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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项目“高通量计算系统的构建原理、支
撑技术及云服务应用”召开中期总结会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现场考核计算所
创新研究群体
3.2012 年“计算未来”全国大学生计算技术
暑期研修班开班
4. 中科院 2012 年全国大学生信息学科夏令营
5.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实验
室人员进行财务制度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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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武，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总工程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核高基”科技重

大专项总体组专家和实施专家。主要研究方向：

计算机体系结构及集成电路设计。发表论文80

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9项。曾获科院科技进

步二等奖（1995年）、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

（1999年）、中科院杰出成就奖（2003年）、第

五届光华工程青年科技奖（2004年）、中国计算

机学会“王选”奖一等奖（2006年）、第十届中

国青年科技奖（2007年）、中科院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2009）。

主要成果

作为龙芯系列高性能通用处理器的总设计师，

先后研制成功龙芯1号、龙芯2B、龙芯2C、龙芯

2E/2F/2G、龙芯3A、龙芯3B芯片。其中，龙芯

1号是我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通用

CPU芯片，它的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计算机“无

芯”的历史。龙芯1号、龙芯2号的问世分别被两

院院士评为2002年、2005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龙芯2E主频达到1GHz，具有低功耗、高安

全特点，其后续产品芯片龙芯2F已经销售二十万

片。2009年10月研制成功的四核龙芯3A是我国首

款多核高性能通用处理器。八核龙芯3B的峰值性

能达到每秒128GFLops，功耗小于40瓦，达到世界

先进设计水平。

带头人介绍

主要论著

1.Weiwu Hu, Ru Wang, Yunji Chen, Baoxia Fan, 

Shiqiang Zhong, Xiang Gao, Zichu Qi, and Xu Yang. 

Godson-3B: A 1GHz 40W 8-Core 128GFlops Processor 

in 65nm CMOS. to appear in Proc. of IEEE Internation-

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ISSCC), Feb. 2011.

2.Yunji Chen, Weiwu Hu, Tianshi Chen, and 

Ruiyang Wu. LReplay: A Pending Period Based De-

terministic Replay Scheme. In Proc. of ACM/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ISCA), June 2010, pp. 187-197.

3.Dan Tang, Yungang Bao, Weiwu Hu, Mingyu 

Chen. DMA Cache: Using On-Chip Storage to Ar-

chitecturally Separate I/O Data from CPU Data for 

Improving I/O Performance. In Proc. of IEEE Inter-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Performance Computer 

Architecture (HPCA), Jan. 2010, pp. 1-12.

4.Yunji Chen, Yi Lv, Weiwu Hu, Tianshi Chen, 

Haihua Shen, Pengyu Wang, Hong Pan. Fast Complete 

Memory Consistency Verification. In Proc. of Inter-

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Performance Computer 

Architecture (HPCA), Feb. 2009, pp. 381-392

5.Weiwu Hu, Jian Wang, Xiang Gao, Yunji Chen, 

and Guojie Li. Godson-3: A Scalable  Multicore RISC 

Processor with X86 Emulation. IEEE Micro, 2009, 

29(2):17-29.

　胡伟武，研究员                                     

·1968年11月生，浙江永康人

·1991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

·1996年中科院计算所工学博士学位

刘志勇，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5年至2006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

学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主任研究员。曾于1988年至1992年及1995年至1996

年作为博士后和访问科学家在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美国）、University of Alberta （加拿

大）及 MIT（美国）工作。参加及主持过计算机控

制系统、计算机算法、体系结构、并行处理等领域

的多项研究工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主要成果

已在国内外杂志（J. ACM、IEEE Trans. SMC-

A 、JPDC、PC、IPL 等）、会议（ACM ICS、

IEEE FOCS、SPDP、IPPS、ICPP、HIPC等）上发

表学术性论文90余篇，学术性综述、科学政策、

管理性文章10余篇， 科学专著一部 （Kluwer Aca-

demic Publishers）。发表的文章被J. ACM、IEEE/

ACM Trans.等引用达50余次。

主要论著

1.F. Song, Z. Liu, D. Fan, H. Zhang, L. Yu, and S. 

Tang. Thread Owned Block Cache: Managing Latency 

in Many-Core Architecture.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x-

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Computing 

(Euro-Par 2010). Ischia-Naples, Italy, August 31st - 

September 3rd, 2010. pp. 292-303.

2.M. Andrews, B. Awerbuch, A. Fernandez, 

F. Leighton, Z. Liu, and J. Kleinberg, Universal-

Stability Results and Performance Bounds for Greedy 

Contention-Resolution Protocols, Journal of the ACM, 

Vol.48, No.1, January 2001, pp39-69.     

3.Z.Liu and D. Cheung, Oblivious Routing for 

LC-Permutations on Hypercubes, Parallel Computing 

25 (1999), pp445-460.

4.Q. Gao and Z. Liu, Sloping-and-Shaking: Mul-

tiway Merging and Sorting,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Vol. 40, No. 3, 1997, pp225-234.     

5.Z. Liu and X. Li,  XOR Storage Schemes for 

Frequently Used Data Patterns, Journal　of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Vol. 25, 1995, pp162-173.

6.Z. Liu and J. You, Conflict-free Routing for 

BPC-Permutations on Synchronous Hyperucbes, Par-

allel Computing, Vol.19, No.3, 1993, pp323-342.

7. 刘志勇，李恩有，乔香珍，高速缓冲存储器

系统中的地址映射变换技术与装置，发明专利，专

利号：ZL97120245.1, 国际主分类号：G06F 12/00.  

　刘志勇，研究员                                     

·1946年4月生，北京市人

·1987年5月获得中科院计算所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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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鲁，博士，现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信息存储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SNIA存储专家委员会主席。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2009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主要成果

·主要从事高性能存储系统体系结构和存储系

统软件的研究。

·博士毕业后加入惠普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

为操作系统和网络系统。2000年转入由惠普实验室

人员发起的Digital Archway公司，担任文件系统总

设计师，领导研发团队完成了大型存储系统和文件

系统设计与开发。

·进入计算所之后，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国家863重大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

发改委重大项目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完成了蓝鲸

存储系统等一系列高性能存储系统的研发，发表技

术论文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30余项。

所获奖励

·2007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二

等奖。

·2009年天津市与中科院院地合作突出贡献奖

·2009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主要论著

1.Yang Yin, Zhenjun Liu, Shuqing Yang, Shuo 

Feng, Zhiyong Su, Lu Xu. Vsvm-enhanced: a volume 

manager based on the evms framework”. In Pro-

ceedings of the 4nd Grid and Cooperative Computing 

Workshops, pages 424-431, 2006.

2.Min Wang, Lu Xu.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Aggregate Workload on Storage system. In Proceed-

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torage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Parallel I/Os (SNAPI2007),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2007.

3.Xiaoxuan Meng, ChengXiang Si, Wenwu Na, 

Lu Xu. A Flexible Two Layer Buffer Caching Scheme 

Designed for Storage Cache, In Proceedings of 11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2009

4.Wenwu Na, Xiaoxuan Meng, Chengxiang 

Si, Jian Ke, Xudong Zhu, Qingzhong Bu, Lu Xu, 

A novel network RAID architecture with out-of-

band virtualization and redundant management, in 

The 14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

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ICPADS’08), Mel-

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8th-10th Dec., 2008, 

pp.105-112

5.Wenwu Na, Xudong Zhu, Jian Ke, Jinping Xu, 

Lu Xu, VSD: A Stackable Block-Level Virtual Snap-

shot Device, In the proceedings of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tworking, Architecture, and Storage 

(NAS’09), July 2009, pp.253-256.

　许鲁，研究员                                     

·1962年12月生，山东省长清人

·1985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1989年日本东京大学硕士学位

·1995年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

973 项目“高通量计算系统的构建原理、
支撑技术及云服务应用”召开中期总结会

2012年7月20日，计算所组

织召开了973项目“高通量计算

系统的构建原理、支撑技术及云

服务应用”中期总结会，会议由

首席科学家李国杰院士主持，首

席科学家、特邀专家、课题负责

人及科研骨干、计算所管理人员

等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首先，课题负责人对项目总

体情况及每个课题的研究进展等

分别向专家进行了汇报，在973

项目的资助下，主要取得了八项

研究进展：（1）构建了一个新

型千核研究平台；（2）进行了

Godson-D的结构研究与模拟，

（3）初步构造了高通量计算机

Benchmark，（4）面向大数据

的RCFile存储结构，（5）建立

自测试-自诊断-自修复(3S)可靠

性框架，（6）面向数据中心的

迭代优化，（7）混杂集群模型

TopCluster，（8）支持高效可扩

展移动服务的云计算关键技术。

每个课题均有较大进展，并超额

完成了项目中期的预期目标。

与会专家们听取汇报之后，

一致认为本项目工作进展很好，

取得了预期的成绩。■

中期总结会现场

李国杰院士主持会议 

国重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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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现场考核计算所 
创新研究群体（延续）

2012年9月23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孙家广院士率

基金委考察组来计算所现场考查

创新研究群体(延续)项目“超并

行高效能计算机体系结构与设计

方法研究”。考核组成员包括：

信息科学部主任柴天佑院士、信

息科学部秦玉文常务副主任、委

办公室秘书处张志旻处长，以及

信息科学部一处熊小芸处长、二

处刘克处长，三处王成红处长、

四处何杰处长以及综合处吴国

政处长等。群体负责人李国杰院

士、计算所所长孙凝晖研究员、

科研处处长王兆其研究员及创新

行公认的重要成果。其中发表

学术论文129篇，其中EI索引118

篇、SCI索引38篇，期刊论文35

篇、会议论文94篇；发表专著3

部；申请/授权发明专利31项。

在国际做特邀报告12次，承办国

际顶级会议4次。并通过在多种

技术、方法和设计上的创新，为

多个国家重大课题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持，形成了五个自主研发

科研平台。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1人，千人计划1人，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2人，中组部“青

年拔尖人才计划”2人，中科院

卢嘉锡青年人才奖3人，中科院

考核会议合影 

群体成员等参加了现场考察会。

秦玉文常务副主任主持了此次会

议。

考察组认真听取了群体项目

负责人李国杰院士就前三年研究

所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及今后工

作的预期目标进行了汇报。该研

究群体在过去的三年中以高效能

计算、低功耗计算、高可靠计算

为研究方向，在高性能和高效能

计算机的超并行体系结构，多核

/众核处理器的新型体系结构，

以及多核处理器的测试、验证与

高可靠性设计方法等六个方面上

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国内外同

“青年创新促进会”6人等。在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资助下，

本群体已经成为一支科研目标

明确、创新能力强、团结协作

的研究群体，也是国际计算机

体系结构领域研究能力最强的

团队之一。

考 察 组 随 后 在 李 国 杰 院

士、孙凝晖所长的陪同下参

考核会议现场 座谈

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 

观了部分研究成果的展示，

参展的研究成果包括G o d s o n-

T芯片、G o d s o n-T科学计算平

台、R D C平台、八核龙芯3 C

通用处理器芯片、访存监测

分析系统H M T T、部件级功

耗监控系统、二进制翻译系

统:Digitalbridge、T-Rainbow虚

拟资源管理系统等。

最后，考核组与群体成员进

行了座谈，就创新群体的战略部

署、延续支持阶段的工作规划等

议题进行了讨论。考核组充分肯

定了该研究群体取得的一系列创

新性成果，并期望群体成员在今

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创新能

力，培养尖端人才，做出国际一

流的原始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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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届 Cluster 计算国际会议 
首次在国内举办

CLUSTER2012（Cluster计

算国际会议）于今年9月25日到

9月28日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

由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

验室（以下简称“国重”）承

办。通过本次合作交流，我们

更加了解国际学术前沿、促进

了研究工作，同时扩大了自己

的影响。本届Clus ter国际会议

对项目的开展与团队建设起到

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重实验室主任孙凝晖作为

大会的general chair出席了会议，

国重操作系统组负责人孙毓忠作

为大会的Program Co-Chair出席

并主持了会议。会议围绕云计算

和高性能计算中数据中心Cluster

体系结构现状和问题展开，重

点探讨了：系统设计与配置，工

具、系统软件和中间件，算法、

应用和性能，存储和文件系统等

四大关键问题。

会议共有来自美国、法国、

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内

外为学者210余人到会发言，并

组织了三个特邀报告：Dr. Wen-

Hann Wang, vice president of Intel 

Research Lab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big data”--A 

Platform Perspective”，Franck 

Cappello, Co-Director of the IN-

RIA-Illinois Joint Laboratory on 

PetaScale Computing, “CHECK-

POINTING for Extreme Scale 

Systems: from Loser to CHAMPI-

ON”，Dr. Dhabaleswar K. (DK) 

Panda,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Designing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and Communication 

Libraries for Exascale Computing 

Systems: Opportunities and Chal-

lenges”.■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实验室
人员进行财务制度培训

2012年11月2号下午，在计算所四层报告厅，计算机体系结构

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实验室的员工及学生进行了财务相关制度的

培训。此次培训邀请的主讲老师是计算所财务高级主管孙建国，

培训的内容涵盖与大家相关的财务制度，及强调了财务单据的签

字责任等。

自2011年10月，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实验室获

批筹建以来，实验室领导及老师就非常重视财务管理，对每一项财

务相关的内容都多层审核、严格把关。在10月12号科技部基础研

究司召开的《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交流会》中提到的专项经费

管理办法及强调国重廉政建设等的内容，实验室领导也向大家进行

了传达。常务副主任李晓维老师指出要深刻意识到“财务管理无小

事，遵守制度第一位”，任何一个小问题如不严加防范都会成为将

来的“大问题”。 

此次培训中，孙建国老师详细地讲解了财政部科技部共同发文

的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报销规范和须知、报销中各类签字人的责

任、技术合同的登记和备案的新要求等，将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毫

无保留地与参会人员进行分享，并认真地听取并解答了大家的疑

问，为今后更好的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所财务高级主管孙建国老师对实验
室的人员进行财务制度的培训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晓维老师介绍
了此次培训的背景和目的

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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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 2012 年全国大学生 
信息学科夏令营

7月19日，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举办的“2012年全国大学生信

息学科夏令营”走进了被称为“中国计算机事业摇篮”的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同学们度过了充实有意义的一天。

下午，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冯晓兵研究员给

大家介绍了国重的概况，讲解了编译技术理论，冯老师将原本看来高

深枯燥的知识讲解得深入浅出，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之后，同

学们分两队参观了计算所各实验室。第一站是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

点实验室，实验室的张浩老师，詹剑锋老师，鄢贵海老师分别向大家

展示了高通量计算机的应用背景，以及在多核处理器的新型体系结构

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已能投入使用的智能移动终端功耗监测系统，

显示出作为国家重要科研高地的强大科研能力。参观结束后，部分同

学意犹未尽，还围着老师咨询报考事宜等，讲解老师热情给予解答。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但相信国重严谨的学术氛围，丰硕的科研

成果，还有亲切的老师们，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浩老师正在讲解

2012 年“计算未来”全国大学生计算技术
暑期研修班开班

8月1 4日上午，由计算所

研究生部举办的“2012年‘计

算未来’全国大学生计算技术

暑期研修班”在四层报告厅开

班。为了让学员们更加了解各

实验室的情况，学员们聆听了

来自各科研实体安排的精彩讲

座，还参观了计算所各实验

室和新园区。董慧老师代表计

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以下简称“国重”）对来自

全国30多所高校的80多名学员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同

学们介绍了国重的成立和科研

交流工作的概况，同时也表示

国重的老师们十分重视各位优

秀学子来报考国重。

为了使同学们更了解国重，

更了解我们的学习工作环境，

国重特意邀请胡瑜老师，张浩

老师，崔慧敏老师和各组学生

为同学们介绍本组的研究领

域，导师方向，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绘声绘色的向同学们讲解

仪器用途，同学们也听得聚精

会神，让参观国重的同学们更

深一步的了解了国重，并对国

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董慧老师正在介绍国重的基本概况

对国重感兴趣的学员们正在聆听讲座

师哥师姐们正在传授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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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2012年开放课题指南

一、简介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计算机系统结构领域的重要科研基地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

研究和发展计算机系统结构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现阶段重点围绕超并行计算机系统和多核

处理器开展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探索，为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和高性能处理器设计领域的发展持续提供

创新方法和关键技术。为提高实验室的开放层次，提高学术水平和技术水平，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

作，促进人才流动与学科交叉渗透，特设开放研究课题。欢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参与实验室

的开放课题研究。

二、指南的制定原则

为促进计算机系统结构领域内的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加强国内外学术思想与

人才的交流，本实验室特设立开放研究课题，资助有关人员来本实验室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础理

论、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指南的制定原则如下：

1、根据我国计算机系统结构领域的发展战略，着眼于国民经济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和国际学

科发展的前沿；

2、鼓励具有开拓性、前瞻性、创造性和高层次理论和技术的自主创新研究及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

项目；

3、利于促进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多部门的联合攻关，有利于建立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新格局，有利

于人才培养和学科的发展；

4、鼓励和支持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博士后、博士生和海外留学人员在

本实验室进行开放课题研究；

5、资助项目的申请者要求与本室科研人员协同工作。

三、本年度建议开放课题的研究方向

本年度建议开展课题如下（可不限于以下课题）：

题目1：单元测试中基于分支限界的测试用例生成技术研究

问题描述：随着计算机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急剧增加，软件的规模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计算机

软件的开发成本以及由于软件故障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在不断增加，软件测试作为软件质量保证的

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单元测试作为软件测试中的重要环节，其目的就是完整检测代码单元

的功能逻辑，找出代码单元本身的所有功能逻辑错误。手动生成测试用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效率低下。目前已有的单元测试工具一般仅自动生成测试框架代码，少数工具支持基于随机法和边界值

法自动生成测试用例，大多数工具需要人工辅助来生成更多的测试用例。因此，需要研究一种软件单元

的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提高软件单元测试的效率和自动化水平。

研究内容：

（1）基于回溯和回退技术的测试用例生成方法研究

（2）基于程序切片技术的解空间压缩技术研究

（3）基于符号区间运算的路径可达性分析技术研究

题目2：三维多核芯片硅后调试技术

摘要：随着集成电路工艺和设计技术的发展，主频至上的设计理念正在终结，多核结构的微处理器

悄然兴起。而按照传统二维的方式进行多核设计，其连线延迟将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三维多核

芯片成为了集成电路领域最具有应用前景的发展方向。

三维多核芯片有其特殊的制造工艺和芯片结构，也带来很多可靠性问题，包括：散热难导致芯片可

靠性下降，工艺缺陷导致的低成品率问题等。随着三维集成电路新体系结构的提出、电路规模的增大以

及验证时间的制约，仅通过硅前验证越来越难以保证在流片前发现所有的错误。因此，必须研究高效的

硅后调试技术来解决三维多核芯片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本项目需要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硅后调试研究的

基础上，结合三维多核芯片的特点，研究开销与效率平衡的可调试设计技术，解决三维多核芯片硅后调

试中的实际问题，并且能够评估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

研究成果将以论文形式发表。

题目3：基于多核/众核处理器的汽车视觉技术的结合研究

研究内容：将多核/众核处理器应用到嵌入式实时控制领域已经成为发展趋势，汽车防撞预警系统是

智能汽车技术中的一项关键技术，本课题将结合应用于汽车防撞预警的视觉技术与先进的多核/众核处

理系统开展关键问题的研究工作。针对现有单目视觉测距技术不能检测目标车辆姿态，不能应用于起伏

路况以及不适合于夜间应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以目标车辆车牌边框为合作目标的并行单目视觉定位方

法，该方法继承了现有单目视觉定位方法的优点，并且可以在起伏路况下检测目标车辆在三维空间的位

置和姿态；该方法的应用不受时段限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结合多核/众核处理系统的复杂背景下车牌及车牌边框提取技术的并行化研究；

结合多核/众核处理系统的基于车牌边框几何特征的单目视觉定位、定姿、测速技术和鲁棒性研究；结

合多核/众核处理系统的安全评价与预警模型研究。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对先进计算机体系结构与汽车

防撞预警技术的交叉研究，也可以为无人驾驶车辆导航避障研究提供一种辅助方法。

题目4：高通量众核处理器运行时管理系统研究

问题描述：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应用对计算机系统提出了新的需求，该系统面向海量的数据处

理、亿级的并发请求。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的快速发展使芯片可以集成越来越多的晶体管资源，以众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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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高效组织片上资源成为计算机体系结构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如何使这种硬件能力转变成应用性

能的提升，是高通量众核处理器面临的严峻挑战，运行时系统作为其中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应用程序和

处理器之间的桥梁，一方面为程序员提供友好的用户界面，另一方面为底层硬件资源提供动态的管理和

调度功能。

本课题研究内容如下：

(1) 通过高效的分级管理机制，以较小的开销实现线程切换和调度，最大效率的使用片上的计算资

源和存储资源；

(2)针对高通量应用线程相似性明显、数据局部性差的特点，进行存储优化和冗余消除；

(3) 降低线程之间的相互干扰和对共享资源的竞争访问。通过对片内共享资源或处理器核进行分区

管理，使不同的线程在不同的分区内执行。

研究目标：开发出能够在Godson-D处理器上运行的运行时系统，并在基于大规模FPGA模拟环境的

高通量众核处理器上进行充分验证。

题目5：大规模体系结构级仿真加速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本课题针对大规模并行仿真中同步开销随规模增大快速攀升这一核心问题，研究基于墙

钟的同步协议，将全局同步转换为低开销的本地同步，从而有效降低全局同步的频率；同时为避免同步

放松所带来的仿真精度大幅下降，研究基于分析模型的误差补偿机制，回滚状态以修正仿真器的微体系

结构时序误差；针对并行统计抽样仿真中程序样本代表性低这一关键问题，研究并行感知的抽样算法，

采用模式匹配与样本筛选的方法，在提高样本代表性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对并行化的干扰。通过以上研

究，将推动并行抽样仿真技术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大规模计算机系统的开发应用提供高效可靠的支撑工

具。

题目6：非开源操作系统内核的逆向分析技术

问题描述：非开源操作系统， 如Windows, 往往被广泛地普及使用。相对于开源操作系统而言，用

户只能获得其编译链接后的二进制文件。基于商业利益考虑，不可能获得源代码，甚至无法获得完整的

符号文件。长期以来，为用户所诟病。主要的问题包括：（1）目前国内运行的非开源操作系统基本为

国外厂商提供，无法获悉其完整的内核符号信息（Symbol Information），使得内核中潜在的安全后门很

难被深入分析和发掘。（2）为改进软件（如驱动程序）的可靠性，常常需要调试追踪到内核， 而操作

系统厂商所提供的符号文件往往是不完整的，导致调试追踪失败。（3）为防范对内核的攻击，往往需

要分析病毒的内核行为，但是不完整 的内核符号文件使得分析无法进行。

本项目拟研究对内核的逆向分析技术，以获得非开源操作系统的完整符号信息。主要研究内容：

（1）同类型符号的在内核中的动态传播；

（2）符号类型的鉴别；

（3）内核符号分布的可视化。

研究成果将以论文的形式发表。

题目7：云计算环境下移动设备的系统安全研究

研究内容：本课题针对移动云计算在安全和隐私性等方面面临的挑战，综合考量云计算平台和移动

设备特征和需求，研究从移动设备自身和云平台支撑两方面保护用户数据的隐私性；同时针对移动云计

算的数据和代码完整性需求，研究云应用的数据和代码完整性的检测、保护、分析和修复等多方面的支

撑技术；研究面向云移动平台的云平台与移动设备互操作接口设计的安全和隐私性，互操作过程的安全

和隐私性，以及基于安全和隐私考虑的云应用划分技术。通过以上研究，将推动移动设备中用户数据安

全与隐私保护技术进一步发展，为云计算环境下移动设备的安全性增强提供更有效的支撑技术。

题目8：多核数据流计算机的推测多线程研究

摘要：普遍认为基于传统冯诺依曼架构设计的计算机系统在指令级并行性ILP 方面的提升有限。

本课题将基于事务存储模型，开展面向多核数据流计算机体系结构上推测多线程的研究，主要研究内

容作包括：1、设计完善的资源分配、调度算法，结合动态任务调度和两级事务提交机制，提高SpMT 

WaveCache 事务性内存系统的执行效率；2、分别针对循环程序和分支程序设计线程级推测执行算法；

3、设计并实现原型系统及图形化分析系统，展示数据流指令在各个计算核心上的动态执行过程；4、最

后，采用36 个标准基准测试程序和自研发的测试程序测试数据流计算机系统，分析并改进系统性能的

瓶颈，指导基于事务存储模型的多核数据流计算机系统推测多线程技术的设计和实现。

研究成果将以论文形式发表。

题目9：面向云计算服务器的高可信安全处理器新型体系结构的研究

问题描述：随着近两年来云计算环境中的非安全行为的出现，如非法访问控制，恶意软件入侵，敏

感数据窃取等，无一不向人们提示云时代安全的重要性。面对上述安全挑战，目前可通过使用虚拟机隔

离、加密、监控与恢复、可信计算等技术对云计算安全进行增强。但这些技术均是在算法、软件以及协

议层面为安全云平台进行支持，缺乏从云环境的底层硬件平台之上对大量敏感信息的保护，特别是云环

境中各类终端的核心计算部件——处理器目前还缺乏安全性的保护。处理器是程序运行的最终载体，因

此云环境中的各类应用在使用处理器进行计算之前，无论是在应用层还是在操作系统层本质上都是出于

一种不安全的状态中，都有被入侵、窃取以及篡改的可能。将信息安全理念与处理器设计思想相结合，

提出高可信安全处理器新型体系结构，为云计算提供核心的安全保护，确保应用能够运行在一个真正安

全的平台之上已成为必然趋势。而安全处理器的提出，也将对其上层的操作系统、软件、通信协议产生

重要的影响。

本项目研究内容：

（1）探索安全理论与处理器设计的有效结合。深入分析隐秘运行环境的特征与运行机理、敏感数据

保护、防克隆和密钥访问技术等信息安全核心理念，研究在处理器体系结构层面如何有效支持上述特性；

（2）研究高可信安全处理器新型体系结构，包括安全指令集、可信Cache体系结构、安全中断/异常

机制、加密引擎等方面的研究；

题目10：面向GPU的高速铁路钢轨缺陷监测系统研究

问题描述：轨道交通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大众化交通工具，对国民经济起着重要的全局性支撑作

用。随着铁路速度的提高，对列车的安全、舒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运行速度的提高和重载列车

的开行，对轨道的破坏作用加大，导致轨道状态的恶化加剧。轨道基础设施的自动检测是轨道交通运营

质量和安全的重要保障，钢轨表面缺陷检测是其中重要的检测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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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内容：1。针对当前轨道检测提出的“鲁棒性强、速度快、准确率高”的要求，分析工程

实施中钢轨图像的视觉特征和统计特性，设计钢轨图像增强算法2.建立缺陷检测模型与算法3.充分发掘

以上算法的并行性，基于GPU技术对算法进行优化，形成高效实时的钢轨缺陷监测系统。

题目11：片上多核处理器光互连技术的可靠性问题研究

问题描述：随着半导体工艺技术逐渐步入深亚纳米阶段，芯片内部金属互连方式面临着延迟和功耗

等严重问题。光互连由于其高带宽、低传输延迟以及功耗可扩展性等优点，逐渐受到关注。此前的体系

结构级研究假设光互连具有良好的可靠性，然而，由于制造和集成工艺等问题，光互连实际上存在严重

的可靠性问题。

本研究针对光互连技术的可靠性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由于热敏感度导致的可靠性问题。热敏感度主要与光元件的反射率问题有关。当温度波

动时，光子微环谐振器无法正确地与指定的光波产生共振，数据接发器将无法产生和接收正确的数据。

研究表明，环形谐振器的共振波长随温度变化的偏差达到0.1纳米/度，而片上的温度波动范围能达到30

度，因此，由于热敏感度导致的可靠性问题将非常严重。 

（2）研究由于工艺偏差导致的可靠性问题。由于光刻等工艺本身的缺陷，诸如wafer厚度，波导宽

度等物理参数的偏差是无法避免的。这些偏差将影响数据接发器的共振波长。工艺偏差可导致目标波长

产生4.8nm的偏差，而波导中不同波长间的最小间隔不超过1nm。换句话说，工艺偏差将导致部分芯片

的数据接发器无法正确工作。

（3）研究如何降低可靠性问题对性能的影响：如何降低数据接发器的失效而导致光互连传输带宽

的降级。

题目12：面向异构多核处理的非对称性片上共享缓存系统设计方法研究

研究背景和挑战：本研究课题围绕未来异构多核处理器（主要针对CPU＋GPU）的非对称性片上共

享缓存系统设计进行前瞻性探索和研究，旨在移除由于CPU和GPU间的数据移动和传输导致的异构多核

处理器的性能提升瓶颈。课题针对CPU数据访问的细粒度性和对延时的敏感性以及GPU数据访问的流式

特征和高带宽性的不同要求和特征，提出非对称性的共享缓存层次结构和混合粗细粒度的一致性缓存协

议系统设计，实现CPU和GPU通过片上共享缓存的高效数据共享移动、缓存数据的智能管理和对软件透

明的硬件缓存一致性以增强软件可编程性。

研究内容：

（1）搭建异构多核模拟平台，研究CPU数据访问和GPU数据访问模式和特征以及对存储器带宽和

延时的不同要求。 

（2）针对现有主流异构多核处理器架构提出实现非对称性共享缓存系统设计，重点解决如何耦合

现有CPU端细粒度共享缓存层次结构和GPU端的粗粒度缓存层次结构，实现CPU和GPU在片上共享末级

缓存系统的非对称性缓存系统层次设计以实现高效数据共享和移动，并进一步展开混合粗细粒度的缓存

一致性协议设计研究。 

（3）研究基于粗粒度数据块生命周期的数据移动机制和缓存数据状态智能管理，以进一步缩短数

据在不同缓存层次间的移动路径、减小移动延时以及由一致性缓存协议造成的缓存堵塞，从而彻底释放

CPU和GPU的计算吞吐能力，实现异构多核处理器的高性能计算。

题目13：移动芯片中用户体验的低功耗设计方法研究 

摘要： 移动设备中，功耗控制非常重要。现有系统中的功耗控制依赖于操作系统层进行统一调度，

通过电路层的动态电压频率调节（DVFS）技术实现。目前操作系统由于缺乏前端感知技术，动态电压

频率调整粒度较粗，无法实现电压的细粒度调节，功耗控制效果受限。本项目将研究基于用户体验的的

动态电压频率调整。将研究用户体检的系统建模方法，通过一系列参数和数学模型，建立用户体验的系

统模型，并供操作系统使用。操作系统将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前提下，对芯片进行电压调节。将修改移

动设备中使用较多的Android操作系统的内心代码，实验该系统。

题目14：面向分布式异构大数据处理环境的高效能资源感知与平衡调度机制
研究

问题描述：当前，在分布式大数据处理环境中，非线性增长的海量数据与计算单元之间的空间距离

扩大至计算机集群的网络节点之间。在 “存储计算传输能力增长”与“数据获取延迟缩减”严重失衡

的情况下，系统效能问题（资源占用不平衡，能耗高，有效服务产出低）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异构集群

环境下，存储-计算-传输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系统效能问题已经成为大数据处理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

现有的以Hive +HDFS + MapReduce为核心组件的Hadoop平台，为分布式大数据处理提供了可扩展

高容错的数据处理引擎。但现有的系统资源调度由于缺乏感知和协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让计算离数

据更近”的问题，难以满足高效能计算的需求。

本项目研究面向分布式异构大数据处理环境的高效能资源感知与平衡调度机制，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系统效能模型，面向应用生命周期和执行路径监测系统运行状态和情境，分析系统效能

瓶颈的特征及预兆；

（2） 研究计算能力感知机制，在分层和松耦合的异构分布式计算平台环境下，感知硬件资源能力

差异、系统负载的动态变化；

（3） 研究资源平衡调度机制，数据放置和维护能够感知硬件资源能力和应用特征，动态协调任务

派发能够感知数据位置和负载变化，预防系统效能瓶颈，提高系统效能。

题目15：面向调试的软件测试优化

问题描述：为保证软件产品的质量，软件测试是最常用的技术手段之一。软件测试的目的在于发现

软件中的程序错误，软件测试的下一个步骤即是软件调试；同时，软件测试的输出结果被直接用于软件

调试中，对软件调试产生影响。目前软件测试的应用和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而软件调试仍然是软件工业

化生产的瓶颈之一。如果能在软件测试的基础上实现面向软件调试的优化，将有效地提高软件调试的准

确率和效率。

本项目围绕面向软件调试的软件测试优化展开研究，研究内容包括：

（1）对面向调试的软件测试优化进行理论分析；

（2）对测试用例排序、动态错误定位提出新的方法和技术；

（3）探讨减轻测试中的测试预言问题；

（4）解决某些特定领域中的测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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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16：面向车载高实时协同通信的体系结构和软件系统研究

问题描述：近年来随着全国车辆保有量爆发性的增长，交通事故显著增加，交通环境日益恶化，严

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为解决以上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融合传感网络的车联网概

念，以实现车、路、物、人间的有效协作。然而已有的研究较少关注车联网的特殊性和交通安全应用的

需求，如DSRC协议等难以满足车联网交通安全应用对协同通信的实时可靠性能要求(可靠性99%以上，

单跳时延0.1 秒以内）。为了提高满足可靠性需求，一方面需要设计新的多核硬件系统支持新型协议和

大规模复杂环境下的数据处理，另一方面需要将实时通信与计算合理地分配到多核系统上。

本项目利用新型编码技术，利用众核的并行处理优势，研究车载众核高实时协同通信体系结构和软

件系统，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复杂异构的大规模分布式协同通信环境建模、支持新型编码技术和大规模数

据处理的多核系统，非确定环境下基于众核的资源实时调度等。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将提出真正适用于

车联网的一系列车载众核实时调度和高实时协同通信技术，提高车联网分布式协作能力，为实现面向交

通安全的车联网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2012年度立项的开放课题

2012年度，实验室依托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系统结构重点实验室的经费，发布了16项开放课题指南，

收到了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AMD等院校及企业的申请，经过专家评审和

学术委员会会审，择优支持10项开放课题。所立课题充分保证了开放课题的设置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的紧密

结合。本年度资助的开放课题列表如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联系人 起止时间 承担单位

CARCH201201
单元测试中基于分支限界的测试
用例生成技术研究

王雅文 张磊 2012.11-2014.10 北京邮电大学

CARCH201202 三维多核芯片硅后调试技术 高建良 李华伟 2012.11-2014.10 中南大学

CARCH201203
高通量众核处理器运行时管理系
统研究

徐远超 张志敏 2012.11-2014.10 首都师范大学

CARCH201204
大规模体系结构级仿真加速技术
研究

吴俊敏 章隆兵 2012.11-2014.10 中科大苏州研究院

CARCH201205
云计算环境下移动设备的系统安
全研究

夏虞斌、陈海波 武成岗 2012.11-2014.10 上海交通大学

CARCH201206
多核数据流计算机的推测多线程
研究

裴颂文 鄢贵海 2012.11-2014.10 上海理工大学

CARCH201207
面向云计算服务器的高可信安全
处理器新型体系结构的研究

郭炜 侯锐 2012.11-2014.10 天津大学

CARCH201208
片上多核处理器光互连技术的可
靠性问题研究

徐懿 胡瑜 2012.11-2014.10 AMD

CARCH201209
面向异构多核处理的非对称性片
上共享缓存系统设计方法研究

谷俊丽 单书畅 2012.11-2014.10 AMD

CARCH201210
面向分布式异构大数据处理环境
的高效能资源感知与平衡调度机
制研究

赵霞 孙毓忠 2012.11-2014.10 北京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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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译文

21世纪计算机体系统结构
计算机体系结构共同体白皮书

2.2能耗优先     

计算机系统从串行向并行（多核）的演化使得单个芯片的计算

性能在提升的同时功耗大体上保持恒定。然而即便如此，当前并行

计算系统已经受限于功耗或能耗。在其中一端，超级计算机和数据

中心功耗需求都在数百万瓦特；在另外一端，功能各异的传感器和

便携设备通常受限于电池的容量。这类传感器和便携设备通常只在

短时间内需要高性能，随后便进入长时间的空闲状态。这种双模用

法在很少完全空闲、也很少需要在最高速率运行的高端服务器上并

不常见。因此，针对服务器领域的功耗或能耗的解决方案极有可能

与针对便携设备领域的解决方案有显著的差异。然而，人们对计算

性能永无止境的需求都将使得功耗、能耗和散热成为摯肘，无论是

对高端的服务器领域还是便携、传感器设备领域。没有提高功耗和

能耗效率方法上的革新，没有在封装和制冷方法上有所突破，那么

构建面向新应用（附录A）下满足人们对计算、存储和通信需求的

高效ICT系统的目标将成为海市蜃楼。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加大资

金的投入来研究如何提升系统效能。

如下面的小节所述，降低能耗必须从如下三个途径加以解决：

跨层次能效优化，对“并行”的再思考和有效地利用“专用计算”。

跨层次能效优化

电子设备在工作时消耗能量（对CMOS而言，工作状态是电源

接通的状态）。计算系统的所有层次都可以对提高能量和功耗效率

所有贡献：器件工艺、体系结构、软件系统（包括编译器）和应用

程序。因此，我们相信跨层次的交叉研究将显著提升整个ICT系统的

能效。作为一个目标，我们希望到2020年计算系统的能效能提高2~3

个数量级，即百亿亿次级数据中心的功耗不超过10兆瓦，千万亿次

级部门服务器的功耗不超过10千瓦，万亿次级便携设备的功耗不超

过10瓦，十亿次级传感器系统不超过10毫瓦。只有在所有计算层次

上有所变革，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在电路/工艺层，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更高能效的基本器件，包括

传统的CMOS和新出现的器件技术。也需要研究一些能提升某些特

定功能的能效的新技术，例如用于通信的光子器件、三维集成、非

阻性存储器件和高效的电压转换。一些新的电路设计也亟待研究：

可在超低供电电压下工作的电路，实施高效供电分布的电路，激进

的功耗管理电路，以及在片上支持多电压和频率域的电路。

在体系结构层，我们需要提出更高效、更合理的众核体系结

构。我们需要构建基于异构簇的芯片组织结构，其中既包含简单的

处理器核，也包含为某些功能定制的高性能处理单元，二者协同地

完成计算任务。我们也需要研究如何最小化数据通信，因为大部分

能量被消耗于数据移动。特别是针对便携设备和传感器系统，将计

算本地化可以显著降低高耗能的通信负载。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

在同步支持、高能效通信和就地计算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

在软件层，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最小化不必要的通信。需要运行

时系统的支持来管理存储的层次，协调细粒度的多任务。需要研究

用于管理和增强局部性的编译系统和相关工具。在编程模型层次，

我们需要编程环境既可以支持专家级的程序员对整个机器进行控

制，又可以对普通程序员提供简单的局部性模型。在应用层，我们

需要高能效的算法级策略来减少操作数量、访存数量和处理器间的

通信量，降低精度，并充分利用异构系统的优势。在编译层，我们

需要提出新的方法以有效地在功耗效率与性能之间做出权衡，同时

兼顾二进制代码的可靠性。总体而言，只有通过在所有层次上的共

同努力，才可能取得革命性的进步。

开发并行性支撑未来应用

在20世纪，计算系统性能提升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单处理器性

能的提升。但从2004年开始，更快的时钟频率和更大的晶体管规模

带来的好处逐渐减少，反而导致严重的功耗（及相关的散热）问

题。业界通过增加每芯片处理器芯核数目来继续提升累积的性能和

每瓦特的性能。但是，仅通过复制芯核并不是最终解决能耗和扩展

性挑战的最有效途径，也不能充分利用处于“片上”这一特征和限

制条件。未来计算系统性能的提升必将来源于片上的大规模并行

性，即与新兴应用中蕴藏的细粒度并行性相匹配的大量简单、低功

耗芯核。

然而，为绝大多数用户提供一套可用的并行体系结构与相应的

编程环境的目标还远没有达到。之前的研究大都关注于基于标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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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的优化可以在多个层

次开展，这一观点几乎就是

共识。但关键是如何使得在各

个层次的优化相互协调，最大

化最终的能效还没有系统的定

论。

作 为 比 较 ， 曙 光 星 云

（N e b u l a e）峰值性能为每

秒2984万亿次，功耗大约为

2580K W，比本文设定的目

标还高两个数量级。即便在

Green500的列表中第一名的

计算机，峰值性能210万亿

次，功耗41KW，也比目标高

一个数量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流

计算也许是在体系结构层提升

能效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不

需要很多的随机访存，因此数

据的流动能效大大提升。

多核只是一棵救命稻

草，但并不是长久之计。例

如，随着核数目的增加，已

经出现了“暗硅（Dark Si l i-
con）”的问题：即可供给的

功耗已经不足以支撑片上所

有核同时正常工作，因此只

能选择性地关闭某些核，从

而形成所谓的“暗硅”。

鄢贵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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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器核的粗粒度的并行。将大量并行性置于单个芯片将为并行体系

结构和与之相关联的编程技术提供新的机遇。为了将并行计算的潜

力以一种更加普适的形式解放出来，我们需要在广泛协作的基础上

付出至少十年不懈努力，才有可能解决新的应用在所有层次的并行

度问题。人类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计算性能的不断提升。考虑

到提升性能所面临的挑战的严峻性，为了确保持续的创新，我们必

须在这一领域付诸极大的资金投入。

为并行度重新构造计算层次：我们建议通过一项雄心勃勃的跨

学科计划为并行化彻底地革新经典的计算层次——编程语言、编译

器和编程工具、运行时系统、虚拟机、操作系统和体系结构。以性

能为目标的同时，必须将能耗作为首要考虑的设计限制条件，从而

构建一条通向未来可扩展系统的途径。当前的计算层次根源于单处

理器系统，这一历史的桎桍也使得它成为了扩展并行度道路上的障

碍。当然，单一、普适的编程模型可能是不存在的，我们建议开发

多种模型和体系结构。进一步说，对专家和普通程序员显然需要不

同的解决方案：专家也许需要与计算机内部进行交互；而大多数普

通程序员应该使用基于特定领域语言的简单、串行模型。

聚焦于应用的体系结构研究：我们建议一种聚焦于应用的并行

体系结构研究方案，从只有几个核的多核芯片以及潜在的成百上千核

的众核芯片到分布式系统、不同规模的网络结构、并行存储系统和I/

O解决方案。这里的挑战是既要考虑应用的特征，但又不能过分适合

某个具体的特点；我们必须借助那些在各种并行系统上工作得很好、

能效也很好的机制（包括编程语言）。在体系结构方面的本质问题包

括并行的类型（如数据或任务），处理单元的组织结构（如独立的核

或协处理器），以及同步和通信。最终的方案也许是各有差异，这取

决于应用内在的并行性、功耗、性能和系统的规模。

硬件/软件的协同设计：当下的挑战需要贯穿硬件和软件（从应

用、算法到系统软件和硬件）的一体化的并行性研究。如下所述，我

们需要打破现有的抽象层次，提出新的机制和策略来开发局部性和并

发性，高效地支持同步、通信和调度，提供可编程、高性能和高能效

的平台，开发真正易于使用的并行编程的模型、框架和系统。要解决

广大范围内的这些问题，需要部署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计划。

为性能和能效启用“专用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通用计算机驱动了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

全社会对计算系统的普遍接受。然而，同样的灵活性在使得通用计

算机适用于解决大多数问题的同时也牺牲了执行很多新应用时的能

量效率。为单一或窄类功能定制的“专用”的硬件加速单元剥离

了为灵活性和通用性设计的复杂的层次结构，能效通常可以提升几

个数量级。然而目前成功的案例，从医疗设备、传感器阵列到图形

处理器（CPU），还局限在很窄的几类问题。业界亟待两方面的研

究：1）在开发专用单元的性能、能效的同时，扩大适用范围和解决

问题的门类。2）降低软件和硬件的一次性工程（NRE）成本，它们

制约了定制方案的采纳。

高层次抽象支持专用化：对通用计算机而言，我们可用多种高

层语言为其编程，然后用一套复杂的工具链将其翻译成特定的指令

集，为大范围的体系结构提供功能和性能的可移植性。相对而言，

专用的处理单元通常采用与硬件直接交互的底层编程语言（例如

Verilog）进行编程，这使得软件的功能和性能可移植性极为有限和

随之而来的高昂NRE代价。如后面进一步讨论的那样，我们需要开

发新的逻辑层次和抽象来刻画运算的结构，以便高效设计或映射到

专用的硬件，而避免将负担推卸到程序员身上。这样的系统通过缓

解甚至消除应用到新硬件平台的重新映射，从而可有效地支持快速

开发加速单元。

高能效的存储层次：对存储层次的优化既可以提升系统性能，

也可以降低存储系统的能耗，但通常是把性能作为首要目标。然

而，对一个浮点“乘加”操作，从存储系统里取操作数的能耗要比

用于实际计算的能耗高1~2个数量级。此外，当前的设计常常试图牺

牲最坏情况下的性能来换取最大的一般情况的性能，或者牺牲可编

程性来最大化最优情况下的性能。未来的存储系统必将通过专用化

来提升系统的能效（例如，通过压缩和对流数据的支持），同时简

化编程（例如，在需要时通过将加速单元纳入到一致性和虚拟存储

的范围）。对大范围的各类系统，小到不间断的智能传感器，大到

处理大数据的数据中心，这些机制都有潜力降低能耗。

开发可（重）配置逻辑结构：随着硅制造工艺复杂度的不断提

升，NRE的代价已经变得极为高昂，这使得全定制的加速单元只可

能被为少数拥有大量应用场合的计算逻辑采用。目前可重配置硬件

平台（如FPGA）的采用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这类固定成本。但这种

细粒度的可配置性（例如基于查找表和交叉开关的可配置逻辑）牺

牲了性能和能耗。未来的加速单元将基于粗粒度、部分可编程的构

建模块（减少内部低效率）。同时，使用基于包交换的互连结构，

以便更高效地利用昂贵的金属互连线。其它的效率将来源于新兴的

三维技术，例如硅基插板，该技术可以适中的代价实现有限的定制

来配置系统（如顶层互连）。这些技术结合更强大的综合工具能降

低NRE成本，从而更快、更广泛地开发和部署基于加速单元的能效

优化技术。

聚焦于应用也许会导致计

算机系统结构走向分化。

相比现有可重构平台的细

粒度、完全可编程性的构建

模块而言，未来的加速单元将

基于粗粒度、部分可编程的构

建模块。每个模块类似于宏单

元，内部高度定制优化，从而

最大化模块内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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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性能的不断提升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计

算领域的演进，也驱动了社会的进步。未来性能

的持续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效的优化潜力，

具体而言，很可能就是可配置和专用化的硬件的

发展程度。因此，在可配置和专用处理器上的研

究将使得公司、研究人员和政府得以快速并且以

普遍可接受的代价将巨大的计算能力聚焦到所需

解决的关键问题上。

2.3. 工艺技术对体系结构的影响           

应用对改善性能、功耗、能效和可靠性的需

求驱使着对工艺发展的不断投入。虽然标准CMOS

工艺已经逼近根本性的按比例缩小极限，但科研

人员仍持续探索可行的替代技术。如亚 /近阈值

CMOS1、量子阱场效应管2 (QWFETs)、隧穿场效

应晶体管3 (TFETs)和量子电导原子开关4 (QCAS)等

技术在密度、速度、功耗和可靠性等方面具有组合

优势。非易失性存储器(如闪存)在许多ICT系统中

已经替代了传统的旋转式硬盘，但也带来了其固有

的设计挑战（如有限的可擦写次数）。其他新兴的

非易失性存储技术，如自旋转移力矩存储器5(STT-

RAM)、相变存储器6(PCRAM)和忆阻器7(memris-

tor)，则有望打破现有设计中易失性内存储和非易

失长期外存储器间的严格界限。三维集成技术通过

裸片堆叠使IC设计在新的维度上扩展，但现有技术

和EDA工具仍面临着挑战。光学互连技术可在芯

片之间甚至在芯片上实现。

除了已有的新ICT工艺技术研发项目（如通过

美国科学基金会的材料研究科学与工程中心[MR-

SECs]），需要重大的体系结构进展和相应显著的

资金投入来开发应用这些工艺技术。

对存储的重新思考　新兴技术为解决在线存

储和处理大数据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行途径。新兴的

非易失性存储技术可以提供高得多的存储密度和功

率效率，但需要针对器件能力（如更长、非对称或

可变的访存延迟，以及器件耐久性）重新设计内存

和外存系统结构。

设计自动化的挑战　新技术和新工艺驱动了

电路、功能单元、微结构和系统的新设计。这些

新方法仍需要与之匹配的新E D A工具，尤其是

适用于混合信号和三维设计的工具。新工具必须

要满足新技术的要求，能够支持功能综合、逻辑

综合、版图设计等；异构计算更是挑战着我们在

RTL之前对系统建模的能力，尤其是结构的多样

性和加速部件数量的急遽增加。可见，需要新的

验证、分析和模拟工具：即验证正确操作、系统

性能、功率和能耗、可靠性（如对软错误和老化

效应的敏感度）和安全（如避免功率“印迹”、

对信息流追踪提供体系结构级支持）的工具。

三维集成　裸片堆叠技术虽然拥有降低连线

延迟，提高片上带宽等多种优势，但仍需面对

EDA、设计和工艺支持等多种挑战。现今的计算

机系统设计师已经开始调研在核上堆叠DRAM的

技术，未来不仅要堆叠非易失性存储器，还将堆

叠基于非兼容工艺定制的计算部件、新型互连结

构（例如光互连）、含有模拟组件的传感器、射

频等模拟器件、能源提供装置（如太阳能电池、

MEMS能量收集部件）、冷却系统（如微流体冷

却装置）等。为了应用纳米材料和纳米结构研究

人员开发的新技术，需要更进一步的投资，使计

算机系统设计师可以把这类纳技术电路变为ICT

系统。

2.4跨层次问题和接口          

计算机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一个更好的计算机不只是意味着速度更

快或者能效更高。应用需要体系结构的支持以保

障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容忍日益不可靠的晶

体管带来的故障，同时增强可编程性、可验证性

和可移植性。为了达到这些跨领域的设计目标-戏

称为“诸可易性” -需要在差异巨大的应用需求和

工艺限制条件下，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可长期保持

不变的接口。

①亚/近阈值CMOS技术是指电路工作在阈值

电压以下，来降低功耗。MIT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小

组开展此方向工作。

②目前Intel已经在设计中选用这种砷铟化镓的

新型材料晶体管，这些材料多是以III-V族化合物替

代二氧化硅生成相应的晶体管。

③2011年10月，IBM和EPFL联合研制出如何

以矽、锗化矽和III–V族半导体纳米线，制造出用电

效率较高的隧穿式场效应晶体管（TFET），作为

对MOSFT在CMOS芯片上的一种附加替代办法。

设计好的TFET将可以降低整个芯片的功率消耗，

并从基本上消除在芯片待机模式下的能量消耗。

④QCA全称为quantum cellular automata。现

今，标准固态QCA单元设计量子节点之间的距离为

20nm，QCA单元之间的距离为60nm。QCA的工

作原理是基于同一网格上单元之间简单的相互作用

规则。每4个量子节点以方形排布构成一个QCA。
以图1和图2所示为例，每个量子节点可以通过隧道

效应使之带电。由于同性相斥的静电效应，从而每

个QCA可能存在多种状态。图3所示为QCA构成的

逻辑门。

  　　　
  

 

王达译注

⑤ STT-RAM全称是spin transfer torque - ran-
dom access memory，http://en.wikipedia.org/wiki/
Spin-transfer_torque

⑥PCRAM也称为PCME, PRAM, PCRAM, 
Ovonic Unified Memory, Chalcogenide RAM 或C-
RAM，http://en.wikipedia.org/wiki/Phase-change_
memory

⑦早在1971年这一概念就被电路理论家Leon 
C h u a（人称非易失性存储器之父）提出，作为

一种缺失非线性被动双极电子器件。科学家们从

不同材料入手，二氧化钛、聚合物等等，而后期

的PCRAM、STT-RAM的本质原理，也可以说从

memristor概念中获得。关于这些概念可以参考wiki
百科对此的解释http://en.wikipedia.org/wiki/Mem-
ristor

图1　含有4个量子节点的
QCA单元

图2　一个4节点QCA单元
的可能状态

图3　QCA构成的3输入表决门

诸可易性(i l i t ies)：各种“可…性”、“易…

性”的合称，属于系统的非功能需求或质量属性，

即一组用于判断系统运作状况的相关准则。如可移

植性(portability)、可测试性(testability)、可维护性

(maintainability)、可伸缩性(scalability)、易编程性

(programmability)、易用性(usability)等。

张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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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编程、可靠、可验证及其他

当前应用对一些“诸可易性”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与此同

时能耗约束也使得提供这些属性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幸运的是，

新的系统结构与新的技术创造了一个宝贵的转折点，让计算机设计

有机会为这样的设计目标提供更高效的技术支撑。

可验证性与可靠性。保证软硬件可靠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

得重要；对一些植入式医疗设备而言，尤其事关生死。与此同时，

CMOS工艺线宽缩小趋势使得电路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复杂的异构系

统也带来了“验证墙”的威胁。所以，未来系统体系结构必须具备易

于软硬件验证的特征；譬如，使用协处理器来检查端到端的软件不变

量。目前高度冗余的方案能效太低，我们建议研究低开销的、采用动

态（硬件）检查软件中的不变量的新方法。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设计

能够持续监视系统健康状况的方案—包括软件和硬件—并且实施可能

的措施。最后，对于任务关键的场景（比如医疗器械），设计师必须

重新考虑设计使之能保证失效情况下的安全操作。

安全性与隐私。在系统结构级提供对安全的支持可以追溯到

几十年前，如分页、分段以及保护环。近年来一些扩展技术可以帮

助防止缓冲区溢出攻击，加速密码操作，以及隔离虚拟机。但是，

现在该是时候从底向上地重新考虑安全性与隐私问题，并且定义体

系结构级界面，使得硬件可以作为可信基础，更高效地支持安全服

务。此类服务包括信息流追踪（减少边信道攻击）和高效执行更

丰富的信息访问规则（增强隐私）。支持防干扰内存(tamper-proof 

memory)以及复制保护也是同等重要的议题。最后，既然安全与隐

私问题与可靠/正确性本质上是息息相关的，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很

好地结合起来。

改善可编程性。可编程性指的是在合理程度的设计和维护投

下生产满足性能、能耗、可靠和安全目标的软件的方方面面。过去

的几十年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软件工程技术—比如模块化与信息隐

藏—以性能和能耗的代价提升编程者的生产力。当能效以及其他目

标变得更加重要时，我们需要新的技术进一步削减编程抽象层次从

而消除不必要的低效。

已有的改善可编程性的技术，包括领域专用语言、动态脚本语

言如Python和Javascript及其他，都是一部分解决方案。Facebook的

HipHop可以动态地编译脚本语言程序，它演示了在即使存在这种

抽象层的情况下如何保持高效。除了跨越抽象层级的软件技术，我

们还推荐采用硬件支持来改善可编程性的交叉研究方法。事务内存

（Transactional Memory）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它寻求大幅度地简

化多线程代码中的并行化与同步操作。事务内存几乎横跨系统的所

有层次，现在也逐渐成为商用主流。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到像软

件调试、性能瓶颈分析、资源管理以及程序剖析（profiling）、通信

管理等议题上来。

管理应用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带来新的挑战。例如，应用如何表

达服务质量（QoS）目标并且让底层的硬件、操作系统以及虚拟层

共同工作来保障它？提供虚拟化以及监查支持需要协调整个软硬件

系统层的资源管理，包括计算资源、互连和存储带宽。

跨层次的交叉接口

当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定义了一系列接口，它们在这几十年里

演变得很缓慢。这些接口，比如指令集ISA和虚拟内存，都是在存储

空间是首要考虑因素，能量充足、软件基础架构相对简单，且不考

虑安全性的情况下定义的。有一个稳定的界面能够激发持续几十年

的革命性系统结构创新。但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技术岔路口，这些

稳定的接口对文中谈到的很多创新而言都已经成了阻碍。

更好的高层信息接口。当前的指令集不能提供有效的方式捕获

软件意图或传递关键的高层次信息到硬件。比如，它们没法指出一个

程序对能效、健壮的安全或是服务质量等级的需求。相反，现在的硬

件不得不自己来花很大能耗代价搜集这些信息，如指令级并行度或是

重复出现的分支结果序列。新的高层界面必须封装并传递编程者和编

译器的知识到硬件，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率与有价值的新功能。

更好的并行化接口。开发并支持并行代码是个艰难的任务。编

程人员一直被其中微妙的同步、死锁、任意的副作用、负载不均衡

以及不可测的通信、不必要的非确定性、令人困惑的存储模型以及

性能不透明性所折磨。我们需要可以使程序员能在更高层次表达并

行度、局部性、计算依赖和副作用，以及关键的共享和通信模式的

接口。这种界面使得硬件更简单和有效，并带有高效的通信和同步

原语使得数据搬运最少。

更好的异构性抽象接口。支持异构并行需要新的界面。从软件

角度来看，应用必须为多种不同的并行方式以及存储模型编程；它

们必须在不同的异构硬件组合之间可移植。从硬件的角度来看，我

们要设计专门的计算与存储子系统。我们因此需要新的硬件界面来

抽象这些潜在的硬件所可能提供的关键计算和通信部件。这样的界

面必须处在足够高的层次作为可移植软件的目标，又要足够底层从

而可以高效地转换为一系列的硬件创新。

更好的通信编排接口。传统的计算机与编程模型主要关注计

算的编排，但是目前数据通信越来越需要编排和优化。我们需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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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清晰地识别长期数据和程序依赖关系，从而使得软硬件调度器能

够动态地识别代码中的关键路径。没有分析、编排与优化通信的能

力，则没有办法保证性能、能耗与QoS的目标。当考虑大数据应用

场景时，由于涉及众多庞大系统之间的数据协作，数据管理将变得

更加复杂。目前的系统缺乏合适的软硬件抽象层来描述通信关系。

更好的安全与可靠性接口。已有的保护与可靠性模型不能满足

目前应用需求。我们要求接口能够在单一应用中为不同模块之间指

明细粒度的保护边界，能够把安全当成第一属性，并且能用来声明

应用的弹性需求与期望。应用的某些部分可能能够容忍硬件故障，

或者可能希望冒险去这么做从而使得执行能效更高。所有的这些接

口都可以从合适的硬件机制中获益，比如信息流追踪、不变量生成

与检查、事务恢复块（transactional recovery blocks）、可重构以及

近似数据类型。这些都能显著提高效率。

3.结束语      

这份白皮书调研了计算机体系结构中的挑战和需要加强资助的有

前途的研究方向，以持续开发更好的计算机系统，为信息通信创新提

供条件，以改变我们的世界。

4.关于这篇文档

本文档在2012年4月和5月期间通过一个分布式的过程创建，协

同写作则是在一个分布式编辑器的支持下完成的。我们感谢计算社

区联合体（CCC），包括Erwin Gianchandani和Ed Lazowska的指导，

以及Jim Larus和Jeannette Wing的有价值的反馈。为整理成文作出贡

献的研究人员用”＊”标记，总协调人用”**”标记。

SaritaAdv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David H. Albonesi, Cornell University

David Brooks, Harvard

Luis Cez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SandhyaDwarkada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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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kFalsafi, EPFL

Antonio Gonzalez, Intel and UPC

Mark D. Hil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Mary Jane Irwin, Penn State University *

David Kaeli,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Stephen W. Keckler, NVIDIA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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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zyrakis, Stanford University

Alvin Lebeck, Duke University

Milo Mart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sé F. Martínez, Cornell University

Margaret Martonosi, Princeton University *

KunleOlukotun, Stanford University

Mark Oski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ShiuanPeh, M.I.T.

Milos Prvulovic,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teven K. Reinhardt, AMD Research

Michael Schulte, AMD Research an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

ison

SimhaSethumadhavan, Columbia University

GuriSoh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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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Torrella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

Thomas F. Wenis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David Woo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Katherine Yelick, UC Berkeley,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

ratory *

附录 A. 新兴应用的属性

有大量证据表明ICT正不断地将科幻小说中种种炫目的场景在真

实世界中得以实现。附录A列出了若干这样的例子以及它们的属性。

这些未来应用包括个性化医疗技术（为每个人提供不同治疗与用药

方案）、复杂的社交网络分析（识别潜在的恐怖危险从而保障国土

安全）、远程呈现技术（减少人们在交通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此

外，可能还有很多重要的应用正在逐步兴起。试想一下，我们有多

少人能在几年前预测到如今已是无处不在的社会网络？

尽管预测和未预测的未来应用将会有不同需求，但他们的共同

特征都与早期的应用有所不同。当前的革新在传感器、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和连接他们的数据中心，而不是在台式机上。新兴的应用有

一些共同的极具挑战的属性，多数都是因为其产生数据的速度超过

谭光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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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前处理数据的能力（性能、能量、可靠性及其混合）。表A2列

出了一些属性，包括处理庞大的数据集、使用分布式设计、在尺寸

受限的情况下工作、协调快速部署和高效的操作。

表 A.1: 新兴应用的举例

以数据为中心的个人医护—未来的医护系统应用植入、可穿

戴和遍布全身的智能传感器，全天候地监察我们的健康（全周全

天）。本地传感器内的分析可以改进功能并通过减少通信节省设备

功耗，而远程(即基于云计算的)系统可以跨越时间和患者群体进行

聚合。这种系统使我们能够查询自己的健康数据，同时还能使医疗

服务提供者不断监测病人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法。制定能够同时

满足性能、功耗和能源约束的计算组织，合理地划分设备和云服务

中各自实现的功能，以及在云环境中保护此类分布式的医疗信息，

都是接下来要面对的新挑战。

计算驱动的科学发现—今天先进的计算和可视化工具不断增加

着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展模拟驱动的实验和挖掘庞大数据集的能力，

以此作为科学发现的主要驱动力。生物模拟、蛋白质组学、纳米材

料、和高能物理等关键领域早已经开始利用了这些技术进步。随着

科学研究组织开始利用真实的数据，与安全和可重复性等相关的问

题变成严峻的挑战。

人类网络分析—鉴于因特网和个人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使用

着十年前都难以想象的新方式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技术的人类交互

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数据，可以使我们能够分辨个体之间的行为和新

的联系分类。网络科学和机器学习进展已经大大超出了计算平台能

够有效分析这些大数据集的能力。高效的人类网络分析可以对一系

列关键应用领域包括国土安全、金融市场和全球健康等产生很大的

影响。

更多—除了这三个例子，在个性化的学习、远程呈现技术、交

通、城市基础设施、机器感知/推理和增强的虚拟现实技术等领域的

众多问题都在把今天的计算设施推向极限。这些问题领域的计算需

求跨越了范围广泛的尺寸和体系结构，包括嵌入式传感器、手持设

备和整个数据中心。

表A.2: 新兴应用的属性

表 A.1 中的三大示例应用共享了至少3个关键属性，其展现出

来的困难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克服。

大数据—嵌入式传感器产生的连续数据流和由新通信技术带

来的大量多媒体内容无处不在，我们面临数字化信息的爆炸式增

长。出于健康、商业和其他目的处理此类数据，我们需要高效平

衡计算、通信和存储。为传感器提供足够的能力以便在生成/收

集数据的地方筛选和处理它们（例如，区别正常和异常的生物信

号），可以达到最优能效，因为通信所需的能量大大超过计算所

需。很多流源产生数据如此之快以至存储它们在成本上不可行，

因而数据必须被立即处理。在其他情况下，环境的限制和聚合不

同来源数据的需求影响了我们在哪儿执行这些任务。此类丰富的

权衡激励出对混合架构的需求，它们可以在节约能耗的同时有效

地降低数据传输。

永远在线—为了保护我们的边境、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己，

计算资源必须随时可用，并随时准备好提供有效服务。这一级别

的可用性需要底层的硬件和软件提供可靠性、安全性和自我管理

功能，而这些特征是目前大多数系统都不能提供的。虽然当前大

型机和医疗设备都在努力实现 5 个 9 即 99.999%的可用性（每年

仅5分钟的不可用时间），但实现这一目标仍然要花费数百万美

元。未来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很多层面上实现这样的可用性，一些

地方成本只能有几块钱。

安全和隐私—随着我们对数据的依赖的增加，我们逐渐更

依赖于在计算性能与提供可用、私密和安全的交易间的平衡。信

息安全具有国家级别的优先级，而目前我们的计算系统高度易受

攻击。网络信息战不再是假象，通过因特网对政府网站的攻击早

已司空见惯。我们需要新的硬件系统、体系结构、固件和操作系

统，为上文所述的应用中需要的分布式信息传递提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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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计算机科学之父”阿伦·图灵(Alan Turing)诞生。1930年代，计算机先驱们齐聚普

林斯顿小镇，图灵、邱奇（Alonzo Church）、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哥德尔（Kurt 

Gödel）、克林（Stephen Kleene）……。 2012年，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了“世纪图灵纪念庆

典”，邀请了20位嘉宾（包括8位图灵奖得主）介绍计算机科学的前世今生。

普林斯顿的校园里一下子多了一群耄耋老人，他们在向后人回忆当年图灵、邱奇等先驱在

普林斯顿开拓计算机科学的那一幕幕往事，仿佛让人感觉回到了上世纪30~50年代那个“激情

燃烧”的岁月。然而，当听到邱奇的学生80岁的斯科特教授（Dana Scott） (1976年图灵奖得主)

多次黯然感慨，“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机会在公开场合向大家分享当年和导师邱奇一起学

习、工作、生活的回忆了……”，“请再给我一个机会，我想最后再以个人身份讲一下邱奇的

故事，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当时就是住在他家里……”，又让人感觉到老人们似乎想在

图灵百年之际向世人谢幕。此时，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默默地聆听他们的回忆，然后报以最

热烈的掌声，来表达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意。

1. 图灵机的偶然与必然

斯科特教授是邱奇的学生，他也许是这个世界上距离那段历史最近的人了。斯科特教授的报

告介绍了λ演算的过去和现在，递归函数以及图灵机之间的故事，中间不断向听众透露许多不为

人知的佚事，现场气氛非常欢快。

邱奇在1930年代初提出λ演算，核心思想是“万物皆可为函数”。邱奇给出一组无类型

（untyped）的函数定义规则（因为无类型而无法区分函数与参数，所以λ演算会产生递归），

然后又加了几条规则，试图用函数来形式化整个逻辑系统。但后来他的学生克林发现这套逻辑系

统不一致。邱奇非常失望，把整个逻辑部分全都抛掉，在1935年只把λ演算部分发表了。所以，

λ演算对邱奇本人来说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再也不想向其他人提及。斯科特教授说，他在普林

斯顿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导师谈过λ演算。

1936年5月，图灵也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该词为德语，英语即decision problem）），

提出了图灵机。随后图灵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跟邱奇读博士。这段时间，他又证明了图灵机和λ

演算也是等价的。而在1936年前后，克林提出了一般递归函数（General Recursive Functions），后

来邱奇证明和λ演算也是等价的。因此，图灵机、λ演算和一般递归函数都是等价的。

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冯诺伊曼在了解了图灵的工作后立刻意识到其重要性，他极

力邀请图灵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普林斯顿工作，但图灵非常想家，还是婉言拒绝了。随后1945

年，在距离普林斯顿不远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了。但它太难操作

了，人们开始寻找高效的编程方式。于是从195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设计高级语言。1957年，巴

克斯（John Backus）带领团队率先发明了第一个高级语言Fortran。与此同时，麦卡锡（John Mc-

Cathy）则受λ演算启发，在1958年设计出了LISP语言。邱奇肯定不曾想过，曾经因为逻辑不一

致而几乎被他抛弃的λ演算成了计算机高级语言的基础。

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巧合。在1936年以前的几千年人类文明中，人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什么

是可计算的”这个问题，但在1935～1936年的一年间，却一下子提出了三种等价的理论，这岂不

是太巧合了？紧随斯科特教授，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沃德尔（Philip Wadler）教授在第二个报

告《邱奇的巧合》（ Church's Coincidences）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事实上，人

类科技史中诸如此类的巧合比比皆是，沃德尔教授又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牛顿在1666年发明

了微积分，而莱布尼茨在1675年也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达尔文在1859年提出进化论，而华莱士

（Alfred Wallace）其实在185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理论；而贝尔和格雷（Elisha Gray）在神奇地在

1876年的同一天提交了电话发明专利。

表面上历史充满了各种巧合，但如果把这些巧合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

的出现又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将它们视为巧合是因为后人割裂了历史，只记住了少许闪光点而忽

略了知识变迁过程中的幕后推手。

为了揭示图灵机巧合的必然性，沃德尔教授向听众还原了计算理论变迁的那段辉煌的历史。

故事要回溯到1900年希尔伯特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其中第2个问题是能否机械化地证明算术公

理系统的一致性。1928年，希尔伯特又进一步提出了判定问题（Entscheidungsproblem，该词为德

文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包云岗

世纪图灵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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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英语即decision problem），即能否找到一个算法自动地判定谓词（一阶）逻辑表达式是真还

是假。1931年，哥德尔提出了不完备性定理，他构造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是不可证明的”，

对希尔伯特的第2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为了证明不完备定理，哥德尔写出了第一个“计

算机程序”（哥德尔的程序只是用逻辑公式去形式化了几个步骤，并未定义编程规则）来验证一个

命题是否能被证明。人们又从哥德尔的“程序”中觉察到希尔伯特判定问题也可能不存在答案，即

没有这样的算法或不可计算。但要想证明这点，首要的是定义清楚什么是算法（或什么是能行可计

算性，Effective Computability）。

全世界的数学家们都在思考可计算性定义问题，普林斯顿的数学家们也不例外。1932年，邱

奇给出了第一个定义——λ演算，他本希望用λ演算来形式化逻辑系统。那时，克林正在普林斯

顿大学跟邱奇攻读博士学位，也在思考可计算性定义问题。当邱奇提出λ演算后，克林发现λ演

算能表示整数算术系统，这似乎是可计算性的定义了。他和哥德尔讲了这个想法，但哥德尔并不

认为这定义了可计算性。克林不服，向哥德尔下了战书——如果这个定义不对，那请把你的定义

拿出来，我能证明两者是等价的。1934年，哥德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般递

归函数概念。当时，刚博士毕业的克林记下了笔记。两年后（1936年），克林将一般递归函数具

体化，并证明了和他之前的定义是等价的。随后邱奇又证明一般递归函数和λ演算也是等价的，

并用λ演算证明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是不可计算的。不过“狡黠”的哥德尔还不肯承认，狡辩

道，也许我的定义是错误的。

1935年的英国剑桥大学，纽曼（Max Newman）教授正在给一个关于希尔伯特判定问题的报

告。他总结道，现在解决判定问题的关键就是找到可计算性的定义。23岁的图灵也在报告现场，

他便开始独自思考这个问题。1936年，他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

应用》，用图灵机来定义可计算性（或算法），然后用图灵机重写了哥德尔在1931年的那个“程

序”，也证明了希尔伯特判定问题是不可计算的。尽管图灵的证明方法比邱奇晚了几个月，但却

更直观、更易于理解，而且更像一台可操作的机器。

在1936年前后的一年间提出三种完全等价的可计算性定义，都源自于希尔伯特的判定问题。

到此，听众们恍然大悟又若有所思——这段经典的历史对我们又有何启发呢？我们又能在人类知

识变迁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2. 大科学（Great Science）

2000年图灵奖得主现清华大学的姚期智教授做了一场精彩的关于量子计算的报告。姚教授坦诚

地说，现在自己也无法预言量子计算机何时能实用，但认为量子计算符合他定义的大科学标准。

什么是大科学？姚教授认为有两个参考标准：1）大科学是多学科交叉产生的；2）大科学伴

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出现。

姚教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X射线晶体学。1895年，伦琴发现X光；1912年冯-劳埃通过

X衍射证明了X是波；1913年，布拉格父子提出用X射线来测晶体结构的方法；于是到了1920年

代，人们开始用X射线来测金属、离子以及大分子的结构。随后人们开始讲X衍射技术应用到了

生物领域，终于1950年代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开辟了生物研究新疆界。

另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二十世纪初，希尔伯特提出数学的机械化证明。1936年图灵机出现，

但只是理论模型。1945年，电子计算机发明，随后肖克利等发明了晶体管，从此计算机的运算速

度便按照摩尔定律飞速发展，这是数学和半导体技术的结合。毫无疑问，这两个例子都是伟大的

科学，它们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知识和生活。

回到姚教授的报告主题，他认为量子计算正是X射线晶体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并举了一

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以西蒙问题（Simon’s Problem）为例，假设F(x)会将2个不同n位的0-1比特

串x和s映射到同一个值，即F(x+s)=F(x)，那么给定x，如何找到对应的s？传统的算法需要对F(x)

进行2n次查询操作。量子计算则可以把F(x)和F(x+s)看做是两个晶体，然后用光线去照射，这样

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干涉条纹，然后就可以得到s。这样的操作只需要3n个光子就可以，其中的原

理和用X射线衍射结果反推出晶体结构很相似。另一方面，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量子计算研究投入

很大的经费，量子器件的发展速度也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例如，目前已经有技术能实现14个粒

子的量子纠缠；现在已出现传输单个光子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可以利用单个光子发送量子信号。

姚教授认为，虽然很多人对量子计算表示怀疑，但从事量子计算的科学家们却要乐观的多。

姚教授做研究遵循大科学的标准，过往的经历也使他更坚信做研究应该选择有价值的问题。

姚教授2004年回清华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展研究工作，过去两年我很幸运有机会也在普林斯顿

大学做访问博士后，所以这里的科研价值观，我也有些体会。在普林斯顿，很多教授和学生都非

常自信，认为只要他们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做好。另一方面大家又意识到，做一件琐屑的

小事，所花的精力其实并不比有价值的大事少。因此，在这种自信心和价值观的支持下，他们就

敢于去尝试一些很有挑战的问题，有时甚至会跨很大的方向。

李凯教授的研究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博士工作首次提出了软件分布式共享内存

（Distributed Shared Memory，DSM）思想，到普林斯顿后又做了硬件共享内存系统SHRIMP，之

后研究用多个投影仪组成可扩展显示墙（Scalable Diaplay Wall），后来又转到研究基于内容的多

媒体搜索技术。而创办Data Domain公司时则进入存储领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数据冗余存储

产品。如今，他和脑科学领域专家合作，开展脑科学计算的前沿研究。虽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像

DSM和Data Domain那样成功，但通过开展这些有挑战的项目，积累了许多高质量论文（h-index

为64），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也在同行中建立了学术威望。

3. “定义”的力量

2010年图灵奖得主哈佛的瓦伦特（Leslie Valiant）教授介绍了他对计算机科学的独特观点，

并回顾了他的研究历程。瓦伦特教授是机器学习的鼻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工智能还是以构

建专家系统为主。专家系统的思想就是通过建立大量规则来指导计算机推理，但很快便发现人工

建立规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当研究人员一筹莫展时，瓦伦特教授提出让计算机自己学习规

则的思想，成为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奠基性的工作。

机器学习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所以了解并不多。但瓦伦特教授的报告充满了想象力，给我

很多联想和启发。他认为图灵不仅仅是一位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更像是一位自然科学家，

而计算机科学也可看作是一门自然科学。他在幻灯片上摘出了图灵1948年的论文《智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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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Machinery）中一段话，“… genetical or evolutionary search by which a combination of 

genes is looked for, the criterion being survival value.”，然后说图灵所思考的已经超越了计算机科

学，可以归到自然科学范畴了。报告中，他又说道其实机器学习的必要性和意义图灵早就在1948

年就指出来了，许多听众感到有些茫然。只见瓦伦特教授翻到一页幻灯片，又摘出了图灵那篇

《智能机器》 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the learning of languages would be the most im-

pressive”。瓦伦特教授稍加解读，众人顿时恍然大悟，不禁感慨图灵真如神一般高不可及，而

学术大师们则像神父一样能读懂神的思想，向世人传达神的指示。

瓦伦特教授的报告中提到好几个有趣的定义，比如什么是学习，什么是进化。这些高度抽象

的概念，瓦伦特教授却能用数学进行漂亮的形式化定义，令人叹为观止。很多难题无从下手时，

正是因为问题没有定义清楚，而巧妙的定义经常另辟蹊径，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个

笑话从反面诠释了定义的能量。一位哲学教授将一把椅子提到讲台上，对学生们说，今天哲学课

考试题目是--证明这把椅子不存在。学生们开始冥思苦想，但只过五分钟有位学生即交卷了。教

授一看，答卷上只有五个字，但连声称绝，打了满分。这五个字是——“什么是椅子？”

这让我联想起在普林斯顿时与李凯教授的一次讨论。当时，我们希望对比两个程序行为是否

相似，这听起来也是一个无从下手的问题。于是李凯教授让我先去定义“什么是程序行为？”、

“什么是相似？”当我把这些问题定义清楚后，解决思路就明确了。这次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

只有将问题定义的越清晰，才能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法。

如果说好的定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那伟大的定义往往开辟新的领域。这样的例子在计算机

科学发展史上比比皆是。除了瓦伦特教授定义了什么是学习开创机器学习领域外，还有图灵用图

灵机定义了什么是可计算，开创了整个计算科学领域；香农（Claude Shannon）通过不确定的概

率定义了什么是信息，开创了信息论；里维斯特（Ron Rivest）等通过概率上的不可区分性（in-

distinguishability）定义了什么是安全，开创了计算机时代的安全领域。

4. 互联的未来

纪念活动的高潮是普林斯顿校友，Google前CEO、现Google董事会主席斯密特（Er ic 

Schmit）的报告，可容纳4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甚至有人坐在台阶上。

斯密特报告的主题是未来，他给现场听众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蓝图。未来智能手机将越来

越便宜，如今已经有几十美元的Andriod手机了。未来的市场主要会在发展中国家，如今中国、

印度每年智能手机都是以几千万的速度在增长，而非洲国家也会成为新兴市场。未来将会有30亿

新网民加入到互联网，这蕴含着巨大的应用需求，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创造力。斯密特还畅想了一

系列新兴应用，比如无人驾驶汽车、穿戴式设备等。

报告结束后留了半个多小时提问，大家非常踊跃。有人问Google是否能帮助设立诺贝尔计算

奖，Google的数字货币计划是什么，未来该如何学习快速发展的技术，互联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

别，Google在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还有人提问请斯密特给本科生一些建议…… 我也起身问了一

个关于Google X实验室的问题，并开玩笑式的问怎么才能进Google X实验室。斯密特说，有人泄露

Google X的信息，Google X实验室细节仍然是机密，所以他可以透露无人驾驶汽车项目，但不能再

说更多其他的项目，不过请想象一下Google X的研究人员正在整合计算机科学、硬件和新设备，那

也许会对Google X有一些感觉。事实上，Google X确实很秘密，存在好多年而不为人所知，即使是

Google员工。直到2011年11月纽约时报泄露有关信息，外界才得以了解。Google X项目都是非常激

进，比如无人驾驶车、Google 眼镜、机器人巡逻队、甚至太空电梯。上期CCCF刊登的CACM译文

《谷歌的混合研究方法》（Google's Hybrid Approach to Research）中提到工程与研究并重的混合研

究模式会更倾向于低风险的短期项目，而专注长远影响的Google X实验室则是对混合模式的补充。

斯密特提到的很多观点和我最近读的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的《Abundance：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一书中很多观点一致。事实上，斯密特和戴曼迪斯本来就是私

交很好的朋友，他们甚至最近和Google的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阿凡达》导演卡梅隆

（James Cameron）一起宣布创办了Planetary Resources公司，目标是太空采矿！

斯密特和戴曼迪斯对未来的判定并不是凭空臆想。如果跳出某项具体技术，从更广阔的时空

来观察技术本身的发展，就会发现技术发展也有规律。比如，笔者之前在CCCF上刊登的《谁推

动信息产业发展》文章中引用了美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分析了19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史，从而得出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互动的一些规律。而《Abundance》一书给读者呈现了另一条有

趣的规律——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都是指数发展型技术（Exponential Technologies）。

在科技史上有很多成功利用这条规律预测未来的例子。例如1953年美国空军分析了从1911年

飞机发明到1953年之间飞机加速技术发展曲线，发现飞行器发动机的加速度增长是指数发展的，

并预测1970年左右人类便能登上月球。这个判断是在1953年做出来的，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登上月球至少还需要50年（2000年左右）。

而摩尔定律是计算机领域都熟知的另一个例子。1965年摩尔（Godern Moore）在一篇文章中

用1959年到1965年的5个点画出了一条直线，并成功预测未来10年（到1975年）半导体技术的发

展趋势，即单个芯片晶体管数目将每12个月翻一番（后来修正为每18个月）。一个又一个十年过

去了，摩尔定律在过去的50年里都有效，并还会持续到至少2020年。

从技术层面上去判断一项技术是否为指数型技术需要极远的眼界和很深的造诣，往往只有摩

尔这样的大师才能做到。我的一个观点是，技术的成本也许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判断依据，即在相

同的性能下价格是否在不断下降，或在相同的价格下性能是否在不断提高？当然技术的潜力还依

赖于市场饱和度。所以，综合技术成本和市场饱和度两方面的因素来看，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确实

还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5. 结语

2012年即将过去，世界各地的图灵纪念活动也都逐渐落下帷幕。这些纪念活动让我们这些和

图灵本没有时空交集的晚辈也能感受那个造就伟大图灵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希尔伯

特，邱奇、哥德尔、冯诺依曼……

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吗？图灵知道他所处的时代是伟大的吗？图灵已逝，我们不

得而知。但我有一个猜想，也许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第二点（公理系统的一致性不能在其内部被

证明）也适用于历史系统——历史舞台上的扮演者无法证明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伟大的。■



访问报告

38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39

文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范灵俊

一、访问背景篇

早在2009年5月份的时候，

我就在范东睿老师的引导和牵

线搭桥下，开始跟着美国韦恩

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的施巍松教

授做一些研究工作。施老师当年

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获得

者，目前是韦恩州立大学的终身

教授，移动和因特网系统结构实

验室主任，可持续计算实验室主

任。最近几年，他一直在致力于

2011 年 10 月 3 日早上 8 点，

我乘坐的 DL188 航班顺利

降落在了美国底特律机场，来

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开始了我

为期一年的韦恩州立大学访问

学习经历。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访问学习总结

低功耗和绿色计算方面的研究，

加之施老师本身就是计算机系统

方面的专家，我作为计算机系统

结构的博士生，一个还未入门的

研究者，能得到施老师长期的指

导，自然欣喜万分。从那时开

始，施老师便要求我，每周写一

次weekly report，并报告如下内

容：

0）W h a t s u p p o s e d t o b e 

done?

1）What has been done and 

the technical report

2）Question/difficulties?

3）To do next week

每两周通过Skype越洋通话

一次，就具体研究中遇到的问

题，进行电话交流。

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连国

内外同行的研究现状调研，都不

会做；我们研究的动机在哪里，

如何抽象和提炼问题，如何针

对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如

何展开实验，如何解决在实验中

进一步遇到的问题，如何将研究

成果写成文章，包括在文章写作

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等

等。施老师都一步步指导了我。

最初我们的研究点，主要集

中在Godson-T众核结构上的算法

优化，那时，Godson-T模拟结构

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版本，并在积

极推动流片。Godson-T构建的目

标主要是面向大规模并行处理，

用于科学算法（矩阵乘法，L U

分解，FFT等）的加速。但施老

师通过分析我们的结构认为，一

些Daily Computing的应用（如下

载软件，网页浏览器web browser

等），也有可以利用Godson-T众

核进行多线程并行加速的可能，

尤其是Godson-T私有cache可配

置成SPM（Scratchpad Memory）

空间供程序员可见的特性，能很

好地利用数据的局部性。这个想

法也得到了范老师的认同。

于是，首先，我们通过对下

载软件程序的分析发现，下载程

序关心的是下载速度，对下载的

数据不做过多的中间计算处理，

而S P M存储在片上，对有大量

中间计算的应用程序有特别的优

化效果。初步的实验也表明，

Godson-T对下载程序的优化空间

比较有限。紧接着，我们对web 

browser核心算法进行了研究。

Web browser的处理过程包括，

发请求，获得HTML数据，对数

据进行parsing和构建DOM tree，

layout calculation及display。所

有的过程都是对获得网页数据的

中间处理和最后显示，SPM可以

派上用场。此外，当用户在使用

web browser发出的请求比较密

集时，可以启动多个核，每个核

启动一个线程对数据进行并行处

理。

同时，考虑到可编程性，

施老师让我调研U P C编程模型

在Godson-T上实现的可能性。

Unified Parallel C (UPC） 是 C 语

言的扩展，是Berkeley大学研发

的，主要设计用来在大规模的并

行计算机中开发高性能的应用程

序。正好编译组陈莉老师下面有

几个学生也在研究Godson-T上

UPC编程接口实现及算法优化。

通过跟陈老师组里的学生进行讨

论发现，UPC最大的优点是自动

将并行处理结合起数据的亲缘

性，用upc_forall特性针对循环处

理自动分配线程数据进行实现，

非常适合规则数据的并行处理及

NUMA存储结构。而Godson-T的

私有Cache配置成SPM空间时，

恰好成典型的NUMA结构。但遗

憾的是，web browser的网页数据

是树形结构（DOM Tree），不

规则，无法利用起upc_forall的特

性。

在跟导师李国杰老师汇报

完后，李老师指出，其实可以

直接将web browser核心算法在

Godson-T上进行实验，可以先不

考虑UPC编程模型。然后我们就

模拟了前端核心算法，并进行实

验，多线程处理和数据局部性利

用方面，在Godson-T上都取得了

不错的加速效果。研究成果写成

了文章Optimizing Web Browser 

on Many-Core Architectures也发

表在了2011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Applicat ions and 

Technologies上。

由于之前参与了Godson-T的

设计和流片开发任务，我比较熟

悉的领域是处理器片上高效访存

机制及存储结构，施老师实验室

里低功耗研究小组的研究表明，

片上缓存的功耗在计算机系统功

耗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并且，多

种多样的应用程序对缓存有着不

一样的需求，也并非每个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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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时每刻都需要保持峰值性能。

同时，对于多核/众核处理器来

讲，缓存在克服“存储墙”中扮

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也占有了

越来越多的芯片面积。所以，我

们提出了看能否通过设计一种可

控的缓存结构，来调节功耗和性

能之间的平衡这样的研究课题。

由于本研究课题与施老师实

验室Low Power Research Group

合作比较紧密，于是在范老师

和施老师的商议下，便有了我

这一年海外访问学习、合作交

流的机会。

二、实验室及学术篇

2.1 实验室概况

韦恩州立大学位于美国底特

律市。底特律是美国密歇根州最

大的城市，位于美国东北部，

加拿大温莎以南，是世界传统汽

车中心（著名的汽车品牌福特、

通用、克莱斯勒的研发生产基

地）。城市得名于连接圣克莱尔

湖和伊利湖的底特律河。韦恩州

立大学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学校之

一，也是密歇根州三大综合性大

学之一。施老师带领的实验室

（移动和因特网系统结构实验

室，简称MIST）坐落在学校一

幢主楼的二层，此楼紧邻全美第

一条高速公路（High way, 有区

别于Free way）Woodward，据

说Woodward当年的修建就是为

了往外运市内生产的汽车，不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这里

的汽车工业持续下滑，城市开始

衰败，到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多少

往外运车的车辆了。美国的大学

跟城市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围

墙，所以铺得也很开。韦恩州立

大学距离Downtown（市中心）

不远，但城市的衰败导致Down-

t o w n在周末和晚上基本成了空

城，以致于这里的治安状况也比

较差，抢劫时有发生，所以，一

图1　实验室所在地                      

图2　实验室部分成员

般的晚上，学校及实验室很少会

有人。

施老师的实验室大约有十几

个学生，其中以中国学生为主，

然后就是来自越南、印度、孟

加拉等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学

生了。另外，施老师和Dr.Fisher

各自的学生组合起来又形成一个

大实验室——可持续计算实验室

（简称LAST），总人数在20-30

之间。施老师平常对实验室学生

的要求是：每周日晚10:00前，

书面汇报上周的工作进展情况，

格式如文章开头所示。第二天周

一全天，每人有半小时跟他面

对面交流的时间。后来随着实

验室人数的增多，这种方式改为

了“圆桌”会议，大家轮流挨个

汇报自己的工作。当然，不管书

面还是口头的汇报，都必须用英

语，哪怕在座的全体有时候都是

中国人。

每周三上午10：00开始，

MIST实验室会以小组的形式召

开seminar，实验室目前主要分

为Low power group,和health-care 

group. Seminar每次持续的时间为

45分钟，其中半小时左右为主讲

人的非正式演讲，介绍自己目前

的工作，或分享自己的idea，然

后15分钟为自由提问，大家畅所

欲言。

实验室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小

白板，以方便随时可能发起的学

术或技术交流。实验室门口，近

几年发的文章首页也被汇总起来

贴在橱窗上，供大家平时查阅学

习，同时也方便外面过来访问的

人快速浏览和了解实验室的研究

情况。

每周四上午10:00-12:00，固

定为LAST实验室全体成员参与

的正式presentation时间，每周一

个主讲人，题目由自己定，或

者介绍自己的研究工作，或者介

绍自己学习的别人的文章。演讲

顺序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集体商

议定好，基本不再改变。演讲

人需要在本周一之前将自己要报

告的内容（文章）群发给大家，

并至少提前十二小时将s l ides发

给大家，以便大家提前预习，演

讲过程中有问题，可以随时提

问。不管实验室两位指导老师在

或不在，只要不是特殊的假期，

presentation一定都会按期举行。

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坚持得非常

好，值得国内很多实验室学习。

然后周四中午12：00-1:30为

每周的lunch meeting时间，大家

各自带来或买来午餐，包括施老

师，聚在一起边吃边聊，从社会

热点问题，到个人鸡毛蒜皮；从

学术研究，到美食旅游、租房开

车等……无所不谈。借此增进彼

此的了解和友谊，也帮助解决个

人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同时

也帮助新来的同学练习了语言。

2.2合作课题研究

带着“支持性能功耗可控的

缓存结构设计”研究课题，我被

施老师作为full-time的PHD学生

编制在了Low Power Group里，

主要与Shinan Wang，著名开放

图3　实验室里随处可见的小白板         图4　实验室门口的paper张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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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SPAN（一种Software Power 

Profiling工具）的开发者，进行

合作研究。由他负责软件方面的

分析，我来做硬件方面的设计。

当年处理器结构中引入cache

的目的主要是弥补处理器与内存

的速度差距、追求更高性能，而

且cache在处理器性能的提升中也

确实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因

此，即便我们今天考虑设计低功

耗的cache，性能仍然是我们需要

同时考虑的问题。

我们首先对近些年low power 

cache设计领域进行了调研，尤

其是可控可配置的结构。调研发

现，大量关于单个cache结构的低

功耗设计方法主要是1995至2005

年提出来的。那时，单核心的处

理器还是主流。可控的结构主要

是针对cache大小进行适应性调

整，可控的参数包括cache块大

小，cache路数（相联度），set

数等。有硬件自适应的方法，也

有软件可配置的方法。大多数方

法的缺点是或带来性能损失，或

需要软件的支持，或提高了硬件

复杂度。但总体来说，对cache结

构size方面的控制研究，能尝试

的都被尝试过了。我们必须尝试

新的方法来降低cache的功耗。

C a c h e的功耗有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电路稳定时的静态

功耗，一部分是电路翻转时的动

态功耗。虽然随着工艺的进步，

电路的静态功耗所占的比例在增

大，但目前动态功耗仍然占据主

导。我们通过对cache行为进行分

析发现，读操作和写操作是cache

中最基本的两种操作，并且，写

操作一般都伴随一次读操作，用

以判断是否命中。所以，读写

操作是cache动态功耗的主要来

源。组相联cache是基本的cache

结构之一，由于其能很好地降低

冲突失效，应用也最为广泛。一

般情况下，对组相联cache各个

路的读是同时进行的，然后再通

过t a g比对选择命中的数据或发

miss消息，但最多只有一路是命

中的。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的

一个想法便是，能不能事先将这

些冗余的访问消除，从而在不影

响性能的前提下将cache的动态

功耗降低？

针对如上问题，通过分析

cache中的数据及地址特性，我们

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虑：1）相

联组中可能同时含有有效数据块

和无效数据块；2）对于指令数

据共享的cache，相联组中可能同

时含有指令和数据；3）由于局

部性原理，相联组中各个缓存块

地址的差别往往是tag低位。其中

1）可以通过缓存块的有效标志

位进行预先判断，因为标志位本

来就存在，只需稍微修改访问逻

辑，硬件代价不大；2）需要添

加指令数据指示标志位，然后进

行预先判断，由于一个缓存块的

长度一般为32bytes（256bits），

增加一个标志位的硬件代价也可

忽略不计，当然，还需要在请求

消息中添加一位访问类型标志

位；3）可以通过首先访问tag低

位进行判断，tag低位需要独立存

储，但没有增加硬件代价。三种

方法分别是从不同方面对同一相

联组中的缓存块进行区分，因此

可以混合使用。但这些提出的方

法成功的关键在于，由此能被消

除的访问比例有多大？

在模拟器上实现以上方法

后，通过对SPEC CPU程序进行

测试，并通过CACTI6.0对功耗

进行评估表明，三种方法各自都

有效果，当两种或三种方法结合

时，效果更好，cache的动态功

耗可以被有效降低，而且对性能

没有带来影响。研究成果写成

了文章“Low Power Cache Ar-

chitectures with Hybrid Approach 

of Filtering Unnecessary Way Ac-

cesses”，被HPC China2012接收

为regular paper，并获得了“Best 

Paper Award”。

同时，我们还考虑到，由于

之前对cache的控制都是从s ize

的角度出发，对影响cache动态

功耗的另一个因素，访问频度

的控制，还没有相关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从这

个角度来研究对cache的控制，

比如当cache的访问频度超过一

个限定值时，预测一些访问将

其直接By pass，发送到下一级

存储，以降低本级cache的peak 

power，不过可能要以牺牲一定

的性能为代价。

三、生活、旅游篇

到美国的第一感觉便是，这

里的城市铺得很开，或者说所谓

的城乡界限很不明显，公路四通

八达，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不

同类型的超市与超市之间的距离

动辄几miles或十几miles。美国车

的普及率很高，对于底特律这样

的地方，公共交通并不发达，富

人往往愿意往郊外住，环境好，

因为有车、上下班也方便，而不

愿意挤在Downtown地区，于是

靠市中心便成了穷人、黑人的聚

集地，反而所谓的郊区仿佛比市

中心环境要好很多，生活也舒适

些。

说到基础设施，这里的网络

是非常发达的，无线网络的覆盖

率也很高，比如很多商场、小

店，都有免费的Wifi可供使用。

很多事情，也都是在网上办理。

因为人力成本比较高，很多地方

能不用人干的就不用人，比如加

油站加油、超市结账、停车收费

等，都是自动化。这方面，国内

仿佛就恰恰相反了，能多创造一

个就业岗位，就多创造一个，人

力成本相对来说，低很多。还有

个原因就是，美国的教育化程度

相对较高，会使用电脑和网络人

的比例也比较高，因此很多东西

也就有了普及的必要。

饮食习惯会是来自美食天堂

的中国的学生的一大问题，对于

西式快餐——MacDonald、Sub-

way、Pizza等，必然长久食而不

习惯，于是，学会开车、买菜、

做饭基本成为了每个海外学生的

必修课。这里也有一些中国式的

快餐，但由于在那里开店的华人

已经十几年、几十年的呆在国

外，加上使用的有的调料未必地

图5　Mackinac Island 

图6　Sleepy Bear Dune

图7　Pictured Rocks Cruise

图8　Shooting at Gun Shop

道，所以做出来的中国餐味

道非常牵强。有个别相对地

道的中国餐馆，也只能偶尔

周末约上朋友去大吃一顿，

算是解解馋。因此，国外的

留学生活，每天基本要花一

两个小时做饭，每周起码要

花一整天去各种超市采购。

当然，从生活的角度，倒也

不亦乐乎。

底特律所在的密歇根

州，位于五大湖区（Lake-

S u p e r i o r，L a k e H u r o n，

LakeMichigan，LakeErie，

LakeOntario），全州湖岸

线长达5000公里。除Lake-

Michigan属于美国之外，其

它四湖为加拿大和美国共

有。这五个湖泊所组成的五

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

域，有北美洲地中海之称。

因此，这里也是著名的旅游

胜地。尤其是密西根北部

（简称北密），可以说自然

风光是美不胜收。

考虑到距离没有那么

远，“北密”几乎是在密西

根州留过学的同学的必去之

地。我也没有例外。实验室

的同学们利用假期，组成一

个团，制定好计划，开着车

沿着75号高速公路就出发

了。一趟下来，玩个三四

天，跑个五六个景点，人均

200多美元就拿下了。

为了纪念这次“北密之

行”，我专门写了篇游记，

有机会可以分享给大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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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考虑到篇幅，就不再赘述。但

有几个场景是我终生难忘的，比

如，在美丽的小岛上，骑着自行

车，沿着湖岸线狂奔二个小时，

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在宽阔

无比的湖上乘游轮破浪前行，欣

赏湖岸千奇百怪的奇石异景；开

着车在蓝天白云下，一眼望不到

头的被两边茂密的树林包围的高

速路上飞驰；一泻直下的沙滩一

直连着宽阔的蔚蓝的湖水，我们

狂奔而下……不得不承认，美国

的自然风光保护得非常好，没有

任何开发过度的感觉，比如高速

路仿佛从森林中间穿过，而不是

修好了高速公路，为了绿化，再

在两旁种上树。自然景观的门票

也相对不贵，像很多国家级或者

州级的公园，也只要一张5$或者

10$停车的门票而已。当然，美

国毕竟是发达国家，人们本身也

很重视生活，路上随时可见拉着

房车，或者拉着小船、快艇，出

去游玩的家庭或朋友。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美国是枪支开放的国家，很多便

宜的手枪两三百刀就能买到（当

然，需要持枪证）。也有一些专

门提供租枪、玩射击的小店。在

一个美国朋友的带领下，我们有

机会体验了一次实弹射击。租个

四五种手枪和两三百发子弹，玩

一两个小时，人均花个20多美元

而已，却获得了一次比较难得的

人生体验。

尽管如此，也有不少对美国

留下不好印象的地方，比如我们

有一次租车停车，明明按照了要

求，却依然被拖走了，并且租车

公司死不承认，态度蛮横，拒不

合作解决问题……但总起来说，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去学习，比如对于规则

的遵守，比如整个社会大环境对

于个体人的尊重等等。

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

心得体“会”

2012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总结

应 新 加 坡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NTU-Rice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and Applied Infodynamics(ISAID)

实验室Krishna V.  Palem教授邀

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吴承勇研究员、陈云霁副研究

员、杨梁、李杨、杜子东于2012

年8月6日至2012年8月13日赴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了短期的

访问交流。同时，法国INRIA的

Olivier Temam教授赴新加坡参与

了此次交流。

Palem教授和Temam教授曾

在2012年上半年到访计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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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访交流

即是应Palem教授邀请访问南洋

理工大学，以进一步推进合作研

究工作。

此次访问主要分为三个环

节，首先是Palem教授介绍他当

前的工作以及他对当前技术的

认识；其次是在Palem教授指导

下，实际动手完成实验，以期更

好的理解Palem教授所提出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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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掌握相应的技术细节；最

后即是关于合作研究的详细规划

和对于技术发展的讨论。

Krishna V. Palem教授主要从

当前的技术瓶颈、inexact com-

puting和PCMOS的概念、以及未

来可能的技术三个方面介绍了他

当前的工作和他对目前技术领域

的理解和认识。他详细的讲解了

Inexact Computing和PCMOS的

概念，以及提出的原因和应用

在目前技术领域的相应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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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同样详细的介绍了他

对未来技术的认识以及Inexac t 

computing、PCMOS对未来技术

的影响。在Palem教授的指导和

他的博士生Avinash Lingamneni

的帮助下，我们通过一个乘法器

的设计，一步一步学习具体如

何应用Palem教授提出概念中的

logic minimization技巧。我们以

全加器为基本单元，并有意引入

部分出错逻辑，以此为基础搭建

wal lace树，在错误率与能量延

迟积增益（energy-delay-product 

gain）间权衡，，并最终完成乘

法器，完成了从rtl到电路的整个

流程。最后，具体讨论了后续的

合作研究细节。Palem教授认为

CGRA有很大的优势，采用mux

或者decoder逻辑搭建、节点拥

有局部存储、整体为可编程，可

以很好的应用在Neural Network

或者Machine Learning应用上。

Temam教授则对于如何硬件实现

Neural Network和Machine Learn-

ing应用并结合Inexact computing

技术感兴趣。

此次访问，首先我们具体学

习了Palem教授所提出的想法，

在下一步合作研究上面达成了具

体意向，并且初步形成了研究

计划。为具体落实合作研究，

Palem教授和Temam教授将于10

月再次访问计算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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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CC’2012参会记录

第三届国际绿色计算会议

Third International Green Com-

puting Conference (IGCC’12)今

年在美国加州S a n J o s e举行。

IGCC是一个比新的会议，主要

侧重功耗、可持续等方向。2012

年的功耗测量与分析国际研讨

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Power Measurement and Profiling, 

PMP）也与IGCC一起举行，我

和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施巍

松教授是PMP’12的共同程序委

员会主席。

首先介绍一下PMP’12的筹

办工作。PMP国际研讨会是由施

巍松教授于2011年发起，去年我

担任程序委员会委员。2012年，

我受邀担任PMP’12 程序委员会

主席，负责组织整个研讨会。由

于P M P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研讨

会，我们决定录用大约4~5篇文

章，邀请10位左右的PC。

P M P’12研讨会组织流水

线：

·Call For Paper：PMP’12

的主页（http://www.cs.princeton.

edu/~ybao/pmp12/）完成后，我

们请各位学术界同行广发CFP，

以吸引更多人投稿。我们使用

EasyChair来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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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我们一共发出14个

邀请，包括最后一共有10为接受

了邀请，加上两个程序委员会主

席，一共有12位PC。

·投稿：最后一共有7篇投

稿，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

波兰等国家，其中既有大学，也

有Intel、日立等企业科研人员投

稿。

·审稿：我们为每篇投稿安

排了3~4个PC来审稿，每位PC需

要审阅2~3篇文章。

·录用情况：经过P C的认

真审阅，最后我们决定录用4篇

文章。

·Keynote：我们又向Intel

的研究功耗的知名专家 A b -

hishekAgrawal发出Keynote邀

请，他很乐意给P M P’12做一

个Keynote，并愿意担任下一届

PMP的程序委员会主席。

·Program：在文章录用完

毕，Keynote确定后，我们便制

定了如下的日常安排，见图1.

·会议情况：P M P’12与

GreenCloud Computing Workshop

共同举行，共享一个会议室。

PMP’12 Workshop由我主持。其

中AbhishekAgrawal的Keynote介

绍了他们的新观察——不仅仅

硬件idle会消耗较多的功耗，软

件idle状态也会消耗很多功耗，

有的应用甚至会产生大约50%的

功耗。他现场派发了他们小组

的新书“Energy Aware Comput-

ing”。两个Workshop吸引了大

约20多人参加。

·心得体会：这是我第一次

组织国际研讨会，虽然规模比较

小，但是从中收获了很多，尤其

是了解了如何组织研讨会的完整

流程。在这个过程中，也非常感

谢施巍松教授的指导。

I G C C会议主会日程从6月

6日开始。UC Berkeley的David 

Culler教授是会议的大会主席。

会议一共有8个Session，分别包

括Architecture-Level Optimiza-

tion and Modeling、Sustainabil-

ity、Data Center、OS-Level Op-

timization、Building and Grid、

Sensors、Thermal Modeling and 

Management。其中Data Center安

排了两个Session，也说明当前

研究的热点。

总体感觉，在体系结构与

O S级别功耗研究还是比较传

统，而像Sustainability、Building 

and Grid这些Session中的文章对

于像我这样的体系结构方向的人

来说则非常新颖。比如一位来自

NCSU的教授，将机器学习应用

到功耗管理中，还有如研究如何

监控和优化大楼中的功耗。

下一届IGCC的大会主席是

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 Jack 

Dongarra教授，而计算所的范东

睿副研究员则是程序委员会共同

主席，欢迎计算所同行投稿。■

图1 　PMP’12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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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A’2012参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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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A全称是In te rna t iona l 

Symposium on Computer Architec-

ture,中文译为国际计算机体系结

构学术会议，是计算机体系结构

领域的顶级会议，在计算机学会

的体系结构领域推荐会议中排行

第一。2012年度的ISCA，在美

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召开，大会

主席是美国Intel的Shih-Lien Lu， 

程序委员会主席为美国UIUC的

Josep Torrellas教授。

我是6月7日从国内启程到美

国洛杉矶市转机到波特兰的。6

月7日晚抵达洛杉矶，因为第二

天越好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吕松武教授见面，所以7日晚抵

达洛杉矶后乘车去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和已于前几日到达的北

京大学王韬博士会合。第二天和

吕教授交流了一段时间后，我们

就于中午乘飞机赴波特兰，参与

ISCA的主会。

I S C A的主会是从6月9日

开始，到6月13日结束，会期5

天。第一天的大会安排了一个

Keynote， 是由Numenta公司的

创始人Jeff Hawkins，做的关于

“New Insights from Neurosci-

ence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i-

gent Machines” ，在大会报告

中Jeff Hawkins介绍了他们关于

智能机器的研究工作进展，特

别是如何从体系结构层面加以

改进的技术思路，激发了大家

的兴趣。

在大会期间，我们也会美国

宾州大学谢源教授、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的周源源教授等进行

了交流。■

PACT’2012与明尼阿波利斯

九月的明尼苏达，和北京相

比，天气已经微凉了。我们一行

六人由吴承勇老师带队，于18日

抵达明尼苏达的中心城市明尼阿

波利斯（明市），准备参加19～23

日举行的PACT-12学术会议。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初次造

访美国，因此，享受这种扑面而

来的异国风情，享受这个新鲜

的城市，是我们最为迫切和渴望

的。我们放下旅途的劳顿，甚至

连行李都未完全展开，就开始了

这段体验。 

明市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那

种带有繁华的安静，和带有律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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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明市是美国中部较大的城

市，是航空交通的枢纽。在如同蛛

网般的航线图上，很多航班在美国

中部的中转点往往都是明市，故不

可谓之不繁华；但同时明市的人口

又没有如纽约或北京般膨胀到令人

瞠目的程度，因此，诺大的明市，

不见无数人头的攒动，却依然处处

充满现代化的气息。她的另一个特

点就是精致，市中心随处可见的是

铜质的雕塑，可能在中心的广场，

也可能是在街角的一个不经意的转

弯处。这些雕像的题材很是广泛，

有现代感极强的生活写实，有超现

实主义的膜拜，还有些雕塑里不乏

包括些许东方元素。街道上每隔几

步就有一个花坛，其中的花草虽算

不上名贵，但排列的错落有致，显

然出自于花匠们的精心修饰。花坛

的石料和街道的主石料质地相同，

街道每过一段距离就有供行人休息

的石凳，也犹如艺术品般被雕刻成

各种形状，使人驻足休息之余也能

体会艺术带给人的感官冲击。整个

街区被设计的井然有序，同时又处

处体现着人性化的理念。这种精致

会让你感觉到明市人生活的惬意，

同时也体会着美国快节奏的生活节

拍。就像艺术与生活在明市街区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一样，明市人的悠

然和美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压力，也

在这里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 

明市有一千多个湖，而且著

名的密西西比河（密河）就从明

市中穿过。非常幸运的是，我

们住的酒店距离密河只有步行的

距离，因此，密河就成为我们必

须造访的地方。与中国的大江巨

川相比，密河显的很乖巧，很安

静，与世无争。我们见到的那一

段河床并不算开阔，河面微有波

澜，河水略带蓝色，两岸有树，

岸边带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位于

市中心的这一段是当地人休闲

生活的好去处，被称为running 

park，一路上总能看到市民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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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或是健身。沿着岸边向前

走，偶然间可以发现一个个石

墩，也可以说是一个个小的纪念

碑，散落在密河的岸边。留意观

看，这些纪念碑上有的记载着此

地曾是某个名人的故居，有的是

某个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

的则是明市近代跨河建筑的落成

纪念。透过它们，让人感觉到的

是美国的历史，明市的变迁，已

与这条河深刻而紧密的结合在了

一起。遗憾的是，我们来到密河

的时候并不是黄昏，更无法比较

密河的夕照与“长河落日圆”之

间的差别，我们只能想象，这二

者之间，虽已相隔十几个世纪，

但应该也透露着某些相似吧。

明尼苏达大学（明大）是美

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世界范围

内都有很高的认可度。我们到

美国的第二日便拜访了这座高等

学府。我不知明大的校训，但开

放，自由，包容和热情的氛围在

你走进校区的一瞬间，就能感觉

的到。作为一所州立大学，与私

立大学不同，她必须承担明州的

高等教育的义务，但同时，她还

接受明州以外，乃至世界各国的

留学生。黄种人，黑种人，白种

人，处处可见。与国内的很多大

学不同，明大可谓是一座大学

城，没有围墙，让你的身心自由

出入；包罗万象，不仅学科齐

全，还带有丰富的人文色彩；积

极进取，使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

都感觉到光阴与求索；景色宜

人，很难发现哪处没有草坪覆

盖，哪处没有几十年树龄的巨木

遮荫。明大的学科建设很齐全，

这次我们专程拜访了明大的计算

机学院，她在全美的计算机科学

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学院有很多

华裔的资深教授，这次PACT大

会的主席游本中老师，就是这样

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游老师告

诉我们，美国的大学是很重视教

学的，几乎所有教授不论年龄资

历，每个学期都有教学任务。而

且美国大学对残疾学生有特殊的

政策，这些学生都有专门的护理

人员陪同，比如聋哑人，就有专

门的双语翻译随堂上课，人人平

等的理念深入人心。计算机学院

的中国学生也很多，大家对中国

学生的勤奋和主动都交口称赞。

我虽未有幸求学于明大，但也因

华人师生之共同努力所赢得的认

可而倍感欣慰和自豪。明大饶有

特色的是一面文化墙，黑底白

字，篆刻着明大建校以来著名学

者的手迹。每一位学者的手迹大

概被篆刻在2～3米长的黑色墙体

上，这样几十位著名学者的手迹

连成一片，不可谓不壮观。这些

手迹中包括心脏起搏器的发明初

稿，飞机“黑匣子”的设计蓝

本，甚至还有汽车安全带的雏形

草稿，等等，不一枚举。我们在

这面墙边驻足了很久，逐一辨

认，拍照留念。他们的智慧能够

启发我们吗？或着他们“上下而

求索”的精神能够打动每一个路

过的人吗？我想，明大给我们的

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否则，就不

会有这面墙的存在。有水就有灵

气，密河也毫不吝啬的将她的博

爱注入了明大，给明大又增添了

些许灵动的生气，我想，求学在

明大一定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学

生们在此陶冶性情，学习知识，

增长才干，回报社会，造福人

类。忽然觉得，明大带给人的感

觉，与《礼记•大学》中的”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 虽出处不同，但精神上却极

为相近，这可能就是优秀学府的

共同特点。 

PACT正会有三天，20～22

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为这

次大会带来了39场正式 (regular) 

的学术报告和若干场中小型的

学术讨论会。PACT在国际学术

界有很高的认可度，是公认的

并行体系结构和编译器技术的

高质量的学术会议，每年正文

的录取率均在20%以下。PACT

涉及的内容也很是广泛，仅就

内存系统(Memory System) 这一

领域，就有2个session。给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一篇来自IBM的文

章，“Evaluation of Blue Gene/Q 

Hardware Support for Transaction-

al Memories”，这篇文章同时也

当选今年大会的最优秀论文 (best 

paper award)。可见，好的研究往

往和工业界是密不可分的。另一

个收获是借此机会和很多国外学

者深入的交谈，学习和分享科研

经验。和我深入交谈的是一位匹

兹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第五

年的博士生，除本次发表正文之

外，他已经在各种会议上发表了

几篇高质量的文章，PACT是第

二次命中（2010年曾中一篇）。

他说他前两、三年基本什么文章

都没有，主要的精力放在实验平

台的搭建和科研基本素质的训

练，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了，

发文章也就水到渠成。大家还

讨论了科研中发现问题的过程，

因为好的研究往往是问题驱动

的，所以如何发现或者归纳出好

的问题，就成了整个研究过程的

关键。一种方法是从现成的文章

中归纳出问题，特别是从高质量

的文章中更能有所收获。好的文

章往往思路清晰，会讲清楚他们

所解决的问题还有多大的研究空

间，又会引发什么问题，与这个

问题相关的工作有那些，又各有

什么优缺点。因此，“窥一斑而

见全豹”，这类文章往往能够起

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读了这种文

章让你很清楚现在这个领域内的

关键问题有哪些。一般每个领域

的顶级会议上的文章都具备这样

的水准。另一种方法是从工业界

（或工程中）寻找，在现有的问

题中归纳和提炼，最后抽象到较

高的理论层次。与我交谈的这个

博士生就曾在Intel做过实习生，

他的一篇关于cache block动态优

化的文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出

的。企业内往往有很多现成的问

题，就看采用何种方法去发现和

解决，等等。再就是怎么定义一

个“好”问

题？大家认

为，一个有

价值的问题

往往需要经

过时间的砥

砺，需要被

业内（包括

工业界或学

术界）相关

人士的普遍

认可。问题越有价值，研究也就

越有价值，其最终研究成果能被

发表成好的文章，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此看法仅为抛砖引玉。我

们在这次会议中要作两个正文的

报告和两个poster的展示，大家

都很认真的准备着自己的那部分

内容，每天晚上都忙到很晚。包

云岗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他的

经验，包括如何讲p p t，如何描

述一个细节和如何回避一个可能

出现的问题，云云，大家收获很

多。当地时间22日的下午4点，

在memory system的session里，

我作了“A software partitioning 

approach for eliminating bank-

level interferences on multi-core 

systems”的现场报告。整个过

程比较顺利，效果也不错，把

我们这个工作比较完整的介绍

给了国内外的学者。很多学者

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有

一位匹兹堡大学的韩国教授现

在正在组建三星在加州的研发

团队（他也是这次大会的c o -

cha i r），就表示了希望我们的

研究能够被现在的虚拟机，云

计算等相关的研究所采用，并

希望与我们进一步探讨。

 转眼之间，一个星期就过去

了。这次PACT之旅带给大家的

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很难一言以

蔽之。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等方

面自是不必说，最关键的是为我

们今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台阶，于我来说，则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可能会影响我今后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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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T’2012参会记录

第21届International Confer-

ence on Parallel Architectures 

and Compi la t ion Techniques

（P A C T’1 2）于今年9月1 9

日至23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

行，关注的主要领域包括体系结

构、编译技术、并行技术。今

年的P A C T会议共收到207篇论

文投稿，录取正式论文39篇、

poster25篇，正文的录取率为18%

左右。其中我们有两篇正文被接

收。

·Yongbing Huang, Zehan 

Cui, Licheng Chen, Wenli Zhang, 

YungangBao, Mingyu Chen: 

HaLock: hardware-assisted lock 

contention detection in multithread-

ed applications. 

·Lei Liu, Zehan Cui, Min-

gjie Xing, YungangBao, Mingyu 

Chen, Chengyong Wu: A software 

memory partition approach for 

eliminating bank-level interference 

in multicore systems.

国内在历年PACT上发表的

正式论文还不算特别多，09年清

华一篇，10年计算所1篇、复旦1

篇，11年没有。12年有3篇，其中

ICT发表了2篇，北大还有1篇。

PACT’12总共有160多人注

册，是近几年来规模比较大的

文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包云岗

一次。计算所页派出了庞大的阵

容，有吴承勇研究员、包云岗

副研究员、刘磊、陈聪明、崔

泽汉及黄永兵共6人参加。而我

由于还在Princeton，所以于19号

从Princeton飞往Minneapolis参加

PACT会议，23号飞回Princeton

准备回国的一些事情。

此次PACT的邀请了两位很

有分量的主题演讲者。一位是

Cray的CEO Peter Ungaro。他的

演讲主题是“The Changing Role 

of Supercomputing”。基本观点

是认为传统的高性能计算知识超

级计算的一个领地，现在超级计

算应该向云计算、大数据领域扩

展。总体感觉，这是一个比较高

层次的报告，并没有涉及很多的

具体技术。

另一位Keynote Speaker是来

自UC Berkeley的Kathy Yelick教

授。她的演讲是如何利用编译

技术来避免通信（Compiling to 

Avoid Communication）。如今，

一个共识是数据移动是功耗消耗

的主要来源，因此如何降低功耗

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就是减少数

据移动。Prof. Yelick的报告提出

了一些传统的建议，比如消息聚

合，减少软件通信的开销，循环

展开等，也提到了一些更高级的

技术，比如修改算法，利用压缩

换带宽等。她的报告从编译角度

向听众展示了如何优化通信。

PACT会议论文的质量相当

不错，会场气氛也非常好。基

本上每个报告结束都有人起来提

问。本届Best Paper Session有3篇

论文，其中来自IBM的关于Trans-

actional Memory（TM）的工作给

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将应用空

间划分为四个象限，然后详细讨

论了TM在各个象限的表现，最终

总结出各个象限到底是该用Lock

还是TM。最终论文获得了Bes t 

Paper Award，众望所归。

我们的两篇论文分别在21号

上午和22号下午。因为黄永兵和

刘磊都是第一次做英文报告，

我们在报告前几天花了大量精力

来修改报告幻灯片和练习。黄永

兵和刘磊也非常认真，牺牲了很

多的休息时间。报告的效果也很

好。

H a L o c k报告结束后，来自

Rochester的Michael Scott提了一

个问题：你们的硬件工具很强

大，除了用来使用分析Lock，是

不是可以用来分析其他呢？面对

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觉得很高

兴，因为他们对工具的认可，但

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对HMTT

还是不太了解，事实上HMTT已

经在Sigmetrics、HPCA、ISPASS

等多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

文章。

刘磊关于P a g e C o l o r i n g-

Based DRAM Bank Paritition报告

结束后，大会的PC ChairSangy-

eun Cho立刻提出了一个很有建

设性的问题：虚拟机的隔离是一

个比较大的难题，你们有没有试

过利用这个办法用在虚拟机上

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事

实上，我们也考虑过将BLP应用

到虚拟机上，但因为时间问题，

这个工作中并没有实现。未来我

们还是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细致

的分析。

这次会议也见到了不少老朋

友，比如CMU的OnurMutlu。也

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本届PACT

会议的组织者都认识，所以感

觉特别亲切。比如General Chair

为明尼苏达大学的P r o f.  P e n-

Chung Yew。虽然我以前没有当

面见过，Prof. Yew经常回计算

所，所以我也早已久仰其大名；

Finance Chair是OSU的Xiaorui 

Wang是去年在ICS和ISCA会议

上认识的，他的研究方向是和功

耗相关，与计算所有很多共同的

研究兴趣；Antonia Zhai是大会

的Registration Chair，她也曾到

计算所来做过报告；Xin Fu是大

会的Student Travel Grant Chair，

她是University of Florida的李涛

教授的学生。■

SEMICON’2012参会总结

2012年半导体设备材料国际

会议SEMICON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于7月9日在美

国加州旧金山召开。SEMICON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Confer-

e n c e）是半导体业界最大的年

度会议，总部位于美国加州San 

Jose市。SEMICON是全球最重要

的半导体相关领域国际会议，体

现了当前半导体业界主要的研究

及产业动向，参加人员主要包括

大学及研究所相关专业人员和业

内企业技术代表，规模数千人，

是该领域学术界和产业界交流的

文 |集成电路实验室　鄢贵海

重要平台。

我此次出访是应ITC2012的

程序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的

Tim Cheng教授的邀请，去SEMI-

C O N做特邀口头报告，报告题

目为：Online Timing Variation 

Tolerance for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该报告此前曾在另一个

会议ITC（International Test Con-

ference，国际测试会议）上演讲

过。ITC是SEMICON的姊妹会

议，按照传统，每年ITC的“亮

点报告”都会被放在SEMICON

专门安排的技术分会做口头报

告。我的的报告有幸被评为ITC

的4个亮点报告之一。这是国际

同行对我所研究工作的肯定。

SEMICON主要关注集成电

路设计、制造领域的新问题，新

技术，新挑战。大部分报告的内

容来自工业界，以及ITRS等学术

机构，这是与传统以大学、研究

所科研人员为主体的学术会议最

大的区别。参加是了解核把握该

领域前沿研究的极好的渠道。通

过这类会议，学术界得以了解工

业界最关心的问题。本届SEMI-

CON还邀请了In te l的Fel low，

ShekharBorkar,做大会的主题报

告，介绍当前热门的普适计算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极大的开阔了

参会人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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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告主题是“集成电路时

序偏差的在线容忍”，这是集

成电路在单片规模不断膨胀、

单个晶体管几何尺度不断缩小

得趋势下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

挑战之一。该报告 从系统级及

电路级提出解决方案，提出一

套完整的时序偏差的检测、容

忍方法及其优化算法，评估手

段，从问答环节来看，引起了

多位与会人员兴趣。■

出访报告

此次出访参加的学术活动主

要包括五方面：

1）参加了绿色计算国际会

议IGCC 2012。由于我明年将同

Jack Dongara负责IGCC 2013的组

织工作，我将担任Technical Co-

Chair，所以今年需要到会场参加

IGCC的Business Meeting，讨论明

年会议举行的各种事宜，由于要

负责整个会议的论文和相关学术

活动，我很认真地向今年负责会

议组织的各位同行请教，会议组

织中还是有改进的空间，可以进

一步提高会议投稿总量。除了参

加Business Meeting，还担任了一

个Session的chair，并听讲了大部

分论文，由于这几年没有重点关

注低功耗设计，这次参会发现从

软件设计到系统设计和热模拟，

都有了很多新的方法和思路。

2）参加了ISCA 2012国际会

议。由于ISCA会议同IGCC时间

刚好接上，所以也参加了ISCA会

文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范东睿

议，ISCA会议上除了听论文，重

点是见到大量的学术同行进行现

场交流。在参加今年的Workshop

的时候，发现新出了一个CISC指

令集的模拟平台，这项研究也得

到了Intel等相关公司的支持，马

上同相关同行打听了使用情况，

对我们正在开展的研发工作还是

有一定参考作用的。另外，现在

同行们研究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

体系结构设计工作越来越多，越

来越强调大量线程的高效处理，

这同我们目前开展的高通量芯片

的研究思路是切合的，重点关注

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3）访问了Google、Linke-

dIn、Intel三个公司的实验室。访

问了Google的Walfredo Cirne，今

年同他一起参加了IPDPS会议，

李国杰老师做主题演讲后，他问

道Godson-D处理器设计时对实

时性所做的考虑，这次访问，

我主要就这个问题，同他讨论

从Google的系统和软件需求的角

度，看在DPU处理时对实时性特

别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能采用的有

效方法。在LinkedIn，主要是讨

论了这种主流社交网站的架构、

用户访问特征、软件管理平台以

及未来业务模式的发展。

4 ）访问了华盛顿州立大

学。由于从西雅图离境，顺路同

IGCC会议的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见面，讨论会议的一些

组织工作，以及主要参与人员的

背景情况，商定一些执行策略。

并讨论了在低功耗设计方面的一

些研究思路。

5）参加了Sustainable Com-

puting国际杂志编委会会议。会

议由大出版商Elsevier负责信息领

域的经理来组织，主要的工作是

讨论该杂志在刊发和审稿过程中

的一些问题，中国方面的主要问

题是下载量非常大，但投稿量还

很少。■

IEEE国际集成电路学术年会
(ISVLSI 2012)参会报告

2012年度IEEE 国际集成电

路学术年会（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VLSI, ISVLSI 

2012）于2012年08月19日-22日

在美国波士顿郊外小镇召开，李

晓维老师远赴美国UMass (Am-

herst) 全称参加了会议交流；主

持2个分组的讨论；并参加了旨

在确定下一届会议筹备情况的

Committee meeting。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VLSI（ISVLSI）是集成

电路领域的有影响的高水平国

际学术年会，由IEEE Computer 

Society主办，是全球集成电路领

文 |集成电路实验室

域的专家学者交流在电路建模、

系统设计，电路测试/验证等方

面的发展趋势和新概念、新技术

的年度盛会。李晓维老师是ISV-

LSI2012程序委员会委员，并一

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和亚洲测试领

域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积极参与

和应起的作用。

ISVLSI2012安排了1场Key-

note报告（Andrew Kahng, “DfX 

and Signoff: The Coming Chal-

lenges and Opportunities”）和2

场大会报告（Fadi Kurdahi “Ap-

plication-aware System Design for 

late and post silicon eras”; Abhijit 

Chatterjee, “RF/Mixed-Signal 

Real-Time Adaptation for Error 

Resilience, Low Power and Perfor-

mance”）；安排了21个分组讨

论；颁发了最佳论文奖。

会议前后，李晓维老师顺访

了UMass (Amherst) 和MIT, 与同

行学者进行了非正式的学术交

流，介绍了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筹建情况和正在开

展的部分学术研究进展。

参加ISVLSI2012，既是与集

成电路领域国际学术届老朋友聚

会的好机会，同时也是结识新朋

友的良机；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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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袁丁博士来国重做技术报告

2012年11月9日，毕业于UIUC的袁丁博士来我所做题为“DiagnosingProduction Failures with Better Log-

ging Support”的学术报告。该次报告在计算所4层报告厅举行，是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创建的“中关村

计算机system论坛”第一期活动，由包云岗副研究员主持。

袁丁博士主要介绍了基于日志的软件故障诊断，包括LogEnhancer、Errlog等在软件源代码中用于故障

诊断的工具。

首先，袁丁博士介绍了基于日志进行软件故障诊断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接着，他介绍了他们研究的

数十万条日志信息和数以百计的系统生产故障，发现错误日志信息可以被提高质量。其中，LogEnhancer

是用于提升日志质量的工具，其具体步骤为：对程序进行静态分析，定义有用变量；检查变量是否有效；

在程序运行时收集变量，用于记录更多的错误信息。随后，他还介绍了Errlog工具，该工具可自动为源代

码添加日志，用于解决软件发生故障却没有打印错误日志的情况，方便程序员调试。最后，袁丁博士就自

己将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职位并招收2013年入学博士生的相关事宜做了说明。

在整个报告过程中，在座的老师和同学都积极踊跃地向袁丁博士提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任睿

Ram Rajamony博士来国重做 
技术报告
文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贾禛

 IBM奥斯汀研究院的Ram Rajamony博士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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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 Rajamony博士介绍了IBM研发的一套高效能易于使用的可靠计算系统PERCS，报告的重点是系

统的设计架构和涉及到的技术，包括机器的集成、节点间互联、存储和软件基础等内容。

首先，Ram Rajamony博士介绍了PERCS系统，PERCS系统也成为Power 775，是IBM针对美国国防

先进研究项目局的高效能计算系统提出的解决方案。IBM月2011年7月12日正式发布，并于同年8月发

售。接下来他提到了对系统的期望，如最大化单核的性能，低延迟，高通信带宽。Ram Rajamony也介绍

了PERCS的一些设计方案，并展示了系统的结构和一些特性，这些特性使得系统能够获得更好的性能和

效能。在PERCRS系统中所有的设计都是基于高带宽，传输包的低延迟，高速互联等设计原则之上的。

最后Ram Rajamony介绍了如何评价这样的系统。

报告之后，参会的老师和同学就PERCS系统的设计细节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就其他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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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与她会相遇在岳麓山上，岳麓书院旁，或

者橘子洲对面的湘江边，更或者在那个“惟楚有

才，于斯为盛”的千年学府里。她是个喜欢积极

生活的女孩，热爱各种户外运动：爬山，旅游，

球类运动，但是好像不太爱逛街吧；学习和工

作的时候，会很安静，很“呆”，还有那么点可

爱。悄悄告诉你：她叫向丽辉，来自先进计算机

系统实验室。

大家好：

我叫贾士博，来自黑龙江哈尔滨，本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就读，硕士在浙江大学就读。我主要的技术方向是C++后台

开发，现在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数据存储组（熊劲老师负

责）实习，并将于明年四月份转正后在此工作，诚请大家交

流与指导。

我业余爱好比较广泛，喜欢各类体育活动及各种益智类、娱

乐类项目，举办各种活动请相关负责人员予以通知。

qq：337089494，手机：18811585190

很高兴认识大家！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大家好，我叫李瑞，来自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

室，希望跟着师兄师姐一起成长。

大家好 ! 我叫程慧敏，简单起见，大家可以叫我橙子（程or橙

都可以），来自东南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集成电路专业，今年研

二，现在做的是有关crossbar的工作。很高兴来到先进计算机

系统实验室这个大集体，在这为期一个多月的实习期间，我最

大的感慨就是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每次遇到问题都能得到各路

牛人的热心的耐心的指导。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也能按时

完成自己的工作，早日跨入到牛人的行列。生活中我一直追求

的是率性而为，喜动不喜静，喜欢羽毛球，乒乓球，游泳，跑

步.......基本上除了足球，各项运动都有兴趣，但是没有一项擅

长（惭愧！！！！！！）。最近喜欢上了周末一个人逛北京的

大街小巷，如果你有兴趣，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哈。

“朝向太阳，这是生命升起的地方，我们每一

刻的努力，何尝不是为了光明。”

喜欢阳光的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

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李芳。我

喜欢计算所的学术氛围，坚信在先进计算机系

统实验室可以学到很多，可以进一步锻炼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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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素有京津唐的后花园，北方夏威夷的美称，不再多说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吧，没

错，我的家乡就是历史悠久，美丽富饶的秦皇岛。

说起秦皇岛，首先想到的就是“三大怪”顺口溜：阴天下雨赶礼拜，公路积水没膝盖,汽车

没有自行车跑得快。八十年代以前，秦皇岛还只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

雨天的时候一片沼泽，不过那都是解放前，如今的秦皇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绿草如茵，

海鸟翱翔，森林茂盛，空气清新，天空湛蓝，马路越来越宽阔，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这里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蓝天与绿地交映，碧海与金沙成趣；自然风光秀美，文物古迹众多，万里

长城横亘全境，避暑胜地北戴河、历史名城山海关、古代传说孟姜女庙、南戴河海滨、昌黎黄

金海岸、野生动物园、海底世界等等。秦皇岛海岸线长达124公里，沙滩柔细，海浪平缓，阳光

充浴，是理想的海滨浴场。金秋季节，瓜甜果香，蟹满鱼肥，游人在品果香、尝海鲜的同时，

还能够观日出、看大潮，尽享美好时光。她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至今还保存着明朝时的古城

谁不说我家乡美
文 |集成电路实验室　刘淑凤

墙；她又是一座现代化新兴的城市，风光旖旎，被誉为“渤海明珠”，她那璀璨夺目的光芒吸

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生活环境变美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改革开放前，秦皇岛的商品极度缺乏，买东

西时都要凭票证供应，布票、粮票、肉票、蛋票寄托着全家人的全部希望。改革开放30年以

来，秦皇岛的商品丰富起来，一座座巨型的商厦拔地而起，华联商厦、金原商厦、亚泰批发城

等都非常气派，里面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流如织。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蔬菜批发市场、花卉

种植基地、粮食批发市场，以及建在家门口的超市、菜市等。人们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身上

穿的服装越来越漂亮。过去的艰苦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种票证已成为历史，成为人们的

收藏品，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秦皇岛的交通四通八达，飞机、铁路、公路、海上将秦皇岛与全国和整个世界连在了一

起。秦皇岛市的老机场是解放初期建的一个军事机场，根本无法起降大型客机。现在扩建成了

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机场，每天都有许多飞机在这机场起落，相信再过几年秦皇岛机场将成为全

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当年的小火车站已建成了现代化的车站，成为铁路运输的枢纽，东西南

北的车辆都要在这里汇合，然后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九五”期间，累计投资18.52亿元，先

后上了京秦高速公路、滨海大道、龙源大道、秦青线祖山段等多项交通工程，尤其是京沈高速

公路的全面开通和京秦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的兴建，使秦皇岛与周边城市的往来时间大为缩短，

交通更便利、快捷。

秦皇岛的名吃也不少，蟹黄鱼米 爆原汁海螺 昌黎拔丝葡萄，八带鱼炖肉，三椒虾丝，三吃

比目鱼，秦皇鸡，芝麻羊肉，绣球鲜贝，酱爆皮皮虾……别看广告，尝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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