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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视图并行的可配置卷积神经网络加速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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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商用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的专用许可证授权费用高和卷积神经网络性能待提

升等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多视图并行且具有可配置性的卷积神经网络加速器，同时结合第五代精简指令集（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RISC−V）构建该加速器的片上系统。首先，扩展一组适用高速协加速器的控制访
问接口和数据访问接口。其次，以多视图并行与结构复用的方式实现卷积神经网络各运算单元：视图并行的不同
组合将影响卷积单元硬件电路结构，因此多视图并行可通过复用基本运算结构来完成；池化单元由行池化和列
池化子单元构成，且共享行池化的运算结构；对于全连接单元，采用调整全连接运算参数的方法来适应卷积单元
的硬件结构，从而完成模型间的复用。然后，针对不同运算单元的硬件结构设计不同寄存器组，并结合开源
RISC−V处理器实现多种网络模型。最后，在不同平台分别部署卷积、池化和全连接模型，计算运算时间、吞吐量
和速度等。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相同卷积结构，本文设计的加速器和CPU平台的速度比是189。在本文设计的加速
器中部署视觉几何组（visual geometry group，VGG）的卷积运算，其吞吐量可达178.6 GOPS。综上所述，利用多视
图并行能够达到加速效果，且以配置寄存器方式可实现不同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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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bl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ccelerator Based on Multi-view Parall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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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high expenditure of special license authorization for commercial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and the improving
performance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s), a configurable CNN accelerator was proposed based on multi-view parallelism. And it
constructed the system on chip (SoC) with RISC−V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Firstly, a set of interfaces incorporated control access
bus and data access bus were expanded for high-speed accelerators. Secondly, each operation unit for CNNs was implemented by both multi-view
parallelism and structure multiplexing. The hardware circuit structure for convolution unit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view
parallelism, thus multi-view parallelism was accomplished by reusing the basic arithmetic structure. The pooling unit was composed of row pooling and column pooling submodules, and which shared the structure of row pooling operation. For the fully connected, a method that parameters
could be processed was employed to adapt to the hardware structure of convolution unit, thereby completing reuse between models. Then, different registers were designed for the hardwar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computing uni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open source RISC−V processor to realize multiple CNN models. Finally, different operation units, such as convolution, pooling and fully connected models, were respectively deployed
on different platforms to calculate the latency, throughput and speedup rati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peedup ratio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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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convolution structure on the designed accelerator and CPU platform was 189. The convolution operation of Visual Geometry Group was deployed in the designed accelerator, and the throughput could reach 178.6 GOPS. To sum up, an acceleration effect could be realized by multi-view
parallelism, and different CNN models was able to be implemented by configuring registers.
Key words: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ulti-view parallelism; configurable; system on chip; reuse; RISC−V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的算法模型优化，是提升性能的关键 [1]。目前，
CNN算法的实现平台主要有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图形处理单元 （graphic processing unit，GPU）和可编辑逻辑门阵列（filed programmable gated array，FPGA） [2–4]。GPU虽然并行度
高，但能耗和成本也较高；CPU无法实现高效的并行
运算，导致模型计算效率低下；而FPGA的可重构、低
延时、高吞吐量等特性更适用于人工智能算法加速。
但随着CNN算法日趋复杂，基于FPGA的软硬件协同
技术被广泛应用[5]。
Meloni [6] 和Xue [7] 等采用软硬件协同设计方法，
其通用处理器是基于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
架构，存在定制成本高、灵活性不足等问题。而第五
代精简指令集（reduced instruction sets computing,
RISC−V）作为当下热门的开源精简指令集架构，是
解决上述问题的不二之选 [8–10]。RISC−V指令集由基
本指令集和扩展指令集构成 [11–12]，其中，基本指令集
是设计RISC−V处理器不可或缺的，扩展指令集则根
据用户需求定制。目前，市面上涌现出众多基于RISC−V
指令集的开源处理器 [13–14]，伯克利大学设计的Rocket处理器 [15]和芯来科技研发的E203处理器 [16]深受广
大科研工作者推崇。Liao[17]和Yang[18]等选用Rocket[15]
处理器实现卷积加速，虽然加速效果明显，但该
RISC−V处理器的硬件设计代码是由高级语言转换
生成，可读性差，同时，该硬件设计实现于FPGA，会
消耗额外的查找表 （look-up-table，LUT）。而E203处
理器代码均由人工编写，可读性强且易于理解，该处
理器核的功耗和面积与同级ARM Cortex−M核相比
极具竞争力 [19]。Wu等 [20]利用专用协处理器接口去设
计扩展指令，从而实现CNN加速和物联网领域多种
算法的配置，但其不适用于配置不同模型的卷积、池
化、全连接等单元；且未设计片外存储器单元，不适
合数据量大的CNN模型。Zhang等 [21]采用软硬件协同
技术设计CNN加速器，加速效果显著，但该CNN加速
器不可配置。Ayat[22]和英伟达的NVDLA[23]主要针对
卷积层加速，未结合CNN各个运算单元加速。Ma等[24]
结合理论原理，探索卷积层的循环展开方法。Cao[25]
设计的CNN加速器在各个运算单元实现了全并行展
开，对硬件平台要求较高。
综合以上因素，本文进行了如下研究：第一，扩
展协处理器的控制访问接口，实现RISC−V对CNN加

速器的参数配置；扩展片外存储器与协处速器的数
据访问接口，实现批量数据传输。第二，将卷积层的
四重循环展开方法 [24] 与英伟达NVDLA的并性设计
方法 [23]相结合，实现多视图部分并行展开，同时该方
法可应用于池化和全连接单元。各单元的硬件架构
决定寄存器组的设计，由此完成可配置功能。

1 RISC−V处理器
本文的RISC−V处理器是一款变长两级流水线的
32位处理器 [16]。其中：第1级流水线完成取指功能；第
2级流水线实现译码、执行、交付和写回功能。它的系
统总线称为内部芯片总线（internal chip bus，ICB））[26]。
该总线沿用高级可扩展接口（advanced extensible interface，AXI）的握手机制，仅两个通道，易于控制。

2 基于RISC−V的CNN加速器SoC设计
本文构建的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SoC）如图1
所示，系统包括RISC−V处理器、协处理器接口单元、
CNN协加速器和片外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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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协处理器接口单元由控制访问接口和数
据访问接口构成，分别适用AXI−LITE和AXI−FULL
总线。RISC−V处理器作为该SoC的配置管理器，控制
CNN加速器的寄存器单元。CNN加速器主要完成寄存
器单元的信息解析，然后根据译码信息，实现直接存
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与片外存储器的数
据交互，执行卷积层、池化层和全连接层的实时运算。
2.1 高速协处理器接口设计
本文的高速协处理器接口包括协处理器控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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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接口和协处理器数据访问接口，如图2所示。
由于ICB通用性弱，不适合直接连接高速模块，
因此，为协处理器扩展高速控制访问接口，完成
RISC−V与CNN加速器的控制访问总线的衔接，并使
其兼具高速特性。具体实现方式是先利用总线桥将
ICB接口转换为适用于控制访问单元的AXI接口（兼
容AXI−LITE接口）；然后为该桥接单元设计一个专
用的异步先入先出（first-in first-out，FIFO）缓冲器，实
现硬件加速单元能以高于RISC−V处理器的时钟独
立工作。实现框图如图2（a）所示。
图2（b）为协处理器的数据访问接口框图。由于
CNN运算的数据量庞大，仅靠片内存储器不仅耗费
资源，且无法实现批量传输，因此为其开辟适用
AXI−FULL的片外存储接口，以片外存储器来实现
数据的高速传输。该接口的突发传输参数包括突发
包首地址和数据个数等，单次突发传输的数据个数
最大为256。CNN加速器的数据接口由卷积、池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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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对应的读通道和卷积、池化对应的写通道构成；
其中，读通道包括读命令通道和读数据通道。经多
路仲裁器轮询仲裁，从3组读命令通道确定存储器
的读命令通道，同时根据读命令值，将存储器中待
读取的数据分发给CNN加速器对应的读数据通道。
而写命令通道、写数据通道和写反馈通道共同构成
了写通道。为了提升总线资源的利用率，将写数据
的最高位作为写通道数据类型的判断依据，从而实
现CNN加速器写命令通道和写数据通道的复用。如
果是写命令，则分发给卷积或池化的写命令缓存单
元，然后再以轮询仲裁方式发送给存储器的写命令
通道，同时存入状态缓存器。对于写数据，先分发给
对应的缓存单元；然后，根据写命令值，发送卷积或
池化单元的数据到存储器写数据通道；最后，对写
响应通道的数据和当前状态缓存器的数据进行判
决，以判决器的输出作为存储器写响应通道数据分
发的标志。

写时钟

写时钟
ICB
总线
接口

读时钟
CNN 加速器
的控制接口

AXI 异步
缓存器

总线桥
转换器
AXI 接口

ICB
接口

AXI 接口

(a) 协处理器的控制访问接口
控制信号
CNN 加速器的数据接口

数据

读通道
池
化
读
数
据
通
道

权
重
读
数
据
通
道

卷
积
读
数
据
通
道

写通道
2 选 1 分配器

池化
读命
令缓
存器

卷积
读命
令缓
存器

权重
读命
令缓
存器

3 选 1 仲裁器
1 选 3 分配器
读命令通道

读数据通道

2 选 1 分配器
池化
写数
据缓
存器

判
决
器

池化
写命
令缓
存器

状
态
缓
存
器

2 选 1 仲裁器
写响应通道

2 选 1 分配器
卷积
写命
令缓
存器

卷积
写数
据缓
存器

2 选 1 选择器

写数据通道
写命令通道

存储器 AXI−FULL 接口
(b) 协处理器的数据访问接口

图2
Fig. 2

协处理器高速接口框图

Diagram of coprocessor high-speed interface

2.2 CNN协加速器设计与分析
CNN的基本结构主要包括卷积、池化和全连接
层，且各算法层包含多重循环。因此，结合硬件设计
的并行思想，采用多视图并行来设计本文的CNN加

速器，其中并行展开度为K，其值可配置为8、16、32。
卷积设计与分析

2.2.1

卷积的输入特征图和输出特征图分别表示为I和
O，权重和偏置分别为W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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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乘累加器和累加器构成，有利于提升模块的资

3维卷积输出特征图的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Ho =

Hi − Hk + 2 × Pv
+1
Scx

（1）

Wo =

Wi − Wk + 2 × P h
+1
Scy

（2）

O(m, x, y) =

Hk ∑
Wk
N ∑
∑
n=1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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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率。以并行度K实现，此时，三重循环展开可抽
象为多个矩阵的并行运算。由于每个视图的基本运
算单元最大并行度为32，因此单个视图的并行乘累
加阵列个数为32。
图3为卷积并行展开示意图，其中，N/K和M/K分

I(n, x × Scx + i, y × Scy + j)×

别表示特征矩阵沿输入通道（输入通道长度为N）和
输出通道（输出通道长度为 M ），按并行度K展开的

j=1

W(m, n, i, j) + B(m, x, y)

（3）

O(m, x, y) = f [O(m, x, y)]

（4）

上取整，即即 ⌈N/ K⌉，下同）。为简化硬件设计，对输入

式（1）～（4）中， Ho 、 Hi、 Hk 分别为输出特征图、输入特
征图和权重卷积核的列大小， Wo 、Wi 、Wk 分别为输出
特征图、输入特征图和权重卷积核的行大小， Pv 、 Ph 为
沿行方向和沿列方向的填充行数，Scx、Scy为沿行方向和
沿列方向的滑动步长， x、y 为输出特征图的坐标点，m和
n分别为输出通道和输入通道的参数值， f 为激活函数。

特征图的列以并行度K展开，其运算次数为Ho × Wo /K。图3

总运算次数（“/”代表的除法运算，若不能整除，则向

中序号①表示沿输入通道方向的K个大小为1 × 1的特
征矩阵参与卷积运算；序号②表示列长为K，输入通
道长度为K，大小为1 × 1的特征矩阵参与卷积运算；
序号③则是沿输出通道方向，同时进行输出通道长
度为K的序号②运算过程。 M0 和 M1 分别表示输入特

本文实现的三重循环并行展开方法，其基本单

征图和权重的运算次数。
......

*

Hi

Hk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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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Wk

N
Wi

Wo

M
展开

I

K

展开

W

K

K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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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K

K

②

③

Ho

K

Wo

K
M0=(Ho×Wo)/K×(N/K)×Hk×Wk

M1=(M/K)×M0

图3
Fig. 3

M个

卷积并行展开示意图

Diagram of convolution parallel expansion

行K并行度展开，同时将池化单元设计为行池化和列

卷积运算的理论计算公式如下：
T cpu1 = N × M × Ho × Wo × Hk × Wk × T c1

（5）

池化级联结构。池化设计的相关参数如下：Ip和Op分
别为池化的输入和输出特征图， Np 为池化的通道数，

T c = ⌈N/K⌉ × ⌈M/K⌉ × ⌈Ho × Wo /K⌉ × Hk × Wk × K × T c2
（6）

Hp 、 Wp 分别为池化输入特征图的行大小和列大小，

Ac = T cpu1 /T c ≈ K 2 × (T c1 /T c2 )

Hpk 、Wpk 为池化窗口的高和宽。
池化的并行展开过程如图4所示。针对行池化，
其输出特征图大小为 Hp × Wpo ，因此，行池化的通道
/
参数和特征图列大小的并行展开次数可表示为 Np K

（7）

式（5）~（7）中， T cpu1和T c 分别为CPU和CNN加速器的
卷积运算时间， T c1和T c2 分别为CPU和CNN加速器的
单次运算时间， Ac 为卷积加速比。
池化设计与分析

2.2.2

类似卷积的并行展开算法，对池化矩阵在输入
通道方向上、对输出池化特征图在列方向上分别执

Hpo 、 Wpo 分别为池化输出特征图的行大小和列大小，

和 Hp × Wpo /K 。由于只实现了行运算，因此池化窗口
的运算次数为 Wpk × K ，图4中每个矩形框的大小为
1 × K 。列池化的展开原理类似。 M2 和 M3 是行池化和
列池化的运算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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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池化

列池化

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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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K

...

K

Wpk

K

K

Hpo

Hpk
...

...
...

Wpk

图4

Mp 个

池化并行展开示意图

Diagram of pooling parallel expansion

池化运算时间的理论计算公式如下：

2.3 CNN协加速器设计与实现

T cpu2 = Np × Hpo × Wpo × Hpk × Wpk × T p1
（8）
⌈
⌉ ⌈
⌉
T ro = Np /K × Hp × Wpo /K × Wpk × K × T p2
（9）
⌈
⌉ ⌈
⌉
T co = Np /K × Hpo × Wpo /K × Hpk × K × T p2 （10）
⌈
⌉
T p = T ro + T co ≈ ⌈N/K⌉ × (Hpo × Wpo × Wpk /K) × Hpk × T p2
（11）
Ap = T cpu2 /T ro ≈ K × (T p1 /T p2 )

K

Hpk
M3=(Np/K)×(Hpo×Wpo/K)×Hpk×K

M2=(Np/K)×(Hp×Wpo/K)×Wpk×K

Fig. 4

Wpo

...

K

（12）

式（8）～（12）中， T cpu2 为CPU的池化运行总时间，T ro

通过分析CNN加速器的各运算单元，划分其硬
件单元为寄存器组、定点模块、通用运算单元和池化
单元。根据设计的硬件电路结构，设计CNN加速器的
寄存器组，它由1个系统控制寄存器，33个通用寄存
器和26个池化寄存器构成。通过配置寄存器组信息，
来完成不同模型在CNN加速器上的部署。其中，通用
寄存器组适用于卷积或全连接单元，而系统寄存器
决定运算单元开始或结束。
定点量化

2.3.1

和Tco分别为行池化耗时和列池化耗时， T p1和 T p2分别

根据Hubara等 [27] 的研究，数据量化对图像任务

为CPU和CNN加速器的单次运算时间， Ap 为池化加

干扰较小，且对数据参数的精度要求不高，因此为解

速比。

决CNN主流模型存在的计算量大、存储占用大等问
全连接设计与分析

2.2.3

题，本文将32位单精度浮点数处理为16位定点数，这

为减少额外的资源消耗，全连接模型可经处理

样既可降低数据存储量，又可简化硬件加速器的设

而映射到卷积运算电路。其转换思想是将维度为 Nf

计。模型的存储量可降低1倍。

的输入向量 If 转换为大小为1 × 1，输入通道数为 Nf + 1

2.3.2

的卷积输入特征图。将偏置矩阵合并到权重矩阵，矩

通用运算单元设计与实现
通用运算单元包括通用寄存器组、卷积读DMA、

阵权重卷积核大小为1 × 1，输入通道数和输出通道数
分别为 Nf + 1和 Mf 。而转换后的输出特征图Of 的大小

权重读DMA、卷积缓存器、权重缓存器、卷积片上存

为1 × 1，输出通道数为 Mf 。按卷积并行展开法，其运
算展开过程如图3所示。理论计算公式如下：

累加单元和激活单元。同时，由于卷积与全连接的运

储器、权重片上存储器、卷积控制单元、乘累加单元、
算结构相似，因此，仅设计卷积计算单元来作为通用
计算单元，以复用形式实现卷积与全连接运算。

T cpu3 = Nf × Mf × T f1

（13）

T f = ⌈Mf /K⌉ × ⌈Nf /K⌉ × T f2

（14）

Af = T cpu3 /T f ≈ K 2 × (T f1 /T f2 )

（15）

制信号，然后，配置卷积运算参数寄存器，确定特征图

式 （ 13） ～ （ 15） 中 ， T f 和 T cpu3 分 别 为 全 连 接 运 算 和

的行大小、列大小、通道数、卷积核大小等，并产生卷

CPU的总耗时， T f1和T f2为两者所对应的单次耗时， Af

积单元的控制信号。接着，配置卷积的数据访问寄存

为两者的加速比。

器参数，如突发包的读地址和读数据长度等，根据这

图5展示了通用运算单元的结构，其卷积运算的
具体运算流程为：首先，配置系统寄存器，产生系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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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参数，将卷积和权重数据经DMA从片外存储器写
入片上存储器。如此，将所需的运算数据准备好。再根
据卷积单元的运算控制信号实现数据的乘累加和累
加运算。其中，乘累加单元是由K路并行乘累加器构成，
其值在硬件电路设计中可配置为8、16、32。该运算电
路可被复用在3维视图并行实现的CNN加速器中，如
最大并行度为32，输入通道为3，则复用该结构1次；输
出特征图高为224，复用7次；输出通道为64，复用2次。
卷积
读 DMA
通
用
寄
存
器
组

卷积
缓存器

卷积
片上存储器

乘
累
加
单
元

卷积
控制单元
权重
读 DMA

权重
缓存器

权重
片上寄存器

累
加
单
元

激活单元

图5
Fig. 5

2 选 1 选择器

结果
缓存器

卷积
写 DMA

通用运算单元结构

Structure of general operation units

对于全连接运算，可通过处理其模型参数，配置
通用寄存器组，来实现卷积与全连接模型兼容，同时
以运算单元之间的复用来降低硬件资源消耗和设计
的复杂度。例如，对全连接结构 4 096 × 1 000 ，按卷积
结构处理，可得到结构为4 096 × 1 × 1的卷积输入特征
图和结构为4 096 × 1 × 1 × 1的权重特征图，由此将全连
接运算转化为卷积运算，实现卷积与全连接结构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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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用运算单元类似，系统寄存器配置完成后，
池化寄存器组开始对池化运算参数寄存器（如输入
特征图大小、输出特征图大小、池化窗口大小等）进
行配置。接着，池化模式寄存器被配置为最大池化、
最小池化或平均池化之一，并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
发送给行池化和列池化单元。在完成池化运算参数
寄存器配置后，对池化数据参数寄存器进行数据参
数值写入。根据这组寄存器提供的读地址、读数据长
度、读数据形式（如行或面），从片外存储器读取与之
对应的有效数据，并经池化读DMA存入池化读缓存
单元，然后执行池化运算。
池化的实际运算单元包括行池化和列池化。其
中，行池化的基本运算电路是由最大池化电路、最小
池化电路、平均池化电路和3选1多路选择器构成，池
化方法控制信号决定行池化的输出数据来源。对于
列池化，其输入源于行池化的输出，因此列池化单元
可由并行的行池化电路构成。
根据池化运算结构框（图6），列池化的输出结果
是池化的最终输出结果。该结果通常作为全连接或卷
积的输入数据，因此需要根据池化输出数据参数寄存
器，给定输出存储地址、存储大小、行存储参数、面存
储参数等，将池化输出结果写回片外存储器的相应单元。

3 实验结果
3.1 FPGA平台验证
使用开发工具Vivado2018对本文的设计进行综

经过乘累加和累加单元运算后，根据激活函数

合和布局布线，其中RISC−V和CNN协加速器的时钟

寄存器的值，决定该运算结果是否进行激活运算，并

频率分别为16 MHz和110 MHz。表1列出了CNN协加

将最终结果存入结果缓存器。由于该通用运算单元

速器资源消耗情况，CNN协加速器功耗为1.883 W。
表1

的输出数据将作为下一运算单元的输入数据，因此
按通用寄存器组配置的输出数据地址、数据长度和
存储方式等，将结果经卷积写DMA写回片外存储器，
并向寄存器返回运算完成标志。
池化运算单元设计与实现

2.3.3

池化运算单元由池化寄存器组、池化读DMA、池
化写DMA、池化读缓存器、池化写缓存器、池化控制
单元、行池化和列池化组成。其运算结构如图6所示。
池
化
寄
存
器
组

池化
读 DMA

池化读
缓存器

行池化

池化
控制单元

Tab. 1

CNN协加速器资源消耗

CNN accelerator resource utilization

资源名称

资源消耗数目/个

资源占用率/%

LUT
FF
BRAM
DSP

61 656
84 115
912
1 095

20.31
13.85
88.54
39.11

3.2 CNN协加速器性能
本文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分别将卷积、池化和全
连接模型部署在CPU、GPU和本文设计的CNN协加
速器，获取各自的运算时间、能耗等性能指标。
表2为相同测试模型分别被部署在3个平台（频
率2.4 GHz，功耗45 W的英特尔i5−9300处理器；频率
1.15 GHz，功耗235 W的英伟达GPU K40M处理器；频

池化
写 DMA

图6
Fig. 6

池化写
缓存器

列池化

池化运算单元结构
Structure of pooling unit

率110 MHz，功耗1.883 W的CNN协加速器）的性能指
标。测试模型包括3个卷积模型，4个池化模型和3个
全连接模型，卷积核大小均为3 × 3。其中，本文的CNN
加速器的卷积算力均值为221 GOPS。表2中的能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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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GPU与CPU、本文协加速器与CPU的能耗比值；速度
比是GPU与CPU、本文协加速器与CPU的运算时间之比。
表2
Tab. 2

不同平台不同运算单元性能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kits and different computing units
运算单元 运算时间/ms 能耗/(W·s) 能耗比 速度比

硬件平台
CPU i5−9th

卷积
池化
全连接

8 845.760
112.515
11.960

398.059
5.063
0.538

GPU Tesla−K40M

卷积
池化
全连接

0.973
0.914
1.553

0.229
0.215
0.365

1 742 9 095
24
123
2
8

卷积
池化

46.676
10.279
2.184

0.087
0.010
0.004

4 554
491
131

本文协加速器

全连接

1
1
1

1
1
1

189
11
6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CNN模型的性能，将经典模
型VGG16的卷积层部署于CNN协加速器，表3列出了
部署VGG16的5个卷积单元组时，本文设计的加速器
的性能。表3中，GOP（giga operations）代表十亿次定
点运算数，GOPS（giga operations per second）表示每
秒执行的十亿次定点运算数。
表3
Tab. 3

卷积组 运算时间/ms

本文协加速器

运算量

吞吐量

第1组

27.14

3.87 GOP 142.59 GOPS

第2组

27.14

5.55 GOP 204.50 GOPS

第3组

45.28

9.25 GOP 204.28 GOPS

第4组

46.35

9.25 GOP 199.57 GOPS

第5组

16.26

2.31 GOP 142.07 GOPS

表4是本文设计的CNN加速器与部分前人工作[28–30]
的对比，从表4中可知，本文设计的CNN加速器的吞
吐量为178.6 GOPS，与其他3种加速器相比，吞吐量
分别提高94.3 GOPS、44.5 GOPS和55.9 GOPS。
表4
Tab. 4

FPGA
型号

Angel–eye[28] XC7Z020
[29]

ALAMO
ConvNets
加速器[30]

时钟频 运行时
率/MHz 间/ms
214

运算量

吞吐量

364.00 30.69 GOP 84.30 GOPS

GXA7

100

XC7Z045

125

249.50 30.70 GOP 123.12 GOPS

110

162.17 30.69 GOP 178.60 GOPS

本文协加速器 VC707

4 结

实验对比

Comparison with previous implementations

平台

9.82

速器、CPU、GPU平台，在测试模型和卷积核大小相
同情况下，分别对各平台的卷积、池化、全连接单元
进行仿真验证。其中，CNN的各运算单元运行在本文
设计的CNN加速器的运算速度分别是运行在CPU平
台 的 189倍 ， 11倍 和 6倍 ， 但 明 显 低 于 GPU。 而 对 比
GPU与 本 文 的 加 速 器 的 能 耗 ， 各 运 算 单 元 运 行 在
GPU平台的能耗分别是本文设计的CNN加速器的
2.6倍，20.5倍和65.5倍。根据表3可知，全连接单元的
加速比远小于卷积单元，其原因是全连接单元需经
转换才能复用卷积单元结构，而转换生成的卷积输
入特征图的行和列大小都为1，这将导致访问外部存
储器的带宽降低。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设计对具体CNN模型的影响，
对VGG16的5组卷积单元进行独立验证，其卷积的运
算性能可达178.6 GOPS，与其他的CNN加速器相比，
性能得以提升。虽然本文构建的可配置CNN协加速
器SoC的加速效果显著，但仅仅是对卷积、池化、全连
接单元的单独测试，未进行完整网络的性能分析，下
一步将搭建完整的CNN网络模型进行整体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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