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８卷　第１０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计　　算　　机　　学　　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１０

Ｏｃｔ．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６；最终修改稿收到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８．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００３０３６）、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

课题（Ｃ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０１）、博士后科研启动基金（ＬＢＨＱ１２１３４）、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基金（ＨＥＵＣＦ１００６０６）资助．郭振华，男，１９８８

年生，博士研究生，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体系结构、可重构计算．Ｅｍａｉｌ：ｇｕｏｚｈｅｎｈｕａ＠ｈｒｂｅｕ．ｅｄｕ．ｃｎ．

吴艳霞（通信作者），女，１９７９年生，博士，副教授，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体系结构、编译技术．Ｅｍａｉｌ：

ｗｕｙａｎｘｉａ＠ｈｒｂｅｕ．ｅｄｕ．ｃｎ．张国印，男，１９６２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学会（ＣＣＦ）高级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嵌入式系

统、网络与信息安全．戴　葵，男，１９６８年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系统与信息安全．

面向犃犛犆犚犃的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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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现循环到流水硬件结构自动映射过程中，迭代间启动间距的自动分析技术是可重构编译器研究的难

点．在现有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主要采用人工输入制导语句的方法来控制循环并行流水硬件结构自动映射所

需启动间距信息的生成，该方法只能采用固定启动间距方式对流水硬件结构进行控制，不能充分发挥并行流水硬

件结构的性能，同时人工确定启动间距的方法降低了可重构计算应用的部署效率．针对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的现

状，文中提出了一种面向ＡＳＣＲＡ的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方法．在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建立多层

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分析模型，提出非固定启动间距控制策略，采用自动生成算法得到迭代间启动间距向量

信息，并采用流水线调度技术对迭代间启动间距进行优化．实验结果表明，与现有 ＨＬＳ工具相比，文中方法不仅能

够提高可重构计算应用在异构加速平台上的部署效率，同时能够有效改善循环应用在ＦＰＧＡ协处理器中流水执行

时的性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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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面向ＣＰＵＦＰＧＡ异构加速平台的可重构自动

化编译工具已经成为了可重构计算领域研究的热点．

相对于多核处理器的高功耗及并行度过低、ＡＳＩＣ芯

片成本过于昂贵等缺点，基于片内ＣＰＵＦＰＧＡ架

构的异构加速平台更加适应嵌入式系统中对性能、

功耗、成本均比较苛刻的计算密集型应用，例如图像

压缩、模式识别、数字信号处理等应用，兼顾了通用

处理器的灵活性和专用芯片的高效性．计算密集型

应用中８５％左右的程序执行时间都集中在其中的

循环部分［１］，如何实现循环到高效并行流水硬件结

构的自动映射是可重构编译器研究的难点．

目前，在研究多层循环到并行流水硬件结构自

动映射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１）以ＣＧＲＡ
［２］为代

表的面向粗粒度可重构硬件平台的循环流水硬件结

构映射，通过函数级程序特征分析，实现循环到固定

流水硬件模板结构的映射，可以简化循环映射的

复杂度，但是限制了循环程序对可重构平台的通用

性；（２）以Ｘｉｌｉｎｘ提出的 ＶｉｖａｄｏＨＬＳ（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３］高层次综合工具为代表的细粒度可重

构编译工具，通过循环程序特征分析，完成循环程序

到异构加速平台的指令级映射，与粗粒度可重构编

译器相比，指令级硬件映射具备更广泛的通用性和

推广意义．

本文主要致力于研究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在实

现多层循环到并行流水执行硬件结构自动映射时迭

代间启动间距ＩＩ（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的自动分析及优

化方法．目前，ＶｉｖａｄｏＨＬＳ
［３］、ＲＯＣＣＣ

［４］、ＩｍｐｕｌｓｅＣ
［５］

等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在实现多层循环到并行流水

ＦＰＧＡ硬件结构的映射时均采用制导语句方式进

行迭代间流水启动间距控制，即在计算密集型应

用程序循环代码中人工插入类似＃ｐｒａｇｍａ犐犐＝ｘｘ

的制导语句指令方式，实现循环映射成为并行流水

硬件结构时迭代间启动间距的生成控制．该方式只

能针对循环中的每一维迭代空间生成固定值的迭代

间启动间距，同时在使用可重构编译器进行可重构

计算应用部署时，需要反复迭代综合仿真过程才能

最终确定合适的迭代间流水启动间距值，极大地制

约了可重构计算应用的部署效率，同时会影响细粒

度可重构编译器在工业界的推广．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通过挖掘利用启动间

距提升流水并行硬件结构性能的潜力，建立多层循

环迭代间启动间距的分析模型，提出一种面向细粒

度可重构编译器的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自动

分析及优化方法，并在基于ＬＬＶＭ 开源编译框架下

开发的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 ＡＳＣＲ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ｆｏｒ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６］

中进行了该方法的实现和验证，证明本文方法的有

效性．本文贡献主要有以下３点：

（１）建立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模

型，并设计实现了自动分析算法，减少细粒度可重构

编译器实现循环流水映射时调试启动间距值的综合

仿真迭代次数，可有效提高可重构编译器的自动化

水平及可重构计算应用的部署效率．

（２）提出循环流水执行时迭代间非固定启动间

距ＮＦ＿ＩＩ（ＮｏｎＦｉｘｅ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控制策略．

与现有制导语句控制固定启动间距方式相比，能够

有效减少流水冒泡延迟，提高硬件流水执行数据吞

吐率．

（３）基于指令调度优化技术提出了循环流水迭

代间启动间距优化算法，能够降低循环迭代间启动

间距值，进一步提高循环流水执行时的性能．

本文第２节介绍相关研究工作；第３节介绍循

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方法；第４节介绍

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优化算法；第５节给出实

验结果和分析；第６节给出本文的结论．

２　相关工作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个可重构编译器课题组致

力于研究在可重构平台中实现多层循环程序到流水

并行硬件结构的自动映射，采用流水线技术提高循

环程序硬件的性能．其中，ＧａｒｐＣＣ编译器
［７］中采用

ＲＩＭＳ（Ｒａｕｓ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ｕｌｏ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调度算法

实现循环流水的控制映射，但是只对最内层循环进

行流水控制；ＸＰＰ
［８］中采用流水向量化方法，但是不

能处理循环体间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引起的非最内

层循环迭代间流水启动间距问题；ＶｉｖａｄｏＨＬＳ
［３］、

ＲＯＣＣＣ
［４］、ＩｍｐｕｌｓｅＣ

［５］等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均采

用制导语句方式实现循环流水硬件自动化映射时的

流水启动间距控制，仅能实现迭代间固定启动间距

控制方式，并且没有实现自动分析方法和相关优化

方法．

为了提高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实现多层循环流

水映射的效率和性能，本文基于细粒度可重构编译

器ＡＳＣＲＡ对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和

７４９１１０期 郭振华等：面向ＡＳＣＲＡ的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



优化方法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多层循环在流水执行

时，迭代间的启动间距由数据依赖关系决定，因此，

完成启动间距信息的自动化分析需要精确数据依赖

关系分析算法支持，本文在改进ＩＳＬ数据流分析方

法［９］得到的数据依赖关系结果的基础上设计出多层

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方法．

本文提出了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

方法，并在基于 ＡＲＭＦＰＧＡ异构加速平台面向应

用领域的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ＡＳＣＲＡ
［６］上进行理论

实现与验证．ＡＳＣＲＡ基于开源编译框架ＬＬＶＭ
［１０］

进行设计与实现，可以完成ＣｔｏＶＨＤＬ的自动映射，

ＡＳＣＲＡ系统架构图如图１所示．首先，将计算密集

型应用程序编译成ＬＬＶＭ 中间代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Ｒ）表示，采用一些前端优化技术进

行ＩＲ优化；其次，对循环程序进行数据依赖关系分

析、流水线划分、迭代间启动间距分析和优化，基于

流水线划分结果和启动间距分析结果进行循环程序

代价评估，评估将该循环程序映射到ＦＰＧＡ上执行

时消耗的代价和获得的应用加速比；然后，基于循环

程序代价评估结果进行软硬件划分，判断是否将其

划分到协处理器ＦＰＧＡ硬件加速单元上执行；最后

进行代码生成，结合并行编译优化技术和并行存储

模型完成ＦＰＧＡ并行流水硬件加速单元ＶＨＤＬ代

码的生成，同时生成软硬件接口驱动程序和将该循

环程序封装成接口调用的Ｃ源程序，完成计算密集

型应用程序在异构加速平台上的自动部署．

图１　ＡＳＣＲＡ架构图

在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通过循环流水启动

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方法不仅可以得到更精准的循

环性能评估结果，实现更高效的软硬件自动划分方

法；同时在硬件代码自动映射过程中，能够提高可重

构计算应用到可重构计算平台的部署效率，提高细

粒度可重构编译器的效率和推广．

３　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

３１　问题提出

在可重构混合计算系统中，由于ＦＰＧＡ的可定

制性及硬件结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直接利用通用

计算机系统结构中所设计的软件流水技术实现多层

循环迭代间变启动间距控制．现有细粒度可重构编

译器在实现多层循环流水并行硬件结构映射时，主

要采用制导语句的方法实现迭代间流水启动间距的

生成，为了体现本文工作与现有可重构编译器对多

层循环流水执行时关于启动间距映射方式的改进之

处，本小节采用一个多层嵌套循环的实例描述问题

所在．

如图２（ａ）所示，显示了一个典型外层循环迭代

间数据相关的嵌套循环，当犖＝５时循环体的迭代

域及迭代空间中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如图２（ｂ）所

示．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在实现该嵌套循环到可重

构混合计算平台流水并行硬件结构自动映射时，

将最内层循环体映射成为一个处理单元（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２　嵌套循环及犖＝５时带依赖关系的迭代域

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Ｅ），循环控制语句映射成为一个控制单

元（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ｔ，ＣＵ），实现对每次迭代启动和结束

时间的控制，循环流水控制单元的自动映射需要可

重构编译器能够采用自动分析算法获得每次迭代之

间的启动间距信息．现有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皆采

用制导语句方式人工指定迭代间启动间距约束条

件，例如，Ｘｉｌｉｎｘ提供的ＶｉｖａｄｏＨＬＳ在实现图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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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循环的流水并行硬件结构映射时，通过数次

综合和仿真迭代，根据图２（ｂ）迭代域中迭代体间

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可以得到如图３所示的循环运

行时空图，由迭代点（３，０）与迭代点（４，０）之间的

ＲＡＷ 依赖关系约束条件（如图３中实线箭头所示）

选择索引变量犻确定的循环体迭代间最佳启动间距

＃ｐｒａｇｍａ犐犐＝３，但是，通过这种制导语句的方式只

能确定固定的启动间距大小．

图３　犖＝５，犐犐＝３时循环流水运行时空图

通过分析图３所示时空图，可以发现图中虚线

箭头所代表的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所引起的迭代间

启动间距可以进行优化，通过对其启动间距进行手

动优化后可以得到如图４所示的循环流水运行时空

图，外层循环迭代间启动间距由固定的犐犐＝３变成

非固定的启动间距向量犐犐＝（１，１，２，３）．对多层循

环外层循环迭代间采用非固定启动间距方式执行过

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采用非固定启动间距策略能

够提高循环程序硬件使用率１３．７％，减少循环执行

时钟周期１９％．

图４　犖＝５时变启动间距循环流水运行时空图

通过分析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采用制导语句

生成固定启动间距和非固定启动间距两种循环迭代

间流水控制策略，可以发现非固定启动间距控制策

略能够更好地提高循环流水的性能．但是，按照制导

语句方式在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实现非固定启动

间距控制对于用户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针对每个多

层循环应用程序都需要根据迭代间依赖关系手动分

析得到非固定值的启动间距向量，这种工作量对于

用户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另外，在细粒度可重构编

译器中采用制导语句方式即手动分析出迭代间最

佳启动间距的方法，会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用户没

有得到最佳的启动间距而无法提高循环程序映射

生成更优的硬件结构，从而无法得到良好的加速

效果．这就迫切需要在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设

计并实现一种能够自动得到迭代间启动间距的

方法．

针对这一现状，本文首先建立循环流水启动间

距分析模型，并设计实现了自动分析算法；其次，在

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提出了针对循环流水硬件结

构的迭代间非固定启动间距控制策略；最后，基于指

令调度技术设计并实现了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优

化算法．上述工作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可重构编译器

对可重构计算应用的部署效率，还能有效提高循环

流水硬件结构的性能．

３２　循环流水启动间距分析模型

现有可重构编译器在进行多层循环流水硬件

结构映射时，将循环体映射成为一个独立的硬件

加速单元，通过重叠ＰＥ单元的执行来实现流水并

行，两次相邻循环体执行之间的时间差称为启动

间距，可重构编译器将启动间距信息映射成为循

环调度控制单元．由于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对于

多层循环的形式具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本文只针

对定义１中描述的计数类多层循环程序进行启动

间距分析．

定义１．　计数类多层循环．索引变量向量犐＝

（犐１，犐２，犐３，…，犐犿），其中犿为多层循环的最大深度；

犔狅狅狆（狉）表示索引变量为犐狉的循环，其中１狉犿，

循环体用狊狋犿狋（犐狉）表示，犐狉＝（犐１，犐２，犐３，…，犐狉），表示

循环体由索引向量犐狉控制，索引变量犐狉＝（狆狉，狇狉，θ狉），

其中，狆狉和狇狉分别表示索引变量犐狉的初值和终值，且

是（犐１，犐２，…，犐狉－１）的整值函数，θ狉表示循环变量犐狉

的增量且θ狉为常数．为了建立循环流水启动间距信

息模型，需要将图５所描述的多层循环犔狅狅狆抽象

成如图６所示多个单层循环递归表示的形式．其中

犔狅狅狆（犿）表示最内层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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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１：ｄｏ犐１＝狆１，狇１，θ１


犔２：　ｄｏ犐２＝狆２，狇２，θ２
 

犔犿：　 ｄｏ犐犿＝狆犿，狇犿，θ犿

　　　　　狊狋犿狋（犐１，犐２，…，犐犿）

　　　ｅｎｄｄｏ


　ｅｎｄｄｏ

ｅｎｄｄｏ

图５　计数类循环伪代码描述

犔狅狅狆（１）：ｄｏ犐１＝狆１，狇１，θ１
狊狋犿狋（犐１）

ｅｎｄｄｏ
 

犔狅狅狆（狉）：ｄｏ犐狉＝狆狉，狇狉，θ狉
狊狋犿狋（犐狉）

ｅｎｄｄｏ
 

犔狅狅狆（犿）：ｄｏ犐犿＝狆犿，狇犿，θ犿
狊狋犿狋（犐犿）

ｅｎｄｄｏ

图６　计数类循环伪代码递归描述

在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ＡＳＣＲＡ中是对中间代

码ＩＲ进行数据依赖关系分析，将图５所示的高级语

言描述形式转换成ＬＬＶＭ 能够进行分析的数据结

构，通过ＬＬＶＭＰＡＳＳ将多层循环描述成一种抽象

语法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ｙｎｔａｘＴｒｅｅ，ＡＳＴ），筛选符合定

义１中所描述的限制条件的计数类多层循环，实现

图５到图６循环表示形式的抽象表示．本文定义的

ＡＳＴ数据结构采用定义２中描述的ＳＣｏＰｓ（Ｓｔ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ａｒｔｓ）描述．

定义２．　ＳＣｏＰｓ．ＳＣｏＰｓ由犮狅狀狋犲狓狋和一系列声

明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构成一个二元组〈犆狅狀狋犲狓狋，［犛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其中犮狅狀狋犲狓狋是ＳＣｏＰ约束参数的集合；每个声明

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都是一个四元组〈犖犪犿犲，犇狅犿犪犻狀，犛犮犺犲犱狌犾犲，

［犃犮犮犲狊狊］〉，犛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的单位是多层循环犔狅狅狆中循

环体狊狋犿狋（犐狉），其中１狉犿，其中犖犪犿犲表示声明

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的名称，是声明的唯一标识符；犇狅犿犪犻狀是

声明的迭代域，表示一个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在多层循环中的

多维迭代空间域，限制了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的迭代范围；

犛犮犺犲犱狌犾犲是多维空间中迭代向量的整型映射，表示

迭代空间中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的迭代向量；［犃犮犮犲狊狊］是声明

中对数组元素的访存操作集合，主要包括读、写、读

写３种．

本文提出的ＳＣｏＰｓ数据结构基于ＬＬＶＭ 开发

的多面体模型分析程序开源软件Ｐｏｌｌｙ
［１１］进行设

计，由于其能够准确地对不同深度循环体中数组元

素访存操作进行描述，有利于对计数类多层循环迭

代间的数据依赖关系进行精确分析．例如，图７中所

示的多层循环可以用图８所示ＳＣｏＰｓ表示，其中，

循环犔狅狅狆（犻）中的循环体狊狋犿狋（犻）＝犔狅狅狆（犼），所以

犛狋犪狋犲犿犲狀狋只描述了狊狋犿狋（犐犼）的声明，犐犼＝（犻，犼）．

ｆｏｒ（犻＝０；犻＜＝犖；犻＋＝２）

　　 　ｆｏｒ（犼＝０；犼＜＝犖－犻；犼＋＋）

犛狋犿狋（犻，犼）：犅［犻］［犼×２］＝犃［犻］×３；

图７　计数类多层循环示例代码

犆狅狀狋犲狓狋＝｛［犖］｝；

犛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犖犪犿犲＝狊狋犿狋［犻，犼］：

犇狅犿犪犻狀狊狋犿狋＝｛狊狋犿狋［犻，犼］：０犻犖∩０犼犖－犻｝

犛犮犺犲犱狌犾犲狊狋犿狋＝｛狊狋犿狋［犻，犼］→［犻，２，犼，１］｝

犚犲犪犱犃犮犮犲狊狊狊狋犿狋＝｛狊狋犿狋［犻，犼］→犃［犻］｝

犠狉犻狋犲犃犮犮犲狊狊狊狋犿狋＝｛狊狋犿狋［犻，犼］→犅［犻］［２犼］｝

｝

图８　图７示例代码的ＳＣｏＰｓ结构

利用得到的ＳＣｏＰｓ数据结构可以进行循环体

迭代间数据依赖关系分析，本文基于改进后的ＩＳＬ

数据流分析方法［９］，可以得到写后读（ＲｅａｄＡｆｔｅｒ

Ｗｒｉｔｅ，ＲＡＷ）、写后写（Ｗｒ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Ｗｒｉｔｅ，ＷＡＷ）、

读后写（ＷｒｉｔｅＡｆｔｅｒＲｅａｄ，ＷＡＲ）３种数据依赖关系．

在可重构编译器中实现循环程序到并行流水硬

件结构的自动映射时，Ｗ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表示对

存储结构中的数组元素进行数据覆盖，后一次迭代

执行时计算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数据，而循环程序

流水执行时，循环体每一次迭代运行的时钟周期数

是相同的，由于迭代间启动间距至少是一个时钟周

期，所以对于存储结构中最终的写操作，都是后面所

执行的迭代运算的结果，因此 Ｗ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

不影响程序流水执行时的最终计算结果．ＷＡＲ数

据依赖关系表示在程序执行时，对于存储单元中的

数据先执行读操作，然后才能进行对应存储位置的

写操作，为了避免下一次迭代执行时写操作比上一

次迭代执行时的读操作提前，从而导致上一次迭代

执行时读取错误的数据，在可重构编译器进行循环

流水硬件结构的映射时，可以设计数据缓存结构，采

用在每一次迭代运行之前将所有的数据元素提前预

取的方法，来避免 ＷＡＲ对上一次迭代运算所需要

的数据产生影响，不影响循环程序流水执行时迭代

间启动间距的运算．而ＲＡＷ 操作表示循环程序执

行时，下一次迭代所用到的数据必须是上一次迭代

计算得到的结果数据，为了保证程序运行的正确性，

除了采用相关的编译优化技术进行ＲＡＷ 数据依赖

关系消除之外，在循环程序进行流水执行时，下一次

０５９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５年



迭代进行只能等待上一次的迭代运算完成．因此

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是影响循环程序流水执行时迭

代间启动间距的关键因素．

因此本文只考虑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的分析结

果．在实现多层循环迭代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的基

础上，本文充分利用带有流水线延迟信息的 ＲＡＷ

数据依赖分析模型（Ｄａｔ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ＲＡＷ，ＲＡＷ＿ＤＤＡ），如定义３所示，并结合流水线

调度技术对迭代间启动间距进行优化．

定义３． ＲＡＷ＿ＤＤＡ 模型．犚犃犠＿犇犇犃＝

（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犐，［犃狉狉犪狔］，［犖犈犡犜］）．其中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

表示多层循环程序中的一个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的声

明；犐表示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索引变量犐狉，１狉犿；

［犃狉狉犪狔］是与索引变量犐狉相关的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

系涉及到的数组集合，用犃狉狉犪狔（犐狉）表示；［犖犈犡犜］

表示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声明中所有迭代间ＲＡＷ 数据依赖

关系集合，用犖犈犡犜（犃狉狉犪狔（犐狉））表示犃狉狉犪狔（犐狉）中

单个数组所引起的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集合，其中

犖犈犡犜是一个三元组（狀犲狓狋，δ，Δ），其中δ表示迭代

间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的依赖距离，Δ表示依赖关

系狀犲狓狋在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中跨过的流水段延时．

为了更好地理解定义３所示的ＲＡＷ＿ＤＤＡ模

型，下面通过一个循环程序例子进行详细阐述．如

图９所示，表示包含数组元素犃［犻］和犅［犻］的循环体

程序经过流水线划分后的数据流图结果，其中包含

３个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在ＲＡＷ＿ＤＤＡ模型中，

狊狋犪狋犲犿犲狀狋表示该循环程序循环体的声明，犐表示循环

体索引变量犻，［犃狉狉犪狔］是与索引变量犻相关的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涉及到的数组集合，则［犃狉狉犪狔］＝

｛犃［犻］，犅［犻］｝．关于数组犃［犻］包括２个ＲＡＷ 数据

依赖关系狀犲狓狋＿犃＿１＝｛犃［犻＋２］→犃［犻＋４］｝和

狀犲狓狋＿犃＿２＝｛犃［犻］→犃［犻＋４］｝，其中狀犲狓狋＿犃＿１的依

赖距离δ＝２，跨过的流水段延时Δ＝７，在ＲＡＷ＿

ＤＤＡ模型中表示为 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犃＿１＝｛犃［犻＋２］→

犃［犻＋４］，δ＝２，Δ＝７｝，狀犲狓狋＿犃＿２的依赖距离δ＝４，

跨过的流水段延时Δ＝７，在ＲＡＷ＿ＤＤＡ模型中表

示为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犃＿２＝｛犃［犻］→犃［犻＋４］，δ＝４，Δ＝７｝，

则在该循环程序中数组元素犃［犻］引起的ＲＡＷ 数

据依赖关系集合犖犈犡犜（犃［犻］）＝｛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犃＿１＝

｛犃［犻＋２］→犃［犻＋４］，δ＝２，Δ＝７｝，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犃＿２＝

｛犃［犻］→犃［犻＋４］，δ＝４，Δ＝７｝｝；关于数组犅［犻］存在

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狀犲狓狋＿犅＿１＝｛犅［犻］→犅［犻＋２］｝，

狀犲狓狋＿犅＿１的依赖距离δ＝２，跨过的流水段延时

Δ＝４，在ＲＡＷ＿ＤＤＡ模型中表示为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犅＿１＝

｛犅［犻］→犅［犻＋２］，δ＝４，Δ＝７｝，犖犈犡犜（犅［犻］）＝

｛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犅＿１＝｛犅［犻］→犅［犻＋２］，δ＝４，Δ＝７｝｝．在

ＲＡＷ＿ＤＤＡ模型中，使用［犖犈犡犜］表示循环程序中

所有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的集合，因此［犖犈犡犜］＝

｛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犃＿１，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犃＿２，犖犈犡犜狀犲狓狋＿犅＿１｝．

图９　具有ＲＡＷ依赖关系的循环迭代体数据流

基于数据依赖关系分析算法得到的ＲＡＷ＿ＤＤＡ

结果，本文对多层循环中每一个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进

行迭代间启动间距分析，当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的索引

变量犐狉的边界狆狉或狇狉是变量时，会引起迭代间的启

动间距不是一个固定值，本文提出采用向量来表示

迭代间启动间距信息，建立非固定启动间距模型

ＮＦ＿ＩＩ（ＮｏｎｅＦｉｘｅ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ａｌ），如定义４

所述．

定义４．　ＮＦ＿ＩＩ模型．多层循环中循环体迭代

间启动间距信息用二维向量犖犉＿犐犐表示，犖犉＿犐犐＝

（犐犐１，犐犐２，…，犐犐狉，…，犐犐犿），１狉犿．其中犐犐狉表示循

环体狊狋犿狋（犐狉）在索引变量犐狉控制下流水启动时的延

时向量，即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在迭代空间中迭代点

（犐１，犐２，…，犐狉，…，犐犿）与（犐１，犐２，…，犐狉＋θ狉，…，犐犿）之

间的启动延时按照迭代顺序生成的迭代间启动间距

向量．

对于索引变量为犐狉＝（狆狉，狇狉，θ狉）的循环体

狊狋犿狋（犐狉），各个迭代点之间启动间距延时按照迭代

顺序生成，每次迭代之间的启动延时向量为犐犐狉．例

如，当犐狉＝（犻，犼），犐犻＝（０，４，１），犐犼＝（０，５，１）时，对应

的循环程序如图１０所示，初始化循环体狊狋犿狋（０，０）

的启动延时为１，假如狊狋犿狋（０，０）与狊狋犿狋（０，１）之间的

启动延时为２，狊狋犿狋（０，１）与狊狋犿狋（０，２）之间的启动延

时为１，狊狋犿狋（０，２）与狊狋犿狋（０，３）之间的启动延时为１，

狊狋犿狋（０，３）与狊狋犿狋（０，４）之间的启动延时为２，则循环

体狊狋犿狋（犻，犼）在索引变量犼控制下迭代间流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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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向量犐犐犼＝（１，２，１，１，２）；假如狊狋犿狋（０，０）与

狊狋犿狋（１，０）之间的启动延时为１，狊狋犿狋（１，０）与狊狋犿狋（２，０）

之间的启动延时为３，狊狋犿狋（２，０）与狊狋犿狋（３，０）之间的

启动延时为１，狊狋犿狋（３，０）与狊狋犿狋（４，０）之间的启动延

时为２，则循环体狊狋犿狋（犻，犼）在索引变量犻控制下迭代

间流水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犻＝（１，１，３，１，２）；最终，该循

环程序的迭代间启动间距信息可以表示为犖犉＿犐犐＝

（（１，１，３，１，２），（１，２，１，１，２））．

ｆｏｒ（犻＝０，犻４，犻＋＋）

　 ｆｏｒ（犼＝０，犼＜５，犼＋＋）

　　　狊狋犿狋（犻，犼）；

图１０　循环程序

ＮＦ＿ＩＩ模型能够表示计数类多层循环中循环体

狊狋犿狋（犐狉）每次迭代流水执行启动时的精确时间，采

用非固定启动间距的思想，实现细粒度可重构编译

生成的多层循环流水硬件单元的时序控制，能够有

效减少多层循环流水执行时的冒泡现象，提高多层

循环流水执行的吞吐率．

３３　启动间距自动分析算法

根据ＲＡＷ＿ＤＤＡ得到的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

分析结果进行多层循环的迭代间启动间距分析时，

将多层循环按照图５所示递归表示成多个单层循环

的形式，犔狅狅狆（狉）中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迭代之间启动间

距是由与索引变量犐狉相关的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所

决定的，其中１狉犿，犔狅狅狆（狉）的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狉

与索引变量犐狉存在一对一仿射关系，如式（１）所示，

其中，犽是正整数．

犐犐狉＝（犐犐狆狉，犐犐狆狉＋θ狉，…，犐犐狆狉＋犽·θ狉，…，犐犐狇狉） （１）

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中迭代点犐狉＝狆狉＋犽·θ狉与犐狉＝

狆狉＋（犽＋１）·θ狉之间的启动间距为犐犐狆狉＋（犽＋１）·θ狉，

启动间距犐犐犐狉由犖犈犡犜（犃狉狉犪狔（犐狉））决定，独立的

数据依赖关系犖犈犡犜＝（狀犲狓狋，δ，Δ）与启动间距向

量犐犐狉中每个启动间距犐犐犐狉的关系如式（２）所示，其

中犱犲犾犪狔表示依赖关系狀犲狓狋在循环犔狅狅狆（狉）中循环

体迭代之间的时钟延时．对于索引变量犐狉所控制的

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来说，当犽＝０时，表示该循环体第

一次启动，因此，设置该循环体在索引变量犐狉控制

下的第一次迭代启动时间延时为１．当犽＞０时，如

果存在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犖犈犡犜＝（狀犲狓狋，δ，Δ），

当依赖关系狀犲狓狋在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中跨过的流水

段延时Δ与索引变量犐狉的增量θ狉之间的乘积小于

该依赖关系狀犲狓狋在循环体迭代之间的时钟延时，说

明该ＲＡＷ 依赖关系不会影响下一次迭代启动延

时，因此下一次迭代的启动间距设置为１；如果依赖

关系狀犲狓狋在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中跨过的流水段延时Δ

与索引变量犐狉的增量θ狉之间的乘积大于等于该依赖

关系狀犲狓狋在循环体迭代之间的时钟延时，则说明该依

赖关系会影响迭代间启动间距演示，本文首先初始化

该依赖关系经过的所有迭代启动延时为１，然后对最后

一次迭代进行启动时间推迟，因此当犽％犱犲犾犪狔≠０

时，迭代间启动间距置为１，当犽％犱犲犾犪狔＝０时，进

行启动时间推迟，经过对循环程序迭代间执行时间

进行分析，得到式（２）中所示结果．本文所提出迭代

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算法的前提是如何计算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狀犲狓狋在循环体两次迭代之间的时钟

延时．

犐犐犐狉＝

１， 犽＝０

１， 犽＞０∧（（Δ×θ狉＜犱犲犾犪狔）∨

（（犽％犱犲犾犪狔≠０）∧（Δ×θ狉犱犲犾犪狔）））

Δ×θ狉－犱犲犾犪狔＋２，犽＞０∧（犽％犱犲犾犪狔＝０）∧

（Δ×θ狉犱犲犾犪狔

烅

烄

烆 ）

（２）

为了得到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狀犲狓狋在两次迭

代之间的延时信息犱犲犾犪狔，本文提出式（３）～（５）所

示的递归计算方法，在循环犔狅狅狆（狉）中，根据ＲＡＷ

依赖关系狀犲狓狋的依赖距离δ可以获得具有依赖关

系狀犲狓狋的两次迭代之间的延时犱犲犾犪狔，如式（３）所

示，其中犜（犔狅狅狆（狉＋１））表示在循环犔狅狅狆（狉）中索

引变量为犐狉时循环犔狅狅狆（狉＋１）流水执行时的时钟

周期．循环犔狅狅狆（狉）的两次迭代之间延时犱犲犾犪狔由

最内层循环犔狅狅狆（犿）的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犿）以递归形

式计算得到，循环犔狅狅狆（犿）的迭代间启动间距向量

为犐犐犿，根据本文提出的非固定启动间距思想，在实

现循环内部流水执行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循环层间

流水执行．

在进行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分析时，首先

根据式（５）对最内层循环犔狅狅狆（犿）的迭代间启动间

距进行初始化，相邻两次迭代狊狋犿狋（犐犿）之间的启动

间距设置为１，则根据式（３）可以得到犔狅狅狆（犿）中

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犖犈犡犜＝（狀犲狓狋，δ，Δ）所经过的

迭代间延时信息犱犲犾犪狔＝δ，则可以根据式（２）计算

出最内层循环每次迭代之间的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犐犿．

将最内层循环的迭代间流水启动时间确定好之后，可

以根据式（４）计算得出狉＝犿－１时的循环犔狅狅狆（狉）

中内层循环犔狅狅狆（犿）流水执行时的运行时钟周

期数犜（犔狅狅狆（狉）），以循环 犔狅狅狆（犿）作为循环

犔狅狅狆（犿－１）的循环体，进而根据式（２）～（３）可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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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循环犔狅狅狆（犿－１）中每次迭代之间的启动间距向

量．如式（４）所示，在计算最内层循环犔狅狅狆（犿）的运

行时间犜（犔狅狅狆（犿））时，由于每次迭代启动时间为

一个时钟周期，因此直接将最内层循环的每次迭代

启动间距值进行求和．在得到最内层循环执行时间

之后，结合内层循环迭代间启动间距信息，就可以利

用式（４）递归计算出精确的不同深度循环的迭代运

行时间．最后根据式（２）就可以得出多层循环中每一

层循环每次迭代之间的启动间距信息，从而得出循

环程序的ＮＦ＿ＩＩ模型．

犱犲犾犪狔（狊狋犿狋（犐狉））＝
δ， 狉＝犿

犜（犔狅狅狆（狉＋１））＋δ，狉＜｛ 犿
（３）

犜（犔狅狅狆（狉））＝

∑

（狇犿－狆犿
）／θ犿

犽＝０

犐犐犽， 犐犐犽∈犐犐犿，狉＝犿

∑

（狇犿－狆犿
）／θ犿

犽＝０

（犜（犔狅狅狆（狉＋１））＋犐犐犽），犐犐犽∈犐犐犿，１＜狉＜

烅

烄

烆
犿

（４）

犐犐犐犿＝
０，犐犿＝狆犿

１，犐犿≠狆
烅
烄

烆 犿

（５）

根据如上所示多层循环中迭代间启动间距计算

方法，本文在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 ＡＳＣＲＡ中设计

实现了多层循环中循环体流水执行时迭代间启动间

距自动分析算法．多层循环深度流水执行时迭代间

启动间距自动分析算法的伪代码描述如算法１所

示．首先，对最内层循环犔狅狅狆（犿）的启动间距向量

犐犐犿进行分析．采用基于硬件延时的流水线划分算

法［１２］对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犿）进行流水线划分；按照

式（５）对最内层循环犔狅狅狆（犿）的迭代间启动间距

向量犐犐犿进行初始化，将最内层循环中迭代间启动

间距设置为１；然后对狊狋犿狋（犐犿）的 ＲＡＷ＿ＤＤＡ模

型中数据依赖关系集合［犖犈犡犜］进行筛选，当

Δ×θ犿δ时，则该依赖关系狀犲狓狋会对循环体下一次

迭代执行产生推后影响，如果Δ×θ犿＜δ，则说明该

ＲＡＷ 数据依赖关系不会影响迭代间启动间距，因

此将其从数据依赖关系集合［犖犈犡犜］中进行删除，

对符合该条件的狀犲狓狋依赖关系进行遍历，根据式（２）

进行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犿 的更新．对于 ＲＡＷ＿ＤＤＡ

模型中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集合［犖犈犡犜］中每一个

依赖关系（狀犲狓狋，δ，Δ），遍历犔狅狅狆（犿）中所有迭代体

狊狋犿狋（犐犿），根据式（３）可以得知犱犲犾犪狔＝δ，因此，如果

犽％δ＝０并且Δ×θ狉δ，说明该 ＲＡＷ 依赖关系

狀犲狓狋会影响迭代间启动间距，如果该依赖关系狀犲狓狋

在索引变量犐狉到索引变量犐狊的迭代之间，则首先假

设当犐狉＜犐狊－θ犿时，迭代狊狋犿狋（犐狉）的启动间距均

为１，根据式（２）可以将迭代狊狋犿狋（犐狊）的启动推后执

行，启动间距为犐犐狋＝Δ×θ犿－δ＋２，这时可能之前的

迭代启动会被其他的ＲＡＷ 依赖关系推后执行，因

此，将之前的所有迭代启动时间进行求和，将根据

式（２）计算得出的启动间距减去由其他ＲＡＷ 依赖

关系引起的迭代推后执行时间，得到迭代狊狋犿狋（犐狊）最

终的启动间距延时时间犐犐犐狉＝犐犐狋＋δ－狊狌犿．最后，

将得出的迭代体狊狋犿狋（犐狉）的启动间距信息加入启动

间距向量犐犐犿中．

在得到最内层循环犔狅狅狆（犿）的启动间距向量

犐犐犿之后，可以根据式（４）得出最内层循环的运行时

间犜（犔狅狅狆（犿）），从而可以对狉＜犿 的外层循环

犔狅狅狆（狉）进行启动间距分析．首先，初始化启动间

距向量犐犐狉中每个迭代狊狋犿狋（犐狉）的启动时间间距

为１．其次，根据算法１的步骤（１）中的方法对影响

狊狋犿狋（犐狉）中迭代间启动间距的数据依赖关系集合

［犖犈犡犜］进行筛选，将满足条件Δ×θ犿＜犱犲犾犪狔的

依赖关系删除．最后，根据犔狅狅狆（犿）的启动间距向

量犐犐犿和犜（犔狅狅狆（犿）），结合式（２）～（４）对深度狉＝

犿－１的循环犔狅狅狆（狉）进行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狉的分析．

最后，按照上述算法，依据索引变量对循环进行

遍历，迭代求出每一层循环的迭代间启动间距向

量犐犐狉，构建整个循环的迭代间启动间距信息模型

ＮＦ＿ＩＩ．

算法１．　多层循环ＮＦ＿ＩＩ模型自动分析算法．

输入：ＲＡＷ＿ＤＤＡ模型

输出：犖犉＿犐犐

（１）计算最内层循环的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犿，依据式（５）初

始化犐犐犿；

／／筛选ＲＡＷ依赖关系狀犲狓狋；

ＦＯＲｅａｃｈ犃狉狉犪狔ＩＮ犚犃犠＿犇犇犃．［犃狉狉犪狔］ＤＯ

　ＦＯＲｅａｃｈ（狀犲狓狋，δ，Δ）ＩＮ犃狉狉犪狔．［犖犈犡犜］ＤＯ

　 ＩＦΔ×θ犿＜δＴＨＥＮ

　ＤＥＬＥＴＥ犖犈犡犜ＩＮ犃狉狉犪狔．［犖犈犡犜］；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ＩＦ犃狉狉犪狔．［犖犈犡犜］＝ ＴＨＥＮ

　 ＤＥＬＥＴＥ犃狉狉犪狔ＩＮ犚犃犠＿犇犇犃．［犃狉狉犪狔］；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遍历犚犃犠＿犇犇犃．［犖犈犡犜］，更新犐犐犿；

ＦＯＲｅａｃｈ（狀犲狓狋，δ，Δ）ＩＮ犚犃犠＿犇犇犃．［犖犈犡犜］ＤＯ

　ＦＯＲ犐狉←狆犿ｔｏ狇犿ＤＯ

　 犽＝（犐狉－狆犿）／θ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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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犽％δ＝０ａｎｄΔ×θ狉犱犲犾犪狔ＴＨＥＮ

　犐犐狋＝Δ×θ犿－δ＋２；

ＥＮＤＩＦ

狊狌犿＝０；

ＦＯＲ犐狊←（犐狉－θ犿）ｔｏ（犐狉－δ×θ犿）ＤＯ

　狊狌犿＋＝犐犐犐
狊
；

ＥＮＤＦＯＲ

ＩＦ犐犐狋＋δ＞狊狌犿 ＴＨＥＮ

　犐犐犐
狉
＝犐犐狋＋δ－狊狌犿；

ＥＬＳＥ

　犐犐犐
狉
＝１；

ＥＮＤＩＦ

犐犐犿←犐犐犐
狉
；

ＥＮＤＦＯＲ

ＥＮＤＦＯＲ

（２）根据最内层循环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犿和式（２）～（５）递

归计算深度小于犿 的循环犔狅狅狆（狉）的启动间距向量

犐犐狉，构建ＮＦ＿ＩＩ模型；

ＦＯＲ狉←犿－１ｔｏ１ＤＯ

　 初始化犐犐狉，根据式（３）和（４）计算［犖犈犡犜］中狀犲狓狋

在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中相邻两次迭代之间的延时犱犲犾犪狔，

删除［犖犈犡犜］中满足Δ×θ犿＜犱犲犾犪狔条件的狀犲狓狋；

　ＦＯＲｅａｃｈ（狀犲狓狋，δ，Δ）ＩＮ［犖犈犡犜］ＤＯ

　ＦＯＲ犐狉←狆狉ｔｏ狇狉ＤＯ

　β＝（犐狉－狆狉）／θ狉；

依据式（２）计算犐犐犐
狉
；

犐犐狉←犐犐犐
狉
；

ＥＮＤＦＯＲ

ＵＰＤＡＴＥ（犐犐狉）；

ＥＮＤＦＯＲ

犖犉＿犐犐←犐犐狉；

ＥＮＤＦＯＲ

根据上文建立的多层循环迭代间启动间距信息

模型，可以准确地评估出多层循环流水执行时的运

行时钟周期，为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软硬件划分

提供更加完善的划分依据信息，同时采用该 ＮＦ＿ＩＩ

自动分析算法获得的多层循环深度流水执行时迭代

间非固定启动间距信息能够支持循环流水控制单元

的生成．

４　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优化

在进行多层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

方法研究的同时，还在研究如何实现在非固定启动

间距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启动间距模型进行优化，因

为最内层循环的执行时间对整个循环性能影响最

大，因此本文从降低最内层循环循环体迭代间启动

间距向量值方法入手，提出了一种采用流水线调度

技术进行启动间距优化的方法．

在循环犔狅狅狆（犿）中，对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犿）采用基

于硬件延时的流水线划分技术进行流水线划分，当

存在导致下一次迭代推后执行的迭代间ＲＡＷ 依赖

关系狀犲狓狋时，启动间距大于１，则可以通过算法２

中描述的方法进行最内层循环迭代间启动间距优

化，主要思想是将依赖关系狀犲狓狋中的Ｌｏａｄ指令操

作按照ＡＬＡＰ调度算法进行流水段延后，对Ｓｔｏｒｅ

指令按照ＡＳＡＰ调度算法进行流水段数提前，提高

ＲＡＷ 依赖关系中访存指令之间的时间间隔．经过

实验表明，该方法对于一些循环程序应用能够有效

减少最内层循环中循环体流水执行时迭代间启动间

距，从而达到提高循环应用流水执行的性能．

算法２．　多层循环启动间距优化算法．

输入：狊狋犿狋（犐犿）数据流图犱犳犵和ＲＡＷ＿ＤＤＡ模型

输出：优化后的狊狋犿狋和ＲＡＷ＿ＤＤＡ模型

（１）遍历 ＲＡＷ＿ＤＤＡ 中的［犖犈犡犜］，在犱犳犵 中找到

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犖犈犡犜对应的回边犲犻犼（狏犻→狏犼）；

犙犈←；／／犙犈表示回边队列

ＦＯＲｅａｃｈｂａｃｋｅｄｇｅ犲犻犼ＩＮ犱犳犵 ＤＯ

　ＩＦ狏犻．犺＞狏犼．犺ＴＨＥＮ／／狏犻．犺表示节点狏犻的流水段数

权值

　ＥＮＱＵＥＵＥ（犙犈，犲犻犼）；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２）对犙犈 中回边犲犻犼进行遍历，对指令节点狏犻进行

ＡＳＡＰ调度；

ＷＨＩＬＥ犙犈≠ ＤＯ

　犲犻犼←ＤＥＱＵＥＵＥ（犙犈）；

犿犻狀＿犺＿犻＝０；

ＦＯＲｅａｃｈｅｄｇｅ犱犳犵．犲犽犻（狏犽→狏犻）ＤＯ

　ＩＦ狏犻．犺＞狏犽．犺＞狏犼．犺ａｎｄ犿犻狀＿犺＿犻＜狏犻．犺－狏犽．犺

ＴＨＥＮ

　狋犲犿狆＝狏犻．犺－狏犽．犺；

ＥＮＤＩＦ

ＩＦ犿犻狀＿犺＿犻＝０ｏｒ犿犻狀＿犺＿犻＞狋犲犿狆ＴＨＥＮ

　犿犻狀＿犺＿犻＝狋犲犿狆；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ＩＦ犿犻狀＿犺＿犻＞１ＴＨＥＮ

　狏犻．犺＝狏犻．犺－犿犻狀＿犺＿犻＋１；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３）对犙犈 中回边犲犻犼进行遍历，对指令节点狏犼进行

ＡＬＡＰ调度；

ＷＨＩＬＥ犙犈≠ 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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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犲犻犼←ＤＥＱＵＥＵＥ（犙犈）；

犿犻狀＿犺＿犻＝０；

ＦＯＲｅａｃｈｅｄｇｅ犱犳犵．犲犼犿（狏犼→狏犿）ＤＯ

　ＩＦ狏犻．犺＞狏犿．犺＞狏犼．犺ａｎｄ犿犻狀＿犺＿犻＜狏犿．犺－狏犼．犺

ＴＨＥＮ

　狋犲犿狆＝狏犿．犺－狏犼．犺；

ＥＮＤＩＦ

ＩＦ犿犻狀＿犺＿犻＝０ｏｒ犿犻狀＿犺＿犻＞狋犲犿狆ＴＨＥＮ

　犿犻狀＿犺＿犻＝狋犲犿狆；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ＦＯＲ

ＩＦ犿犻狀＿犺＿犻＞１ＴＨＥＮ

　狏犼．犺＝狏犼．犺＋犿犻狀＿犺＿犻－１；

ＥＮＤＩＦ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４）针对优化后的狊狋犿狋，更新ＲＡＷ＿ＤＤＡ模型中依赖

关系犖犈犡犜中的Δ信息．

ＷＨＩＬＥ犙犈≠ ＤＯ

　犲犻犼←ＤＥＱＵＥＵＥ（犙犈）；

　犖犈犡犜←犚犃犠＿犇犇犃．［犖犈犡犜］；

　犖犈犡犜．Δ＝狏犻．犺－狏犼．犺；

ＥＮＤＷＨＩＬＥ

如图１１所示，图（ａ）和（ｂ）中的ＲＡＷ 数据依赖

关系均为犖犈犡犜犃＝｛犃［犻＋２］→犃［犻＋４］，δ＝２｝，

而迭代间流水段延时Δ犪＝４，Δ犫＝３，所得到的迭代

间流水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犪＝（１，１，４，１，４，１，４，…），

犐犐犫＝（１，１，３，１，３，１，３，…）．通过降低数组犃 产生

的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在循环体中所跨过的流水延

时，降低了迭代间流水启动间距，有效地提高了循环

程序的数据吞吐率．

图１１　启动间距优化实例

５　实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针对现有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循环流水映

射对于迭代间启动间距的制导语句控制方式进行分

析，建立了循环流水启动间距信息模型，提出非固定

启动间距控制策略，并设计实现自动分析算法，基于

流水线调度技术进行了启动间距优化，最后在可重

构编译器ＡＳＣＲＡ中，基于Ｘｉｌｉｎｘ的Ｚｙｎｑ７０００ＡＰ

ＳｏＣＺＣ７０６开发板进行了功能实现与性能验证．在

ＡＳＣＲＡ中实现本文所提出的非固定启动间距控制

方式到ＦＰＧＡ硬件电路的自动映射时，与现有可重

构编译器类似，针对每一个循环程序模块，设计实现

一个循环流水调度控制单元，并不需要额外的循环

调度控制单元，与生成迭代间固定启动间距的现有

可重构编译器不同的是，根据非固定启动间距信息

模型生成的循环调度控制单元包含一个额外的存储

器ＲＡＭ和一个计数器，ＲＡＭ用来存储本文方法自

动分析得到的循环流水迭代间非固定启动间距信

息，根据ＲＡＭ中存储的启动间距值使用计数器推

后每次迭代的启动使能信号，从而实现循环程序

迭代间非固定启动间距的流水执行．虽然需要额外

的ＲＡＭ硬件资源和计数器所消耗的硬件资源，但

是与该方法所提升的性能相比，消耗这个规模的

ＦＰＧＡ资源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循环程序来说，影响程序性能的关键是循

环体中的数学运算和逻辑运算指令，一般影响循环

流水执行的关键路径都是数学运算中类似乘法运算

这样耗时的指令，循环调度控制单元虽然会增加

ＲＡＭ 存储器的读写操作，但是该操作是可以采用

数据预取的方式避免对性能的影响．与本文所提出

的非固定启动间距控制方式对循环流水执行时的性

能提升相比，改善循环调度控制单元所引起的性能

降低可以忽略不考虑．本文在进行循环流水启动间

距分析优化的时候，采用局部优化的思想对循环流

水启动间距进行优化与改进，本小节主要采用理论

证明和性能测试两种方式进行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

动分析及优化方法的性能验证．

现有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采用制导语句方式生

成迭代间固定启动间距，对于多层循环中不同深度

的循环犔狅狅狆（狉）所对应的启动间距模型可以表示成

１个一维向量，如式（６）所示，其中１狉犿．

犐犐＝（犐犐１，犐犐２，…，犐犐狉，…，犐犐犿） （６）

假设所有循环体狊狋犿狋（犐狉）的启动时间单位都是

狋，则在采用制导语句生成固定启动间距方式的流水

硬件结构中，循环体相邻迭代之间等待时间犐犐＿犜犻犿犲

如式（７）所示．而采用非固定启动间距控制方式生

成的流水硬件结构中，相邻迭代之间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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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犉＿犐犐＿犜犻犿犲如式（８）所示．

犐犐＿犜犻犿犲＝∏
犿

狉＝１

（犐犐狉×（（狇狉－狆狉）／θ狉）） （７）

犖犉＿犐犐＿犜犻犿犲＝∏
犿

狉＝１
∑

（狇狉－狆狉
）／θ狉

犽＝０

犐犐狆狉＋犽×θ（ ）
狉

（８）

在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制导语句控制生成

的固定启动间距模型ＩＩ中，手动设计的固定启动间

距犐犐狉最佳值为非固定启动间距向量犐犐狉中的最大

值，如式（９）所示，其中犽是正整数．

犐犐狉＝ｍａｘ（犐犐狆狉，犐犐狆狉＋θ狉，…，犐犐狆狉＋犽×θ狉，…，犐犐狇狉）（９）

根据式（７）～（９），可证明得出采用非固定启动

间距方式能够减少多层循环流水执行时循环体每次

迭代启动等待时间，如式（１０）所示．

犐犐＿犜犻犿犲犖犉＿犐犐＿犜犻犿犲 （１０）

为了验证式（１０）的正确性，本文在细粒度可重

构编译器ＡＳＣＲＡ中进行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

析和优化方法的设计与实现，对多层循环分析得到

的启动间距信息不仅可用于支持软硬件划分中硬件

性能评估，同时可支持自动映射生成循环流水硬件

结构的控制调度单元．该方法在提高可重构计算应

用部署效率的基础上，还可以有效地提高部分循环

的流水性能．

下文从测试集ＰｏｌｙＢｅｎｃｈ３．２中选取了不同循

环特征的测试程序进行实验和分析，对比本文提出

的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方法与现有

ＨＬＳ工具采用的制导语句控制方式，测试循环程序

在ＦＰＧＡ硬件中流水执行时消耗的时钟节拍数，并

分析随着循环程序迭代空间的变大，本文方法对循

环程序性能加速效果的变化．

当循环中所有索引变量迭代次数均为常量值

时，采用本文方法能够有效提高循环的性能．下面采

用ｊａｃｏｂｉ１Ｄ、ｊａｃｏｂｉ２Ｄ、Ｓｅｉｄｅｌ２Ｄ这３个经典循环

程序进行测试．其中，ｊａｃｏｂｉ１Ｄ是一个单层循环，索

引变量犐犻＝（０，犖，１），ｊａｃｏｂｉ２Ｄ和Ｓｅｉｄｅｌ２Ｄ是一

个两层循环，循环索引变量向量均为犐狉＝｛（犐犻，犐犼）｜

犐犻＝（０，犖，１），犐犼＝（０，犖，１）｝，这３个测试程序的共

同特征是不同深度循环的索引变量迭代次数均是常

量．与采用制导语句控制方式的现有 ＨＬＳ工具相

比，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减少循环流水执行时的时钟

节拍数．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犖 表示循环索引变

量迭代次数，表１中的测试程序不同深度循环的索

引变量迭代次数均为犖，ｃｌｏｃｋｃｙｃｌｅｓ表示循环流水

执行时消耗的时钟节拍数．根据表１中实验结果可

以得知，随着迭代空间的增大，采用本文提出的循环

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方法，能够有效提高

具有常量迭代次数索引变量的循环程序的性能，并

且能够保持稳定的性能加速比．与采用制导语句方

式的现有 ＨＬＳ工具相比，采用循环流水启动间距

自动分析及优化方法的可重构编译器ＡＳＣＲＡ分别

获得了２０％、３３．３％、４２．８６％的稳定加速比．

表１　索引变量边界值为常量时实验结果

测试集 犖
ｃｌｏｃｋｃｙｃｌｅｓ

　ＨＬＳ 　ＡＳＣＲＡ
加速比／％

ｊａｃｏｂｉ１Ｄ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４ 　　　２０００４ ２０　　

３５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４ １４０００４ ２０　　

６５０００ ３２５００４ ２６０００４ ２０　　

９５０００ ４７５００４ ３８０００４ ２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０４ ５００００４ ２０　　

ｊａｃｏｂｉ２Ｄ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４９９２５００５ 　８９９９７０００４ ３３．３　

４５０００ １２１４９７７５００５ ８０９９９１０００４ ３３．３　

６５０００ ２５３４９６７５００５ １６８９９８７０００４ ３３．３　

１１５０００ ７９３４９４２５００５ ５２８９９７７０００４ ３３．３　

１４５０００ １２６１４９２７５００５ ８４０９９７１０００４ ３３．３　

Ｓｅｉｄｅｌ２Ｄ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７４９１０００６ 　８９９９５５００６ ４２．８６

４５０００ １４１７４７３０００６ ８０９９８６５００６ ４２．８６

７５０００ ３９３７４５５０００６ ２２４９９７７５００６ ４２．８６

１０５０００ ７７１７４３７０００６ ４４０９９６８５００６ ４２．８６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７５７４１９０００６ ７２８９９５９５００６ ４２．８６

当循环中的索引变量迭代次数是变量时，会产

生不规则形状的迭代域空间，例如三角矩阵乘法

ＴＲＭＭ的迭代域及迭代空间依赖关系，如图１２所

示，其特点是迭代域空间属于不规则形状．

图１２　ＴＲＭＭ迭代域及空间依赖关系

针对具备不规则迭代域空间特征的循环程序，

本文选用ＰｏｌｙＢｅｎｃｈ测试集中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ＴＲＭＭ、

Ｔｒｉｓｏｌｖ循环程序分别进行测试．其中，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是一个两层循环，循环索引变量向量犐狉＝｛（犐犻，犐犼）｜

犐犻＝（０，犖，１），犐犼＝（０，犖－犻，１）｝；ＴＲＭＭ 是一个

三层循环，循环索引变量向量犐狉＝｛（犐犻，犐犼，犐犽）｜犐犻＝

（０，犖，１），犐犼＝（０，犖，１），犐犽＝（０，犻，１）｝；Ｔｒｉｓｏｌｖ是

一个两层循环，循环索引变量向量犐狉＝｛（犐犻，犐犼）｜

犐犻＝（０，犖，１），犐犼＝（０，犻－１，１）｝．这３个循环程序中

均存在索引变量迭代次数与索引变量相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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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本文提出的循环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

方法，得到这３个循环程序随着迭代阈值 犖 的变

化，流水执行时消耗的时钟周期数结果，如图１３、

图１４、图１５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循环索引变量

的边界值犖，随着犖 的增长，循环的迭代次数在增

加，纵坐标“运行时间”表示循环程序在ＦＰＧＡ上流

水执行时消耗的时钟节拍数，次纵坐标“优化时间”

表示现有 ＨＬＳ工具与采用本文所提方法实现的

ＡＳＣＲＡ在循环程序流水执行时消耗的时钟节拍数

之差ＨＬＳＡＳＣＲＡ．根据图１３、图１４、图１５结果可

知，与采用制导语句控制方式的现有 ＨＬＳ工具相

比，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地减少循环程序流水执行时

所消耗的时钟节拍数，提高程序的性能，并且本文方

法使循环程序优化的时钟节拍数随着犖 增大而增

长．对于上述３个循环程序，当迭代阈值犖 增大时，

外层循环迭代间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距离会小于内

层循环一次迭代执行所消耗的时间，从而导致外层

循环迭代间启动间距不受其ＲＡＷ数据依赖关系影

响，不需要对外层循环迭代间启动间距进行优化．因

此，本文只对其内层循环启动间距进行优化，即分别

对索引变量为犐犼＝（０，犖－犻，１）、犐犽＝（０，犻，１）、犐犼＝

（０，犻－１，１）的循环进行启动间距优化，减少了内层

循环流水执行所消耗的时钟节拍数，进而减少整个

循环程序流水执行所消耗的时钟节拍数，提高整个

循环程序的性能．

图１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消耗时钟周期数

图１４　ＴＲＭＭ消耗时钟周期数

图１５　Ｔｒｉｓｏｌｖ消耗时钟周期数

综上所述，与现有 ＨＬＳ工具采用制导语句进

行循环流水启动间距控制相比，本文所提出的循环

流水启动间距自动分析和优化方法能够自动获得迭

代间启动间距，能够有效提高可重构计算应用在异

构加速平台上的部署效率；同时，本文提出了非固定

启动间距控制策略与基于流水线调度技术的启动间

距优化方法，针对特定循环能够有效提高循环在

ＦＰＧＡ协处理器中流水执行时的性能，并对具有常量

索引变量迭代次数特征的循环具有良好的加速比．

６　结束语

本文在面向ＣＰＵＦＰＧＡ异构加速平台的细粒

度可重构编译器ＡＳＣＲＡ中提出了一种循环流水启

动间距自动分析及优化方法，针对现有 ＨＬＳ工具

中制导语句生成固定启动间距的缺陷，本文提出的

方法建立了多层循环流水迭代间启动间距分析模

型，并提出了非固定启动间距的控制策略，设计实现

了自动分析启动间距的算法，最后通过流水线调度

方式对多层循环中启动间距进行优化．实验结果表

明，针对计数类多层循环应用程序，本文方法不仅实

现了细粒度可重构编译器中实现循环程序流水硬件

结构映射时启动间距分析的自动化，提高了可重构

计算应用的部署效率，还能够有效降低循环程序在

ＦＰＧＡ硬件上流水执行时因为启动间距产生的时钟

等待延时，提高了循环程序流水执行的性能．本文会

继续致力于在异构加速平台上循环流水自动映射方

向的研究，下一步会结合参数化并行存储模板，进行

循环流水硬件结构的研究，将本文提出的非固定启动

间距控制策略在异构加速平台上进行实现和完善．

致　谢　Ｘｉｌｉｎｘ大学合作计划对课题组提供了相应

的开发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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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课题给予了支持，在此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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