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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科技快速进步, 新兴应用不断涌现. 无法响应软件变化的芯片, 如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将因为生命周期过短, 面临一次性工程成本(non-recurring engineering,
NRE) 过高的难题. 与此同时, 随着摩尔定律 (Moore’s law) 和迪纳徳定律 (Dennard scaling) 走向终结,
未来集成电路工艺更新带来的能效收益越来越小, 通用处理器可实现的计算能力被芯片功耗约束. 近
几年兴起的领域定制加速器 (domain-specific accelerator, DSA) 通过针对特定应用领域的计算模式, 定
制芯片架构, 以期兼顾能量效率和特定领域内的灵活性. 但目前 DSA 面向硬件定制软件, 这导致软件
生态碎片化, 程序员学习成本增大. 未来芯片设计需要兼顾灵活性、能量效率和可编程性. 软件定义芯
片 (software-defined chip, SDC) 在这一需求下成为了研究热点. 可重构芯片通过融合处理器的高灵活
性、ASIC 的高能效, 并通过重构提供了在运行时根据软件定制芯片架构的能力, 是当前 SDC 的研究
热点. 本文首先回顾 SDC 的研究动机, 然后分析可重构芯片如何满足 SDC 的需求, 之后探讨当前可
重构芯片面临的挑战, 最后阐述为了实现 SDC, 可重构芯片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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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摩尔定律 (Moore’s law) 逐渐逼近物理极限 [1] , 集成电路的功耗约束在许多应用中变得更加
严格. 芯片设计人员必须将注意力从性能转向能量效率. 另一方面, 大量新兴应用 (如神经网络和生物
信息学) 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灵活性也成为芯片设计中的重要考虑因素. 由于软件随着新兴应用程
序和用户需求迅速发展, 如果硬件无法适应软件, 专用集成电路 (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ASIC) 将面临生命周期短和一次性工程费用 (non-recurring engineering, NRE) 成本高的问题. 因此, 高
能效和高灵活性间的权衡已成为一款计算芯片最重要的设计考虑. 然而, 对于现行的主流计算芯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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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极具挑战: ASIC 能效虽高, 但却牺牲了灵活性; 而冯 · 诺依曼 (von Neumann)
处理器 (如通用处理器 (CPU)、图形处理单元 (GPU)、数字信号处理器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虽灵活性高, 但能效太低. 为了解决这一挑战, 芯片设计领域涌现出大量新兴计算架构.
近年来兴起的领域定制加速器 (domain-specific accelerator, DSA), 如谷歌的 TPU, 面向特定应用
领域的计算特征, 定制芯片的逻辑通路和存储系统, 从而在高能效和高灵活性间达到平衡. 但目前主
流 DSA 基于硬件架构定制软件接口. 由于芯片设计时可能存在的对某些应用特征进行的过度优化,
用户需要对他们的需求进行裁剪, 使需求匹配这些应用特征后, 才能充分利用硬件的性能. 这使得当
前 DSA 的可编程性难以满足新兴应用不断迭代的需求.
高能量效率、高灵活性和高可编程性的需求催生了 “软件定义芯片” (software-defined chip, SDC)
的理念. 顾名思义, 软件定义芯片就是让硬件根据软件进行定制化设计, 提高了能量效率. 这样设计出
的芯片能够根据产品的需求改变功能, 实现了高灵活性的芯片设计. 此外, SDC 基于软件框架, 而不是
某些应用领域计算特征, 进行硬件的定义, 从而避免了硬件设计时对特定计算特征的 “过拟合”, 提高
了芯片的可编程性.
可重构计算是 SDC 理念的出发点. 2017 年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提出了电子产业振兴计划 (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 ERI),
试图推进后摩尔定律时代的计算芯片新材料、架构与设计流程的研究. ERI 的主要研究目标 “软件定义
芯片” 期望实现接近 ASIC 的性能 (10 倍以内), 同时不牺牲数据密集型算法的灵活性的芯片. DARPA
ERI 的项目说明中大量引述了可重构计算芯片的研究结果1) .
可重构计算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 [2] , 21 世纪以来发展迅速. 可重构计算能够持续吸引工业界
和学术界关注, 是因为它具有接近 ASIC 的能效和性能, 以及由制造后的硬件可以重构带来的灵活
性 [3∼5] . 按照可重构芯片进行重构时的粒度, 可重构芯片可以进一步分为以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 为代表的细粒度可重构芯片, 和粗粒度可重构芯片 (coarsegrained reconfigurable array, CGRA). FPGA 经过 30 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通信、网络、航天、国防
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电子器件. 例如, 微软的 Catapult 项目使用 FPGA 加速其数据中心的 Bing 搜
索引擎, 带来了显著的能效提升, 同时保留了系统灵活性和算法的可更新性 [6] . IBM、英特尔和百度也
做出类似选择 [7, 8] . 但 FPGA 能效与 ASIC 仍存在较大差距. 更严重的是, 目前 FPGA 的可编程性极
差, 这造成程序员对硬件足够了解才能开发 FPGA 的性能和能效潜力, 严重限制了它的推广. 近年来
学术界有大量研究面向 SDC 探索 CGRA 的研究 [9, 10] . 而在工业界, CGRA 正在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
生产系统中. 例如, 英特尔启动了一个将 CGRA 纳入其 Xeon 处理器的项目2) , 三星将 CGRA 加速器
集成在它的 8 K 高清电视和 Exynos 片上系统 (system-on-chip, SoC) 中3)4) . 虽然 CGRA 在易用性方
面的不成熟使得它在商业应用上仍受到一些限制, 但这也为我们以 SDC 为导向, 开展 CGRA 相关研
究提供了机会窗口.
本文从 SDC 的需求出发, 从设计方法、挑战和潜在解决方案等角度全面介绍可重构芯片, 主要贡
献如下:
(1) 系统地分析可重构芯片如何实现 SDC 的需求.
1) DARPA. https://www.darpa.mil/.
2) Intel. https://newsroom.intel.com/news-releases/intel-tsinghua-university-and-montage-technology-collaborate-tobring-indigenous-data-center-solutions-to-china/.
3) Samsung.
http://www.samsung.com/semiconductor/minisite/exynos/products/mobileprocessor/exynos-5-octa5430/.
4) PACT. http://www.pactx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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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用处理器中典型操作的能耗
Figure 1

Energy consumption of typical operations in CPU

(2) 对可重构芯片在当今遇到的挑战进行了自顶向下的全面分析.
(3) 调研了当前研究中解决这些挑战所采用的技术. 基于这些技术, 我们对未来可重构芯片的发展趋

势做出预测.
本文其他小节组织如下. 第 2 节介绍软件定义芯片的需求, 第 3 节介绍可重构芯片如何实现软件
定义芯片的需求, 第 4 节分析了当前可重构芯片的设计方法, 第 5 节介绍了当今可重构芯片遇到的挑
战, 第 6 节基于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对于上述挑战提出潜在的解决方案, 第 7 节总结本文.

2

软件定义芯片

本节从如今计算芯片面临的挑战出发, 分析软件定义芯片的需求. 具体而言, “功耗墙” 的约束促
使通用计算架构走向定制化; 专用集成电路的 NRE 费用引出了芯片灵活性的需求, 从而催生了领域
定制加速器; 领域定制后引出的可编程性问题, 催生了软件定义芯片的概念.
2.1

功耗墙的约束

通用处理器是最为灵活的计算芯片. 在自动化编译工具的支持下, 通用处理器可以方便地实现
不同类型的算法. 同时, 通用处理器的灵活性使其可以拥有较大的出货量, 进而使得每颗芯片分担的
NRE 费用较低. 然而, 为了确保灵活性, 通用处理器设计时包含了大量取指、译码等非算术逻辑单元
逻辑, 因此它在计算过程中的额外能量开销非常大, 计算的能量效率比偏低. 图 1 展示了通用处理器
中典型操作的能耗对比. 可以看到平均而言一条精简指令集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ISC)
指令实际消耗在算术逻辑单元 (arithmetic-logic unit, ALU) 上的功耗不到 20%. 大量的功耗都消耗在
了取指译码或寄存器堆访问上. 而对于访存操作, 又有额外的 20% 高速数据缓存 (cache) 访问开销 [11] .
额外的能耗开销引发了当今通用处理器的 “功耗墙” 问题 [12] : 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发展, 通用
处理器的性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然而在 2005 年以后, 因为全比例缩放技术的终
结 [13] , 功耗成为了通用处理器的关键设计约束 [14] .
2.2

灵活性的需求
相比于通用处理器, ASIC 将指令集架构中的取指译码和寄存器堆的访问等步骤转化为芯片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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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80 nm 后各工艺节点单个晶体管的费用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Figure 2

(Color online) Normalized cost per transistor after 80 nm technology

固化的电路, 并通过数据流驱动整个芯片的运行. 由于芯片专注于应用的运算部分, ASIC 具有极高的
能量效率. 然而, 也正是由于 ASIC 对电路的功能进行了固化, 芯片只能支持单一的应用. 图 2 展示了
80 nm 后各工艺节点单个晶体管的费用随时间的变化趋势5) . 可以观察到, 在 28 nm 工艺之后, 新的
工艺将很难再降低单个晶体管的费用, 芯片流片费用将随着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指数增长. 为了分担
高昂的 NRE 费用, ASIC 设计往往局限于通信基带、网络流处理等成熟的、出货量极大的应用. 这一
要求严重限制了 ASIC 在新兴应用中的使用. 当代新兴应用, 如深度神经网络、生成式对抗网络等, 算
法更新迭代速度非常快. 针对单一应用或单一算法设计的 ASIC, 一方面难以获得足够的出货量分担
NRE 费用, 另一方面会由于较长的研发周期错过了最佳上市时间.
2.3

可编程性的问题

能量效率和灵活性间的矛盾促使学术界和工业界开始研究领域定制加速器. 在 DSA 的设计中,
计算芯片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通用处理器, 负责传统的资源管理和用户交互任务, 如操作系统、编译器
等; 以及一系列领域定制处理单元, 他们针对一个或多个特定领域的应用提供高能效的解决方案. 如
图 1 所示, ALU 计算浮点加法和 32-bit 整型加法的功耗远小于一条指令的功耗, 而 8-bit 整型加法的
功耗更是远远低于 32-bit 整型加法. 如果一个应用领域的运算和访存模式相对固定, 那么该领域相应
的 DSA 可以将通用处理器中冗余控制、访存逻辑替换成该领域常用的算术逻辑单元以提高计算能量
效率.
但是, DSA 面临着可编程性的困境. 为了提高能量效率, DSA 面向特定应用领域的计算特征, 在
芯片设计时定制其逻辑通路和存储系统. 然而, 相同应用领域的不同的算法对 DSA 的芯片设计需求
会有很大区别. 图 3 展示了给定 DSA 上的总存储容量, 不同算法的最优化存储系统设计下对 cache,
共享存储 (shared memory) 和寄存器堆容量的需求 [15] . 由于目前 DSA 的芯片架构设计选择需要流片
前确定, 因此大多数 DSA 芯片只能针对特定应用领域的特定计算模式选择最优实现. 对于其他应用
来说, 这些选择通常不会是最优的. 由于芯片设计时的过度优化, 程序员需要对需求进行裁剪, 使其匹
配 DSA 支持的应用特征后才能充分利用硬件的性能.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 DSA 都有类似的可编程性
5) Beyond Moore’s law. The Economist, 2015. https://www.economist.com/science-and-technology/2015/05/26/
beyond-moore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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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不同算法对 DSA 的存储系统不同的要求
Figure 3

(Color online) Optimal hardware design diﬀers for diﬀerent algorithms

困境: DSA 架构设计者要教用户写程序, 而不是由用户自行描述应用需求. DSA 的适用空间完全由架
构设计者规划, 其可编程性难以满足新兴应用不断变化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 SDC 吸收了 DSA 的高能效和特定领域灵活性的特点, 尝试走出可编程性的
困境. SDC 的思路是按照软件, 动态地、实时地改变硬件的架构. 这样, SDC 可以将部分设计选择推
迟到运行时, 避免在芯片设计时对于特定应用的过度优化, 这一思路与可重构芯片的特性不谋而合.

3

可重构芯片的发展历程

随着计算芯片的功耗约束愈加严苛, 以及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成本也在急剧增加, 传统的计算芯
片越来越难以兼顾高灵活性和高能效. 体系结构的研究正在迎来一场革命. 诸多历史上没有进入主流
通用处理器体系结构的设计被逐一挖掘出来. 可重构计算正是其中的一种. 本节简要从可重构计算的
发展历程出发, 重点介绍两类可重构芯片 FPGA 和 CGRA 的异同, 然后分析 CGRA 为何是 SDC 的
最佳选择.
3.1

可重构计算模型的提出

可重构计算概念的提出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的 Estrin 等 [16] 提出一种特殊的体系结构, 包括一个主处理器和一个可重构硬件,
前 者 控 制 后 者 的 行 为, 后 者 通 过 重 构 的 方 式 加 速 特 定 任 务. 由 于 过 于 超 前, 该 概 念 直 到
40 年以后才获得系统性的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的 DeHon
等 [17] 将可重构计算定义为具有下面特征的体系结构:
(1) 在其制造后, 芯片的功能仍然可以定制, 形成加速特定任务的硬件功能;
(2) 计算功能的实现主要依靠任务到芯片的空间映射.

满足以上两个特征的计算方式都可以被称为可重构计算. 其中, 第 1 个特征说明了可重构计算的
灵活性, 即它在生产后仍然可以进行编程, 拥有类似于通用处理器的灵活性; 第 2 个特征则指明了可
重构计算的能量效率优势的来源, 即计算主要以空域并行计算的模式完成, 避免了通用处理器在时域
上不断取指译码新指令的额外开销, 从而可以逼近 ASIC 的高能量效率.
3.2

可重构芯片的兴起

本小节介绍目前主流的两类可重构计算芯片与传统芯片架构的异同, 并着重介绍它们如何在能量
效率和灵活性之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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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可重构计算架构与现有主流计算架构在能量效率和灵活性上的对比
Figure 4 Comparison between reconﬁgurable architectures and traditional computer architectures in terms of energy
eﬃciency and ﬂexibility

图 4 定性地从灵活性和能量效率两个角度对比了 CGRA 与当今其他主流计算芯片 [5] . 可重构计
算芯片的灵活性和能量效率介于通用处理器和 ASIC 之间, 其设计理念也来源于前文所述的灵活性和
能量效率的折衷.
可重构计算兼顾高灵活性和高能效的关键在于它的执行过程是由配置信息驱动的. 配置信息不仅
仅能表达处理单元的操作, 还能通过显式设定芯片的互联功能表达数据在处理单元间的流动. 配置信
息的设定体现了可重构计算的空域映射特性. 相比而言, 通用处理器受指令驱动, 而 ASIC 由应用的
数据流驱动. 配置信息既结合了时域上指令的灵活性, 又结合了空域上数据流的高能效 [18] . 因此使用
配置信息进行计算的 CGRA 结合了通用处理器和 ASIC 的优点 [19] .
根据可重构芯片的组织结构更像 ASIC 还是更像通用处理器, 又可以将其细分为静态可重构和动
态可重构两类 [9, 20, 21] , 如图 5 [22] 所示.
静态可重构芯片以 FPGA 为代表, 其计算功能在计算开始前的初始化阶段进行定制, 随后计算过
程中不再改变. 因此, 静态可重构计算芯片的控制器只需要在初始化阶段加载配置信息, 运行过程中不
再需要工作. 因此图 5(a) 中可以将控制器省略. 与图 5(c) 的 ASIC 相比, 静态可重构芯片在运行时工
作原理相近, 因而它具有很高的能量效率. 然而, 为了在固化逻辑的基础上提供灵活性, 静态可重构计
算芯片需要以比特流的形式逐一指定各个查找表和多路选择器的功能. 这导致它的配置信息加载的时
间非常大, 计算功能受限于硬件资源数目.
动态可重构芯片以 CGRA 为代表, 与通用处理器更为相似, 其架构中包含可重构数据通路和可重
构控制器. 如图 5(b) 所示. 前者的定位类似于通用处理器的算术逻辑单元. 但他们间的一个显著区别
在于可重构数据通路通常采用许多基本处理单元 (processing element, PE) 组成的阵列结构. 其中每
个 PE 的功能都和 ALU 类似, 并通过一个灵活的互联网络实现 PE 间中间计算结果的转发. 因为数
据通路的功能相比单一计算逻辑单元变得更加复杂, 传统指令集很难完全地描述它的功能. 所以动态
可重构计算芯片使用由配置字组成的配置信息控制其行为. 在数据通路计算的同时, 可重构控制器加
载并组织配置信息, 并将它们以合适的顺序发送给数据通路, 这极大地增强了动态可重构计算芯片的
灵活性. 与比特流形式的静态可重构配置信息相比, 配置字以更粗的粒度指定 PE 和互联网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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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静态可重构和动态可重构的基本组织结构及其与 ASIC 和通用处理器的对比 [22]
Figure 5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between FPGA/CGRA with ASIC/CPU

这使得计算通路可以在时域上快速重构以适应更大规模的应用.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相比于 FPGA, CGRA 与 SDC 的 “高能效、高灵活、高可编程性” 的设
计目标契合度更高. 本文之后将集中讨论 CGRA 的设计与挑战.

4

CGRA 设计方法

至今为止, CGRA 的设计方法尚未统一, 存在多样性. 为了解和比较不同架构, 将 CGRA 设计在
多个系统级抽象层次上进行阐释, 是一种有效途径. 本节采用文献 [23] 提出的多维度分类方法根据
以下几个系统级抽象层次描述当前主流 CGRA 的设计方法. 图 6 展示了该分类方法下通用处理器和
CGRA 的对比.
(1) 微架构模型描述了芯片上各个模块的实现, 及模块间的组织方式. 对于 CGRA, 微架构模型

主要考虑 PE、存储系统、内部互联等芯片功能的实现方式. 不同 CGRA 的微架构差异很大.
(2) 执行模型是微架构的抽象表示, 它定义计算模型生成的中间表示的调度方案. 该模型需要表
征硬件的核心工作机制, 例如指令/配置的触发、执行和结束. 因此, 执行模型确立了微架构设计的基
本框架, 决定了计算模型所表示的底层运行顺序和并行模式的实现.
(3) 计算模型是计算语义的抽象表示, 它定义了一个应用程序的高层次组合成分 [24] . 该模型提供

一种计算引擎, 能够为使用相应编程模型描述的任务生成解决方案. 计算模型必须能够反映物理计算
平台的主要计算特征 [25] . 同时, 计算模型确定了底层计算架构能够支持的算法并行模式. 例如, 单线
程计算模型通常不能利用线程级并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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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使用文献 [23] 提出的多维度分类方法比较通用处理器和 CGRA
Figure 6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of an CGRA and CPU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taxonomy

(4) 编程模型是底层计算机系统的抽象表示, 主要用于算法和数据结构描述 [25] . 该模型连接了底

层硬件和程序可用的软件支持层. 事实上, 所有编程语言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都是编程模型的实例. 编程模型可以描述软件程序, 也可用于编程硬件 [26] . 它对
底层硬件细节进行抽象, 便于程序员并行编程, 而无需考虑并行计算过程在硬件上的具体实现. 同时,
编程模型也限定了程序员可以显示利用的算法级并行度类别, 从而简化编译算法. 例如, 典型多线程
编程模型, 例如 PThread, 将硬件资源抽象为线程, 使得程序员可将应用程序的并行性表示为相互协调
的多个线程.
在计算模型上, 根据 2.3 小节的描述, CGRA 同时在空域和时域上具有较高的自由度, 而经典冯 ·
诺依曼架构仅有时域的高自由度. 这是 CGRA 与其他计算形式的根本区别. 因此, 本节从计算模型出
发, 系统描述 CGRA 在各个抽象层次上的设计空间.
4.1

计算模型

图 7 细化了图 5(b), 展示了 CGRA 计算模型的形式 [27] . CGRA 的高能效性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
方面.
• 空域上可重构计算依靠处理单元间的互联显式实现依赖关系. 应用中的基本操作及它们之间的依

赖关系可以用控制数据流图 (control-data flow graph, CDFG) 表示. 每个应用中都会存在多种数据依
赖关系和控制依赖关系, 对应的应用程序中需要确保依赖关系正确执行. 目前主流编译器都会提取应
用的 CDFG 用于优化. 然而由于冯 · 诺依曼计算模型只有时域一个维度, 编译器在生成其程序时需要
将二维的 CDFG 改写成一维的指令流, 利用寄存器名称隐式表达指令间的依赖关系. 之后通用处理器
在执行程序时要依赖多端口寄存器堆或流水线旁路逻辑重发现这些依赖关系. 相比而言, 可重构计算
模型加入了空间维度, 这使得 CDFG 中的依赖关系可以通过配置数据通路上处理单元的互联网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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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网络版彩图) CGRA 在时域和空域上协同计算
Figure 7

(Color online) CGRA executes cooperatively in time domain and space domain

式表达, 避免了重发现依赖关系的能量和性能额外开销.
• 时域上可重构计算功能单次配置, 多次执行. 冯 · 诺依曼计算模型下指令的加载和执行是耦合的,

每条指令执行前都需要经过取指、译码等步骤. 即便编译器发现一段指令需要重复执行, 它也无法在
程序中省掉这段指令在第 1 次执行后的取指和译码等步骤. 相比而言, 可重构计算模型的配置信息功
能更为自由. 对于需要重复执行的功能, 配置信息中可以指定数据通路多次执行该功能; 对于连续变
化的功能, 配置信息可以利用配置管理器使数据通路快速连续重构以满足功能要求.
4.2

编程模型

可重构计算模型在时域和空域的自由度上需要以编程模型的形式向程序员提供. 可重构计算模型
下编程模型需要开发应用中的并行性以充分利用时域和空域的计算资源. 本小节根据并行性的开发方
式将编程模型做如下分类.
• 命令式编程模型和命令式语言 (如 C/C++). 命令式模型使用顺序化的语句、命令或指令序列

控制程序运行, 因此难以表达并行语义. 一些命令式语言的扩展支持显式表达并行性, 例如 PThreads,
能够用特殊指令显式或部分显式表达并行性. 所有支持顺序命令执行的硬件 (例如大多数处理器) 都
可以使用此模型. CGRA 的运行流程由配置序列控制, 因此也可以使用命令式模型. 由于命令式编
程语言对于程序员来说门槛相对较低, 且便于与通用处理器集成, 许多 CGRA 都采用了命令式编程
模型 [28∼30] .
• 声明性编程模型 (如函数式语言、数据流语言和硬件描述语言). 声明性编程模型使用声明或表达

式代替命令式语句描述计算逻辑. 由于该模型不包含任何控制流, 故而计算并行性是隐式表达的. 命
令式编程模型依赖编译器或硬件挖掘并行性, 相较而言, 并行编程模型允许编程者使用提供的接口显
式地表达并行性, 从而减轻编译器和硬件的负担, 提高编译和运行效率. 虽然目前仅有少数的 CGRA
采用并行编程模型 [19, 31] , 但大多数的 CGRA 都适用于这类并行模型. 原因在于 CGRA 的底层硬件
执行并不是命令式的, 而是并行地计算一个配置内包含的多个操作.
• 透明编程, 即对一个特定 CGRA 架构, 不进行任何静态编译. 这类编程采用动态编译技术, 依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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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程序运行时实时的翻译和优化常见的程序表示 (如指令序列). 因此, 它的底层计算模型、执行模
型或微架构对编程者来说是完全透明的. 例如, 对于 DORA [32] , CCA [33] 以及 DysnSPAM [34] 等架构,
它们的配置信息是根据运行时的指令流动态生成的. 采用透明编程模型的 CGRA 通常无需修改源程
序即可移植到新计算架构, 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并且硬件还可使用部分运行时信息执行编译器无法
实现的动态优化. 但是, 由于需要额外硬件模块执行运行时并行度挖掘, 支持透明编程模型的 CGRA
通常面临性能不足、能效降低、设计困难等问题.
不同的编程模型下同一个应用在 CGRA 上的性能会截然不同. 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在编程
模型层面提升性能的最有效途径是根据应用领域定制编程模型.
4.3

执行模型

执行模型指定了可重构计算模型时域和空域自由度的实现方式, 约束了下一层的硬件架构设计.
同时, 执行模型可以看作编译器面向的硬件架构特性: 程序员在编写应用时不需要考虑执行模型, 之
后在编译时编译器根据执行模型自动将应用映射到目标架构上.
与通用处理器相比, CGRA 目前对于什么样的执行模型最佳还没有定论. 因此, CGRA 执行模型
设计空间很大, 设计维度众多. 本研究认为最重要的两个设计维度如下.
• 配置信息调度方案. 即配置信息加载到数据通路的顺序和时机. CGRA 可以是静态调度, 即编译

器决定配置信息如何加载; 也可以是动态调度, 即 CGRA 在运行时决定配置信息如何加载. 2.3 小节
曾将 CGRA 分为 “静态可重构” 与 “动态可重构”, 那里的 “静态” 和 “动态” 指的就是配置信息的加
载方式.
• 配置信息执行方案. 即配置信息在数据通路上执行的顺序和时机. CGRA 可以是顺序执行, 即
CGRA 按照配置信息加载顺序执行; 也可以是数据流执行, 即 CGRA 的各个运算资源根据其配置信

息, 检查它绑定的操作的各个操作数是否准备就绪, 然后执行那些所有操作数都已就绪的操作. 数据流
执行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静态数据流执行和动态数据流执行. 静态数据流执行中每个运算资源在一段
时间只绑定单一操作, 而动态数据流执行中每个运算资源在一段时间可以绑定多个操作.
将以上两个设计维度组合, 我们可以得到 4 种常见 CGRA 执行模型, 按照其时域 – 空域自由度
由小到大排列如下: 静态调度顺序执行、动态调度顺序执行、动态调度静态数据流执行、动态调度动
态数据流执行. 需要注意的是, 执行模型的自由度不是越大越好. 实际设计一个 CGRA 时需要根据应
用领域、编程模型和架构设计复杂度审慎地选择执行模型.
4.4

微架构
CGRA 的微架构按照功能可以分为 3 个模块.

• 数据通路. 可重构数据通路一般由 PE 单元和互联网络两部分组成. PE 单元是可重构计算的基

本单元. 与众核通用处理器中的各个核相比, PE 单元不是独立的处理器. 它的功能更接近于通用处理
器中执行单元及相关支持硬件结构, 用于完成计算操作. 按照 PE 单元的数据位宽, 可重构数据通路可
以分为细粒度 (1-bit) 和粗粒度 (大于 1-bit) 两种. 互联网络是 CGRA 区别于通用处理器的重要特征.
按照 PE 单元操作间的 “生产者 – 消费者” 关系, PE 运算数据在空间利用互联网络快速流动. 互联网
络具体组织形式不固定, 一般而言越灵活的互联实现代价越大. PE 单元和互联网络组成了 PEA, 是可
重构计算模型中空域 – 时域自由度的主要载体.
• 配置通路. 配置通路一般由配置控制器和配置缓存两部分组成. 配置控制器通常是一个可编程的

有限状态机, 按照主控制器的控制, 以及数据通路的计算结果, 选择后续的配置信息. 为了减少配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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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加载对性能的影响, CGRA 通常都会有片上的配置缓存. 尤其对于支持快速动态重构的动态 CGRA,
配置缓存必不可少.
• 访存通路. 访存通路一般由数据缓存和数据控制器两部分组成. 与通用处理器类似, CGRA 频

繁的片外数据访问会严重影响性能. 因而类比通用处理器, CGRA 也常常会采用数据 Cache 的设计.
然而, 由于计算资源众多, CGRA 对数据的需求量相比通用处理器更大. 为了满足 PEA 的数据需求,
CGRA 还经常采用数据暂存器 (scratchpad) 结合数据控制器的设计. 数据控制器原理与 SoC 设计中
的直接存储器存取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控制器类似, 但在 CGRA 上数据控制器可以根据目
标应用领域做更定制化的设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编程模型、计算模型和执行模型的划分在层次化系统设计中是自顶向下的方
法, 不同层次的模型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 例如, 动态调度要求配置控制器的状态机执行时可以
受到数据通路计算结果的控制, 数据流执行要求 PE 单元具有检查操作数可用性的功能. 以上模型揭
示了其对应的不同 CGRA 设计的本质差异, 表明了对 CGRA 采用多维度分类方法的合理性.
4.5

CGRA 应用现状

本小节将会展示近年较为成熟的 CGRA 应用领域. 目前 CGRA 提供足够的粗粒度计算资源, 但
对控制流的支持较弱, 因此主要用于计算和数据密集型领域.
•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领域的应用, 如加密和解密, 对底层硬件的灵活性和针对抵抗物理攻击的安全

性提出更高要求. 这类应用通常包含数百个不断变化的密文, 并且需要承受比传统攻击更具威胁的物
理攻击, CGRA 符合这些要求. 除灵活性之外, CGRA 还具有较强抵御物理攻击的能力, 因为它具有的
软件定义芯片的运行特点比独立专有硬件实现或软件算法实现更具安全性. 近年来, 基于 CGRA 的加
密处理器发展迅速, 引起广泛关注. 例如, COBRA [35] 是一种适用于 40 多种对称密码的定制 CGRA;
Cryptoraptor [36] 是用于对称密钥加密算法和标准的可重构加密处理器, 支持多种加密算法, AES-128
算法实现的峰值吞吐量为 128 Gbps.
• 信号和图像处理. 信号和图像处理应用具有典型流计算特征. 由于 CGRA 在流处理上性能优异,

因此许多针对这类应用的 CGRA 架构被提出. 经典加速架构 ADRES 已应用于视频处理 (H.264 /AVC
解码 [37] )、图像处理 [38] 、SDR 信号处理 (SDM-OFDM) 接收机 [39] , 以及 MIMO SDM-OFDM 基带
处理 [40] .
• 深度学习. 自 2010 年以来, DNN 已在当代人工智能应用 (包括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医疗、游
戏和机器人等) 中被广泛采用. DNN 通过频繁层间通信对大量数据执行密集计算. 由于 CGRA 具有
高吞吐率计算和片上通信系统, 可被用作 DNN 核心加速引擎. 例如, 文献 [41, 42] 提出的加速架构具
有可重构数据路径和可扩展映射方法, 以支持多种混合数据重用模式; 文献 [43] 提出的动态可重构架
构以脉动阵列作为二维数据流计算引擎, 支持多种 CNN 中的计算模式.
• 其他. 上述所有领域的应用都包含计算密集和数据密集特点. 其他具有类似特点的应用领域, 如

网络处理 [44] 等, 也可使用 CGRA 作为加速平台.

5

CGRA 面临的挑战
CGRA 实现动态可重构计算的主流形式, 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工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无论计算

机体系架构领域、固态电路领域, 抑或电子设计自动化领域, 都是如此. 然而, 由于 CGRA 在易用性
和适用性方面仍然不成熟, 直到今天它在商业应用上仍受到一些限制. 首先, CGRA 难以用高层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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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编写高效的程序, 自动化编译也很难实现. 其次, CGRA 在面向不同应用领域的设计中差别较大, 其
在实际系统中的集成成本依旧不低. 最后, CGRA 的应用仍然严格受限于纯粹的计算或数据密集型内
核, 在涉及不规则代码或复杂控制流的情况下, 它的性能会严重下降. 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不只是与
微架构有关, 必须在系统级别上全面分析与审视, 以此确定这些致命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节在上
文提出的分类方法指导下分析了 CGRA 存在这些不足的根本原因, 提出目前 CGRA 面临的 3 项关键
挑战.
5.1

挑战 1: 高层次编程模型的易用性与效率的矛盾

编程模型作为描述应用的高层次抽象, 会对于底层计算架构的性能和易用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26] .
编程模型层次过低会使编程语言对程序员不友好、编程时间过长. 而编程模型层次过高则会使底层计
算架构难以实现高性能.
理想的 CGRA 编程模型必须在易用性和效率之间做出权衡,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1) 从硬件角度
来看, 其根本原因在于 CGRA 复杂的底层计算架构. CGRA 中主要的计算资源是一个有着很强计算
能力的二维处理单元阵列, 它比传统的顺序处理器架构更加复杂. 因为 CGRA 具有时域计算的特性,
在 CGRA 上进行任务划分也比在 FPGA 上更加困难, 而且使用高级语言编程 FPGA 仍然是非常困
难的, 所以复杂的硬件架构使得 CGRA 的编程变得非常有挑战性. (2) 从软件角度来看, 需挖掘大量
细粒度并行性的复杂 CGRA 架构与目前流行的顺序风格的软件编程模型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为实现
易用性, 编程模型应该是高层次抽象的, 这样才能使程序员免于学习架构特征细节. 高层次抽象只能
提供粗粒度并行, 这不足以完全开发硬件的潜能. 为实现高效率, 编程模型应明确公开体系结构中对实
现效率有影响的关键元素, 以便程序员探索体系结构设计空间以确定性能瓶颈. 例如, FPGA 可以使
用高层次模型 (如 OpenCL) 和高层次综合工具编程, 从而产生效率低的设计 [45] . 或者, FPGA 可用低
层次模型 (如 VHDL) 且通过综合、布局和布线工具编译, 从而生成更高性能的实现, 但需要更长设计
和编译时间 [46] . 难点在于在提高抽象层次的同时提高性能 [26] . 换言之, 设计适合 CGRA 的编程模型,
其挑战在于如何在隔离其他硬件细节的同时, 仅揭示对性能有严重影响的架构特性. 类似架构的成功
示例如 GPGPU 的 CUDA.
目前, CGRA 还没有完美的编程范式. 大多数 CGRA 及其编译器仍需大量手工工作. 具体来
说, 这些 CGRA 使用高层次语言编程, 并依赖编译器前端将高层次输入转换为较低层次的中间表示
(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 IR), 随后将 IR 进行优化并转换为机器代码. 在这些情况下, 编译器结果
和手动优化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47] , 这意味着向程序员公开更多架构细节 (采用较低层次的编程模
型) 将比仅依靠面向编译器的优化更有效. 总之, 让高层次编程模型可以充分开发 CGRA 的性能和能
效潜能, 是 CGRA 在易用性上的主要挑战.
5.2

挑战 2: 多层次并行的性能收益与面积功耗开销的矛盾

良好的计算模型能够利用算法并行性, 并支持编程模型各种并行语义的有效实现. 实际的应用程
序总是包含一些算法并行性. 一个有能力利用更多算法并行性的架构可以实现更好的性能. 挖掘更多
的并行性可以通过支持多级并行的架构实现, 包括指令级并行 (instruction-level parallelism, ILP)、数
据级并行 (data-level parallelism, DLP)、内存级并行 (memory-level parallelism, MLP)、任务级并行
(task-level parallelism, TLP) 和推测并行. 例如, 由于利用了 ILP, 超标量处理器比标量处理器性能更
好; 由于利用了 TLP, 多核处理器比超标量处理器性能更好; 由于利用了推测并行, 乱序处理器的性能
优于顺序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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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RA 在计算模型中已经支持很多并行性. 例如, TRIPS 支持 3 个执行模型, 每一种执行模式都

适用于不同的并行, 如 ILP, DLP 和 TLP [48] . 多态流水线阵列支持具有软件流水线的细粒度并行和来
自 ILP 和 TLP 的粗粒度流水线并行 [49] . MLP 和 DLP 支持的并行已成为最近针对数据密集型域的
CGRA 的主题 [20] . 然而, 很少有 CGRA 能够很好地支持推测并行性. 推测并行性是并行性开发的重
要资源. 实现推测并行性的主要障碍在于面积和功耗限制. 尽管在通用处理器中已经开发推测性执行,
但是当将该技术应用于 CGRA 时, 会出现难以克服的问题.
通用处理器主要通过分支预测和乱序执行这两个技术利用推测并行性. (1) 分支预测通常与推
测相结合, 以错误预测惩罚为代价来消除控制依赖性. (2) 乱序执行是一种针对内存依赖的推测技术.
模糊内存访问是并发执行的, 就好像不存在依赖关系一样, 因此依赖于他们的指令将会被立即执行.
虽然这些技术在提高性能方面取得显著成功, 但它们的面积和功耗开销也很大. 根据 RISC 处理器
(90 nm) 的功耗分析, 在计算中执行算术运算中有用工作的能耗仅占媒体处理应用中总功耗的不到
1% [11] . 事实证明, 乱序核的能效低于顺序核.
与 GPP 不同, CGRA 是能进行时域计算的空间架构, 这使得 CGRA 难以利用推测并行性. 首先,
分支预测在配置级别执行时具有较低的准确性, 因为分支历史比指令级预测短得多 [50] . 虽然通过捕
获配置中的所有与分支相关的信息, 可以提高准确性, 但由于阵列规模相当大, 硬件成本变得难以负
担. 其次, 由于检查和验证处于配置级别, 分支错误预测惩罚激增, 因为预测错误意味着刷新和重新填
充相应配置, 并对这些配置中所有内存访问进行缓冲和重新排序. 因此, 与 GPP 相比, CGRA 性能损
失、功耗开销和面积开销可能更大. 考虑到预测准确度降低和误预测惩罚增加, 分支预测技术变得不
那么有效. 最后, 乱序执行技术也面临着缓冲配置级存储器访问的显著开销 (配置内的存储器访问是
原子的). 总而言之, 利用 CGRA 推测并行性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最大限度减少错误推测率和惩罚.
5.3

挑战 3: 多种非规则应用特征的定制化执行机制间的矛盾

目前流行的 DSA, 实际上大多是 “规则应用领域定制架构”, 即针对基于稠密矩阵计算、谱分析算
法等领域的 DSA.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当前 CGRA 的执行模型对于非规则应用支持不足. 大量非
规则应用需要特殊的执行机制支持. 这些执行机制是面向通用处理器设计的, 在 CGRA 上需要专门
空间计算资源的支持, 从而与追求普遍性的 CGRA 执行机制设计产生矛盾.
根据通用处理器上执行机制的不同, 非规则性可以被分为两类.
第 1 类不规则性是由复杂控制流引入的控制依赖关系. 在 C 语言中表现为分支语句、定界/不定
界循环和子函数调用等. 因为控制流表达的控制依赖关系决定了实际的语句执行顺序, 复杂控制流将
会导致语句的串行化执行. 此外, 控制流产生的不同分支间的语句经常需要互斥执行, 难以简单地同
时执行. 所以, CGRA 难以高效执行应用中的复杂控制流.
第 2 类不规则性是由共享数据结构引入的运行期依赖关系. 多种常用的数据结构, 如树、图等, 都
会在算法中引入不规则访问的共享数据. 这些访问的并发性需要在运行期根据具体访问地址确定, 无
法在编译期确定. 通用处理器提供了锁、信号量等同步原语. 这些同步原语为通用处理器共享内存执
行模型定制, 在 CGRA 上实现代价远高于通用处理器.
目前, CGRA 上主要有两种方案对非规则数据访问进行优化: 第 1, 使用对开发者透明的片上多级
cache 来缓存主存中的数据; 第 2, 需要开发者使用底层硬件原语控制数据在片外主存和片上 scratchpad
之间的搬移. 这两个方案的关键问题是: 前者在维持 cache 状态时会有很大功耗开销, 而后者需要开
发者理解可重构芯片存储架构的设计细节, 从而会导致上层的编程模型易用性变差. 而对于非规则控
制流, 目前 CGRA 上缺少执行机制上的支持. 总之, 开发 CGRA 在非规则应用上的潜力是 CGRA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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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上面临的主要挑战.

CGRA 发展趋势

6

为了应对第 4 节提出的 3 项挑战, 我们调研了当前研究中在 CGRA 上解决这些挑战所采用的技
术. 基于这些技术, 我们对未来 CGRA 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趋势 1: 编程模型驱动的 CGRA 设计

6.1

目前研究者已经意识到, 应将编程模型作为首要设计问题引入 CGRA 的设计流程中. Prabhakar
等
提出一种专用于并行模式编程模型的 CGRA, 其中计算单元为计算嵌套模式而设计, 类似于
SIMD PE 的多级流水线; 内存单元为数据局部性而设计, 类似于 scratchpad 内存和可配置的地址解码
器. Li 等 [51] 将具有线程级推测的编程模型引入到 FPGA 硬件生成中, 以适应那些在运行时才能确
定其数据依赖或控制依赖的不规则应用程序. Nowatzki 等 [19] 提出一种面向流数据的流编程模型的架
构, 该架构由一个 CGRA、一个控制核以及一个流内存接口组成. 结果表明, 通过该方法实现的微架
构能效比 ASIC 高 50%.
[18]

根据上述工作, 我们认为编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底层计算模型、执行模型以及微架构. 编
程模型的使用者, 即程序员, 在设计一个易用且高效的编程模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 CGRA 的
设计过程中, 程序员需要考虑两个关键因素: 第 1, 编程模型的抽象模型的抽象层次应该足够高以至于
可以将硬件细节抽象化, 如此一来, 即使程序员不了解任何硬件知识, 仍然可以使用它. 第 2, 编程模
型的抽象应该显式地表达那些能够提高目标应用性能的特征, 这些特征至少应包括以下 5 方面.
(1) 独立的任务级并行性易于使用, 并且不影响其他并行性. 因此编程模型设计应支持这种并

行性.
(2) 字级并行在计算密集型应用程序中很常见, 并且大多数 CGRA 硬件支持字级并行.
(3) 位级并行在某些加解密应用程序 (如 SHA) 中可能存在, 但与常规 CGRA 粒度不兼容. 因
此, 如果应用需要, 需要对整个设计进行大量修改实现这种并行性. 当然, 如果针对密码学的混合粒度
CGRA 能够支持位级并行, 那么这种并行性将带来很大益处.
(4) 各种应用中的数据局部性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在编程中可以显式地表达数据的局部性, 然后

通过空间分布的有效的 CGRA 互连实现, 则外部存储器带宽的负担将减轻.
(5) 应分析目标领域的内存访问模式, 以帮助减轻底层架构设计中可能的内存限制.

总而言之, 编程模型的设计是 CGRA 设计流程的第 1 步. 如何设计一个面向程序员或面向应用的
有效编程模型是 CGRA 设计者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6.2

趋势 2: 多种并行性融合的 CGRA 计算模型

ILP 指的是并行地执行一个任务中多个独立的指令或者操作. 这种并行可以通过很多架构技术实
现. 例如, 在通用处理器中, 指令流水线技术可以重叠多个指令同时执行. CGRA 的 ILP 与其他架构
的 ILP 主要区别在于面积和功耗. 第 1, CGRA 提供分布式互连, 这比 CPU, GPU, DSP 中的多端口
寄存器堆能效更高、功耗更小; 第 2, CGRA 同时依赖于编译器和数据流调度方法, 因此消耗的面积和
功耗比乱序处理器更小.
DLP 指的是在一个大的数据结构的不同子集上执行相同的操作. 该术语通常指 SIMD 计算, 例如

由 GPGPU 执行的计算. 与 SIMD 相比, CGRA 可以实现更高效的 DLP, 因为 CGRA 可以提供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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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接口, 整合存储器访问并避免冗余地址生成.
任务级并行或线程级并行指的是并行地执行来自不同任务的不相关指令或操作. 最近的 CGRA
采用分布式控制方案, 使得多个任务操作可同时执行 [52] . 数据流技术可用于实现 TLP. 静态数据流使
多个 DFG 能够以空间并行方式执行 (例如 TRIPS [48] ). CGRA 中的任务间通信有多种实现形式, 例
如共享内存、分布式 FIFO 和电路开关互连.
推测并行指的是并行地执行多个具有依赖关系的操作, 就好像它们是独立的或不相关的一样. 目
前少数 CGRA 支持指令级或基本块级的推测并行性. 部分谓词执行 [53] 通过与条件计算并行地
推测执行分支路径探索 ILP. 未采用路径的影响必须限制在阵列内部, 因此该方法的应用受到限制.
TFlex [54] 为 CGRA 提出块级融合谓词/分支预测器, 它使用块中的所有谓词预测下一个块. 如果检测
到错误预测, 则从其流水线中冲刷掉推测的块.
我们认为, 未来的 CGRA 计算模型需要融合指令级并行、内存级并行、数据级并行、任务级并行
和推测并行, 通过开发应用中的多样的并行性, 充分利用 CGRA 的计算资源, 提高灵活性和能量效率.
对于数据级并行, CGRA 使用空域计算技术实现编译器静态探索的 ILP, 同时 CGRA 可以使用数据流
技术动态探索编译器无法跟踪的 ILP. 对于内存级并行,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 ILP, 在 CGRA
上可以使用数据流技术实现. 对于数据级并行, CGRA 可以为数据重用定制高效内存访问原语. 对于
任务级并行, CGRA 可以利用数据流技术实现细粒度 TLP, 避免了复杂的多发射和多线程逻辑开销,
还提供了比通常的共享内存更高能效的任务间通信. 对于推测并行, CGRA 需要探索 PE 阵列和独立
PEs (或具有集中控制方案的 CGRA 的外部控制器) 中的推测并行性, 因为单独采用这些方法都不能
在所有情况下实现更好的性能. CGRA 需要动态地考虑控制流的总执行时间等于预测配置的执行时
间、重新配置代价乘以错误预测率、替代配置的执行时间乘以错误预测率之和, 启发式地选择在 PE
阵列层次和独立 PE 中开发推测并行.
6.3

趋势 3: 面向非规则性的 CGRA 流式执行机制

通用处理器的并发执行机制以线程为中心. 多个线程竞争性地访问共享数据, 导致了大量非规则
数据访问. 尽管线程的抽象可以以有限状态机或流水线的形式移植到 CGRA, 但先前的研究表明, 将
这些同步原语的语义直接移植到 CGRA 可能会导致远低于通用处理器的性能 [55∼57] .
直接移植基于线程的非规则应用非常困难. 我们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 以数据流为中心, 参考规则
应用如何在 CGRA 上实现. 目前规则应用可通过流式处理, 抽象为数据流上的一系列操作. 规则应用
编程范式的核心难点是如何针对规则应用中的复杂数据流访存行为, 结合动态重构存储系统的特性扩
展现有的流式处理编程范式 [58] . 而在处理面向以图计算为代表的非规则应用时, 流式处理会带来大
范围的随机访存, 严重影响系统性能, 需要考虑采用对数据进行分块处理的方法 [59] . 非规则应用的程
范式的核心难点是如何利用数据分块减少随机访存的范围, 通过存储系统的动态重构充分复用分块.
我们认为, 流式执行机制在 CGRA 处理非规则应用时也有很好的普适性. 未来 CGRA 执行机制
设计可以利用可重构芯片存储系统的灵活性, 拓展流式计算范式的应用领域: 通过在开发框架中利用
片上存储控制器的动态重构功能, 使控制器可以按照程序员的需求检测数据传输状态, 从而更好地支
持大规模流式计算并发, 实现栅栏同步等复杂规则应用所需的数据访问原语; 通过在开发框架中支持
存储系统的部分重构, 片上的存储结构可以灵活地在流数据缓存和 cache 间切换, 从而支持在非规则
应用中对各个数据分块的选择性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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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束语

随着集成电路工艺尺寸缩小、新的应用需求的不断涌现, 以及快速迭代的软件对硬件可编程性的
要求, 以 CGRA 为代表的可重构芯片在功能量效率、灵活性核可编程性方面的优势相比当前主流计
算芯片更加显著. 可重构芯片将在主流计算架构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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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figurable computing: toward software defined chips
Shaojun WEI* , Zhaoshi LI, Jianfeng ZHU & Leibo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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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oftware is rapidly evolving with emerging applications.
Chips that fail to adapt to software (e.g., application-speciﬁc integrated circuits, ASICs) suﬀer from a short
lifecycle and high nonrecurring engineering (NRE) costs. Meanwhile, as the projection of Moore’s law and Dennard
scaling are decreasing, energy eﬃciency has shown a diminishing return with new technologies. The computing
capacity of general-purpose processors is limited due to power budgets. Consequently, future chips must jointly
optimize ﬂexibility, power eﬃciency, and ease of programmability. Reconﬁgurable chips combine the high ﬂexibility
of a general-purpose processor and high energy eﬃciency of ASIC by providing on-demand customization of their
architectures. This article thorough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architecture of reconﬁgurable chips. Moreover,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reconﬁgurable chip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se challenges, future direc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software deﬁned chips, reconﬁgurable computing, domain-speciﬁc architecture, energy eﬃciency,
programm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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