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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缓存一致性-非对称存储器访问 CC-NUMA 系统中节点 （0 1 ) 的错误目录的处理方法和节点 （0 1 ) ，
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能够在不进行 CC-NUMA 系统复位的情况下，清除目录存储器 （012 ) 存在的错误比
特，有效地降低 CC-NUMA 系统中目录存储器 （012 ) 的错误比特累积导致该系统宕机的可能性。该错误目录
的处理方法为：在节点 （0 1 ) 的目录存储器 （012 ) 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大于预设阈值
时，控制 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 （013 ) 将对应的缓存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的主存 （014 ) 后再清
除，和将对应的缓存 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101 ) ，而后 ，控制 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
( 102 ) ，对 目录存储器 （012 ) 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并且在清零完成后，控制 CC-NUMA 系统退出静默
状态 （103 ) 。



一种 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方法和节点

本 申请 要 求 于 2014 年 06 月 24 日提 交 中 国 专 利 局 、 申请 号 为

201410289296.3 , 发明名称为 "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

方法和节点" 的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 用结合在本申请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方法和节点。

背景技术
在高性能处理器组建的緩存一致性-非对称存储器访问 （Cache Coherence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缩写：CC-NUMA ) 系统中，由于处理器本身的

扩展能力有限，需要将处理器分成多个节点 （Node ) ，通过节点控制器 （Node

Controller, 缩写：NC ) 进行多处理器扩展，以增加并行处理的处理器个数，

提升CC-NUMA 系统性能。

目前CC-NUMA 系统中釆用的高性能处理器通常具有大容量内存扩展和

较大容量的緩存 （Cache ) ，并且可以进行内存扩展，各节点上所有的处理器

可以对CC-NUMA 系统中其他的处理器的内存进行一致性的访问，因而在每个

节点上设计 目录 （Directory ) 用于记录该节点中的数据被CC-NUMA 系统中除

该节点以外其他节点中处理器緩存的情况，包括该数据的状态和访问该数据的

处理器的位置，其中该数据的状态包括共享或独占。

一般NC设计中目录都是釆用较大容量的存储器实现，而存储器存在由于

干扰因素导致的随机错误，包括读错误、或写错误等，所以需要对 目录存储器

进行错误校验，常见的是釆用纠1检2的纠错码 （Error Correction Code, 缩写：

ECC ) 进行错误处理，即可以纠正1比特错误，检测到2比特错误，但是这种错

误处理方法对多比特错误存在不可纠正或不可检测的问题，而目录数据的错误

不可恢复将会导致緩存一致性处理错误，即访存时出现错误，从而使整个
CC-NUMA 系统数据处理错误，导致CC-NUMA 系统宕机。另外，单比特错误

也可能由于时间的累积，而变成多比特错误，同样可以使得CC-NUMA 系统不



可用。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方法

和节点，能够在不进行CC-NUMA 系统复位的情况下，清除目录存储器可能存

在的错误比特，有效地降低CC-NUMA 系统中目录存储器错误比特的累积导

致CC-NUMA 系统宕机的可能性。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明的实施例釆用如下技术方案：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方法，包括:

在所述节点的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大于

预设阔值时，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的脏数据

回写至相应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所述静默状态用于指示所述

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不向所述 目录存储器发 出请求且接收到全部 已

发出请求的响应；

对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并且在清零完成后，控制所述

CC-NUMA 系统退出所述静默状态。

结合第一方面，在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中，还包括：

从所述节点的可纠正错误计算器中获取所述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

将获取的所述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与所述预设阔值进行比较。

结合第一方面或第一方面的第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实现的方式中，所述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

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

行清除包括：

通过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中断指令，所述中断指令用于指

示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的

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结合第一方面的第二种可能实现的方式，在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实现的

方式中，所述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包括：

通过所述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暂停指令，所述暂停指令用



于指示所述CC-NUMA 系统进入所述静默状态。

结合第一方面至第一方面的第三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中的任一种可能的方

式，在第一方面的第四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中，所述预设阔值与所述 目录存储器

的失效率成反比，所述 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是指在预设时间范围内所述 目录存

储器存储的目录中错误比特的占比。

第二方面，提供一种緩存一致性-非对称存储器访问CC-NUMA 系统中的节

点，包括：

目录存储器，用于存储所述节点中的数据被所述CC-NUMA 系统中除所述

节点以外的节点中处理器緩存的记录；

节点控制器，用于在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

数量大于预设阔值时，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

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

清除；
所述节点控制器，还用于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所述静

默状态用于指示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不向所述 目录存储器发 出

请求且接收到全部已发出请求的响应；

所述节点控制器，用于对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并且在

清零完成后，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退出所述静默状态。
结合第二方面，在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中，还包括：

可纠正错误计算器，用于计算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

所述节点控制器，还用于从所述可纠正错误计算器中获取所述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将获取的所述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与所述预设阔值进行比

较。

结合第二方面或第二方面的第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二种

可能实现的方式中，所述节点控制器具体用于：

在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大于预设 阔

值时，通过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中断指令，所述中断指令用于

指示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 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

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结合第二方面的第二种可能实现的方式，在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实现的

方式中，所述节点控制器具体用于：

在通过所述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中断指令后，通过所述操

作 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暂停指令 ，所述暂停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CC-NUMA 系统进入所述静默状态。
结合第二方面至第二方面的第三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中的任一种，在第二方

面的第四种可能实现的方式中，所述预设阔值与所述 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成反

比，所述 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是指在预设时间范围内所述 目录存储器存储的目

录中错误比特的占比。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方法和

节点，在节点的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大于预设

阔值时，控制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

应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而后，控制

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对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并且在

清零完成后 ，控制CC-NUMA 系统退出静默状态，该清理方法可以在不进行

CC-NUMA 系统复位的情况下，清除目录存储器存在的错误比特，有效地降低

CC-NUMA 系统中目录存储器的错误比特 累积导致CC-NUMA 系统宕机的可

能性。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

例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CC-NUMA 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

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节点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楚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明一部分 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 的

实施例 。基 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

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高性能处理器组建的CC-NUMA 系统 ，能够解决并行处理 系统的可扩展性

及可编程性 问题 。由于处理器本身的扩展 能力有 限，所以将处理器分成 了多个

节点，通过NC节点控制器进行多处理器扩展 ，以增加并行处理的处理器个数 ，

提升CC-NUMA 系统性能。一个简单 的CC-NUMA 系统可以如 图1所示。如节点

NodeO所示 ，每个节点 内有 两个或多个处理器，组成一个小的节点 ，各节点之

间通过NC节点控制器进行扩展 。

其 中，每个处理器都有 自己的 Cache, 并且可以进行 内存扩展 ，各节点上

所有 的处理器可 以对CC-NUMA 系统 中所有 的处理 器的 内存进行一致性 的访

问，所以NC上设计有 目录，对于跨 节点的数据访 问，用于记录数据 的状 态和

位置，维护数据 的一致性。比如 ，节点0中的处理器緩存 了节点2中的处理器 内

存上的数据 ，那 么节点2中的NC需要通过 目录记录指示 出这个数据被节点0緩

存 ，并标示其状 态为共享或独 占。NC中的 目录都是釆用较 大容量的存储 器实

现 ，存储器存在可纠正错误 比特或不可纠正错误 比特的问题 ，可能由于时间累

积导致CC-NUMA 系统宕机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CC-NUMA 系统 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方法，如

图2所示 ，该 实施例具体 包括 ：

101、节点控制器在节点的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 的 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

的数量大于预设 阔值 时，控制CC-NUMA 系统 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

脏数据 回写至相应 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

除。

102、节点控制器控制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 态，静默状 态用于指示

CC-NUMA 系统 中所有处理器不向 目录存储 器发 出请 求且接 收到全部 已发 出

请求的响应 。

103、节点控制器对 目录存储 器中存储 的记录进行清零 ，并且在清零 完成

后 ，控制CC-NUMA 系统退 出静默状态。

其 中， 目录存储器可以在NC节点控制器的片上或 片外 ，记录节点 中的数



据被CC-NUM A 系统 中除本节点以外的其它远端节点緩存 的状 态和向量。当通

过错误检测检测 出目录存储器 出现错误 时，目录存储器中设 置的可纠正错误计

算器可以统计 出可纠正错误 比特的数量 。

示例性的，釆用ECC校验错误 时，可 以在数据位上额外的位存储一个用数

据加 密的ECC代码 。当数据被写入 目录存储器时，相应 的ECC代码于此 同时也

被保存 下来，当重新读 回刚才存储 的数据 时，保存下来的ECC代码就会和读数

据 时产生的ECC代码作 比较 ，如果两个代码 不相 同，两者会被解码 ，以 确定该

数据位是错误 的。再确认该位 比特 的错误是否可纠正 ，如果是可纠正 的错误 比

特会被标识以可纠正标识 ，不可纠正的错误 比特会被标识 以不可纠正标识 ，这

样 ，目录存储器 当中的可纠正错误计算器就会对预设 时间段 内的可纠正标识进

行统计 ，以获得可纠正错误 比特的数量 。这里的预设 时间段可以为1小时，也

可以为其它值 ，此处不做 限定。

这样 ，在步骤 101之前 ，节点控制器NC从节点的可纠正错误计算器中获取

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后 ，节点控制器NC将获取 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 的数

量与预设 阔值进行 比较 ，在判断 出目录存储 器中存储 的 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

特的数量大于预设 阔值 时，通过操作 系统向CC-NUMA 系统发送 中断指令 ，中

断指令用于指示CC-NUMA 系统 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脏数据 回 写

至相应 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或者 ，

可纠正错误计算器获取到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后 ，可纠正错误计算器将获

取 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 的数量与预设 阔值进行 比较 ，当可纠正错误计算器判断

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 大于预设 阔值 的时候 ，向节点控制器发送通知 消息，

以通知节点控制器通过操作 系统向CC-NUMA 系统发送 中断指令 。

步骤 101具体 的实现方式可以为：节点控制器NC向本节点的操作 系统上报

中断请 求 ，启动 目录错 误 清 除处 理 流程 ，而后 通 过 本 节 点 的操 作 系统 向

CC-NUMA 系统 中所有 的处理器发送 中断指令 ，使所有 的处理器将处理器緩存

中的数据清除 ( Flush ) 。由于处理器緩存 中的数据 包括脏 ( dirty ) 数据和清洁

( clean ) 数据 ，该脏数据是指该处理器对应 的主存 中的数据 的可读可写副本 ，

由于该可读可写副本比主存 中原本要新 ，因此清除该脏数据之前需要将该可读

可写副本回写到主存 中；清洁数据是指该处理器对应 的主存 中的数据 的只读 副

本 ，清除该清洁数据 不 必 回 写到主存 中，直接清除即可。



这里将所有处理器緩存中的数据进行清除，是为了保证CC-NUMA 系统緩

存一致性。举例来说，假设节点0处理器要访问节点2中的最新修改数据 ，
节点2中目录存储器存有修改数据 的目录，以便根据节点2目录得到所需修

改数据 ，如果节点2目录存储器中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超过预设阔值，步骤

103将节点2目录存储器进行了清零操作，且没有将节点2处理器緩存中修改数

据1' 回写到主存，节点0处理器认为节点2处理器緩存中要获取的新修改数据

1，不存在，其节点2对应主存中也没有存储，那么节点0就会维持之前所获得

数据1，不能读到最新修改数据 ，对于访问节点0来说，不能得到最新修改

数据，数据一致性就会 出错。例如应用在铁道部购票系统中时，当1个窗口的

处理器不能及时获取其它售票窗口的最新售票情况，售票数据就会不一致，将

导致售票数据紊乱。

数据一致性通常指关联数据之 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和完整 。由于

CC-NUMA 系统中，各节点的处理器都可以对CC-NUMA 系统中其它节点处理

器进行一致性访问，以保证各处理器随时都可以得到其他节点处理器的最新修

改数据，保持数据一致性。因此，当其中一个节点的目录存储器出现问题，需

要将整个CC-NUMA 系统的处理器緩存都进行了数据清除，以保 证 CC-NUMA

系统的数据一致性。

这样一来，假如节点2中目录存储器的可纠正错误超过预设阔值，由于节

点2中的目录存储器的目录存储的是节点2的数据被CC-NUMA 系统中除节点2

以外的节点中的处理器緩存的记录，当将所有处理器緩存中的数据清除后，节

点2的目录存储器中目录项中的信息全部冗余，成为无效信息。

其中，预设阔值与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成反比，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是指

在预设时间范围内目录存储器存储的目录中错误比特的占比。

当通过步骤 101使得操作系统将所有处理器緩存中的数据全部清除后，在

步骤 102中，操作系统向所有的处理器发送暂停指令，使得节点内所有的处理

器不向本节点的 目录存储器发 出请求且接收到全部 已发 出请求的响应 ，使

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

这里将处理器暂停使得CC-NUMA 系统处于静默状态，是由于在执行步骤

103对 目录存储器进行清零操作之前，使得处理器不向目录存储器发送用于修

改目录存储器目录的指令，保证 目录存储器的目录不再发生变化。



而后 ，执行步骤 103，对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 ，并且在清零

完成后 ，控制CC-NUMA 系统退 出静默状态。

具体的，当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后 ，将NC中的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

的记录进行清零操作 ，以使 目录存储器中的全部信 息被清除。而后 ，发生 目录

清除的节点的通过操作 系统向CC-NUMA 系统所有处理器发送恢复指令 ，以控

制所有处理器继续运行 ，CC-NUMA 系统退 出静默状态。

此外，在上述方法流程 中，为 了避免未识别到的错误 比特 由于时间累积导

致严重错误 ，可以预先将 目录存储器中的信息进行清零 ，且该过程不需要进行

系统重启。另外 ，处理器緩存一般只有30MB 左右 ，其数据 回写以及 目录存储

器清0所需要 的时间都在ms级，这样就可以利用一个较短 的时间来避免错误 累

积导致CC-NUMA 系统宕机的可能。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 目录的处理方法，在

节点的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 的 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大于预设 阔值时，

控制CC-NUMA 系统 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脏数据 回写至相应 的主

存后 再 清 除 ，和将 对应 的緩存 中的清 洁数 据 直接 进行 清 除 ，而后 ，控 制

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对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 ，并且在

清零 完成后 ，控制CC-NUMA 系统退 出静默状 态，该清理方法可以在不进行

CC-NUMA 系统复位的情况下 ，清除 目录存储器存在的错误 比特 ，有效地降低

CC-NUMA 系统 中 目录存储 器的错误 比特 累积导致CC-NUMA 系统宕机 的可

能性。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CC-NUMA 系统 中的节点 0 1，包括主存储 器014，

如 图3所示，还 包括节点控制器0 11、目录存储器012 、处理器013 、目录存储器

012 包括可纠正错误计算器0121，

目录存储器012 ，用于存储节点中的数据被CC-NUMA 系统 中除节点以外

的节点中处理器緩存的记录；

节点控制器0 11，用于在 目录存储器012 中存储的 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

的数量大于预设 阔值时，控制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 中的

脏数据 回写至相应 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

除；其中，该预设 阔值与 目录存储器012的失效率成反 比，目录存储器012的失

效率是指在预设 时间范围内目录存储器012存储的 目录中错误 比特的 占比。



节点控制器 011，还用于控制CC-NUMA 系统进入静 默状 态，静 默状 态用

于指示CC-NUMA 系统 中所有处理器不向 目录存储 器012发 出请 求且接 收到全

部 已发 出请求的响应 ；

节点控制器0 11，还用于对 目录存储 器中存储 的记录进行清零 ，并且在清

零完成后 ，控制CC-NUMA 系统退 出静默状态。

可选 的，该节点0 1还 包括可纠正错误计算器0121 ，该可纠正错误计算器

0121可 以用于计算 目录存储器012 中存储 的 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

对应地 ，该节点控制器0 11，还可以用于从可纠正错误计算器0121 中获取

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 ，将获取 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与预设 阔值进行

比较 。

需要说 明的是 ，示例性地 ，该可纠正错误计算器0121 可以位 于 目录存储器

012 中，如 图2所示，本发 明对于可纠正错误计算器0121是 否位于 目录存储 器012

不做 限定。

可选的，节点控制器0 11可以具体用于：

在 目录存储 器012 中存储 的 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 大于预设 阔值

时 ，通 过 操 作 系统 向 CC-NUMA 系统 发 送 中断指 令 ， 中断指 令 用 于指 示

CC-NUMA 系统 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脏数据 回写至相应 的主存后

再清除，和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可选 的，节点控制器0 11可 以具体用于：在通过操作 系统向CC-NUMA 系

统发送 中断指令后 ，通过操作 系统向CC-NUMA 系统发送暂停指令 ，暂停指令

用于指示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一种节点 ，包括 目录存储器和节点控制器，目录存储器，

用于存储 节点 中的数据被 CC-NUMA 系统 中除节点 以外 的节点 中处理器緩存

的记录，节点控制器，用于在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 的 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 的

数量大于预设 阔值 时，控制CC-NUMA 系统 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脏

数据 回写至相应 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 的緩存 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而后 ，控制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对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 的记录进行清

零 ，并且在清零 完成后 ，控制CC-NUMA 系统退 出静默状 态，该清理方法可 以

在不进行CC-NUMA 系统复位 的情况 下 ，清除 目录存储器存在的错误 比特 ，有

效地 降低CC-NUMA 系统 中 目录存储 器的错误 比特 累积导致CC-NUMA 系统



宕机的可能性。

在本申请所提供的几个实施例中，应该理解到，所揭露的节点和方法，可

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实现。例如，以上所描述的设备实施例仅仅是示意性的，例

如，所述单元的划分，仅仅为一种逻辑功能划分，实际实现时可以有另外的划

分方式，例如多个单元或组件可以结合或者可以集成到另一个系统，或一些特

征可以忽略，或不执行。另一点，所显示或讨论的相互之间的耦合或直接辆合

或通信连接可以是通过一些接 口，装置或单元的间接辆合或通信连接 ，可以是

电性，机械或其它的形式。

另外，在本发明各个实施例中的设备和系统中，各功能单元可以集成在一

个处理单元中，也可以是各个单元单独物理包括，也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

集成在一个单元中。且上述的各单元既可以釆用硬件的形式实现，也可以釆用

硬件加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

实现上述方法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步骤可以通过程序指令相关的硬件来

完成，前述的程序可以存储于一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该程序在执行时，

执行包括上述方法实施例的步骤；而前述的存储介质 包括：U盘 、移动硬盘 、

只读存储器（Read Only Memory, 简称ROM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 简称RAM ) 、磁碟或者光盘等各种可以存储程序代码的介质。

以 上 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

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

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权 利 要 求
1、一种CC-NUMA 系统中节点的错误目录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
在所述节点的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大于

预设阔值时，控制所述CC-NUM A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的脏数据
回写至相应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所述静默状态用于指示所述
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不向所述目录存储器发出请求且接收到全部已
发出请求的响应；

对所述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并且在清零完成后，控制所述
CC-NUMA 系统退出所述静默状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从所述节点的可纠正错误计算器中获取所述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
将获取的所述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与所述预设阔值进行比较。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
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包括：

通过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中断指令，所述中断指令用于指
示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的
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
进入静默状态，包括：

通过所述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暂停指令，所述暂停指令用
于指示所述CC-NUMA 系统进入所述静默状态。

5、如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阔值与所述目
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成反比，所述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是指在预设时间范围内所
述目录存储器存储的目录中错误比特的占比。

6、一种緩存一致性-非对称存储器访问CC-NUMA 系统中的节点，其特征
在于，包括：

目录存储器，用于存储所述节点中的数据被所述CC-NUMA 系统中除所述



节点以外的节点中处理器緩存的记录；

节点控制器，用于在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

数量大于预设阔值时，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中

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

清除；

所述节点控制器，还用于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进入静默状态，所述静

默状态用于指示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不向所述 目录存储器发 出

请求且接收到全部已发出请求的响应；

所述节点控制器，还用于对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记录进行清零，并且

在清零完成后，控制所述CC-NUMA 系统退出所述静默状态。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节点，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可纠正错误计算器，用于计算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

所述节点控制器，还用于从所述可纠正错误计算器中获取所述可纠正错误

的比特的数量，将获取的所述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与所述预设阔值进行比

较。

8、如权利要求6或7任一所述的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节点控制器具体

用于：
在所述 目录存储器中存储的目录的可纠正错误的比特的数量大于预设 阔

值时，通过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中断指令，所述中断指令用于

指示所述CC-NUMA 系统中所有处理器将对应的緩存 中的脏数据回写至相应

的主存后再清除，和将对应的緩存中的清洁数据直接进行清除。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节点控制器具体用于：

在通过所述操作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中断指令后，通过所述操

作 系统向所述CC-NUMA 系统发送暂停指令 ，所述暂停指令用于指示所述

CC-NUMA 系统进入所述静默状态。

10、如权利要求6-9任一所述的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阔值与所述

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成反比，所述 目录存储器的失效率是指在预设时间范围内

所述 目录存储器存储的目录中错误比特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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