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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人介绍

2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陈明宇：博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

操作系统及并行算法优化。先后参加过863重点项

目曙光2000、3000、4000、5000系列高性能计算机

的研制工作,作为项目骨干参加自然基金项目1项，

973项目1项，主持过863探索项目2项。2000年获中

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2005年获中国

科学院杰出成就奖（集体）。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973项目子课题，“面向EB级数据并发处理

的新型系统结构设计及评价方法”，第2负责人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超并行计算

机体系结构研究”，项目骨干 

主要论著

1. Yungang Bao, Mingyu Chen,Yuan Ruan, Li 

Liu, Qingbo Yuan, Bo Song, Jianwei Xu, Jianping Fan, 

“HMTT: A Platform Independent Full-System Mem-

ory Trace Monitoring System”, ACM SIGMETRICS 

2008, Annapolis, 2008.

2. Jianwei Xu, Mingyu Chen, Gui Zheng, Zheng 

带头人介绍

Cao, Huiwei lv, Ninghui Sun,“SimK: A Large-Scale 

Parallel Simulation Engine”,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4(6) 2009.11.

3. Guangming Tan, Ziyu Guo, Mingyu Chen, 

Dan Meng, “Single-particle 3D Reconstruction from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s on GPU”, Proc. of 

23rd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percomput-

ing (ICS'09) , pp.380-389，2009

4. Dan Tang, Yungang Bao, Weiwu Hu, Min-

gyu Chen, “DMA Cache: Using On-Chip Storage 

to Architecturally Separate I/O Data from CPU 

Data for Improving I/O Performance”, Proc. of 

the 16th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er Architecture (HPCA-16), 

Jan. 2010.

5. Qingbo Yuan, Jianbo Zhao, Mingyu Chen, 

Ninghui Sun, “GenerOS: An Asymmetric Operat-

ing System Kernel for Multi-core Systems”, Proc. 

of IEEE International Parallel & Distributed system, 

USA, 2010.

　陈明宇，研究员                                     
·1972年10月生，辽宁省沈阳市人
·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系学士学位
·1997年中科院计算所工学硕士学位
·2000年中科院计算所工学博士学位
·2008.10~2009.4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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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伟，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计算机学会容错计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

研究方向：集成电路测试、验证与可靠设计。获中

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2003)，北京市科技进

步奖(基础研究类/2007，发明类/2008)、计算机学

会王选奖(2008)等。担任《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

学学报》编委，担任IEEE第16届亚洲测试学术会

议程序合作主席、IEEE第4届寄存器传输级及高层

测试研讨会程序主席；担任第3、4届中国测试学术

会议程序(合作)主席(CTC’ 04/06) 。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973课题，“高性能处理芯片的设计验证与

测试”，负责人

2. 863探索类项目，“可信计算平台软硬件系

统安全测试评估模型、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自动化技

术”，负责人

3. NSFC面上项目，“考虑集成电路时延变异

性的硅后定时验证方法”，负责人

4. NSFC面上项目，“避免过度测试的时延测

试方法”，负责人

5 .  N S F C面上项目，“面向串扰的时延测

试”，负责人 

代表性论文

1. Huawei Li, Dawen Xu, Yinhe Han, K.-T. 

Cheng, Xiaowei Li, “nGFSIM: A GPU-Based 1-to-

n-Detection Fault Simulator and its Applications,” 

Proc. IEEE 41st International Test Conference 

(ITC’10), Paper 12.1, Austin, USA, Oct. 2010.

2. Huawei Li, Peifu Shen, and Xiaowei Li, “Ro-

bust Test generation for Precise Crosstalk-induced 

Path Delay Faults,” Proc. IEEE 24th VLSI Test 

Symposium (VTS’06), Berkeley, USA, May 2006, 

pp.300-305.

3. Huawei Li, and Xiaowei Li, “Selection of 

Crosstalk-induced Faults in Enhanced Delay Test,” 

Journal of Electronic Test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ETTA), Vol.21, No.2, 2005, pp.181-195.

4. Ying Zhang, Huawei Li, Yinghua Min, Xiao-

wei Li, “Selected Transition Time Adjustment for 

Tolerating Crosstalk Effects on Network-on-Chip In-

terconnect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Systems (TVLSI), Vol.19, No.10, 2011, 

pp.1787-1800. 

5. Minjin Zhang, Huawei Li, Xiaowei Li, “Path 

Delay Test Generation Toward Activation of Worst 

Case Coupling Effects,” 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Systems (TVLSI), Vol.19, 

No.11, 2011, pp.1969-1982. 

　李华伟，研究员                                     
·1974年6月生，湖南省浏阳县人
·2001年中科院计算所工学博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2001)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2004)
·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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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瑜，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近

年来主要围绕数字集成电路的可靠性设计开展研

究，重点研究多核处理器和FPGA的可靠性分析与

设计方法、数字集成电路的故障诊断方法。成功

完成高性能通用处理器龙芯2E和2F的可测试性设

计与样片测试工作、众核处理器Godson-T的可测

试性设计工作、以及自修复处理器SRP的设计开发

工作。 

主持的科研项目

1. 863探索导向类课题，动态可重构高可靠计

算机体系结构及关键实现技术，负责人

2. NSFC面上项目，面向多个物理缺陷的纳米

尺度极大规模数字电路故障诊断，负责人

3. NSFC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大规模多核系统

芯片测试压缩方法研究，负责人

4. NSFC面上项目，嵌入式存储器内建自修复

方法研究，负责人

5. 横向课题，基于失效机理的SRAM型FPGA

可靠性设计研究，负责人

6. 横向课题，SRAM型FPGA容错设计，负责人

7. 横向课题，数字集成电路故障诊断，负责人

主要论著

1. Shuchang Shan, Yu Hu, and Xiaowei Li, Trans-

parent Dynamic Binding with Fault-Tolerant Cache 

Coherence Protocol for Chip Multiprocessors, in DSN, 

2011, pp. 291-30.

2. Fei Wang, Yu Hu, Huawei Li, Xiaowei Li, Jing 

Ye, Yu Huang, Deterministic Diagnostic Pattern Gen-

eration (DDPG) for Compound Defects, in ITC, 2008, 

paper 14.1.

3. Da Wang, Xiaoxin Fan, Xiang Fu, Hui Liu, Ke 

Wen, Peter Li, Huawei Li, Yu Hu, Xiaowei Li, The 

Design-For-Testability Features of Godson-2 Micro-

processor, in ITC, 2007, paper 9.2.

4. Songjun Pan, Yu Hu, Xiaowei Li, IVF: Charac-

teriz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Microprocessor Structures 

to Intermittent Faults, IEEE Transactions on VLSI 

Systems, 2011, online published.

5. Jia Li, Qiang Xu, Yu Hu, Xiaowei Li, X-Filling 

for Simultaneous Shift- and Capture-Power Reduction 

in At-Speed Scan-Based Test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VLSI Systems, 2010, 18(7):  1081-1092. 

6. Yu Hu, Yinhe Han, Xiaowei Li, Huawei Li, 

Xiaoqing Wen, Compression/Scan Co-Design for Re-

ducing Test Data Volume, Scan-in Power Dissipation, 

and Test Application Time, IEICE Transactions on In-

formation and Systems, 2006, E89-D(10): 2616-2625.

7. 李晓维，胡瑜，张磊，鄢贵海 著《数字集

成电路容错设计》, 科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ISBN 

978-7-03-030576-3, 546千字, 433页.

　胡瑜，研究员                                     

·1975年4月生，四川省宜宾人

·1997本科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

·1999年和2003年分别获得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5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后出站

·2007年度北京市科技新星

·2009年度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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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通过验收

5月22日下午，由科技部组

织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

验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以下简称“实验室”）建

设验收会在计算所科研楼举行。

科技部基础司基地建设处周文能

处长、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基础二

处杨晓秋副处长、李旭彦博士，

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刘桂菊

副局长、重点实验室处侯宏飞处

长出席了验收会。验收专家组组

长由东北大学柴天佑院士担任，

验收专家组成员包括：中科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王越超研究员、

浙江大学褚健教授、北京邮电大

学孟洛明教授、中科院自动化

所宗成庆研究员、国防科技大学

国重新闻

廖湘科教授、清华大学郑纬民教

授、浪潮集团有限公司胡雷钧研

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殿富

教授。

出席本次验收会的中科院计

算所领导和老师包括：所长兼实

验室主任孙凝晖研究员，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国杰院士，

科研处王兆其处长、罗瑞丽副处

长，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晓维研

究员，副主任冯晓兵研究员，计

算所副总工张立新研究员，以及

实验室科研骨干代表等。

会议开始由科技部杨晓秋副

处长主持。计算所所长孙凝晖研

究员代表计算所首先致欢迎辞

并对各位领导与专家莅临实验室

检查指导表示

衷心的感谢，

并希望各位领

导与专家多提

宝贵意见，以

促进实验室的

长足发展。随

后，杨晓秋副

处长介绍了此

次国家重点实

验室建设验收

的有关要求，

提请专家认真把关、从严要求，

客观公正地评价实验室建设期间

取得的各方面成果。

实验室建设情况汇报、现场

考察与专家讨论由验收专家组组

长柴天佑院士主持。实验室主

任孙凝晖研究员汇报了近两年来

国重验收会现场

专家组组长柴天佑院士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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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建设情况，报告主要包

括4项内容：1）实验室概况与定

位；2）建设计划执行情况；3）

建设期间的研究进展；4）中长

期工作设想。

听取报告之后，专家组对汇

报内容进行了质询和讨论，并现

场考察了实验室。实验室所取

得的进展和成绩给与会专家留下

了深刻印象。专家组认为，实验

室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计算

机体系结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

势，形成高端计算体系结构、微

体系结构、编译和编程、VLSI

与容错计算、非传统计算机体系

结构五个研究方向，协调布局应

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定位

准确，方向明确。建设期间，实

验室承担了国家973计划项目、

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等多项科研项目，取

得显著研究成果，在国际和国内

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

SCI收录48篇，授权发明专利35

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项、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

一等奖1项。研究队伍人员结构

合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成效

显著。实验室有固定人员99名，

68%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其中中

国科学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1人，“973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3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获得者1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

得者3人。在建设期内引入中组

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1人，新增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入选者2

人，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获

得者2人。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

对实验室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

建设期为实验室共投入4千余万

元，为实验室增加用房面积1000

平方米，使实验室拥有的总建筑

面积达到5500平方米，充实和完

善了实验室多个科研创新平台，

为实验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科研

条件。实验室建立了良好的运行

机制，开放与交流广泛，分别与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院

（INRIA）、英特尔公司、华为公

司、曙光公司等成立了联合实验

室；承办大型国际会议4次，实验

室学术骨干9人次在重要国际系

列学术会议上作邀请报告，有力

推动了我国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

的国际交流，扩大了国际影响。

科技部周文能处长、中科院

刘桂菊副局长在讲话中均称赞实

验室建设取得了扎实、明显的进

展，高度赞扬实验室在“科研定

位与创新”、“人才培养与队伍建

设”、“文化建设与宣传”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绩。周文能处长同

时提出，希望国家重点实验室所

追求的目标应更加高远，不仅要

成为国内同行里的翘楚，更要敢

于向国际一流的相同学科研究机

构竞争。刘桂菊副局长对实验室

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绩给予

国重验收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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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

引言：自2011年10月13日，

经科技部批准由我所作为建设承

担单位筹建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国

家重点实验室历经一年半的建

设期，在科研项目进展、研究成

果、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实验

平台建设、开放与交流和管理运

行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达

到了实验室建成的目标，于2013

年5月22日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

组织的建设验收会，标志着实

验室跻身国家重点实验室行列的

“建设期”结束，顺利“转正”。

国重里程碑事件
● 2011年4月2日，科技部批

准实验室立项建设计划。

● 2011年5月23日，计算所

所长孙凝晖从科技部副部长王志

刚手中接过“计算机体系结构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牌匾。

● 2011年10月13日，实验室

经科技部批准建设（国科发基

目1项，863项目2项，基金重点

项目1项。筹建期间，高通量计

算973项目顺利通过中期评估，

增拨经费400万，拟定了后3年的

研究计划。创新群体顺利通过一

期考核，顺延为二期（经费600

万）。由国重牵头负责的核高基

重大专项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

成为计算所首个成功通过验收的

核高基重大专项项目。

2、研究成果

实验室围绕五大研究方向展

开研究，在我国高端计算体系结

构、微体系结构、编译和编程、

VLSI 与容错计算方面取得重要

研究成果。建设期间，实验室获

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

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

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奖一等奖

1项；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总

数约102篇，其中SCI论文48篇，

以实验室为第一署名单位的SCI

[2011]517号）（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是建设承担单位）。

● 2011年12月9日，在计算

机体系结构国重第一届学术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科技部领导、

中科院领导、计算所领导共同为

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

● 2013年5月22日，计算机

体系结构国重通过由科技部组织

的建设验收会，标志着实验室跻

身国家重点实验室行列的“建设

期”结束，顺利“转正”。

筹建期进展

1、科研项目

实验室进一步加强了科研立

项工作，组织和动员科研骨干积

极争取国家和科学院重大项目以

及院-省合作项目和其他项目，并

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实验室在

研课题共计70余项，共计各类科

研合同经费1.1亿元。其中973项

了充分肯定，并表示中科院对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高度重视，希

望实验室继续努力，为我国学科

建设和科技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国

杰院士对科技部、中科院和专家

组给予的肯定意见和指导建议表

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实验室将认

真听取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建议，

作为今后实验室工作的重点。

计算所所长孙凝晖研究员向

各位领导与专家致以谢意，并表示

计算所将继续在人力、物力、财力

等各方面大力支持实验室的建设。

科技部杨晓秋副处长验收会

最后的总结讲话中，就国家重点

实验室在进一步加强国际一流人

才的培养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阐

述和指导。

本次验收会是继2011年4月2

日科技部批准实验室立项建设计

划、2011年10月批准启动建设、

2011年12月举行揭牌仪式以来，

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又一个里程

碑式事件。它标志着实验室跻身

国家重点实验室行列的“建设

期”结束，顺利“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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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37篇，EI论文92篇；授权专

利35项，软件登记3项。

3、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实验室通过引进和培养高水

平优秀人才充实相关学科的研究

队伍，鼓励开展跨学科组交叉

与综合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的

发展。建设期间，实验室2人获

得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2人获

得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3

名副研究员被评为研究员。目

前实验室固定人员99人（研究

人员83人，技术支持14人，管

理2人），研究员20人（其中院

士2人），副研究员/高工18人。

其中，3人获得基金委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1人获得中国十大杰

出青年，3人获得中国青年科技

奖，2人入选了中组部千人计

划，4人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2人获得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2人入选中组部青年拔尖人

才计划，1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

论文奖，3人获得了全国优秀博

士论文奖（提名），2人获得了

中国计算机学会优秀博士论文

奖，2个团队获得中科院杰出科

技成就奖。实验室以研究生和博

士后为主体的流动人员达到207

人，培养博士学位获得者51人。

4、实验平台建设

实验室按计划完成了实验设

备购置，并将通用性强、服务

面广的大型仪器纳入实验室公

共服务体系。目前实验室有单

台大于30万元人民币的各类大

型仪器54台，仪器设备总值约

7670.995万元。 

由下表可以看出我们的自研

创新平台与国外名校水平相当。 

学　校 模拟器 FPGA 流片 支持多核 

Wisconsin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Simplescalar × × × 

GEMS × × √

Stanford (美国斯坦福大学)
SimOS × × × 
ABSS × × √ 

Michigan (美国密西根大学) M5 ×  ×  √ 

UCL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MPI-SIM ×  ×  √  

UCR，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美国加州大学洛河滨分校)

NePSim ×  ×   √

UC 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RAMP Gold √  ×  √ 

UIU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美国伊利诺州大学香槟分校)

Bigsim ×  ×  ×  

ML-RSIM × × √ 
Rice(莱斯大学) RSIM ×  ×  √  
Minnesota (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 SIMCA × × √ 
Rochester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 MINT × × √ 
Edinburgh (英国爱丁堡大学) HASE × × × 
University of Leeds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英国利兹大学)

SESC × × × 

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WindRiver

SimICS × × √ 

中科院计算所 √ √ √ √ 

三大基础科研平台

１．端云软硬件设计平台（新建）

２．芯片设计与测试平台（原有基础上扩建）

３．新型微体系结构设计平台（原有基础上扩建）

自主创新平台
1.众核处理器的在线3S软硬件研究平台（原有基础上扩建）

2.系统级功耗和可靠计算研究平台（原有基础上扩建）  

3.内存系统监控分析平台（原有基础上扩建）  

4.部件级功耗监控系统（原有基础上扩建）

5.节点内处理器异构的集群实验环境（原有基础上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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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放与交流

实验室通过组织和参加重要

的国际性科研学术活动促进学术

交流，在国际重大项目的合作

研究及国际大型学术会议的承办

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并通过

设置开放课题，吸引国内外高水

平学者来室合作研究，2011年及

2012年实验室设置2年执行期的

开放课题20项，研究内容涵盖实

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

【开放课题情况】

■  重点实验室自运行以来

（2005年至今），合计择优资助了

45 家单位、62项开放课题，近四

分之一（24.4%）的单位连续获得

资助。 
■ 受资助的单位中，主体是

高校，占比87%，其余是院所和

企业。受资助的高校中985院校

占到近一半（48.7%），211院

校占到三分之二。 

【实验室主办及参与的大型学

术会议】

我们将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团

队建设的重要手段。通过合作交

流，了解国际学术前沿、促进实

验室的研究工作，同时扩大自己

的影响。建设期间，我们组织了

4次国际会议与1次全国性学术会

议，实验室成员出任会议主席或

程序委员会主席。这些国际会议

对实验室建设的开展与团队建设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实验室成员组织的主要学术

会议：

● 第34届程序设计语言和实

现国际会议（PLDI，北京，2012

年6月）

● 第19届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

构会议（HPCA，深圳，2013年2月）

● 第11届代码生成与优化国

际会议（CGO，深圳，2013年2月）

● 第14届Cluster计算国际会

议（CLUSTER，北京，2012年9月）

● 第7届中国测试学术会议

（CTC，杭州，2012年6月） 

【实验室出访情况】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支持了实验室多名研究人员参

加国际会议，实验室成员参加

了ISCA、Micro、HPCA、DAC、

D S N、I T C、V T S、H o t C h i p s、

HiPEAC、ICPP等国际顶级会议，

开拓研究思路，掌握当前研究热

点和焦点，了解当前领域前沿情

况，学习先进的研究的方式和方

法，并建立一些新的交流渠道。

实验室成员在国际会议上做

邀请报告9次，包括：李国杰院

士应邀在IEEE International Paral-

lel & Distributed Processing Sym-

posium （IPDPS’2012）做大会报

告；李华伟研究员在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VLSI-DAT 2011

做邀请报告，范东睿副研究员在

2011年HotChips会议等国际会议

上做邀请报告等。

【实验室来访情况】

在“请进来”的过程中，邀

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技术咨询

和交流，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和技

术把关。建设期间，实验室共邀

请到来访学者学术交流40余次。

【开放活动】

承办了计算所第五届学术大

会，举办了第一届国重开放日，积

极参加计算所科学日，发布了三

期《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学术性

和新闻性并重 ，目前已发行上千

册 ，为实验室与科技部、科学院

的沟通拓展了新渠道，为实验室

创新文化建设增加了新载体，为

学术同行的交流开辟了新窗口。 

6、管理运行

实验室坚持“开放、流动、

联合、竞争”的总体运行机制，

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副主任

协助主任分管实验室工作，并

建立实验室班子成员的分工分

级管理制度。此外，实验室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整套行之

有效的规章制度（《计算机体系

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规章制度

汇编》），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管

理。在实验室创新文化建设方

面，建立了国重独立域名www.

carch.ac.cn ，国重网站已上线稳

定运行，并实时更新。形成了实

验室的V I系统，提高宣传的认

知度。创建了国重微博（已加

v），实时更新，目前已更新微

博200条，粉丝442人。做到微博

与室网站同步更新。■

 （董慧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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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技集团调研组一行来访计算所交流

2013年5月14日上午，中国

航天元器件保证研究中心主任朱

明让、副主任黎雨虹、航天科技

集团一院12所SoC研究室主任蒋

彭龙、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

星载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实验室副

主任刘鸿瑾、航天科技集团标准

化院可靠性所总师周新蕾等12人

调研组一行来访计算所交流。计

算所副所长隋雪青、计算机体系

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简称

“国重”）常务副主任李晓维等

进行了接待，期间，双方就航天

关键元器件自主保障的研究工作

方面进行了交流，国重的张志敏

主持了此次会议。

首先，隋雪青副所长对航天

系统各位专家的到访表示了热烈

欢迎，对此次交流活动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国重常务副主任李晓

维介绍了国重的科研及其平台情

况，期望双方今后能有更多的研

讨合作机会。随后，国重的团队

带头人冯晓兵、李华伟、胡瑜、

孙毓忠、张浩分别做了软件可靠

性相关工具、高性能处理器设计

验证与测试技术、FPGA可靠性

设计、高能效可信云操作系统、

模拟器设计与芯片设计等技术报

告。来宾听取报告后，参观了处

理器研究成果展示，包括串扰的

静态定时分析软件、基于变异的

成系统时代如何分工合作等。

中国航天元器件保证研究中心

主任朱明让表示此次调研收获

很大，航天领域的设计方法、

试验方法等都需要基础研究来

支撑，国重的很多技术跟航天

领域的技术密切相关，需要他

们学习的东西很多。此次会议

对促成双方今后的合作具有重

要的意义，双方一致约定今后

要更加深入地进行沟通、交流

和合作。■

设计错误注入平台、FPGA可靠

性设计技术、多板卡众核平台/芯

片、模拟器等科研成果，双方专

家并进行了现场互动交流。

最后，调研组跟国重就如

下问题进行了探讨：1）从我

国现实情况出发，为适应自主

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未来需

求，怎么选好处理器（C P U、

D S P）和关键 I P核；2）怎么

建议未来十年组织自主的开发

和发展；怎么建立相应的生态

链；3）系统、整机、器件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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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核/众核处理器的程序开发

近年来，由于集成电路制造

工艺和芯片功耗的限制，已经不

可能通过简单提升主频的办法提

高处理器的性能。目前学术界和

工业界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提高

集成度，实现处理器片内并行,才

能延长摩尔定律,进而不断提高处

理器的性能。基于这一共识，依

靠半导体和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多

核（multi-core）处理器结构已成

为主流。这一趋势在若干年内将

会一直延续,可以预见，在不远的

将来，处理器内核的个数将达到

数十、上百乃至更多。近年来计

算机体系结构的两个重要趋势是

众核（many-core）化和异构融

合。和传统的多核结构相比，众

核结构具有高得多的计算密度，

而异构融合的代表如NVIDIA和

ATI的高端GPGPU已经在高性能

计算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 

目前面临的挑战

尽管处理器核数的增加保证

了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持续提

高,如果没有足够的编程语言和

软件层面的支持,这种硬件能力

霍玮　陈莉　武成岗　刘颖　李丰　王蕾　崔慧敏　刘雷

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的提高并不能直接转变成程序性

能的提升，这是多核和多核时代

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为

了让程序性能和硬件资源的提升

相匹配，程序员需要有效的并行

编程方法使多核资源得以充分利

用。面对这一变化，传统的基于

多处理器的并行编程模式暴露出

诸多不足之处。伴随并行体系结

构的发展，特别是在多核和众核

平台上，软件面临了越来越多的

挑战[1][12][13]：

(1)大量的遗产串行程序需要

并行化 

(2)并行思维与表

达困难

(3)并行软件的正

确性和系统可靠性难

以保证

(4)并行软件的性

能优化困难 

针对上述共性问

题，科研人员需要以

实际应用程序为驱

动，开展面向多核/众

核平台的编程语言、

编程模型及相关编译

支持技术的研究，主

要包括以下两方面：（1）能大

幅度提高多核/众核平台的易编程

性的并行编程语言或编程框架，

提高程序员的开发效率，如图

1“程序开发”部分所示；（2）

能提高系统效率、可靠性等多个

方面的关键技术，保证程序在多

核/众核平台上的顺畅运行且性能

满足用户需求，如图1“编译优

化”部分所示。本篇报告针对第

一部分，着重介绍面向多核/众核

处理器的程序开发方法和关键共

性技术。

综　述

 

编译优化

程序开发

处理器1

私有Cache

处理器1处理器1 处理器1 处理器1
……  

片上网络

外部存储器

内部存储器

私有Cache 私有Cache 私有Cache 私有Cache

图 1　面向多核/众核处理器的程序开发与编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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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核/众核的编
程模型

近年来，学术界和产业界针

对多核处理器并行编程问题，开

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编程模

型和语言与体系结构息息相关。

现阶段用于多核环境的传统通用

编程模型主要是基于锁的共享内

存编程模型。尽管这种方式在传

统的高性能计算中被广泛使用，

但其在日益普及的多核中的应用

仍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虽然

共享内存模型本身让程序员不需

要显式地进行数据分配，提高了

可编程性，但同时使程序的语义

（如访存操作执行的顺序）难于

定义、理解和验证，不可避免地

增加了程序编写和调试的困难。

其次，在体系结构层面，由于私

有缓存的存在，一般采用缓存

一致性协议实现隐式的数据通

讯，在大规模的基于共享内存的

多核处理器中，缓存一致性的

效率和可伸缩性本身成为一个

严峻挑战。基于这些原因，新的

多核体系结构越来越倾向于采用

非对称和异构的设计思想，从而

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编程模型方面

的研究。下面对编程模型的研究

进行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把编程

模型按照其强调的目标、体系结

构的新需求和支撑技术划分成三

部分：（1）并行性的表达；（2）可

编程性（或可调试性）的提高；

（3）面向异构计算系统的编程

模性；（4）领域编程语言。

并行性的表达

针对多核、众核的编程模型

一个重要目标是发掘并行性，从

而让硬件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

用。并行性的表达有很多种：基

于线程的并行性表达、单指令流

多数据流的并行性、树状任务

图、数据流并行、向量并行、数

据驱动的并行化方法等。基于易

于学习和掌握以及对现有编程模

式兼容的考虑，目前主流的针对

多核环境的并行编程语言主要采

用对现有编程语言进行扩展的方

法，包括以标注（annotation）、

关键字（keyword）以及库的形式

进行的扩展。当前学术界广泛研

究和使用的多种编程模型，它们

在并行性表达方式、对现有编程

语言的扩展方式上，都不尽相同。 

OpenMP早期语言规范采用

基于线程的并行性表达，它由

AMD、Cray、HP、IBM、Intel等

众多公司共同开发，在一般应用

领域、电信领域、金融中的高性

能计算等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

OpenMP的机器抽象是对称多处

理机，关注以数组访问为主的并

行循环。OpenMP 3.0中引入了任

务的概念，支持非规则的循环

并行、树状任务图的并行。程

序员通过在源代码中加入专用

的pragma来指明自己的意图，

据此编译器可以自动将程序进

行并行代码的生成，并在必要

之处加入同步互斥以及通信。

OpenMP对于并行描述的高层抽

象虽然降低了并行编程的难度

和复杂度，然而由于多线程不

同操作执行顺序的不确定性和

缺乏对实际通讯过程的控制，

程序的正确性和性能的可预测

性无法得到很好的保证。

MPI采用单程序多数据的并

行范型，它是由学术界、政府和

工业协会共同开发的一个消息

传递编程模型的实现标准，利用

消息传递实现多个进程间的相互

协作。其提供的communicator对

象能够支持同一个MPI会话中多

个进程以任意拓扑形式的消息通

信。MPI支持的通信方式包括点

到点通信和聚合通信。MPI的主

要问题是程序员需要显式地进行

众多底层的操作（如数据的分

割、发送、接收和同步），编程

层次低。MPI主要适用于粗粒度

并行，不支持进程间的数据共

享，单程序多数据的并行范型也

不适合动态负载平衡，对于多核

环境下的非科学计算并不适合。 

C i lk[3]采用了树状任务图的

并行性表达，将任务与执行单

位分离，是一个好的并行抽象。

Cilk是C语言的并行扩展，由MIT

提出。其程序具有串行语义，程

序员编写Cilk程序和串行编程类

似。它的抽象度高，程序员在编

程时只需要表达计算中存在的并

行性，而无需关心底层系统相关

的调度、负载均衡和局部性等问

题，这些问题都由对程序员透明

的Cilk运行时系统完成； Cilk运

行时系统中基于任务窃取的随机

调度策略可以在理论上保证Cilk

程序的性能，这对多核中提供性

能的可预测性尤其重要；当考

虑在多核中同时运行的多个应用

时，运行时系统可考虑多个应

用从而减少程序之间的性能干

扰。目前很多语言都引入任务并

行并借鉴Cilk的任务调度方法，

TBB、TPL、X10和OpenMP[2]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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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例子。

TBB是Intel基于C/C++语言

的多核编程框架提供的一系列扩

展的数据结构及编程接口。TBB

通过parallel_do、parallel_for等

支持循环迭代；通过concurrent_

hash_map、concurrent_vector及

concurrent_queue等数据结构来简

化线程之间对共享变换的访问；

定义基于任务的并行编程接口，

辅助无法采用parallel_do等模板

表达的并行语义；通过读写锁等

数据结构来简化对共享临界区的

访问；采用atomic<T>支持对共

享变量的原子访问。

StreamIt[4][18]数据流编程语言

是数据流并行表达的代表，它由

MIT的Saman Amarasinghe等人

设计。该编程语言由各自独立的

Filter集合组成，各个Filter之间

采用FIFO的数据通路进行连接，

Filter的执行相互独立，采用数据

流驱动的执行方式。数据流模型

理论上可以挖掘最大的并行性，

但是执行中通讯和同步的开销会

成为性能的瓶颈。

数据流模型的另一个代表性

的语言是Erlang。Erlang是一个

结构化，动态类型编程语言，程

序本身被划分为一组具有状态信

息的功能组件，不同组件间通过

数据流而非控制信息相互连接。

采用Erlang编写的并行程序并行

效率和可靠性较高，在银行管理

系统和航天器控制系统的设计实

现中使用较多。然而这种新型的

并行编程模型超出了冯-诺依曼

体系结构，程序员很难在现有的

多核系统中对程序的开发和调试

获得直观的认识。由于其学习代

价较大，认可度低，很难在多核

编程中占据统治地位。 

数 据 驱 动 的 并 行 化 模 型

（Data-Driven Decomposition）

以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进行串行任

务的分解。这种方式也借鉴了数

据流编程模型的思想，将访问相

同数据的操作组合为集合，将访

问不同数据的操作集合作为可并

发的任务。而且，通过与面向对

象语言结合，这个模型可以提供

非常容易接受的并行编程界面。

这方面的研究还仍然存在不完善

的地方，例如，虽然这种方式可

以有效地简化调试，但是调试的

性能无法保证。

可 编 程 性 （ 或 可 调 试
性）的提高 

在上述编程模型研究之外，

还有一系列研究工作集中在如何

降低编写、调试并行程序的难度

方面。这方面研究的热点和成果

主要集中在事务内存（Transac-

tional Memory）、确定性并行编

程模型（Disciplined Programming 

Model）以及串行程序并行化上。 

事务内存的思想借鉴了数据

库中“事务”的概念，将程序中

的有限机器指令序列作为一个

事务，在系统结构层面保证事务

执行的原子性。程序员可以利用

对多个事务执行互不干扰的特性

来代替基于锁的编程模式，降低

编程复杂度。根据实现方法的不

同，对事务内存的支持可以被分

为硬件方式和软件方式以及软硬

件混合方式。

确定性并行编程模型的主要

思想是在编程语言或者执行机制

上对程序语义或状态空间进行限

制，从而达到简化编写和分析并

行程序难度的目的。这种对语义

和运行行为的制约的重要体现是

维护程序执行的确定性（deter-

minism）[7]。其基本思想是未来

的并行程序必须是确定的，即相

同的输入必须能够得到相同的输

出。这方面一个代表性工作是

Deterministic Parallel Java（DPJ）,

它提供了显式的并行方式，以确

定性的语义和基于区域的程序分

析避免和禁止数据竞争。尽管这

种基于Java扩展的语言有很多良

好特性，但由于其复杂的编程方

法和给程序员带来的负担，还没

有被广泛接受。这方面的另一

个工作是MIT提出的确定性并行

编程语言Kendo。它提供了基于

POXIS标准的Thread 扩展编程接

口，利用确定的负载均衡调度算

法保证交错式的锁获得顺序和已

经声明过的非保护读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是通过修改Linux操作

系统内核，读取性能计数器，并

利用其构建一个确定的逻辑时间

用于追踪每一个线程的进展来保

证的。Kendo的最大不足在于程

序的确定性依赖于程序“编写正

确”的假设，编译和运行时并没

有提供任何保障。然而，这种确

定性的编程模型给硬件设计本身

带来了新的机会。因为对程序语

义和执行状态的限制，硬件需要

处理的情况大大减少，所以这种

编程模型使设计更简单（如不用

支持完全的缓存一致性协议）、

性能更高的硬件成为可能。De-

novo项目就是根据上述认识提出

的全新硬件设计理念，由伊利诺



综　述

14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伊大学香槟分校实施的。

在串行程序并行化方面，基

于编译技术中静态分析方式挖掘

程序的并行性，在上世纪80-90

年代对Fortran程序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但是对于C/C++程序、非

科学计算的程序，并行性发掘往

往受别名分析、输入的影响而无

法得到好的效果。Sean等提出考

虑最外层循环并行化的粗粒度划

分方法，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性

能，这种方法没有采用投机并行

化的方式，但也需要程序员参与

帮助编译器消除不必要的数据依

赖关系，进行外层循环的Doac-

ross并行化。Princeton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电子工程系的liberty研

究小组提出的DSWP，将流水应

用到线程级并行上，主张通过编

译分析技术，自动划分程序中的

流水段，并产生流水段之间的通

信，达到不规则程序自动并行化

的目的。但是DSWP依赖通信队

列的高效实现，需要硬件支持。

而且流水并行化，并行度受限于

执行最慢的流水段。这种技术对

编译器的要求极高，现在还处于

研究的初期阶段。

不规则（irregular）应用的

特点是频繁操作大型的指针数据

结构，难以被并行化。最初对不

规则应用的并行性的挖掘，主

要采用静态分析的方法发现其内

在的并行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Galois系统。该系统通过考虑并

行粒度、数据划分、以数据为中

心的任务指派，以及粗粒度的锁

机制等，用于发掘应用的局部

性、减少投机执行失误，以及降

低同步开销。为了理解不规则应

用中的并行度，研究者进一步提

出了一种提取不规则应用并行度

的profile方法，并研制了原型工

具，称为ParaMeter。ParaMeter

在算法执行的不同点上测量无定

形的数据并行信息，获得应用软

件可并行化的度量信息，称为并

行profile。这种并行profile可以

使软件开发人员了解该应用还有

多大的可并行化的潜力，从而用

于指导并行程序的开发和优化。

表1给出了部分语言特性的

综合对比。从中可以看到，传统

的编程模型，例如基于锁的线程

模型，虽然使用广泛，成熟度较

高，但是在编程、调试等方面难

度都比较大。而近年涌现的一些

新的编程模型，虽然具有良好的

可编程性，但是都不很成熟，还

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完善。

面向异构计算系统的编
程模型

多数的异构结构，都利用相对

独立的执行单元作为加速部件，执

行大规模并行任务。存储空间划分

上，也因为具体物理结构的不同而

不同。对于异构结构的编程模型，

也有广泛的研究[14][15][17]，如图2

所示。下面就主流的C U D A和

OpenCL模型进行介绍。

C U D A编程模型(C o m p u t 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 由

NVDIA公司 2006年提出，最新

版本是CUDA 4.2，它是目前针

对GPU编程最成熟的编程模型，

表 1　目前多核环境下并行编程模型对比

 编程模型 编程难度 调试难度 性能优化难度 成熟程度 
OpenMP 较容易 较难 较难 高 

MPI 较容易 较难 较难 高 
CUDA 较难 难 难 较高 
Erlang 难 容易 容易 较低 
Cilk 较容易 较容易 较容易 较高 
TBB 较容易 较容易 较容易 较高 

Kendo 较难 容易 较难 低 
DPJ 较难 容易 较难 低 

图2　学术和工业界出现过的若干异构编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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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NVDIA的GPU产品。

在CUDA编程框架中，程序员利

用CUDA C 语言(Nvidia 对C语

言的扩展和约束)，以及C U D A 

SDK提供的一系列API调用编写

CUDA程序，通过编译器生成在

CPU上运行的可执行文件，以及

PTX代码。可执行文件将在CPU

上执行，PTX代码则会通过显卡

驱动转换成二进制并在GPU核上

运行。由于CUDA编程框架仅仅

针对Nvidia的GPU,因此其平台模

型即为CPU+GPU的模型。CPU

作为主控部件，控制整个程序的

运行，完成整个程序大部分的控

制功能。因为目前的CPU绝大部

分都是多核的，因此CUDA程序

的主控部分通常以单线程，或

者多线程的方式运行在CPU上。

G P U因为内部有很多简单的计

算核心，因此能完成计算量大，

依赖少、并行度高的计算任务。

这种任务通常以大规模多线程的

方式在GPU上执行。和CPU上运

行的线程相比，G P U上运行的

CUDA线程更加轻量级(上下文切

换代价低，线程创建代价低)。

OpenCL(Open Computing 

Language)[5]是一种在异构计算系

统中编写程序的通用框架及标

准，自2008年底提出以来，已

得到了AMD、NVIDIA、Intel、

APPLE等公司的支持。OpenCL

编程框架包含一种基于C99的编

程语言(用于编写加速部件代码)

和一系列API调用(用于编写控制

部件的控制代码)；此外，为了保

证OpenCL程序的正常运行，该

框架还规定了OpenCL库及运行

时支持需要实现的功能。作为一

种异构计算系统的编程框架及标

准，OpenCL最大的特点是保证

跨平台的可移植性以及正确性，

但是并不保证跨平台的性能一致

性。OpenCL平台模型为程序员

提供了一个简化的理想异构计算

系统的抽象，它是以CPU+GPU

为原型进行描述的。然而在实际

应用中，异构计算系统的结构未

必是CPU+GPU，另外不同GPU

的内部结构也未必相同，在这种

情况下，OpenCL编译器及运行

时环境需要承担从OpenCL平台

模型到实际硬件平台结构的有效

映射，充分挖掘实际硬件平台的

结构特征。与OpenCL平台模型

一样，OpenCL的内存模型也只

是异构计算系统的内存结构的一

个简化或抽象[16]，与实际的内存

结构不一定一致。OpenCL编译

器及运行时需要将OpenCL内存

模型描述的内存部件准确地映射

到实际的硬件平台中，同时需要

选择高效的映射手段以及先进

的优化技术，这些对于OpenCL

程序获得良好的执行效率是十

分重要的。OpenCL执行模型规

定了一个OpenCL程序的执行方

式。一个标准的OpenCL程序是

由Host程序和Kernel程序两部分

组成的。Host程序使用C/C++语

言编写，通过使用OpenCL API的

方式实现控制功能；Kernel程序

使用OpenCL C语言(C99变种)编

写。使用OpenCL编写异构计算

系统程序时，主要通过数据并行

的方式获得加速比，OpenCL也

支持任务并行，但并不常见。

目前，异构计算系统及异构

编程模型、相应的编译及运行时

支持研究是比较活跃的，在异构

编程模型方面，CUDA和OpenCL

是业界主流，其编译系统也有多

种版本；OpenACC也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但是，目前对于异构

编程模型/编程语言的编译支持

及运行时环境方面的研究，尚有

两点不足：第一点是功能性支持

居多，优化手段并不丰富；第二

点是绝大多数系统的实现是闭源

的，公开文献较少，不利于进一

步的研究和开发。 

领域编程语言

针对特定领域的应用，设

计该领域的研究人员熟悉的编

程模型并提供对常用操作的高

效实现，这种特殊的语言叫做

领域特定语言（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DSL）。DSL封装多种

典型应用，屏蔽底层的并行化问

题，并以此为驱动探索新的编程

模型、方法和语言，这是近期的

研究热点之一。DSL的开发方式

一般采用领域语言、并行框架和

优化专用库协同工作的模式。针

对领域特定语言的研究有OptiML

等，并行框架有Deli te、Merge

等，面向科学计算的编程语言和

算法库等。

OptiML是一种机器学习领域

语言，在设计中采用了Deli te并

行框架，可将应用代码映射到异

构的底层硬件。由于采用了隐式

并行，它移植到多种异构的硬件

环境下不需要修改代码。Merge

是另外一种用于异构多核系统的

通用编程框架，针对异构平台的

并行编程方式随意性比较强的问

题，Merge采用了一种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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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库的方法，将计算任务自动

分发到异构的处理器核。Merge

框架提供了一个基于谓词分派的

库来管理和调用不同体系结构的

函数。

科学计算应用（无论是新应

用编写还是遗产代码的维护）都

面临着在不同多核、众核平台

间的跨平台的应用可移植和性能

可移植问题。Stencil应用是其中

重要的一类。为了提高stencil应

用的可编程性和性能，学术界

和产业界提出了很多领域编程

语言，用户一般不直接描述程

序中的并行性，而是由框架自动

生成高效的并行优化代码。比

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开发的

Mint， MIT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

智能实验室开发的Pochoir，瑞士

Basel 大学的数学和计算科学系

开发的P ATUS，计算所崔慧敏

开发的EPOD[10]，东京技术学院

开发的Physis，英国剑桥开发的

SBLOCK,英国剑桥大学开发的

Ypnos等。

科学计算领域的核心算法库

（数学库），比如BLAS和FFT等

可以有效减轻开发负担，提高科

学计算软件运行效率。稀疏矩阵

运算、非结构化网格算法等是目

前计算方法领域的研究热点，这

类算法如何在众核或融合异构平

台上获得丰富的并行性和更好的

负载平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

给定算法，使用自适应优化技术

寻找较优的参数组合是目前数学

库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众核或

融合异构平台上的数学库，需要

采用针对处理器特性的优化算法

设计、自适应代码生成和参数调

优、部分手工核心优化等混合的

方式，达到较优的性能。高性能

数学库以及编程模型的发展趋势

是基于任务并行。为了在多核上

获得高性能，PLASMA利用矩阵

分块，BDL数据结构和基于DAG

的任务调度系统，对QR，LU和

cholesky等进行了实现，达到了

较高性能。MAGMA将这种思路

扩展到了G P U上。在分布式存

储机上已有scalapack等数学库，

但PLASMA与scalapack的区别在

于，面向多核采用了细粒度、基

于D A G的异步调度和新的数据

存储方法，而不是面向分布存储

的简单循环分块和同步传输。目

前PLASMA只是面向线性代数程

序，不过其思路值得借鉴。 

面向多核/众核的调
试方法

在多核/众核环境下，程序员

不得不去并行化代码，多线程编

程成为多核体系下的主流和必然

的选择。然而不幸的是，多线程

程序更容易导致软件出错，即并

发错误（concurrency bugs）。比

较典型的并发错误包括：数据竞

争、原子性违反、顺序违反等。

尽管多线程程序的检测和测试技

术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

多线程程序的失效仍然不可避免

的出现，多线程程序的调试仍然

是软件开发和维护过程中关键且

必不可少的一种技术。

对于多线程程序的调试，这

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主

要由于多线程程序的失效难以复

现。众所周知，多线程程序的线

程交替具有不确定性，再加上数

据竞争等因素，由此导致的软件

失效就可能无法在后续执行过程

中复现，据近期研究表明约75%

的并发错误样本很难或者非常难

以复现。对于多线程程序的执行

难以复现的问题，最广泛使用也

是研究最热点的一类技术是确定

性重放技术（也称为记录/重放

技术）。

该技术的主要思想是在产生

失效的程序执行过程中记录必要

的程序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

息控制程序的下次执行，以复现

程序失效。尽管该技术的想法直

观，但是具体的设计和实现还要

解决诸多问题，比如：记录哪些

程序信息？如何进行记录？如何

利用记录的信息控制程序的重

放？如何准确地复现程序执行？

总结近十年的确定性重放技

术，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策略，

进行不同的权衡。理想的确定

性重放技术是在普通硬件平台上

以最小的记录时空开销达到最小

的开销和最高精度的重放。但是

现实中，研究人员往往使用特殊

硬件支持、或者适当增加重放开

销、适当降低重放精度等方式来

达到有效控制记录时空开销的目

的。图3给出四种典型确定性重

 

记录开销

重放开销

重放精度 R2
LReplay
ODR
ESD

图 3　不同确定性重放技术比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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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技术的比较示意。其中R2[19]是

一种基于库的忠实确定性重放工

具，LReplay[20]是利用硬件辅助

的确定性重放方法，ODR[21]是一

种确定性输出重放工具，ESD[22]

是一种仅利用程序和错误报告来

复现错误的工具。

下文将从硬件辅助确定性重

放技术和纯软件支持的确定性重

放技术两方面对典型的确定性重

放技术进行讨论。

硬件辅助的确定性重放
技术

FDR是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的确定性重放研究工作，其中

借助了硬件支持。FDR的重放机

制可以在程序执行过程中连续

不断地记录数据，当发生故障

时，可以根据记录的信息，从

故障发生点逆向分析导致故障的

根源。RTR改进了FDR的轨迹记

录算法，借助传递削减技术和最

近最少使用策略，进一步降低日

志规模和硬件复杂度。除了继续

使用FDR的Netzer传递削减算法

之外，RTR允许创建程序中原本

不存在的但可以推断出的依赖，

并对向量形式的依赖关系提供有

效的压缩策略。BugNet[23]也借

助硬件实现了Netzer的传递削减

算法，但它更关注如何确定性地

重放与用户代码和共享库相关的

指令，而忽略与系统态有关的内

容。在实现上，BugNet使用动态

插装工具PIN来收集轨迹，重放

部分的工作则是基于Virtutech的

Simics模拟器完成的。

Rerun同样是来自威斯康辛麦

迪逊大学的确定性重放研究工作。

Rerun并不直接记录冲突内存访问

的顺序，而是记录一个线程在没有

其它线程冲突的情况下能够执行

多长时间。Rerun的这个想法是受

事务型内存思想的启发，Rerun称

在一个线程内一段不受其它线程

冲突的指令序列为一个原子性片

断（atomic episode）。这样，Rerun只

需要按照定义创建原子性片断并

记录原子性片断的因果顺序，就可

以完整地记录多线程程序的执行，

支持确定性重放。Rerun具有很好

的可扩展性，平均每个核仅需增加

存储约166B数据的硬件即可支持

确定性重放，平均的日志规模约是

每千条指令4B。

LRepl ay是在龙芯处理上实

现的重放机制。不同于上述方法

中通过逻辑时序来确定指令的顺

序，LReplay基于全局时钟来确

定指令的顺序。LReplay为每条

指令指定了一个起始时间和一个

结束（可以从指令窗口释放）时

间。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之间的

间隔称为等待期。位于不相交等

待期的指令由它们的处理器可观

察时间自然地定序，这个序被称

为物理时序。由于大部分的指令

执行顺序可以由它的物理时序推

断出来，所以只需要记录等待期

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以及不可

推断执行序的指令的执行顺序， 

LReplay可以在确保重放时指令

执行的顺序与原始执行一致。

纯软件支持的确定性重
放技术

PinPlay[24]是Intel公司在其动

态二进制插桩库PIN的基础上开

发的并行程序确定性重放框架。

该工具依靠插装工具PIN及插装

库的支持，以较低的代价记录并

重放并行程序的执行轨迹，并且

可以通过远程调试协议与G D B

连接，对重放的轨迹进行错误调

试。无论是记录还是重放程序的

执行轨迹，pinplay都可以在二进

制级别完成，不需要接触源程

序。并且，由于pinplay在记录轨

迹过程中，只关注用户级别的操

作，其记录是操作系统无关的，

也是机器无关的。因此，执行轨

迹的记录和重放可以在不同机

器甚至不同操作系统上进行。

Pinplay的记录对程序执行带来的

延迟非常大，是原始程序执行的

几十倍到上百倍；而重放时的延

迟，是原始程序执行的几十倍。 

 iDNA是微软公司设计的重

放框架，基于运行时引擎Nirvana

以及用于记录和重放程序轨迹的

iDNA两个子工具实现的。位于

最底层的是模拟用户程序执行过

程的Nirvana引擎，该运行时引擎

采用动态二进制翻译和解释技术

来模拟目标机器的指令集。中层

关注如何使用Nirvana模拟器记

录并重新模拟执行（即重放）用

户程序。这层包含两个主要部

分：iDNA轨迹阅读器和轨迹记

录器。它们都必须通过与底层

的Nirvana模拟器之间的交互，

在用户程序模拟执行的过程

中，实现对程序的插装（即插

入回调代码），轨迹收集，日

志读取和重放。最高层是iDNA

客户端，比如，基于确定性重

放的调试器等。实验数据表

明，记录轨迹带来的时间开销

是本地执行时间的10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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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开销相当于平均每条指令

增加0.51比特的存储空间。

R2是一个基于库（l ib ra ry-

based）的记录和重放工具。通过

对库函数应用程序接口的标注，

如函数的数据传输、执行顺序等

属性的标注，R2可以实现对基于

该库函数编写的应用程序的忠实

重放。为了支持忠实重放，R2需

要处理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函

数副作用如何记录、内存分配函

数需要在记录和重放时返回相同

的地址以及异步事件的顺序如何

记录等等。对于事件顺序，R2使

用Lamport时钟来记录，并在重放

时支持全序重放和因果序重放两

种模式。R2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使

用函数模版来自动化地生成记录

插桩程序，提高工具的易用性。

经典的重放方法强调值的确

定性，即在重放过程中，当执行

到内存读写操作时，所读写的内

存值，必须与原始执行到该位置

时读写的值完全一致。经典的重

放方法可以保证完整地重放原始

执行过程中的所有数据冲突，以

及最终产生的错误输出。相比之

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开发的

多核重放工具ODR定位于重放输

出错误，即不关注重放过程中发

生的数据冲突以及程序的执行轨

迹是否与原始执行一致，只强调

最终能获得与原始执行相同的错

误输出。ODR的重放精度低于确

定值的重放，但是，确定输出的

重放可以帮助辨别哪些变量或语

句的值以及执行顺序与输出结果

完全无关。ODR使用了确定性执

行推导方法，简称DRI。DRI可以搜

索程序空间内所有可能的执行路

径并返回搜索到的第一个与原始

执行具有相同输出的执行过程。

但这种穷举的搜索并不适用于复

杂的程序。为此，ODR使用以下两

个优化策略：1）只在程序空间里

搜索与原始执行具有某些相同属

性的执行过程，比如，具有相同

的调度顺序、输入或读操作等，

以缩小搜索空间；2）放宽对内存

一致性的限制，因为在更弱的内

存一致性模型下可以找到更多与

原始执行输出值相同的执行路径，

使得DRI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发现可

返回的执行过程。ODR的记录时

间开销比较低，一般是程序原始执

行时间的5倍左右；但是推导时间

开销过于巨大，在原始程序执行时

间的数百倍到上万倍。

ESD是一个自动软件调试工

具。它代表了确定性重放技术的

一种极端情况，仅需要程序和错

误报告来生成导致相同错误的程

序执行轨迹，也就是说ESD不需

要记录任何程序的执行信息，没

有记录开销。ESD的核心技术被

称为执行综合(execution synthe-

sis)，该技术可以构造出一条从程

序入口到错误位置的程序执行路

径。该技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对

一个线程内的程序片段进行串行

路径综合；对不同线程间进行线

程调度综合。串行路径综合以符

号执行技术为基础，首先在程序

中识别所有可能到达错误位置的

路径，然后依次在选择出的路径

上进行符号执行和约束求解，以

发现可行路径。线程调度综合也

是也符号求解技术为基础，ESD

将底层线程调度器的调度决定作

为假设的输入变量并在程序可以

被线程调度位置加入假设的分支

语句，从而利用串行程序的符号

执行和约束求解技术来发现可能

的线程调度方案。ESD当前还不

能处理大型程序（能处理10万行

以下的代码），综合开销是原始程

序执行时间的10倍到100倍左右。

多核体系结构的发展驱动了

多线程程序的开发。但多线程程

序的调试一直是多线程程序开

发中的难点。尽管确定性重放技

术理论上可以解决多线程执行不

确定性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

研究热点，但现在还几乎没有能

够广泛使用的、高效的多线程调

试工具。如何构建一个忠实的、

高效的、能够兼容多种编程模型

的、用户友好的多线程调试工具

和调试环境，将成为人们长期的

努力目标。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基于线程

的编程模型由于和人们长时间以

来熟知和习惯的串行模型有巨

大差异，给普通程序员带来巨大

的挑战。新兴的众核处理器架构

及同构多核加众核的新型高性能

计算机系统架构，在提供性能潜

力的同时也给用户编程带来更大

的困难。大量遗产代码急需有效

的并行化方法和工具，传统的编

译框架在语言支撑、性能优化，

和可靠性保证等方面面临新的挑

战。要使多核的应用真正普及，

迫切需要探索新的、针对大多数

程序员的、易于实用的编程模型

和调试等相关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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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繁就简，由简而成
——RISC诞生与发展的缩影

导语：RISC与CISC两大架

构设计哲学的争斗已经成为大家

耳熟能详的历史，但是RISC的

由来，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以外却

很少见到有人提及。本文基于伯

克利RISC项目领导者之一David 

Patterson的口述自传以及ACM数

据库的公开文献整理，向大家介

绍RISC从发明到广为流传的那段

故事。

三十年前的论战

“我们认为，基于RISC理念

设计的处理器只有在极少数情况

下慢于CISC处理器……过多的指

令使得CISC处理器的控制逻辑复

杂……研发成本上升……编译器

也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么复杂的

指令集……CISC的设计思路应当

反思。”

—— RISC的早期倡导者之

一，伯克利David Patterson教授

“RISC与CISC的区别缺乏

明确定义，而且RISC缺乏有力

实验证明其宣称的优势，仅停留

在纸面的设计是不够的，我们在

黄博文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V A X架构的设计中发现很多与

RISC理念相反的地方……实验数

据证明RISC的出发点有误……”

—— CISC架构的设计者代

表，Douglas W. Clark和William 

D. Strecker.

很难相信，观点如此背道而

驰的两篇文章，竟然同时刊登在

美国计算机学会旗下的同一期

《计算机体系结构通讯》杂志

上。但事实上，正是论战双方的

私下联络以及杂志编辑的有意安

排，使得这场1980年的论战得以

见诸报端，于是留下了可供后人

追溯的足够史料。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内存容

量和速度是性能的最大瓶颈，以

至于程序的大小被作为执行速

度的一个间接衡量指标，而指令

格式不定长的指令集能够提供更

高的代码密度，在同样的一块存

储器空间里能装载更多指令，从

而间接提高速度，加之当时的编

译器无力进行寄存器分配，也无

力配合微架构特征进行深层次的

针对性优化，使得架构师们普遍

偏爱内存-内存以及寄存器-内存

计算透视

风格的执行模式，基于堆栈的指

令集也一度流行。这些都是典型

的复杂指令集（CISC）特征，

在198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新处

理器设计都在按照CISC的路线

发展，并越走越远：不断加入新

的指令，使用微码控制，试图在

指令集架构层面对高层编程语言

提供更直接的支持，等等。这种

发展路线使得硬件研发成本不断

提高，研发周期变长，而编译器

也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越来越复杂

的指令集，CISC流派的不断前

推，实质上令架构设计在错误方

向上越陷越深。来自IBM研究院

的John Cocke首先意识到，更加

精简清爽的指令集设计将有助于

减少硬件开发难度和成本，同时

也有利于编译器进行代码优化工

作，于是在他领导下的IBM 801

项目第一次对RISC的概念进行

了实践，这个起步于1975年的项

目，直到80年代后才将成果公开

发表，其中就包括改变了产业技

术格局的graph coloring寄存器着

色算法。稍落后于IBM研究院，

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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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大学的几位科学家也逐渐认清

CI S C的弱点，开始尝试反其道

而行之，着手进行新的设计。那

时刚刚博士毕业四年，在伯克利

任教的年轻老师David Patterson

就是其中一员，他决定在研究生

课程中检验自己的想法，让学生

们试着构建一个指令精简化的微

处理器作为大作业。在微处理器

流片成功之前，Patterson就撰写

了文章发表在《计算机体系结构

通讯》上，描述自己构建处理器

的新方法，认为这种精简设计将

降低硬件设计成本，缩短开发周

期，方便编译器进行代码生成，

达到更高的性能，结果引起争论

和质疑，于是有了这场载入体系

结构发展史的论战。

反败为胜

A C M数据库收录的影印文

档中保留下的点点墨迹，似乎象

征着这场论战中四溅的火星。当

时站在Patterson对立面的人，包

括当时深受尊敬的VAX CISC架

构设计者Douglas W. Clark和Wil-

liam D. Strecker。Patterson在文章

中大量转述VAX的工程经验，试

图证明RISC的优势，但VAX架

构设计者们的现身说法使得局面

对Patterson非常不利，他们以自

己的第一手数据将Patterson文章

中宣称的RISC优势逐一驳倒，而

Patterson手中并没有自己的硬件

实测数据，十分被动。更加雪上

加霜的是，第一组学生们流片回

来的处理器，并未能体现出具备

说服力的速度优势，其主频尚不

到当时部分商业级芯片的三分之

一，于是进一步引发了嘲笑。

所幸第二组学生进行的设计

较为成功，于是Patterson和学生

们的成果得以登陆1983年国际

固态电子电路大会（ISSCC）进

行展示，这个会议只接受流片成

功的芯片设计投稿，因此门槛较

高，同时也因为成果卓越，受到

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是

集成电路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

Patterson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的

翻身仗，尽管制造工艺是老旧的

MOSIS，主频仍旧比DEC，摩

托罗拉，Intel等竞争对手同期制

造的处理器慢上几乎一半，晶体

管数量也只有几分之一，但是更

加清爽的新式设计在编译器等其

他工具的辅助下竟然将来自工业

界的竞争对手们尽数击败，完

成了漂亮的反击。Patterson领导

的学生团队凭借这一全新理念进

行的课程设计，仅有区区几十条

指令，竟胜过指令数目多达几百

条的商业级芯片，这一事实对于

CISC流派的支持者们是极大的冲

击，ISSCC大会现场所有的大牌

人物都目睹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业界哗然。RISC提倡简化指令集

设计、固定指令长度、统一指令

编码格式、加速常用指令，在当

时来看与当时占据主流的CISC哲

学颇有些背道而驰的意味，RISC

和David Patterson早年受到质疑

和攻击也就不难理解。但有了流

片成功的芯片与硬件测试结果在

手，加之1983年的ISSCC大会上

聚集了几位与David Patterson观

点相同的支持者，RISC流派已经

开始占据上风。

风靡业界

出于兼容性的考虑，Patterson

和学生们设计的芯片从未流入

图 1　David Patterson，已从当年不敢向伯克利申请职位的小老师，变成计算
机体系结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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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市场售卖，但是在Patterson

等人的推动和宣传下，RISC的设

计理念随后如星火燎原般扩散，

一大批公司开始采用这种理念设

计新处理器，包括后来几近统一

武林的Intel。而当初提倡RISC的

先行者们也纷纷功成名就，John 

Cocke在1987年将计算机科学领

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收入囊

中，而David Patterson在芯片设计

与计算机体系结构领域也已经与

“泰山北斗”划上等号。

RISC的设计理念催生的一系

列新架构中包含了许多我们耳熟

能详的名字，包括学术上认为比

较成功的DEC Alpha，后来写入

经典教科书的MIPS，绕过指令级

并行度障碍，追求线程级并行的

SUN SPARC，以及现在统治嵌

入式市场的ARM。这些雨后春笋

般涌现的RISC处理器将CISC vs 

RISC的世纪之战推向更高潮，复

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级划分为两

个阵营，争论不断。以x86为代

表的复杂指令集，其指令编码格

式混乱，导致编码器复杂，流水

线设计较为困难，指令不定长也

带来指令对齐方面的额外挑战。

而RISC指令集的编码格式相对整

洁，流水线设计容易，但是由于

指令定长，导致一些比较大的常

数\地址必须拆散才能加载，代

码密度不够高，某些情况下会浪

费指令缓存的容量和带宽，因此

两种指令集都不是不败金身，本

质上都属于双刃剑。在计算机体

系结构还未发展成熟的时候，内

存与编译器的缺憾给CISC留下了

立足之地，但随着编译技术的进

步以及存储体系的进化，程序大

小所带来的间接优势越来越不明

显，而RISC指令集上能够简化

流水线设计，这项优点对架构师

们反倒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以至

于连Intel都举棋不定，只得两条

腿走路。Intel在继续更新CISC产

品线的同时，也推出了i860系列

RISC处理器，安迪•格鲁夫当时

表示，CISC处理器是Intel一直在

做的产品线，兼容所有软件，而

RISC处理器速度更快，但没有什

么软件能在它上面运行。连Intel

都不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会是在

RISC还是CISC，只好两头下注。

在风头最劲的时候，RISC处理

器一度在服务器市场占据统治地

位。当时的争论与工业实践中提

炼出的RISC优势，直到现在仍被

许多人谈论，但是，历史的进步

无情地碾碎了这一切。

融为一炉

强大的Intel进入90年代后开

图 2　当时流行的VAX计算机

图 3 ARM处理器就是典型的RISC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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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逐渐发力，追赶性能领先的

RISC阵营，在90年代中期的P6

架构里，Intel引入了乱序多发射

技术，从微架构的角度上看，这

标志着Intel已经在CISC阵营中拔

得头筹，但与当时的RISC阵营

旗舰级处理器MIPS R10000相比

仍有不足。值得一提的是，P6第

一次实现了CISC指令集在解码

阶段上向RISC类指令的转化，

将后端流水线转换成类RISC的

形式，弥补了CISC流水线实现

上的劣势。许多人认为这是Intel

在向RISC指令集学习，是在事

实上宣布了RISC的胜利，可是

ARM也于同期引入了代码密度

更高的Thumb新指令集，力图提

高指令缓存等劣势项目上的效

率，这表明RISC也在向CISC取

经，双方都在相互取长补短。而

RISC风格的设计的确能输出速

度优势，这在一部分人心目中

催生了错误的RISC优越论。实

质上随着体系结构和微电子技

术的进步，CISC在架构上的所

谓劣势逐渐缩小，乃至消失，

而RISC阵营却在Intel的猛攻下

节节败退，时至今日，I n t e l的

服务器CPU占据了95%的市场份

额，RISC的优越论也逐渐偃旗

息鼓，大家开始转而关注微架构

与物理设计实现，并发掘操作系

统、编译器与上层应用当中埋藏

的可能性。

今年的国际高性能计算机

体系结构大会上，来自美国威

斯康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做

了一个测量分析报告，根据他

们披露的测试数据，C I S C与

RISC在指令集架构层面上的差

异已经较小，由先进的微架构

和物理设计、工艺实现带来的

改进足以掩盖指令集架构层面

的劣势。CISCvs RISC的世纪

之战实际上没有胜负，双方

的精华已经融为一炉。结果

这个报告受到一些学者的批

评，有意思的是，批评的原

因并不是在于报告本身结论

错误，而是因为这个报告所

得出的结论，其实是大家早

都已经认可的共识，没有必

要再在大会上宣读！

如何评价一个架构设计理念

是好是坏呢？笔者认为，应当

是后人们看来理所当然的  ——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好当初

没有放弃这条路！”今天我们谈

到RISC留下的遗产时，已经很难

找到负面评价的理由，RISC不再

是缺乏支持的异类，而是现代计

算机体系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之

一，没有人再对RISC存在的必要

性提出怀疑，这大概就是对它最

好的认可。

致谢与说明

感谢中科院计算所包云岗老

师在行文过程中给予的纠正和

指点。

本文的缩减版将于近期发表

在《电脑报》上。■

图 4　P6架构中，Intel第一次引入
RISC风格的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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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是的，我想你回答了。实际这可能是件有意义的事。你评论C和UNIX的时候正是人们开始

思考设计什么样的结构对C要好些，而不是把C放在那些根本不打算用它的奇怪东西上。

Patterson：是的，有对C的偏见，这是一种低层次的语言，一种步行者的语言，聪明的程序员不会

用它，而Pascal则是另一回事。你知道吗，来自Ken Thompson和Dennis Richie 学派的Ousterhout把C描述为一

件穿在身上的工作服。你到院子里去，它不保护你，但你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完成你的事。有这种语言

之战，我不了解战争，但语言的辩论或争斗那时是进行着，高层次、低层次之类。所以挑选是很矛盾的。

Mashey：在那时选择C。

Patterson：对一些人，是矛盾的，然而我们，没有……

Mashey：有可移植的C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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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son：可移植C编译器，叫PCC。我们没人愿意做编译器，可移植C是现成的。我们能生成代

码。我们在模拟器中运行它。

Mashey：那就再多谈一点，谈谈那时伯克利和贝尔实验室的关系，因为我在想着那些来来回回的

人，Chris Thompson的访问，Dave Ditzel回到那里又怎么样，等等。

Patterson：好，我们刚给Ingres开了一个周年纪念会，我猜，我不知道，是40周年吧，一个可怕的

数字，一个真正很大的数字。我在请Ken Thompson来这里，我觉得应该是Thompson来访问这里，然后BoB 

Favery(?)来了。我想如果你和Stonebreaker谈，数据库的家伙们已经决定UNIX是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因为

Thompson经常来访问，就是这样。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Thompson的到来，但是，我想他们的观点是UNIX是

明确要发生的事。所以，数据库的那些家伙们是和UNIX一伙了。Thompson曾经到访，明显Thompson是我们

校友，所以这也是同贝尔实验室的联系了。之后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共同开发RISC之类的东西。关于Dave 

Ditzel，那时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所谓高级语言计算机结构的论文，基本是讲，与其造那些复杂机器结构来弥

补语义鸿沟，不如做些更有意义的事。然后他走了，加入了贝尔实验室，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贝尔实验室做

微处理器，我们最终共同完成了这篇论文。我们原来写这篇文章是为了体系结构会议的，那个夏天我已经看

到一切进展顺利，我们的想法看起来可以工作。所以我写了“该是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了”论文的初稿。我送

了他一份初稿，他做了很多批注。“Dave，我们能共同署名这篇论文吗？”我的意思是那些批注非常重要。

“好的”。但是我很清醒，冷静地思考，我们还需要一些负面反馈，需要一些辩论。我其实心里有底，因为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结果，看到这些结果时我就觉得“哇，我们应该能行”。我想如果把这些结果发表的时

候，能引起大家争论，那就会对我们有利些，多少会对技术转移有帮助。所以我写了这篇论文，然后Dave

给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共同署名了这篇论文。于是我把文章发给了曾经在DEC一起工作过的朋友们。

由于某种原因，我做事的方式是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收集大量的反馈，可能那时我还不擅长写论文。我把论文

寄给了在DEC一起工作过的Doug Clark，我也遇见Bill Strecker。他回信问：“你们这么做是想干什么？”我

们说：“我们想把这篇文章发到《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杂志上，根本不需要评审的。”“好，我们

会写一篇文章来驳斥你们的观点”。听起来很不错，我喜欢这种公开争论学术观点的方式。所以我们写了

RISC的文章。他们写了驳斥。文章都刊登在《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上了。所以就有了这个极其罕见

的他说/她说风格的技术对话，双方都互相认识，这个家伙是Berkeley来的，那些人是设计VAX机的。你知道

吗，这些都是VAX的设计师，Bill Strecker和Doug Clark，非常受敬重的人物。这样的来回争论不断持续，我

想，“哦，辩论！战斗！”我们的争论引起更多人开始关注，大家开始讨论这些想法。有一个叫801的项目

很神秘，有个什么东西叫801，“它是什么？”人们甚至很难知道这个项目究竟在干什么，那应是个很另人

激动的事，是一个突破，但是除非John Cocke来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否则你根本无法了解任何有关它的信

息，这就是801谜团。围绕这些想法，在论文之间直截了当争论的过程一直持续着，但到后来大家讨论时似

乎有情绪了。我们写的文章是关于设计计算机的方法，也就是或多或少的那种定量方法，而一直沿袭的方法

简直是太愚蠢了。人们互相叫嚷，那时他们情绪上都很激动。有人直接说“你讲的是个危险的想法，应该

停下来。”“在这个领域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很糟的！” 回首往事，那实在是，不像……好吧，反正当时两

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讨论时很激动。所以，这导致在会议上挤满人群的房间中的一系列关于这想法怎么

来的辩论。我们把双方请到一起，辩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组织了三次辩论，每次双方所有的人都会到

齐，因为，这是一场战斗，一场争论。所以那时是很火爆的时候。让我插一句，展开这样激烈争辩的是什么

人呢？是两个助理教授，不是终身教授，这两人让大公司十分恼火，可能因为我的个性，对我的恼火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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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的还过头点。我想他们对我更恼火，John说他们没有对他那么恼火。所以现在他是大学校长，我还是个

教授。他们对我真的很生气。

Mashey：嗯，实际上你可能是很顽皮的。其实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反响，因为在贝尔实验室内的

Ditzel提倡这事儿。当然那里还有规模很大、资金充足的Syskey芯片项目。我在离开那里前，我正好在一

个位置上，需要评审Ditzel关于做这个或那个的提议。但是，我指的是很明显那里做了很多要做的好事。

所以，我想你可能在比你知道的多得多的地方引起辩论。（笑声）

Mashey：好了，那搅起了很多辩论。它继续了好几年。这个工作怎么变成SPARC（可伸缩的处理

器架构）的？你怎么卷进去的？谈谈那些继续进行的战争吧，我猜是1980年代中期。

Patterson：那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做芯片，我们在写论文，在用模拟器，和讨论指令，要多少

指令，我们想要它运行多快之类的事。印象非常深的是，证据就在实践中。我们做出了芯片。RISC1基本

能工作，但速度非常慢。

Mashey：那时你用什么工艺制作的芯片？

Patterson：是通过MOSIS（MOS实现服务，一种给大学科研人员提供的以MPW方式廉价生产实验芯

片的服务）。

Mashey：是MOSIS。

Patterson：是，MOSIS，我记不清是在惠普（HP）还是哪儿造的，但是它是MOSIS实现的。所

以，整个VLSI，Mead/Conway的设计方法，使我们可以做这个。否则我们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们为

何能设计芯片，课程都已经有了。以前只有学电子工程的人能做，但终于这个技术到了我们研究计算机

科学的人手上。Mead/Corway的方法和MOSIS芯片的制造，可能早期甚至PARC（Polo Alto研究中心）也

制造过。我不十分肯定。所以，我们做了RISC 1，它勉强可以工作，但是比我们文章中讲的慢得多。当时

很多人讥笑说“RISC的确是个好主意，看看他的时钟频率”。幸好，另一组做了RISC 2并且它工作得好

极了。我指的是，它有400，不是兆赫，是4兆赫，我想是对的，在某种工艺下，是4兆赫的时钟频率。我

们做了一次微缩之后速度加快了1/3。这篇文章发表在ISSSC（国际固体电路会议）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事。ISSSC是电子工程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就像上了“科学”和“自然”那样的杂志。

Masshey：让我想想。我记得那时Motorola 6800好像是8兆赫或类似的频率？

Patterson：是的，大概是对的。

Mashey：所以，基本上时钟频率是很接近的了。

Patterson：是的，非常接近，但我们用的是较差的工艺MOSIS。所以，在ISSCC的论文中我们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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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记得在Manolis Katevenis做报告时我正引人注目地坐在那儿。因为尽管我们是4或5兆赫而Intel是8兆

赫，我们的指令要好的多，我们有32位的指令系统和编译器，我们超过了他们，真是令人惊讶。一群大学

生真能造出比Intel产品快的东西，那是真的。我们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设计出了处理器。我记得当Manolis 

[Katevenis]在大会上报告结果时，在ISSCC的一个大房间里，差不多一千人在那儿。他报告完后，会场讨

论声此起彼伏。

Mashey：那是哪一年？

Patterson：我记得是1983年，但是你最好查一下。对，是1983。我们是在会议征文的时候投的

稿，但是我们的工作是在1982年完成的。我听到屋子里有讨论声，讨论的内容包括“别信他们，那不是真

的”，或者“你知道吗，我的老天爷，他们真的做成了那个”。我想我们做的从技术上解决了很多工程师

头脑中的问题。现在有种完全不同的争论，被称为铁路争论。你想修铁路，就得给轨道定一个宽度。这像

IBM的论点，不管是什么，就定40英寸吧。就是45英寸更好，谁在乎呢？所有铁路就定在40英寸了。你不

可能从RISC赚钱。这就是一个坏主意。技术上它是好主意，但是现实世界里全是软件。你办不到。所以

争论转移到技术上它是否先进，而不管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后来那家伙在DEC的朋友写了一篇

论文比较他们内部在做VAX时做的那些工作，实际上他们晚了好几年，我想，才给出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

的定量结论。结果说明，给定工艺条件下，RISC要好上两三成。

Mashey：是Clark Bondicher[？]的论文吗？嗯。

Patterson：是的，我想是那种，嗯，为我们在1980年代初期的争论而写的，那文章从另外一面展

示了他们的声誉。老实说，看起来和我们的假设有一定的差别。

Mashey：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是一种SPARC的早期版本。或许我们可以聊聊这个。

Patterson：是的，那是我在做顾问时发生的。我一直轮换着给一些公司做顾问，同时想着RICS以

后我要做什么。尽管那时Prolog语言很受欢迎，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仍然选择做Smalltalk，这个面向对

象Smalltalk是很有趣的语言。现在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得出那个结论的，但是那时我认为它是高生产率

的。现在看那真是一个好决策。做Smalltalk的地方是Xerox PARC，我毛遂自荐要求去给Xerox PARC当顾

问，并最终进入了Smalltalk小组。我到那里后才基本上意识到，要通过PARC影响工业界真的很难。他们

与产品隔离得太远，要很长时间才能过去。我在PARC研究Smalltalk（后来被称为RISC上的Smalltalk）时

发生了一件事情。（Sun公司的）Bill Joy，他是伯克利的毕业生，读了Manolis Katevenis的学位论文，觉

得非常令人信服，如果他没有仔细认真研读的话，他可能还什么也不是。他们当时在生产68000的机器并

赚了不少钱。他找到我，跟我说，你知道吗，他那是个多么小的公司啊。我不知道，应该只有不到100个

雇员吧，他就来邀请我：“你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吗？我们想在Sun（微系统公司）做RISC芯片”，问我能

不能给予帮助，去指导方向。他邀请我过去，其实上一次我见到他和Andy Bechtolsheim是在那些争论的

时候，我实际上还给他们弄到了早期的68000芯片。那次我拜访他和Andy时，他们还在一个车库那样的地

方，我给了他们那些微处理器芯片。他把芯片插上去后就能工作，表明68000机器工作得很好。我再次去

他们公司拜访时他们已经在Sun的第一幢房子里。那是一个两层楼的房子，有50或80的人了，哇，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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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正的公司了。（笑声）并且就在这里有个机会把你的想法放到实际公司的产品线上。我是项目里第

一个人，我帮着从PARC雇了Bob Gardner来做全职工作。后来我还帮助第一个SPARC团队雇了好些人，

当然Sun像疯了似的在发展。它是那时的Google，所以他们一直在发售更多的产品。他们花了好几年来做

SPARC。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白手起家，指令系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从基本原理开始将会花费较长

的时间。比如，HP会做什么？哦，那里的一个家伙说，让我们从全新的原理开始吧，结果花了他们很长

的时间。你知道吗，好，让我们从RISC结构开始。我的其它建议是，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框架，但是还有

很多技术细节，如果你不明白要做什么，那就做那些68000已经做了的。那是你们正在发货的产品，我想

这是真正好的劝告。比如，条件分割应该怎样工作？那么它们在68000里是如何工作的？对，就那么做，

使用那样的框架结构。我经常被诟病的另一件事是寄存器窗口，其实，依赖于特定时代的技术条件，它

可能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也可能是个特棒的主意，随着年代的变迁而时盛时哀。例如，Tensilica的寄存

器窗口设计来自于MIPS和斯坦福的Marlan。所以我对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Steve Muchnik说了一个相当简

单的事实。我说“嗨。你想像斯坦福论文和那个out/in论文那样用图着色算法来做寄存器分配吗？”他说

“哦，不，我不想那么做。你知道，那太难。我们不打算做图着色”。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做图着色，那

么你最好用寄存器窗口，对吗？如果你打算做图着色，我想你就不需要寄存器窗口，这就是我们在Berke-

ley时的做法”。我们没有那些成熟的的东西，所以我们做寄存器窗口,这就是需要抉择的关键点。

Mashey：所以，公允地说，听起来好像不仅编程语言影响这些芯片的内在结构，编译技术的某些层

次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Pattersom：确实，你们这些家伙是从MIPS开始的，而我认为这些公司采用了不同的理念。Sun的

编译组，他们的理念是已经有了大量的使用C编写的软件，我们应该翻译它们，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我

想MIPS的编译器小组会这么说“看，这不是一个规范的C，如果它不是规范的C，如果对各种格式的C我

们都处理，就无法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式进行优化，所以我们不打算那么做”。所以，我想，Sun的理念更

有包容性，考虑了各种已有的程序，或许因为它们过去已经卖了一段时间机器了，所以更包容，考虑的是

让编译器如何才能工作得更好。现在，后来他们走在前面了，也做了图着色之类的高级玩意儿。

Mashey：无论如何，对吗？

Patterson：不管怎么样，但在他们认为必须做决定的关键时间点上，我对寄存器窗口没有太多感

情上的投入，因为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当时发生的一种技术权衡而已。

Mashey：好，你也知道，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Patterson：是的，我很惊奇他们不断回来。我想，好的，每个人都同意他们不喜欢它，但是他们回来了。

Mashey：是的，他们回来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做的事情是技术转移。

Patterson：这里面还有些别的故事。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到早期有人要我加入MIPS，想起来了，

是Skip Stritter，那时他正给PARC做顾问，我想是，来找我谈那个事。而我之前做了关于我是学术派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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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演讲，我喜欢留在大学里面。虽然我乐意转移我的技术想法，但内心讲我是搞学术的。所以我很严肃地

给了那份录音，他好像说“好吧”。（笑声）

Mashey：听起来像是Skip。

Patterson：我甚至没有追查他讲的那个是什么。哦，是到Hennessy和你那儿了。那好像很有意

思，但是我给了他我的自动的“不，我是做学术的而不是做产业的”的讲话。在这方面，另一个有趣的

事情是，我看到我的朋友Hennessy他们却正做MIPS公司。那时我正在做一个不同的东西，我想这下可糟

了，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指令集会好些，所以我去对Sun的人说“如果我们能用同样的指令集会好些。我

们应该放弃自己的设计，改用MIPS”。要我那样说，真是为难了自己。Bill Joy那时说：“瞧，我们已经

和MIPS的人谈了，他们商业模式太糟糕了，他们想按照板上MIPS的数量（而不是按照成本模型）来对

板上空间收费。我们不能根据那个卖产品的。”（笑声）所以我的心放下一点，但我还是说“现在搞多

种RISC芯片可不好，哥们，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用他们的吧”。那个时候这是真

的，很不幸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很差的商业模式，我想你们以后改变它了吧？是，你们确实改变

了。但是他们做决定时，如果他们能有一个更合理的商业模式，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Sun已经在挣

钱了。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不会改变，但是我记得那个时代。就停在那里吧。

Mashey：那么，从那里再把我们往前引导几年。你似乎离开了微处理器工作，去搞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Patterson：嗯，大家认为RISC是能工作的。我做了一系列的RISC项目，其中一个是Smalltalk，第

三个是多处理器项目，你知道的，cache一致性之类的研究。所以，看起来处理器的研究正热门，而且处

理器也变成真是非常快速。Randy Katz，他比我晚几年，他从Berkeley毕业后去了别的地方工作，我们把

他雇回来。我们都有Apple计算机，他拿到的那台有软盘，他又买了个备用盘。他拿着它走动并说“哇，

看这个盘多小啊”，在那时它可是很小的东西。它可能是5 ¼寸的，当时是个小东西。“我不知道我能用

它们干什么？”。Randy问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它就象Mead/Conway那种技术。我

们能设计我们自己的芯片。这里有新技术的机遇，这意味着些什么呢？我们在Berkeley做的许多工作就

是从这样的疑问开始的。Randy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开始谈论，Bullock也谈，你知道吧，我们知道

Humboldt定律。处理器这种东西的速度变到真是很快了。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储系统来应付有如雨后

春笋般的高速处理器？还有，我们除了做微处理器，我们还做多处理器。微处理器的一个效应就是，你

可以把一组微处理器放在一起。看起来这个问题变成我们对这类小盘能做些什么？好像我们应该找出一个

办法，帮助解决性能问题。于是我们谈论着这个问题并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应该用很多小的盘来代替单个

的巨大的IBM主机硬盘。然后我们写了一篇论文。我猜这会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故事。我们写了论文，发

给一些Berkeley以前的学生，那些正在IBM工作的博士们，其实这篇论文就是一个技术报告，但其想法或

多或少地被拒绝了。是的，你们要用40个小盘替换一个大盘。猜猜会怎么样？可靠性要坏40倍，对吗？这

是一个可怕的主意。所以我们说“嗯，好的论点，我们没想到这点。我想最好能找到较好地支持可靠性的

方案”。所以，我们拿出了第一个，是某种纠错方案，然后是奇偶方案，和RAID（廉价冗余磁盘阵列）

5。然后我们开始和人们谈论这个主意。哦，对，我知道这是什么。是的，天腾（Tandem）做了这个，他

们说的是镜像。不，不，我们的主意跟他们是不同的，哦，而且我们还有纠错功能。哦，对，我知道这

是什么了，Thinking Machine已经了这个了，他们有这种数据存储室。不，我们不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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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写出一个关于这种技术演化的分类体系。为了解释清楚我们做的是什么，为什么

它是与众不同的，我们需要写出一个分类法则。在那篇我是第一作者的论文中列举了各种可能的选择。第

一个是镜像，我们叫它RAID 1。第二个是像内存一样的纠错，叫做RAID 2。再一个是奇偶，但是只能做

大的传输，叫做RAID 3。再有的其它想法，我想它能做一些大的或小的访问，叫做RAID 4。我们的想法

是一个新主意，它轮换奇偶，对写操作和其它事情有帮助。文章的一大部分就是这些论点，那时标题叫做

“该是廉价冗余磁盘阵列了”，另一篇“该是（case for）”的论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的技术论述，讨论

了大盘还是小盘和所有的优点、功耗和潜在的那些东西。然后是我们怎么做可靠性？于是就有了这篇论文

“该是RISC”，我们写了论文草稿，还有技术报告，那么我们拿它来做什么呢？正好，Garth Gibson（他

是头牌研究生）在和我们做多处理器RISC项目，他正在找论文题目。在我们谈论这些时他是最先参加

的，我们决定上一些培训课，由Santa Clara来做，他是一个搞磁盘的。我们和他谈了，他说“好，我来做

这个培训课程”。我们带了技术报告的复印件，并介绍了“该是RISC”的情况。那应该是在十二月……

Masshey：你指的是“该是RAID”吧？

Patterson：该是RAID，对。我想是1987年，十一月或一月。1987的十二月和1988的一月。我们

和Stonebreaker谈了，那时我们一块做这个大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用这个做什么？首先应发表这件工

作。什么时候是下一个投稿截止日？那是一个数据库的会议，SIGMOD（数据管理特别兴趣小组）。我们

提交了些材料给SIGMOD，但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报告带到大磁盘（big disk）会议把它给了搞磁盘的专家，

那应该是万维网出现之前的事了。那像是扔了一百万分复印件到同温层那样的地方。人们到处发传真，复

印它们，它到了各个地方。有一个人，以前是CDC(控制数据公司)、后来是Seagate的，叫Dave Anderson，

他现在仍然很有名。他告诉我们他得到了5份不同的复印件。有人把“该是RISC”的文章寄给他了，而那

个RISC东西让人很生气和憎恶，我的名声也受到攻击，就像今天人们谈到堕胎一样，我指的那时的愤怒

程度。我们写的RAID文章是关于I/O的，而人们明显对此并不是太关心。文章大概写了，这是技术趋势，

大盘、小盘，等等。人们说“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所以文章发出去了，人们相当……

Mashey：嗯，到那个时候，你也应该有点威信了吧。（笑声）

Patterson：人们开始接受这项技术，事实上Randy和我一开始想着存储性能的事，但让它明显被公知的却

是因为可靠性方面。出乎我们意外的是，Byte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挑出我们的文章，写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为什

么Byte杂志关心我们的文章？个人计算机太慢了，对他们IO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是可靠性上的好处。RAID有很

多优点，其中一个是可靠。出人意外，最早用它公司里有一家是Compaq，他们用了RAID 4。另一个早期用了的是

Data General。它们都是些早期的用户。我们试着让每个人用这些想法。从中我学到的一点是，我们在大学里（做研

究）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公司用了我们的想法，开始赚钱了，所有其它公司也会接着用，“不好！他们用了那想

法，现在我们也要这么做”。我们是大学的实验室，如果任何人想用我们的主意，就开始吧，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

研究实验室，像HP那样的，你就只有一个顾客。我们的主意走出去了，我们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我们实际上

既做了我们称为软件阵列的RAID 1，还做了可能是第一个附网存储的RAID 2。我想的是我们为无盘的超级计算

机建造存储系统，那时已经有了千兆位的网络，我现在忘了它的名字。我们设计了这个存储系统并把它插到千兆

带宽的网上，那里如果有台超级计算机，那我们这个就是附属在网上的存储设备。我们做了这个200个盘的RAID

系统，叫它RAID2，它有硬件控制器和交叉开关那类东西。像Garth后来指出的那样，它确是第一个附网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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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当然，我们很高兴有一些这样的老硬件。

Patterson：是的，你们有RAID 2.

Mashey：是的。

Patterson：在你这里（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有RAID 2，我总是想RAID 1 是第一个那类东西，现在

回想那是第一个网络存储。我不知道它在展览时是什么样，或它是否被展览了。

Mashey：它确实在展览着。它有它的地位。

Patterson：是的，它是第一个附网存储设备，今天的大买卖。网络存储业是…。

Mashey：很大的产业。

Patterson：RAID这类东西也是个很大的产业。我们正在大力宣传我们的RAID思想，就在这个时候，

波士顿的EMC公司，他们原来生产便宜的DRAM来插到IBM主机上，而IBM刚刚害了他们一把，改变了接口使

他们不能再卖DRAM。所以他们要有一个新产品，而我们的论文正好落在他们桌上：IBM大型机磁盘，很多小

的磁盘。所以他们进入磁盘阵列行业，且做大了。IBM逼迫他们离开DRAM而进入存储行业，EMC做得非常好。

Mashey：我记得那也就是文章发表后的几年。

Patterson：是的，十分快。技术报告是1987年12月。到SIGMOD的文章是1988年5月或6月。后面

几年各种相关事情就发生了。现在我们回想IBM的系统，用于办公室的奇怪系统，系统32……

Mashey：或许是36。

Patterson：是的，他们有自己的RAID 5，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我们从没听过关于

RAID 5的任何事，但实际上可能他们有第一个RAID 5的专利。我想Berkeley从没申请过专利，但是他们可

能有，Randy按年代查过，他们可能在我们之前就有了RAID 5的想法。我们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做的，

但他们早几个月。但是我一直认为RAID的论文是关于，就象“该是RISC”那篇论文一样，是关于整体技

术的，也就是趋势。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用很多小的取代大的，而且你加些东西，能得到可靠性。这就

是关于存储系统应该如何设计的新思路，特别是技术的趋势是东西尺寸越来越小，然后解释我们在做什

么，制定了RAID这个术语体系和编号。

Mashey：我对这方面跟踪得相当紧。特别是，我后来有一个在SGI(硅图形公司)的同事，他总是

说，CPU是为了展览看看的，IO才是用来赚钱的。

Patterson：说得非常对。（未完待续）



心得体“会”

32　　体系结构国重快讯

心得体“会”

APPT 2013大会参会总结

2013年度的先进并行处理

技术国际会议（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Paralle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PPT）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举行。

我应邀参会并为所发表的论文

《An Effi cient Parallel Mechanism 

for Highly-Debuggable Multicore 

Simulator》做大会报告。

APPT是中国计算机学会体

系结构专业委员会举办的重要国

际会议，目前已成功举办了9届

共18年。这是一个面向并行和分

布式处理的重要会议，主要讨论

包括体系结构、软件系统、算

法、应用等各个领域相关的并行

技术。本次会议，国内体系结构

和高性能计算领域的一些主要单

位均有相关人员出席，比如国防

科大窦勇教授、清华大学汪东升

教授、中科大安虹教授等，此

外，企业界也有相关人员参加，

比如国内知名电子商务企业阿里

巴巴副总裁章文嵩博士也参加了

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的议题主要围绕并

行系统结构、并行任务调度、并

行加速算法、并行模拟技术等方

面开展。大会还有几个高质量的

文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叶笑春

keynote报告，其中，巴塞罗那

UPC的Alex Ramirez 教授做了题

为“The Mont-Blanc project: Are 

mobile processors ready for HPC”

的keynote。Alex Ramirez 教授

是巴塞罗那超算中心（BSC）异

构计算平台负责人，他负责的

“Mont-Blanc”项目是世界上第

一个主要基于A R M的高性能计

算研究项目，项目的目标是设

计出TOP500的超级计算机，并

且功耗要比其它计算机更低。

Alex Ramirez介绍到，他们要证

明可以用商业组件建立一个HPC

系统。他们采用了低功耗的4核

心Cortex-A9移动处理器，并搭

配了Tesla K20 GPU处理器，采

用QDR InfiniBand连接，Alex教

授介绍到，这种方式下依赖GPU

运作的程序非常省电，而Q D R 

Infi niBand的高速带宽又保证了可

远程offload那些高度可并行的任

务到GPU上进行计算。

阿里巴巴副总裁，高级研究

员章文嵩博士做了题为“Big Data 

Challenges in Alibaba e-Commerce”

的keynote。章文嵩博士主要负责

构建下一代高可扩展、低成本的

电子商务基础架构平台。他曾任

Tel首席科学家，是RedHatkenel开

发人员，也是LVS（linux虚拟服

务器）开源软件创始人，和China-

Cluster的共同创办人。在这个报

告中，章文嵩博士详细介绍了淘

宝的整个系统架构、图片存储系

统架构，淘宝网独立开发的TFS

集群文件系统，前端CDN系统以

及淘宝网在节能服务器方面的应

用和探索。章文嵩博士在报告中

谈到了几点商用存储系统的局限

和不足：比如，商用的存储系统

没有对小文件存储和读取环境进

行有针对性的优化；商用存储系

统扩容成本高，10T的存储容量需

要几百万人民币，而且存在单点

故障，容灾和安全性无法得到很

好的保证。在谈到在商用系统和

自主研发之间的经济效益对比，

章文嵩博士列举了一些经验：比

如，商用软件很难满足大规模系

统的应用需求，无论存储还是

C D N还是负载均衡，因为在厂

商实验室端，很难实现如此大的

数据规模测试。此外，研发过程

中，将开源和自主开发相结合，

会有更好的可控性，系统出问题

了，完全可以从底层解决问题，

系统扩展性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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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会议的“Scalability Ev-

erywhere”这个session上报告了

我们的论文工作，我们的论文工

作主要针对多核模拟中的性能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有

效的解决方法。报告后，瑞典皇

家理工学院卢中海教授还就一些

技术细节进行了讨论，国际同行

还对我们的工作的适用性提出了

一些改进意见，这使得我们在后

续工作方面也受到了一些新的启

发。在会议间隙，还和浙江大

学、哈工大、南京邮电大学等高

校的老师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研究

情况，通过参加这次大会，对国

际和国内在并行技术和并行体系

结构方向的研究热点有了更全面

的了解，扩大了视野，此外，在

并行模拟方向也碰撞出了一些新

的研究点，后续将进一步完善形

成合理的研究计划。■

VLDB 2013出访总结

2 0 1 3年8月2 6日至3 0日，

第39届超大型数据库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 Bases）在意大利

Trento省Riva Del Garda市召开。

VLDB国际会议是计算机数据管

理领域三大最著名的国际会议之

一，每年夏末秋初召开，今年的

会议由意大利Trento大学承办，

会议得到了包括Microsoft, Oracle, 

SAP, Google, Facebook, HTC, HP, 

IBM, Intel, Yahoo等公司的支持，

来自全球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五、

六百位专家、学者、工程师和学

生参加了大会。

在本届VLDB会议上，大数

据管理是一个热点议题，围绕

这一热点大会安排了一系列的

keynote speech, research session, 

industrial session, 和tutorial。下面

文 |数据处理组　陈世敏

主要介绍三个关于大数据管理的

大会报告。来自加州大学I rvine

分校的Michael Carey教授作了关

于AsterixDB的报告。AsterixDB

是加州大学Irvine分校、Riverside

分校和San Diego分校联合研制

的面向大数据管理的开源数据

管理系统。AsterixDB基于传统

关系型数据库系统的架构思路，

综合了对半结构化数据（例如

JSON）的支持、并行数据库技

术和云计算技术。AsterixDB的

研制开始于2009年的一个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之后得到了e b a y, 

facebook, google等公司的资助，

至今已有3年半时间，最近发布

了Beta测试版。来自麻省理工大

学的Sam Madden教授作了关于

DataHub的报告。DataHub是Sam 

Madden教授主推的新项目，目

标是建立一个数据分享和分析平

台，使用者可以上传数据，可以

共享他人上传和乐于分享的数

据，可以完成一定的数据分析处

理功能。Facebook公司系统平台

部副总经理Jay Parikh作了大会报

告，介绍了Facebook内部数据处

理平台的发展情况。Facebook数

据处理平台起始于2007年初，当

时Facebook建立了以两台服务器

为主的数据仓库。随着需求的增

长，2007年中期，数据处理平台

发展为50台服务器。2007至2012

年间，数据处理平台有千余台服

务器，存储超过10PB的数据。在

这段时间，数据处理平台主要使

用开源的云计算技术，开发团队

为了各种数据处理需求，不断地

在云平台上开发各种处理工具。

随着数据的量和种类飞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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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平台的开发人员把大量

地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修补各种工

具上，以应付处理的需要。这种

到处救火的工作方式效率低下，

许多工具的问题都是相似的，但

是必须一一分别修补。为了改变

这一现状，从2012年开始，Face-

book重新开发了一套数据处理系

统，包括新的作业调度系统、新

的基于内存的数据分析系统、以

及区分Hot/Warm/Cold数据的管

理系统等。这些报告既反映了工

业界和学术界在大数据管理领域

的最新进展，又提出了许多需要

解决的科研问题。

我与合作者在V L D B的附

属cloud-I workshop上发表了一

篇题为:“i2MapReduce: Incre-

mental Iterative MapReduce”的

论文。许多大数据处理算法，

例如许多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算法，采用迭代计算，对数据

进行多次循环处理。最近学术

界提出多种方案针对迭代计算

改进数据处理平台。本论文在

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考虑在数

据更新存在的情况下进行迭代

计算。扩展了Map/Reduce通用

云计算平台，基于迭代计算中

Map/Reduce数据流二分图的分

析，提出了i2MapReduce平台，

一方面在少量数据更新的情况

下采用上一次收敛的状态作为

初始状态，另一方面缓存和使

用中间数据以过滤不必要的重

复计算，从而高效地支持在更

新的结构数据上重复进行迭代

计算。

在会议内外，面对面与许多

世界各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同行

和朋友进行了交流，互相了解和

学习，探讨热点话题和感兴趣的

问题，对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将有

很多的促进，参加这次VLDB会

议收获很大。■

Euro-Par’2013参会总结

第19届International Euro-

pean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Euro-

Par’2013）于2013年8月26日至

30日在德国亚琛举行。Euro-Par

主要关注于并行和分布式计算领

域的最近进展。本届Euro-Par在

亚琛工业大学召开。

8月26日，我从北京启程到

达德国的法兰克福，再乘坐火车

到达亚琛。亚琛是德国西部边

境的一座城市，靠近比利时和荷

文 |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远翔

兰。亚琛以温泉著名，公元前就

开始作为温泉疗养地。在Elisen

公园（Elisengarten）周围，亚

琛大教堂、市政厅、E l i s e n泉

（Elisenbrunnen）等构成了城市

的中心区域。整个城市都散发着

浓郁的古朴气息。

会议的举办地点，亚琛工

业大学（R W T H A a c h e n）是

德国规模最大的理工科学府之

一，也是世界顶尖的理工大

学。亚琛市共25万人，其中包

括4万亚琛工业大学的学生。它

给亚琛这座城市带来的浓厚的

学术氛围。

本届Euro-Pa r会议共持续5

天，其中前两天是Workshop，后

三天是主会。会议邀请了美国西

北大学的Alok Choudhary，德国慕

尼黑工业大学的Arndt Bode以及

Intel的Tim Mattson做了主题演讲。

其中Tim Mattson的演讲“Recent 

developments in parallel programm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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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针对硬件

的发展和大数据的挑战，软件业

已经在积极的回应并行编程者的

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Mattson

着重介绍了此领域三个重要的进

展，包括：即将发布的OpenCL的

下一个版本，C++’11中的内存模

型以及图分析中的组合式BLAS。

他风趣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一阵

又一阵的掌声。

整个会议的过程是十分紧凑

的。前两天共有13个Workshop，

后三天则有70场人regular的学术

报告。大概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学术报告分为4个session同时进

行。这也让我在选择的时候感到

特别的纠结。IBM的Venkatesan 

Chakaravarthy针对任务调度中时

间限制以及带宽需求提出了自己

的算法，以适应任务调度中更

加普遍的情况。同样来自IBM的

Iego S. Gallo则介绍了他们为Blue 

Gene/Q开发的全系统模拟器。另

外罗马大学的Alice Porfirio提出

了软件事务内存中的部分回滚方

法，降低事务内存中由于回滚带

来的开销，同时该方法对于程序

员而言还是透明的。各位报告者

都带来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和

研究思路。在26日下午，我做了

题为“Synchronization Identifica-

tion through On-the-Fly Test”的

报告，介绍了我最近在识别并行

程序中同步操作方面的工作。幸

运的是，该session的主席Ali Jan-

nesari是Helgrind+的作者，他之

前发表在IPDPS‘10的文章也做

了类似的工作。会后，我们以及

他的一位学生也就这个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讨论。

很快，5天的会议就已经结

束了。回顾这次参会的经历，最

大的收获是在报告和交流的过程

中，了解了各位同行在研究过程

中的思路和方法，考虑问题的角

度。做研究的时候，面对相同的

问题，如果能够更快更好的打开

自己的思路，那么才能更深入的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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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电子科技大学副
教授王海来国重做技术报告。
该次报告在计算所446会议室举
行，由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主
持。此次报告的主要议题高性能
处理器中的动态热量管理和热量
评估预测。

本次报告主介绍了王海博士近期关于一种新的
运行时精确评估预测全芯片温度的方法。该方法适
用于片上缺乏精确的温度测量和传感器的情形。

王海博士首先介绍他们工作的动机。然后，
王海博士深入介绍了他们工作的原理以及使用方
法论。同时，王海博士介绍了他们提出的用于增
强热量评估和预测精度的方法。最后，王海博士
展示了基于标准SPEC基准程序的实验结果。

报告之后，参与的学生和员工就相关的问题
同王海博士进行了深入探讨。■

（先进计算机系统实验室　李龙）

8月16日，来自美国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知名
教授Dean Tullsen访问计算所并做了题为《Data Triggered 
Threads-Eliminating Redundant Computation》的学术报告。
本次报告在计算所440房间举行，由集成电路实验室的韩银
和副研究员主持。

这次报告介绍了一种新的多线程并行编程/体系结构模
型——数据触发线程。与传统的多线程编程模型不同，数据触
发线程的创建是由内存的修改而触发的。这种方法在实现了更
高的并行度的同时消除了冗余的计算。

这次报告从研究现有编程模型和执行模型开始，聚焦于冗
余计算的消除。实验发现在CSPEC基准程序中，78%的读取是
冗余操作，对这些数据进行的计算通常也是不必要的。在此基
础上，Tullsen教授提出了数据触发线程的方法。这种方法根据
数据地址的访问和修改来创建计算线程，以此来减少对数据的
冗余操作。因此，这种方法带来了较大的性能和能耗的提升。

报告期间，参与师生就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前
景、处理器效能提升等相关的问题同Tullsen教授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刘淑凤供稿）

Dean Tullsen教授访
问国重并做学术报告

王海博士来我室
做技术交流报告

Yi Zhang 教授来国重做
题为“推荐系统：天时、
地利、人和”的学术报告

Yi Zhang是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的副教授，她在清华获得
学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是推荐系
统、信息检索、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经济学。她曾经获得
SIGIR最佳论文奖，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Career Award，担任过CIKM会
议信息检索方向的程序委员会主席，并多次担任SIGIR, WWW, SIGKDD, 
ICML等会议程序委员会分领域主席和程序委员。

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陈
世敏研究员的邀请，Yi Zhang教授于2013年8月23日来计算所交流并做了
题为“推荐系统：天时、地利、人和”的学术报告。该报告于上午10点
在计算所446会议室举行。

在本次报告中，Yi Zhang教授开始介绍了推荐系统和两种主要解决方
案，协同过滤和基于内容的过滤。在此基础上，她提出用统计图形模型来
增加对时间（天时）、地点（地利）和用户行为（人和）的分析，以提高推荐

的准确性。她主要阐述了近期的三
项研究，分别考虑集成丰富多样的
用户信息、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经
济模型和在商品推荐中增加时间因
素三个角度。在实际数据的基础上，
实验表明新的方法对推荐的准确性
有较大的提高。Yi Zhang教授的部
分研究成果已经应用在大型互联网
公司（如Linkedin）的推荐系统上。

推荐系统是互联网公司的重
要支撑技术之一，也是大数据处理
的重要应用，有很多老师和同学感
兴趣，来参加本次学术报告，446
会议室座无虚席，很多同学站在后
排。生动的报告，热烈的提问，一
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报告结束
后，参会的老师同学就报告内容和
相关领域与Yi Zhang教授又进行了
半小时热烈的讨论。

感谢Yi Zhang 教授给我们带
来这次精彩的报告！■

（数据管理组　陈世敏）

的准确性。她主要阐述了近期的三

教授Dean Tullsen访问计算所并做了题为《Data Triggered 
Threads-Eliminating Redundant Computation》的学术报告。
本次报告在计算所440房间举行，由集成电路实验室的韩银
和副研究员主持。

型——数据触发线程。与传统的多线程编程模型不同，数据触
发线程的创建是由内存的修改而触发的。这种方法在实现了更
高的并行度的同时消除了冗余的计算。

余计算的消除。实验发现在CSPEC基准程序中，78%的读取是
冗余操作，对这些数据进行的计算通常也是不必要的。在此基
础上，Tullsen教授提出了数据触发线程的方法。这种方法根据
数据地址的访问和修改来创建计算线程，以此来减少对数据的
冗余操作。因此，这种方法带来了较大的性能和能耗的提升。

景、处理器效能提升等相关的问题同Tullsen教授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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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青春杯”已于五月落幕，虽然过去两个月了，可是每当抬头看见工位上张贴的

“团体冠军”的奖状，思绪总会回到那满是阳光与汗水的五月，那段国重篮球全体队员一起追逐梦

想的日子，是我们永不褪色的回忆。

追梦篇章一：带着惊喜的组队

“青春杯”像四月份的天气一样，带着青春特有的火热之情来到，我有些意外地成为了国重篮

球队的队长，带着些许的紧张开始招募国重篮球队的队员。由于本届“青春杯”我们不再和集成联

梦想的力量
——国重篮球队在计算所第十届“青春杯”篮球赛中夺冠纪实

文 |编译与编程实验室　赵家程

生活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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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队，再加上老队

员的离开，队员的招

募并不如想象中的顺

利。但是在实验室老

师的积极宣传和老队

员们的四处鼓励下，

从研一的学生中发掘

了很多的年轻队员，

队伍逐渐开始完整起

来，而且，队伍还迎

来了一位特殊的老队

员—卢鸿波师兄，卢

师兄是一个经验特别

丰富的控卫，本来已

经不打算再参加“青

春杯”的，可是当得

知国重队伍面临人员

困难的时候，他还是决定复出参加比赛，给了所

有国重篮球人一个惊喜。伴随着卢师兄给大家的

惊喜，国重篮球队踏上了追逐冠军梦想的征程。

追梦篇章二：满是汗水的训练

梦想从来没有唾手可得的时候，国重篮球追

逐梦想的第一步就是用汗水来浇筑道路。国重篮

球是一个新的队伍，有参加过青春杯的老兵，也

有第一次参加篮球比赛的新队员，同样还有告别

青春杯赛场又重新回来的老队员，要将这些队员

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只有通过不断的训

练。于是，在冯伟教练的带领下，每个周末，在

物理所，在力学所，在中关村体育场，都留下了

队员们的汗水与身影，投篮训练，防守训练，进

攻训练，不断进行的训练让队员们越来越成熟，

对比赛的渴望也越来越急切。

追梦篇章三：淬炼自身的小组赛

单纯靠训练不能让一支队伍成熟，国重篮

球队需要靠比赛来检验训练和队伍的成色，同

时，也需要用比赛来让队伍进一步的成长。随

着比赛日程的来临，

国重篮球队开始了自

己的小组赛征程。

第一个对手—普

适高性能联队。对手

的实力相对来说不如

国重，所以在整个比

赛的过程当中，国重

打得很是主动，一直

牢牢控制着场上的局

势，最终大比分取得

了胜利。这场比赛的

胜利使得国重篮球队

建立了信心，并证明

了自己是冠军路上的

有力竞争者。

第二个对手—无

线网计联队。无线网计联队由于新生力量的加

盟，实力非常可观，整场比赛一直很焦灼，国

重以落后四分的比分开始下半场比赛，但是从

第三节开始，国重在训练中的战术开始发挥出

来，并进一步提高了防守强度，分数逐渐开始

扳回，并在第四节开始前实现了比分的反超。

第四节比赛是整场比赛的缩影，比分一直很接

近，但是国重一直保持微弱的领先，最后，国

重以4分的微弱优势取得了关键比赛的胜利。这

场胜利，让整个国重篮球队意识到了针对性训

练的重要性，而且从落后到反超的整个过程，

让球队的韧性得到了锻炼。

第三个对手—前瞻。前瞻是去年的冠军，而

且将我们挡在了决赛的门外，所以这场比赛必

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同上一场小组赛一样，

比赛一开始就异常艰难，双方的防守强度都很

大，分数也一直交互上升，上半场双方基本打

平。下半场刚开始，国重落后就达到了8分，随

后展开了努力的追分，数次将分数追到只剩1分

或者2分，但是一直未能实现反超，进入第四

节，国重也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数次追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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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成功实现反超，随着最后几次关键进攻和罚球的失手，我们以2分的劣势输掉了比赛。这场比赛

的失利，带给我们的除了情绪的低落，更多的是经验，队伍开始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定位问题，解决

问题，而比赛过程当中数次努力追分的过程，更是深深激励了所有国重的队员。

小组赛结束，国重篮球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半决赛，经过小组赛的淬炼，国重篮球队越来越

像一个整体，也越来越接近冠军的梦想。

追梦篇章四：超越自我的半决赛

半决赛我们的对手是网络数据，去年在小组赛中击败我们的球队，而且阵容相对于去年更加完

整。整个队伍的氛围开始紧张起来，教练以及助理教练开始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战术训练，队员们也开

始互相鼓励。

比赛伊始，主力得分手潘峰烽并没能准时到来，国重以不太常见的阵容开始了比赛，但是由于训

练战术的到位，队员们之间并不欠缺默契，在场上节奏控制的很好，防守做得尤其出色，很快取得了

领先，在潘峰烽归队以后，又及时用进攻火力帮助球队，最终半场结束，国重以19：5取得了绝对的

优势。下半场开始，国重保持了上半场的防守水准，虽说进攻成功率有所下降，最终仍旧是大比分取

得了胜利。

战胜网络数据，对国重而言，不仅仅是一场重要的胜利，更是摆脱了去年失利的阴影，实现了对

自我的超越，一个更加自信和成熟的国重篮球队昂首挺进了“青春杯”决赛。

追梦篇章五：收获梦想的决赛

国重篮球踏进了决赛，只要击败对手智能信息，梦想便能成为现实。赛前的准备还是和往常一样，

既有基本的训练，也有专门针对对手的战术安排，与往常不同的是，队员们都很激动，以及紧张。

伴随着开场哨声，决赛开始进行。上半场双方的防守强度都很大，进攻体力和手感都受到了影

响，半场双方都没能拉开比分，国重只以1分领先。随后进行了女子投篮比赛，国重的女队员在关键

时刻发挥神勇，取得了5分的宝贵领先，国重篮球队以6分的优势领先进入下半场。第三节比赛开始，

国重开始按照教练的安排主打内线，连续给对手造成杀伤，虽说第三节比赛比分没能再度拉开，但是

对手的犯规普遍较多。比赛进入第四节，随着对面主力队员的犯规罚下，最后的MVP卢师兄又命中三

粒关键的罚球，国重开始逐渐掌控局势直到终场。终场哨响，国重篮球队取得了“青春杯”的冠军，

青春的梦想最终绽放。

追梦篇章六：梦想不曾散去

冠军的梦想最终实现，仍记得夺冠路上的点点滴滴：训练场上大家一起挥汗如雨，讨论球队战术

大家的争吵，女队员翻墙过来参加投篮比赛，比赛前队员们早起偷偷加练，所有的一切正如冯伟教练

最后所说，“青春杯让大家重新找回了梦想”，梦想的力量让国重篮球队勇往直前。想起最后吴志敏

师兄夺冠后的微博：“要毕业了，三届“青春杯”，第一年酱油，第二年季军，第三年冠军”，梦想

的力量支撑着国重篮球不断向前。冠军的梦想已经实现，但梦想不会散去，也从不曾散去，梦想的力

量会一直伴随国重篮球队，明年青春杯，国重志在卫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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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匆匆忙忙的路上，朝着一个或许很模糊的目标前行，更多的时间里，会觉得我们没有学到

什么，或者只是没有后退而已，一天，两天…没有什么改善。然而，一年，半年，甚至一个月结束的

时候，回过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慢慢悠悠的走了很远很远。

初来国重AMS组的时候，只知道是偏硬件。

孩子，什么是硬件什么是软件？

呃…

孩子，体系结构是做什么的？

呃…

很多概念可能解释起来就那么一句话，但真心的不懂，原因很简单，连门都没有入，又如何知道

这扇大门里面放的是什么呢。就这样忐忑的开始了实验室的生活，什么都不会，甚至连小组做什么都

不懂，只能慢慢的跟着前辈们学习。

组里的人都很热心，直到现在也没有谁嫌我知识储备太少或者太笨。相反的，从最开始的教什么

就是什么，慢慢的，能够问各种傻逼的问题了，PCIe是干什么的呀？到底什么是南桥北桥呀?既然仿

真都通过了，为什么还要验证呀？…很多问题，伴随着组里人吃饭时的欢声笑语，就以最浅显而明了

的解释解决掉了。

过程就是这样，平淡无奇。

大学里的最后一个学期结束，我的大学也便game over。总感觉自己在计算所这边见识了不少，

但什么也没很懂，大的项目里面，也只有那么一丁点是我完成的，没有大牛们那种完成一件大事情所

带来的巨大成就感。然后的然后，研究生开学。体系结构课第一节，老师讲的居然百分之九十九概念

都懂，听着很多同学叫苦，突然意识到了这半年我是进步了多少，至少我已经推开了这扇门。而没有

这半年呢？

平淡的描述，只是想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没什么长进，其实

回头看看，我们已经走了一条长长的路。科研原本就是一条漫长的路，从人生的小路走向科研的大道

需要一个入门的过程，这个过程却往往不知不觉。只要我们在努力，只要我们在朝着科研的方向行

进，就必然会达到。

如果你同我当初一样，那么静下心来好好跟着前辈们学习吧，他们是一座宝库，只要你努力

了，一年后回首翘望，你会发现，时间已经将进步沉淀成为美丽的花儿，绽放在你走过的这条长长

的小路上。

时间会让进步沉淀
文 |处理器结构实验室　马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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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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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