努

力，任何人都无法使你满腔热

情；如果没有自身的努力，任

何人都无法使你渴望去达到目

标。但在竭力培养习惯和修炼

的过程中，却又不可连续不断

进行，而应当稍有间歇；倘若

停一下，再开始时就会更起

劲，倘若一直练习，就可能连

谬误一并练习。无论如何，既

然来了，就要用心经营好人生

这份事业，不抛弃，不放弃，

用责任、坚持、勇气和爱，去

诠释人生的意义，去创造生活

把握成功。即使成功的几率只

有些微，但只要存在着可能，

就要勇敢地接受挑战，勇敢地

亮出宝剑。也只有勇于亮剑、

敢于亮剑、善于亮剑，才会存

在成功的可能性。

所以说，成功之道，一方

面要像茶叶一样懂得慢慢沉下

杯底，才能芳香四溢；一方面

要向树一样把信念扎入地下，

把理想升向蓝天。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  6 0



卖力地
奔跑

积极地
拼抢

奇特的
罚球

　　计算所首届“卓越杯”五人制足球赛、计算所“卓越杯”第六届羽毛球赛、第九届计算所“

青春杯”篮球赛三项比赛日前已落下帷幕，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响应，派出体育

精英参与各项赛事，并为大家奉献出一场场扣人心弦，精彩纷呈的比赛。

    国重足球队从激烈角逐中，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荣获计算所首届“卓越杯”五人    国重足球队从激烈角逐中，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荣获计算所首届“卓越杯”五人

制足球联赛冠军。国重羽毛球队历经绝地反击，珠联璧合的搭档，获得计算所“卓越杯”第六

届羽毛球团体比赛的亚军。国重集成篮球队通过队员们的不懈拼搏努力，获得了第九届计算所

“青春杯”篮球赛季军。至此，国重在三项赛事上均收获成绩，满载而归。我们期待明年，国重

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更大的突破！

国重初成露锋芒，
        三线作战齐放光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6号

电  话：010-62600740,62600600
网  址：http://carch.ict.ac.cn
联系人：李晓维，董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