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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发展历程中, 冯 · 诺依曼 (von Neumann) 计算机结构一直是计算机系统的主
流架构. 谈及非冯计算机体系结构时, 数据流计算机无疑是被提及最多的. 本文从计算机体系结构发
展历程的角度, 分析数据流计算思想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文首先回
顾数据流计算思想、分析早期数据流计算机的局限性; 之后分析在现代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技术中所借鉴的数据流计算思想, 乱序执行和多线程技术; 进一步介绍流计算思想、流处
理器技术和图形处理器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中的数据流计算思想; 然后针对大数据智能化
时代计算机系统的发展变化分析数据流计算思想的运用. 最后总结数据流计算思想运用规律, 展望未
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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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子计算机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代表着人类追求智力自动化的一个新阶段. 它开启
了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的大门, 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
步. 现代计算机的诞生与发展是现代多门科学与技术进步的产物, 其中半导体晶体管及集成技术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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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数据流技术在体系结构中的发展历程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history of data ﬂow computing on architecture

算机发展的物质基础, 布尔代数与图灵机通用计算模型成为计算机系统的理论基础, 冯 · 诺依曼 (von
Neumann) 计算机结构为现代计算机设计奠定了技术基础.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 计算机系统研究人员为提升计算速度, 一直百折不挠、不懈努力. 几十年间学
术界、产业界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探索, 产生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人们熟知的
冯 · 诺依曼结构瓶颈被反复诟病, 但是冯 · 诺依曼计算机结构依然是当前计算机系统的主流架构. 在
谈及非冯计算机体系结构时, 数据流计算机无疑是被提及最多的. 虽然纯粹的数据流计算机没能成功
产业化, 但是数据流计算机的威名像武林传说中的隐形大侠一样,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于水火中拯救苍
生. 那么如何评价数据流计算机体系结构呢?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数据流计算思想回答了 “一个运算操作能够被执行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这个科学问题, 即数据就绪开始计算, 同时提出了用数据流图描述计算任务的具体方法. 在当时这些
无疑是革命性的创新思想, 其创新之处就在于打破了传统串行执行指令的思维禁锢, 将并行执行的思
想带到了计算机设计者面前. 数据流计算机是探索利用数据流计算思想提升计算机系统性能的实践者
和先驱者.
从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角度来看, 虽然纯粹的数据流计算机没有成功, 但是数据流计算思想一直在
计算机体系结构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1 简要回顾了数据流技术在计算机体系结
构发展中的应用. 计算机体系结构学科包括开展计算机系统设计的科学与工程技术, 其中计算机系统
的平衡设计是其核心理念. 平衡设计思想可以体现在用增加硬件成本, 提升系统性能; 也可能体现在
为了控制功耗, 损失一定的性能; 也包括为了降低编译难度, 约束用户编程语言; 还可能体现在为了增
加容错能力, 在空间维度硬件冗余和时间维度重复执行之间进行权衡. 本文从计算机体系结构平衡设
计视角考察数据流计算思想, 我们看到在每个历史时期数据流计算思想都以多种形式在计算机系统性
能提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说控制流计算思想是革命性的, 它推动人类从机械化计算器时代走向
了通用计算机时代; 那么数据流计算思想的影响是渗透性的, 在提高计算机系统计算效率的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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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控制流指令序列和指令

图 3 控制流指令执行流程

Figure 2 The instruction sequences and instructions
within control ﬂow

Figure 3 The execution process of instructions within
control ﬂow

中, 无时无刻都闪现着数据流计算思想的光辉.
本文首先回顾数据流计算思想、分析早期数据流计算机的局限性, 之后, 第 3 节分析在现代中央
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技术中所借鉴的数据流计算思想、乱序执行和多线程技术; 第 4
节介绍数据流计算思想在应用前沿下发生了新的变化, 流计算思想和流处理器技术; 第 5 节分析图形
处理器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中所采用的数据流计算思想; 第 6 节从大数据分析系统角度
分析数据流计算思想带来的新变化; 第 7 节分析智能计算加速器体系结构中数据流计算思想的运用.
最后总结数据流计算思想运用规律, 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2
2.1

数据流计算思想起源与早期数据流计算机
数据流计算思想起源

控制流计算思想在表达计算任务方面比较符合人类的思考习惯. 如图 2 所示, 首先通过指令序列
描述计算任务执行过程. 其中, 指令用操作码表示功能, 操作数表示被处理的数据. 控制流计算任务被
描述为一串指令序列. 经典计算机体系结构中, 设计了以程序计数器 (program counter, PC) 为核心的
控制器实现控制流计算思想. 图 3 是基于控制流的指令执行流程图, 在执行时首先需要将待执行的指
令取出, 经过译码后执行指令, 并通过地址访问内存, 获取需要的数据, 最后将结果数据写回到存储器
中. 完成该条指令后, 程序计数器自动加一, 获取下一条指令继续上述流程. 在计算机系统发展初期,
研究人员逐渐发现控制流计算思想中存在的性能瓶颈问题, 即指令执行是串行的, 而且取指令、取操
作数、存结果等动作都需要访问存储器.
在解决控制流计算的串行指令执行和访存瓶颈问题过程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 麻省理工学
院的 Dennis [1, 2] 提出了一种具有天生并行计算能力的数据流计算思想, 令人耳目一新. 数据流计算思
想采用数据流图描述计算任务, 其中结点代表运算操作, 边代表所需要的数据, 如图 4 所示. 在基于数
据流的计算任务中, 一项运算操作在获得了所有需要的操作数时即可执行, 所产生的结果数据不会被
存储器保存, 而是直接作为操作数发送给后续的操作, 直到产生最终的输出结果. 与控制流计算思想中
的指令序列串相比, 数据流图以图的形式描述了计算任务的并发执行全过程, 同时数据可以按照数据
流图中边的指向直接传递到运算操作, 不需要缓存到存储器中. 这一创新思想立即在计算机体系结构
界引起了轰动, 引发了多项基于数据流计算思想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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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2.2

The data ﬂow diagram

早期数据流计算机

早期基于数据流计算思想的计算机系统试图完全按照数据流图的执行过程, 设计相关执行机构和
相应运行方法, 这类机器被称为 “数据流计算机” 或 “数据流机”, 可分为静态数据流计算机和动态数
据流计算机两类, 国内较早时候也有对数据流计算机进行介绍和归纳 [3, 4] .
静态数据流机是根据数据流计算思想, 具体实现出来的一种执行机构, 其基本结构主要由取指令
部件、指令存储部件、处理部件、更新部件等组成. 在静态数据流机中运行程序时, 操作数不通过 “寻
址” 被访问, 而是通过 “令牌 (token)” 或 “值” 的形式 (图 4 中的实心圆点) 进行传递. 数据流计算机
中的信息项由数据令牌和操作包组成, 其中, 数据令牌由结果值和目的地组成, 操作包由操作码、操作
数和后继指令位置等组成. 待执行的数据流程序存放在指令存储部件中, 当某条指令所需的所有数据
令牌都到达后, 取指令部件将相应的指令取出, 发送到可执行指令队列. 当物理计算资源有空闲时, 队
列中的指令将依次被分配给处理部件进行并发执行. 这种等待结点所有输入弧中都获取到令牌后触发
该结点执行的行为被称为 “点火 (firing)”, 是数据流计算模型的重要特点之一. 所产生结果形成新的令
牌发送到更新部件中, 更新部件按令牌中的目标地址将令牌发送到指令存储部件内的相应指令位置.
如果有指令已经获取到了所有需要的令牌, 更新部件会将该指令的地址发送给取指令部件, 进行下一
次的数据流执行. 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的静态数据流机 [5] 是
该类机器的典型代表.
动态数据流机重点解决数据流图的边存在多次执行的问题. 静态数据流机虽然具备基本的数据
流执行能力, 但它不仅依赖于数据, 也需要配合带有简单控制信号的 “控制令牌” 来确认指令间的数
据传送, 且无法保证并发的重复性调用 (例如递归) [6] . 对于这个问题, 动态数据流机通过 “标号令牌
(tagged-token)” 的方式, 使单条弧上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令牌. 相比于静态数据流机, 动态数据
流机在执行机构上增加了一个 “匹配部件”, 该部件负责添加标号和匹配标号的工作, 使数据令牌的传
送不再依赖于控制令牌. 更新/取值部件通过标号的配对, 从指令存储部件中获取指令, 结合收到的数
据令牌组, 合并出可执行的指令, 送至可执行指令队列. 这样一来, 数据流程序的并行性得到了更大限
度的开发, 也具备了更完善的功能. 动态数据流机主要可分为网络状 [7] 和环状 [6] .
2.3

传统数据流计算机的局限性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发起, 直至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研究人员围绕数据流计算机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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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研究探索, 研制了多种原型样机, 例如 Monsoon Machine [8] , Manchester Data Flow Machine [9] ,
J-Machine [10] 等, 但总体上都没有走向产业化道路. 总结传统数据流计算机的研制过程, 其固有的一
些局限性, 导致其无法得到实用普及.
第 1 个限制因素是将传统的串行程序自动转换为数据流图所面临的挑战. 数据流计算思想的前提
假设是将计算任务用数据流图描述出来, 但是大部分程序是程序员以串行程序语句描述的, 这些程序
代码经过编译或解释后, 才能在与之兼容的执行机构上运行. 如果希望将这些程序运行在数据流计算
机上, 则首先需要有工具将程序自动转换为对应的数据流图. 通过编译器将简单的科学计算核心算子
描述为数据流图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真实的大型应用程序或者大量事务处理程序, 包含了大量动态数
据结构、复杂的条件判断等结构, 将其自动转换为数据流图仍然困难重重.
第 2 个限制因素是存储资源因素, 数据流程序没有数据共享机制, 数据量较大时会导致大量的数
据复制, 无法进行局部性优化, 造成存储空间的浪费和大量的传输开销. 在数据流图中, 系统无法得知
token 需要多少资源, 仅能通过 token 的数量来进行粗略的资源估计, 难以准确分配和释放资源, 影响
整体资源利用率. 这种过于简单的存储结构在 “数据到齐就执行” 的调度策略下, 经常会引起资源不足
的问题 [11] .
第 3 个因素是程序的编写和调试难度. 传统的数据流程序并不能完全实现控制流程序的所有功
能, Dennis 在初步设计数据流编程语言时也指出了该语言在语义、内存管理等方面的不足 [2] . 另外在
执行过程不确定的环境下调试数据流程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即使在现在机器上使用的数据流编程语
言, 在大数据时代, 由数据引起的错误在调试时通常也会花费较多的时间 [12] .
虽然纯粹的数据流计算机没有得到产业化应用, 但是在体系结构探索过程中, 留下了很多值得借
鉴的经验与教训. 一方面, 在赞叹数据流计算思想具有大规模并行表达能力的同时, 研究人员也认识
到了数据流计算思想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 即计算任务需要用数据流图描述. 既然自动生成复杂
数据流图是当前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 那么提供一个便捷的数据流图描述语言, 让程序员在宏观层面
描述计算任务中的数据流关系, 为数据流计算思想的广泛运用带来了新的契机. 另一方面, 研究人员将
数据流计算思想约束在局部范围内, 可以自动构建数据流图, 以及数据流计算机中采用的现场切换等
技术, 都可以在控制流计算机中运用, 以提高其计算效率.

3

控制流计算机中的数据流计算思想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CMOS) 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迅猛发展, 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 18 个月翻一番, 推动计算机系统技术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此时计算机系统技术的核心体现为微处理器技术. 毫无疑问, 控制流计算思想主
导着这些计算机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 主流编程语言是串行程序设计语言, 既可以描述科学工程计算
又可以描述事务处理应用, 因此也称为通用计算机、通用微处理器或简称 CPU. 在控制流计算思想占
主导地位的同时, 数据流计算思想并没有销声匿迹, 其对计算效率提升的多种关键技术潜移默化地融
汇到 CPU 设计的方方面面, 为 CPU 计算效率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通用 CPU 指令流水线的设计体现了数据流计算思想. 指令流水线是 CPU 的控制核心, 在
CPU 设计中通过采用硬件对指令流片段进行数据依赖分析, 分支预测, 然后根据预测的数据值选择何
时执行指令, 体现了操作数一旦就绪立即执行的数据流计算思想. 另外在指令流出控制过程中, 传统
控制流计算思想是顺序流出指令, 现代高端 CPU 体系结构中采用了乱序执行技术, 其基本执行概念
如图 5 所示. 乱序执行部件 [13] 在硬件译码阶段静态完成寄存器重命名, 建立保留站以存储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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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乱序执行概念
Figure 5

(Color online) The concept of out-of-order execution

微指令, 同时监视公共数据总线输出结果, 一旦操作数就绪, 等待的微指令立即执行; 此外, 使用重排
序缓冲区进行硬件推测, 使得不同微指令在不同处理单元可以同时全速运行, 达到一个指令周期并行
执行 11 条微指令, 极大降低流水线停顿造成的性能损耗 [14] . 在上述技术运用中, 借鉴了数据流计算
思想, 主要体现在预先判断数据就绪, 然后乱序执行. 通过限制数据流图范围, 在基本块层对数据相关
性进行分析, 采用硬件自动判断数据相关, 在增加有限硬件代价的基础上, 达到了提高流水线效率的
目的.
CPU 设计中的多线程技术也体现了数据流计算机的现场切换思想. 在现代 CPU 中多线程技术得

到了广泛运用, 在 Intel 处理器中称为 Hyperthread 技术 [15] , 在 AMD 处理器中称为 multi-threading
technology 技术 [16] , 在原 SUN 多核处理器中称为 SMT (simultaneous multithreading) 技术 [17] . 这些
多线程技术在硬件上为每个处理器准备了多个现场寄存器 (context), 当线程执行了长延迟的操作, 处
理器调度器可以动态将另一个处理器现场切换过来, 调度其他线程指令执行, 提高了硬件资源的利用
率. 在编程层面需要程序设计人员给出相关描述, 程序设计人员为了提高应用程序的资源利用率、隐
藏资源访问延迟, 通过对应用程序的数据依赖分析将其分解成多个模块, 使用线程调度的方式提高资
源访问无关模块的并行性和访问相关模块的连续性, 合理的多线程调度可以使应用程序使用资源更加
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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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流计算思想的嬗变: 流处理思想和流处理器

新应用需求为数据流计算思想的运用带来了新契机. 20 世纪 90 年代末, 个人计算机不断普及, 已
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视频编解码、图像声音处理等多媒体处理需求日益强烈, 通用处理器在面对这
类应用方面, 计算能力不能满足应用的需求. 例如, 在当时最先进的 586 台式计算机1) 上播放 VCD 视
频, 其解码速度不能满足每秒 25 帧的观看要求, 不得不配置 MPEG1 解码卡. 这类应用具有鲜明特点,
首先计算访存比高, 例如在视频编解码等应用中, 计算访存比可以高达 40 以上. 其次, 计算有固定规
律, 可以并行处理, 适合利用单指令多数据流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SIMD) 等单元同时处
理. 最后, 数据局部性强, 表现在数据会被多次使用, 以及多个功能模块之间构成生产者 – 消费者局域
性, 即数据的流向是明确的、用户可控的. 这类应用的处理过程以数据为中心, 数据元素通常连续排
列, 具有明显的数据持续流动计算特点. 面向这类新的应用, 以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Dally
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具有流处理思想的计算机体系结构.
流处理思想在编程方式上借鉴了数据流计算思想, 提出了 Stream-Kernel 流编程模型 [18] . 其主要
思想是通过 Stream-Kernel 两级编程模式对数据的传递过程和计算过程进行分别描述. Stream 级程序
其主要功能是将数据组织成流的形式, 一般运行在主处理器端, 负责在主处理器和流处理器之间进行
数据的传输. Kernel 级程序用于描述数据被计算的过程, 类似串行语言的循环体. Kernel 程序运行在
流处理器的计算簇上, 重复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 并产生输出流, 用于后续 Kernel 计算. Kernel 程序
在逻辑上仅描述数据流中一个单位数据的计算过程, Stream 程序描述多个数据的传递过程, 在执行时
多个数据会被流处理器反复执行同一个 Kernel 程序. 这种分层的编程模式融合了数据流和控制流的
优点. 在应用层面, 程序员通过将数据组织成流的形式, 用于描述具体应用中不同 Kernel 之间数据的
传递过程. 在 Kernel 层面其假设对流入的数据进行相同的 Kernel 计算, 简化了对程序控制流的判断,
达到流水化处理效果. 该方法避免了直接从串行程序设计语言中提取数据流图的困境, 利用 Stream 描
述数据流动过程, 利用 Kernel 描述可以被并行执行的循环体.
在 Stream-Kernel 流编程模型的基础上, 流处理器在结构上也实现了相应的硬件支持. 在结构上,
流处理器对数据访问、组织指令和运算操作指令 3 大模块进行解耦, 分为两大部分 [19] . 首先采用流
调度模块, 通过索引和再定序机制将数据组织成流, 组织成流的数据排列规整, 可以在运算阵列上以
SIMD 或 MIMD (multipe instructions multiple data) 的方式并行执行. 其次, 流计算模块专注于密集
计算, 支持大量运算单元阵列, 以获取极高的计算能力, 在具体实现上采用了 VLIW 指令格式, 简化指
令流出的硬件开销. 最后, 为了满足大量计算单元对数据的需求, 流处理器采用了多级存储的形式, 由
本地寄存器、流寄存器文件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DRAM) 三级存
储空间构成, 其中流级存储器文件是程序员可管理的存储空间, 在访存速度上与 cache 相当, 主要存储
Kernel 要处理的临时数据, 即在 Kernel 被执行之前数据已经以流的形式加载到流寄存器文件, 满足大
量运算单元对数据的快速访问需求.
典型的流处理器有 Imagine [19] , RAW [20] , Merrimac [21] , MASA-1 [22] 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Imagine, 它是斯坦福大学 Dally 教授团队在 2002 研制的一款流处理器. Imagine 流处理器没有采用
Cache, 而是采用流寄存器文件 (stream register file, SRF) 作为流 (主) 存储器与处理器寄存器之间的
缓冲存储器, 解决存储器带宽问题. 在 250 MHz 下, Imagine 原型系统在典型应用上可达到 10 GFlops
计算能力, 功耗仅为 6 W. 流处理器虽然没有在产业界得到广泛应用, 但是其数据流与控制流想结合的
创新思想为后续体系结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技术路线. 显然, 流处理的执行模式是将数据组成连续记
1) https://www.informit.com/articles/article.aspx?p=130978&seqNum=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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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格式, 称之为流, 通过流在不同 Kernel 之间的传递刻画数据的流动和执行过程, Kernel 利用大规
模的计算阵列对流数据进行预先设置好的并行计算, 包括指令级、数据级和任务级的并行. 但是流处
理和数据流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流处理本质上还是基于控制流思想, 是由指令驱动执行的. 它在局
部借鉴了数据流并行的思想最大化利用流处理器的计算资源, 同时提供同步机制保证程序的正确性.
而数据流模型是一种异步并行的模型, 将本来同步执行的程序变成异步执行, 没有同步机制, 采用点
火的方式由数据驱动程序的执行.
围绕数据流计算思想的研究在学术界仍然在持续进展, 以高光荣教授团队 [23] 为代表, 提出了数
据流 Codelet 模型, 其主要思想是提升数据流图描述的粒度, 结点为一组可被原子性调度的机器指
令, 其粒度介于控制流计算机的线程模型和数据流计算机之间. 进一步地, 引入了被称为 “线程程序
(threaded procedure, TP)” 的层次并行思想, 与早期的 EARTH 模型相似 [24] . 起源于数据流的 Codelet
编程模型与系统继承了数据流细粒度、高并行的特点, 将 “硬件指令” 改变到 “代码片段”, 采用避免了
细粒度的上下文切换开销, 并以二级并行的设计增加了传统数据流所不具备的共享数据的局部性, 为
程序员提供了更方便的接口. 尽管不是实现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流计算机, 但 Codelet 模型为大规模计
算系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特拉华大学 (University of Delaware) 的团队 [23, 25] 实现了 Codelet 的
运行时系统 DARTS, 将模型中的 Codelets、线性程序、循环等元素准确地通过 C++ 在 x86 架构上实
现出来, 并对它们的调度和点火激发等设置了各种对应的调度器, 用户可以通过 DARTS 在通用硬件
上使用 Codelet 模型进行编程. 此外, 数据流的提出者 Dennis 教授和 Codelet 的提出者高光荣教授进
行合作, 基于 Codelet 模型, 实现了 Fresh Breeze 架构 [26, 27] . 还有一些工作 [28, 29] , 虽然没有直接实现
Codelet 模型, 但其设计思想也是深受 Codelet 的启发, 或与其相关. 而对于 Codelet 模型在处理迭代
任务上的资源利用率不足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的团队设计了一款面向科学应用的数据流加速器 [30] , 以
分离迭代和主循环的方式, 使数据流图可以更独立地执行, 并在多个层面提升并行度.

5

数据流计算思想在 GPU 产业化中落地应用

进入 21 世纪, 处理器性能增长遭遇时钟频率提升的瓶颈, 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开始进入探索多核
并行计算体系结构时期. Intel 和 AMD 在 2006 年前后相继推出多核处理器系列芯片, 正式开启多核
处理器产业化时代. 虽然暂时保持了处理器性能持续提升的势头, 但是, 面对应用领域对计算性能数量
级跃升的需求, 采用通用处理器集成多核的技术路线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此时异构并行技术路线脱颖
而出.
GPU 作为 CPU 附属的专用显示处理器件, 集成了大量计算单元, 成为显著提升计算性能的有力

竞争者. GPU 图形处理加速器初始只是作为一种辅助计算设备存在, 用于图形显示的像素光栅化, 配
合高端工作站完成图形显示任务. 2000 年后英伟达 (NVIDIA) 在其 GPU 中引入了 “T&L” 硬件, 在硬
件上具备了顶点变换能力, 可以独立完成图形显示任务. 此后, 随着应用对图形显示能力的需求日益
强烈, GPU 硬件开始集成可编程顶点处理器和可编程像素处理器. 这一时期, GPU 的编程模式是采
用面向图形显示的专用编程工具, 例如: DirectX [31] , OpenGL [32] 和 Cg [33] , 编程效率不高, 难以使用.
2006 年之后, GPU 开始从单纯的图形渲染领域转向通用计算领域, 也称为 GPGPU (general-purpose
computing on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 通用计算本来是传统 CPU 的主导应用领域, GPU 要在这个
领域有所斩获, 需要在编程模型和硬件架构上都有所突破, 必须兼顾效率和易编程的特性.
流编程模型为 GPU 成为通用计算平台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了满足通用应用在灵活性和高性能
方面的需求, GPU 的 CUDA [34] 编程模型也采用了数据流的思想, 继承并改善了传统流处理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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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online) The architecture of Fermi GPU

Stream-Kernel 编程模型. 首先, 现代 GPU 编程继承了流编程模型中的多级并行编程方式, 采用 Kernel

描述通用应用中数据密集的算法, 提高其在硬件执行上的效率. Kernel 将相关的指令集成到一个执行
节点中, 构成一个大的数据流执行节点, 不同的 Kernel 以异步的方式执行, 其执行顺序由数据是否就
绪和资源是否满足决定, 并不受限于其在程序中的顺序决定, 具有明显的数据流计算特征. 其次, 为了
满足通用应用不同特性的需求, GPU 编程采用了更为灵活的 MIMD 执行模式, 而不是严格的 SIMD
运行方式, 其并行度可以达到上万级别. 每一个线程就像一个自带标签的数据流计算节点, 只要数据
和资源就绪, 线程即可执行, 完成其任务之后就释放资源.
以流处理器为基本计算单元, GPU 为通用计算领域计算性能提升开辟了新的空间. GPU 通过
堆叠大量的流处理单元满足数据流计算程序中丰富并行性对数据流计算节点的需求. 以 NVIDIA
GPU [35] 为例, 它由众多的流多处理器 (streaming multiprocessor, SM) 构成, 每一个流多处理器又
由简单的流处理单元组成并以 SIMD 的方式执行, 每一个流处理单元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数据流执行节
点, 不同的 SM 之间以相互独立的方式运行, 共同实现 GPU 灵活的 MIMD 执行模式. 在微观层面, 数
据的处理由不同的线程完成, 每个数据都由线程 ID 对应, 类似于数据流中的带标签的 token, 线程以
乱序的方式执行, 只要线程获得了资源 (包括计算单元、寄存器) 即可执行相应的指令流, 极大地提高
了并行效率, 其基本结构如图 6 所示. 以大量本地寄存器和软件可管理的片上存储为核心的多级存储
结构, 为 GPU 中的数据流动提供了极高的带宽, 满足大量流处理单元对数据的访问需求.
GPU 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数据流处理器, 它结合控制流和数据流计算的思想, 在计算性能和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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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性上实现了较好的平衡, 以极高的计算性能满足了通用计算的需求. 依托 CUDA 这种数据流与控
制流结合的编程工具, 英伟达构建了庞大的 GPU 生态系统, 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广泛使用. 在高性能计
算领域, CUDA 提供了 cuBlas, Thrust 和 cuFFT 等高性能计算核心库. 在深度学习领域, cuDNN 卷
积优化库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深度学习框架所囊括, 作为后端加速库支撑深度学习框架在 GPU 上高效
运行. 当前英伟达主流 GPU 产品, 以绝对主导地位占据消费类游戏等桌面显示市场; 在数据中心和典
型高性能计算场景领域, 目前大部分采用 CPU+GPU 异构并行架构. 除此之外, 以 Jetson TX2 为代
表的嵌入式 GPU 在自动驾驶等嵌入式领域也获得广泛应用. GPU 将数据流计算思想与通用控制流
计算在编程语言、存储层次设计、微体系结构设计等多个方面融会贯通, 取得了学术与产业双丰收, 成
为计算机体系结构平衡设计的经典范例.

6

数据流计算思想在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发展
2005 年后随着 CPU 进入多核时代, 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基础逐步趋于稳定, 计算资源呈现集中化

的趋势, 云计算系统成为计算机系统的新形态, 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是计算资源集中使用的
必要条件.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为了解决服务器集群在低负载时产生的资源浪费和
闲置, 云计算技术将具体业务与基础设施维护分离. 云计算将网络服务资源虚拟化, 使得计算资源可
以按需使用. 更进一步, 云计算从服务角度可分别在基础设施 (Iaas)、平台 (Paas)、软件 (Saas) 3 个维
度使得用户可以便利地使用虚拟资源处理计算问题.
与此同时, 网络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促进了人机物信息空间与物理世界高度融合, 大数据处理成为
时代的焦点. 高速骨干网将数据中心、服务器等计算资源连接起来, 移动互联网通过移动终端将人类
社会连接起来, 物联网将传感器等机械装置连接起来, 构成了万物互联的信息物理空间. 毫无疑问, 这
个信息物理空间所依托的载体就是数据, 它是这个空间的客观反映, 每时每刻都在记录, 每时每刻都
在变化. 人们用大数据摩尔定律 (Moore’s law) 来描述其增长态势, 即全球数据以每年 50% 的速度增
长, 也就是说每两年就增长一倍. 围绕大数据技术应用, 一批新兴的数据挖掘、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与
分析技术不断涌现, 对计算机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
数据流计算思想给云计算与大数据分析系统领域的编程模型带来了重大变化. 可以看到, 大数据
处理系统的编程模型都倾向于主体采用数据流描述方式, 在计算层以函数形式采用串行程序设计语言
描述. 大数据处理系统的执行机构主要是分布式集群计算系统, 与云计算系统相互融合发展. 图 7 展
示了数据流思想在经典或常用的数据处理系统和编程模型上的发展过程和趋势, 本节将依次介绍图中
4 种计算模型和其中的数据流思想.
6.1

适应批数据处理的 MapReduce 编程模型与系统

较早的大数据处理系统是从基于 MapReduce [36] 编程模型的大数据批处理计算框架开始的. 该编
程模型将计算描述成 Map 和 Reduce 两个阶段, 分别对输入数据进行解析和规约等操作, 其中 Map 操
作表达一组数据进行并行处理, 其算子用户可以自己定义, 类似流编程模型中的 Kernel. 宏观上看, 这
两个主要阶段之间存在数据驱动关系, 即 Reduce 节点需要在获得 Map 节点生成的含有特定 key 的
键值对以后, 再对它们进行 Reduce 操作. 从这一角度来看, MapReduce 编程模型是适应大数据批处理
的数据流模型. 其本质上是让程序员显式地描述数据处理流程, 是描述数据流图的一种简化形式. 这
个编程模型虽然简单, 但是非常适合描述对批量大数据进行并行处理. MapReduce 作为大数据时代早
期的代表性系统之一, 为大数据处理系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编程方法简单, 隐藏了底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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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数据流思想在常用计算模型中的应用
Figure 7

(Color online) The application of data-ﬂow computing on several programming models

杂的处理细节, 用 Map 和 Reduce 就可以实现批量数据的并行处理; (2) 适用于大规模的分布式计算
集群, 降低了对单机配置的要求, 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3) 考虑到分布式环境下的机器故障率, 实现了
高容错性等. 然而, MapReduce 也存在一些不足: 受 Map 和 Reduce 步骤的制约, 其编程模型的表达
能力有限; 在系统实现上, 频繁读写磁盘导致 I/O 开销较大, 不适用于低延时和重复迭代的计算任务
等. 值得指出的是, 虽然 MapReduce 在宏观的编程模型上可以视为数据流模型, 但在微观的系统实现
上它仍然使用的是控制流模型.

6.2

适应复杂大数据处理模式的 SPARK 编程模型与系统

在 2010 年前后, MapReduce 已经发展成一个常用的大数据分布式计算框架, 但由于 6.1 小节中
提到的这些限制, 使其逐渐无法满足日益丰富的应用需求. 此时, Spark [37] 作为一个开源分布式计算
框架诞生了. Spark 提出了基于弹性分布式数据集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 RDD) 数据抽象的数
据流编程模型, 提供多种转换算子 (transformations) 用于描述数据流动的多种形式. Spark 编程模型
支持程序员描述数据流图中的边, 其结点是 RDD 数据对象及相关计算, 属于典型的数据流编程模式.
在执行过程中, Spark 采用类似数据令牌 (token) 机制, 启动各个操作节点计算驱动数据流动, 每经过
一个操作节点可产生新的 RDD 供后续节点使用. 值得指出的是, 这些操作可在内存中完成, 避免中间
数据的磁盘 I/O 操作, 直到产生最后输出时才进行持久化存储.
Spark 计算模型的优点有: (1) 为 RDD 的操作流程提供了丰富的编程接口, 比 MapReduce 更强

的表达能力; (2) 内存型的执行引擎显著降低了 I/O 开销, 提升了系统整体性能; (3) 基于 RDD 和数
据流模型的 “血统 (lineage)” 重算机制, 为快速的容错提供了保障等. 不足之处有: (1) 执行引擎的批
处理模式无法充分满足高实时性的需求; (2) 长时间处理迭代任务时, 由于内存容量有限, JVM 中的中
间数据堆积会导致 Spark 的性能不稳定 [38] , 因而存储管理也是数据流模型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2,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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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适应批流融合应用新需求的 Flink 编程模型与系统

2014 年, 大数据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虽然那时批数据仍然普遍存在, 但流数据的处理需求开
始在诸如通信、交易等场景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这种批处理和流处理的需求同时存在、流处理的重要
性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Flink [40] 作为一种低延时、高容错的分布式流处理框架诞生了. Flink 是真正意
义上的 “流处理引擎”, 数据进入后立即被处理, 更符合数据流模型的 “点火规则” —— 令牌到齐后立
即激发执行. Flink 的另一个特点是 “异步屏障快照” 容错机制, 该机制中的检查点屏障可以融入数据
输入流中, 它像普通的令牌一样在数据流图的节点间流动. Flink 的优点在于: (1) 流式处理引擎满足
低延时的需求; (2) 将批式数据视为有限的流, 交由流处理引擎统一处理, 使用户不需要同时编写批流
两种模式的代码; (3) 异步屏障快照的容错机制降低了容错的额外开销等. 其缺点在于 [38] : (1) 内存依
然是限制因素, 若设置不当则会影响性能和资源利用率; (2) 在分布式执行迭代任务时, 对网络资源的
占用较高; (3) 大图处理等复杂的、多过滤层的任务的处理性能相对低于 Spark.
6.4

理想化的 Google Dataflow 编程模型

谷歌于 2015 年提出 Dataflow 模型 [41] , 为分布式海量数据处理提供一个更简单灵活的编程模型,
满足批流融合、低延时、高容错, 以及良好的表达能力的需求, 其开源版本为 Beam2) . Dataflow 模
型对数据类型提出了更明确的划分方法: 输入数据依据是否有限可分为有界的 (bounded) 和无界的
(unbounded), 且有界是无界的一种特例; 批 (batch) 和流 (stream) 则用于划分执行引擎的类别. 这样
的划分方法避免了编程模型层和执行引擎层在概念上混淆. 与传统数据流模型相似, Dataflow 模型描
述了 “数据在节点间流动和变化” 的过程. 不同之处在于, Dataflow 作为编程模型不涉及执行层面的
实现细节, 而传统数据流 [5] 则是执行模型. 为了使用户可以更高效地描述各种场景下的数据流计算任
务, Dataflow 编程模型提供了事件时间、窗口模型、触发器等工具, 这也为 Spark, Flink 等系统后续
的演进提供了重要参考. Dataflow 模型的优点有: (1) 丰富的编程接口, 提高了模型的表达能力和用户
的编程效率; (2) 将上层编程接口与下层执行引擎解耦, 同样的代码可支持不同的执行引擎, 为用户提
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从而满足更丰富的应用需求; (3) 提供自动的代码优化和资源管理功能等. 其缺点
有 [42] : (1) 增加了下层执行引擎的适配要求; (2) 为支持更多特性 (如带状态的处理), 引入了额外的空
间和计算开销; (3) 开放过多接口给用户增加了用户编写程序的学习成本等.

7

智能算法加速器时代的数据流计算思想
2015 年以来, 在大数据、强算力的支撑下, 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43∼45] 为代表的深度学习算法

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主流方法, 广泛应用于图像 [46∼48] 、视频 [49] 、声音 [50∼52] 、文本 [53] 等感知智能领
域, 取得了显著应用效果. 典型案例是 2012 年以来采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 Alexnet [43] , VGG [54] ,
GoogleNet [46] , Resnet [55] 等深度学习算法, 在 ImageNet 图像分类比赛 [56] 中超越传统机器学习算法,
显著提升了分类准确度;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 2016 年 DeepMind 公司采用深度学习结合搜索算法的游
戏程序在围棋比赛中完胜人类顶尖高手 [57] , 引发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潮.
面向深度学习算法开发定制加速器成为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的新热点. 学术界以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陈云霁 [58, 59] 的 “DianNao” 系列学术成果为代表, 从算法、算力以及数据访存优化的角度
提出了多种深度学习加速器体系结构, 近年来深度学习加速器成为计算机体系结构会议的热点话题.
2) Apache Beam. https://beam.apach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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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 AI 芯片有谷歌的 TPU (张量处理单元)3)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寒武纪 4) , 以及华为
的 atlas5) 等; 随着各类定制芯片及 AI 加速器的提出, 其迅速应用于智能驾驶、搜索引擎、语音识别
等多个领域, 比如地平线的面向智能驾驶的 “征程” 系列处理器 6) 和面向 AIoT 的 “旭日” 系列处理
器 7) , 已大规模商用, 而华为的麒麟及升腾芯片 8) 也广泛应用在了手机端.
数据流计算思想在智能计算定制加速器体系结构设计中体现在面向神经网络的数据流图编程方
法方面. 通过深度学习开发框架表达神经网络数据流图成为连接智能计算定制加速器和人工智能应
用之间的紧密纽带. 以 TensorFlow [60] 主流深度学习开发框架为例, 在该框架下程序员显式描述神经
网络的卷积层、池化层、非线性映射、全连接层等算子及其之间的连接关系, 构建数据流图. 算法加
速器厂商针对算子开发高效算子库, 这些算子库对应用开发者屏蔽了编写定制加速器代码细节, 定制
加速器设计者只需要通过提供算子库的形式, 就可以支持大量神经网络应用程序开发. 其中数据流图
成为了支持硬件多样性的中间层, 同时系统软件可以按照数据流图中的数据传递关系动态调度算子执
行, 支持应用程序在多种算法加速器上高效执行. 数据流图编程模式适合深度神经网络有限种类算子,
算子被多次重用的特点, 通过应用开发人员直接描述数据流图简化了应用开发和面向定制加速器体系
结构定制优化程序的难度.
在智能计算定制加速器芯片结构设计中, 数据流思想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深度学习中最具代表
性的卷积神经网络为例, 在卷积神经网络硬件设计中有 4 个层次体现数据流计算思想, 分别是层级、
特征图级、窗口级和操作级. 层级是指相邻卷积层之间仅存在写后读相关, 后层计算仅依赖前一层的
结果, 而前一层不依赖于后者, 因此在数据流图上表现为有向无环图, 根据这一特点可以设计卷积层
之间的运算流水线 [61] , 直接传递数据, 避免存储开销. 特征图级是指卷积操作中不同输入通道、输出
通道数据均不存在数据相关, 可以设计并行通道. 窗口级是指卷积算子在当前特征图上滑动时, 前后
滑动的位置有部分重叠, 存在只读数据相关, 可以利用其减少访存操作. 操作级则是指卷积算子内部的
元素之间实现点积累加操作, 可以利用数据流图构造累加树, 提高操作并行性. 因此, 数据流计算思想
通过数据流图所表达的核心要义在定制加速器部件设计中处处得以体现.

8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计算机体系结构平衡设计的视角分析了数据流计算思想在计算机系统发展历程中所发挥
的作用. 传统数据流计算机在选择编程语言方面试图直接将串行语言转变为数据流图, 这个在当今时
代仍然是巨大挑战的复杂问题导致其无法走向实用. 反之, 在 GPU、大数据集群系统中, 系统设计选
择类似数据流编程语言作为起点, 在应用开发人员能够接受的同时, 降低了研发编译器难度, 同时配
合面向特定应用领域库函数和系统管理功能上的支持, 取得了成功. 展望未来发展, 在大规模集成电
路技术没有颠覆性变化的前提下, 计算机体系结构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突出表现为应用创新牵引系统
发展. 类似深度学习应用带来了智能计算算法加速器体系结构的发展, 智能应用将进一步深化, 从感知
走向认知与决策领域, 应用对计算能力的需求依然强劲. 数据流计算思想在编程模型层面将进一步与
特定应用需求紧密结合, 新型编程模型或编程框架会不断涌现, 例如在数据流图基础上描述用户对流
3)
4)
5)
6)
7)
8)

https://analyticsindiamag.com/tpu-beginners-guide-google/.
https://www.welcome.ai/cambricon.
https://e.huawei.com/cn/products/cloud-computing-dc/atla.
https://www.horizon.ai/product/journey.
https://www.horizon.ai/product/sunrise.
https://www.huaweicloud.com/ascend/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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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延迟或带宽的需求, 或者是智能编程框架分化出专门支持自动训练的框架和支持强化学习的
框架. 在计算机系统层面, 与特定应用领域需求紧密结合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将进一步丰富多彩, 在集
成电路新工艺和敏捷芯片开发技术的支持下将走向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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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ata flow computing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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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the entire history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 the von Neumann model has been the most
mainstream model for computer systems architecture. Data flow computer systems are undoubtedly the most
well-studied type of non-von Neumann computer architectur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uter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we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data flow computing thinking has played in both
innovation in computer architecture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rchitecture over time. We first review
the thinking behind data flow computing and analyze the limitations it faced in its early stages. Then we analyze
two important technologies used in modern CPUs-out-of-order execution and multi-threading technology-that
were both developed using data flow computing thinking. We continue to view streaming computing, streaming
processor architecture, and modern GPUs through the lens of data flow computing thinking. Further, we analyze
how to apply data flow computing think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system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ntelligence. Finally, we summarize the rules of data flow computing thinking and forecast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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