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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來，使用安卓作業系統的智慧手機熱銷，未來也將是物聯網、大數據、雲端運
算的大時代，而運行在這些相關產品最深處的幾乎都是 Linux kernel。我一直在凝望
你，你看不見我，我是誰？我是奔跑中的 Linux kernel 小企鵝。
說起和 Linux 的淵源，要追溯到十幾年前的大學時代了。2002 年，正在讀大二的我購買
了人生第一台電腦，AMD 的 Duron CPU，在同學的指導下安裝了 RedHat 9，這是我第
一次接觸 Linux 作業系統。從此，我就被 Linux 系統深深地吸引，樂不思蜀地玩著我的
RedHat 9。2004 年春天在實驗室忙著做畢業設計時，驀然回首看到小夥伴桌上有兩本厚
厚的《Linux kernel 原始程式碼情景分析》，我再次被深深地吸引，心裡想著不知道什麼
時候才能看得完和看得懂。到了 2017 年的今天，已經畢業 12 年多。12 年的光景讓我從
一名大學生變成了「笨叔叔」，也讓 Linux kernel 這隻小企鵝變成今日的科技明星。與
12 年前相比，Linux kernel 程式碼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不變的是一群熱愛
Linux kernel 的小夥伴，那是一群奔跑著的年輕人。《Linux kernel 原始程式碼情景分析》
這本書在 Linux kernel 圈裡被稱為經典，可是它講述的 kernel 版本是 2001 年發表的 Linux
2.4.0，距今已經有 16 年。
回顧學習 Linux kernel 的那段經歷，我愈發體會到 Linux kernel 的功夫在 Linux kernel 之
外。Linux kernel 變得越來越龐大，特別是現在硬體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各種不同的思
維和實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各式各樣的修補程式也讓人眼花繚亂。對於一個初學者
或有經驗的工程師來說，要閱讀和理解最新版本的 Linux kernel 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
現在市面上 Linux kernel 書籍都比較舊，最經典的《深入理解 Linux kernel》講述的是
Linux 2.6.11 kernel，它發表於 2005 年，《深入 Linux kernel 架構》中講述的 Linux 2.6.24
kernel 是 2008 年 1 月發佈的。以每 2∼3 個月發佈一個 Linux kernel 新版本的速度，這
些書中的 kernel 版本與目前的 4.x kernel 不可同日而語。另外，我發現身邊不少朋友很
想把 Linux kernel 研究透徹，然後購買了不少 Linux kernel 的書籍，但有時好幾天也沒
讀幾頁。究其原因是，現在市面上已有的 Linux kernel 書籍大多是教科書式地講述知識
點，機械式地講述 kernel 程式碼的實作，讀起來很容易讓人陷入困境。
Linux kernel 程式碼由一個一個修補程式組成，這些修補程式都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或
新增某些新的功能，因此最好的學習方法是：理解程式碼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如何
解決的，要瞭解問題的來龍去脈。對於學習 Linux kernel 這件事情來說，應該和孩提時
讀「十萬個為什麼」一樣，以問題為中心，透過閱讀程式碼和書籍來尋找答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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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用 C 語言寫一個很簡單的程式時，應該想想 malloc 何時分配出實體記憶體。當你
帶著疑問去閱讀程式碼並養成獨立思考之後，就會變成一種享受和愉悅，這就是我說
的「Linux kernel 的功夫在於 kernel 之外」。因此，站在設計者的角度來提出疑問，進而
閱讀程式碼和分析推理探索之後，終於有種「撥雲見日」的喜悅。

本書特色
1. 問題導向式的 kernel 原始程式碼分析
Linux kernel 龐大而複雜，任何一本厚厚的 Linux kernel 書籍都可能會讓人看得昏昏欲
睡。因此本書想做一個嘗試，彙總我多年來在學習 Linux kernel 程式碼和實際開發專案
中所遇到比較常見的疑問，以疑問為中心講述 kernel 程式碼。在講述每章之前，會先列
舉出一些思考題，激發讀者探索未知的興趣。
這些思考題主要來自於如下 3 個面向。
 從我多年來實際開發專案中遇到的問題抽取出來。我們在實際產品的研發過程中，
例如手機專案研發或其他智慧產品的研發，難免要編寫驅動程式或者系統最佳化，
那麼常常會遇到一些問題。如果對 kernel 瞭解很透徹，解決問題的速度也會明顯提
高。例如在書中提到的驅動程式碼記憶體越界存取的問題，如果對記憶體管理和
kernel 除錯很熟悉，可能用幾個小時就能修復 bug，但若換成一個不熟悉的工程師也
許耗費很長時間還是找不到方向。系統中一些問題可能會是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
爆，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查找問題花費的時間要遠遠多於提前靜下心來搞懂 Linux
kernel 機制的時間。
 我在閱讀 kernel 程式碼時產生過的一些疑問。
 我和身邊的朋友在參加面試時經常會被問到的有關 Linux kernel 的問題。

2. 力求反映 Linux kernel 社群最新的開發技術
本書是以 Linux 4.x kernel 版本為基礎，我會在每章末尾儘量把 kernel 技術的最新發展情
況分享給讀者。另外，我也會加入一些最新的熱點話題，例如記憶體管理漏洞—Dirty
COW 的分析；手機領域最新 Android 7.1.1 版本中的 EAS 節能排程器、WALT 演算法、
PELT 演算法改進、Queued Spinloc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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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ux kernel 奔跑卷
本書開始之前會提供一份 Linux kernel 奔跑卷，這也是 Linux kernel 書籍中一個新的嘗
試。讀者可以用來測試對 Linux kernel 理解的水準或當成面試的題目，我希望能為讀者
帶來閱讀 Linux kernel 的興趣和探索知識的樂趣。

4. QEMU 除錯環境和 kernel 除錯技巧
在閱讀 Linux kernel 時，大多數人都希望有一個功能全面且好用的圖形化介面來單步除
錯 kernel。本書中會介紹一種圖形化單步除錯 kernel 的方法，即 Eclipse+QEMU+GDB。
另外，本書提供首個採用「-O0」編譯和除錯 Linux kernel 的實驗，這樣可以解決除錯時
出現游標亂跳和 <optimized out> 等問題。本書也會介紹實際專案開發中很實用的 kernel
除錯技巧，例如 ftrace 使用、systemtap、記憶體檢測、死鎖檢測、動態列印技術等，這
些都可以在 QEMU+ ARM Linux 的模擬環境下做實驗。

5. ARM32 和 ARM64 體系架構
本書以 ARM32 和 ARM64 體系架構為藍本，介紹 Linux kernel 的設計與實作。

本書主要內容
Linux kernel 涉及的內容包羅萬象，但本書不想成為一本大而全的書，因此只選取最基
本、最常用的記憶體管理、進程管理、並行與同步和中斷管理這 4 個 kernel 模組進行講
述，力求把我所理解的東西完整記錄下來。
本書中每節的內容都是一個 Linux kernel 的話題或技術重點，在每節開始之前會先提出
若干個問題，讀者可以根據這些問題先思考，然後圍繞這些問題進行 kernel 原始程式碼
的分析，最後是對應該內容的小結論。
Linux kernel 奔跑卷一共有 20 道題目，每題 10 分，一共 200 分，讀者可以在 2 小時內
完成。
第 1 章處理器體系結構。簡單介紹 ARM32 和 ARM64 結構中一些比較常見的問題，例
如 cache 組織架構、cache 一致性管理、頁表存取、MMU、記憶體屏障等與體系結構相
關的內容。

- xv -



奔跑吧！Linux kernel

第 2 章記憶體管理。包括物理實體記憶體初始化、記憶體分配、夥伴系統、slab 分配
器、malloc 記憶體分配、mmap 系統呼叫、缺頁中斷、匿名頁面的宿命、物理實體頁面
page 結構、反向對映、頁的遷移、KSM、DirtyCOW、頁面回收、記憶體管理資料結構
框架等內容。
第 3 章進程管理。包括 fork 系統呼叫、CFS 調度器、PELT 演算法改進、SMP 負載均
衡、HMP 調度器、WALT 演算法、EAS 綠色節能調度器等內容。
第 4 章並行與同步。包括原子變數、spinlock、訊號量、讀寫訊號量、Mutex、RCU 等
內容。
第 5 章中斷管理。包括硬體中斷處理、軟中斷、Tasklet、workqueue 等內容。
第 6 章 kernel 除錯。包括 kernel 單步除錯、ftrace 使用、systemtap 使用、記憶體檢測、
死鎖檢測、動態列印技術等內容。
本書羅列的 kernel 程式均為程式碼片段，顯示的行號也並非原始程式碼的實際行號，只
是為行文描述方便。另外，在實際程式碼中有大量的注釋，本書為了節省篇幅而省略
了大量的程式碼注釋，建議讀者對照程式碼來閱讀。
本書在實際程式碼講解時還列舉了一些關鍵的 patch，閱讀這些 patch 有助於讀者理解程
式碼。建議讀者下載官方 Linux 的 git tree。下載程式碼命令如下：
#git clone https://git.kernel.org/pub/scm/linux/kernel/git/torvalds/linux.git
#git reset v4.0 ––hard

列舉的 patch 格式如下：
Linux2.6.29, commit bf3f3bc5e, <mm: don't mark_page_accessed in fault path>, by Nick Piggin.

表示在 Linux 2.6.29 中加入此 patch，git commit 的前幾位 ID 號是「bf3f3bc5e」，讀者可
以 透 過 「 git show bf3f3bc5e 」 命 令 查 看 該 patch ， 該 patch 的 標 題 是 「 <mm: don't
mark_page_accessed in fault path>」，作者是 Nick Piggin。
由於作者知識水準有限，書中難免存在遺漏和理解錯誤之處，敬請各位讀者朋友批評
指 正 。 我 的 電 子 郵 箱 ： runninglinuxkernel@126.com 。 新 浪 微 博 ： @ 奔 跑 吧 Linux
kernel。大家也可以掃描下方的二維條碼，到我的微信公眾號中提問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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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kernel 奔跑卷
在閱讀本書之前，請讀者用兩小時來完成 Linux kernel 奔跑卷，對 Linux kernel 的認
識程度做簡要的瞭解。奔跑卷僅僅是 Linux kernel 知識的娛樂遊戲節目，希望能給
讀者帶來一絲樂趣，套用國內某個科技圈裡知名人士的名言「不服，來跑個分
吧！」。
下面一共 20 道大題目，每道大題目 10 分，一共 200 分，讀者可以邊閱讀 kernel 原
始程式碼邊做題目，請在兩小時內完成。如沒有特殊說明，本奔跑卷的內容是以
Linux 4.0 kernel 和 ARM32/ ARM64 體系架構為基礎。
1.

請簡述在你所熟悉的處理器中（比如雙核 Cortex-A9）一條儲存讀寫指令的執
行全部過程。

2.

在一個 32KB 的 4 路組相聯的 cache 中，其中 cache line 為 32Byte，請畫出這個
cache 組相聯的結構圖。

3.

kernel 的 Level 1（一級）頁表和 Level 2（二級）頁表存放在什麼地方？使用者
進程的一級頁表和二級頁表分別存放在什麼地方？

4.

關於夥伴系統的幾個小問題：
 系統初始化時，實體記憶體頁面是如何新增到夥伴系統中的？
 系統執行時間長導致實體記憶體會出現碎片化，夥伴系統如何避免實體記憶
體的碎片化？

5.

關於物理實體頁面記憶體分配器的幾個小問題：
 請簡述 Linux kernel 在理想情況下頁面分配器（page allocator）是如何分配出
連續物理實體頁面的？
 如何從分配遮罩中確定可以從哪些 zone 分配記憶體？
 頁面分配器是按照什麼方向來掃描 zone？

6.

關於 slab 分配器的幾個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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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ab 分配器是如何分配和釋放小區塊的？
 slab 分配器中有一個著色的概念（cache color）
，著色有什麼作用？
 slab 分配器中的 slab 物件有沒有根據 per-cpu 做一些最佳化，為什麼？
7.

使用者進程使用 malloc() 分配 10 個 page 大小的記憶體，請問 kernel 是否馬上
分配實體記憶體？請描述 malloc() 在 kernel 空間的實作過程。

8.

關於 struct page 資料結構的幾個小問題：
 struct page 資料結構中的_count 和_mapcount 有什麼區別？
 匿名頁面和檔案緩衝頁面有什麼區別？
 trylock_page() 和 lock_page() 有什麼區別？

9.

關於頁面回收的幾個小問題：
 LRU 鏈結串列如何知道 page 的活動頻繁程度？
 kswapd 是按照什麼方向來掃描 zone 的？
 kernel 有哪些頁面會被 kswapd 寫回到交換分區？
 當 page 加入到 lru 鏈結串列中，被其他執行緒釋放了這個 page，則 lru 鏈結
串列如何知道這個 page 已經被釋放？

10. 關於記憶體管理的幾個重要資料結構的關係，如 mm、vma、page、vaddr、
paddr：
 如何由 mm 資料結構和虛擬位址 vaddr 找到對應的 VMA？
 如何由 page 和 VMA 找到虛擬位址 vaddr？
 如何由 page 找到所有對映的 VMA？
 如何由 VMA 和虛擬位址 vaddr 找出相對映的 page 資料結構？
11. 關於缺頁中斷和虛擬記憶體的幾個小問題：
 如果使用者進程使用唯讀屬性（PROT_READ）mmap 對映一個檔案到使用者
空間，然後使用 memcpy 來寫這段記憶體空間，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如果多個 VMA 的虛擬頁面同時對映同一個匿名頁面，那麼此時 page->index
應該等於多少？
12. 關於進程的幾個小問題：

-2-

Linux kernel 奔跑卷

 在 kernel 中如何獲取目前進程的 task_struct 資料結構？
 下面這小一段程式碼裡，最後會列印出什麼？
int main(void)
{
int i;
for(i=0; i<2; i++){
fork();
printf("-\n");
}
wait(NULL);
wait(NULL);
return 0;
}

 優先順序、nice 和權重之間有什麼關係？
13. 關於 CFS 排程器的幾個小問題：
 請簡述 CFS 排程器是如何工作的？
 vruntime 是如何計算的？
 min_vruntime 有什麼作用？
 對新建立的進程和剛喚醒的進程有何關照？
14. 關於 SMP 負載均衡的幾個小問題：
 普通進程的平均負載 load_avg_contrib 是如何計算的？runnable_avg_sum 和
runnable_avg_period 是什麼含義？
 一個 4kernel 處理器裡，每個物理實體 CPU kernel 有獨立 L1 cache 並且只有
一個執行緒，分成兩個叢集 cluster0 和 cluster1，每個叢集包含兩個物理實體
CPU kernel，叢集中的 CPU kernel 共用 L2 cache。請畫出該處理器在 Linux
kernel 裡排程域和排程組的拓撲關係圖。
15. 關於 spinlock 的幾個小問題：
 為什麼 spinlock 的臨界區不能睡眠（不考慮 RT-Linux 的情況）？
 如果在 spin_lock() 和 spin_unlock() 的臨界區中發生中斷，並且中斷處理常式
恰巧也修改了該臨界資源，那麼會發生什麼後果？如何避免？
 Ticket-based 的 spinlock 機制是如何實作的？有什麼優缺點？
16. 讀寫訊號量使用的自旋等待機制（optimistic spinning）是如何實作的？
17. 關於 RCU 的幾個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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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解釋 Quiescent State 和 Grace Period？
 在 mm/oom_kill.c 的 select_bad_process() 函數中為什麼要使用 rcu_read_ lock()？
什麼時候註冊 RCU 回呼函數呢？
18. 關於中斷的幾個小問題：
 硬體中斷號和 Linux kernel 的 IRQ 中斷號是如何映射的？
 一個硬體中斷發生之後，Linux kernel 是如何回應並處理該中斷的？
 為什麼說中斷上下文脈絡不能執行睡眠操作？
19. 關於軟中斷的幾個小問題：
 軟中斷回呼函數的執行過程中是否允許回應本機中斷？
 同一類型的軟中斷是否允許多個 CPU 並存執行？
 是否允許同一個 Tasklet 在多個 CPU 上並存執行？
20. 關於 workqueue 的幾個小問題：
 workqueue 是運行在中斷上下文脈絡，還是進程上下文脈絡？其回呼函數允
許睡眠嗎？
 如果有多個 work 掛入到一個工作執行緒中執行，當某個 work 的回呼函數執
行了阻塞操作，那麼剩下的 work 該怎麼辦？

答案：
奔跑卷的答案都分佈在本書的各個章節。
如果答對了 90%以上，那麼恭喜您，您是深入瞭解 Linux kernel 的高手，本書可能
不適合您，不過您可以轉給身邊有需要的小夥伴。
如果答對了 30%以上，那麼您對 Linux kernel 有一定的瞭解，當然本書也適合您繼
續深入瞭解。
如果答對題目少於 30%，那麼您還不是十分瞭解和精通 Linux 哦。現在就開始閱讀
本書，與笨叔叔和小企鵝一起快樂奔跑吧！當然您也可以先閱讀 Robert Love 的
《精通 Linux kernel 開發－設計與實作 Linux kernel 的權威指南》，或者《Linux 裝
置驅動程式》，然後再閱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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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處理器體系結構
本章思考題
1.

請簡述精簡指令集 RISC 和複雜指令集 CISC 的區別。

2.

請簡述數值 0x12345678 在大小端位元組順序處理器記憶體中的儲存方式。

3.

請簡述在你所熟悉的處理器（比如雙核 Cortex-A9）中一條儲存讀寫指令的執
行全過程。

4.

請簡述記憶體屏障（memory barrier）產生的原因。

5.

ARM 有幾條 memory barrier 的指令？分別有什麼區別？

6.

請簡述 cache 的工作方式。

7.

cache 的對映方式有 full-associative（全關聯）、direct-mapping（直接對映）和
set-associative（集合關聯）3 種方式，請簡述它們之間的區別。為什麼現代的
處理器都使用集合關聯的 cache 對映方式？

8.

在一個 32KB 的 4 路集合關聯 cache 中，其中 cache line 為 32Byte，請畫出這個
cache 的 cache line、way 和 set 的示意圖。

奔跑吧！Linux kernel

9.

ARM9 處理器的 Data Cache 組織方式使用的 VIVT，即虛擬 Index 虛擬 Tag，而
在 Cortex-A7 處理器中使用 PIPT，即實體 Index 實體 Tag，請簡述 PIPT 比 VIVT
有什麼優勢？

10. 請畫出在 level 2 頁表架構中虛擬位址到實體位址查詢頁表的過程。
11. 在多核心處理器中，cache 的一致性是如何實作的？請簡述 MESI 協定的含義。
12. cache 在 Linux kernel 中有哪些應用？
13. 請簡述 ARM big.LITTLE 架構，包括匯流排連接和 cache 管理等。
14. cache coherency 和 memory consistency 有什麼區別？
15. 請簡述 cache 的 write back 有哪些策略。
16. 請簡述 cache line 的替換策略。
17. 多進程之間頻繁切換對 TLB 有什麼影響？現代的處理器是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的？
18. 請簡述 NUMA 架構的特點。
19. ARM 從 Cortex 系列開始在效能上有了質的提升，例如 Cortex-A8/A15/A53/
A72，請說明 Cortex 系列在晶片設計方面做了哪些重大改進？
Linux 4.x kernel 已經支援幾十種的處理器體系結構，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兩種體系
結構是 x86 和 ARM。x86 體系結構以 Intel 公司的 PC 和伺服器市場為主導，ARM
體系結構則是以 ARM 公司為主導的晶片公司佔領了行動手持裝置等市場。本書重
點講述 Linux kernel 的設計與實作，但是離開了處理器體系結構，就猶如空中樓
閣，畢竟作業系統只是為處理器服務的一種軟體而已。目前大部分的 Linux kernel
書籍都是以 x86 架構為基礎的，但是國內還是有相當多的開發者採用 ARM 處理器
來進行開發產品，比如手機、IoT 裝置、嵌入式裝置等。因此本書是以 ARM 體系
結構為基礎來講述 Linux kernel 的設計與實作。
關於 ARM 體系結構，ARM 公司的官方文件已經有很多詳細資料，其中描述
ARMv7-A 和 ARMv8-A 架構的手冊包括：
 <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 ARMv7-A and ARMv7-R edition>
 <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 ARMv8, for ARMv8-A architecture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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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份非常好的官方資料，專門講述 ARM Cortex 系統處理器程式設計技
巧：
 <ARM Cortex-A Series Programmer’s Guide, version 4.0>
 <ARM Cortex-A Series Programmer’s Guide for ARMv8-A, version 1.0>
讀者可以從 ARM 官方網站中下載上述 4 本資料❶。本書的重點集中在 Linux kernel
本身，不會用過多的篇幅來介紹 ARM 體系結構的細節，因此本章以快問快答的方
式介紹一些 ARM 體系結構相關的問題。
可能有些讀者對 ARM 處理器的命名感到疑惑。ARM 公司除了提供處理器 IP 和配
套工具以外，主要還定義了一系列的 ARM 相容指令集來建構整個 ARM 的軟體生
態系統。從 ARMv4 指令集開始為國人所熟悉，相容 ARMv4 指令集的處理器架構
有 ARM7-TDMI，典型處理器是三星的 S3C44B0X。相容 ARMv4T 指令集的處理器
架構有 ARM920T，典型處理器是三星的 S3C2440，有些讀者還買過基於 S3C2440
的開發板。相容 ARMv5 指令集的處理器架構有 ARM926EJ-S，典型處理器有 NXP
的 i.MX2 Series。相容 ARMv6 指令集的處理器架構有 ARM11 MPCore。到了
ARMv7 指令集，處理器系列以 Cortex 命名，又分成 A、R 和 M 系列，通常 A 系列
針對大型嵌入式系統（例如手機），R 系列針對即時性系統，M 系列針對單晶片市
場。Cortex-A7 和 Cortex-A9 處理器是前幾年手機的主流配置。Cortex-A 系列處理器
上市後，由於處理效能的大幅提高以及傑出功耗控制，使得手機和平板電腦市場快
速發展。另外一些新的應用需求正在醞釀，比如大記憶體、虛擬化、安全特性
（ Trustzone ❷ ）， 以 及 更 好 的 能 源 效 率 比 （ 大 小 核 ） 等 。 虛 擬 化 和 安 全 特 性 在
ARMv7 上已經實作，但是大記憶體的支援顯得有點捉襟見肘，雖然可以透過 LPAE
（Large Physical Address Extensions）技術支援 40 位元的實體位址空間，但是由於
32 位元的處理器最高支援 4GB 的虛擬位址空間，因此不適合虛擬記憶體需求巨大
的應用。於是 ARM 公司設計了一個全新的指令集，即 ARMv8-A 指令集，支援 64
位元指令集，並且保持向前相容 ARMv7-A 指令集。因此定義 AArch64 和 AArch32
兩套執行環境分別來執行 64 位元和 32 位元指令集，軟體可以動態切換執行環境。
為了行文方便，在本書中 AArch64 也稱為 ARM64，AArch32 也稱為 ARM32。

❶

http://infocenter.arm.com。

❷

Trustzone 技術在 ARMv6 架構中已實現，在 ARMv7-A 架構的 Cortex-A 系列處理器中開始大規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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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簡述精簡指令集 RISC 和複雜指令集 CISC 的區別。
20 世紀 70 年代，IBM 的 John Cocke 研究發現，處理器提供的大量指令集和複雜定
址方式並不會被編譯器生成的程式碼用到：20%的簡單指令經常被使用，占程式總
指令數的 80%，而指令集裡其餘 80%的複雜指令很少被使用，只占程式總指令數的
20%。基於這種思考方式，將指令集和處理器進行重新設計，在新的設計中只保留
了常用的簡單指令，這樣處理器不需要浪費太多的電晶體去做那些很複雜又很少使
用的複雜指令。通常，簡單指令大部分時間都能在一個 cycle 內完成，以這種思考
方式為基礎的指令集稱為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指令集，以前的
指令集稱為 CISC（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指令集。
IBM 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David Patterson 以及史丹佛大學的 John Hennessy 是
RISC 研究的先驅。Power 處理器來自 IBM，ARM/SPARC 處理器受到柏克萊 RISC
的影響，MIPS 來自史丹佛。當下還在使用、最出名的 CISC 指令集是 Intel/AMD 的
x86 指令集。
RISC 處理器透過更合理的微架構在效能上超越了當時傳統的 CISC 處理器，在最初
的較量中，Intel 處理器敗下陣來，伺服器市場的處理器大部分被 RISC 陣營佔據。
Intel 的 David Papworth 和他的同事一起設計了 Pentium Pro 處理器，x86 指令集被解
碼成類似 RISC 指令的微操作指令（micro-operations，簡稱 uops），以後執行的過程
採用 RISCkernel 的方式。CISC 這個古老的架構透過巧妙的設計，又一次煥發生
機，Intel 的 x86 處理器之效能逐漸超過同期的 RISC 處理器，搶佔伺服器市場，導
致其他的處理器廠商只能朝向低功耗或者嵌入式方向發展。
RISC 和 CISC 都是時代的產物，RISC 在很多思維上更為先進。Intel 的 CISC 指令
集也憑藉向前相容這一利器，打敗所有的 RISC 廠商，包括 DEC、SUN、Motorola
和 IBM，一統 PC 和伺服器領域。不過最近在手機行動業務方面，以 ARM 為首的
廠商占得先機。

2. 請簡述數值 0x12345678 在大小端位元組順序處理器記憶體中的儲
存方式。
在電腦系統中是以位元組為單位的，每個位址單元都對應著一個位元組，一個位元
組為 8 個位元。但在 32 位元處理器中，C 語言中除了 8 位元的 char 型別之外，還
有 16bit 的 short 型，32bit 的 int 型。另外，對於位元數大於 8 位元的處理器，例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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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位元或者 32 位元的處理器，由於暫存器寬度大於一個位元組，則必然存在著如
何安排多個位元組的問題，因此導致了大端儲存模式（Big-endian）和小端儲存模
式（Little-endian）。例如一個 16bit 的 short 型變數 X，在記憶體中的位址為 0x0010，
X 的值為 0x1122，則 0x11 為高位元組，0x22 為低位元組。對於大端模式，就將
0x11 放在低位址中；0x22 放在高位址中。小端模式則剛好相反。很多的 ARM 處理
器預設使用小端模式，有些 ARM 處理器還可以由硬體來選擇是大端模式還是小端
模式。Cortex-A 系列的處理器可以透過軟體來配置大小端模式。大小端模式是在處
理器 Load/Store 存取記憶體時用於描述暫存器的位元組順序和記憶體中的位元組順
序之間的關係。
大端模式：指數據的高位元組保存在記憶體的低位址中，而資料的低位元組保存在
記憶體的高位址中。例如：
記憶體檢視：
0000430: 1234 5678 0100 1800 53ef 0100 0100 0000
0000440: c7b6 1100 0000 3400 0000 0000 0100 ffff

在大端模式下，前 32 位元應該這樣讀：0x12345678。
因此，大端模式下位址的增長順序與值的增長順序相同。
小端模式：指數據資料的高位元組保存在記憶體的高位址中，而資料的低位元組保
存在記憶體的低位址中。例如：
記憶體檢視：
0000430: 7856 3412 0100 1800 53ef 0100 0100 0000
0000440: c7b6 1100 0000 3400 0000 0000 0100 ffff

在小端模式下，前 32 位元應該這樣讀：0x12345678。
因此，小端模式下位址的增長順序與值的增長順序相反。
如何檢查處理器是大端模式還是小端模式？聯合體 Union 的存放順序是所有成員都
從低位址開始存放的，利用該特性可以輕鬆獲取 CPU 對記憶體採用大端模式還是
小端模式讀寫。
int checkCPU(void)
{
union w
{
int a;
cha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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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a = 1;
return (c.b == 1);
}

如果輸出結果是 true，則是小端模式，否則是大端模式。

3. 請簡述在你所熟悉的處理器（比如雙核 Cortex-A9）中一條儲存讀寫
指令的執行全過程。
經典處理器架構的管線（pipeline）是五級管線：讀取指令（IF）、解碼（ID）、執
行（EX）、資料記憶體存取（MEM）和寫回暫存器（WB）。
現代處理器在設計上都採用超純量體系結構（Superscalar Architecture）和亂序執行
（Out-of-Order，OOO）技術，最大化地提高處理器計算能力。超純量技術能夠在
一個時鐘週期內執行多個指令，實作指令級的平行，有效提高 ILP（Instruction
Level Parallelism）指令級的平行效率，同時也增加了整個 cache 和 memory 層次結
構的實作難度。
一條儲存讀寫指令的執行全過程很難用一句話來回答。在一個支援超純量和亂序執
行技術的處理器中，一條儲存讀寫指令的執行過程被分解為若干步驟。指令首先進
入管線（pipeline）的前端（Front-End），包括預取（fetch）和解碼（decode），經
過分發（dispatch）和排程（scheduler）後進入執行單元，最後提交執行結果。所
有的指令採用順序方式（In-Order）透過前端，並採用亂序的方式進行發射，然後
亂 序 執 行 ， 最 後 用 順 序 方 式 提 交 結 果 ， 並 將 最 終 結 果 更 新 到 LSQ（ Load-Store
Queue）部件。LSQ 部件是指令管線的一個執行部件，可以理解為儲存子系統的最
高層，其上接收來自 CPU 的記憶體指令，其下連接著記憶體子系統。其主要功能
是將來自 CPU 的記憶體請求發送到記憶體子系統，並處理其下記憶體子系統的應
答資料和訊息。
很多程式設計師對亂序執行的理解有些誤解。對於一串給定的指令序列，為了提高
效率，處理器會找出非真正資料相依和位址相依的指令，讓它們並存執行。但是在
提交執行結果時，是按照指令順序的。總而言之，依序提交指令，亂序執行，最後
循序提交結果。例如有兩條沒有資料相依的資料指令，後面那條指令的讀取資料先
被返回，它的結果也不能先寫回到最終暫存器，而是必須等到前一條指令完成之後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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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讀」指令，當處理器在等待資料從快取或者記憶體返回時，它處於什麼狀態
呢？是等在那不動，還是繼續執行別的指令？對於亂序執行的處理器，可以執行後
面的指令；對於循序執行的處理器，會使管線停頓，直到讀取的資料返回。
如圖 1.1 所示，在 x86 微處理器經典架構中，儲存指令從 L1 指令 cache 中讀取指
令，L1 指令 cache 會做指令載入、指令預取、指令預解碼，以及分支預測。然後進
入 Fetch & Decode 單元，會把指令解碼成 macro-ops 微操作指令，然後由 Dispatch
部件分發到 Integer Unit 或者 FloatPoint Unit。Integer Unit 由 Integer Scheduler 和
Execution Unit 組成，Execution Unit 包 含 算 術 邏 輯 單 位 （arithmetic-logic unit，
ALU）和位址生成單元（address generation unit，AGU），在 ALU 計算完成之後進
入 AGU，計算有效位址完畢後，將結果發送到 LSQ 部件。LSQ 部件首先根據處理
器系統要求的記憶體一致性（memory consistency）模型確定存取時序，另外 LSQ
還需要處理記憶體指令間的相依關係，最後 LSQ 需要準備 L1 cache 使用的位址，
包括有效位址的計算和虛實位址轉換，將位址發送到 L1 Data Cach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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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L3 快取

指令預取
L1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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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請求
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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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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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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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分發

整數重新命名

浮點重新命名

調度器 調度器 調度器

浮點調度器

AGU
ALU
MUL

AGU
ALU

AGU
ALU
ABM

FADD

FMUL FSTOR

x86 微處理器經典架構圖

如圖 1.2 所示，在 ARM Cortex-A9 處理器中，儲存指令首先透過主記憶體或者 L2
cache 載入到 L1 指令 cache 中。在指令預取階段（instruction prefetch stage），主要
是做指令預取和分支預測，然後指令透過 Instruction Queue 佇列被送到解碼器進行
指令的解碼工作。解碼器（decode）支援兩路解碼，可以同時解碼兩條指令。在暫
存器重命名階段（Register rename stage）會做暫存器重命名，避免機器指令不必要
的 順 序 化 操 作 ， 提 高 處 理 器 的 指 令 級 平 行 能 力 。 在 指 令 分 發 階 段 （ Dispatch
stage ）， 這 裡 支 援 4 路 猜 測 發 射 和 亂 序 執 行 （ Out-of-Order Multi-Issue with
Speculation），然後在執行單元（ALU/MUL/FPU/NEON）中亂序執行。儲存指令會
計算有效位址並發送到記憶體系統中的 LSU 部件（Load Store Unit），最終 LSU 部
件會去存取 L1 資料 cache。在 ARM 中，只有 cacheable 的記憶體位址才需要存取
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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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A9 結構框圖❶

該圖參考自 http://pc.watch.impress.co.jp/docs/column/kaigai/602106.html。雖然該圖出自非 ARM 官方資料，但是
對理解 Cortex-A 系列處理器內部架構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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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處理器環境下，還需要考慮 Cache 的一致性問題。L1 和 L2 Cache 控制器需要
保證 cache 的一致性，在 Cortex-A9 中 cache 的一致性是由 MESI 協定來實作的。
Cortex-A9 處理器內建 L1 Cache 模組，由 SCU（Snoop Control Unit）單元來實作
Cache 的一致性管理。L2 Cache 需要外接晶片（例如 PL310）。在最糟糕情況下需要
存取主記憶體，並將資料重新傳遞給 LSQ，完成一次記憶體讀寫的全部過程。
這裡涉及電腦體系結構中的眾多術語，較晦澀難懂，現在對部分術語做簡單解釋。
 超純量體系結構（Superscalar Architecture）：早期單發射結構微處理器的管線設
計目標是做到每個週期能平均執行一條指令，但這一目標不能滿足處理器效能
增長的要求，為了提高處理器的效能，要求處理器具有每個週期能發射執行多
條指令的能力。因此超純量體系結構是描述一種微處理器設計理念，它能夠在
一個時鐘週期執行多個指令。
 亂序執行（Out-of-Order Execution）：指 CPU 採用允許將多條指令不按程式規定
的順序分開發送給各對應電路單元處理的技術，避免處理器在運算對象不能取
得時的等待，進而導致管線停頓。
 暫存器重命名（Register Rename）：現代處理器的一種技術，用來避免機器指令
或者微操作不必要的順序化執行，進而提高處理器的指令級平行的能力。它在
亂序執行的管線中有兩個作用，一是消除指令之間的暫存器讀後寫相關（Writeafter-Read，WAR）和寫後寫相關（Write-after-Write，WAW）；二是當指令執行
發生例外或者轉移指令猜測錯誤而取消後面的指令時，可用來保證現場的精
確。其思路為當一條指令寫一個結果暫存器時不直接寫到這個結果暫存器，而
是先寫到一個中間暫存器過渡，當這條指令提交時再寫到結果暫存器中。
 分支預測（Branch Predictor）：當處理一個分支指令時，有可能會產生跳轉，進
而打斷管線指令的處理，因為處理器無法確定該指令的下一條指令，直到分支
指令執行完畢。管線越長，處理器等待時間便越長，分支預測技術就是為解決
這一問題而出現的。因此，分支預測是處理器在程式分支指令執行前預測其結
果的一種機制。在 ARM 中，使用全域分支預測器，該預測器由轉移目標緩衝器
（ Branch Target Buffer ， BTB ）、 全 域 歷 史 緩 衝 器 （ Global History Buffer ，
GHB）、MicroBTB，以及 Return Stack 組成。
 指令解碼器（Instruction Decode）：指令由操作碼和位址碼組成。操作碼表示要
執行的操作性質，即執行什麼操作；位址碼是操作碼執行時其操作對象的位
址。電腦執行一條指定的指令時，必須首先分析這條指令的操作碼是什麼，以
決定操作的性質和方法，然後才能控制電腦其他各部件協同完成指令表達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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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這個分析工作由解碼器來完成。例如，Cortex-A57 可以支援 3 路解碼器，
即同時執行 3 條指令解碼，而 Cortex-A9 處理器只能同時解碼 2 條指令。
 排程單元（Dispatch）：排程器負責把指令或微操作指令派發到相對應的執行單
元去執行，例如，Cortex-A9 處理器的排程器單元有 4 個介面和執行單元連接，
因此每個週期可以同時派發 4 條指令。
 ALU 算術邏輯單位：ALU 是處理器的執行單元，主要是進行算術運算，邏輯運
算和關係運算的部件。
 LSQ/LSU 部件（Load Store Queue/Unit）：LSQ 部件是指令管線的一個執行部
件，其主要功能是將來自 CPU 的記憶體請求發送到記憶體子系統，並處理其下
記憶體子系統的應答資料和訊息。

4. 請簡述記憶體屏障（memory barrier）產生的原因。
程式在執行時的實際記憶體存取順序和程式碼編寫的存取順序不一致，會導致記憶
體亂序存取。記憶體亂序存取的出現是為了提高程式執行時的效能。記憶體亂序存
取主要發生在如下兩個階段。
1） 編譯時，編譯器最佳化導致記憶體亂序存取。
2） 執行時，多 CPU 之間交互引起的記憶體亂序存取。
編譯器會把符合人類思考的邏輯程式碼（例如 C 語言）翻譯成 CPU 運算規則的組
合語言指令，編譯器瞭解底層 CPU 的思維邏輯，因此它會在翻譯成組合語言時進
行最佳化。例如記憶體存取指令的重新排序，提高指令級平行效率。然而，這些最
佳化可能會違背程式設計師原始的程式碼邏輯，導致發生一些錯誤。編譯時的亂序
存取可以透過 barrier() 來規避。
#define barrier() __asm__ __volatile__ ("" ::: "memory")

barrier() 函數告訴編譯器，不要為了效能最佳化而將這些程式碼重排。
由於現代處理器普遍採用超純量技術、亂序發射以及亂序執行等技術來提高指令級
平行的效率，因此指令的執行序列在處理器的管線中有可能被打亂，與程式碼編寫
時序列的不一致。另外現代處理器採用多層級儲存結構，如何保證處理器對儲存子
系統存取的正確性也是一大挑戰。
例如，在一個系統中含有 n 個處理器 P1∼Pn，假設每個處理器包含 Si 個記憶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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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麼從全域來看可能的記憶體存取序列有多種組合。為了保證記憶體存取的一
致性，需要按照某種規則來選出合適的組合，這個規則叫做記憶體一致性模型
（Memory Consistency Model）。這個規則需要保證正確性的前提，同時也要保證多
處理器存取較高的平行度。
在一個單核處理器系統中，存取記憶體的正確性比較簡單。每次記憶體讀操作所獲
得的結果是最近寫入的結果，但是在多處理器並行存取記憶體的情況下就很難保證
其正確性了。我們很容易想到使用一個全域時間比例部件（Global Time Scale）來
決定記憶體存取時序，進而判斷最近存取的資料。這種記憶體一致性存取模型是嚴
格一致性（Strict Consistency）記憶體模型，也稱為原子一致性（Atomic Consistency）。全域時間比例方法實作的代價比較大，那麼退而求其次，採用每一個處理
器的本機時間比例部件（Local Time Scale）來確定最新資料的方法被稱為順序一致
性 記 憶 體 模 型 （ Sequential Consistency ）。 處 理 器 一 致 性 記 憶 體 模 型 （ Processor
Consistency）是進一步弱化，僅要求來自同一個處理器的寫操作具有一致性的存取
即可。
以上這些記憶體一致性模型是針對記憶體讀寫指令展開的，還有一類目前廣泛使用
的模型，這些模型使用記憶體同步指令，也稱為記憶體屏障指令。在這種模型下，
記憶體存取指令被分成資料指令和同步指令兩大類，弱一致性記憶體模型（weak
consistency）就是基於這種想法。
1986 年，Dubois 等發表的論文描述了弱一致性記憶體模型的定義。
 對同步變數的存取是順序一致的。
 在所有之前的寫操作完成前，不能存取同步變數。
 在所有之前同步變數的存取完成前，不能存取（讀或者寫）資料。
弱一致性記憶體模型要求同步存取是順序一致的，在一個同步存取可以被執行前，
所有之前的資料存取必須完成。在一個正常的資料存取可以被執行前，所有之前的
同步存取必須完成。這實質上把一致性問題留給了程式設計師來決定。
ARM 的 Cortex-A 系列處理器實作弱一致性記憶體模型，同時也提供 3 條記憶體屏
障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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