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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通用图形处理器（ＧＰＧＰＵ）并行计算能力的日益增强，其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然而由于不规则计算任

务使得通用图形处理器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其性能并未达到最大化．在论述ＧＰＧＰＵ微体系结构的基础上，该

文重点讨论了多种针对ＧＰＧＰＵ性能提升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主要从针对优化分支转移提升线程级并行度、针

对访存效率的提升和针对标量指令执行以提升资源利用率三方面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另外，

由于功耗问题已成为制约ＧＰＧＰＵ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该文还分析了影响ＧＰＧＰＵ功耗效率的主要原因及目前

提高ＧＰＧＰＵ功耗效率的主要低功耗技术，并对目前针对ＧＰＧＰＵ功耗优化的典型线程调度优化方法进行了分析

比较．最后，该文指出了未来线程调度优化方法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通用图形处理器；线程调度优化；性能；功耗

中图法分类号 ＴＰ３０２　　　犇犗犐号 １０．１１８９７／ＳＰ．Ｊ．１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１７３３

犜犺狉犲犪犱犛犮犺犲犱狌犾犻狀犵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

犌犲狀犲狉犪犾犘狌狉狆狅狊犲犌狉犪狆犺犻犮狊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犝狀犻狋：犃犛狌狉狏犲狔

ＨＥＹａｎＸｉａｎｇ
１），２）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

１），３）
　ＳＨＥＮＦａｎＦａｎ

１）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１
），４）
　ＬＩＱｉｎｇＡｎ

１），２）
　ＬＩＵＺｉＪｕｎ

１）

１）（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犛犮犺狅狅犾，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犠狌犺犪狀　４３００７２）

２）（犛狋犪狋犲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犛狅犳狋狑犪狉犲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犠狌犺犪狀　４３００７２）

３）（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犛狅犳狋狑犪狉犲，犈犪狊狋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犖犪狀犮犺犪狀犵　３３００１３）

４）（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犛犮犺狅狅犾，犎狌犫犲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犠狌犺犪狀　４３００６８）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ｒｍａｓｓｉｖ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ＧＰＧＰＵ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ｓｍａｋｅ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ＧＰＵｕｎｄｅｒ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ｉｔ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ｏｔ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ｄ．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ＧＰＵ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

ＧＰＧＰＵ．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ｂｒａｎｃｈ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ｐｔｉｍｉ

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ｒｅａｄ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ｍｅｍｏｒ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ｃａｌａｒ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ｕｓ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ｐｏｗｅｒ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ｓ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



ｐｏｗｅｒ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ＧＰＵ．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ｓｏｍ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ｕｔ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ｏｗｅｒ

１　引　言

图形处理器（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ＧＰＵ）

拥有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因此，它已经成为目前面

向高吞吐量、满足高性能计算需求的主流计算加速部

件．ＧＰＵ最初用于３Ｄ图形加速处理和计算，随着

处理图形分辨率和图形处理速度要求的日益提高，它

的并行计算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２００６年，ＮＶＩＤＩＡ

公司推出了ＧｅＦｏｒｃｅ８８００，它首次使用统一的渲染

部件代替了各种可编程部件，解决了可编程 ＧＰＵ

片上负载均衡的问题，成为当今通用图形处理器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ＧＰＧＰＵ）

的雏形［１］．而后，流式图形处理器的出现为图形处理

器在通用计算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随着ＧＰＧＰＵ

并行计算体系结构的快速发展，它在面向高吞吐量、

高性能计算通用计算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ＧＰＧＰＵ展现出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高吞吐

量和优秀的能效比，使它成为了目前构建高性能平

台的首选计算加速部件．在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３年的全球

超级计算机ＴＯＰ５００排行榜中，由国防科大主导研

制的天河一号和天河二号均排在榜首［２３］．它们强大

的浮点运算能力来自于其内部采用了大量的图形

加速处理部件．另外，根据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全球超级

计算机ＴＯＰ５００排行榜，前５００的超级计算机中有

６２台超级计算机采用了图形加速处理部件，比２０１３年

增长了９台①．

近年来，ＶＬＳＩ技术及制造工艺的快速发展使

得ＧＰＧＰＵ的并行计算能力有了很大提升．然而在

体系结构和编程模型相同的情况下，ＧＰＧＰＵ性能

的高低主要受访存效率和计算任务并行度的影响．

对于访存和计算模式不规则的应用程序，它的性能

往往无法达到最大化．这种不规则性体现在：（１）应

用程序中存在分支转移，使得ＧＰＧＰＵ在同一时刻

的处理任务分散，降低了任务处理的并行度；（２）访

存的数据分布离散，使得并行处理任务的数据访问

延时增加．

ＧＰＧＰＵ采用ＳＩＭＤ（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ａｔａ）执行模式，即一条指令同时处理多个不同的数

据［４６］．为了获得计算的高度并行，主流的图形处理器

均派生出多个不同的线程对同一指令的不同数据进

行并行处理，这种模式又称为ＳＩＭＴ（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执行模式
［７８］．ＳＩＭＴ执行模

式获得的并行处理属于线程级并行（Ｔｈｒｅａｄ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ＴＬＰ），它与指令级并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ＩＬＰ）和数据级并行（ＤａｔａＬｅｖｅ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ＤＬＰ）并为影响处理器并行计算能力的

３个不同的并行级别
［９１０］．ＧＰＧＰＵ通过支持大量线

程的同时执行获得很高的ＴＬＰ，并通过一定的线程

调度策略保证执行任务的高效并行处理．然而由于

不规则计算和不规则访存模式的存在，ＧＰＧＰＵ 中

不同的线程调度策略对各种并行计算任务的执行效

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早在２００７年，国外就有学者

展开了针对 ＧＰＧＰＵ 性能提升的线程调度优化研

究［１１］．另外，随着功耗问题日渐成为制约ＧＰＧＰＵ发

展的重要瓶颈，也有部分线程调度策略对 ＧＰＧＰＵ

的功耗优化进行了考虑．本文重点关注了近几年来

国内外关于提升ＧＰＧＰＵ性能和功耗效率的线程调

度优化方法的关键技术和相关问题．

本文第２节阐述主流ＧＰＧＰＵ的体系结构和相

关概念，并阐述ＧＰＧＰＵ中线程层次结构和线程调

度层次结构；第３节重点分析比较多种针对ＧＰＧＰＵ

性能提升和功耗优化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最后提

出ＧＰＧＰＵ线程调度优化面临的挑战和进一步研究

的方向．

２　犌犘犌犘犝体系结构及相关概念

ＮＶＩＤＩＡ、ＡＭＤ和Ｉｎｔｅｌ是目前主流通用图形

处理器的三大生产厂商，它们生产的ＧＰＧＰＵ在宏

观结构上相似，但在微观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了

论述的统一，本文以ＮＶＩＤＩＡ公司生产的通用图形

４３７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① 世界超级电脑２０１４年上半年排名：中国天河二号三度夺
冠，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１４／０６／２４／ｔｏｐ５００２０１４０６／



处理器体系结构为基准进行分析论述，后续的相关

概念均以 ＮＶＩＤＩＡ公司提出的 ＧＰＧＰＵ 相关术语

为参考．

２１　犌犘犌犘犝线程层次结构及线程调度层次结构

为了便于线程管理，ＧＰＧＰＵ对线程的组织通

常分为三级：即线程组级（ＴｈｒｅａｄＧｒｏｕｐ，ＴＧ）、线

程块级（ＴｈｒｅａｄＢｌｏｃｋ，ＴＢ）、线程网格级（Ｇｒｉｄ）
［１２］．

线程组（被称为ｗａｒｐ）是线程并发执行的基本单位，

通常由３２个线程构成．它一般按锁步的方式执行指

令［６，１３１４］，即线程组中所有线程执行完当前指令后方

可执行下一条指令．线程块由多个线程组构成，是发

射到ＧＰＧＰＵ核上执行的基本单位．多个线程块又

构成了线程网格．ＧＰＧＰＵ采用三级线程层次结构，

主要是为了方便在线程和线程处理的数据元素之间建

立映射关系．图１展示了ＧＰＧＰＵ的线程层次结构
［１２］．

线程调度是将计算任务分配到不同的处理单

元并按照一定顺序执行的过程．ＧＰＧＰＵ中的线程

调度可以分为３个层次：ｋｅｒｎｅｌ级、线程块级和线程

组级．本文对ＧＰＧＰＵ线程调度层次结构的描述主

要基于文献［１２，１５１６］．ｋｅｒｎｅｌ是在 ＧＰＧＰＵ 核上

能被多个线程并发执行的函数，它需要在ＣＰＵ端

启动并发射到 ＧＰＧＰＵ 的流式多处理器（Ｓｔｒｅａｍ

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Ｍ）上执行．ＮＶＩＤＩＡ从Ｆｅｒｍｉ架

构的ＧＰＧＰＵ开始支持同时发射多个ｋｅｒｎｅｌ，之前

的ＧＰＧＰＵ只允许ｋｅｒｎｅｌ的顺序发射．当ｋｅｒｎｅｌ被

发射之后，线程调度器将派生出来的线程块按一定

的顺序发送到可用的ＳＭ 上执行，通常情况下按轮

转的方式发送．可以被发送到每个ＳＭ 的线程块数

依赖于每个ＳＭ 上的资源使用情况，且不能超过物

理规定的上限．被发送到某个ＳＭ 上的线程组将

按照一定的调度顺序在执行通道上执行．当线程组

图１　ＧＰＧＰＵ线程层次结构

在执行过程中因访存失效等原因被阻塞时，该线程

组将被插入到线程组阻塞队列，然后调度其他准备

就绪的线程组继续执行．

目前对线程调度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线程块

级和线程组级，对ｋｅｒｎｅｌ级的调度优化研究相对

较少．

２２　犌犘犌犘犝宏观体系结构

ＧＰＧＰＵ的宏观体系结构如图２所示①，它由多个

ＳＭ组成，每个ＳＭ又被称为核．为了有效地控制逻辑

控制单元的数量和芯片面积，通常将多个ＳＭ组织为

一个图形处理核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

ＧＰＣ）．每个ＳＭ包含了众多的处理单元（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ＰＵ），每个处理单元负责最终的指令执行．

图２　ＧＰＧＰＵ宏观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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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数据访问效率，ＧＰＧＰＵ采用多级存

储层次结构．常见的ＧＰＧＰＵ存储层次结构分为寄

存器级、高速缓存（ｃａｃｈｅ）级和片外存储器级三级．

其中高速缓存级又可以分为多级，目前常见的

ＧＰＧＰＵ采用两级高速缓存结构．每个ＳＭ 中包含

数量众多的寄存器，称之为寄存器文件，负责直接提

供ＰＵ处理任务所需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寄存器和

一级ｃａｃｈｅ放置在ＳＭ内部，二级ｃａｃｈｅ和片外主存

储器则通过片上互联网络和所有的ＳＭ 相连．为了

提高二级ｃａｃｈｅ的访问效率，二级ｃａｃｈｅ通常被划分

为多个分区，每个分区通过片外存储通道与片外主

存储器相连．另外，ＧＰＧＰＵ通过片上互联网络将多

个ＧＰＣ和片外存储控制器连接起来，主要负责

ＧＰＣ与片外存储之间的数据通信．

２３　犛犕微体系结构

由于本文重点讨论ＧＰＧＰＵ线程调度方法，在此

仅重点介绍了ＳＭ 的微体系结构．本文对ＳＭ 微体

系结构的描述基于文献［１，１７１８］．

ＳＭ微体系结构如图３所示．整个ＳＩＭＤ流水

线［１９］可以分为前端和后端，前端主要包括取指部

件、译码部件、记分板及指令发射器等部件，其余部

件均属于后端［２０］．

取指部件根据每个线程组对应的ＰＣ值负责从

片外存储将指令取到指令ｃａｃｈｅ中．指令ｃａｃｈｅ中的

指令则依次送到指令译码部件，经过译码后的指令

被送到指令ｂｕｆｆｅｒ中．指令ｂｕｆｆｅｒ为每个线程组缓

冲译码后的指令，便于指令的快速执行，并为每个线

程组分配一定数量的专用指令槽．图３中的记分板

部件用来记录每个线程组当前执行指令的目的寄存

器的使用情况，主要用来判断执行指令之间的数据

依赖关系．指令发射器按一定的策略选取准备就绪

的指令发射．

图３　ＳＭ微体系结构

　　由指令发射器发射的指令到达ＳＩＭＤ流水线后

端执行通道后需要通过寄存器访存部件获取执行所

需要的操作数．为了满足大量并发线程的同时执行，

ＧＰＧＰＵ设置了数量众多的寄存器，并将这些寄存

器组织为多个单端口的寄存器块（Ｂａｎｋ），以便于多

个并发线程同时访问．分支处理单元用于正确处理

程序中的分支转移指令，并为每个线程组分配一个

栈结构，称之为重汇聚栈．该栈结构由执行指令ＰＣ、

分支重汇聚ＰＣ（ＲＰＣ）和执行指令对应的活跃线程

掩码位向量三部分组成．访存部件主要实现数据存

取，其中冲突检测部件确保对同一共享ｃａｃｈｅ块的多

个访问能正确执行；访存合并部件实现对访问同一数

据ｃａｃｈｅ行的多个访存请求进行合并，以减少访存次

数；ＭＳＨＲ（Ｍｉｓ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ｓ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失效状

态保留寄存器）用于记录访问ｃａｃｈｅ失效的请求，并

对同一ｃａｃｈｅ行的多个访问失效请求进行合并．

３　线程调度优化方法

ＧＰＧＰＵ在越来越多的通用计算领域得到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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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然而对于访存和计算模式不规则的应用程序，

ＧＰＧＰＵ的性能往往未能达到最大化．影响ＧＰＧＰＵ

性能达到最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程序执行过程

中出现的线程级并行度降低和访存效率下降是其中

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中线程级并行度的降低会使

ＧＰＧＰＵ计算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它主要由程

序中存在的分支转移指令导致．访存效率下降则会

使计算过程延时增加，访存离散和资源竞争导致的

数据局部性破坏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另外，致使

ＧＰＧＰＵ性能不能达到最大化的原因还包括由于线

程执行速度不一致等因素导致核上资源利用率下

降、标量指令冗余执行而导致的资源利用浪费等．

目前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通常都以提高程序执

行过程中的线程级并行度、访存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等为主要目标．另外，由于功耗问题的日渐突出，越

来越多的线程调度方法在提升 ＧＰＧＰＵ 性能的同

时，也考虑了对ＧＰＧＰＵ产生的功耗进行优化．

３１　针对分支转移的线程调度优化

分支转移指令在通用应用程序中非常普遍，它

主要分为结构化分支转移指令和非结构化分支转移

指令两类．其中结构化分支转移指令一般包括ｉｆ语

句和循环语句中的分支转移指令等，而非结构化分

支转移指令一般包括ｂｒｅａｋ指令、ｃｏｎｔｉｎｕｅ指令、

ｇｏｔｏ指令以及异常跳转指令等
［２１］．如果线程组在执

行过程中遇到分支转移指令，那么该线程组中的每

个线程将根据分支指令的计算结果而选择后续执行

的分支路径，这容易出现部分线程执行不同分支路

径的情形．而且由于ＳＩＭＴ执行模式只允许某线程

组在某一时刻执行一条指令，这会致使不同的分支

路径只能串行执行，从而必然降低任务执行的

ＴＬＰ．另外，如果同一线程组中执行不同分支路径的

线程在执行完相应的分支路径后没有进行重汇聚处

理，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后续规则指令执行的ＴＬＰ．基

于栈的重汇聚机制（Ｐｏｓ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ｏｒ，ＰＤＯＭ）可以有

效地解决由于分支转移带来的性能降低［２２２４］，它在

分支重汇聚处将属于同一线程组的线程重组为分支

前的线程组，以提高后续指令执行的ＴＬＰ．图４展

示了一个传统的、基于栈的重汇聚机制的分支转移

控制流的处理流程示例．图中左边部分是一个基本

的分支转移控制流结构，其中每个字母代表一个基

本语句块；每位数字表示一位掩码位，代表对应

ＳＩＭＤ通道的状态，“１”表示该通道上有活跃线程执

行，“０”表示该通道空闲．图中右边部分表示左边控

制流图中的线程在通道中的执行情况，其中黑色箭

头表示通道上有活跃线程执行，灰色箭头表示该通

道空闲．该图表明出现分支转移时，ＳＩＭＤ通道未能

满负载运行．

图４　传统分支转移执行情况

由图４分析可以看出分支转移引起性能下降的

根本原因在于分支转移降低了ＴＬＰ，因此在出现分

支转移时，应尽量提高并发执行的线程数．目前针对

分支转移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主要有两类：（１）线

程重组机制；（２）多路并行执行机制．

３．１．１　线程重组调度优化

线程重组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当遇到分支转移

时，将执行相同指令、相同分支路径上的、对应不同

ＳＩＭＤ执行通道的多个线程重新组合在一起，动态

地形成并行执行宽度更大的线程组．当该分支路径

执行结束后，该分支路径上的线程将在重汇聚点等

待其他分支路径的线程执行结束，并与之重新组合

成原先的线程组继续向前执行．该机制以提高某一

分支路径上并行执行的线程数为目标，进而提高

ＳＩＭＤ执行通道的利用率．线程重组又可以分为线

程组间的线程重组、线程组内的线程重组及二者结

合的线程重组这三类策略．

Ｃｅｒｖｉｎｉ
［２５］提出了针对包含ＳＩＭＤ功能单元的

通用微处理器的动态线程重组机制．Ｆｕｎｇ等人
［１１］

则提出了针对 ＧＰＧＰＵ 的线程重组策略 ＤＷ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ｒｐ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在２０１１年，Ｆｕｎｇ等

人［１７］又提出了另一种线程重组调度策略 ＴＢＣ

（Ｔｈｒｅａｄ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相对于ＤＷＦ，ＴＢＣ将

线程重组的范围限制在一个线程块中，而且不需要

在每个时钟周期进行线程重组检查，仅在出现分支

转移指令时进行线程重组，大大地减少了线程重组

的次数以及由此产生的开销．另外，ＴＢＣ对基于栈

的重汇聚机制进行了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ＳＩＭＤ资源利用率的下降．实验表明，相对于ＤＷＦ，

ＴＢＣ的平均性能提升了１７％．Ｎａｒａｓｉｍａｎ等人
［２６］针

对分支路径活跃线程数量不够的问题提出了ＬＷＭ

（ＬａｒｇｅＷａｒｐ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策略．该策略中定

义的ｌａｒｇｅｗａｒｐ实质上是由多个线程组构成的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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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因此与ＤＷＦ和ＴＢＣ一样，ＬＷＭ也属于线程组

间的线程重组．但是由于ＬＷＦ是以ｌａｒｇｅｗａｒｐ为

调度单位，因此相对于ＴＢＣ，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因为对不同线程组进行同步而产生的开销．Ｍａｌｉｔｓ等

人［２７］则提出了全局范围内的线程重组策略 ＯＤＧＳ

（Ｏｒａｃ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将线程组间

的线程重组从ＳＭ内扩展至ＳＭ之间．

虽然线程组间的线程重组可以提高ＳＩＭＤ通道

的利用率，但是此类方法需要将属于不同线程组的

线程重组在一起，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线程

组内的数据局部性．另外 ＴＢＣ等策略还需要对多

个线程组同步，因此会产生一定的开销．在此基础

上，Ｖａｉｄｙａ等人
［２８］提出了线程组内的线程重组机

制ＢＣＣ（ＢａｓｉｃＣｙｃｌｅ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和ＳＣＣ（Ｓｗｉｚｚｌｅｄ

Ｃｙｃｌｅ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其利用实际ＳＩＭＤ物理通道数

比标准线程组宽度小的特点，仅将线程组内的线

程重组为与实际ＳＩＭＤ物理通道宽度相等的线程

组．Ｊｉｎ等人
［２９］提出的线程重组机制 ＨＷＳ（Ｈｙｂｒｉｄ

ＷａｒｐＳｉｚｅ）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

线程组内的线程重组避免了对线程组内的数据

局部性产生破坏，也无需对多个线程组进行同步．然

而此类方法也存在着重组率不高、受到实际ＳＩＭＤ

物理通道宽度的影响等不足，尤其是当ＳＩＭＤ硬件

宽度与线程组大小相等时，该类策略对系统性能提

升的意义不大．部分研究者将上述两类线程重组

调度机制进行了有效地结合．Ｂｒｕｎｉｅ等人
［３０］同时提

出了线程组内的线程重组策略ＳＢＩ（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和线程组间的线程重组策略

ＳＷＩ（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Ｗａｒｐ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并将二者

进行了有效地结合．但是与前面所提到的线程组间

和线程组内的线程重组不同的是，ＳＢＩ和ＳＷＩ可以

将执行不同指令的线程重组在一起．Ｊｉｎ等人在文献

［２９］中对ＤＷＦ算法进行了改进，允许线程改变执行

通道，提升了线程重组率，并将ＨＷＳ和改进的ＤＷＦ

进行了有效结合，平均性能比ＤＷＦ提升了２７％．

在进行线程重组时，对应相同ＳＩＭＤ通道的线

程组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冲突，这种情况下进行线程

重组并不会提升性能，相反会产生额外开销．对此，

Ｒｈｕ等人
［３１］提出了ＣＡＰＲＩ（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Ｐｒｉｄｉｃｔｏｒ）策略，在不同的线程组间进行选择性的重

组压缩调度，使得线程重组调度时机的选取更加合理

有效，减少了无效的线程重组调度．ＣＡＰＲＩ策略在较

大程度上解决了线程重组的冲突问题，但是该问题

并没有完全得到避免．之后 Ｒｈｕ等人
［３２］又提出了

ＳＬＰ（ＳＩＭＤＬａｎｅ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策略，通过置换线程

对应的ＳＩＭＤ通道进一步解决了线程重组出现的冲

突问题，提高了线程重组策略的有效性．然而该策略

进行的ＳＩＭＤ通道置换操作会产生较大开销，而且

频繁置换通道产生的开销对系统性能提升的影响是

不可忽略的．

线程重组调度优化策略能在出现分支转移的情

况下提高不同分支路径上的ＳＩＭＤ资源利用率，减

少闲置的ＳＩＭＤ通道数，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系

统性能，但是在提高线程重组的有效性、平衡线程重

组的收益和减少开销等方面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

表１归纳了几种主要的线程重组调度优化策略

的特点．从表中可以看出组间的线程重组能获得较

高的ＳＩＭＤ资源利用率，而组内的线程重组保持了

线程组的数据局部性，其访存失效率更低．

表１　主要的线程重组调度优化策略特点

线程重组策略
线程重组

分类

数据局部性

保持特性

线程组间

同步特性

受限ＳＩＭＤ
硬件宽度

重汇聚机制
平均访存

失效率
ＳＩＭＤ资源

利用率

ＤＷＦ［１１］ 组间 破坏数据局部性 不同步 不受限 延迟重汇聚 较高 较低

ＴＢＣ［１７］ 组间 破坏数据局部性 同步 不受限 尽早重汇聚 较高 较高

ＬＷＭ［２６］ 组间 破坏数据局部性 同步 不受限 及时重汇聚 较高 较高

ＳＣＣ＋ＢＣＣ［２８］ 组内 保持数据局部性 不同步 受限 及时重汇聚 较低 较低

ＨＷＳ［２９］ 组内 保持数据局部性 不同步 受限 及时重汇聚 较低 较低

ＳＢＩ＋ＳＷＩ［３０］ 组内＋组间 破坏数据局部性 不同步 不受限 选择性重汇聚 较高 较高

ＣＡＰＲＩ［３１］ 组间 破坏数据局部性 同步 不受限 及时重汇聚 一般 较高

３．１．２　多路并行执行的线程调度优化

在提高ＳＩＭＤ资源利用率的同时，线程重组调

度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线程组内的数据局部性，而

多路并行执行线程调度则是在不破坏数据局部性的

情况下尽量提升ＳＩＭＤ资源的利用率，并通过提供

更多的线程调度实体来提升隐藏长延时访存的能

力．它是另一类常见的、提升分支转移处理效率的线

程调度优化机制，主要通过改变传统分支路径顺序

执行的方式，尽量让多个分支路径上的线程交替调

度执行或同时调度执行．

当某一个分支路径上的线程组由于长延时访存

等待而造成流水线空闲时，交替调度执行其他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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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的线程组能够填补该空闲，这样既能提高并发执

行的线程数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访存级并行度

（Ｍｅｍｏｒｙ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ＭＬＰ）．Ｍｅｎｇ等人
［３３］、

Ｙｕ等人
［３４］和ＥｌＴａｎｔａｗｙ等人

［３５］分别提出了多路交

替执行的线程调度优化策略ＤＷ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ｒｐ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ＤＯＭＡＳＩ（ＰＤＯＭｗｉｔｈＡｌｌＳｕｂｗａｒｐｓ

Ｉｓｓｕａｂｌｅ）、ＭＰＩＰＤＯＭ（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ＩＰＤＯＭ）．其中

ＤＷＳ和 ＭＰＩＰＤＯＭ采用ｗａｒｐ分片表实现了多个

子 ｗａｒｐ（ｗａｒｐ中执行相同分支路径的部分线程

集合）的交替执行，ＰＤＯＭＡＳＩ则通过对分支控制

结构进行二叉树分析实现了多个子ｗａｒｐ的交替执

行．而 Ｒｈｕ等人
［３６］提出的双路径交替执行策略

ＤＰＥ（Ｄｕａｌｐａｔ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通过对重汇聚栈结构的

修改，仅实现了双分支路径上的线程交替执行．另

外，多路线程交替执行需要考虑当子 ｗａｒｐ执行结

束后，及时对它们进行重汇聚，以保证后续指令保持

高的ＳＩＭＤ通道利用率．ＰＤＯＭＡＳＩ、ＤＰＥ实现了

及时重汇聚策略，ＭＰＩＰＤＯＭ实现了尽早重汇聚策

略，ＤＷＳ策略则采用延迟重汇聚机制，但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后续规则指令执行时的ＳＩＭＤ通道利用

率．另外，这４种多路线程交替调度策略在一定程度

上均能有效地解决ＳＩＭＤ执行深度不够（可供调度的

线程实体不足）的问题．Ｌａｓｈｇａｒ等人
［３７］提出的

ＨＡＲＰ（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ｎｍａｎｙｃｏ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策略则有效地结合了线程重组机制和多

路交替调度机制，它能同时解决分支转移引起的

ＳＩＭＤ执行宽度和执行深度下降的问题．

交替执行的线程调度方式在宏观上实现了多路

分支路径的并行执行，增加了可供调度的线程实体，

相对于传统的顺序执行，它能进一步提升ＴＬＰ．但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优势只有在活跃线程组不够的

情况下方能体现出来，因为当存在其他活跃线程分

组时，快速切换到其他活跃线程组可以隐藏线程调

度实体的长延时访存操作．另外，交替执行的线程调

度也可以看做是将后面调度线程组的调度次序提

前，提前执行的线程组产生的访存结果可以被先前

调度的线程组使用，从而提高并发线程的访存并行

度，有利于提升系统的访存效率．

多路交替调度执行能使不同分支路径上的线程

组相互隐藏各自的长延时访存操作，然而微观上某

一时刻仍然只有一条分支路径上的线程执行，ＳＩＭＤ

资源的利用率仍然没有达到最大化．多路线程同时

调度执行是另一类提高ＳＩＭＤ通道利用率的方法，

它可以使不同分支路径上的线程同时执行各自的指

令．相对于多路交替执行的线程调度方法，多路线程

同时调度执行能进一步提高ＳＩＭＤ通道的利用率．

文献［３８］提出了双指令多线程（Ｄｕ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ＤＩＭＴ）的思想，通过对指令发

射等部件的改动来实现双分支路径的同时执行．

３．１．１小节提到的ＳＢＩ和ＳＷＩ策略通过对指令发射

部件的修改也实现了双分支路径上同时发射指令．

Ｗａｎｇ等人
［３９］提出并实现了ＭＳＭ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ＩＭ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执行模型，设置了多个可灵活划分

的、独立的ＳＩＭＤ数据通道，使得不同分支路径上

的线程组可以同时执行，大大地提高了程序执行

的ＴＬＰ．ＭＳＭＤ模型实质上是对 ＭＩＭＤ执行模型

的发展，它包含了ＳＩＭＤ模型的思想，但在硬件实

现上更加复杂．Ｄａｓｉｋａ等人
［４０］针对科学计算提出

的ＰＥＰＳＣ（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体系结构和文献［４１４３］提出的ＴＳＩＭ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ＩＭＴ）执行模式均支持多个分支同时执

行，与 ＭＳＭＤ模型的思想相似．但是，相对于ＳＩＭＤ

模型，它们和 ＭＳＭＤ模型一样，在物理实现上要复

杂得多，需从面积和功耗等方面进行更多的考虑．

多路并行执行的线程调度优化能在出现分支转

移时进一步提升程序执行的ＴＬＰ，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系统的 ＭＬＰ．但是多路并行执行的线程调度

优化策略仍然存在着提升ＴＬＰ有限、硬件物理开销

较大、重汇聚时机选取欠合理等不足，可以在这些方

面做进一步的研究．另外，可以综合考虑线程重组和

多路交替执行的两类线程调度机制的优势，对它们

进行有效地结合，使得各分支路径的ＳＩＭＤ执行宽

度和执行深度得到更有效的提升．

表２归纳了几种常见的多路并行执行线程调度

策略的特点．从表２中可以看出，由于ＤＷＳ采用了

延迟重汇聚策略，它对ＴＬＰ提升的幅度最小．

表２　主要的多路并发执行线程调度策略特点

多路并发执行策略 多路并发执行分类 是否结合线程重组 重汇聚时机 ＴＬＰ提升程度 实现复杂程度

ＳＢＩ＋ＳＷＩ［３０］ 多路同时执行 是 选择性重汇聚 较高 较高

ＤＷＳ［３３］ 多路交替执行 否 延迟重汇聚 较低 一般

ＭＰＩＰＤＯＭ［３５］ 多路交替执行 否 尽早重汇聚 一般 较高

ＤＰＥ［３６］ 多路交替执行 否 及时重汇聚 一般 一般

ＨＡＲＰ［３７］ 多路交替执行 是 及时重汇聚 一般 一般

ＭＳＭＤ［３９］ 多路同时执行 否 及时重汇聚 较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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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分支转移中的重汇聚机制

将执行不同分支路径的线程在重汇聚点上进行重

汇聚同步，将它们重新组合成分支转移前的线程组，以

保证后续规则指令执行过程能保持较高的ＴＬＰ．

传统的ＰＤＯＭ重汇聚机制选择立即后支配块

作为重汇聚点［１１，４４］．然而重汇聚点的选取对存在分

支转移程序的执行效率有较大的影响．如果重汇聚

点选择较晚，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后续规则指令执

行的ＴＬＰ，但是对于某些应用程序尤其是访存密集

型程序，选择较晚的重汇聚点对提升整个程序执行

的 ＭＬＰ是有益的．这主要得益于此类程序的线程

组内部存在数据局部性的可能性较大，提前执行的

部分线程获取的数据则可能被落后的线程所使用，

从而提高落后线程后续的ｃａｃｈｅ访问命中率．因此，

针对不同的计算任务，应选择不同的重汇聚策略．但

是，采用何种重汇聚策略需要综合考虑重汇聚策略

带来的性能收益和由此产生的开销等因素，只有当

收益大于开销，重汇聚策略才是有益的．Ｍｅｎｇ等

人［３３］提出的ＤＷＳ策略对所有的情形均采用延迟重

汇聚策略．文献［１７，３０，３５］则认为尽早重汇聚以同

步不同执行分支路径的线程对提升ＴＬＰ有利，并对

尽早重汇聚机制及实现进行了分析讨论．Ｄｉａｍｏｓ等

人［４５］专门针对非结构化的分支转移，提出了 ＴＦ

（Ｔｈｒｅａ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重汇聚机制，结合编译技术实现了尽

早重汇聚机制，减少了某些基本指令块的重复执行．

上述重汇聚策略的最大不同在于重汇聚时机的

选择，但是它们各自对所有的应用程序均采用统一

的重汇聚机制，并未综合考虑性能收益和开销等多

种因素．适宜的方法是根据不同应用程序的特点选

择合适的重汇聚时机和相应的重汇聚机制．

３２　针对访存效率提升的线程调度优化

访存效率是影响ＧＰＧＰＵ整体性能高低的主要

因素之一．除了本身物理条件的限制，访存离散和片

上存储资源访问竞争引起的数据局部性破坏等因素

也会影响ＧＰＧＰＵ的访存效率．针对访存效率提升

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通常以减少片上存储资源访问

竞争和减少访存离散为主要目的，并通过数据预取

等手段来提升数据访问的命中率．

３．２．１　针对片上存储资源访问竞争的线程调度优化

存储系统的带宽是影响ＧＰＧＰＵ性能的重要瓶

颈，在片上集成层次化的存储资源有利于提升

ＧＰＧＰＵ的访存吞吐量．ＧＰＧＰＵ片上存储资源通常

包括寄存器文件、一级数据ｃａｃｈｅ、一级指令ｃａｃｈｅ

和纹理ｃａｃｈｅ等．由于芯片面积的限制，相对于片上

同时执行的成千上万个线程，这些资源显得非常有

限．当调度到核上的线程数超过一定限度，存储资源

将会出现不足．如果继续调度线程到这些核上执行，

则会产生对核上存储资源的访问竞争，此时会置换

部分已分配的资源，必然会降低被置换资源对应线

程的访存效率．因此当出现资源访问竞争时，系统的

性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严重时会出现访存“抖

动”现象［４６４８］．因此，尽量减少线程对存储资源的占

用，或尽快释放对存储资源的占用，是减少片上存储

资源访问竞争的两种直观思路．Ｂａｋｈｏｄａ等人
［４９］研

究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应用程序在并发执行的线程

块数量受限的情况下能获得更高的性能．线程调度

优化成为了目前解决片上存储资源尤其是ｃａｃｈｅ资

源访问竞争问题的重要方法，它可以从３个方面进

行考虑：（１）通过优化调度到ＧＰＧＰＵ核上的并发线

程数量减少对片上存储资源访问竞争；（２）通过混合

执行不同类型的计算任务减少对片上存储资源访问

竞争，并尽可能地提升片上资源的利用率；（３）通过优

化线程的调度顺序减少片上存储资源的访问竞争．

改变线程调度的顺序和时机、有效控制和优化调

度到核上的线程数量，是目前线程调度优化解决片上

存储资源访问竞争的主要思想．Ｒｏｇｅｒｓ等人
［５０］提出

的ＣＣＷＳ（Ｃａｃ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策略通过对线程组ｃａｃｈｅ访问失效情况的分析，动

态调整调度到ＧＰＧＰＵ核上的线程组数量，但是它

需要等到数据局部性破坏之后才进行相应的调整．

随后Ｒｏｇｅｒｓ等人
［４８］又提出了另一种降低ｃａｃｈｅ资

源访问竞争的线程调度策略 ＤＡＷＳ（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ｗａｒｅＷａｒｐ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与 ＣＣＷＳ策略不同的

是，该策略通过分析ｃａｃｈｅ的使用情况主动地动态

调整调度到核上的线程组数量，破坏数据局部性的

情况大幅度地减少．Ｋａｙｉｒａｎ等人
［１６］则结合不同计

算任务的特点动态调整调度到核上的线程块数量．

他们通过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计算任务运行不同

数量的线程块时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能效果，并提出

了ＤＹＮＣＴ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ＴＡ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线程调度

策略．与ＣＣＷＳ和ＤＡＷＳ策略不同，该策略定期对

ＧＰＧＰＵ核的状态进行定量分析，然后动态调整调

度到ＧＰＧＰＵ核上的线程数量．Ｃｈｅｎｇ等人
［５１］针对

多核处理器的访存竞争问题也提出过类似的模型．

不同的是，他们通过对多核处理器性能的定量分析

来动态地确定最优并发访存任务数．与前面几种动

态调整调度到核上的线程块数量的方法不同，Ｌｅｅ

等人［５２］提出的ＬＣＳ（ＬａｚｙＣＴＡ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Ｂ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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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ｃｋＣＴＡ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的线程调度策略对调度到

核上的最优线程组数量进行静态量化．

限制调度到核上的线程组数量是前面几种算法

的主要特点，可以有效地减少ｃａｃｈｅ的访问竞争和对

数据局部性的破坏，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片上资源

的利用率．Ｘｉａｎｇ等人
［５３］提出了 ＷａｒｐＭａｎ（Ｗａｒｐ

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线程调度策略，充分考

虑了片上存储资源竞争的问题，在保证不破坏数据

局部性的基础上，尽量调度更多的线程组到核上运

行．文献［５４５５］通过实验分析发现，一次运行一个

计算任务会造成ＧＰＧＰＵ资源利用率较低，通过对

ＧＰＧＰＵ资源空间划分或细粒度控制，让多个ｋｅｒｎｅｌ

并发执行，可以有效地提高片上资源的利用率．但

是在组合计算任务时，应尽可能选择不同特点的

ｋｅｒｎｅｌ，以尽可能减少ｋｅｒｎｅｌ之间产生的存储资源

竞争．Ｚｈｅｎｇ等人
［４７］提出的 ＣＣＡ（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ａｃｈｅ

ａｎ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线程调度策略充分利

用了这一性质，对于表现出数据局部性的线程组采

用动态数量调节调度策略，而对于不具有数据局部

性的线程组则采用ｃａｃｈｅ绕行策略调度执行，这既

限制了访问ｃａｃｈｅ的线程数量，又提高了并发执行

的线程数量．相对于 ＷａｒｐＭａｎ，由于有更多的执行

任务，ＣＣＡ策略具有更大的ＳＩＭＤ执行深度，对长

延时访存操作的隐藏能力更强．Ａｗａｔｒａｍａｎｉ等

人［５６］也提出了同时调度不同类型ｋｅｒｎｅｌ的线程调

度策略 ＫＩＴＢＳ（Ｋｅｒｎｅｌ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ｅｄＴｈｒｅａｄＢｌｏｃｋ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并明确指出将访存密集型ｋｅｒｎｅｌ和计算

密集型ｋｅｒｎｅｌ进行组合调度．Ｌｅｅ等人
［５２］在文献中

提出的ｍＣＫＥ（ｍｉｘｅ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Ｋｅｒｎｅｌ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线程调度策略也支持发射多个ｋｅｒｎｅｌ到同一个核

执行，但是文中对于如何组合ｋｅｒｎｅｌ没有进行深入

的讨论．

调度多个ｋｅｒｎｅｌ到同一个核上执行确实能提

高片上资源的利用率，但是需要同时调度不同类型

的ｋｅｒｎｅｌ，否则会加剧对片上资源的访问竞争．如何

合理组合ｋｅｒｎｅｌ成为了该类线程调度方法的关键，

对于包含ｋｅｒｎｅｌ类型相同的应用程序并不适用，因

此它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和上述两类方法一样，改变线程的调度顺序也

能有效地减少片上存储资源访问竞争．Ｎａｒａｓｉｍａｎ

等人［２６］为了提升长延时访存操作的隐藏能力，提出

了两级调度策略ＴＬ（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将连

续的线程块进行分组，限制某一时间段内同时执

行的线程数量，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片上资源访问竞

争，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程序执行过程的ＴＬＰ，

也会降低片上资源的利用率．Ｊｏｇ等人
［５７］在ＴＬ的

基础上提出了 ＯＷ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ａｄＡｒｒａｙ

ＡｗａｒｅＷａｒｐ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线程调度策略，它也是按

线程块组进行两级调度．另外ＯＷＬ策略还通过调

度不连续的线程块组来提高访存的并行度，有利于

系统整体访存性能的提升．

优化线程的调度顺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片

上资源的访问竞争，但是如果调度顺序不当，有可能

破坏线程组之间的数据局部性，甚至会降低程序执

行过程中的ＴＬＰ和片上资源的利用率．

上述三类线程调度优化方法在一定程度解决了

片上资源访问竞争问题，有的方法甚至进一步提升

了片上资源的利用率．然而这些线程调度优化方法

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限制核上并行执行的线程数量

与提高片上资源利用率存在冲突；同时调度多个

ｋｅｒｎｅｌ的适用性较差，对ｋｅｒｎｅｌ进行定性分析机制

有待完善；改变线程的调度顺序与保持数据局部性

存在冲突．因此，在解决片上存储资源访问竞争的问

题上可以在这些方面继续展开研究．

表３对几种常见的针对片上存储资源竞争的线

程调度优化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比较．

表３　常见的针对片上资源竞争的线程调度优化策略特点

线程调度策略 解决资源竞争的方式 线程调度粒度 是否提升资源利用率 是否提升ＴＬＰ 保持数据局部性
提升片上／片外

存储资源访问效率

ＤＹＮＣＴＡ［１６］ 动态限制调度数量 线程块 否 否 较好 片上存储

ＴＬ［２６］ 改变线程调度顺序 线程块 否 否 较差 片上存储

ＣＣＡ［４７］ 混合调度不同计算任务 线程组 是 是 较好 片上存储

ＤＡＷＳ［４８］ 动态限制调度数量 线程块 否 否 较好 片上存储

ＣＣＷＳ［５０］ 动态限制调度数量 线程块 否 否 较差 片上存储

ｍＣＫＥ［５２］ 混合调度不同计算任务 Ｋｅｒｎｅｌ 是 是 一般 片上存储

ＷａｒｐＭａｎ
［５３］ 动态限制调度数量 线程组 是 否 较好 片上存储

ＯＷＬ［５７］ 改变线程调度顺序 线程块 否 是 较好 片上和片外存储

３．２．２　针对访存离散的线程调度优化

ＧＰＧＰＵ通过支持大量并发线程的同时执行来

隐藏长延时访存操作，当某个线程组处于长延时访

存等待状态，ＧＰＧＰＵ 会立即切换到其他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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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程组继续执行，因此只要有足够活跃的线程组，

ＳＩＭＤ流水部件就会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然而，同一

个线程组中不同线程访问的地址可能不在同一个

ｃａｃｈｅ行，且它们的访存情况也可能存在差异，部分

线程由于Ｌ１ｃａｃｈｅ访问失效而处于等待状态，另一

部分线程的Ｌ１ｃａｃｈｅ访问命中．另外，由于ＳＩＭＤ

执行模式采用锁步执行方式，线程组中Ｌ１ｃａｃｈｅ访

问命中的线程只能等待Ｌ１ｃａｃｈｅ访问失效的线程，

导致整个线程组的执行被延时，我们称这种情况为

访存离散（Ｍｅｍｏｒｙ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３３］．

通常情况下，访存离散比分支转移发生的概率

大很多［５８］．如果在发生访存离散时没有足够活跃的

线程组进行切换，ＳＩＭＤ流水线将处于空闲状态，从

而对系统性能造成影响．另外，访存离散还会导致相

应线程组的执行被挂起，延缓了其执行进度，其持续

占有的资源对其他线程的执行也会产生影响．文献

［５９６１］针对ＣＰＵ的ｃａｃｈｅ访问失效提出了向前执

行（Ｒｕｎａｈｅａ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的策略，他们将这种向前

执行看作是无效的“预执行”，但是可以将后续指令

及其数据提前预取到ｃａｃｈｅ中，减少后续指令的

ｃａｃｈｅ访问失效率．借助于该思想，在ＧＰＧＰＵ中，当

某个线程组出现访存离散时，也可以允许部分Ｌ１

ｃａｃｈｅ命中的线程继续向前执行，从而加速整个线

程组的执行进程．Ｔａｒｊａｎ等人
［５８］针对访存离散提出

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ｌｉｐ线程调度策略，重点讨论了针对循

环中出现访存离散时的线程调度优化机制．但是

由于该策略总是在下一次循环迭代中才对线程组进

行重汇聚，容易造成较大的等待延时．在此基础上，

Ｍｅｎｇ等人
［３３］提出了ＤＷＳ策略，能对任意发生的

访存离散进行处理，并提出了相对更加有效地重汇

聚机制．随后 Ｍｅｎｇ等人
［６２］分析认为宽度越大的

ＳＩＭＤ越容易出现访存离散，他们提出了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ＩＭＤ自适应调度策略，对不同应用程序的执行性

能进行抽样测试分析，以此来调节ＳＩＭＤ的执行宽

度和执行深度，减少了访存离散的发生．Ｌａｓｈｇａｒ等

人［６３］同样认为宽度大的线程组容易发生访存离散，

他们提出了ＤＷ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ｒｐＲｅｓｉｚｉｎｇ）策略，

通过动态调节线程组大小来减少访存离散的发生．

访存离散发生时允许部分访存命中的线程继续

向前执行，实质上是以减小ｗａｒｐ宽度而降低 ＴＬＰ

为代价的，因此需要考虑尽早重汇聚线程组中的所

有线程．而且，当存在足够多活跃的线程组时，切换

到其他活跃线程组可以隐藏由于访存离散带来的长

延时等待，这种情况下此类方法对系统性能提升的

意义不大，因此还需要考虑策略选择的时机．另外，

如果能尽量保持数据局部性不被破坏，且尽可能开

发线程之间的数据局部性，则能更有效的解决访存

离散问题．

表４归纳了几种常见的针对访存离散的线程调

度优化方法的特点．

表４　常见的针对访存离散的线程调度优化策略特点

线程调度策略 解决访存离散的方式 重汇聚时机 是否提升ＴＬＰ 提升片上／片外存储资源的访问效率

ＤＷＳ［３３］ 向前执行 延迟重汇聚 是 片上和片外存储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ｌｉｐ
［５８］ 向前执行 延迟重汇聚 否 片上和片外存储

ＲｏｂｕｓｔＳＩＭＤ［６２］ 动态调整ＳＩＭＤ宽度 及时重汇聚 是 片上存储

ＤＷＲ［６３］ 动态调整ＳＩＭＤ宽度 及时重汇聚 否 片上存储

３．２．３　针对数据预取的线程调度优化

数据预取是提前将数据从片外存储取到缓存中

以提升后续数据访问命中率的技术，它是提高处理

器执行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ＧＰＧＰＵ采用的

ＳＩＭＴ执行模式可以通过众多并行执行的线程来隐

藏长延时访存操作，并出于考虑能效优化的目的，在

ＧＰＧＰＵ中去掉了硬件预取部件
［６４６５］．通过线程调

度优化提高数据预取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地开发线

程之间的数据局部性、提高ｃａｃｈｅ访问命中率、提升

隐藏长延时访存操作能力．

ＧＰＧＰＵ中的数据预取可以通过线程调度优化

来实现，其主要思想是在线程执行过程中根据一定

的预取距离和预取度，在为自己获取数据的同时，将

同一个线程组或其他线程组中其他线程的所需数据

提前预取到缓存中．其中预取距离是指相对于特定

数据请求而进行预取的提前量，它制约着数据预取

的准度；预取度是指一次预取数据的大小，它的大小

的选取对片上资源的竞争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预

取过多的数据会挤占其他线程所需的资源．３．２．２小

节中针对访存离散的线程调度优化策略允许ｃａｃｈｅ

访问命中的线程继续执行，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

数据预取机制，因为继续向前执行的线程后续访存获

得的数据有可能成为落后线程后续访问的数据，可以

提高落后线程的ｃａｃｈｅ访问命中率．这类数据预取

机制主要利用了连续线程之间具有数据局部性的特

点，然而却以牺牲一定的ＴＬＰ为代价．ＮＶＩＤＩ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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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Ｆｅｒｍｉ系列的ＧＰＧＰＵ采用的轮转线程调度策略

ＲＲ（Ｒｏｕｎｄｒｏｂｉｎ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和Ｎａｒａｓｉｍａｎ等人
［２６］

提出的ＴＬ线程调度策略同样利用了数据局部性原

理来实现数据预取机制．但是由于连续的线程组之

间距离太近，可能会使数据预取“太迟”．Ｊｏｇ等人
［６６］

提出了预取感知的线程调度策略 ＰＡＳ（Ｐｒｅｆｅｔｃｈ

ａｗａｒ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通过改变连续线程组的调度顺

序使得原本连续的线程组之间保持一定的预取距

离．该策略在调整预取距离的同时，还考虑了对预取

度的控制，仅对访问频度较高的内存块实行数据预

取．他们提出的另一种线程调度策略ＯＷＬ与ＰＡＳ

相似，也是通过调整连续线程块的发射距离来进行

数据预取．但是与ＰＡＳ不同的是，ＯＷＬ在数据预取

时还考虑了如何提升访存并行度．

通常情况下对于规则的访存模型容易确定数据

预取的距离，但是对于不规则的访存模型来说，则容

易出现数据预取“过早”或“过晚”，导致预取的数据

未及时到来或被覆盖．这种无效的数据预取会造成

有限存储带宽的浪费，甚至有可能造成整体访存性

能的下降，因此应根据程序执行过程中系统的状态

变化动态调整数据预取的距离和预取度，从而进一

步提高数据预取的准度和有效性．前面提到的ＰＡＳ

和ＯＷＬ策略均未考虑后一种情况，它们采用静态方

法确定数据预取的距离，对于访存不规则的应用程序

来说，其预取的准确度势必会下降．Ｌｅｅ等人
［６７］则提

出了自适应预取机制 ＭＴ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ＭａｎｙＴｈｒｅａｄ

ａｗａｒｅ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在线程执行过程中对预取数据

替换率和预取访存合并率两个度量进行周期性采样

分析，并以此自动调节数据预取行为．Ｄａｈｌｇｒｅｎ等

人［６８］通过对预取准确度的度量来自适应地调整预

取距离．Ｓｒｉｎａｔｈ等人
［６９］提出了更复杂的、基于反馈

的预取机制，综合考虑了预取的准确度、预取的及时

性以及ｃａｃｈｅ污染等多个因素．

无论是规则的数据预取，还是基于反馈的动态

预取机制，一般只有在活跃线程数较少的情况下

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因为在活跃线程数足够的

情况下长延时访存可以被隐藏．Ｓｅｔｈｉａ等人
［７０］提

出的ＡＰＯＧＥ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ＯｎＧＰＵｓ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预取策略着重研究了活跃线程

组少的情况下的数据预取，取得了较好的能效比．

另外，Ｙａｎｇ等人
［７１］通过编译的方式提前将数

据预取到寄存器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寄

存器资源的使用，对系统功耗产生影响．

有效地结合线程调度优化方法，根据系统状态

变化进行动态的数据预取能进一步地提升数据预取

的有效性．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计算任务，数据预取

表现出来的重要性不同．例如，对于计算密集型的计

算任务，数据预取的优势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因

此，针对不同的计算任务应采取不同的预取策略．

表５归纳了几种常见的针对数据预取的线程调

度优化方法的特点．

表５　常见的针对数据预取的线程调度优化策略特点

线程调度

策略

数据预取

机制

结合预取

因素

预取的

准确度

实现难易

程度

ＤＷＳ［３３］ 静态的数据预取 无 较低 容易

ＯＷＬ［５７］ 静态的数据预取 预期距离 一般 一般

ＰＡＳ［６６］ 静态的数据预取
预取距离＋
预取度

一般 一般

ＭＴ

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
［６７］

基于反馈的动态

数据预取

预取距离＋
预取度＋
系统状态

较高 较复杂

３３　针对标量指令执行的线程调度优化

ＳＩＭＴ执行模式让同一条指令在不同的数据上

执行相同的操作，以此获得高的计算吞吐量和高性

能．然而在应用程序执行过程中存在相当数量的

ＳＩＭＤ指令，它们对应的线程不仅处理的操作数完

全相同，而且其输出结果也完全相同，这些指令被称

为标量指令［２０，７２７３］．标量指令的执行会产生大量重

复冗余操作．在同一个线程组或线程块中，如果一条

标量指令只需要一个线程执行，则可以节省大量的计

算资源和存储资源．对此首先需要识别应用程序中存

在的标量指令，其次是对标量指令的执行进行优化．

目前常见的识别标量指令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

通过编译的方式对代码进行静态分析识别［７２，７４７５］，

另一类则是通过硬件机制进行动态识别［７６］．识别后

的标量指令一般只需执行一次，如果利用传统的

ＳＩＭＤ通道执行，则会造成很大的片上资源浪费．为

此有不少做法是对硬件进行修改，增加特定的标量

指令执行部件和标量数据存储部件．ＡＭＤ发布的

ＧＮＵ体系结构中引入了专门的标量处理单元
［７７］．

Ｘｉａｎｇ等人
［７３］则通过增加单独的标量寄存器文件

解决了标量指令操作数的存储问题．然而这些方

法都需要对传统的ＳＩＭＴ系统结构进行较大的改

动，线程调度优化则可在不用对ＳＩＭＴ系统结构进

行较大改动的情况下实现标量指令的高效执行．

Ｙｉｌｍａｚｅｒ等人
［２０］提出了ＳＷ（ＳｃａｌａｒＷａｖｉｎｇ）＋ＳＳＳＷ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ＳｃａｌａｒａｎｄＳＩＭ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ｖｉｎ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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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调度策略．一方面将执行相同ＰＣ的标量指令组

织为标量波执行，另一方面将标量波和线程组组合

在一起执行，实质上也是一种线程压缩重组调度策

略．由于进行了标量识别，ＳＷ＋ＳＳＳＷ 策略比普通

线程重组调度策略具有更好的“压缩”性能．但是

ＳＷ策略只对线程组内的指令进行标量化执行，对

线程组间指令的标量化执行未进行分析讨论．

对标量指令的识别和执行能够大大减少某些指

令的执行次数，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计算资源，还为

降低系统功耗提供了很大空间．若能从线程调度优

化的角度充分利用这两方面的优势，则能更好地提

升系统的性能和功效，目前这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

相对较少．

３４　针对功耗优化的线程调度优化

相对于ＣＰＵ，ＧＰＧＰＵ能获得更高的能效
［７８８０］．

目前应用广泛的动态电压频率调节技术（ＤＶＦＳ）能

有效地降低ＧＰＧＰＵ的动态功耗
［８１８３］，但是随着片

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越来越多及制作工艺的提升，

静态漏电流功耗在整个ＧＰＧＰＵ功耗中所占的比重

越来越大［８１８２，８４８５］．动态功耗和静态漏电流功耗已

经成为ＧＰＧＰＵ功耗的两个主要来源．过高的功耗

会产生大量的热量，直接影响电子元器件的稳定性、

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功耗问题成为制约ＧＰＧＰＵ发

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动态功耗通常是由晶体管的充放电产生的功

耗，其大小通常与电子元器件的工作电压和频率相

关．动态降低不同部件的工作电压和频率是目前有

效降低ＧＰＧＰＵ 动态功耗的主要手段之一．Ｇｕ等

人［８６］针对交互式游戏软件，利用ＤＶＦＳ技术对图形

处理器的动态功耗进行优化．Ｍｏｃｈｏｃｋｉ等人
［８７］在

分析了手机３Ｄ图形处理器不同流水阶段负载不均

衡特性的基础上，结合ＤＶＦＳ技术有效地降低了手

机３Ｄ图形处理器的动态功耗．

静态功耗通常是由漏电流产生的功耗．漏电流

的产生是由于ＣＭＯＳ工艺的提升使得晶体管绝缘

层变薄，导致电流容易透过绝缘层．通过门控技术适

时关闭或休眠空闲部件是目前降低静态功耗的常用

技术．Ｗａｎｇ等人
［８１］针对着色器部件、固定功能几何

单元和非着色执行单元分别提出了ＰＳ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ｈａｄｅｒＳｈｕｔｄｏｗｎ）、ＤＧＰ（Ｄｅｆｅｒｒｅ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ｉｐｅ

ｌｉｎｅ）和超时门控的３种体系结构级门控策略．Ｗａｎｇ

等人［８８］着重针对Ｌ１ｃａｃｈｅ和Ｌ２ｃａｃｈｅ的访问进行

能耗门控，将它们的工作状态在激活、休眠和关闭

３种状态间动态切换．ＡｂｄｅｌＭａｊｅｅｄ等人
［８９］则专门

提出了针对ＧＰＧＰＵ中寄存器文件功耗优化的门控

方法，通过设置三模态寄存器访问控制单元和对活

跃掩码行为感知的门控单元，降低了静态漏电流功

耗和动态功耗．

ＤＶＦＳ和功耗门控技术能有效地降低ＧＰＧＰＵ

的动态功耗和静态漏电流功耗，然而单一的根据各

个部件的运行状态进行功耗控制优化的空间有限．

目前有部分对ＧＰＧＰＵ功耗进行优化的研究工作结

合了线程调度优化方法，通过对线程调度的优化使

得各部件的运行状态呈现更佳的规律性，从而使

之能更好的匹配 ＤＶＦＳ和功耗门控技术的应用．

ＡｂｄｅｌＭａｊｅｅｄ等人
［８２］提出了门控感知的二级ｗａｒｐ

调度策略 ＧＡＴＥＳ（Ｇａｔｉｎｇａｗａｒｅ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Ｗａｒｐ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ｒ），优先调度发射执行同类型指令的线程

组，以使其他执行单元获得较长的空闲时间，从而有

利于通过功耗门控技术降低功耗．Ｘｕ等人
［８５］提出

了模式感知的二级 ｗａｒｐ调度策略ＰＡＴＳ（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ｗａｒｅ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ｒ），优先执行具有相同分

支模型的线程组．林一松等人
［９０］提出的功耗优化模

型结合了计算并行度和访存并行度，根据并发执行的

线程数确定调频因子的大小，并结合ＤＶＦＳ技术对

ＧＰＧＰＵ的动态功耗进行了有效地优化．

上述几种线程调度优化方法均以功耗优化为主

要目的，而前面章节分析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则以

性能优化为主，其中也有部分研究工作分析了这些

线程调度方法对功耗产生的影响．Ｇｅｂｈａｒｔ等人
［９１］

提出的二级ｗａｒｐ调度策略ＴＬ通过设置专门的寄

存器缓冲来保留活跃线程组的上下文，减少了对寄

存器文件的访问，从而大大降低了访问寄存器产生

的功耗．Ｘｉａｎｇ等人
［７３］提出了对标量指令执行标量

化，大大减少了某条标量指令执行所需要的各种资

源，结合功耗门控技术能有效地降低静态功耗．随后

他们提出的 ＷａｒｐＭａｎ线程调度策略及时回收执行

完成的线程组占用的资源，也为功耗门控优化提供

了机会．Ｒｏｇｅｒｓ等人
［４８］对其提出的ＤＡＷＳ线程调度

分析指出，由于提高了Ｃａｃｈｅ访问命中率，减少了片

外访存次数，能有效地降低由于访存产生的动态功耗．

尽管目前有部分线程调度优化算法考虑了功耗

优化，但是以功耗优化为主要目标的线程调度优化

研究工作仍然不多，尤其是结合低功耗优化技术的

线程调度优化方法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表６归纳了几种常见的针对功耗优化的线程调

度优化方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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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常见的针对功耗优化的线程调度优化策略特点

线程调度策略 主要目标 减少功耗目标
结合何种

低功耗技术

ＤＡＷＳ［４８］ 提高性能 降低动态功耗 无

ＷａｒｐＭａｎ
［５３］ 提高性能 降低动态功耗 无

ＧＡＴＥＳ［８２］ 降低功耗 降低静态功耗 功耗门控技术

ＰＡＴＳ［８５］ 降低功耗 降低静态功耗 功耗门控技术

基于并行度

分析模型［９０］
降低功耗 降低动态功耗 ＤＶＦＳ

ＴＬ［９１］ 提高性能 降低动态功耗 无

４　结束语

目前研究者提出的线程调度优化方法均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影响ＧＰＧＰＵ性能和功效提升的相关

问题，但是这些线程调度优化方法都只侧重考虑解

决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问题，导致ＧＰＧＰＵ的

性能和功效仍然未能达到最大化．

ＧＰＧＰＵ的不断发展使得线程调度优化在以下

方面还存在挑战：（１）随着ＧＰＧＰＵ微体系结构的

发展，尤其是片上融合ＣＰＵＧＰＵ微体系结构的发

展，可以大大减少ＣＰＵ和ＧＰＵ之间数据传输产生

的开销，然而还需要针对新的微体系结构的特点对

线程调度进行分析并优化，解决在ＣＰＵ和ＧＰＵ间

合理分配计算任务、利用ＣＰＵ数据预取优势以减

少ＧＰＵ的访存开销及片上资源的访问竞争等方面

的问题；（２）当前新型存储技术在存储密度、访问速

度和功耗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为ＧＰＧＰＵ的性能

提升和功耗优化提供了新的空间，需要将线程调度

优化方法和新的存储技术进行有效地结合；（３）在

不少线程调度优化方法中，某些参数的选取及某些

自适应线程调度机制还有待完善，结合编译技术对

代码进行静态或动态的分析，为线程调度优化提供

更加有效合理的决策支持，例如通过编译技术实现

对标量指令的识别、线程重汇聚点的合理判断等；

（４）随着新的ＧＰＧＰＵ微体系结构对多ｋｅｒｎｅｌ并行

执行的支持，通过线程调度优化更好的解决多个

ｋｅｒｎｅｌ混合执行产生的资源竞争等问题；（５）功耗

问题仍然是影响ＧＰＧＰＵ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需

进一步结合线程调度技术更好的为功耗优化服务；

（６）结合多种线程调度优化方法的优点综合考虑影

响ＧＰＧＰＵ性能的多种因素，使线程调度优化方法

更加合理有效．未来以进一步提升ＧＰＧＰＵ的性能

和能效为主要目标的线程调度优化可以在以上方面

做进一步的研究．

致　谢　感谢何炎祥教授主持的博士讨论班上各位

师生所发表的意见和建议．

参 考 文 献

［１］ ＮｉｃｋｏｌｌｓＪ，Ｄａｌｌｙ Ｗ Ｊ．ＴｈｅＧＰＵ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ｒａ．ＩＥＥＥ

Ｍｉｃｒｏ，２０１０，３０（２）：５６６９

［２］ Ｑｉａｎ Ｗｅｉ．Ｔｉａｎｈｅ１：Ｃｈｉｎａ’ｓｓｐｅｅｄ．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

２０１０，４８：５５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钱炜．天河一号：中国速度．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０，４８：

５５５７）

［３］ Ｗａｎｇ Ｔａｏ．“Ｔｉａｎｈｅ２”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

６５（４）：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涛．“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科学，２０１３，６５（４）：５２）

［４］ ＬｕｅｂｋｅＤ，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Ｇ．ＨｏｗＧＰＵｓｗｏｒｋ．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２００７，４０（２）：９６１００

［５］ ＭｏｎｔｒｙｍＪ，ＭｏｒｅｔｏｎＨ．ＴｈｅＧｅｆｏｒｃｅ６８００．ＩＥＥＥ Ｍｉｃｒｏ，

２００５，２５（２）：４１５１

［６］ ＳｔｅｆｆｅｎＭ，ＺａｍｂｒｅｎｏＪ．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ＩＭ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ｗｉｔｈ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ｉｃｒｏｋｅｒｎｅｌ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ｔｌａｎｔａ，

ＵＳＡ，２０１０：２３７２４８

［７］ ＮｉｃｋｏｌｌｓＪ，Ｋｉｒｋ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ＧＰＵ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ＳＡ：Ｍｏｒｇａｎ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２００９

［８］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Ｅ，ＮｉｃｋｏｌｌｓＪ，ＯｂｅｒｍａｎＳ，ｅｔａｌ．ＮＶＩＤＩＡＴｅｓｌａ：

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ＥＥＥＭｉｃｒｏ，

２００８，２８（２）：３９５５

［９］ ＳａｎｋａｒａｌｉｎｇａｍＫ，Ｎ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Ｒ，ＬｉｕＨ，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ＩＬＰ，

ＴＬＰ，ａｎｄＤＬ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ＴＲＩＰ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０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ＵＳＡ，２００３：４２２４３３

［１０］ ＷｉｌｌｓＬ，ＴａｈａＴ，ＢａｕｍｓｔａｒｋＪｒＬ，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ｆｏ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９ｔ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ＵＳＡ，２００２：５５６４

［１１］ ＦｕｎｇＷ ＷＬ，ＳｈａｍＩ，Ｙ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ｒｐ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ｆ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ＰＵ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４０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ＳＡ，２００７：４０７４２０

［１２］ ＮＶＩＤＩＡ．ＣＵＤＡ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５．０．ＵＳＡ：

ＮＶＩＤＩＡ，２０１２

［１３］ ＮｕｇｔｅｒｅｎＣ，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ａａｋＧＪ，ＣｏｒｐｏｒａａｌＨ．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ＧＰＧＰＵ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ｒｅｎｏｂ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９２３９５

［１４］ ＬｏｒｉｅＲＡ，ＳｔｒｏｎｇＪｒＨ Ｒ．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ＭＤｖｅｃｔ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４４３５７５８．

１９８４３６

５４７１９期 何炎祥等：通用图形处理器线程调度优化方法研究综述



［１５］ ＮｉｃｋｏｌｌｓＪ，ＢｕｃｋＩ，Ｇａｒｌ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Ｓｃａｌａｂｌ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ＵＤＡ．Ｑｕｅｕｅ，２００８，６（２）：４０５３

［１６］ ＫａｙｒａｎＯ，ＪｏｇＡ，ＫａｎｄｅｍｉｒＭ Ｔ，ｅｔａｌ．Ｎｅｉ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ｎｏｒｌｅｓ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ｄｌｅｖｅ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ｆｏｒＧＰＧＰＵ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Ｋ，

２０１３：１５７１６６

［１７］ ＦｕｎｇＷ Ｗ Ｌ，ＡａｍｏｄｔＴ Ｍ．Ｔｈｒｅａｄ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ＩＭ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ｌｏｗ／／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Ａｎｔｏｎｉｏ，ＵＳＡ，２０１１：２５３６

［１８］ ＮＶＩＤＩＡ． ＮＶＩＤＩＡ’ｓ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Ｄ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ＥＲＭＩ．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９，２６：６３７２

［１９］ ＭｏｙＳ，ＬｉｎｄｈｏｌｍＪ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６９４７０４７．２００５９２０

［２０］ ＹｉｌｍａｚｅｒＡ，ＣｈｅｎＺ，ＫａｅｌｉＤ．ＳｃａｌａｒＷａｖ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ＩＭ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ｎＧＰ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２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Ｐｈｏｅｎｉｘ，ＵＳＡ，２０１４：１０３１１２

［２１］ ＷｕＨ，ＤｉａｍｏｓＧ，ＬｉＳ，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ｉｎｂｕｌｋ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ＧＰＵ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２６（２）：１７０１８５

［２２］ ＷｏｏｐＳ，ＳｃｈｍｉｔｔｌｅｒＪ，ＳｌｕｓａｌｌｅｋＰ．ＲＰＵ：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ｒａ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ａｙｔｒａｃｉｎｇ．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４（３）：４３４４４４

［２３］ ＣｏｏｎＢＷ，ＬｉｎｄｈｏｌｍＪ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ｎａＳＩＭ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７３５３３６９．

２００８４１

［２４］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Ａ，ＰｏｒｔｅｒＴ．ＣｈａｐａＳＩＭ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２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ＳＩＧＧＲＡＰＨ．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ＳＡ，１９８４：７７８２

［２５］ Ｃｅｒｖｉｎ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ａｔａ（ＳＰＭ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ｔｅｎｔ

ＥＰ１５３１３９１Ａ２．２００５５１８

［２６］ ＮａｒａｓｉｍａｎＶ，ＳｈｅｂａｎｏｗＭ，ＬｅｅＣＪ，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ＧＰ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ｖｉａｌａｒｇｅｗａｒｐｓａｎｄ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ｗａｒｐ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４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ｏｒｔｏＡｌｅｇｒｅ，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１１：

３０８３１７

［２７］ ＭａｌｉｔｓＲ，ＢｏｌｏｔｉｎＥ，ＫｏｌｏｄｎｙＡ，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ＧＰＧＰＵ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ｂｏｕ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ｄ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８（４）：２９

［２８］ ＶａｉｄｙａＡＳ，ＳｈａｙｅｓｔｅｈＡ，ＷｏｏＤＨ，ｅｔａｌ．ＳＩＭ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ｒａｗａｒｐ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４０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ｅｌＡｖｉｖ，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３：３６８３７９

［２９］ ＪｉｎＸ，ＤａｋｕＢ，ＫｏＳＢ．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ＧＰＵＳＩＭ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ａｈｙｂｒｉｄｗａｒｐｓｉｚ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３８（７）：７１７７２９

［３０］ ＢｒｕｎｉｅＮ，ＣｏｌｌａｎｇｅＳ，ＤｉａｍｏｓＧ．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ｗａｒｐ

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ＧＰＵ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３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ＵＳＡ，２０１２：４９６０

［３１］ ＲｈｕＭ，ＥｒｅｚＭ．ＣＡＰＲＩ：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ｆｏｒ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 ＧＰＧＰＵ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ＵＳＡ，２０１２：６１７１

［３２］ ＲｈｕＭ，ＥｒｅｚＭ．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ＳＩＭ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ＰＧＰＵｓｗｉｔｈＳＩＭＤｌａｎｅ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０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ｅｌＡｖｉｖ，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３：３５６３６７

［３３］ ＭｅｎｇＪ，ＴａｒｊａｎＤ，Ｓｋａｄｒｏｎ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ｒｐ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ｉｎｔＭａｌｏ，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０：２３５２４６

［３４］ ＹｕＬ，ＴａｎｇＸ，Ｗｕ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ＧＰＧＰＵｗｉｔｈａｎｅｗＰＤＯＭｓｔａｃｋａｎｄ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ｗａｒｐ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２０１４，６０（５）：４２０４３０

［３５］ ＥｌＴａｎｔａｗｙＡ，ＭａＪＷ，Ｏ’ＣｏｎｎｏｒＭ，ｅｔａｌ．Ａ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ｍｕｌｔｉｐａｔｈ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ＰＵ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ｒｌａｎｄｏ，ＵＳＡ，２０１４：

２４８２５９

［３６］ ＲｈｕＭ，ＥｒｅｚＭ．Ｔｈｅｄｕａｌｐａｔ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ＧＰ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ｌｏｗ／／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５９１６０２

［３７］ ＬａｓｈｇａｒＡ，ＫｈｏｎｓａｒｉＡ，ＢａｎｉａｓａｄｉＡ．ＨＡＲＰ：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ａｄｓｉｎｍａｎｙｃｏ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１３（３ｓ）：１１４

［３８］ ＧｌｅｗＡ．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ｖｅｃｔｏｒｌａｎｅｔｈｒｅａｄｉｎｇ．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ＰａｒＬａｂ

Ｓｅｍｉｎａｒ．ＵＣ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ｒｌｉｆｏｒｌｉａ，ＵＳＡ，２００９

［３９］ ＷａｎｇＹ，ＣｈｅｎＳ，ＷａｎＪ，ｅｔａｌ．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ＩＭ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ａｔａ（ＭＳＭ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ｃＳＩＭ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６０３６１４

［４０］ ＤａｓｉｋａＧ，ＳｅｔｈｉａＡ，ＭｕｄｇｅＴ，ｅｔａｌ．ＰＥＰＳＣ：Ａｐｏｗ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Ｇａｌｖｅｓｔｏｎ，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０１１１０

［４１］ ＫｅｃｋｌｅｒＳＷ，ＤａｌｌｙＷＪ，ＫｈａｉｌａｎｙＢ，ｅｔａｌ．ＧＰＵｓａｎｄ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ＥＥＥ Ｍｉｃｒｏ，２０１１，３１（５）：

７１７

［４２］ ＫｒａｓｈｉｎｓｋｙＲ 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ｉｍｔ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３／２０９１８９．２０１１８１２

６４７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４３］ ＬｕｃａｓＪ，ＬａｌＳ，ＭｅｓａＭＡ，ｅｔａｌ．ＤＡＲＴ：ＡＧＰＵ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ＩＭＤｆｏｒ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ｉｕｇｇｉ，Ｉｔａｌｙ，２０１３

［４４］ ＭｕｃｈｎｉｃｋＳ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Ａ：Ｍｏｒｇａｎ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１９９７

［４５］ ＤｉａｍｏｓＧ，ＡｓｈｂａｕｇｈＢ，ＭａｉｙｕｒａｎＳ，ｅｔａｌ．ＳＩＭＤｒｅｃｏｎｖｅｒ

ｇ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ｒｅａ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４ｔｈＡｎｎｕａｌ

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ＰｏｒｔｏＡｌｅｇｒｅ，Ｂｒａｚｉｌ，２０１１：４７７４８８

［４６］ ＬｉＤ．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ｃｈ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ｍ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ｉ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Ａｕｓｔｉｎ，ＵＳＡ，２０１４

［４７］ ＺｈｅｎｇＺ，ＷａｎｇＺ，ＬｉｐａｓｔｉＭ．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ａｃｈｅａｎ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ＰＧＰＵｓ．ＩＥＥ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４，１３（２）：１４

［４８］ ＲｏｇｅｒｓＴＧ，Ｏ’ＣｏｎｎｏｒＭ，ＡａｍｏｄｔＴＭ．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ｅ

ｗａｒｐ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

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ａｖｉｓ，

ＵＳＡ，２０１３：９９１１０

［４９］ ＢａｋｈｏｄａＡ，ＹｕａｎＧＬ，ＦｕｎｇＷ ＷＬ，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ＣＵＤＡ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ｓｕｓｉｎｇａ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ＧＰＵ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Ｂｏｓｔｏｎ，ＵＳＡ，２００９：１６３１７４

［５０］ ＲｏｇｅｒｓＴＧ，Ｏ’ＣｏｎｎｏｒＭ，ＡａｍｏｄｔＴＭ．Ｃａｃ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ｗａｖｅｆｒｏｎｔ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４５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２：７２８３

［５１］ ＣｈｅｎｇＨＹ，ＬｉｎＣＨ，ＬｉＪ，ｅｔ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ｃ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ｔｈｒｅａｄｔｈｒｏｔｔ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

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ｔｌａｎｔａ，

ＵＳＡ，２０１０：５３６４

［５２］ ＬｅｅＭ，ＳｏｎｇＳ，ＭｏｏｎＪ，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ＧＰＧＰ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ａｄ ｂｌｏｃｋ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ｒｌａｎｄｏ，ＵＳＡ，２０１４：

２６０２７１

［５３］ ＸｉａｎｇＰ，ＹａｎｇＹ，ＺｈｏｕＨ．Ｗａｒｐｌｅｖｅｌ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ｉｎＧＰ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ｒｌａｎｄｏ，ＵＳＡ，２０１４：２８４２９５

［５４］ ＰａｉＳ，ＴｈａｚｈｕｔｈａｖｅｅｔｉｌＭ Ｊ，Ｇｏｖｉｎｄａｒａｊａｎ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ＰＧＰＵ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ｅｌａｓｔｉｃｋｅｒｎｅｌ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ｓｔｏｎ，ＵＳＡ，２０１３：４０７４１８

［５５］ ＡｄｒｉａｅｎｓＪＴ，ＣｏｍｐｔｏｎＫ，Ｋｉｍ Ｎ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

ＧＰＧＰ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ＮｅｗＯｒｌｅａｎｓ，ＵＳＡ，２０１２：１１２

［５６］ ＡｗａｔｒａｍａｎｉＭ，ＺａｍｂｒｅｎｏＪ，Ｒｏｖｅｒ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ＧＰＵ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ｕｓｉｎｇｋｅｒｎｅｌ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ｅｄｔｈｒｅａｄｂｌｏｃｋ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１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Ａｓｈｅｖｉｌｌｅ，ＵＳＡ，２０１３：５０３５０６

［５７］ ＪｏｇＡ，Ｋａｙｉｒａｎ Ｏ，Ｃｈｉｄａｍｂａｒａｍ Ｎａｃｈｉａｐｐａｎ Ｎ，ｅｔａｌ．

ＯＷ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ｒｅａｄａｒｒａｙａｗａｒ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ＧＰＧＰＵ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ＣＭＳＩＧ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Ｎｅｗｓ，２０１３，４１（１）：３９５４０６

［５８］ ＴａｒｊａｎＤ，ＭｅｎｇＪ，Ｓｋａｄｒｏｎ Ｋ．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ｉｓｓ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ＩＭＤｃｏｒ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ＵＳＡ，

２００９：２２

［５９］ ＲａｍｉｒｅｚＴ，ＰａｊｕｅｌｏＡ，ＳａｎｔａｎａＯＪ，ｅｔａｌ．Ｒｕｎａｈｅａｄｔｈｒｅａｄｓ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Ｍ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１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ｌｔ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ＳＡ，２００８：１４９１５８

［６０］ ＤｕｎｄａｓＪ，ＭｕｄｇｅＴ．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ｄａｔａｃａｃ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ｙ

ｐｒ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ａｃａｃｈｅｍｉｓ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１１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Ｖｉｅｎｎａ，Ａｕｓｔｒｉａ，１９９７：６８７５

［６１］ ＭｕｔｌｕＯ，ＳｔａｒｋＪ，ＷｉｌｋｅｒｓｏｎＣ，ｅｔａｌ．Ｒｕｎａｈｅａ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ｓｆｏｒｏｕｔ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ｈｅｉｍ，ＵＳＡ，２００３：１２９１４０

［６２］ ＭｅｎｇＪ，ＳｈｅａｆｆｅｒＪＷ，ＳｋａｄｒｏｎＫ．ＲｏｂｕｓｔＳＩＭＤ：Ｄｙｎａｍｉ

ｃａｌｌｙａｄａｐｔｅｄ ＳＩＭＤ ｗｉｄｔｈ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ｔｈｒｅａｄ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１０７１１８

［６３］ ＬａｓｈｇａｒＡ，ＢａｎｉａｓａｄｉＡ，Ｋｈｏｎｓａｒｉ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ｒｐｒｅｓｉｚ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ｉｎ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ＭＴ／／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Ｅ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２：５０２５０３

［６４］ Ｒｈｕ 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ａｔＡｕｓｔｉｎ，Ａｕｓｔｉｎ，ＵＳＡ，２０１４

［６５］ Ｗ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ｎｇ，ＣｈｅｎＱｉｎｇＫｕ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Ａ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３，３６（４）：７５７７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海峰，陈庆奎．图形处理器通用计算关键技术研究综述．

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３，３６（４）：７５７７７２）

［６６］ ＪｏｇＡ，ＫａｙｉｒａｎＯ，ＭｉｓｈｒａＡＫ，ｅｔａｌ．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ＰＧＰ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 ４０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ｅｌＡｖｉｖ，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３：３３２３４３

［６７］ ＬｅｅＪ，Ｌａｋｓｈｍｉ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Ｂ，Ｋｉｍ Ｈ，ｅｔａｌ．Ｍａｎｙｔｈｒｅａｄ

ａｗａｒｅ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 ＧＰＧＰ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ｔｌａｎｔａ，ＵＳＡ，２０１０：

２１３２２４

７４７１９期 何炎祥等：通用图形处理器线程调度优化方法研究综述



［６８］ ＤａｈｌｇｒｅｎＦ，ＤｕｂｏｉｓＭ，ＳｔｅｎｓｔｒｏｍＰ．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ｈａｒｅｄｍｅｍｏｒｙ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５，６（７）：

７３３７４６

［６９］ ＳｒｉｎａｔｈＳ，Ｍｕｔｌｕ Ｏ，Ｋｉｍ Ｈ，ｅｔａｌ．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ｅｒ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ｈｏｅｎｉｘ，ＵＳＡ，２００７：６３７４

［７０］ ＳｅｔｈｉａＡ，ＤａｓｉｋａＧ，ＳａｍａｄｉＭ，ｅｔａｌ．ＡＰＯＧＥ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ｔｃｈｉｎｇｏｎＧＰＵｓ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２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ＵＫ，２０１３：７３８２

［７１］ ＹａｎｇＹ，ＸｉａｎｇＰ，ＫｏｎｇＪ，ｅｔａｌ．ＡＧＰＧＰＵ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ｆｏｒｍｅｍｏｒ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２０１０ＡＣＭＳＩＧＰＬＡ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ｏｎｔｏ，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０：８６９７

［７２］ ＣｈｅｎＺ，ＫａｅｌｉＤ，Ｒｕｂｉｎ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ｓｃａｌａｒ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ＰＧＰ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ｕｓｔｉｎ，ＵＳＡ，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３４

［７３］ ＸｉａｎｇＰ，ＹａｎｇＹ，Ｍａｎｔｏｒ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ｕｎｉｆｏｒｍｖｅｃｔ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ＧＰＧＰＵ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ｕｇｅｎｅ，ＵＳＡ，２０１３：４３３４４２

［７４］ ＬｅｅＹ，ＫｒａｓｈｉｎｓｋｙＲ，ＧｒｏｖｅｒＶ，ｅ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

ｓｃａ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ａｔａ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２０１３ＩＥＥＥ／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Ｃｏ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１１１

［７５］ ＣｏｕｔｉｎｈｏＢ，ＳａｍｐａｉｏＤ，ＰｅｒｅｉｒａＦＭ Ｑ，ｅｔａｌ．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１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Ｇａｌｖｅｓｔｏｎ，ＵＳＡ，２０１１：３２０３２９

［７６］ ＣｏｌｌａｎｇｅＳ，ＤｅｆｏｕｒＤ，Ｚｈａｎｇ 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ｎｅ ｖｅｃｔｏｒｓｉｎ ＧＰＧＰＵ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ａｒ ２００９—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Ｄｅｌｆｔ，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０：４６５５

［７７］ ＡＭ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ｐｅｎＣ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２．１．ＵＳＡ：ＡＭＤ，２０１２

［７８］ ＳｏＨＫ Ｈ，ＣｈｅｎＪ，ＹｉｕＢＹＳ，ｅ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ｏＧＰＵｏｒｎｏｔｔｏＧＰＵ？．ＩＥＥＥ Ｍｉｃｒｏ，２０１１，

３１（５）：５４６５

［７９］ ＳｏｎｇＳ，ＳｕＣ，ＲｏｕｎｔｒｅｅＢ，ｅｔａｌ．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ＧＰＵ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ＳＡ，

２０１３：６７３６８６

［８０］ ＦｕｎｇＷ ＷＬ，ＡａｍｏｄｔＴＭ．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ＰＵ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ｖｉａ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４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ａｖｉｓ，ＵＳＡ，２０１３：４０８４２０

［８１］ ＷａｎｇＰＨ，ＹａｎｇＣＬ，ＣｈｅｎＹＭ，ｅ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ｇａ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ｎＧＰＵｓ．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ｏｄ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８（３）：１３

［８２］ ＡｂｄｅｌＭａｊｅｅｄＭ，ＷｏｎｇＤ，Ａｎｎａｖａｒａｍ Ｍ．Ｗａｒｐｅｄｇａｔｅｓ：

Ｇａｔｉｎｇａｗａｒ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ｇ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ＧＰＧＰＵ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６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ＩＥＥＥ／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ａｖｉｓ，ＵＳＡ，２０１３：１１１１２２

［８３］ ＣｅｂｒｉｎＪＭ，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ＧＤ，ＧａｒｃｉａＪＭ．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Ｐ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ＰｈＤＦｏｒｕ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１０１４１０２２

［８４］ ＪｉｎｇＮ，ＳｈｅｎＹ，ＬｕＹ，ｅｔａｌ．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ｓｃａｌａｂｌｅ

ｅＤＲＡＭ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ｆｉｌ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ＧＰＧＰＵ／／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０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ＴｅｌＡｖｉｖ，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１３：３４４３５５

［８５］ ＸｕＱ，ＡｎｎａｖａｒａｍＭ．ＰＡＴ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ｗａｒ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ｇ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ＧＰＧＰ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３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Ｅｄｍｏｎｔｏｎ，Ｃａｎａｄａ，２０１４：２２５２３６

［８６］ ＧｕＹ，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Ｓ，ＯｏｉＷＴ．ＧａｍｅｓａｒｅｕｐｆｏｒＤＶＦ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３ｒｄＡｎｎｕ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２００６：５９８６０３

［８７］ ＭｏｃｈｏｃｋｉＢ，ＬａｈｉｒｉＫ，ＣａｄａｍｂｉＳ．Ｐｏｗ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ｂｉｌｅ

３Ｄ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Ｍｕｎｉｃｈ，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６：

５０２５０７

［８８］ ＷａｎｇＹ，ＲｏｙＳ，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Ｎ．Ｒｕｎｔｉｍｅｐｏｗｅｒｇａｔｉｎｇｉｎ

ｃａｃｈｅｓｏｆＧＰＵｓｆｏｒｌｅａｋａｇ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２０１２Ｄｅｓｉｇ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Ｄｒｅｓｄ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１２：３００３０３

［８９］ ＡｂｄｅｌＭａｊｅｅｄＭ，Ａｎｎａｖａｒａｍ Ｍ．Ｗａｒｐｅ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ｆｉｌｅ：Ａ

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ｆｉｌｅｆｏｒＧＰＧＰ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１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４１２４２３

［９０］ ＬｉｎＹｉ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ＸｕｅＪｕｎ，Ｔ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Ａ ＧＰＵ

ｌｏｗｐ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２０１１，３４（４）：７０５７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一松，杨学军，唐滔等．一种基于并行度分析模型的

ＧＰＵ功耗优化技术．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１，３４（４）：７０５７１６）

［９１］ ＧｅｂｈａｒｔＭ，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Ｒ，ＴａｒｊａｎＤ，ｅｔ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ＡＣＭＳＩＧ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Ｎｅｗｓ，

２０１１，３９（３）：２３５２４６

８４７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６年



犎犈 犢犪狀犡犻犪狀犵，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５２，

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ｒｕｓｔ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犣犎犃犖犌犑狌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８，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犛犎犈犖犉犪狀犉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７，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ｒｕｓ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犑犐犃犖犌犖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６，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ｒｕｓ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犔犐犙犻狀犵犃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６，Ｐｈ．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犔犐犝犣犻犑狌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９０，Ｍ．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ｗａｙ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Ｕｎｉｔ（ＧＰＧＰＵ）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ＧＰＧＰＵ．Ｍａｎｙ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ｄｏ ｍａｎ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ＰＧＰＵ．

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ａｌｓｏ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ｐ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ＰＧＰＵ．Ｂｕｔｆｅｗ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ａｌ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ＰＧＰＵ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ｉｎｆｕｔｕｒｅａｒｅａｌｓｏ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ｉｎ

ｔｈｅｅｎｄ．

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ｆ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ＳＦ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ｍｐｉｌｅｒ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６１３７３０３９ｗｈｉｃｈａｉｍｓａｔｐｏｗ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ｖｉａ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ｇｒｅｅｎｃｏｍｐｉｌ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ａｌｓ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ＳＦ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６１１７００２２ｗｈｉｃｈｍａｉｎｌｙ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ＳＦ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ＭａｎｙＣｏｒｅ

Ｍｉｃｒ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ｎｔ

Ｎｏ．６１４６２００４ａｓｗｅｌｌｗｈｉ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ｔｈ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ｏｎｃｈｉｐ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ｎｍａｎｙｃｏ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ｍａｉｎｌｙｓｔｕｄｙｈｏｗ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ｓｕｐ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ａｌ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ｉｍｉｎｇ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ｎｙｃｏ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ｉ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ａｓｋｓｏｆ

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ｃａｎｂ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ｔｏｂｅｕｓｅｄ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ｒｅａ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９４７１９期 何炎祥等：通用图形处理器线程调度优化方法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