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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人工神经网络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及具有该架构的类脑

芯片，所述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包括芯片内异步通

讯互连架构、芯片间异步通讯互连架构、神经元

计算单元和片上路由单元，所述神经元计算单元

和片上路由单元均各自设置连接的独立时钟域

中的独立的时钟管理模块，在同一类脑芯片内神

经元计算单元与片上路由单元、片上路由单元和

相邻的片上路由单元通过所述芯片内异步通讯

互连架构互连，相邻类脑芯片通过所述芯片间异

步通讯互连架构互连。本发明能够支持在类脑芯

片内部高效的集成大量的神经元计算单元，同时

支持类脑芯片进行高效地级联扩展，以获取庞大

规模的神经元计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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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包括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芯片间异

步通讯互连架构、神经元计算单元和片上路由单元，其特征在于：所述神经元计算单元和片

上路由单元均各自设置连接的独立时钟域中的独立的时钟管理模块，在同一类脑芯片内神

经元计算单元与片上路由单元、片上路由单元和相邻的片上路由单元通过所述芯片内异步

通讯互连架构互连，相邻类脑芯片通过所述芯片间异步通讯互连架构互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片

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包括片内数据发送模块、片内异步传输模块和片内数据接收模块；

所述片内数据发送模块将神经元计算单元发出的脉冲数据有效信号转换成电平翻转

信号作为发送端请求，同时对脉冲数据进行寄存，传递转换后的请求及所要寄存的数据给

片内异步传输模块，等待片内异步传输模块返回发送端响应后继续发送数据；

所述片内异步传输模块接收发送端请求和寄存的数据，产生并输出接收端请求和锁存

数据至片内数据接收模块；

所述片内数据接收模块收到接收端请求后对请求信号进行同步化处理，生成与后一个

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同步的数据有效信号，并传递同步后的有效信号及接收数据给相连的神

经元计算单元或片上路由单元，同时响应片内异步传输模块。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片内

异步传输模块包括数据锁存器、延时电路、请求锁存器，所述锁存数据由数据锁存使能信号

拉高时的数据锁存器输出，所述接收端请求由数据锁存使能信号经过延时电路短暂延时后

的请求锁存使能信号拉高时的请求锁存器输出产生；同时接收端请求信号发生翻转，数据

锁存使能信号和请求锁存使能信号先后被拉低，数据传输模块不再传递新的数据，直到接

收端响应信号有效翻转后继续传递数据。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片内

数据发送模块、片内异步传输模块和片内数据接收模块在通讯前的输入和输出端的信号均

被初始化，稳定为低电平。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芯

片间异步互连架构包含数据编码与发送模块、数据检测模块、接收与解码模块；

所述的数据编码与发送模块按特定的编码方式将类脑芯片输出的普通二进制数据进

行特定有效数据编码，并传递编码后的数据至芯片的输出管脚，等待所连接芯片返回响应

后继续发送数据；

所述的数据检测模块对芯片管脚输入的数据进行有效性检测，当数据具有特定编码值

时检测出数据有效，生成请求信号传递至接收与解码模块，该请求信号同时与接收与解码

模块的接收使能信号经过与门电路后作为此次数据传输的响应信号返回至编码与发送模

块；

所述的接收与解码模块收到请求后对请求信号进行同步化处理，同时对接收数据按特

定方式进行解码，转换成与后一个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同步的普通二进制数据，并传递同步

后的有效信号及接收数据给相连的神经元计算单元或片上路由单元。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时钟

域的时钟管理模块受到脉冲事件的驱动，当时钟管理模块处于空闲状态时，驱动时钟持续

关闭，在收到脉冲数据请求时开启当前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待神经元计算单元处理完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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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元转发出当前脉冲数据后关闭当前时钟域的驱动时钟。

7.一种类脑芯片，其特征在于：具有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

连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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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及具有该架构的类脑芯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神经网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及具有该架

构的类脑芯片。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脑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了解到人脑是一部极高能效的计算机，类脑

计算应运而生，其核心是使用更接近于生物神经工作机制的脉冲神经元(spiking  neuron) 

模型。类脑计算的基本思路是将生物神经网络的概念应用于计算机系统设计，生物真实的

脉冲神经网络的本质特征，如信息传递是以事件驱动的方式进行脉冲传播，决定了其在响

应速度、低功耗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0003] 但由于单个神经元的功能有限，只有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协同工作才能在特定智

能应用领域表现出独特优势，因此如何通过高效的互连方式在类脑芯片内部尽可能多的集

成神经元计算单元，并通过高效的互连方式对芯片进行级联扩展以获取庞大规模的神经元

计算资源是一个核心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就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异步通讯互连架构

及具有该架构的类脑芯片，该异步通讯互连架构使其能够支持在类脑芯片内部集成大量的

神经元计算单元，同时支持类脑芯片进行高效地级联扩展，其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包括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芯片间

异步通讯互连架构、神经元计算单元和片上路由单元，所述神经元计算单元和片上路由单

元均各自设置连接的独立时钟域中的独立的时钟管理模块，在同一类脑芯片内神经元计算

单元与片上路由单元、片上路由单元和相邻的片上路由单元通过所述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

架构互连，相邻类脑芯片通过所述芯片间异步通讯互连架构互连。

[0006] 进一步的，所述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包括片内数据发送模块、片内异步传输

模块和片内数据接收模块；

所述片内数据发送模块将神经元计算单元发出的脉冲数据有效信号转换成电平

翻转信号作为发送端请求，同时对脉冲数据进行寄存，传递转换后的请求及所要寄存的数

据给片内异步传输模块，等待片内异步传输模块返回发送端响应后继续发送数据；

所述片内异步传输模块接收发送端请求和寄存的数据，产生并输出接收端请求和

锁存数据至片内数据接收模块；

所述片内数据接收模块收到接收端请求后对请求信号进行同步化处理，生成与后

一个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同步的数据有效信号，并传递同步后的有效信号及接收数据给相连

的神经元计算单元或片上路由单元，同时响应片内异步传输模块。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片内异步传输模块包括数据锁存器、延时电路、请求锁存器，所述

锁存数据由数据锁存使能信号拉高时的数据锁存器输出，所述接收端请求由数据锁存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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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经过延时电路短暂延时后的请求锁存使能信号拉高时的请求锁存器输出产生；同时接

收端请求信号发生翻转，数据锁存使能信号和请求锁存使能信号先后被拉低，数据传输模

块不再传递新的数据，直到接收端响应信号有效翻转后继续传递数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片内数据发送模块、片内异步传输模块和片内数据接收模块在通

讯前的输入和输出端的信号均被初始化，稳定为低电平。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芯片间异步互连架构包含数据编码与发送模块、数据检测模块、

接收与解码模块；

所述的数据编码与发送模块按特定的编码方式将类脑芯片输出的普通二进制数

据进行特定有效数据编码，并传递编码后的数据至芯片的输出管脚，等待所连接芯片返回

响应后继续发送数据；

所述的数据检测模块对芯片管脚输入的数据进行有效性检测，当数据具有特定编

码值时检测出数据有效，生成请求信号传递至接收与解码模块，该请求信号同时与接收与

解码模块的接收使能信号经过与门电路后作为此次数据传输的响应信号返回至编码与发

送模块；

所述的接收与解码模块收到请求后对请求信号进行同步化处理，同时对接收数据

按特定方式进行解码，转换成与后一个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同步的普通二进制数据，并传递

同步后的有效信号及接收数据给相连的神经元计算单元或片上路由单元。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时钟域的时钟管理模块受到脉冲事件的驱动，当时钟管理模块处

于空闲状态时，驱动时钟持续关闭，在收到脉冲数据请求时开启当前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待

神经元计算单元处理完或路由单元转发出当前脉冲数据后关闭当前时钟域的驱动时钟。

[0011] 一种类脑芯片，具有所述的面向类脑芯片的异步通讯互连架构。

[0012] 本发明能够支持在类脑芯片内部高效的集成大量的神经元计算单元，同时支持类

脑芯片进行高效地级联扩展，以获取庞大规模的神经元计算资源。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芯片内与芯片间的脉冲数据传递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芯片间异步通讯互连架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的芯片间异步互连架构使用的编码解码方式的实施例数据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的时钟管理模块结构原理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技术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

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5] 如图1所示为两颗相邻的类脑芯片，均包括多个神经元计算单元、多个片上路由单

元和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其中路径1显示的是类脑芯片中脉冲数据交互的一种典型场景，脉

冲数据由（0，0）位置的神经元发出，通过(0，0)、（N，0）位置的片上路由单元转发，到达（N，0）

位置的神经元计算单元。对于该路径，（0，0）位置的神经元计算单元与片上路由单元之间，

(0，0)、（N，0）位置的片上路由单元之间，以及（N，0）位置的片上路由单元与神经元计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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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均通过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进行互连，所述神经元计算单元和片上路由单元均

处于各自独立的时钟域中，由各自独立的时钟驱动工作，时钟管理模块在脉冲事件的驱动

下自动开启和关闭当前时钟域的驱动时钟。所述路由单元用于选择和确定神经元计算单元

之间传递的脉冲数据的传输路径并进行脉冲数据转发。

[0016] 如图2所示，所述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包括片内数据发送模块、片内异步传输

模块、片内数据接收模块，对于所述的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中的脉冲数据传递的具体

过程包括：

（1）初始时刻，所述片内数据发送模块、片内异步传输模块、片内数据接收模块的

输入和输出端的信号均被初始化，稳定为低电平；

（2）通讯开始时，激发脉冲事件的神经元计算单元发出脉冲数据及有效信号；

（3）通讯过程中，片内数据发送模块，将脉冲数据有效信号转换成电平翻转信号作

为发送端请求，同时对脉冲数据进行寄存，并传递转换后的请求及寄存数据给片内异步传

输模块，等待片内异步传输模块返回发送端响应后可以继续发送数据。片内异步传输模块

收到请求后，数据锁存使能信号拉高，数据锁存器输出端输出锁存数据，该使能信号经过延

时电路短暂延时后请求锁存使能信号拉高，请求锁存器输出端产生发送端请求；此时由于

接收端请求信号发生翻转，数据锁存使能信号和请求锁存使能信号先后被拉低，数据传输

模块不再传递新的数据，直到接收端响应信号有效翻转后可以继续传递数据。片内数据接

收模块收到请求后对请求信号进行同步化处理，生成与后一个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同步的数

据有效信号，并传递同步后的有效信号及接收数据给相连的神经元计算单元或片上路由单

元，同时响应片内异步传输模块。

[0017] 对于上述过程：片内异步传输模块工作不需要时钟驱动，本身就是事件驱动的；片

内数据接收模块及所连接神经元计算单元或路由单元开机后处于空闲状态，所属的时钟管

理模块将持续关闭该时钟域的驱动时钟，直到其检测到片内异步传输模块的输出请求信号

电平翻转时开启驱动时钟，待神经元计算单元处理完或路由单元转发出当前脉冲数据后将

恢复空闲状态，时钟管理模块随即关闭该时钟域的驱动时钟。由上述数据传递过程可知，片

内数据发送模块依赖发送端的响应信号进行持续数据输出，而片内异步传输模块依赖接收

端的响应信号进行持续数据传输，因此片内数据发送模块与片内接数据收模块并不直接互

相依赖，因此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具有极高的通讯性能。

[0018] 如图1所示的路径2显示的是类脑芯片之间脉冲数据交互的一种典型场景，脉冲数

据由左侧类脑芯片内（N，N）位置的神经元发出，通过(N，N)  位置的片上路由单元转发，到达

芯片边界后进入右侧类脑芯片，再通过右侧类脑芯片内（0，N）位置的片上路由单元转发到

达（0，N）位置的神经元计算单元。对于该路径，左侧类脑芯片内（N，N）位置的神经元计算单

元与片上路由单元之间，右侧类脑芯片内(0，N)位置的计算单元与片上路由单元之间均通

过芯片内异步通讯互连架构进行互连，其脉冲数据传递过程如前所述。而两颗芯片之间通

过芯片间异步互连架构进行互连，所有所述的神经元计算单元和片上路由单元均处于各自

独立的时钟域中，由各自独立的时钟驱动工作。

[0019] 如图3所示，所述芯片间异步互连架构包含数据编码与发送模块、数据检测模块、

接收与解码模块，对于所述芯片间异步互连架构中脉冲数据传递的具体过程包括：

（1）通讯开始时，神经元计算单元发出脉冲数据及有效信号通过片上路由转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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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芯片边界；

（2）通讯过程中，数据编码与发送模块按特定的编码方式将芯片需要输出的4位普

通二进制数据进行7位特定有效数据编码，并传递编码后的数据至芯片的输出管脚，等待所

连接芯片返回响应后可以继续发送数据。

[0020] 数据检测模块对芯片管脚输入的7位数据进行有效性检测，当数据具有特定编码

值时能够检测出数据有效，生成请求信号传递至接收与解码模块，该请求信号同时与接收

使能信号经过与门电路后作为此次数据传输的响应信号返回至编码与发送模块；以有效数

据“0010001”为例，数据进入数据检测模块，从左至右的三个或非门将输出“010”，从上至下

的第二个muller‑c单元将输出低电平，最后经与非门输出高电平，表明这是一个有效数据。

接收与解码模块收到请求后对请求信号进行同步化处理，同时对接收数据按特定方式进行

解码，转换成与后一个时钟域的驱动时钟同步的4位普通二进制数据，并传递同步后的有效

信号及接收数据给相连的片上路由单元。

[0021] 对于上述过程：数据模块工作不需要时钟驱动，本身就是事件驱动的；接收与解码

模块及所连接路由单元开机后处于空闲状态，所属的时钟管理模块将持续关闭该时钟域的

驱动时钟，直到其检测到数据模块的输出请求信号电平翻转时开启驱动时钟，待路由单元

转发出当前脉冲数据后将恢复空闲状态，时钟管理模块随即关闭该时钟域的驱动时钟。由

上述脉冲数据传递过程可知，编码与发送模块依赖响应信号进行持续数据输出，而该响应

信号只与检测电路检测出的数据有效信号以及接收与解码模块的使能状态有关，而与接收

与解码模块具体何时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同步处理无关，因此芯片间异步通讯互连架构具有

极高的通讯性能。

[0022] 如图4所示是本发明的芯片间异步互连架构所使用的特定的编码、解码方式，数据

编码与发送模块可以通过所述特定的编码、解码方式将4位普通二进制数据编码成7位特定

有效数据；数据检测模块可以对所述7位特定有效数据进行有效性检测；而接收与解码模块

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将7位特定有效数据解码成对应的4位普通二进制数据。编码方式将

4位普通二进制数据编码成7位数据，且7位数据中有且仅有两位为1其它位为0；解码方式将

7位特定有效数据转换成编码方式所对应的4位普通二进制数据。

[0023] 如图5所示是各个独立时钟域的时钟管理模块，其受事件驱动的时钟管理机制为：

当时钟域的时钟管理模块处于空闲状态时，驱动时钟持续关闭，当脉冲数据请求到达时钟

管理模块时,驱动时钟被开启，待神经元计算单元处理完或路由单元转发出当前脉冲数据

后，驱动时钟再次关闭，直到新的脉冲数据请求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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