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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使用统计性能评测器

本文档利用 VisualDSP++™版本 2.0，为通过
Blackfin®系列处理器的 C/C++编译器获得优化
的程序代码实現功能，提供了一些技术指导。

调试源程序首先应理解应用中哪部分是热点。
VisualDSP++中提供的统计性能分析是寻找这些
热点的有效方法。

使用优化器
编译优化和没有优化的 C 代码在性能方面有巨
大的差别，某些情况下，优化后的程序代码运行
效率可能提高 10 倍甚至 20 倍，因此，在测量算
法性能或者将代码移植成产品之前，都应该尝试
进行优化。需要说明的是，默认编译器设置是非
优化的，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程序员通过其原始的
程序代码诊断错误。
由于 C 程序是直接方式编写的，因此编译器中的
优化器用来将 C 程序生成执行效率高的代码。调
试程序的一个基本策略是以某种方式给出算法，
使优化器能极好的可视化所有操作与数据，这样
就有很大的自由度去对代码实施安全操作。需要
说明的是，以后的版本将更好的增强优化器，用
更简洁的表示算法，以获得增强带来的益处。

如果对应用程序不熟悉，可执行带有诊断的编
译，不用优化运行，即可得到一些与 C 程序直接
相关的结果，如果完全优化编译了应用程序，并
得到了直接与汇编代码相关的统计结果，则可以
更准确的查看应用程序。可能出现的唯一问题是
如何将汇编语句行与原始的源程序相关联。在链
接的时候，不要去掉函数名，有了函数名，就可
以滚动汇编窗口，定位热点。在十分复杂的代码
中，除非没有展开源程序，都可通过循环计数定
位确切的源程序行。在.s 文件中查看行数，注意
编译器汇编可能移动程序代码。
字符型

8位带符号整数

无符号字符型

8位无符号整数

短字

16位带符号整数

无符号短字

16位无符号整数

整型

32位带符号整数

无符号整型

32位无符号整数

长整型

32位带符号整数

无符号长整型

32位无符号整数

表1：定点数据类型(原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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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器直接支持 10 种格式的数据类型，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双精度型等效于 Blackfin 处理器的
浮点类型，处理器硬件不直接支持 64 位数据类
型。
浮点

32位浮点

双精度

32位浮点

列表 1：变址矩阵

表2：浮点数据类型(仿真算法)

小数数据类型可表示为短字型或者整型。这些数
据类型的操作最好通过指令来完成，将在下面的
章节中讨论。

避免浮点/双精度运算
浮点算术操作通过子程序库实现，由于循环中的
浮点算法操作阻止优化器使用硬件循环，因此其
操作比整数操作慢得多。

在循环中避免整数除法
处理器硬件不直接支持 32 位整数除法，所以对
于整型变量的除法和取余操作是多周期操作。如
果除数已知，编译器将把除以 2 的幂型整数除法
转换成右移操作。

列表 2：指针

通常认为选择哪种类型对生成的代码不产生任
何差别，但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有差别。算法的一
个版本可能比另外一个能产生更优化的代码，但
并不总是该版本一直要优越一些，生成的代码总
受到周围程序代码的影响，这就是会出现差异的
原因。在编译器分析过程中，指针类型引入额外
的变量，与周围的程序代码竞争资源；另一方面，
对于矩阵访问，编译器必须先转换成指针，而这
一过程有时并不如人工转换有效。

如果编译器必须实施完整的除法操作，它将调用
库函数，除了多周期操作外，对于任何与除法有
关的循环，都将阻止优化器使用硬件循环。因此，
如果可能，尽量不要在循环中使用除法和取余操
作。

最好的策略就是从数组符号开始，这看起来并不
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使用指针的尝试。而在重要循
环的外部，使用变址访问风格，这样更容易理解。

变址矩阵与指针

为了保证最好的性能，优化器通常需要知道某些
由外部工作的子程序确定的事情。特别是它要帮
助了解指针参数的对准和数值，以及循环边界的
值。编译器的-ipa 切换可以使能内部过程化分析
(IPA)，以获得这些信息。在 IDDE 环境中的

C 语言规则允许以两种方式对矩阵中数据的编
程访问：一是通过不变的基地址指针变址，一是
增加指针的值。以下加法的两种实现版本说明了
这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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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pa 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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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选项菜单下，有个 Project Options 对话框，
在 Compile 表中，
选中 Interprocedural Optimization
对话框即打开该功能。
当使用了该选项，在链接阶段可能重新调用编译
器，并利用上次编译获得的额外信息再重新编译
程序。
由于该选项只在链接时工作，如果在编译时
使用了-S 选项，则无法看到-ipa 选项的效
果。要查看汇编器文件，在 Project Options
对话框中的 Compile 表中，在 Additional
Options 文本框中输入-save-temps，在编译
完程序后，查看生成的.s 文件即可。
以下很多建议都假定使用了-ipa 选项。

静态初始化常量
内部过程化分析能够识别只有一个值的变量，并
利用常量代替，这可以使能更好的优化。如果这
样做，该变量在整个程序中都只能有一个值。

列表 4：未优化(IPA 未将 VAL 看作常量)

数据字对齐
为了最有效的使用硬件，必须对齐数据输入。在
多数算法中，用于计算的数据访问的平衡也是如
此，为了充分使用硬件，取出的数据必须是 32
位宽度。
虽然 Blackfin 的结构支持字节寻址，但硬件上仍
要求对存储器的引用在本质上是对齐的，因此，
16 位的参考地址必须在偶数位置，即 32 位的字
对齐地址。因此，为了生成高效的程序代码，应
确保数据按 32 位对齐。
编译器能帮助建立阵列数据的对齐。堆栈帧也是
按字对齐的。不管顶层数据阵列的数据类型如
何，他们总是字对齐的。

列表 3：优化(IPA 已知 VAL 值为 3)
正如所有全局变量为默认值一样，如果变量静态初始化
为零，随后在程序中的另外一点分配了其他某个值，则
分析器可以看到两个值，该变量就不被当作具有常量

如果编写的程序只是将某阵列中第一个元素的
地址作为参数传递，对输入阵列循环的过程，从
元素零开始，一次一个元素，则内部过程分析就
能够建立，这种对齐也就适合 32 位访问。
在内循环处理多维数组的单行数据时，应确认每
行数据都从字边界开始，如果不是，应尽可能插
入多余数据确保如此。

值。

调试 Blackfin®处理器编译器 C 源代码(EE-149)

第 3 页，共 10 页

循环向导

避免循环加载的相关性

附录 A 回顾了编译器如何转换循环以生成高效

循环加载的相关性是指在一个给定的循环重复
过程中，若不知道前一次循环计算出的值，就无
法完成本次计算。当一个循环具有相关性时，编
译器就不能重复该循环。

的代码，并说明了“循环展开”优化技术。
不要自己展开循环

循环展开不仅使程序难于阅读，也妨碍了程序优
化。为了能自动使用宽的负载和两个累加器，编
译器必须具有自己展开循环的能力。

如果在某个循环中使用的标量在使用之前没有
定义，也会引起这种相关性。

列表 7：未优化(标量相关性)

列表 5：优化(编译器展开，使用两个计算块)

在出现称为约减型的标量相关性时，优化器可以
对循环递归重新排序。这些循环利用相关的且可
交换的运算符将矢量值简化为标量值，最常见的
例子就是乘法和累加运算。

列表 8：优化(一种约减)

在第一个实例中，标量相关性是相减操作。当循
环不按顺序执行，则会生成不同的结果，变量 x
就是以这种方式变化。作为比较，在第二个实例
中，加操作的特性就意味着编译器可以按任意顺
序执行操作，但总能得出相同的结果。
列表 6：未优化(编译器脱离 16 位载入数)

在这个例子中，内部过程分析能确定 a,b,c 的初
始值都以 32 位边界对齐，且 n 是 2 的倍数的情
况，第一个版本的循环运行速度几乎比第二个快
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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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手动方式循环

DSP 代码中，常常以手动方式进行循环，这样做
是为了在计算当前循环的同时，能完成前一次循
环和后一次循环中的数据加载和存储操作。该技
术引入了循环加载的相关性，阻止了编译器有效
的重排程序代码。最好是给编译器一个“规范化”
的版本，将循环操作留给编译器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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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器可以解析访问模式，该模式中地址是每次
循环中以固定量改变的表达式，即所谓的“感应
变量”。
避免混淆

列表 9：未优化(手动循环)

通过旋转循环，可以加入标量值 ta 和 tb，并引
入循环加载的相关性，这样可以防止编译器实施
并行迭代，而优化器本身能够完成这种循环旋
转。

列表 13：未优化(可能的别名混淆)

表面上看，以上这个循环看起来不具有任何循环
加载的相关性，但 a 和 b 都是参数，虽然它们通
过带有[ ]的符号进行了声明，实际上它们仅是指
针，而且可能指向同一数组。当通过这两个指针
能指向同一数组时，我们就说它们可能会相互混
淆。
如果使能了-ipa 选项，编译器就能够找到 fn 的调
用地址，而且还能确定它们是否指向同一数组。

列表 10：优化(由编译器完成旋转)

避免在循环中进行数组写操作

对数组元素进行写操作还会引入其他相关性。在
下面的循环中，优化器不能确定对 a 的载入值究
竟是来自上次循环中定义的，还是在随后循环中
将重新写入的数值。

列表 11：未优化(数组相关性)

即使用了-ipa 选项，也十分容易造成明显的别名
混淆。过程分析器以将指针与变量数组关联起来
的方式进行工作，而这些变量组可能涉及到程序
中的某些点。为了简化分析，可能没有考虑到控
制流程，若发现两个指针所指的变量数组存在交
叉引用，则会认为两个指针都指向两个变量数组
的联合体。
如果上面的函数 fn 被两个全局数组作为参数调
用，针对以下两种情况，则内部过程分析将得到
以下结果：
Case 1:
fn(glob1, glob2, N); 数组没有混合使用a和b没有
fn(glob1, glob2, N); 混淆(优化)
Case 2:

列表 12：优化(感应变量)

fn(glob1, glob2, N); 数组没有混合使用a和b没有
fn(glob3, glob4, N); 混淆(优化)
C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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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glob1, glob2, N); 数组混合使用，a和b
fn(glob3, glob1, N); 可能混淆(非优化)

第三种情况说明了 IPA 在确定是否存在混淆的
风险时，要立刻考虑所有调用的联合，而不是对
每个调用进行单独考虑。若对每个调用都单独考
虑，IPA 就必须进行流控制，而排列的数目将会
使编辑时间长得无法实施。
尽量在内循环中做更多的工作

优化器主要着眼于内循环，因为大部分程序的大
多数时间都消耗在这里。对于优化而言，要使程
序的循环体运行更快，应该在循环之前和之后减
慢程序，这是一种很好的开销。因此，应确保算
法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内循环。否则，优化操作
事实上还可能使其运行减慢。
一种有用的技术就是“循环转换”。若一个嵌套
循环的外循环运行次数很多而内循环运行次数
较少，重写循环就有可能减少外循环的循环次
数。
循环中避免使用条件代码

若一个循环中包含条件代码，当分支结果和编译
器的预测存在很大分歧时，将可能存在很大代
价。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能够把 if-else 和?:结
构转换为条件运行，而在其他情况下，需要重新
配置表达式评估整个循环的外部。然而，对于重
要的循环，最好写成线性代码。
保持循环简短

为了使编译器效率最高，循环体应尽可能简短。
大的循环体常常更复杂且难于优化。
此外，循环还可能需要将寄存器数据存入存储器
中，这也会导致代码密度和执行性能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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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循环中使用函数调用

如果循环中包含一个函数调用，编译器就不能生
成硬件循环，这是因为保存和重新载入硬件循环
的文本都有代价。除了明显的函数调用，如 printf()
外，一些操作仍会阻碍硬件循环的生成：整数除
法和取余，浮点运算，以及整型和浮点型数据之
间的转换，这些操作，都存在隐含支持程序的调
用。
用整数作为循环控制变量和数组索引

对于循环控制变量和数组索引，最好用整型而不
用短整型。在标准 C 中声明了短整型在进行计算
前必须扩展成整型大小，然后再截断到原来的短
整型大小。
编译器通常能够处理短整型循环计数器，并能检
测零开销循环和指针“感应变量”。然而，这也
会增大编译器的工作负担，偶尔还会生成没有充
分优化的程序代码。
循环编译指示和辅助矢量化

列表 14：未优化(无编译指示)

如果调用列表 14 中的函数 copy 两次，比如先调
用 copy(x, y)然后再调用 copy(y, z)，如前文所述，
内部过程分析不能说明 a 永远不会与 b 混淆。因
此，该循环就包含了循环加载的相关性，且不能
矢量化操作。这种情况下，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利
用 vector_for 编译指示，告诉编译器一次循环过
程中的计算不依赖前一次循环中计算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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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程序代码使用 vector_for 编译指示，允许循
环并行完成两次重复运行。

列表 16：const 关键字的用法

列表 15：优化(利用编译指示)

需要说明的是，该编译指示不能强制编译器将循
环进行矢量化操作，编译器将检测循环的各项属
性。若编译器认为该循环不安全，或不能找到进
行矢量化操作所需的各种属性，它就不会将该循
环矢量化。编译只是向编译器确保不存在循环加
载相关性，但可能还有其他循环属性会阻碍循环
的矢量化操作。
当矢量化操作是无法实现(比如，如果数组 a 是
字边界对齐，而 b 不是)，此时由 vector_for 提供
的判断提示信息在辅助其他优化选项时仍然可
能用到。

在 C 语言中，用 const 语句改变指针指向的常量
数据这一编程习惯虽然不好，但却是合法的，即
使如此，仍应避免这种情况。默认情况下，编译
器生成的代码都假定 const 数据不会发生变化。
然而，若有一程序通过指针修改 const 数据，利
用编译时间标记-const-read-write，也可以生成正
确的代码。

分数型数据
分数型数据用 16 位和 32 位整数表示，有两种操
作方式。推荐的方式是使用内在的值，这样可以
最大限度地控制数据。考虑以下分数标量积，可
编程如下：

const 数据是常数
默认情况下，编译器都假定指针指向的数据为不
变的 const 数据。因此，告知编译器两个数组 a
和 b 没有发生重载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利用
const 关键字。
列表 16 中给出的例子与 vector_for 编译指示具有
类似的作用。事实上，采用 const 更好，这是因
为在矢量化操作后，仍允许优化器旋转循环，而
它要求知道逐次非相关的循环迭代恰好是不相
邻的迭代，而以后循环迭代更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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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17：未优化(使用移位)

然而，这对于优化器而言却存在很多问题。通常，
这里生成的代码是一次乘法运算，接着是一次移
位，最后是一次累加。但是，Blackfin 处理器提
供了分数乘法累加指令，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所
有这些操作。而且，它还可以并行执行两条这样
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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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器可以识别该术语，并能确认在 DSP 系统
中，使用这种优化是为了使算法达到饱和。乘法/
移位操作被饱和的分数乘法代替。不需要饱和处
理时，通过使用-no_int_to_fract 选项，也可以禁
止这种转换。

由于每个周期都从数组 a 和 b 载入数据，确保这
些数组位于不同的存储块中是十分有益的。例如
以下.LDF 文件的 MEMORY 部分就定义在两个
不同的存储区。

而这还只是一种简单情况，在更复杂的情况下，
乘法可能与移位操作相距较远，就不存在编译器
能检测到使用分数乘法的可能性。推荐的编程风
格就是使用内在的风格。在以下的例子中，
add_fr1x32()和 mult_fr1x32 分别用于实现 32 位
分数数据的加法和乘法。
列表 19：LDF 存储配置

然后配置 SECTIONS 部分，告诉链接器将数据
部分放入指定的的存储区块，如下所示。

列表 18：优化(使用内在值)

Blackfin 处理器 C/C++编译器手册给出了全部的
分数操作列表，同时还给出了其他可用内在值的
说明。内在函数提供单 16 位或 32 位数值的常用
操作。在这种情况下，编译器可以确定在何时循
环可以被矢量化操作，并生成 2x16 个操作。正
如将循环旋转留给编译器处理更好，内在值将配
对操作对留给编译器完成最好。

若可能将数组放入不同存储区
Blackfin 处理器能够在单个指令行上支持两种存
储器操作。然而，只有当两个地址在不同的存储
块中时，该操作才能在单周期内完成。如果同时
对同一存储块访问，将会插入一次空操作。点乘
就是范例(如前面部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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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20：LDF 存储器块分配

列表 21：C 源代码中的块分配

C 源代码通过 section("section_name")结构在缓
冲声明之前定义区。
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全局数据才能直接放入区。
更多详细资料见“Blackfin 处理器 VisualDSP++
2.0 链接器&功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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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优化器如何工作
下面用分数标量积循环来说明优化器如何工作。

列表 24：附加的奇数次循环次数

最后，优化器旋转循环，展开并重新载入循环次
数，以得到对各使用功能单元的最高效率。最终
生成代码如下：
列表 22：分数点乘

在生成代码并进行常规标量优化后，编译器将生
成如下形式的循环：

列表 25：优化器输出
列表 23：编译输出

退出循环的条件检测已移到最底部，并重新写入
循环计数器，计数值减到零，总和累加到 A0。
P0 和 P1 分别控制参数 A 和 B 初始化的指针，
它们的值也在每次循环中增加。为利用 32 位存
储器访问，优化器展开循环，同时并行完成两次
循环。Sum 在 A0 和 A1 中累加，且在循环完后
累加在一起，并生成最终输出结果。用字加载方
式，编译器就必须知道 P0 和 P1 中的初始值长度
为四个字节的倍数。还应注意，除非编译器知道
初始循环加载了偶数次，否则，就必须在循环外
插入奇数次循环的执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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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编译器转换
编译器支持的优化选项有：
-O

速度优化

-Os

大小优化

-Ox

假定short中的值在16位范围内

-Ofp

改变帧指针的偏移量，使能更短指令的应用

-ipa

执行内部过程优化

表3：优化器相关的命令行选项

关于这些选项的更多详细资料见 VisualDSP++
2.0 C/C++编译器和 Blackfin 处理器库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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