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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
回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回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事實 

發生日期：2005年6月27-30日

發表國家：美國

題 目：Low-Power Branch Prediction

Conf.的名稱：The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Design °
口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
□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 □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 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I 國內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國外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II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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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有關於一種降低處理器消耗功率之技術，更 

詳而言之，係有關於一種降低具有動態分支預測機制之處 

理器消耗功率的技術。

【先前技術】

自從電腦發明以來，處理器效能的提升一直是處理器 

技術研發人員所致力追求的目的。當程式透過處理器執行 

'時，最大的要求便是執行時間短且執行速度快。自管線式

(Pipel ining)架構被提出來後5已成為高速處理器架構 

的主流。理論上5利用指令管線執行的方式5讓多個指令

-在處理器中同時執行，可以大幅提升效能。但實際在程式 

-執行的過程中，因為指令間具有相依性關係，故使得管線 

式架構處理器的產出(Throughput)並非管線理想值。

前述之相依性關係包括：硬體上的資源衝突、指令使 

)用上的相依性以及由分支指令所造成之控制相依性。動態 

分支預測器即是目前解決控制相依性技術中被認為最有 

效的手段，並且已經廣為被管線式架構處理器採用。

對於大部分的指令集架構(ISA)而言，有所謂控制 

流程指令(Control-Flow Instructions )，此類指 令會改 

變程式計數器的內容值，使得程式執行的流向改變，通常 

將其稱之為分支指令(Branch Instructions )。分支指令 

大抵可分稱二種不同形式：一種是有條件者；另一種則為 

無條件者。條件式的分支指令再執行時會有二種可能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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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一種是不發生(Not Taken) 5即依照原來的路徑繼續

. 執行。另一種則是發生(Taken )，即跳躍至分之目的位址

(Target Address )繼續執行。至於程式執行時是否發 

生，完全由分支指令執行的結果予以決定。大部分的分支 

預測機制被用來預測有條件分支的結果。

目前嵌入式處理器相當注重低功率設計，動態分支預 

測(Dynamic Branch Prediction)通常搭配分支目的緩 

衝器(Branch Target Buffer, BTB)等記憶緩衝器，藉
• 以有效提高處理器之執行速度。

由於分支目的緩衝器(BTB)每一個指令循環

(Instruction Cycle)都要被查找，此外分支指令約佔

-程式執行時動態指令的百分之十五，因此在管線式架構中 

-對於那些非分支指令之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動作佔據了 

動態分支預測器功率消耗的百分之八十五並且這百分之 

八十五的功率消耗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原因是動態 

. 分支預測器查找僅對分支指令具有意義。因此使得動態分 

支預測成為處理器中耗電的動作之一。

美國專利第US 2004/0181654號公開案揭露一種

「LOW POWER BRANCH PREDICTION TARGET BUFFERj ° 此案 

揭露之方法係應用於管線式處理器中，該處理器包括用以 

執行指令提取與分支預測運算之第一層級(stage )，以及 

用以處理透過該第一層級所提取之指令的第二層級。而該 

方法包含：第一層級提取第一指令；自該第一指令取得分 

支預測致能訊息；傳送該第一指令至該第二層級；針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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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於該第一指令之第二指令依據該分支預測致能訊息致

. 能或失能該分支預測電路之至少一部分；以及該第一層級 

依據該第二指令執行該指令提取與分支預測運算。其中， 

該分支預測致能運算係相應於編碼於該第一指令中之分 

支預測致能訊息透過該分支電路依據該第二指令予以執 

行。此案主要係透過指令編碼之方式，在指令中應用未利 

用的運算碼(unused opcode )告知處理器開啟或關閉BTB 

電路，或透過指令序列的產生以達到開啟或關閉BTB電路 

♦之目的。

惟前述習知技術係透過修改處理器之原始程式碼、編 

譯器與指令集架構等方式以實現控制BTB電路的目的會

-增加處理器，不但複雜且需更改處理器架構。此外，習知

-技術於發現分支預測錯誤(Misprediction)時，無法即 

時調整分支預測，相對的會造成多餘的耗電或效能降低。

【發明內容】

I 為解決前述習知技術的種種問題，本發明之主要目的

在於提供一種透過硬體架構設計能動態紀錄程式中分支 

距離並據以停止非分支指令之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的動 

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法。

本發明之另一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無須修改處理器之 

原始程式碼、編譯器與指令集架構即能運作之動態分支預 

測系統以及方法。

本發明之又一目的在於提供一種於發現分支預測錯 

誤時，能即時調整分支預測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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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成上述及其他目的，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

係應用於具有動態分支預測器之處理器中，包括：用以計 

算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分支距離值之分支距離產生模 

組；用以儲存該分支距離產生模組所計算出之相鄰二分支 

指令間之分支距離值的分支距離表；用以自該分支距離表 

中取出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找動態分支預測 

器次數的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該動態分支預測器具

♦ 有用作為緩衝儲存處理之分支目的緩衝器。

於本發明之一種型態中，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 

復包括次分支距離計數器，係用以表示尚有多少指令循環

-會遇到次一分支指令。此外，當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為「0」 

-時，次一指令循環即啟動動態分支預測器；若非為「0」

時，則使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失能。此外，該次分支距離 

計數器於該動態分支預測器命中時，會重新被寫入新的分

I 支距離值，俾表示該處理器正提取一個分支指令。

於本發明之另一種型態中，復包括分支預測錯誤處置 

模組，係用於判斷出預測錯誤發生時重新自該分支距離表 

中撷取出正確之分支距離值並儲存至該次分支距離計數 

器。

透過前述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所執行之動態 

分支預測方法包括：計算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分支距離 

值；將該計算出之分支距離值儲存至分支距離表中；以及 

自該分支距離表中取出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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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動態分支預測器的次數。

. 於本發明之一種型態中，該計算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

分支距離值步驟復包括：判斷處理的指令是否為分支指 

令，若否，則不予處理；若是，則計算上一分支指令之分 

支距離；以及將該計算出之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距離儲存 

至分支距離表中。其中，該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距離係依 

照該分支指令的分支行為予以計算。

於本發明之另一種型態中，該自該分支距離表中取出

■
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找動態分支預測器的次 

數之步驟復包括：判斷該分支目的緩衝器是否命中；若 

是，則接著判斷預測發生與否；若是，則自該分支距離表

■中讀取發生分支距離；若否，則自該分支距離表中讀取未 

-發生分支距離；將該發生分支距離或未發生分支距離儲存 

至次分支距離計數器，並將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減一回 

存；以及令次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失能。其中， 

I 若該分支目的緩衝器未命中，則判斷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 

是否為零，若是，則致能次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 

找；若否，則將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減一回存；以及令次 

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失能。

於本發明之又一種型態中，復包括：判斷出預測錯誤 

發生時重新自該分支距離表中撷取出正確之分支距離值 

並儲存至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

相較於習知之分支預測技術，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 

系統以及方法，透過該分支距離產生機制、分支距離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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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機制以及分支預測錯誤處置，無須修改

.處理器之原始程式碼、編譯器與指令集架構即能運作，僅 

透過硬體架構設計即能動態紀錄程式中分支距離並據以 

停止非分支指令，此外，復能於發現分支預測錯誤時，能 

即時調整動態分支預測並且不會有任何的效能損耗。

【實施方式】

以下係藉由特定的具體實施例說明本發明之實施方 

式，熟悉此技藝之人士可由本說明書所揭示之內容輕易地

• 瞭解本發明之其他優點與功效。本發明亦可藉由其他不同 

的具體實施例加以施行或應用，本說明書中的各項細節亦 

可基於不同觀點與應用，在不悖離本發明之精神下進行各

■種修飾與變更。

- 請參閱第1圖，其係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之應

用架構示意圖。如圖所示，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1 

係應用於一般具有動態分支預測機制之處理器2中，並搭

• 接至該處理器2中的動態分支預測器11。於本實施例中， 

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1包括：分支距離產生模組 

13 '分支距離表15 '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17以及分 

支預測錯誤處置模組19。

於本實施例中，「分支距離」(Branch Distance, BD ) 

為該處理器2執行過程中，相鄰二個分支指令間之非分支 

指令的個數。該處理器2若能在遇到任一分支指令時預知 

其分支距離的值，則可據之停止所有動態分支預測，直至 

遇到次一分支指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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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施例中，針對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1如何

. 蒐集程式執行過程中產生之所有分支距離，以及如何利用 

該分支距離準確的啟動或關閉該動態分支預測，合先說 

明。

該動態分支預測器11具有用作為緩衝儲存分支目的 

位址之分支目的緩衝器111，該分支目的緩衝器111係為 

快取記憶體架構，主要包括用以儲存目標位址的欄位。舉 

例而言,其可包括用以儲存分支指令位址、分支目的位址

• 以及預測訊息等資料之欄位。其中，該預測訊息欄位即是 

動態分支預測器11之一種常見的實施方式，其係利用2 

位元計數器紀錄最近數次分支指令之結果。起始值為2， 

'最大值為3 5最小值為0 5並隨著分支指令在程式執行過 

-程中持續的被執行而改變。如果分支的結果是發生則該值 

加1，直到最大值3為止；反之若結果不發生則減1，直 

到最小值0為止。當分支指令再次被讀取時，若該2位元

.. 計數器所預測的結果是發生，則該分支目的緩衝器111 

中相對應於此分支指令的目的位址就直接被使用，故可省 

略計算目的位址的程序，而不致產生分支損失。須特別說 

明者，係該動態分支預測器11暨其分支目的緩衝器111 

的架構能有多種型態，例如將前述之最小值0與最大值3 

固定於預設之欄位中等。此處對於該動態分支預測器11 

暨其分支目的緩衝器111之例舉，並非用以限定本發明之 

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法之權利範圍。

該分支距離產生模組13,係用以計算相鄰二分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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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間之分支距離值。

該分支距離表15，係用以儲存該分支距離產生模組

所計算出之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分支距離值。

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17，係用以自該分支距

離表15中取出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找動態分 

支預測器11次數。於本實施例中，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 

能模組17復包括次分支距離計數器171，係用以表示尚 

有多少指令循環會遇到次一分支指令。此外，當該次分支 

'距離計數器171為「0」時，次一指令循環即查找分動態

分支預測器11 ；若非為「0」時，則使動態分支預測器11 

查找失能。此外，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171於該分動態分 

-支預測器11命中時，會重新寫入新的分支距離值，俾表 

-示該處理器2正提取一個分支指令。

該分支預測錯誤處置模組19,係用於判斷出預測錯

誤發生時重新自該分支距離表15中撷取出正確之分支距 

）離值並儲存至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171。

請參閱第2圖，其係透過前述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

系統1，所執行之動態分支預測方法之步驟流程圖。如圖 

所示，於步驟S201中，計算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分支距 

離值。接著進至步驟S202。

於步驟S202中，將該計算出之分支距離值儲存至分 

支距離表中。接著進至步驟S203中。

於步驟S203中，自該分支距離表中取出該分支距離

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找動態分支預測器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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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3圖，如圖所示，於本實施例中，步驟S201 

復包括：

步驟S2011，判斷處理的指令是否為分支指令，若

否，則不予處理，結束步驟；若是，則進至步驟S2012 ° 

於步驟S2012中，計算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距離。接 

著進至步驟S2013。

於步驟S2013中，將該計算出之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 

距離儲存至分支距離表中。

其中，該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距離係依照該分支指令

的分支行為予以計算。

請參閱第4圖 5如圖所示5於本實施例中，該步驟

• S203復包括：

於步驟S2031 中，判斷該分支目的緩衝器是否命中 ，

若是，則進至步驟 S2032 ；若否，則進至步驟S2037。

於步驟S2032 中，判斷預測發生與否；若是，則進至

步驟S2033 ；若否，則進至步驟S2034。

於步驟S2033中，自該分支距離表中讀取發生分支距 

離。接著進至步驟S2035。

於步驟S2034中，自該分支距離表中讀取未發生分支 

距離。接著進至步驟S2035 °

於步驟S2035中，將該發生分支距離或未發生分支距 

離儲存至次分支距離計數器，並將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減 

一回存。接著進至步驟S2036 θ

於步驟S2036中，令次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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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

於步驟S2037，判斷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是否為零， 

若是，則進至步驟S2038 ；若否，則返回步驟S2035將該 

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減一回存；以及令次一循環的動態分支 

預測器查找失能。

於步驟S2038中，致能次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 

找。

請參閱第5圖，如圖所示，於本實施例中，復包括： 

> 於S301中，判斷預測錯誤是否發生，若否則結束流

程步驟；若否，則進至步驟S302。

於步驟S302中，重新自該分支距離表中撷取出並儲 

-存至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

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法，舉例而言，可 

在具有以下之條件之實施例中實作。該假設條件有三：

1. 該處理器2前三個管線層級包括：提取、解碼以 

) 及執行層級。

2. 動態分支預測器11在提取層級被查找且在執行 

層級被更新。

3. 分支距離表15每個項目均有三個欄位：分支指 

令位址、發生分支距離以及未發生分支距離。

承前，該分支距離產生模組13在執行層級負責將每 

一個分支指令之發生分支距離與未發生分支距離儲存至 

該分支距離表15之相對應的欄位中，而未儲存有資料的 

欄位的預設值均為0。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17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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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層級運作，並依據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171的值，致 

.能或失能次一指令循環之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運作。此

外，該分支預測錯誤處置模組19在執行層級判斷是否發 

生錯誤預測並做出相對應之處置。由於該分支距離表15 

可動態紀錄程式執行過程中所有的分支距離，是故本發明 

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法除於每一個分支指令初始 

執行時較不準確外，其餘時間皆可準確的開啟或關閉動態 

分支預測器查找運作。

I
■ 另一方面，由於該分支距離表15為準確的開啟或關

閉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運作，需佔用較大的容量。故於本 

發明之其他實施例中，該分支距離表15佔用容量之縮減

'方法至少包括：

- 1. 使用程式計數器(Program Counter, PC)作為

索引(index)的方式存取該分支距離表15，故可減少甚 

至完全無須分支指令位址欄位。

I 2.針對每一個分支指令僅存入符合使用頻率設定

值之分支距離或當前之分支距離，故可節省一半以上之分 

支距離的欄位空間。具體而言，該分支距離或當前之分支 

距離之使用頻率設定值可由使用者視實際需要予以設定。

3.減少該分支距離表15之項目數量，甚至僅利用 

單一暫存器只記錄目前最新的分支距離值，故可大幅減少 

該分支距離表15之容量。

承前，該分支距離表15所佔用之空間與預測之準確 

性間可依據實際需要予以取捨。惟即使如前述第3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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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使用單一暫存器作為該分支距離表15，且僅能記住單

-一的分支距離值，當程式在執行減當迴圈時，由於減當迴 

圈執行期間固定，因此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17仍 

可準確的在次一分支指令來臨前之循環將動態分支預測 

器查找予以致能。而當在比較複雜的控制架構中執行時， 

分支行為通常會固定一段時間而甚少交錯變化，故錯誤的 

' 分支距離預測不易發生。分支距離值預測產生錯誤的情況 

有二：若該值過大5則會使次一分支指令無法查找該動態

• 分支預測器，可能會使得程式執行時間略為增加；若該值 

過小，則僅增加非分支指令的查找，並不影響處理效能。 

綜上所述，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法，透 

'過該分支距離產生機制、分支距離表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 

-機制以及分支預測錯誤處置，無須修改處理器之原始程式 

碼、編譯器與指令集架構即能運作，僅透過硬體架構設計 

即能動態紀錄程式中分支距離並據以停止非分支指令，此 

.· 外，復能於發現分支預測錯誤時，能即時調整分支預測。 

_ 上述實施例僅為例示性說明本發明之原理及其功

效，而非用於限制本發明。任何熟習此項技藝之人士均可 

在不違背本發明之精神及範疇下，對上述實施例進行修飾 

與變化。因此，本發明之權利保護範圍，應如後述之申請 

專利範圍所列。

【圖式簡單說明】

第1圖係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之應用架構示

意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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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至5圖係本發明之動態分支預測方法之流程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 動態分支預測系統

2 處理器

11 動態分支預測器

111 分支目的緩衝器

13 分支距離產生模組

15 分支距離表

17 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

171 次分支距離計數器

19 分支預測錯誤處置模組

・S201-S203 步驟

• S2011- S2013 步驟

S2031 〜S2038 步驟

S301〜S302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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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文發明摘要：

■ 一種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法，係應用於具有動態

分支預測器之處理器中，透過計算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分 

支距離值並將其儲存至分支距離表中，再自該分支距離表 

中取出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找動態分支預測 

器的次數。藉由該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以及方法，使處理器 

僅在分支指令時啟動動態分支預測器，藉以減少動態分支 

h預測之功率消耗。

六、英文發明摘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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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動態分支預測系統，係應用於具有動態分支預測 

器之處理器中，包括：

分支距離產生模組，係用以計算相鄰二分支指令 

間之分支距離值；

分支距離表，係用以儲存該分支距離產生模組所 

計算出之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分支距離值；以及 

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係用以自該分支距離 

■ 表中取出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找動態分 

支預測器次數，其中該動態分支預測器具有用作為緩 

衝儲存處理之分支目的緩衝器。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系統，其中，該動態分支預 

- 測器致能模組復包括次分支距離計數器，係用以表示

尚有多少指令循環會遇到次一分支指令。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系統，其中，當該次分支距 

I 離計數器為「0」時，次一指令循環即啟動動態分支

預測器；若非為「0」時，則使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 

失能。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項之系統，其中，該次分支距離 

計數器於該動態分支預測器命中時，會重新寫入新的 

分支距離值，俾表示該處理器正提取一個分支指令。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系統，復包括分支預測錯誤 

處置模組，係用於判斷出預測錯誤發生時重新自該分 

支距離表中撷取出並儲存至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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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系統，其中，該處理器之前

- 三個管線層級包括：提取、解碼以及執行層級；該動

態分支預測器在提取層級被查找且在執行層級被更 

新；以及該分支距離表之每個項目均有三個欄位：分 

支指令位址、發生分支距離以及未發生分支距離。

7.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之系統，其中，該分支距離產 

生模組在執行層級負責將每一個分支指令之發生分 

支距離與未發生分支距離儲存至該分支距離表之相

■ 對應的欄位中，而未儲存有資料的欄位的預設值均為 

0 ；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在提取層級運作，並 

依據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的值啟閉次一指令

- 循環之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運作。

• 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系統，其中，該分支距離表 

係使用程式計數器(Program Counter, PC)作為索 

引(index)予以存取。

I 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系統，其中，該分支距離表 

針對每一個分支指令僅存入符合使用頻率設定值的 

分支距離以及當前之分支距離其中之一者。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系統，其中，該分支距離表 

係利用單一暫存器只記錄目前最新的分支距離值。

11. 一種動態分支預測方法，係應用於具有動態分支預測 

器之處理器中，包括：

計算相鄰二分支指令間之分支距離值；

將該計算出之分支距離值儲存至分支距離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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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 自該分支距離表中取出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

停止查找動態分支預測器的次數。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方法，其中，該計算相鄰 

二分支指令間之分支距離值步驟復包括：

判斷處理的指令是否為分支指令，若否，則不予 

處理；若是，則計算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距離；以及 

將該計算出之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距離儲存至分支

■ 距離表中；其中，該上一分支指令之分支距離係依照 

該分支指令的分支行為予以計算。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方法，其中，該自該分支 

距離表中取出該分支距離值並據之判斷停止查找動

- 態分支預測器的次數之步驟復包括：判斷該分支目的

緩衝器是否命中；若是，則接著判斷預測發生與否， 

若是，則自該分支距離表中讀取發生分支距離；若

I 否，則自該分支距離表中讀取未發生分支距離；將該 

發生分支距離或未發生分支距離儲存至次分支距離 

計數器，並將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減一回存；以及令 

次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失能。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之方法，其中，若該分支目 

的緩衝器未命中，則判斷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是否為 

零，若是，則致能次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 ； 

若否，則將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減一回存；以及令次 

一循環的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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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方法，復包括：判斷預測

- 錯誤是否發生並於判斷出預測錯誤發生時重新自該

分支距離表中撷取出並儲存至該次分支距離計數器。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方法，其中，該處理器之 

前三個管線層級包括：提取、解碼以及執行層級；該 

動態分支預測器在提取層級被查找且在執行層級被 

更新；以及該分支距離表之每個項目均有三個欄位 ： 

分支指令位址、發生分支距離以及未發生分支距離。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6項之方法，其中，該分支距離 

產生模組在執行層級負責將每一個分支指令之發生 

分支距離與未發生分支距離儲存至該分支距離表之

' 相對應的欄位中，而未儲存有資料的欄位的預設值均

- 為0 ；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在提取層級運作， 

並依據該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的值啟閉次一指 

令循環之動態分支預測器查找運作。

I 1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方法，其中，該分支距離 

表係使用程式計數器作為索引予以存取。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方法，其中，該分支距離 

表針對每一個分支指令僅存入符合使用頻率設定值 

的分支距離以及當前之分支距離其中之一者。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方法，其中，該分支距離 

表係利用單一暫存器只記錄目前最新的分支距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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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定代表圖：

. （一）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 ）圖。

（二）本代表圖之元件代表符號簡單說明 ：

1 動態分支預測系統

2 處理器

11 動態分支預測器

111 分支目的緩衝器

13 分支距離產生模組

15 分支距離表

17 動態分支預測器致能模組

171 次分支距離計數器

19 分支預測錯誤處置模組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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