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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敏：男，博士生导师，中国嵌入式系统产
业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卫星应用产业联盟专家委
员会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多核处理器与SoC设
计, 北斗终端核心模块设计与研究，视频智能分析
技术研究，DPU设计实现与应用研究。历任航天
大型武器型号设计师、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及
总体研究室主任，中科院计算所系统结构研究室副
主任，苏州中科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主任，计算所微
处理器中心副主任，计算所集成应用嵌入应用分中
心主任。从事航天部三个国家重点武器型号研制
与主持工作，参加中科院重大创新工程“龙芯”1
号研制工作（龙芯三将之一），主持“龙芯”1号
套片组开发（北桥芯片）、高速32位嵌入式CPU
开发（863项目）、中科SoC关键技术研究、聚芯
SoC1000/1100系列芯片开发等工作，其中聚芯SoC-
1000荣获信产部“2006年度十大中国芯”之一（最
具潜质奖） 。主要科研成果有：航天部科技进步
（阶段）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国防科工委科技
进步二等奖１项，2003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
就奖1项，出版专著2本，技术发明专利5项，公开
发表文章50余篇。 

主持的科研项目
1.国家重点型号XX型舰载S-11A计算机系统设

计师、主管设计师、总设计师
2.国家重点型号XX型舰载S-11B计算机系统总

设计师
3.国家重点型号XX型舰载S-11C计算机系统总

设计师

带头人介绍

4.中科院重大创新工程“龙芯”1号研制项目
系统验证，负责人 

5 .高速3 2位嵌入式C P U开发（8 6 3项目，
2002AA1Z1040 ）, 负责人

6.“龙芯”1号套片组设计开发（北桥芯片）, 
负责人

7.高端军民两用SoC芯片产业开发（北京市工
促局，20067010）, 负责人

8.面向客户端的聚芯E r a S o C-1000芯片开发
（北京市科委，20075150）, 负责人 

主要论著
1.张志敏，DFCCS系统的耐故障设计与实现，

1993.2，《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舰载指控计算机系统（专著）1995，H T-

950003，《航天科技报告》出版社；
3.基于聚芯S o C的嵌入式系统设计（专著）

2006.10，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4.Xiaotao Chang, Dongrui Fan, Yinhe Han, Zh-

imin Zhang; SoC Leakage Power Reduction Algorithm 
by Input Vector Contro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ystem-on-Chip 2005(ISSOC2005), November 14-17, 
2005, Tampere, Finland；

5.Nan Li, Zhimin Zhang; Abnormal Crowd Be-
havior Detection using Topological Methods; 12th 
AC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
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tworking and Parallel/
Distributed Computing (SNPD 2011) , July 6 - 8, 
2011, Sydney, Australia, P56-62

　张志敏，研究员                                     
·1963年10月生,浙江省仙居县人
·198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1989年获航天部第二研究院计算机组织结构硕士学位
·1996年赴美国西海岸大学进修
·2002年攻读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在职博士

孙毓忠，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主要研

究方向：操作系统与虚拟化技术。现任中国计算机

学会体系结构专委、系统软件专委、高性能计算

专委委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2 篇，

被SCI 收录的论文有8 篇。承担和参与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863 计划、973 计划、中国科学院

创新计划、国家发改委等13项。IEEE IPDPS 09、

GreenCom11等国际学术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和联

合程序主席。

主持的科研项目

1.863探索项目，“基于虚拟技术的新型网络

服务器的研究”(2006AA01Z109)，负责人

2.863探索项目，“分布式I/O资源虚拟化技术

研究”（2007AA01Z119），技术负责人与执行人 

3 .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基 于 虚 拟

机架构的可信计算环境与可信软件设计”，

（90718040）”，负责人

4.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项目，

“能力服务器——低成本信息化”，负责人 

主要论著

1.Ying Song, Yanwei Zhang, Yuzhong Sun, 

Weisong Shi, Utility Analysis for Internet-Oriented 

Server Consolidation in VM-Based Data Centers, 

IEEE CLUSTER 2009, p.1-10. 

2.Ying Song, Hui Wang, Yaqiong Li, Binquan 

Feng, Yuzhong Sun, “Multi-Tiered On-Demand Re-

source Scheduling for VM-Based Data Center”, 9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luster Computing 

and the Grid (CCGrid 09), May 18-21, 2009, Shang-

hai, China.p.148-155. 

3.Qinghua Zheng，Haijun Yang, Yuzhong Sun, 

“How to Avoid Herd:A Novel Stochastic Algo-

rithm in Grid Scheduling”,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HPDC-15，Paris, 2006. 

4.Yuzhong Sun, Paul Y.S. Cheung, X. Lin, Yi 

Pan, and David A. Bader, “Generalized Block Shift 

Network for Clusters”,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Part-I, 2002.

5.Yuzhong Sun, Paul Y.S. Cheung, and X. Lin, 

“Barrier Synchronization on Wormhole-Routed Net-

w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 Distributed 

Systems, vol. 12, no. 6, pp.583-597, 2001. 

6.Yuzhong Sun, Paul Y.S. Cheung, and X. Lin, 

“Recursive Cube of Rings: A New Topology for In-

terconnection Networks”, IEEE Trans. on Parallel & 

Distributed Systems, vol. 11, no. 3, pp. 275-286, 2000. 

　孙毓忠，研究员                                     
·1968年10月生，辽宁省沈阳人
·1991年西安交通大学获学士学位
·1994年东北大学获硕士学位
·1997年中科院计算所工学博士学位 
·2004年中科院“百人计划”及其择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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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勇，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并行程序设计模型与支撑

环境、迭代编译与自适应优化等。近年来，主持

完成多项国家及国际合作项目。先后申请发明专

利十余项，其中多项获授权，在学术刊物和国际

会议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曾在HiPEAC, ICPP, 

ACSAC, SMART, 及GROW等国际会议中担任程序

委员会委员。 

主持的科研项目

1.973课题“面向亿级并发负载的编程模型与

支撑环境”，负责人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多版本技

术的自适应编译优化方法研究”，负责人

3.横向课题“多核基带处理芯片的编程模型与

支撑环境”，负责人

主要论著

1.Yang Chen, Yuanjie Huang, Lieven Eeck-

hout, Grigori Fursin, Liang Peng, Olivier Temam, 

Chengyong Wu, Evaluating Iterative Optimization 

Across 1000 Data Sets, ACM SIGPLAN 2010 Confer-

ence on Programming Language Design and Imple-

mentation (PLDI 2010), June 5 - 10, 2010, Toronto, 

Canada.

2.Yang Chen, Bin Fan, Lujie Zhong, Chengyong 

Wu, Diva: A Dataflow Programming Model and its 

Runtime Support in Java Virtual Machine,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Asia-Pacific Computer Systems Architec-

ture Conference (ACSAC ’08), August 4 - 6, 2008. 

Hsinchu, Taiwan.

3.Lei Liu, Li Chen, Chengyong Wu, Xiaobing 

Feng, Global loop tiling for distributed memory sys-

tems, 14th International Euro-Par Conference Europe-

an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Euro-Par 2008), Vol. 5168, 2008.

4.Chengyong Wu, Ruiqi Lian, Junchao Zhang, 

Roy Ju, Sun Chan, Lixia Liu, Xiaobing Feng, Zhao-

qing Zhang, An Overview of the Open Research 

Compiler, Post-Proceedings of The 17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anguages and Compilers for Parallel 

Computing (LCPC ’04),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Springer, Vol. 3602, pp. 17-31, 2005.

5.Dong-Yuan Chen, Lixia Liu, Chen Fu, Shuxin 

Yang, Chengyong Wu, Roy Ju, Efficient Resource 

Management during Instruction Scheduling for the 

EPIC Architecture, Efficient Resource Management 

During Instruction Scheduling for the EPIC Architec-

ture.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rchitectures and Compilation Techniques 

(PACT 2003), Oct. 2003. Pages 36 – 45.

　吴承勇，研究员                                     

·1968年4月生，江苏苏州人

·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

·2000年中科院计算所工学博士学位

·2003年获“中创软件人才奖”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
第二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2013年1月4日，计算机体系

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

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计算所

446会议室隆重召开。参加此次

会议的有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基

地建设处周文能处长、国家重

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孙

凝晖研究员、李凯院士、委员

陈左宁院士、丛京生教授、方

滨兴院士、方之熙院长、胡伟

武研究员、李晓维研究员、莫

则尧研究员、沈绪榜院士、郑

纬民教授、科研处王兆其处长

以及实验室科研骨干等。 

国重新闻

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李凯院士主持了此次会

议。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孙凝

晖研究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

辞，对各位院士、专家、领导的

莅临表示感谢。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孙凝晖研究员给李凯院士和

方滨兴院士补发了聘书。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孙凝晖

研究员就实验室2012年研究进展

和发展思路作了工作报告，常务

副主任李晓维研究员就实验室的

科研平台建设及运行管理等进行

了详细的汇报。同时，大会还听

取了实验室骨干研究人员所作的

学术进展报告。

科技部周文能处长对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给与了充

分肯定，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他表示实验室经过了一年多的

筹建，进展非常顺利，一定会取

得好成绩。并提出国家重点实验

室一定要坚持基础研究工作不动 会议现场

实验室主任孙凝晖研究员给副主任
和委员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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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高基重大专项“超高性能 CPU 新型架构
研究”通过专家组验收

2012年12月11日，由中科院

计算所牵头，联合曙光信息产

业（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承担的核高基重大

专项“超高性能CPU新型架构研

究”，在四层报告厅召开验收

会。计算所孙凝晖所长出席了此

次验收会并发表讲话，课题相关

负责人员张立新、范东睿、刘新

春、安虹进行了验收汇报、现场

演示与答辩。工信部、北京市委

领导一行6人，验收专家组一行

15人参加了此次验收会议，专家

组经过严格地审查一致同意通过

验收。

核高基重大专项“超高性能

CPU新型架构研究”从2011年1

该项目严格执行了核高基重大专

项的管理流程，完成了各项验收

指标，并进一步提出加强并完善

工艺实现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估，

加强与国内高性能CPU相关研发

单位的合作与课题成果技术转移

的期望。

此课题是我所牵头承担的核

高基课题中，第一个成功通过验

收的课题，为我所后续课题的申

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续

课题的执行提供了宝贵经验。■

月到2011年12月，为期1年，完

成了万亿次新型CPU软件模拟的

并行化和模块化方法的研究，

开发硬件仿真平台验证万亿次新

型CPU结构，并提出了适用于研

发高性能、高可靠、低功耗处理

器的纳米级集成电路生产工艺指

标要求。验收会议当天，验收专

家审查了技术资料，观看了众核

软件模拟器和硬件模拟平台的演

示，专家组认为：课题组围绕高

性能万亿次CPU新型架构研究、

应用分析与评估和运行时系统研

究等方面内容开展工作，完成了

合同预定的主要任务；形成在高

性能CPU架构研究领域有一定基

础的研发团队。专家组一致认为

摇，一定要解决最前沿领域最基

础的科学问题，要引领学科发

展，这也是国家的战略需求。同

时指出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做到

“四个代表”，即代表本领域最

高水平（或之一）；要代表最优

秀的人才队伍；要代表最先进的

“装备”——实验环境和平台；

要代表最先进的学术管理和文化

氛围，形成“开放、流动、合

作、竞争”的局面，形成协同创

新的环境。并提议相同领域的国

重要通过联合召开学术会议，多

进行思想碰撞。 

学术委员会与会专家合影

最后，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

就国重建设、学科建设等一系

列话题展开讨论。Intel公司副总

裁、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老师

提出国重要多关注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方向。沈绪榜院士提出计算

机是数学家发明的，要从数学上

搞好设计，计算机是物理学家制

造出来的，所以也要从物理上考

虑清楚。陈左宁院士指出实验室

在一段时间内的研究内容要聚

焦。方滨兴院士提出要从结构上

研究和考虑一下安全方面。丛京

生教授建议要明确五年的计划和

目标。郑纬民教授提出重点实验

室要做系统和做平台，要跟大学

的定位有区别。莫则尧研究员指

出国重要有明确的根据地，才能

更好的持续发展。李凯院士提出

要从世界的视角来考虑学术水平

和市场目标。

会后，学术委员会的各位专

家合影留念。■

周文能处长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发展工作进行指导

“超高性能CPU新型架构研究”任务验收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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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集成电路团队喜获 2012 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奖

2013年1月18日上午，中共

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胡

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

强、刘云山等出席大会并为获奖

代表颁奖。

习近平主持大会。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

大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上

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12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授奖330个项目和7位科技专

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得者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4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3项、二等奖74项；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3项、一

等奖22项、二等奖187项；授予

5名外籍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在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中，中国科学院作为第一完成

人或完成单位，获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18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7

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

等奖4项。

国家重点实验室集成电路

团队（与502所和浙大合作完

成）的成果“星载微处理器系

统验证-测试-恢复技术及应用”

荣获2012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李晓维研究员作为获奖代表，参

加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成果简介

星载微处理器系统验证-测

试-恢复技术及应用

星载计算机（图1）是卫星

系统的核心控制部件，关系到应

用卫星在轨能否可靠运行并完成

预定任务。长期以来，我国的星

载微处理器一直依赖进口，适应

空间环境的32位高性能高可靠星

载微处理器系统的空缺，制约了

我国星载计算机的发展。1998年

以来，如何保证星载微处理器

系统（图2）在轨十五年内适应

复杂的空间环境、稳定可靠地

工作，一直是星载微处理器系

统研制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亟

待解决以下关键技术问题：1、

微处理器缺陷及其导致的软件

错误的检测和避错；2、单粒子

效应导致的芯片时序差错的测

试和纠正；3、受限于星载计算

机资源的星载微处理器系统的

在轨故障维修。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连续资助和多个卫星型号任务

牵引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集成电路测试团队与航天

科技五院五〇二所、浙江大学合

作，旨在构筑地面测试验证和在

轨故障检测-隔离-恢复（FDIR）

两道防线，来保障星载微处理器

系统在轨十五年内适应复杂的空

间环境、稳定可靠地工作。本项

目突破了星载微处理器及其目标

代码的缺陷检测、芯片时序容差

测试、系统在轨故障检测-隔离-

恢复等重大技术难题，形成了自

主知识产权的星载微处理器系

统验证-测试-恢复技术体系，包

括：(1)发明了微处理器及其目

标代码的指令组合缺陷检测方法

（包括可观测性覆盖分析与激励

生成方法、目标代码指令组合缺

陷检测方法等核心技术），解决

了星载微处理器及其目标代码的

指令组合缺陷检测问题，为星载

计算机“零缺陷”在轨运行提供

了可靠保障；(2)发明了微处理

器单粒子效应的时序容差测试方

法（包括精确串扰源时延测试方

法、时空两维测试压缩方法等核

心技术），解决了抗单粒子辐照

的时序容差测试难题，为星载微

处理器流水线的可靠时序设计提

供了精准的依据；(3)发明了星

载微处理器系统在轨FDIR新方

法（包括满足拜占庭故障恢复约

束条件的热备份冗余系统的通讯

与同步数据交互方法、以模块为

基础的星上软件在轨编程方法等

核心技术），解决了星载计算机

图1　项目组研制的某星载计算机

图2　项目组研制的某星载微处理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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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编译与编程团队荣获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技术发明类）

成果简介

跨指令集虚拟机的性能优

化技术

处理器厂商在开发新处理器

时一般遵循向前兼容的原则，以

使其新处理器能够继承已有的软

件资源。这样做既增加新处理器

的复杂度和功耗，又增加了成

本，成为了处理器设计人员的一

个沉重包袱。跨指令集虚拟化技

术能通过软件手段将一种指令集

体系结构上的可执行代码迁移到

另一种指令集体系结构上运行。

该项技术为处理器的设计人员摆

脱向前兼容的束缚提供了一条可

行的途径。

跨指令集虚拟化技术对我们

动态二进制翻译器静态二进制翻译器

x86可执行
程序

文件装
载器

反汇编
器

轻量优化
模块

解释器 翻译器
本地码
执行器

控制器

x86程序运
行结果

S2d文件

反汇编
器

轻量优化
模块

翻译器
深度优化
模块

控制器

图3　本项目研制的跨指令集虚拟机系统框架示意图

微处理器大多都采用与X86不兼

容的指令集体系结构。但X86系

列机器作为当前的主流机型，占

的国产处理器来讲，还有其更重

要的现实意义。出于战略考虑以

及国际大公司的专利限制，国产

资源受限约束下的在轨故障恢复

难题。

本项目成果包括13项发明专

利（含2项国防专利）、12项软

件著作权；发表SCI收录论文18

篇，出版专著3部，Web of Sci-

ence他引108次。整体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其中精确串扰源时延

测试和时空两维测试压缩方法居

同期国际领先水平。对我国微处

理器系统，特别是星载微处理器

系统的可靠性技术的发展，具有

重大促进作用。

本项目成果已整体应用于我

国八颗在轨通信卫星（含四颗整

星出口卫星）、十颗二代导航卫

星、嫦娥一号/二号卫星、新型

遥感卫星、神舟八号手控线路、

天宫一号、我国CAST968平台、

CAST2000平台和CAST100平台

小卫星的控制计算机，以及国产

自主设计的卫星控制计算机核心

芯片SoC2008的研制。某应用卫

星在轨发生预想不到的技术问题

时，通过预先设计好的故障检

测、隔离和恢复机制，使卫星转

危为安，挽回经济损失数亿元。

2006年以来，应用本项目成果的

在轨卫星已超过三十颗，在轨稳

定工作时间最长的卫星已超过五

年，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本项目成果获得2012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有绝对的市场份额，拥有极其丰

富的应用软件资源。与之不兼容

则会失去相应软件的支持，在市

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跨指令集虚

拟化技术，可以将X86处理器上

的软件迁移到国产处理器上，增

强国产处理器的竞争力。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在研制龙芯1号处理器的过程

中，就意识到了龙芯处理器与 

X86 指令集的不兼容，会成为其

将来市场推广中的一个严重的障

碍。为此，在李国杰院士的倡导

下，我们从2000年起开始了跨指

令集虚拟化技术的探索工作，先

后受到了计算所创新课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的

资助。在这些项目的资助下，

我们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追赶

国外同行的学习阶段，而后进入

自主创新阶段。本项目在跨指令

集虚拟机系统框架、指令翻译优

化、动态访存优化等研究方向取

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设计并

实现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跨指令集

虚拟机系统（图3）。

本项目的主要技术内容有：

1）发明了一种动静结合的跨指

令集虚拟机系统框架和一些解

决指令集语义差异的新方法，包

括标志位优化、浮点栈处理等；

2）针对存储墙问题，发明了一

种改善代码局部性和数据局部性

的方法，通过合理地管理代码缓

冲区和改善内存池中数据布局，

降低高速缓存和TLB的缺失率，

提升了系统性能。3）针对非对

齐访存会造成跨指令集虚拟机的

性能严重下降的问题，发明了一

种异常处理机制和动态剖析相结

合的方法。通过动态剖析发现较

早出现的非对齐访存指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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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容错设计

计算机从出现的那一天起，

可靠性设计就是计算机系统设计

最主要的设计目标之一。世界

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 N I A C于

1946年诞生，由多达18000个电

子管、70000只电阻、10000只电

容构成，占地167平方米，重30

吨。这在连收音机都还是奢侈品

的年代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规模

复杂电子系统。据报道，由于系

统规模过于“庞大”，平均一次

正常工作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尽

管ENIAC极大地缓解了美国陆军

部的弹道轨迹计算压力，但其可

靠性实在是难以令人满意。

今天的计算机系统无论是复

杂度还是规模都比E N I A C高得

多，但是可靠性并没有下降，

反而有了质的飞跃。例如惠普

公司开发的N o n S t o p系列服务

器，标称可用性超过六个9（即

99.9999%，意味着年停机时间小

于一分钟）。对于某些任务关键

领域，例如航空航天上的某些计

算设备，系统的可用性要求甚至

更高。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将可

靠性的设计贯穿在系统设计的各

个层次。从底层的器件到顶层的

鄢贵海　 李晓维

集成电路实验室

应用程序，都存在优化可靠性的

设计空间，每个层次的设计面向

特定的可靠性设计挑战。本文将

遵循自底向上的逻辑层次简述这

些经典的设计方法。

溯源硅晶体管

晶体管由贝尔实验室的John 

Bardeen,William Shockley和Wal-

ter Brattain于1948年共同提出，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1956年度的诺

贝尔物理学奖。晶体管相比电子

管而言有更好的可靠性。同时在

速度、体积、功耗等方面都有明

显优势。但人们认识到“硅”的

魅力可能要到1959年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场效应管（MOSFET）的

提出，同样也是出自当时如日中

天的贝尔实验室。MOSFET让人

们看到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可

能性。随后1963年，仙童R&D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利用n型半导

体的MOSFET和p型半导体晶体

管构成了CMOS基本电路单元。

如果说MOSFET让人们看到大规

模集成电路的可能性的的话，那

么CMOS的提出瞬间这种可能性

推到了100%。CMOS将电路的

静态功耗降低了几个数量级，电

路只需要负担极小的开关瞬态功

耗。尽管理论上来说“实现互

补”逻辑需要多一倍数量的晶体

管资源，但历史证明这将是集成

电路发展过程中最成功的设计权

衡。两年后的1965年，Intel的创

始人之一Gordon Moore敏锐地发

现了集成电路即将按照指数率发

展，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摩

尔定律”。

如果说大规模集成电路最初

在舆论上还有一些阻碍的话，那

就是对它可靠性的质疑。经典

的可靠性理论认为通常系统的可

靠性会随着系统规模的上升而下

降，因为系统内部存在某个部件

出现故障的概率将随着部件数量

的增加而提高。由几万个部件构

成ENIAC都已经使得可靠性成为

严重的问题，那么包含上百万、

千万个C M O S晶体管的系统可

靠性将低得不可想象。然而，

CMOS的规则结构以及良好的可

制造性，使得单个CMOS单元的

可靠性远比传统的电子管优越，

优越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人

综　述

过异常处理机制识别长时间隐藏

的非对齐访存操作，并对它们进

行实时处理。4）发明了一种将

内存变量提升到寄存器的优化方

法，通过减少访存量来提升程序

的性能。利用页保护机制、虚存

页和物理页之间别名映射机制，

来动态识别潜在的内存别名关

系，保证了优化的正确性。5）

发明了一种基于图匹配的解析多

目标分支语句及其跳转表的方

法，挖掘出了间接跳转的目标，

并设置快速目标跳转表，提高了

系统性能。

基于以上核心技术，设计了

面向国产处理器的跨指令集虚

拟机系统，使X86程序能够运行

在国产处理器平台上（图4），

丰富了国产处理器平台的软件应

用。目前，该项研究中产生了16

项专利（其中12项授权，4项已

受理），软件著作权登记4项，

发表了21篇学术论文，其中7篇

发表在顶级国际学术刊物和学术

会议上。我们创新的成果已在国

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方向

的学术带头人武成岗先后受 intel 

美国总部和微软美国总部邀请介

图4　使用X86到龙芯的二进制翻译器运行flash的效果图

绍我们的研究成果，他还被编译

领域重要国际会议 CGO（IEEE/

ACM 代码生成和优化会议）选

为大会主席。所开发的系统为无

锡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品

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龙芯中科

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所采用，解

决了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产生

了较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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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MOS晶体管栅极氧化层缺陷（左）[1]，封装时金属互连线脱离缺陷（右）

们的这种舆论很快就随着Intel系

列处理器的发布而烟消云散。

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微处

理器踏入历史的舞台后，迅速激

起了信息领域的正反馈。伴随着

处理芯片性能的指数上升，各种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

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

助测试（CAT）和计算机辅助工

程（CAE）也随之兴起，这些电

子设计自动化技术的逐步成熟，

为规模更大、性能更高、功能更

复杂的计算系统提供了设计、验

证、制造的必要手段，不断满足

着人们对计算资源的需求。

然而，人们对可靠性的要求

从未妥协。可靠性设计理论也逐

渐完备起来。简单来说，可靠的

基础就是冗余。就计算机系统而

言，包括硬件冗余，例如针对

磁盘的RAID系统；时间冗余，

例如基于检查点的重启执行；

信息冗余，例如数据传输或存

储过程中用的纠错、检错码。

这些基本理论在计算机系统不

同层次的应用构成了整个可靠

性设计的主要内容。

容芯片制造缺陷
（Defect Tolerance）

正如人身体的病变大都从某

些细胞开始，芯片的故障也大都

可以追溯到某些晶体管的缺陷。

包括生长多晶硅本身的晶格缺

陷，制造过程中由于环境杂质导

致的缺陷，氧化物绝缘层缺陷，

掩模刻蚀中引入的形状缺陷，粒

子参杂中浓度漂移缺陷等等。这

些缺陷是限制芯片成品率的重

要因素。图1中左图显示了一个

PMOS晶体管栅极氧化层上的一

个缺陷 [1]，这可能导致栅极绝缘

层的导通，使得晶体管的开关特

性失效；右图显示的是在芯片内

部一条金属互连线从基底上脱离

产生的封装缺陷[2]。

容忍缺陷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就是冗余设计。由于通常而言缺

陷的概率较低，所以在设计之初

就部署冗余资源，在目标单元由

于缺陷而失效时，可以利用冗余

（无缺陷）的资源来替换缺陷单

元，达到容缺陷的目的。这一思

路已经广泛地运用在大容量的存

储器设计中，例如计算机的主存

芯片。而且，芯片内部还内建了

检测失效单元的逻辑功能，根据

检测结果，重新进行地址映射，

排除缺陷单元即可。冗余导致的

芯片面积开销通常也可以保持在

较低的水平。例如，研究表明针

对现有SRAM型存储器的通常故

障率，这些内建的冗余资源所导

致的开销小于5%，但可以显著

提高芯片的成品率。

这一思路不仅应用在具有规

则结构的存储器设计，在多核处

理器设计中也有所体现。随着多

核、众核处理器的兴起，单片处

理芯片出现某个核有故障的概

率增加了。例如IBM，Sony，

Toshiba公司于2001年启动，

历经五年共同研制成功的Cell

多核处理器，由8个协处理单

元和一个PowerPC处理器核通

过高速环形总线互连，据报道

其成品率还不到20%（芯片的

成品率通常都是公司商业机

密，根据成品率就可以大致推

算出芯片的成本，所以极少公

开发布）。Sun 公司的Ultra-

SPARC T1 处理器含有八个同构

的SPARC处理器核，通过交叉

开关互连。由于存在核的缺陷，

该处理器被分级为两类：无故障

核的8核芯片，用于SUN高端服

务器SUN Fire T2000，而存在一

个或两个故障核的芯片降级为

6核芯片，用于低端的SUN Fire 

T1000服务器。一个简单有效地

提升芯片级别的方法就是设置冗

余核，我们称之为N+M方法，即

标称N个核的处理器，额外增加

了M个冗余核作为备份。与存储

器类似，当出现故障核时，利用

冗余（无故障）核替换，达到尽可

能提升芯片的性能级别的目的。

然而，与存储器不同的是，核间

的互连要比存储器阵列间的互连

复杂得多。做核间替换后，处理

器互连的拓扑结构极有可能发生

较大的变化，例如原先相邻核变

得不再临近，所以核间通信的性

能将会降低。所以，如何放置冗

余核的物理位置，选择哪一个冗

余核替换故障核都是需要权衡

的。这就是N+M方法中的拓扑重

构问题。

随着制造工艺的进步，晶体

管的特征尺寸不断缩小，晶体管

对这些缺陷也变得越来越敏感，

其功能已经不能简单地用“正

常”，“失效”这样的二元判定

标准来划分了。某些存在缺陷的

晶体管在功能上是正常的，但可

能开关速度有所下降，也可能更

容易发生老化现象。这就是所谓

的“工艺偏差”所带来的影响。

解决工艺偏差最“治本”的方法

是改进工艺。例如，摒弃了传

统的二氧化硅、多晶硅等材料，

采用了高Ｋ材料、金属栅材料等

新材料。采用更先进的过程控制

技术来实时发现制造过程中的扰

动、参数漂移，迅速反馈，确保

良率。

但仅凭改进工艺以期获得高

可靠性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再强

健的人也难免生病一样。即便

通过产品测试的芯片在运行过程

中也会发生故障，例如由于芯片

环境温度的剧烈变化，或者供电

系统电压波动带来的芯片时序变

化，都会导致芯片运行时的故

障。于是就有了一系列偏差容忍

的设计方法，形成了可靠性设

计的一个细分研究领域，即PVT

偏差优化。其中，“P”即指工

艺偏差（Process Variation），

“V”指电压波动，“T”指温

度的变化。P是静态偏差，在芯

片制造过程中引入，而V和T是

动态偏差，影响芯片运行过程，

极易导致芯片运行过程中的瞬态

故障。

容芯片中的瞬态
故障（Transient 
Fault Tolerance）

现在的芯片虽然是个极其复

杂的系统，但最基本的模型还是

时序电路，遵守一定的时序规

则。简单来说，即内部的状态寄

存器必须在“正确的时间”锁存

到“正确的值”，并且将其保存

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时钟周

期。这里“正确的时间”即是芯

片中每个寄存器的时钟有效沿，

“正确的值”就是在有效沿到来

之前必须计算完成的信号值。这

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

会导致所谓的瞬态故障。

软错误（Soft Error）是典型

的瞬态故障之一。软错误会破

坏保存在寄存器中的“正确的

值”。软错误早在1979年就在动

态存储器中被发现了。最初被定

义为发生在存储单元中的随机、

不重复出现、单比特反转的故

障。但现在软错误的概念已经不

局限于存储单元和单比特反转故

障，扩展到了任何由于高能粒子

导致的芯片内部随机性故障。诱

发软错误的原因是地球低强度背

景辐射下的中子和高能粒子引起

的晶体管内部电荷重分布。这种

改变虽然不会对芯片产生永久损

坏，但有可能使得受影响的电路

节点产生错误数据并造成芯片的

瞬态故障。随着晶体管的尺寸不

断变小，每个晶体管本身对中子

和高能粒子的影响更加敏感；同

时芯片规模的指数级增长也意味

着芯片上某一部分遭受一个软错

误的影响的机率大幅提高。图2

是研究人员根据统计得出的软错

误率随工艺的变化趋势，并预测

了未来的趋势[4]。在16纳米工艺

下，用户将感受到每天一个由于

软错误导致的系统失效。

软错误在组合电路与时序电

路里的表现不同，普遍采用的故

障模型是：在组合逻辑中，软错

误的影响是产生一个窄脉冲，即

SET（Single Event Transient）；

在时序逻辑中，软错误的效应

是导致存储元件位翻转（B i t 

flip），即SEU（Single Event Up-

set）。对于SRAM 等结构，单个

粒子还有可能导致多个位发生错

误，即导致MEU（Multiple Event 

Upse t）。MEU与SEU 本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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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软错误率随特征工艺尺度的变化趋势[4]；其中，NOMINAL表示标称的工作电压，VSCALE_L，VSCALE_M，
VSCALE_H分别代表了可能采用从保守“L”到激进“H”的电压缩放级别下的软错误率。

同，但发生的概率目前来看要小

得多。

电压的波动是导致瞬态故障

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瞬态电

压降过大将会减慢晶体管的开

关速度，宏观来看就是电路变慢

了，这会导致正确的值不能在规

定时间内计算完成，从而导致故

障。电压的波动主要来源于两种

效应：IR 压降（IR-drop）和感

应噪声（Inductive Noise）。由

于电压对（动态）功耗的“平

方”贡献关系，降低电压被公认

为最有效的降低芯片功耗的手段

之一，然而，随之而来的负面效

应就是噪声容限的降低。当前我

们已经面临“电压墙”（Voltage 

Wall）的困境：芯片的供电电压

已经降到了1 伏左右，在现有的

CMOS 技术下继续降低的空间有

限；相反，芯片的总功耗却在不

断上升。这两个趋势带来的直接

效应就是流经芯片的电流密度不

断增大，即便较小的寄生电阻都

有可能导致较大的IR压降损失。

同时，感应噪声的影响正比于电

流的变化率，由于芯片功耗的持

续上升，以及芯片内部电源门

控、时钟门控（Power Gating，

Clock Gating）等低功耗技术的

广泛采用，都对电流的剧烈变化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造成

输送到芯片上电压的波动。

抑制电压波动（V分量）

的方案主要归为两大类：（1）

减小供电网络的阻抗和感抗；

（2）抑制电流的变化率。例

如，现有的大规模芯片广泛利用

倒装芯片（Flip chip）的封装方

式来减小电感和平衡阻抗，片内

利用银做导线材料来减小电阻。

在体系结构级，利用步进控制的

方式来逐步唤醒某些功耗较大的

微结构来抑制剧烈的电流变化，

达到缓和电压噪声的目的。

由于瞬态故障通常都具有较

强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最简

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重做”。就

如我们的个人电脑出现“死机”

等失效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重

启”。然而，在很多场合是没有

“重启”的条件的，例如不容

许重启带来的时间开销或数据丢

失。如何容忍瞬态故障也是可靠

性设计的主要挑战之一。

传统针对软错误的优化大多

建立在SEU 和SET 故障模型的

基础上。例如，Mit ra等人在电

路级提出了一种具备自检测能力

的触发器设计，其基本思想是利

用现有的扫描触发器本身的冗余

资源来检测SEU，即主触发器和

扫描触发器构成双模冗余，扫描

部分的触发器在功能状态下也处

于工作状态。这一方案可以很容

易地扩展成具备一定SET 故障检

测能力的触发器。还有一类基于

校验码（ECC）的电路及方案。

该类方案已经成功运用到I B M 

Power4, Power5 系列处理器中用

于缓存系统的保护。但是，基于

校验码的方案对于电路中的非规

则结构并不适用。

在高可靠处理器容错设计领

域，尤其是对高性能通用处理器

的容错设计，一些研究人员提

出线程级冗余来进行容错。为

了降低设计的硬件开销，这类

容错技术多以同时多线程处理

器（S M T）和片上多核处理器

（C M P）为基础，从而可以利

用已有的片上资源来进行容错。

这类方案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

为：输入复制，冗余执行，输出

比较。SMT技术使得多个线程可

以同时共享处理器硬件资源，而

只有很少的线程切换开销。这为

利用线程级冗余提供可靠性保证

的方案提供了硬件条件。然而，

S M T技术是以复杂的处理器前

端设计为代价的，带来了功耗效

率下降，热量管理困难等问题。

同时，由于原线程与冗余线程的

“相关”性很高，容易导致资源

竞争的问题。这类方案的最大缺

点就是吞吐量的显著下降和冗余

线程带来的功耗损耗。从计算有

效性来看，计算的带宽几乎损失

一半，因为每一个线程都需要一

个执行核，一个校验核。

Wang 等人于2005 年提出基

于猜测（Speculation）的可靠性

设计思想。Reddy 等人于次年结

合指令部分冗余（Partial Redun-

dancy）思想改进了该设计。其

原型系统运用于具有较强的猜测

执行能力的高性能超标量处理

器。这类可靠性设计能有效工作

的前提是：处理器自身具备相

当高的猜测准确率，比如分支预

测。这使得我们可以以较高的置

信度做如下推测：导致某次猜测

失败的最可能的原因是瞬态故

障，而不是硬件猜测本身的局限

性。虽然这类可靠性设计的硬件

开销几乎为零，但故障覆盖率很

难超过90%。而且故障覆盖率与

所运行的应用直接相关。其次，

还有一大类处理器（特别是现

有的嵌入式处理器）并不具备

强健的硬件所支持的猜测执行

（Speculative Execution）能力，

例如LEON, ARM系列处理器。

这些局限性极大地限制了这类基

于猜测的方案的应用场合。

最后一类策略是基于软件多

模冗余故障检测及容忍。这类方

案的基本思想是在编译阶段就

考虑实现指令集的双模或三模

冗余。优点是不需要硬件的修

改，缺点是均超过60% 的性能

开销，加倍的二进制代码容量，

以及应用时需要对原有的代码重

新编译。

容芯片中的永久
故障（Permanent 
Fault Tolerance）

不同于瞬态故障，芯片中的

永久故障效应是可重现的。通常

认为当芯片出现永久故障就意味

着芯片已经“寿终正寝”，但随

着多核处理器的发展，单芯片核

数目的不断上升。例如Tilera公

司的TILE-Gx系列的众核芯片可

以包含72个处理器核；IBM最新

的高端服务器芯片Power7包含8

个核；正在开发的国产的龙芯三

号一款处理器芯片也高达16核。

存在某一个核出现永久故障的概

率也随之增加。因为某一个核出

现故障而牺牲整个处理器芯片未

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将故障核

屏蔽，允许芯片的降级使用是一

项容忍永久故障的有效途径。与

缺陷容忍不同，容忍服役期出现

的永久故障要求芯片本身要有自

检测、自诊断、自修复的能力，

我们称之为“3S”技术。

自检测的概念在存储器中使

用比较普遍，称之为存储器“内

建自测试（BIST）”，即在设计

存储器芯片时就将测试模块加入

（“内建”），在出厂前启动内

建自测试。测试时根据预先设定

的测试流程来检测所有存储单元

功能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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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核级冗余的多核处理器故障修复[3]

可以根据故障位图来进行诊断，

通过将故障单元地址重映射到预

留的冗余（无故障）单元来屏蔽

故障，达到修复的目的。

然而，B I S T对于复杂的处

理器芯片就显得力不从心了。首

先，与存储器的规则结构相比，

处理器内部的结构极不规则，相

应的测试数据就会大得多，必须

借助外部的测试仪才可能将大量

的数据施加到芯片上。其次，要

进行充分的测试，测试数据本身

必须遵循一套复杂的逻辑，这些

数据不可能通过片上内建的测试

模块来生成，必须通过复杂的

EDA软件来生成。最后，即便检

测并定位到故障点，也很难通过

简单的冗余替换策略来修复。所

以，针对处理器芯片永久故障的

容错设计通常是在更粗的粒度上

开展的。

多核处理器的兴起给“核”

级的容错设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如果以“核”为基本单

元，那么多核、尤其是同构多核

处理器也是较为规则的结构。核

与核之间通过片上网络互连，因

此，通过改变互连就可以屏蔽故

障核，将芯片降级使用；或者通

过互连拓扑的重构利用冗余的核

来替换故障核、达到修复的目

的。如图3例所示，对于一个目

标是3x3的多核处理器（a），可

以预留一列处理器，即实际制造

3x4的多核处理器（b）。当发现

有故障核时，如（c）所示，我

们可以利用冗余核来替换故障

核。但是，问题在于选择哪一个

冗余核来替换故障核呢？这就需

要考虑如何替换可以使得核间的

通信性能影响最小，这就是拓扑

重构的问题了。

容错计算机典型实例

容错计算是一项系统工程，

并不是一片可靠的微处理器芯片

或者一套高可靠软件系统就可以

图4　配置为三模冗余的 4路处理器NONSTOP 系统结构

得以实现。现有较为著名的容错

计算机包括惠普公司的NonStop

系列计算机 [4]，I B M公司的Z系

列高可靠计算机等。2011年，在

我国科技部“十一五”863计划

“高端容错计算机”重大项目支

持下，浪潮集团成功研制的天梭

高端容错服务器，可用性达到

99.999%。这些高可靠计算机系

统都是硬件、软件协同可靠性设

计的典型范例。

以NonStop系统结构为例，

系统最大的特征就是硬件提供

冗余（双模或三模），软件管理

冗余。如图4所示为配置为三模

冗余的 4路处理器NonStop系统

结构，每个处理器具备自检测功

能（Self-Checked）,每个处理器

独享存储，处理器之间通过系统

区域网络（SAN， System Area 

Networks）互连, 并且为了保证

可靠性，SAN都有一套备份。所

有的存储接口单元，I O单元都

有双模冗余。所以，在NonStop

体系结构下，单故障不会“停

止（Stop）”系统的服务，这也

许就是NonStop名字的由来。然

而，NonStop并不仅仅是硬件的

简单冗余，如何高效地管理这些

冗余资源来实现高可用的服务才

是关键。

HP为NonStop计算机开发了

NonStop Kernel作为操作系统。

该系统功能上与传统的操作系

统类似，包括内存管理、进程管

理等等，但实现上有一套负载的

消息传递系统和失效恢复机制。

所有的关键系统软件实现为进程

对：一个主进程和一个备份进



21

综　述

20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参考文献

[1]. K .T .  K a s c h a n i，E l e c t r i c a l 
overstress due to ESD induced 
d i s p l a c e m e n t  c u r r e n t s ，
Microelectronics Journal，Volume 
36, Issue 1, January 2005, Pages 
85–90

[2]. Abhishek Gupta, Ashish Kumar, 
Introduction to semiconductor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EETimes, 
Design Article, December. 2012.

[3]. 李晓维、胡瑜、张磊、鄢贵海
著，《数字集成电路容错设计--容
缺陷/故障、容参数偏差、容软错
误》，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
北京. ISBN 978-7-03-030576-3.

[4]. David Bernick, Bill Bruckert, Paul 
Del Vigna, David Garcia,Robert 
Jardine, Jim Klecka, Jim Smullen，
NonStop Advanced Architectur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pendable Systems 
and Networks，2005.

[5]. S. Feng, S. Gupta, A. Ansari, and S. 
Mahlke. Shoestring: Probabilistic 
Soft Error Reliability on the Cheap. 
ASPLOS’10, March 13–17, 2010,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USA.

程。这些进程分布在不同的处理

器上，防止某个处理器失效导致

整个进程崩溃。主进程和备份进

程通过处理器间的消息进行通

信，如果主进程崩溃会触发一条

消息，通知备份进程接管余下的

工作，并且会重新启动一个备份

进程实现主-备份进程对。

处 理 器 间 通 信 通 过 双 模

冗余的S A N实现，H P称之为

ServerNet。ServerNet是一套基

于包交换的高速、低延迟的互连

网络。每个处理器至少通过两套

S A N互连，所以，任何处理器

间网络的故障都不会导致互连的

失效。此外，NonStop Kernel 之

上还建立了一套分布式事务处理

的关系数据库，与Kernel紧密耦

合来保护NonStop中的数据完整

性。但这些复杂的系统都是用户

透明的。对于应用程序而言，

NonStop与普通的服务器没有区

别。这也是NonStop受到欢迎的

主要原因之一。 

小结

从计算机诞生的那天起，实

现高可靠的计算系统就是计算

机体系结构的主要目标之一。

现在容错计算理论、可靠性理

论相对比较成熟，例如多模冗

余设计理论、基于信息冗余的

编码理论、表决理论、可靠性

建模等。但这并不表示构建实

际的高可靠系统已经毫无障

碍。相反，容错设计面临的挑

战随着计算机系统的规模、复

杂程度的上升而愈发严峻，因

为不计成本的冗余将是不可接

受的，相应的产品也是没有市

场竞争力的。本文的内容还远

远不能概括容错设计的全貌。

在构建高可靠的计算机的过程

中，“好钢用在刀刃上”，研

究如何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高

的可靠性，面向应用，在不同

抽象层次协同检错、容错将是

未来容错设计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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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shey：我是John Mashey，是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董事。很荣幸今天由我来采访David 

Patterson。好，那让我们直入正题吧。Dave,请给大家讲讲你以前的故事吧，比如你是怎么进入到计算机

这一行的。

David Patterson：我是家里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我父亲曾努力想上大学，想从大学毕业。

我从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比他强一点。那时我们高中开了大学数学预修课，我记得上了一门微积

分课。那门课的老师知识面非常广，什么都能教。他上课时总跟我们说要成为一名保险精算师，说

这是他认为的最伟大的职业。所以我想那时班上所有同学也都想成为保险精算师。那时我理解的上

大学就是为了想成为一名精算师。其实我也不知道精算师是做什么的，但我们数学老师想成为精算

师，所以我就选了数学专业。我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本科，但大三时有一门数学课

取消了。我没有了那门课的学分，只能再选一门补上。于是我就选了一门计算机的课。那时我知道

什么是计算机，因为计算机已经很受欢迎了。但是我在上这个课之前对计算机其实毫无兴趣，我想

是那门课让我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

Mashey：那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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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son：那是1967年。那时学校是季度制，我想应该是一个冬季学期，我选了Fortran的初级课，

用的是穿孔卡片，还有一些现在人们无法想象的一些设备。大三大四的数学变得更抽象了，而那时(用For-

tran)微积分则是一种更实用的方式。就像Fred Brooks写的那样，(Fortran能表达)你的思想，(表达出)思想的

魔力。那时其实没有计算机专业，我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后，就开始上尽可能多的计算机课。后来成立了

计算机专业，设置在商学院里面。不过我不管是什么地方，只有能上课我就去，我想曾经这是最棒的一件

事了。后来遇到了一个在UCLA刚毕业的博士生Jean Lubert，他还没出去找工作，留在学校帮忙教书。

我在学生期间靠在工厂打工来补贴自己在洛杉矶市区生活的费用。大三前我和太太就结婚了，而我

就是靠在工厂打工来养家糊口。后来我上了Jean的编译课，在课堂上我说，“`我真的好喜欢编译啊”。

那时应该是在大四，我真的很喜欢编译，所以就不想在工厂干了，希望能做计算机这一行。我需要永远

感谢Jean，可能是我在他班上学的很好，所以他就帮我找工作，把我推荐给各个实验室，最后帮我找到

一份工作。我还记得当时的找工作的事，好像就是当时做的互联网那个项目( Internet最早在ULCA开发

的。)。我和Steve Crocker面谈了，他很感兴趣，但是Kleinrock在外地，所以Steve说有初步意向打算雇佣

我。但Kleinrock回来后，有些不满，说“看你们干了什么事？为何趁我不在的时候雇佣人。”

所以那个工作就没有了。不过，还有一个人叫Larry McNamee，他做CAD(计算机辅助设计)。那时

CAD是SPICE的竞争对手，Larry要雇些人，所以我就去他的实验室工作，先按本科生标准拿工资。那

是我大四的时候，记得当时工作不好找。我以前没想过读研，后来觉得读硕士似乎经济上还比较划算，

我可以继续呆在实验室。那时我刚毕业拿到UCLA的本科学位，但我们的大儿子出生了。所以我心里很

忐忑地问太太说，我是否能带着我们一家读研究生？我太太说，没问题，因为她很喜欢UCLA提供的住

宿。我当时只想读个硕士学位，可是实验室的人都想要读博士。他们觉得我也可以读个博士。于是我就

和太太说“我喜欢这里，你觉得我可以读个博士吗？”她说，“好啊，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聪明，那就

读吧。”这样我就瞎打瞎碰成了博士生。当然，这应该感谢Jean Lubert。如果当时他没有鼓励我这个本

科生参加科研，我绝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会去读研，因为我没有可参考的发展

模板和人生规划。我本科毕业家里人还没什么反应，但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让家里人感到震惊了。

Mashey：那么后来你怎么到了伯克利？显然今天你已经在伯克利扎根了。你的家也在那儿。明显

你找对地方了。

Patterson：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啊，现在你们都坐好了，听我慢慢讲。 我在UCLA读了很

久，中间又生了老二，我需要养家糊口。我的弟弟妹妹都开始买房子了。我的研究项目也快收尾了，可

以毕业了，所以就开始参加面试找工作了。可是导师也没告诉该如何面试，学术界是怎么运作的。我是

那种主要靠自学的人。我申请了‘太平洋八足球’联盟的所有学校。那期间，我也参加了一些学术会

议。当时我研究的是微程序，现在回顾起来，那是微程序语言和编译器的雏形。那时有个SIGMICRO的

研讨会，我记得去了那个会。一个从维吉尼亚州某个大学来的家伙拉住了我，好像大学名字是维吉尼亚

理工学院或类似的名字。我们一块去吃饭，遇到一个人叫John Wakerly。他说“我很喜欢你讲的。你快

毕业了吧？”“是的，我正准备毕业”。“一定要申请斯坦福啊”。那位斯坦福的Wakerly走后，那个

和我一块吃饭的维吉尼亚人想让去他的学校，就说“斯坦福不是我们这样的能去的”。听起来很有道

理，所以我也就退缩了。

好几年后，我终于完成了研究项目。那是和微程序相关，实际上我设计了一个编译器，和一个写汇编

语言的硕士生比赛。我写高级语言，然后在编译优化。我们两个都是为惠普的HP-2116小型机做仿真器、

写代码，是一个很有意思小玩意儿，但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完。然后我开始找工作，我有一个朋友在马里兰

大学当教授。我去那做了一个报告，不过这个报告讲得不好，只有20分钟。朋友把我拉到一边说“Dave，

学术报告应该讲得更长一些。”接着，因为John Denver我申请了科罗拉多州的大学。我觉得科罗拉多是迷

人的适合生活的地方。我申请了科罗拉多州立和科罗拉多大学，和太太一块去那面试。我们周五去科罗拉

多州立，然后周一去科罗拉多大学。可是你知道周五的科罗拉多州立是什么样的，Fort Collis镇真是个狂

野的小镇。它真的不是John Denver的科罗拉多。我们在街上逛，卡车上的人嘴里塞满了东西冲着我们嚷

嚷。这太不一样了。那时面试我的人对我很感兴趣，决定录用我。但是我放弃了，我想再找找其他地方。

那个周末，我们就打算去科罗拉多爬山。我太太Linda是在加州阿尔伯尼长大，我们在高中相识，她喜欢

北加州。当时我们户外逛逛，她说，“我想我们应该到伯克利，我很想在那里生活。我好想回去啊”。

我当时就懵了，就跟她解释说，学术界是有档次的， UCLA比伯克利档次低，我要从UCLA到Berkeley是

不太可能的。我说，“亲爱的，你可能还不太清楚学术界的一些规矩。”我太太觉得我的解释有道理，

但想去Berkeley的想法在她心中扎根了。我的申请有的开始有结果了，还有了个贝尔实验室Offer。有一

天，我太太又问，“伯克利怎么了？”我说，“嗯，我申请了，但他们还没给我回复。不过我有贝尔实

验室的offer了。”我太太很不满意，埋怨说，“进展太慢了，你该给伯克利打电话！”

Mashey：那是什么时候？

Patterson：是1976年。是1976年春天。我马上要博士毕业，正在找工作。面试后期我太太一定要

我给伯克利打电话。我也被逼的没有办法，就只好给Berkeley计算机系主任Elwyn Berlekamp打了电话。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数学家，在计算机科学和博弈论等方面特别有名。但他讲话咕噜咕噜地听不清楚。

后来经过和他多年的交谈，我现在和他沟通没问题。但如果你不习惯他讲话的模式，风格和术语，你很

难在电话中听懂他的话，真的很难。我说“你好，我是Dave Patterson。我已经有了贝尔实验室的Offer，

我想问问Berkeley的申请怎么样了？”巧的是Elwyn刚离开Berkeley去贝尔实验室了，我心想这可能是好

事，说不定Berkeley会给我机会。但又忽然觉得现在才打电话有些太晚了，我又不好意思跟Elwyn说这

是被我太太唠叨烦了才打的，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很丢脸。Elwyn在电话里跟我说“好的，我知道，你

已经在申请人中排前十了，但不好意思，还不是前五”。我当时一听，心想还不错，至少排前十了。

后来我发现，Elwyn对所有的申请人都这么答复“你已经排前十了，但还不是前五。”。这是一种很

委婉的拒绝。不过他答应把我的简历找出来再看看，因为那时Berkeley决定研究硬件。他们已经招了Al 

Dspain，然后就把我的简历给了Al。Al看完我的简历，对我很感兴趣。他联系我说，要到圣地亚哥，可

以顺路在UCLA停一下见面聊聊。我们交谈后他印象很好，就邀请我在六月去Berkeley面试。这次我做

了个很好的报告，听众都很喜欢。就这样我就拿到Berkeley的Offer了。当时故事是这样的：我接到一个

电话，“我们决定录用你了”。我立刻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回去和太太庆祝。我出发前先给太太打电

话说“带上我们的两个儿子，现在就去伯克利啦”。我下车时她已经到车站了，我们高兴得一路蹦蹦跳

跳地回了家。我记得那天。我知道我完全配得上那份工作。（笑声）在我脑海深处，我其实真的被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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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配不上到斯坦福那样的地方工作的家伙给激怒了。我心里不承认。“耶！”

Mashey：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今天的那么多收获还多亏了你太太的唠叨啊。

Patterson：是的，没错。我太太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她，我有了今天的工

作。那时，学术界的工资比较低。我想我还保留着当年的聘书，年薪一万二。那时我的两个妹妹都有

房子了。我对太太说，“Linda，我们在学校宿舍住了很久，过去那段时间我们在经济上做了很大的

牺牲。如果你想要我去一个公司工作然后买房，我也非常能理解”。她反问我，“如果你现在放弃到

Berkeley工作，先去公司工作，那你想改变主意还能再回Berkeley吗？”“哦，这个不太可能”。“好，

那如果你先去伯克利，然后再改变主意想去公司呢？”“哦，这个还是很容易”。她说“那就好了，去

Berkeley，我们会穷一些，但我们值得骄傲”。（笑声）所以，我太太在在我过去40年职业生涯中很多

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她没有那么多无私的决定，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Mashey：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有点惨的。当然，那时我正在贝尔实验室，我可能在那里就已经

见过你了，不过那是在新泽西了。

Patterson：我们是在加州长大。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接受新泽西的工作。其他的职业生涯会是

什么样？我不知道。

Mashey：但是现在你干得很好。

Patterson：现在我干得很高兴。

Mashey：你已经在伯克利了，说说你刚开始时做了什么研究，你是怎么进入那个领域的，等等。

Patterson：我在1977年1月到了伯克利。那时还没有太多能引导新人很好成长的计划。我甚至不

知道到哪儿去吃饭，周围也没有人去问。所以我从校园出发沿着大学街（University Avenue）闲逛了一

哩路找匹萨店。我必须在几星期里加入一个研究项目。每个人都想让我做陪练（Parallelism），所以我做

了陪练，我认为这也是在做研究。然后我得找到一位导师，于是我找到了当时的副教授Al Despain。在当

时那个Transputer时代，我们开始谈论我们该如何做一个多处理器项目并且我们思考着一些重要的想法。

由于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Al已经和一些有名的物理学家合作过了，他们喜欢用下午的时间来思考一些

重要的想法。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个很有意思的设计理念。我们将设计所有的东西，一个微处理器，

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和操作系统，从头到尾，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找来当时还在贝尔实验室做CC1的Carlo 

Sequin，我们就开始写这些重要的文章。实际是我们没有一点资源。我们没有任何资助，我们没有计算

机。我们需要和系里的人共用PDP-11来做我们的研究。我和一组人一起工作，然后我们做成了。我们写

了文章，写技术报告和这样那样的东西。大概那个时候，曾经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做教授的Sam Fuller打电

话给我。事实上，当我得到伯克利聘书后，他就来过电话说“唉，你做的那微处理和他们正在卡耐基梅

隆大学做的东西很有关”，如果我有意我可以到卡耐基梅隆大学做博士后，我想甚至可以得到助研的职

位。但是我已经有了伯克利的聘书，就没有答应。他后来回到DEC（Digital Equipment公司）,仍然关注

着我，他说“唉。我喜欢这个微程序设计的研究。我们正在用这么大量的微码做VAX，但发现很多缺陷

和各种问题。你能来一趟并把你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吗？”我说我愿意。那是1979年的秋天的事，大概从

九月到十二月间。我们在Boxborough（马萨诸赛州）的一个VAX小型机实验室一块干了一些时间。他们

需要计算机科学家而我打算做微程序设计的事情。于是他们请我做一个关于在伯克利所作研究的报告。

我在伯克利做的项目的名字叫XTREE，主要通过树形拓扑将所有的芯片连在一块儿。那个做开场白的说

“好了，现在Patterson来讲讲XTREE，谈谈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我想可能不是所有的人

都知道这个，但是这段在DEC的时间使我有机会在学术生涯中停下来并想想该如何做事情：想一些我还

没想过的事情。在学术界做事情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在学术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需要什么样

的资源？你有多少资源？这个事情使我停下来并思考。好了，我猜，我能得到工业界正在做什么的第一

手资料。我在当研究生时曾经给休斯飞机（Hughes Aircraft） 干过活，但是现在我是给计算机公司而不是

飞机公司干活。现在我能看清工业界能干什么和我们能干什么，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但那是一种革命性

的经验，使我以后更慎重地挑选课题，并在具体的环境中给课题设定目标，而不再是抽象的了。

Mashey：我有点好奇。你做了很多和工业界实际有关的课题。是什么具体经验让你开始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学术界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是和真实世界脱节的。

Patterson：我猜这是因为我没得到过很多的指点，没人告诉我干什么之类，我没在大课题里干

过。我是同时为休斯公司干活来自谋资助的。我必须自己做一切。我想部分的原因是，在我当研究生

时没有很多的资助使我不得不一切从第一原理开始。我怀疑Hennessy也是这样，但他有从第一原理出发

的事情，而对我，因为我们处在体系结构领域，还有人（公司）专门在卖微处理器，这些都是客观存

在吧？我发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这不像哲学或要无休无止的辩论的东西。这里有一些想

法，需要有地方来试验这些想法。所以当你有一个好想法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和工业界互动，同

时从工业界和学术界来试验这个想法。还有，他们会帮助你判断在学术界中的难题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这是个确实有意义的问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能解决了问题，这有多重要，对吗？我总是

在和工业界互动中发现这问题重要还是不重要。

Mashey：无论如何你回伯克利了。

Patterson：是的，我就是从伯克利出去的，这些VAX，这些是很大的微码，满是缺陷。但我同

时也从上一个项目中看到，很明显微处理器是计算机的未来。那问题是什么？这与在DEC时很不同。那

时在DEC，微处理器只是个玩具。如果用苹果2(Apple II)上的微处理器，你什么事也干不了。所以你需

要那些真正的大计算机，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回来了，我了解了在编写产品级微码时的真

实经验，也知道了当改变顺序时微码是如何到处出错。所以我回去后，或许还没到家就开始写了谈论

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未来的文章，它明显是微处理器的未来，我们将必须用微码，我们将需要有

办法给程序打补丁来修改微码中的缺陷。我们必须做这些。所以我写了文章交给IEEE的计算机杂志，但CC1 ：这个CC应该就是Unix里的CC程序（C编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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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章被拒了。他们写道：这是一个愚蠢的设计计算机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设计计算机没有任何道理，

并且还需要额外的内存、成本、补丁和面积。这是胡说八道。所以我面对两个事实。不可能做出微码中

没有缺陷的VAX和这是一个设计微处理器的愚蠢办法。这都是真的。我在DEC的经验，我在学校中利用

有限的资源试着做事的经验，以及我的文章被IEEE拒绝，这些使我转向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课

题。这绝对导致我转向RISC项目，我信心满满，迅速开始。我想这是我一月份回来后的第一个学季，

我们开了研究生的高级课。我研究了RISC这主意。我们写了很多RISC的文章，要班上的学生来审查这

些主意。从过去的经历看，我想这么做是对的。我想John Cocke2可能会来，我确信他会来的。课程开

始后他真来了。或许在我开始前，我也不十分肯定他会来，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这项目为RISC。为

了方便，这是一个简化的指令集，即使让我花上十年来做这件事也没关系。你知道，所有的东西在John 

Cocke之前就有了，我也不认为John专门想过这事。我不认为他为这主意特别兴奋过。他会为编译器、

生成指令代码、或是用激进的方法构造什么的而兴奋。为什么我们需要考虑最坏情况下的时钟延迟？诸

如此类的问题 。在ECL（执行控制语言）中他有这个不同的想法而我通过保持指令集简单而适应快速变

化的Moore定理，但编译器并不常用它。我认为对VAX的反应已经过时了。John那时真的来了，他花了

一天和我们讨论，同时鼓励我们也谈。我知道第二天他要去John Hennessy和Gibson那儿， 他离开斯坦福

已经有点晚了。 因为他的背景，我想他更看好我们这些东西在编译方面的前景。我们开始这些新课时

我就想如何在大学做好这些事？好了，我意识到这些课有一个最后时限，在这之前你必须给出分数，如

果不做，你知道，学生就不及格，这事儿也就完了。

Mashey：就像真实世界，我们必须变通。

Patterson：没有想自己要进学术界里但却进去了。有给学生打分的最后时限，如果他们没有做，他

们不及格，他们又在乎成绩。所以我们进入那种文化。我们有门调研课，在课上我们研究体系结构方面的想

法，模拟它们，像寄存器窗口的想法，和一大堆其它东西---，延迟的分支什么的。哟，一大堆事儿。你可以

看我们的文章，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到文章里了。这时候超大集成电路中的Mead & Conway技术正好出现

了，所以春季学期我们开设了关于Mead & Conway的课并学习它，然后来看看我的想法是否是对的。

Mashey： 那是1980年春，对吗？

Patterson：是的，下一课是做一个微处理器，课程开设的季度，我想是秋天那个季度，我们在

课上做了RICS 1。另外两个人做了RISC 2。它们被称为蓝军和金军，RICS蓝军和RISC金军，以后我们

叫它们RISC 1 和RISC 2。做RISC金军的两人，Manolis Katevenis 和Bob Sherburne是没有课程限制和课

程时限，做一个能比我们的想法更漂亮、更好的实现。其他人只是当作业做。Manolis和Bob把它作为

论文这类东西的一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系列课，所以我想回来并在1980年1月开始第一课，我想做成芯

片之类的是几年后的事了。你知道，回顾一下，时间是多奇妙。你对现在的人讲“嗨，它仅有四万个

晶体管，没什么难的吧？”（笑声）。对我们，这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硬件。能工作吗？我们是和世

界的大师对抗。

Mashey：能用计算机术语描述一下你工作的环境。你为CAD做了什么。从中做了些什么和得到了

什么。我是说回顾到那段时间时，那似乎是大学和技术最靠近的一段做有意义的前沿工作的时段，其他

时候像爬山一下艰难。那时好像是对大学特别好的时段。

Patterson：我同意。我想那时经典的CAD业绝对没有这个能让我们在高层进行优化的Mead/

Conway方法。如果你能充分理解的话，在高层次上优化比在低层次的晶体管上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

Carver Mead和Lynn Conway的传道，我们得到精明的计算机专家的注意。大概那个时候，就是我来了几

年后，从卡耐基梅隆大学搞操作系统的超级明星研究生John Ousterhout来伯克利了，他来之前就决定要

搞VLSI CAD。他从操作系统转为VLSI CAD是因为他认为VLSI CAD十分有意义。我想，伯克利能够从

群众角色成长为领军大学，雇用Ousterhout是一个重要之举。因为他是PARC（Palo Alto研究中心）的首

选，他是很多机构的首选，但他来到了伯克利，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和他套

近乎，他办公室在我隔壁，门挨门的那种，我想让他开心。很幸运，他在技能、兴趣、解决问题和实际

写程序上都是天才。所以他把他开发的第一个系统叫做凯撒（Caesar），那是一个原始的系统，但他乐

于去完善。所以我们使用它，后来Rich Newton致力于传统的CAD，当然还有SPICE那些事儿，因为有很

多计算机专家都在做研究，他们需要构建新的工具或增加新的功能。我们和为了装配芯片而开发CAD工

具的人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高层视角上设计芯片，这是正确的方法，这为做工业界没想过的新型CAD

提供了机会。我们这个视角很有道理。所以我想这是80年代初，还有我没讲的事是Bob Broderson想把伯

克利重新引回从DARPA（国防高级研究局）拿钱。我到伯克利之前，伯克利曾经在DARPA资助上走错

了几步，伯克利从DARPA捞了不少经费但后来计算机着火了。（笑声）。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项

目结束的原因。你知道，老天爷，万一被烧了，我们也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好像周末没人而偏偏这时

又着火了。因为那时我们短期碰到一些麻烦，所以他想回到DARPA的项目，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我

从在VAX回来时，就是我回来的那个星期。他说“嗨，我打算从DARPA捞点经费，怎样？”然后我老

生常谈道，“好，我们可以做并行处理器，那是一个正确的要做到的事。你想做什么？”。“哦，我想

做什么，我想设计计算机”。“为什么你不提出来？”。我想事实是我们要找到得到资助的途径，但是

Bob愿意做些其它事来拿钱使我们能雇学生干活和买计算机，这是一个新鲜的想法。那时我们用VAX，

伯克利UNIX和VAX。所以，你回顾那些RISC论文，RISC文章可分三个组，IBM的Cocks他们发表的，

斯坦福的John他们发表的和我们发表的，你知道，问题是“好了，你对那种语言感兴趣？，那种操作系

统？”对我们是C和UNIX。问题是什么？你还要做什么？在IBM，是PL.8，这是一个奇怪的ECL（Em-

bedded Common Lisp）语言，它没有平均时钟那样的东西。我们在做微处理器，语言是C语言，操作系

统是UNIX。为什么还要用其它的？我想Hennessy可能和我有一样的看法。DARPA可能没给资助他。

所以他用Pascal语言或其它的 。我们的对手是VAX。VAX是个可用的机器。我想，John做Pascal，PDP-

10或其它的，我想因为资助上的原因。但是，你知道，回顾一下，很明显，UNIX、 C语言比VAX来的

好。我那时我也感兴趣，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是Intel 886。那是VAX，因为当时计算机的方向是用芯片

的小型计算机。明显，芯片是重点。我们想的是如何做一个新一代芯片，你知道，我们在伯克利的环境

使得我们十分清楚，你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答复了你的问题吗？■

（未完待续）

John Cocke2 ：IBM的科学家，因发明RISC而获得1987年度的图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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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CGO 2013国际会议圆满结束

2013年2月23日-2013年2月27

日，第11届代码生成与优化国际

年会（CGO2013）在中国深圳隆

重召开。本次会议由美国电气和

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主办，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承办，由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 |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李建军

实际组织，实验室的武成岗副研

究员担任大会主席。 

为了进一步扩大会议的影响

力，本次CGO和HPCA、PPOPP

这两个国际学术会议合办。

HPCA和PPOPP也是计算机体系

结构和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国际一

流学术会议，其中本次HPCA也

是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承办。在本次会议上，参会人员

可以同时了解到在体系结构、并

行编程、云计算、虚拟化等国际

前沿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本次会议共收到 1 1 7篇论

文投稿，经多次程序委员会

（Program Committee）审稿讨

论，最后录用了33篇论文（录

用率28%）。共有来自19个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211人参加了本次

会议。其中，中国大陆89人，

中国香港7人，美国42人，韩国

13人，英国8人，其它国家和地

区52人。这次会议吸引了大量

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教授、博士

研究生和知名企业人员参加，

其中有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Kathy Yellick，INRIA

的Olivier Tem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Stefan Brunthal-

er、Per Larsen等，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David Whalley，

Georgia Tech的Hyesoon Kim，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龙翔教授，北

京大学的罗英伟教授，中科院计

算所的冯晓兵研究员，Google的

Robert Hundt、Tipp Moseley等，

Intel的Chong Xing、Gong Chen、

HaihaoShen等，ARM的Jiangn-

ing Liu，三星的PawelKoziol等，

Qualcomm的David Kipping等，

Microsoft Research的Ben Zorn，

HP Labs的Yin Wang。

大 会 共 分 为 四 个 部 分 ，

包含2个特邀报告（K e y n o t e 

Speech），10个分组讨论（Ses-

s i o n），3个研讨会（W o r k -

shop）和5个讲座（Tutorial）。

会议的前两天的主要日程是研讨

会和讲座，其中研讨会包含AP-

PLC、ODES和COSMIC，讲座有

Pin、Code Generation Techniques 

for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

MCLinker and LLVM、Optimiz-

ing with OpenCL on Intel Xeon Phi

和OpenCL for embedded heteroge-

neous architectures。第一天的研

讨会和讲座共有62人注册参加，

第二天的研讨会和讲座有72人注

册参加。  

大会邀请了IBM Research

的Kevin Nowka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Kather-

ine Yelick做了两场主题报告。

其中，K e v i n N o w k a的报告题

目是“Finding Meaning in Big 

Data”，主要针对“大数据”研

图1　CGO 2013会场图片

图2　（b）CGO 2013 Program Chair在会场介绍会议概况

图2　（a）CGO 2013 General Chair在会场介绍会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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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进

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Katherine 

Yelick的报告题目是“Antisocial 

Parallelism: Avoiding, Hiding and 

Managing Communication”，该

报告主要针对并行程序中的通信

同步等操作引起的性能和功耗

开销进行了深入分析。Katherine 

Yelick在这个领域已经进行了多

年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

研究成果。在会场，大家对她

的报告产生了非常大的共鸣，

报告结束后参会人员和Katherine 

Yelick一起对这个研究热点进行

了深入热烈的讨论。

大会主会共分为10个分组讨

论（Sess ion），讨论内容包括

了程序优化、程序剖析、程序分

析、并行化、数据并行、程序安

全、代码生成、动态程序语言、

代码多核映射等。在会场，参会

人员对目前研究热点进行了非常

热烈的交流讨论。会议还设置了

“最佳论文奖”、“最有影响力

论文奖”和“最佳学生报告奖”

三个奖项，以对优秀论文进行表

彰奖励。“最佳论文奖”和“最

有影响力论文奖”是由程序委员

会（Program Committee）评选

出来的，其中评选出的最有影响

力论文是已经获得学术界广泛认

可的学术论文。“最佳学生报告

奖”是由所有参会人员在会议结

束前通过投票选出的，以鼓励大

家在会场对一些研究热点进行讨

论。最后，获得“最佳论文奖”

图3　（b）主题报告现场图片

化框架。该论文的引用次数目前

已经达到300多次，从发表至今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为许多其

它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研究基础和平台。获得“最佳学

生报告奖”的是来自爱丁堡大学

的DominikGrewe和来自中科院计

算所的Feng Li，这两位报告人为

大家奉献了精彩的报告，报告效

果非常好。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

第一手的会议资料，扩大本次

CGO会议的影响，在CGO 2013

的会议网站（http://www.cgo.org/

cgo2013/）上会公开主题报告和

分组讨论的报告视频及ppt文稿。

我们希望通过在中国举办高水平

国际学术会议，加强国内研究机

构和国际学术界之间的联系，提

高国内计算机研究的学术水平，

推动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

CGO会议简介：

CGO(International Sympo-

sium on Code Generation and 

Optimization)是ACM（美国计算

机学会）和IEEE（美国电气和

电子工程师协会）合办的国际学

术年会。CGO（中文名称：代

码生成及优化国际学术年会）主

的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Yulei 

Sui等的论文“Query-Directed 

Adaptive Heap Cloning For Opti-

mizing Compilers”和微软美国

的“Bin Ren”等的论文“SIMD 

Parallelization of Applications 

that Traverse Irregular Data Struc-

tures”。这两篇论文分别针对国

际上的前沿研究热点进行了深入

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

点和方法。获得“最有影响力论

文奖”的论文是Derek Bruening等

人的“An infrastructure for adap-

tive dynamic optimization”。该

篇论文发表在CGO2003中，论文

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自适应动态优

要关注在编译技术及体系结构领

域的最新进展。代码生成和优化

是计算机体系结构和计算机软件

领域的重要支撑技术，是连接计

算机硬件和软件的桥梁，对于推

动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

用。CGO主要关注于实用技术

的研究，近年来该会议发表了很

多多核编程模型、多核程序调试

及优化、多线程编译技术、虚拟

化技术、代码变换、功耗、可靠

性等目前产业界非常关注的前沿

技术的研究成果。这也使CGO

在学术界和产业界都有着非常大

的影响力。■

图3　（a）主题报告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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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赵明教授来我所做题为“Towards 
QoS-drive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the Cloud”的学术报告

赵明是美国佛罗里达国际

大学计算与信息科学副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虚拟化，云

计算，高性能的系统，和自主

计算。他也很感兴趣桥电脑系

统的跨学科研究，与其他领域

的研究。他的研究经费由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

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工业公

司。在同行业中，他的研究成

果已通过几个生产系统。

受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

点实验室孙毓忠研究员的邀

请，赵明教授于2013年4月27日

来实验室交流并做了题为“Towards QoS-drive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the Cloud”的学术报告。该报告于

上午10点在计算所221会议室举行。

在本次报告中，赵明教授概括介绍了几个努力实现服务质量（QoS）的云驱动的资源管理系统，以应

对上述挑战。在报告过程中，提出新的跨层优化技术，让资源管理器使用应用层的知识，以提高资源的需

求的理解，以及应用程序能够使用主机层的资源分配，以更好的适应它的配置性能，并介绍云存储管理，

是需要完整的应用QoS作保证与互补，这才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整个报告的过程中，赵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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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大家的掌声中，赵明教授结束了本次学术报告。

报告之后，参会的同学就报告中的相关问题又进一步讨论和沟通，感谢赵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次精

彩报告。■

文 |操作系统组　王琳琳

赖李洋博士报告报道

文 |集成电路实验室　刘淑凤

3月19日，来自美国Mentor Graphics公司的赖李洋博士访问计算所并做了题为 《Why Design for Test 

(DFT) and Where It Goes》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在计算所748房间举行，由集成电路实验室的李华伟研究

员主持。

赖李洋博士深入浅出的给师生们介绍了为什么在IC设计中必须要进行可测试性设计（DFT）和其现状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测试是芯片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根据测试目的，测试也可分为功能测试和结

构测试。为了提高芯片结构化测试质量，降低测试成本，现代的芯片设计都普遍采用了DFT技术。通常使

用的结构化DFT技术包括扫描技术，逻辑自测试技术，存储自测试技术等。随着芯片设计越来越复杂，测

试访问机制的设计、存储自测试的规划、低功耗测试等问题等成为DFT设计的难点。为了保证芯片的功能

正确，功能测试也必不可少，但目前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法。扫描导出是功能测试中常用的通过复用

扫描链获取内部状态的调试方法，流片后关键路径的诊断也会用到时延测试的相关技术。为了提高芯片的

良率，可以针对芯片进行考虑布局的故障诊断，提高故障诊断的精度。

报告期间，参与的师生就测试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芯片速度分级、硅后验证等相关的问题同赖李

洋博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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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电子： 机遇与挑战
文 |集成电路实验室　刘淑凤

Knoll 教授，来自于慕尼黑工业大学，4月22号上午在

446会议室进行了题为“汽车电子领域内的机遇与挑战”的

报告，会议由来自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胡瑜研

究员主持。

随着汽车工业基础技术方面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科学

领域长足进步与推动，无轨轻便汽车上的一场能源革命正离

我们越来越近。

Knoll教授给我们展示了能源来源、使用及转化的概览

图、以及汽车电子领域及其重要的技术、以及当前最先进

的技术。他简单介绍了“RACE”项目（全称：Robust and 

Reliant Automotive Computing Environment for future eCars, 

未来电子汽车的可靠计算环境），以及创新性的控制单元

（“ICU: Innovative Electronic Control Units”）。该项目利

用创新性的通讯结构将多个功能通过单个总线系统集成于少

数几个中心计算机上。并且，Knoll 还进一步介绍了这种新

型汽车在整个交通流模型这种的位置及其带来的机遇。

现如今，汽车电子中不仅仅包含硬件电路设计，更包含各种软件以实现复杂的功能：防抱死制动系

统（ABS），电子稳定程序，自动停车辅助系统。然而，这些汽车电子的功能使得加入更新的功能变得

越来越难，成本开销越来越大。比如说，有一些部件需要与不同的数据传输器相连接。如果制造流程开

始前没有考虑到未来可能添加某些功能，那么后期真正添加新设备就变得难以实现。我们需要更合理的

结构来组织实现这些功能。汽车电子提供了重构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机

会来快速集成新功能。

RACE项目的目标就是将所有功能通过单个总线系统集中到少数几个中央计算机上。这样做的优点

是：向新系统添加功能就好比PC的热插拔技术一样来实现，而不需要额外的控制单元及相关的布线。

这种新型的结构能够使得汽车与未来智能电网传输系统进行交互，使得开发崭新功能成为可能，例如在

不远的将来开发“自动驾驶仪”来对汽车进行导航。

RACE项目的参与者众多，包括慕尼黑工业大学的软件工程和实时计算机系统系，西门子等众多科

研单位与公司。研究者采用逐步替换的方法在现有的汽车电子技术加入新部件，添加新特性，如自动停

车、感应充电等。设计原型完全重新开始设计。如果能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可以参与进来并且做出相

当大的贡献。但是也有挑战，例如我们必须克服许多技术问题。

总之，汽车电子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需要创新精神来参与其中，改变我们的生活。■

杜克大学Benjamin Lee博士来
我所做题为”Foundations for 
Heterogeneous Datacenter 
Design and Management”
的学术报告

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

助理教授Benjamin Lee博士来到我

所，于2013年3月8日在446会议室

作了题为“Foundations for Hetero-

geneous Datacenter Design and Man-

agement”的学术报告。此次报告

由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侯锐副研

究员主持。

Lee博士指出互联网应用在由

I O、访存密集型向计算密集型过

度，面对这样的变化，异构系统会

给我们带来更高的能源效率。在这

次报告中围绕异构系统Lee博士讨

论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系统结

构的设计。尽管移动终端专用处理

器和一些新型的存储技术的性能不

及当前常用的服务器级硬件，但其效能比却有极大的优势。可以结合新型的和传统的硬件以同时获得较高

的性能和效能比。其二是异构系统的管理。由于不同应用程序本身具有各种各样的特性，它们适于在不同

种类的硬件上运行，Lee博士介绍了一些推断应用程序性质的方法和分配合适的硬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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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Lee博士还分别与侯锐老师、

韩银河老师的课题组部分成员进行了深入的技术交流。感谢Benjamin Lee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这次精彩报告。■

文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张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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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8日，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国重”）的全体人员欢聚一堂，欢歌笑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

悦，一起憧憬明天的辉煌。国重2012年度总结表彰暨春节联欢会在

一段振奋人心的震撼开场视频中拉开序幕，整台大会融总结表彰与

文艺联欢为一体，回顾了2012年实验室的艰辛与喜悦，见证了国重

人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现了全体员工和学生的风采。计算

所所长兼国重实验室主任孙凝晖老师、所长助理王凡老师、所长助

理王晓虹老师、技术发展处处长刘新宇老师、科研支撑中心主任马

捷老师、科研处副处长罗瑞丽老师、网络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忠诚

老师以及科研处、技术发展处、研究生部、科研支撑中心、综合

处、财务资产处等多位老师应邀参加了本次年会。

一、 总结表彰，共同进步

大会于下午13：30正式开始。首先，计算所所长兼国重实验室

主任孙凝晖老师致辞，孙老师先以所长的身份感谢大家一年辛勤的

工作，再以实验室主任的身份对职能部门的各位领导和老师的支持

表示感谢。孙所长说：“我们国重能担得起大场面大气魄有三个理由，第一，国重是计算所唯一的一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学术水平不仅仅代表计算所，也代表中国向世界展示在计算机体系结构上的高水平；第二，我们要

做计算机产业的源头，要和企业建立紧密联系，国重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华为联合实验室的工作，我们担负着新

时期怎么把前瞻的技术转化为产业和市场竞争力的新探索；第三，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学科是立所

之本，国重虽然成立一年，但我们的高通量计算，云计算等新名词新热词，将代表着学科上的新辉煌；最后再

次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实验室做出的贡献。”其次，国重实验室副主任冯晓兵老师代表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晓

维老师对全体老师、学生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新年美好的祝福，并从学术论文，创新成果，学术交流合作，设备

平台，实验室验收和评估，文化建设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工作报告，最后再次感谢全体员工和学生在2012年度为

实验室的辛勤工作，尤其感谢大家为实验室带来的丰硕成果和无价精神财富。随后，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主

任张立新老师、国重实验室副主任兼编译与编程实验室主任冯晓兵老师、处理器结构实验室张浩老师、集成电

路实验室李华伟老师、操作系统组负责人孙毓忠老师分别代表各室（组）向大家做了简短而又精彩的2012年度

工作总结报告，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应用、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对2013年的工

作进行了展望。

隆重的年度颁奖盛典既激动人心

又鼓舞士气，大会上向国重评选出

的2012年度“优秀员工”、“优秀学

生”、“实验室宣传突出贡献奖”和

“实验室文化建设突出贡献奖”获得

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集体是力量的

源泉，众人是智慧的摇篮，本次表彰

大会还颁发了团队奖，先进计算机系

统实验室荣获本年度“最佳宣传团队

奖”，编译与编程实验室荣获本年度

“最勤奋务实团队奖”，处理器结构

实验室荣获本年度“最具凝聚力团

队奖”，集成电路实验室荣获本年度“最激情活力团队奖”，操作系统研究组荣获本年度“最具奋斗精神团队

奖”。表彰是对大家一年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大家无形的鞭策，荣誉只属于过去，未来有待大家共同去创造。

二、 文艺表演，尽展才艺

这次联欢会充分展现了国重的员工和学生们藏龙卧虎，创意非凡的另一面。表演形式不拘一格，歌曲、舞

蹈、小品相声、访谈，幸运抽奖，快乐游戏等，让在座的观众一饱眼福和耳福，掌声、笑声不绝于耳。

开场的《大河之舞》气势磅礴，挥舞的彩带好似金蛇狂舞，拉开了2013年的序幕，田昕辉的一曲《让梦冬

眠》委婉动听；鄢贵海、王天成等演唱的经典老歌唱出了同事间的亲密无间与友爱；操作系统组的合唱《精忠

报国》更是唱出了团队的精诚合作与保家卫国、发展科研的坚定信心；由董建波等人改编，孙健等人演绎的小

品《有话直说》，讲述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趣闻趣事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备受青睐；包云岗老师和王亚楠根据

Patterson的访谈记录改编演绎了《Patterson的传奇故事》，让大家从不同方面了解了这位传奇人物的心路历程；

众人带来的《神舞》掀起了一段小高潮，舞神们魅力十足，惊喜连连，一段骑马舞的视频让大家笑声不断，掌

声不断，high翻全场，成为今年年会的一大亮点。

最后，联欢会伴随着一曲高亢嘹亮的《相亲相爱》圆满落幕，让我们在歌声中再次出发，去收获我们新的

耕耘，让我们在歌声中衷心祝福，去谱写我们新的赞歌，走进春天，走进蓬勃的希望，每一颗青春的心都焕发

出缤纷的色彩，走进春天，走进时尚的动感地带，世界在我们眼前灿烂地舒展开来，愿国重大家庭共同携手新

的一年，收获更多的硕果，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金琳供稿)

收获硕果　憧憬明天
——记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年度总结表彰暨春节联欢会

计算所所长兼国重实验室主任孙凝晖老师致辞

计算所所长兼国重实验室主任孙凝晖老师为部分优秀员工颁发证书

联欢会精彩瞬间与会领导和演员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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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03个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为了庆祝这一节日，让女同胞们享受到幸福和快乐，感受到实验室对女员

工的关怀和爱护，实验室为全体女职工精心准备了给力而又温馨的“三八节”礼物来欢度这个特别的节日。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实验室为爱美的女同胞准备了美容嫩肤仪，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帮助她们消除

疲劳，嫩化肌肤，达到美容的效果，实现“逆生长”，变得越来越美丽；贤惠淑女，人人好逑，实验室为热爱

劳动，勤俭持家的女同胞准备了省力、环保、高效的家居用品，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如，体

验到做家务乐在其中的快感，变得越来越幸福；实验室还为注重养生保健的女同胞准备了“温暖牌”的生活用

品，把实验室的温馨与温暖带回家，舒适的放松让女同胞们变得越来越健康。

这次活动不仅让女同胞们放松了心情，也加深了同事之间的友谊，感受到了节日带来的喜悦和欢乐和实验

室送来的温暖。我们的女同胞们都是杰出的新时代女性：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

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跑车，买得起新房，经得起诱惑，打得过流氓。祝愿女同胞们永远幸福

健康美丽！让幸福给力，女同胞们走起！■　(金琳供稿)

让幸福给力　女同胞们走起
——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庆
祝“三八”节活动

优秀员工：
武成岗，侯　锐，董　慧，隋秀峰，宋风龙，江　涛，鄢贵海，刘　雷，李华伟，陈　莉

安述倩，冯　伟，王振江，邢明杰、唐生林，霍　玮，付斌章，刘　颖，阮　元，高云伟

张　科，金　琳，刘淑凤，王伟娜，李　楠，胡文亚，杨庆林，赵洪建，谢　睿，马艳新

胡彦伟，徐冉冉，徐小川，孟维光，陈彦宇，冯煜晶，王一帆，陈兴振，林鑫龙，祁鹏飞

优秀学生：
范灵俊，郑亚松，刘　磊，黄柯衡，叶　靖，方运潭，张小琳，李雪亮，黄元杰，姜　鹏

李　斌，乔雪笛，张　帅，宋　爽，陈聪明，王　颖，周艳红，路　航，杨恩山，王　蕾

杨东艳，赵家程，侯雄辉，吴　正，房双德，缪金成，邹艳艳，柴　琳，张　义，张乐乐

付晓毓，陆　钢，贾　禛，郑　晨，解壁伟，谭崇康，明子鉴，潘烽锋，张子刚，胡农达

李　龙，崔泽汉，陈荔城，黄永兵，魏　巍，张开恒，夏云飞，赵博彦，杨鹏斐，康　凯

许旻昊，田昕晖，杨　坤，张丽莎，郑　乐，权　静，李　慧，赵　越，王子龙，钟　雯

潘颖曦，袁竞杰，张明喆，王伟芳

实验室宣传突出贡献奖：
唐志敏，包云岗，隋秀峰，霍　玮，鄢贵海，王　达，张　磊，谭光明，董　慧，

金　琳（快讯编委）

李　龙，李　冰，刘淑凤，任　睿，陈聪明，远　翔，范灵俊，宋　莹，高云伟，杨庆林

陈荔城，崔泽汉，陈明扬，卢兴敬，胡文亚，徐海瑄，王伟娜，王天成，梁　彦，马艳新

孟维光，李雪亮，缪金成，吕慧伟，李佳佳，王伟芳，吴承勇，魏　巍，王　聪，姜　继

张秀霞，张　磊，赵家程，李　楠（为实验室宣传积极投稿提供素材）

实验室文化建设突出贡献奖：
郑亚松，孙　健，徐海瑄，刘淑凤，范灵俊，李　楠，王天成，包云岗，董建波，单书畅

杨鹏斐，田昕晖，魏　巍（积极参与实验室年会活动）

团队奖：

2012年度实验室表彰优秀人员名单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集成电路实验室

操作系统研究组

体系结构国重最佳宣传团队奖：

体系结构国重最具凝聚力团队奖：

体系结构国重最勤奋务实团队奖：

体系结构国重最激情活力团队奖：

体系结构国重最具奋斗精神团队奖：



生活随笔

40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是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编的刊物，2012

年1月创刊。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在体系结构领域唯一的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刊是体系结构领域一份具有学术通讯性质的刊物，旨在向读者介绍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的科研动

态、项目进展、关于前沿技术的综述评论，以及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和实验室建

设情况，希望能为国内同行营造一个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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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后有一定的稿酬），此刊不主张对所刊录文章、论

述的任何权利。

欢迎广大兴趣爱好者订阅，请填写订阅回执单，发送至carch@ict.ac.cn。如对此刊物有任何的

意见和建议也发送邮件到此邮箱。

欢迎免费订阅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订阅回执单： 

*单位及地址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Email

您是否愿意为《体系结构国重快讯》投稿 □ 是 □ 否

近日翻阅《曾国藩家书》，被曾公“不可一日不读书”的学习态度所折服，而其读书方法亦值

得身处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所借鉴。

如今，我们通过搜索引擎可以很方便得获得知识，海量的信息总会在不经意间推送到你眼前，

很多时候，我们总能被动地阅读很多内容。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读书呢？在曾公看来“吾辈读

书只有两事，一则进德之事，以图无忝所生；一则修业之事，以图自卫其身”，“人之气质，由于

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他认为读书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可以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另一个形成属于自己的专业特长，可以立足于社会；并且，读书还能改变人的气质。

既然如此，曾国藩到底是如何读书的？他在家书中写道“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

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

井蛙之观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

于是，姑且将“立志”“有识”“有恒”看作曾公的读书三法吧。

若能发奋立志，读书则不必择时不必择地，“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

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而如今，可读的书更是不可胜数，倘若不立志，就不知读什么书。只

有有了明确的志向，才懂得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选择有用的相关书籍来读。

若能眼光有识，则能够从万千相关书籍中甄选出经典，并对所学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曾

国藩认为“看书不可不知所择”，由于每个人现在选择阅读的书籍，将来很可能成为你未来一个很

重要的灵魂伴侣，甚至可能在灵魂里再生长，形成你的底层代码，帮助你在一些危机时刻做出下意

识的选择，并可决定你整个人的趣味和格局。通过阅读经典，那些经过一代又一代最聪明头脑认证

和过滤的书籍，或许不能带给你非常实用的东西，但由于在读经典的过程中会调动你超强的主动

性、耐力、意志力以及敏感的体察力，所以能够给你一种能力和气质的提高、智慧和定力的修炼。

若能持之以恒，坚持而专注，循序而有常，能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则终身受益无穷。曾公在

家书中反复提到即使自己公务繁忙，但“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并且不以今天有事而把事情留待明天。如此，正因为他的坚持不懈，才

成就了他“不可一日不读书”的习惯。另外，专注而沉浸的读书还要“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

不看他书”，“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所谓读书不

二，就是一本书没有读完的时候，不要去读第二本书；否则，就可能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这本书

读了一小半的时候没有兴趣了，或者被别的东西吸引又去读了第二本书，最后会发现自己的知识都

被碎片化了，而且还容易养成虎头蛇尾的习惯。所以，如果把读书看成一种修行，你在读书的过程

中如何坚持把一本书读完，投射到你的人生中就是如何坚持把一个事情做完。

如此三点，如果能在读书时做到“有志、有识、有恒”，应该也就能在读书之中修炼功夫，于

读书之外结善缘。

曾国藩的读书三法
文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任　睿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6 号
电　话：010-62600740，62600600
网　址：http://www.carch.ac.cn   
联系人：李晓维，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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