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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出一种由装置端推核心

入队列的装置，包含存储器存取单元及命令串处

理器。命令串处理器耦接于存储器存取单元，用

以从存储器存取单元接收第一命令时，执行环形

缓存器中的命令。执行单元根据核心的指令指示

存储器存取单元为硬件执行线程在环形缓存器

中配置空间，然后写入硬件执行线程包含的多个

第二命令至环形缓存器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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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包含：

一存储器存取单元；以及

一命令串处理器，耦接于上述存储器存取单元，用以从上述存储器存取单元接收一第

一命令时，执行环形缓存器中的命令，使得执行单元根据核心的指令指示存储器存取单元

为第一硬件执行线程在环形缓存器中配置空间，然后写入上述第一硬件执行线程包含的多

个第二命令至上述环形缓存器中的上述空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其中，通用寄存器文档的设定值

关联于一非高速缓存随机存取视图储存指令，用以写入上述第二命令至上述环形缓存器中

的上述空间，而不暂存上述第二命令于一高速缓存存储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更包含：

上述执行单元，用以于指示上述存储器存取单元写入上述最后一个第二命令后，发出

一信号给上述存储器存取单元，上述信号指示上述第一硬件执行线程执行完成。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其中上述第二命令中的每一者

指示上述命令串处理器产生上述核心的一子核心实例的处理命令。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其中，使用一原子指令指示上述

存储器存取单元为上述第一硬件执行线程在上述环形缓存器中配置上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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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图形处理单元技术，特别是一种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主端(CPU端)将一个核心推入队列，用以驱动装置端执行。传统上，核心执行结束，

装置端返还控制权给主端。接着，主端将另一个待执行的核心推入队列。然而，这需要消耗

额外成本并降低效能。因此，本发明提出一种由装置端(GPU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用以

解决以上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出一种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包含存储器存取单元、

命令串处理器、执行单元(EU,Execution  Unit)及固定流水线单元(FFU,Fixed  Function 

Unit)。命令串处理器耦接于存储器存取单元，用以从存储器存取单元接收第一命令时，执

行环形缓存器中的命令。执行单元根据核心(kernel)的指令(instruction)指示存储器存

取单元为硬件执行线程在环形缓存器中配置空间，然后写入硬件执行线程包含的多个第二

命令至环形缓存器中的空间。

[0004]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出一种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装置，包含存储器存取单元及

命令处理器。存储器存取单元耦接于命令串处理器及视讯存储器，包含实体执行线程识别

缓存器。视讯存储器包含环形缓存器。存储器存取单元根据执行单元(EU)发出的指令为核

心的硬件执行线程在环形缓存器中配置空间，以及将硬件执行线程的基本轮廓数据储存至

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基本轮廓数据包含执行线程识别码、配置空间的尾地址及就绪

旗标，就绪旗标指出关联于硬件执行线程包含的多个命令尚未就绪。

附图说明

[0005] 图1是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图形处理装置的硬件架构图。

[0006] 图2是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环形缓存器示意图。

[0007] 图3是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以下说明为完成发明的较佳实现方式，其目的在于描述本发明的基本精神，但并

不用以限定本发明。实际的发明内容必须参考之后的权利要求范围。

[0009] 必须了解的是，使用于本说明书中的“包含”、“包括”等词，用以表示存在特定的技

术特征、数值、方法步骤、作业处理、组件以及/或组件，但并不排除可加上更多的技术特征、

数值、方法步骤、作业处理、组件、组件，或以上的任意组合。

[0010] 在权利要求中使用如“第一”、“第二”、“第三”等词是用来修饰权利要求中的组件，

并非用来表示之间具有优先权顺序，先行关系，或者是一个组件先于另一个组件，或者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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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法步骤时的时间先后顺序，仅用来区别具有相同名字的组件。

[0011] 图1是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图形处理装置(graphics-processing  device)的硬件

架构图。核心(kernel)是程序中宣告的功能(function)，并且由图形处理装置执行。通过图

形处理装置执行核心实体(kernel-instance)完成图形处理程序赋予的工作。此硬件架构

提供一种机制，用以让图形处理装置中执行的核心实体可将另一个核心实体推入队列，而

不需要主端(host-side)的直接参与。这提供了巢状的平行运算，也就是说，执行中的核心

实体可巢状地创造更多层的并行作业。装置端执行的核心实体(父核心)将另一个核心实体

(子核心)推入至环状缓存器(ring  buffer)。当父核心及子核心异步执行时，除非所有的子

核心都执行完毕，父核心的作业无法结束。核心亦可于类似领域中称为计算着色器

(compute  shader)。计算着色器是另一类独立的着色器类型，相似于现行的图形着色器，例

如顶点、几何图形、画素着色器等。其目的在提供更多的通用计算作业，而不是在图形着色

器中执行的运算。视讯存储器(video  memory)170配置一段空间作为环形缓存器(Ring 

Buffer，RB)，例如64MBytes。图2是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环形缓存器示意图。其中，使用三个

指标分别指向环形缓存器200中的首、尾及锁定尾地址“RB_head”、“RB_tail”及“RB_

locked_tail”。环形缓存器200包含从首地址“RB_head”至锁定尾地址“RB_locked_tail”的

存储器空间。详细来说，环形缓存器200可被多个核心(kernel)共享。视讯存储器170可为关

联于核心的执行线程群组(thread  group)配置环形缓存器200的空间。每个执行线程群组

可包含多个执行线程，例如16x16x16个执行线程(又可称为软件执行线程组，software 

thread  group)。执行单元130打包指定数目的软件执行线程成为一个可并行处理的硬件执

行线程(hardware  thread)，例如包含32个软件执行线程，亦可称为单指令多数据(SIM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执行线程。环形缓存器最多可储存指定数目的硬件

执行线程，例如96个硬件执行线程。

[0012] 显示驱动器110发送命令(command)给命令串处理器(CSP ,Command  Stream 

Processor)120，用以产生一个核心实例的处理命令(kernel  dispatch  command)，称为主

端推入队列的核心(host-side-enqueued  kernel)。执行单元130会将一个核心实例的处理

命令拆分成若干个硬件执行线程，此硬件执行线程包含指定数目的软件执行线程，例如32

个，并且每一个软件执行线程包含产生一个子核心实例的处理命令(kernel  dispatch 

command)，又称装置端推入队列的核心(device-side-enqueued  kernel)。也就是说，显示

驱动器110启动第一个核心，接下来的后裔核心都是由装置端产生。执行单元130包含多个

运算逻辑单元(ALU,Arithmetic  Logic  Unit)131a至131m，每个运算逻辑单元包含一个通

用寄存器文档(CRF,Common  Register  File)133，例如m为32。命令串处理器120依据从显示

驱动器110传送的指令或从存储器存取单元160传送的命令驱动执行单元130，用以产生一

个核心的硬件执行线程。详细来说，硬件执行线程可指示存储器存取单元(MXU ,Memory 

Access  Unit)160在环形缓存器200中配置空间给一个核心的硬件执行线程。配置环形缓存

器的指令必须为原子指令(atomic  instruction)，用以确保空间配置作业不被其它指令打

断。此外，为了记录硬件执行线程推入环形缓存器200的顺序，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包含实体

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PID,Physical-thread  ID  buffer)161，用以依序储存环形缓存器

200中每一个硬件执行线程的基本轮廓数据(profile)，包含执行线程识别码、尾地址及就

绪旗标“bReady”等。其中，执行线程识别码用以识别硬件执行线程，尾地址为配置空间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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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地址，而就绪旗标初始为“0”，指出关联于此硬件执行线程的命令尚未就绪。在配置空间

时，存储器存取单元160更判断是否需要从环形缓存器的首地址“RB_head”开始配置空间。

详细来说，存储器存取单元160检查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161中最后一个硬件执行线程

的尾地址是否等于或超过环形缓存器的尾地址“RB_tail”。若是，则从首地址“RB_head”开

始配置空间；否则，从最后一个硬件执行线程的尾地址的下一个地址开始配置空间。

[0013] 接着，执行单元130依据核心的指令设定运算逻辑单元中的通用寄存器文档，用以

指示执行单元130经由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写入n个命令至环形缓存器200中的配置空间，例

如n为32，每一个命令是用以产生一个核心实例的处理命令(kernel  dispatch  command)。

通用寄存器文档133的设定值关联于一个非高速缓存随机存取视图储存(non-cacheable 

UAV,Un-order  Accessed  View,store)指令，用以直接写入n个命令至环形缓存器200中的

配置空间，而不暂存命令于高速缓存存储器。于此须注意的是，由于环形缓存器200已经配

置空间完成，这些命令必须立即写入环形缓存器200，而不能待在高速缓存存储器。否则，将

造成环形缓存器执行错误。固定流水线单元(FFU,Fixed  Function  Unit)140包含载入/储

存单元(LS,Load/Store  Unit)141。执行单元130指示载入/储存单元141读取硬件执行线程

中的n个命令，接着，载入/储存单元141指示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将n个命令经由高速缓存存

储器143写入环形缓存器200中的配置空间。当指示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写入硬件执行线程

中的最后一个命令时，执行单元130另发出信号“thread_end”，用以指出特定硬件执行线程

执行完成。当存储器存取单元160侦测到信号“thread_end”时，将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

161中相应于此硬件执行线程的就绪旗标设为“1”，用以指出硬件执行线程已完成写入所有

命令至环形缓存器200。虽然本发明实施例使用固定流水线单元140中既存的载入/储存单

元141及高速缓存存储器143完成命令的写入及读取，熟习此技艺人士亦可于执行单元130

中实施类似于载入/储存单元141及高速缓存存储器143的功能，本发明并不因此受限。

[0014] 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周期性检查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161，判断环形缓存器

200中顶端的硬件执行线程的所有命令是否就绪。若是，存储器存取单元160读取环形缓存

器200中顶端的硬件执行线程的所有命令，并将相应硬件执行线程对应的环形缓存器的头

尾地址写入至命令串处理器120中的存储器映射输入输出(MMIO,Memory  Mapping  Input/

Output)寄存器，用以指示命令串处理器120执行这些命令。每个命令指示命令串处理器120

产生一个核心实例的处理命令(kernel  dispatch  command)(亦即，另一个新实例的处理命

令(kernel  dispatch  command))。以上又称为启动硬件执行线程(hardware  thread  kick-

off)。接着，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将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161中的启动硬件执行线程的

基本轮廓数据移除。于此须注意的是，当环形缓存器200中的第一个硬件执行线程的命令尚

未就绪而较晚初始的硬件执行线程的命令已经就绪，存储器存取单元160不会启动任何的

硬件执行线程，用以确保硬件执行线程可依初始顺序执行。

[0015] 在此须注意的是，执行单元130不需要具备操作环形缓存器200的知识，而是委由

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完成。因为存储器存取单元160为操作视讯存储器170的控制器，把操作

环形缓存器200的逻辑放置于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可提升推核心入队列的效率。

[0016] 图3是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由装置端推核心入队列的示意图。假设执行单元130产

生四个硬件执行线程310a至310d，每个硬件执行线程于执行时写入n个命令至环形缓存器

200中的配置空间：首先，存储器存取单元160为硬件执行线程310a至310d请求视讯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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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配置环形缓存器200中的空间330a至330d。请求配置空间的顺序分别为第二硬件执行线

程310a、第三硬件执行线程310b、第零硬件执行线程310c及第一硬件执行线程310d。当配置

空间成功，视讯存储器170回复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尾地址Tail_2、Tail_3、Tail_0及Tail_

1，并且储存每个硬件执行线程的基本轮廓数据161a至161d至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

161，例如硬件识别码、回复的尾地址以及就绪旗标。就绪旗标初始为“0”，代表相应硬件执

行线程还未执行完。举例来说，如步骤(1)所示，存储器存取单元160为硬件执行线程310a请

求视讯存储器170配置空间330a并取得尾地址Tail_2，并且，如步骤(2)所示，将硬件执行线

程310a的基本轮廓数据161a储存至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161。接着，存储器存取单元

160写入第零硬件执行线程310c的n个命令完毕后，更新基本轮廓数据161c中的就绪旗标为

“1”，代表第零硬件执行线程310c已经就绪。然而，为保证命令执行的顺序性，由于第二硬件

执行线程310a及第三硬件执行线程310b的命令尚未就绪，已写入空间330c的n个命令不能

执行。如步骤(3)所示，存储器存取单元160写入第二硬件执行线程310a的n个命令至环形缓

存器200。当第二硬件执行线程310a的n个命令写入完成，如步骤(4)所示，更新基本轮廓数

据161a中的就绪旗标为“1”，代表第二硬件执行线程310a已经就绪。最后，如步骤(5)所示，

存储器存取单元160读取环形缓存器200中的第二硬件执行线程310a的所有命令，并写入至

命令串处理器120中的存储器映射输入输出寄存器，用以指示命令串处理器120执行这些命

令。

[0017] 虽然图1中包含了以上描述的组件，但不排除在不违反发明的精神下，使用更多其

它的附加组件，已达成更佳的技术效果。

[0018] 虽然本发明使用以上实施例进行说明，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描述并非用以限缩

本发明。相反地，此发明涵盖了熟习此技艺人士显而易见的修改与相似设置。所以，申请权

利要求范围须以最宽广的方式解释来包含所有显而易见的修改与相似设置。

[0019] 【符号说明】

[0020] (1)、…、(5)步骤；      110显示驱动器；

[0021] 120命令串处理器；     130执行单元；

[0022] 131a、…、131m运算逻辑单元；

[0023] 133通用寄存器文档；   140固定流水线单元；

[0024] 141载入/储存单元；    143高速缓存存储器；

[0025] 160存储器存取单元；   161实体执行线程识别缓存器；

[0026] 161a、…、161d基本轮廓数据；

[0027] 170视讯存储器；       200环形缓存器；

[0028] 310a、…、310d硬件执行线程；

[0029] 330a、…、330d环形缓存器中的空间；

[0030] RB_head环形缓存器的首地址；

[0031] RB_tail环形缓存器的尾地址；

[0032] RB_locked_tail环形缓存器的锁定尾地址；

[0033] Tail_0第零硬件执行线程的尾地址；

[0034] Tail_1第一硬件执行线程的尾地址；

[0035] Tail_2第二硬件执行线程的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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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Tail_3第三硬件执行线程的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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