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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Popek，Goldberg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ISA支持虚拟化的内容。首先形式化地定义了与

这一议题相关的概念，将指令重新进行了分类，讨论如何缩小被虚拟机监控器干预并解释执行的指令在整个指令集的比

例，从而在保证可虚拟化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了可以提高的效率空间；给出并证明了关于在VMM不存在时的任一指令

序列t与其对应于VMM存在时的等价序列f7之间的映射的一个定理．这些结果不仅给可虚拟化计算机ISA的设计以及

高效VMM的构造提供了指导，也有助于评估已有体系结构并对其作修改，以使一个虚拟机系统可被构造。通过本文，我

们对虚拟机“现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认识，同时还能向机器架构师和系统设计者提供实际的指导方针。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f Popek，Goldberg and other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 of ISA supporting virtualiza—

tion in further，and defines formally the concepts that concerns with the issue；reclassifies the instructions，and discusses bow

to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instructions that are executed with interv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VMM(virtual machine 1120-

nitor)in the entire instruction set 80 as to expand the efficiency space in further with the premise of virtualizable；not only

gives but proves a theorem about the mapping between any instruction sequences t when VMM doesn’t exist and its court—

terpart t7 when VMM does exist．These results not only provide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Is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l-

ficient VMM。but also help tO assess the existing ISA and make some necessary modification to enable avirtual machime sys—

tern can be constructed．By this paper，we carl reach a better theoretic-understanding of the Virtual Machine”phenomenon”，

but also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machine architects and system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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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虚拟计算机技术是近几年来发展比较迅速的技术之

一，虚拟机的研究和设计是当前计算机系统设计和开发中

一个重要的活跃方向。

Popek和GoldbergCl3通过建立第三代计算机系统的一

个简化模型，试图引出一个标准来测试一种体系结构是否

支持虚拟机。他们提出关于ISA支持虚拟化的基本定理

为：对任何传统的第三代计算机，一个VMM可能被构造，

如果这台计算机的敏感指令集是其特权指令集的一个子

集。这个定理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充分条件来保证可虚拟

化。事实上，作者只是提出了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而使用

一个充分不必要条件作为测试一种体系结构是否支持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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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评判标准是不精确的，或者说有时是失效的。如果一

种体系结构满足这个条件，那么它支持虚拟机，但是。如果

一种体系结构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不能确定它是否支

持虚拟机。并且可能为了满足～些不必要的条件而损失了

效率。

因此，寻求ISA支持虚拟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必要

的。本文的一个思路是将指令根据其行为进行划分，扩大

无害指令的范围。下面给出本文用到的一些概念的确切定

义。

在某一个指令集体系结构(ISA)的计算机上，如果具

有如下三个特性的一个控制程序可被构造，那么称这一

ISA支持虚拟机，或者说ISA可虚拟化。(1)该控制程序提

供的环境在实质上与真实机器提供的环境相一致；(2)运行

在该控制程序提供的环境中的程序的执行是高效率的；(3)

该控制程序对系统资源是完全控制的。

该控制程序称为虚拟机监控器(Virtual Machine Mo-

nitor，VMM)，如图1。这里，因为VMM有资源控制的特

性，且被称为控制程序(Control Program，CP)，故称为虚拟

机监控器，而不是许多中文文献中所译的虚拟机监视器。

由控制程序提供的环境称为虚拟机(Virtual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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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虚拟机的通用模型

一台虚拟机被认为是真实机器的一个复制品，而同一

真实机器上的不同虚拟机之间是隔离的【11|。由VMM提

供的环境等价于真实机器，这是VMIVl的首要特性。

VMM的第二条特性是有效率。这要求虚拟处理器的

指令在统计意义上占主要部分的一个子集被真实处理器直

接执行，而没有被VMM软件干涉。显然传统模拟器和完

全的软件解释器(complete software interpreter machine，

CSIM)[11]不属于虚拟机的范畴。

第三个特性，、仆nd对存储器、外设等资源完全控制，

在虚拟机中运行的程序不可能访问任何没有显式分配给它

的资源，且VMM可以重新获得已分配资源的控制权。

2现代机的一个模型

现代计算机系统的体系结构同第三代计算机相比，并

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现代计算机系统已经普遍地给用户

提供了没有显式的I／0设备或指令的扩展了的软件机器，

例如I／o设备被作为存储器单元对待，I／o操作通过恰当

的存储器转移实现。为了使模型反映系统本质同时又非常

简单易于后面讨论，可以将I／O设备或指令排除在模型之

外。因此，本文在Popek和Goldberg构建的一个第三代机

简化模型u]的基础上继续讨论ISA支持虚拟化的问题。

机器可存在于有限数目的状态之一，S=<E，M，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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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个状态S有四个组成部分：可执行存储器E，处理

器模式M，程序计数器P和重定位界限寄存器R。

存储器寻址是相对于重定位寄存器的内容完成的。可

执行存储器是一个普遍的字编址或字节编址的大小为q的

存储器。记号EEi]将是指在E中第i个存储单元的内容，

从而E=F当且仅当对任意的o≤i<q，E[i]=∥Ei]。不

管机器的当前模式是什么，重定位界限寄存器R=(1，6)一

直是活跃的。寄存器的重定位部分z给出一个绝对地址。

界限部分b将给出虚拟存储器的绝对大小。如果期望访问

所有存储器，重定位部分必须设置为0，界限部分必须设置

为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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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图2现代计算机的一个模型

处理器的模式M要么是s(supervisor mode，管理程序

模式)，要么是“(user mode，用户模式)。程序计数器P是

一个相对于R的内容的地址，作为￡的一个指针而存在，

指示下一条被执行的指令。三元组<M，P，R>即程序状

态字(program status word，psw)。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

设一个psw可被记录在一个存储器存储位置中，并使用E

[03和E[1]来分别存储旧的程序状态字(old--psw)和提取

一个新的程序状态字(ne'w--psw)。

S的每一个构成要素只能取有限数量的值。称有限状

态集为C。那么，一条指令(instruction)就是一个由C到C

的函数i：C．+C。

陷入是一个重要的系统保护机制。一条指令i被称为

陷入(trap)，如果i(E1，M1，Pl，R1)一(易，M2，Pz，R2)，这

里E1D]一E2D]，for O<j<q，E2[o]一(M1，P1，R1)，(M2，

P2，R2)一El[13。

因此，当一个指令陷入，除了存放psw的位置0恰在

指令陷入前生效外，存储器没有改变。在陷入的指令之后

生效的psw被从位置1取出。

有一种特殊的陷入类型是存储器陷入。当指令试图访

问超过寄存器R或者物理存储器边界的地址时会引起存

储器陷入。#define memory-trap“ira十1>1q 0 a≥b then

trap”

3基于指令行为对ISA的划分

接下来，我们根据指令作为机器状态的一个函数的行

为，将指令分类。

指令i是特权(privileged)指令当且仅当对任意状态对

S1=<P，s，P，r>和Sz一<P，U，P，r>(其中i(S1)和i(S2)

都不存储器陷入)，有i(S2)陷入而i(S。)不陷入。

有一组重要的指令将被称为敏感指令(sensitive in-

structions)，这一组的成员将与一个特定机器的可虚拟化

能力有重要关联。我们定义两类敏感指令。



一条指令是控制敏感的如果存在一个状态S。=<P。，

彻，Pl，rl>且i(S1)=Sz=<如，mz，Pz，r2>使得i(S1)不

memorytrap，且下列情况至少一个成立

(1)rl≠r2

(2)优l≠tn2

一个VMM的第三个特性中提到对系统资源的完全控

制是必须的。控制敏感指令是那些影响或潜在地影响控制

的指令。

对一个整数z，我们定义一个运算符0，使得rt=r④

z=(1+x，b)，即重定位界限寄存器有自己的基准值(可通

过z的值改变)。显然，在特定状态下唯一能被访问的存储

器是那些被重定位界限寄存器R指定的部分。所以为了

检查指令的执行结果，我们不妨在状态描述中只包含被R

所限制的存储器部分。记号[z+6+z]表明了那些被限制

存储器的内容。因为r=(z，6)，所以EI r表示存储器中从z

到z+b的内容。可用记号S=<e r，m，P，r>来指定一种

状态。

直观地，一条指令是行为敏感的(behavior sensitive)，

如果它的执行效果依赖于重定位寄存器的值，也就是依赖

于它在真实存储器中的位置，或者依赖于工作模式。定位

界限寄存器或工作模式在指令执行后不匹配的两种情形划

入控制敏感的种类中。

Popek和Goldberg将行为敏感分为两判¨，一种情形
称为位置敏感：一个指令的执行行为依赖于它在存储器中

的位置。另一种情形称为模式敏感，一个指令的行为受机

器工作模式的影响。

我们认为行为敏感指令应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

位置敏感指令；第二类是纯粹的模式敏感指令；第三类既是

模式敏感指令又是位置敏感指令。现分别给出它们的形式

化定义如下：

指令i是纯粹的位置敏感指令，如果存在一个整数z

≠O及以下状态：

(口)Sl=<PI，-，m，P，r>，and

(6)＆=<Plro工，m，P，roz>，Where

(c)i(S1)=<：P1 r，m1，P1，，->，

(d)i(Sz)=<PI roz，m2，Pz，roz>，and

(e)neither i(S1)or i(S)memorytrap，

以下两者至少一个成立：(jOeI洋PI，．0z，or
(g)Pl≠Pz，or both

指令i是纯粹的模式敏感指令，如果存在以下状态：

(口)S1=<PI r，ml，P，r>，and

(6)&=<el r，m2，P，疹，
(f)(^)

(d)i(&)=<P}r0X，m，P2，，．oz>，and

(e)neither i(S1)or Pl≠亿，memorytrap,

(pml≠m2，

以下两者至少一个成立；

(g)PlroeIroz，or

(^)Pl≠Pz，or both

指令i是模式位置敏感指令(注意它既不是纯粹的模

式敏感指令又不是纯粹的位置敏感指令)，如果存在一个整

数x≠0及以下状态：

(a)Sx=<#l，-，优l’P，r>，and

(6)＆=<PI r④z，m2，P，ro工>，Where

(f)i(S1)=<PI r，ml’，Pl，r>，

(d)i(S)--<elroz，耽’，觑，roz>，and

(e)neither i(S1)or i(Sz)memorytrap，

(门ml≠抛，

以下两者至少一个成立：

(g)eIr-CeI，．o工，or

(h)pl：g：p2，or both

Popek和Goldberg[1]将敏感指令划分为控制敏感指

令和行为敏感指令两类，并认为行为敏感指令一定不是控

制敏感的。这在逻辑上和现实实例上都是不完善的。控制

敏感指令是那些试图改变资源分配的指令，行为敏感指令

是那些行为和执行结果依赖于资源配置的指令。从理论

上，存在一些指令既是控制敏感的又是行为敏感的，不妨称

为严重敏感指令。

IA-32架构下的POPFD指令是控制敏感且是行为敏

感的指令，其主要功能是从栈顶弹出一个32位的双字，之

后存储该双字到EFLAGS寄存器中；其执行效果是

EFLAGS寄存器中的所有非保留位，除了VIP，Ⅷ，VM
之外都可能被修改，而VIP，ⅥF。VM位保持不变。它之所

以是控制敏感的，是因为EFLAGS寄存器中的IOPL位可

能被修改，该位表示当前程序访问I／O空间的特权级。而

如果POPFD不是特权指令且在用户空间执行，则影响

VMM对I／o资源空间的绝对控制权[引。同时因为其中断

使能位(interrupt-enable flag)在特权模式下可被修改，而在

用户模式下不能修改，因此该指令是模式敏感的，从而是行

为敏感的Es2。

在VLIW(如现有的Crusoe处理器使用128位长的

Ⅵ。1w指令，在一个周期中最大执行4个运算)中若将常规

的若干条控制敏感指令与若干条行为敏感指令集中成一条

指令，则形成一条逻辑上的严重敏感指令，类似的情况还出

现在宏融合(Macro-Fusion)技术中(例如讯驰Pentium M

处理器在Core架构中采用)。因此讨论严重敏感指令既具

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根据一条纯粹模式(纯粹位置、模式位置)敏感指令是

纯粹的行为敏感指令还是严重敏感指令，分成1类纯粹模

式(纯粹位置、模式位置)敏感指令和2类纯粹模式(纯粹位

置、模式位置)敏感指令。

我们称一条指令i是敏感的(sensitive)，如果它是控制

敏感或行为敏感的。如果i不是敏感的，那么称它是无害

的(innocuous)。

考虑效率则意味着无害指令的直接执行。设C表示

一个集合，则C中元素的个数即集合C的基数记为|I C I|．虚拟机的效率EⅣoc廿委㈧，设计算机指令
集体系结构ISA的指令条数为行，即咒=0 ISA|l；ll无害

指令集l|+0敏感指令集|I，从而E，厂oc

丝=|】熟感指全篡||；一 丝 。一1
0敏感指令Il ||敏感指令f|

“

即虚拟机的效率与敏感指令所占的比例负相关。

综上所述，ISA的基于指令行为的分类结果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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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戎们B经将指令丹了娄-我们需要更精确地详细

说明v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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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令(序列)在VMM存在前后的
对应关系

我们在讨论VMM构造的基础上+沧Ⅱ指令(序列)在

VMM存在前后的对应关系。

VMM=cP=<[)，A．1ql>，如图4。

词腹器(nspatcher>D的韧始指令位于硬件陷^的位

置t位置1巾的P的值．它日被认为足控制程序的顶纽控

制横块．由E决定调用哪一个模块一￡可U唤醒第一类或第

=娄的模块。

分配器(Allocator)A决定提供什么系统资谭是分配

器的任务。在单个VM酌情形下，分配器只需将VM々

VMM保持分离。在一个VMM主持许多VM的情形中．

分E器应避免将相同资鼐(渚如存储器的一部分)同时分配

给不止一个VM。当一条特投指令尝试执行(将改变与虚

拟机耶境相关联的机器资源】时．分配器将技调度器唤醒。

解释器(tnte叫eF5)针对所有其他的引起陷人的指
令，用束模拟陷^指々的拭行结果。每一十特权指令对应

一十解释器程序。

醴Ⅵ表示一十指夸序列。我们就可H把解释程序的

集台表示成q的槊合，用记号{q}来表示，一1⋯．肌其
中m是特权指幸的毁日。当然．调度器和分配器也是指令

的序列。

psw(在位置1．当一个陷^发生时被硬件装^)将模式

设置成supewi∞r．将PC设置成指向调度器起始位置。进

步地．覆们假设其他程序将运行在用户艇式．也就是说，

PSW(控制程序在最后一个操作将PSW装^．将控制权还

给i行的程守)将其模式设置为u蚶。因此冉必要用控制

程序中的一个位置来记录VM的仿真模式。

将机器状志集c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十集告c。包

括VMM在存储器中存在时机嚣的所有状态．而挣储在位

置1的PSW中的P的值等于VMM的趁始位置。第=十

集合C包括刺下的状态。这两个集台分别反映了真宴机

器在有戈一个VMM时的可能的状志。

个虚拟机映射(vln∞l nmchine rn印)(VM Tmp)，

(二一t．就在指夸序列集I中所有的操作符^而青是个

埘的同志。也就是说．对任意状态S∈C自任意指令

f#列“存在着一个指々序刊FJ_．礴足f(e(5，))=P‘(f

(S))。作为时VM映射定艾的一部分+我们饕求对每一十

o．对商的指々序列e1【都能被拽到并执行。

，应是一对一的，为了使这一映射概念更精确．我们将

给出个特别的vM映射，如囝5。止谶控制程序占有物

目{#＆*々∞执行n＆

理存储器的前^个位置。电就是说．Ⅱo]和Ⅱ1]保留蛤

psw(程序状态字)．控制程序占有从z到^ I的位置．之

后的w个位置用于一十虚拟机。我们假设^一w<q。所

H，(E．M．P．R)=(F．吖．P‘．R4)．其中S=<E．M．P．R

>是＆有vMM时的虚拟机的状态。

目5 十^mm女*r

假设r=(f，6)中b的值总是小于∞．那‘有zF[1+^]_Ⅱ1]⋯fo i o一1．
F[／]=the∞ntml p∞g⋯forI=2to k-1．

F[1。_<m7．，．，>．

m—superior·

P’=f1Ht I⋯0T】of the∞ntml program

?=(0—1)．
一[o]=<Ⅲ-p．r>as last sel by trap handler-

吖=Ⅳ(W，】．

n2f fsI)一r a'ftl(S】)

R=(f+女．6)，whereR=(f．^)

￡m这个虚拟机映射被认为是杯准的Ⅷ映射“一。
现在我们日“声明“等价”意昧着什么丁．可“更准确地表

述什A是“本质±效果一致”。假设两台机器都启动T．一

个在状态s，，另一个在状态S7=，(S)．那么由删提
供的环境等价千真宴机器，当日但当对任意状态S．如果

真实机器终止在状态s，那么虚拟机终止在状态(*1)。

在VMM不存在时的任一指争序列i与其对应f

VMM存在时的等价序列f7之间的映射澧为。=卜f’．口(f)
一f’鲁vSEC-jt(s)=t7“s)．

则有下列命题成立：

(I)若。(¨=f，，Q(1)一t’．



则Q(it)=f7t7．

㈣㈣=㈦篡烹：为敏感械
(3)对任意长度的指令序列t=i，i2⋯0⋯厶(1≤以)，㈣=k咖：燃氅M刈，
即Q(t)=Q(il)Q(iz)⋯Q(0)⋯Q(i。)．

(4)若Q(t1)=￡1 7，Q(t2)=￡2 7，则Q(tlt2)=tl 7t2 7。

以上，t1，tz为任意长度≥1的指令序列，i，il，i2，．．·，‘。

⋯，厶为单条指令。

证明：设St为任意状态。

(1)。．．Q(￡)一￡7

．．．ft(S1)一￡7，(S1) (1)

．．．i’丘(S1)=ft 7，(S1) (2)

又设t(S1)=S，

‘．．Q(i)一i7

．．．fi(s)一i7(s) (3)

即fit(S))=i'ft(S1) (4)

(4)式与(2)式联立得

fit(St)=i't’f(S1) (5)

(5)式等价于Q(it)=i’￡7。

命题(1)得证。

(2)设i为任意无害指令，S为真实机器上的任意状

态，S，=，(S)。其中S=(P}，．，m，P，r)，S7=(P7 rt，m7．P’，

r，)。但是，由，的定义可得，e7I／=eIr。P7=户，在r，和r中

的界限值是相同的。根据定义，i(S)不能依赖于m或者z

(r的重定位部分)，所有的其他参数在S和S7中都相同。

因此，一定有i(S)=￡(S7)这种情况。

(3)命题(3)是(2)的自然的推广。由VMM的结构

和陷入的结束后的返回位置(如图4)，可得。

(4)．．．Q(f1)=自’

．．．以1(S1)=tl’，(S1) (6)

设t1(S1)=&，

．．．Q(tz)=tz’

．．．以2(&)=如’，(&) (7)

即如tl(S)=龟’力l(S1) (8)

由(1)式得

tz'ftl(S1)一f2'tl'f(S1) (9)

(8)、(9)式联立得

以2t1(S1)-=tzttl’，(S1) (10)

(10)式等价于Q(￡1t2)=f1 722 7。

命题(4)得证。

5结束语

基于现代计算机系统的一个形式化模型，本文讨论了

ISA支持虚拟化的议题。通过将指令重新进行了分类，讨

论如何将原来定义为敏感指令的指令划归到无害指令，从

而缩小被虚拟机监控器干预并解释执行的指令在整个指令

集的比例，即在保证可虚拟化的前提下，进一步开发可以提

高的效率潜力；给出并证明了关于在VMM不存在时的任

一指令序列t与其对应于VMM存在时的等价序列￡’之间

的映射的一个定理。这些结果有助于寻求ISA支持虚拟

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有助于可虚拟化计算机ISA的设计以

及高效VMM的构造。寻求ISA支持虚拟化的充分必要

条件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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