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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ystem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rchitecture and Opera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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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机 无 处 不 在， 从 手 机 到 汽 车、 笔 记 本 电 脑、 桌 面 电 脑， 再 到 Google、eBay 和
Amazon 等搜索引擎背后的机器。计算机系统架构就是与如何设计上面每一类计算机器有关
的内容。在计算技术的早期阶段，软件系统和硬件设计之间有清晰的区分。然而，若干因素
正使得这种区分既不实际，也缺乏效率。从硬件方面来看，两项最重要却又相互纠缠的进展
是芯片功耗和多核处理器。在过去 40 年间，处理器的处理能力一直在不断增长，实现了 Intel
的联合创始人 Gordon Moore 在 1965 年给出的预测：芯片密度（间接地，指处理速度）大概每
两年翻一倍。芯片密度和处理速度增加的副产品是芯片的功耗也相应增加。因此，近年来系
统架构师的主要精力用在设法将更多处理器放在同一芯片上以提高对增加的芯片密度的利用
效率，这项技术用计算机技术的行话来说叫做多核（每个“核”
都是一个独立的处理器）。与此同时，软件技术的复杂性也在
增长：如今计算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软件方面来看，应用程序的复杂性、增长的交互性、实时响应，
以及从一开始而非事后才需要考虑并行性是几个重要的因素。
这些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发展意味着再也不能将对方视为黑盒。
我们迫切需要培养新一代的系统架构师，能够理解系统软件和
计算机体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不管最后的职业追求是什么，我们越早将这种软硬件之间
的互动介绍给学生，他们越能够作为计算机科学家更好地武装
自己。1

1.1

图 1-1

盒子里有什么

盒子里有什么
计算机是由处理器（也叫做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内存子系统、

各种各样的外设（例如键盘、显示器、鼠标、硬盘，以及 DVD 播放器 ），以及能够让你将盒
子与外部世界相连接的网络接口组成的。另外计算机的系统软件（例如操作系统、编译器以
及高级编程语言的运行时系统）能够让你在应用层做想做的事情。在本书中，我们会经常用
“盒子” 来代表刚刚定义的计算机系统。2

1.2

计算机系统中的抽象层次
让我们来看一个你可能熟悉的应用，比如说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见图 1-2）。你可以

在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的帮助下通过在地球地域上移动鼠标来在整
个地球表面上浏览。你可以将鼠标移动到任何感兴趣的区域（比如说珠穆朗玛峰），然后单击
DVD 代表数字多用途盘（Digital Versatile Disk）或数字视频盘（Digital Video Disk），它使用光学技术存储
海量多媒体数据，如电影文件。
图 1-1 是一张有趣的图片，展现了人们在打开盒子往里看时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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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你马上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世界上最高山脉的 3D 模型、卫星图片以及该区域的一些
照片等。在盒子里发生什么事情才能带给你这样的视觉体验呢？

2

图 1-2

谷歌地球的屏幕截图

3

再考虑一个更复杂一些的例子，一个叫做“棒球”的多人视频游戏（见图 1-3）。游戏的
目标非常简单，即比别的队获得更多的分数以赢得比赛。但是，实际比赛需要复杂的规则和
处罚措施。

图 1-3

一个视频游戏（棒球）

我们考虑开发这个应用的软件体系结构。想象有一个（逻辑上的）中心软件组件，我们称
其为服务器，它负责维护游戏的状态。每个玩家也由一个软件组件代表，我们称其为客户端。
由于这是一个多人视频游戏，客户端和服务器并不在同一台机器上执行，它们在由局域网连
接起来的不同机器上执行。这类应用程序很自然地应该用高级语言（High Level Language，
HLL）编程。
3

我们可能会给正在设计的游戏添加一些音频 / 视频的内容。正如你在图 1-4 中所见，要让
视频游戏软件能运行，除了我们自己编写的代码（在图右侧的灰色方框中），还需要很多其他
部分的协同。CPU 显然不懂机器语言外的任何其他语言，因此编译器必须将高级语言程序翻
译成处理器能理解的指令集，程序才能在处理器硬件上执行。
现在我们来自底向上地了解一下处理器（图 1-4 的左侧）。在抽象层次的最底层，是构
成半导体基底的电子和洞穴。晶体管抽象层给电子和洞穴的狂野世界带来了秩序。逻辑门
由晶体管构成。组合和顺序逻辑单元是由基本的逻辑门组成的，并进一步组织成数据通路
（datapath）。有限状态自动机控制着数据通路以实现处理器指令集体系结构中指令的能力。因
©2010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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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令集是软件和硬件的交汇点。处理器需要面向指令集生成可以在处理器上运行的代码；
软件并不关心指令集在硬件上是如何实现的。类似地，硬件实现并不关心处理器上运行的程
序是什么，而只是简单地在硬件上履行指令集体系结构所指定的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合同”。
硬件
指令集

软件
视频游戏

数据通路和控制

编译器

逻辑单元
视频和音频
门

高级语言源
程序

晶体管
电子和洞穴

图 1-4

硬件 / 软件接口。左半边展示了硬件的抽象层次，从底部的电子和洞穴到顶部的
指令集。指令集是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合同”。右半边展现了视频游戏这样的应
用从概念到实现所需的软件组件

正如你看到的，连续的抽象层次（指令集、数据通路和控制、逻辑单元、门以及晶体管）
允许我们使用高级语言程序控制半导体基层上的电子和洞穴的概率性行为。图 1-5 展示了联
网的视频游戏是如何通过这些抽象层次来控制半导体基层上的电子和洞穴的。这就是抽象的
威力。抽象是处理系统复杂性的一种核心方法，而不管是软件子系统还是硬件子系统。图 1-4
和图 1-5 都展示了通过一系列抽象层将高级语言程序转化为可以在处理器上执行代码的概念
性步骤。
现在我们回到联网视频游戏的例子，了解一下操作系统在游戏开发生命周期以及玩家真
正玩游戏时的作用。

1.3

操作系统的作用
操作系统在网络视频游戏开发和实际使用中的角色是什么？操作系统是资源管理器，负

责协调从游戏设计到实际运行游戏的过程中全部行为的硬件资源使用。
我们用联网视频游戏作为例子来理解程序的开发和部署生命周期。我们已经使用高级语
言编写了客户端 – 服务器程序。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文本编辑器，也可以使用复杂的程序开发
工具如 Visual Studio 来开发视频游戏。一旦游戏开发完毕，我们就将程序编译成处理器的指
令集。文本编辑器、编译器以及在程序开发中需要用到的其他程序工具都需要在处理器上运
行。例如，编译器必须在处理器上运行，将高级语言程序作为输入，输出机器语言代码。操
作系统要为每个程序的开发过程分配处理器资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发生
什么事情。
在视频游戏中，单击鼠标按键使得击球手三振出局，并显示在你的屏幕和其他每个玩家
的屏幕上（见图 1-6）。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你的计算机里的硬件设备控制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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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的鼠标单击行为。控制器随后产生了一个处理器中断。请记住处理器正在执行你的游戏
客户端程序。中断是一种硬件机制，通知处理器在正执行的程序之外发生了需要关注的事情。
这种机制有点类似于房间的门铃。必须有人去看谁在按门铃，他要做什么。操作系统（也是
一组程序）将自己调度到处理器上运行，以回应按铃。操作系统回应按铃，发现其来自鼠标，
其目标是游戏客户端程序，并将这个中断传递给客户端程序。客户端程序将这个中断打包成
一个消息，通过网络发送给服务器端程序。服务器端程序处理这个消息，使用新的消息更新
游戏状态。客户端程序通过其各自的操作系统，更新各自的屏幕以反映新的世界的状态。我
们可以看到，在从鼠标单击到显示屏幕更新的这段时间里，系统分配和释放了多种硬件资源
5

（处理器、程序和数据所需的内存、鼠标、显示器、网络连接等）。操作系统负责协调所有这
些动作。

网络视频游戏

编译器
编译器

分析

指令集

swap
add
sub
jsr
控制

综合

ld r1 r2
r3 r6 r7
r5 r4 r3
mult
数据通路

数据通路和控制

逻辑单元

解码器

多路复用器

门

晶体管

电子和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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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从电子和洞穴到多用户视频游戏。视频游戏应用通过硬件抽象的各个层次驱

动电子和洞穴完成它所希望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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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打

游戏玩家点击鼠标投球
操作系统：识别中断并转发给
客户端程序

操作系统更新显示屏幕，展
示三振出局！！
客户端

这是一个
鼠标中断！

瞧！

客户端程序生成显示所需的图
像等，并向操作系统发出输入 /
输出（I/O）请求

客户端创建消息并发送给服
务器端
服务器端

操作系统：将
消息发送给
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程序检查消息
和游戏状态，发现这是
一个三振出局！将消息
发给所有客户端程序

操作系统：接收
到消息并转发给
客户端程序

收到一
条消息
操作系统：接收
到消息并转发给
服务器端程序

图 1-6

操作系统将
消息发给每
个客户端

分布式视频游戏中的应用 – 硬件 – 操作系统交互。交互发生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的应用程序、操作系统以及于其上执行的硬件之间

1.4

盒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可以把视频游戏的例子作为问题来驱动我们进一步理解应用程序、操作系统和硬件之间

的交互。对我们来说要更好地理解盒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事，需要很好地掌握系统软件和硬件
体系结构的行为。
首先，理解计算机系统有多种实现形式是有益的。计算机系统的实现形式包括手持设备
（如手机或个人数字助理（PDA）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桌面电脑、并行计算机、集群
计算机以及超级计算机等，如图 1-7 所示。4
尽管这些计算机系统的外观和大小不同，但其内部的硬件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
的。其中包括一颗或多颗中央处理单元（CPU）
、内存以及输入 / 输出设备。将这些部件连接起
来的管道叫做总线（bus）
，设备控制器则在 CPU 和相关外设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些计算机的计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即个人数字助理，用来统称手机、传呼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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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能力、内存容量以及输入 / 输出（I/O）设备的种类和数量可能有很大不同。例如，PDA 拥有
与其用途匹配的有限 I/O 能力，包括触摸屏、麦克风以及扬声器。用来运行大规模科学计算应
用（如气候变化建模）的高端超级计算机则可能包括成千上万个 CPU、多达数个 TB 的内存和
具有 PB 级存储容量的磁盘阵列 。图 1-8 展示了典型的桌面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组织。56

图 1-7

从 PDA 到超级计算机。各种计算机系统的实例，从手持设备到占据了整层建筑
空间的超级计算机，例如像 Yahoo 和 Google 这样的搜索引擎公司或是在国家实
验室里进行气候变化模拟的服务器集群

图形控制
器

CPU
系统总线

桥
I/O 总线

内存

控制器

图 1-8

控制器

控制器

桌面计算机的硬件组织。尽管有多种多样的计算平台，但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
是非常相似的。注意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可以在硬件组件上同时支持多个操作

1 TB（Terabyte）= 240 字节（有时，1TB 也用来表示 1012 字节）。
1 PB（Petabyte）= 250 字节（有时，1PB 也用来表示 1015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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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硬件组织形式揭示了在硬件单元上同时进行操作的可能性（即并发性）。例如，
在打印机打印文档的时候，硬盘可以读取 MP3 文件以播放你喜欢的音乐，而此时你正在用
Web 浏览器阅读 CNN 的新闻故事。CPU 是整个系统的大脑。计算机系统里发生的每件事都

8
~

概

9

是在 CPU 上运行某些程序的结果。你可能会观察到，在你从计算机屏幕上看 CNN 的同时，
文档编辑程序正通过打印机打印你的文档。Web 浏览器是一个应用程序，文档编辑器也是应
用程序。操作系统为每个应用程序分配 CPU 时间，以触发其动作。因此，图 1-8 所示的计算
机组织方式所支持的并发性在实际中得到了实现。78
1.4.1

在计算机上启动应用程序

让我们来理解图 1-8 中的各个部件如何整合起来，与操作系统一起为你提供简单的计算
体验 —比如在显示设备上看视频。下面的描述为了讲解方便特意进行了简化。图中标有
“内存”的方框存储着要在 CPU 上执行的所有程序。在没有任何用户程序的情况下，操作系
统（其自身也是一个程序）总是在 CPU 上执行，并随时准备执行用户想要计算机系统执行的
任务。首先，使用鼠标在显示设备上点击标有“电影播放器”的图标。鼠标的移动和鼠标点
击都被操作系统接收，操作系统通过被点击的图标得知用户要执行的是哪个程序。所有的程
序都在某个存储设备上保存着，最常见的情况是保存在计算机的硬盘上。操作系统将电影播
放器的可执行镜像“加载”到内存中并将 CPU 的控制权转移以启动这个程序的执行。
电影播放程序的执行结果是，显示器上打开了一个图形窗口，并请你指定要看的电影文
件。你可能会使用键盘来打出文件的名称，包括文件所在的盘符（例如 DVD 驱动器）。该程
序在 DVD 驱动器上打开文件并播放，现在你可以在显示设备上观看喜爱的电影了。操作系统
参与了给你提供观影体验的每一个步骤，包括：（a）刷新图形显示，（b）捕获用户的键盘输入
并转交给电影播放器程序，（c）将数据从诸如 DVD 驱动器之类的存储设备移动到内存中。将
数据在 I/O 设备和内存之间移动的实际机制取决于设备的特性。我们将在第 10 章介绍 I/O 子
系统的时候在这方面展开更详细的讨论。
图 1-8 中的 I/O 总线和系统总线的作用是作为多种硬件单元之间数据移动的通道。正如高
速公路和地面道路有不同限速一样，这些不同的总线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速度特
性。图 1-8 中标有“桥”的方框就是用于平滑计算机系统组成中不同通道的速度差异。

1.5

计算机硬件的演化
现在计算在日常生活中已无处不在，很难想象计算机还是稀罕物的时代。但要达到你现

在花不到 1000 美元买的笔记本电脑的计算能力，不久之前要花费 100 万美元，需要一个大舞
池的空间，还需要精心地制冷以及垫高的地板以便走线。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电子数
值积分器和计算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成。ENIAC 被广泛认可为第一台可编程电子数字计
算机（见图 1-9）。9
ENIAC 由 18 000 只真空管 和 1000 位铁氧体磁芯（通常称作“磁芯存储器”）组成的随
机存储器，功率大约是 170 千瓦，其计算能力与今天的音乐贺卡计算能力相当！可以看出在
MP3 表示 MPEG-1 音频层 3，是存储数字音乐的事实标准。
CNN 是一家总部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新闻网公司。
真空管，由密封在小真空腔管（通常是玻璃制成）中的电极组成，在半导体革命前被用作数字开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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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AC 出现后 60 多年的时间内，计算技术的发展有多快。

图 1-9

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ENIAC 。由美国军方资助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秘密建
造，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主要通过计算来支持二次大战中盟军的行动 10

11

计算机硬件技术的高速发展归功于物理、化学、电气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
个 领 域 的 科 学 家 和 工 程 师 的 聪 明 才 智。 当 然， 半 导 体 革 命 是 推 动 计 算 机 工 业 飞 速 发 展
的最显著的技术因素。20 世纪 40 年代，数字计算机刚刚出现时使用真空管和磁芯存储
器。1947 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一种叫做晶体管 的开关设备，半导体革命开始初现端
倪。随后，使用分立晶体管建造数字计算机的方法让位于将多个晶体管集成在一个硅片
上。微芯片的出现—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基于 CMOS 晶体管 利用大规模集成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VLSI）技术制成的单芯片处理器— 可能是计算机硬件
革命的引爆点（见图 1-10）。今天，从手机到超级计算机的每个计算设备都使用微芯片
作为基本构建单元，半导体内存（通常容量为数百兆乃至千兆字节）已经完全代替了磁
12

芯存储器（见图 1-11）。 1112
玻璃外壳
屏（阳极）
栅极
灯丝（阴极）

图 1-10

从真空管到晶体管到微芯片。基本开关单元的演化使得单个处理器从整个房间
大小缩小到硬币大小

图片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工程和应用学院的使用许可。
1956 年，晶体管的发明人 John Bardeen、Walter H. Brattain 和 William Shockley 由于在贝尔实验室所做的
开创性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CMOS（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即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在集成电路（IC）上该
技术广泛用于实现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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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从磁芯存储器到半导体内存。内存技术的进化使得一块泡泡糖大小的芯片可以
存储数百万位

1.6

操作系统的演化
操作系统的演化与处理器的演化以及围绕处理器构建的计算机系统的演化相吻合。操作

系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例如 FMS（Fortran Monitoring System，Fortran 监控系统）和
IBSYS（IBM 7094 操作系统）。今天，操作系统存在于如图 1-7 所示的多种计算设备上。微软
的 Windows 和 Mac OS 主导了桌面计算机市场。Linux 则在企业市场站稳了脚跟。嵌入式设
备如手机或个人数字助理（PDA）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需求，因此出现了满足其需求的专业化操
作系统。专业化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例子包括 Symbian OS（塞班操作系统）和 Blackberry OS（黑
莓操作系统）。许多嵌入式操作系统是桌面操作系统的衍生物，例如 iOS 和 Windows CE。
可以根据操作系统所支持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用户日益增长的期望来追踪操作系统的演
化。批处理操作系统支持大型主机系统。多任务操作系统能够更好地利用大型机和小型机
的硬件资源。分时操作系统则用于满足用户交互式使用计算机系统的期望。随着个人计算
机和图形用户界面的出现，PC 操作系统中集成了图形用户界面，例如微软的 Windows 95
及其后继者 。 13
最终，操作系统要向用户提供计算资源，如处理能力、内存、存储以及其他 I/O 设备等。
最近出现的趋势是通过因特网访问这些计算资源。网格计算是这种趋势的开始，它是一个纯
粹的科研行为，目标是通过因特网在不同管理主体之间共享高性能计算资源。网格计算这个
词源自电力通过电网来传输并进入千家万户，象征着计算能力也应该像电力一样随处可得。
今天，一些公司如亚马逊和微软正在通过 Web 提供计算资源（处理能力和存储）。云计算是一
个商业界的流行语，用来描述这种给最终用户提供计算资源的新方式。

1.7

本书导读
对计算机系统爱好者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本概述明确展示了计算机硬件和系统

软件之间的紧密关系。与此相对应，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也以一种集成的方式介绍了有关处理
器、内存、I/O、并行系统以及网络的硬件和软件问题。
第一部分

处理器

第 2 ～ 5 章探讨了处理器设计和相关硬件问题。
第 6 章介绍了处理器调度问题以及如何用操作系统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部分

内存子系统

第 7 ～ 8 章提出了内存管理问题，以及操作系统如何在相应的体系结构的支持下解决这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名为《书呆子的胜利》（Triumph of the Nerds）的纪录片（由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1996 年制作并播出）以了解个人计算机革命：www.pbs.org/nerds/。可以通过 Google 视频看到这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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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些问题。
第 9 章介绍了内存层次，特别是关于处理器缓存。
第三部分

I/O 子系统

第 10 章以磁盘子系统为重点介绍了 I/O 的一般性问题，即如何与处理器接口。
第 11 章讨论了文件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来
管理持久化存储。
第四部分

并行系统

第 12 章介绍了与并行处理器有关的编程、系统软件和硬件问题。
第五部分

网络

第 13 章讲解了设计网络协议栈时遇到的操作系统问题，以及相关的硬件支持。

练习题
1. 考虑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应用。打开程序，将鼠标放到地球表面上，点击珠穆朗玛峰以仔细观察
这个山岭。确定并用非专业术语描述在这一系列动作中操作系统和硬件之间的交互。
2. 高级语言是如何影响处理器体系结构的？
14

3. 对下面的问题回答是或否，并说明原因：编译器设计者深入了解处理器实现的细节。
4. 解释计算机中的抽象层次，从硅基片到复杂的多人视频游戏。
5. 对下面的问题回答是或否，并说明原因：计算机系统内部的硬件组织结构根据系统特性的不同有巨大
差别。
6. 图 1-8 中计算机总线之间的“桥”的作用是什么？
7. 图 1-8 中“控制器”的作用是什么？
8. 使用因特网，研究并解释计算机硬件演化的 5 个主要里程碑。
9. 使用因特网，研究并解释操作系统演化的 5 个主要里程碑。
10. 对比网格计算和电网。解释为什么用电网来比喻网格计算是有道理的。同样，解释它们之间的不同。
11. 连线题。请在左右两边各选择合适的项目连线。
UNIX 操作系统

Torvalds

微芯片

Bardeen、Brattain 和 Shockley

FORTRAN 语言

Kilby 和 Noyce

C 语言

De Forest

晶体管

Lovelace

世界上最早的程序员

Thompson 和 Ritchie

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器 Mauchley 和 Eckert
真空管

Backus

ENIAC

Ritchie

Linux 操作系统

Babbage

参考文献注释和扩展阅读
冯·诺依曼结构已经成为存储程序计算机的同义词，它由 CPU 及存储了指令和数据的内存构成。
但计算机历史学家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存在争论。冯·诺依曼模型的概念是由 John von Neumann 于
1945 年在一篇广为传播的论文中提出的，这个模型实际上受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J. Presper Eckert 和
John Mauchly 开发的 ENIAC 体系结构的启发。在 ENIAC 之前，一位名叫 Alan Turing 的数学家在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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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写了一篇文章，假设了一种“通用计算机器”。这个假设的机器具有无穷内存以存储指令和数据。今
天，这个假设的机器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图灵机”，并已成为理论计算机科学的基础。Alan Turing 被
认为是“理论计算机科学之父”，每年 ACM 都为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做出持久性贡献的个人颁发久负盛
名的图灵奖。图灵奖被认为与诺贝尔奖齐名。
阅读一些真正经典的文献以了解从前的思维过程总是很有意思。John Backus 和他的团队在 1953 年向
他 IBM 的上司提出了 FORTRAN 语言，最早的关于 FORTRAN 语言的论文出现在 1954 年 [Backus，1954]。
Backus 于 1977 年因此获得了图灵奖。ENIAC 结构是 Eckert 和 Mauchly 于 1943 年构思的，描述 ENIAC 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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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可以在 IEEE《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计算历史年刊）上找到 [Burke，1981]。
Charles Babbage 被认为是“计算机之父”，他生于 1791 年，卒于 1871 年，发明了第一台机械计算
机（称作差分机）—使用轮子和齿轮来进行通过穿孔卡输入的简单计算。Ada Lovelace 常被称作世界
上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他生于 1815 年，卒于 1852 年，给 Babbage 的分析机（在其一生中从未完成）
写了第一个算法。这些都发生在计算机革命的初期。
Jack Kilby 在 1958 年发明的集成电路或微芯片（Robert Noyce 在 6 个月后也独立发明了）则启动了
“真正”的计算机革命，在 T. R. Reids 的书中有相应记载 [Reid，2001]。下面展示了 Gordon Moore 于
1965 年在《 Electronic 》
（电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的图表 [Moore，1965] ，显示了他对芯片密度与时

Log2（每个集成的功能中的组件数）

间之间关系的函数的预测：1415

年份

贝 尔 实 验 室 的 Dennis Ritchie 和 Ken Thompson 开 发 了 UNIX 操 作 系 统 [Ritchie，1974]。 贝 尔 实 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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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rian Kernighan 和 Dennis Ritchie 开发了 C 语言 [Kernighan，1978]。荷兰 Vrijie 大学（荷兰自由大学）的
Andrew Tanenbaum 开发了一个开源版本的 UNIX 操作系统，叫做 MINIX（MIni-uNIX 的缩写 )，并在 1987 年
作为其广受推崇的操作系统教材的附录公布 [Tanenbaum，1987]，这促成了一个关于操作系统的用户社区的
诞生。一个名叫 Linus Torvalds 的芬兰学生，受到 MINIX 的启发，开发了其自己版本的开源 UNIX 操作系
统，并在 1991 年以 Linux 为名在 comp.os.minix 邮件组通过一条简短而低调的消息发布 [Torvalds，1991]。
我们用一些近期操作系统的参考文献来结束本章。Windows 7 是微软在 PC 平台上的最新产品
[Windows Version 7，2010] 。微软的 Windows CE（CE 是简洁版的意思，Compact Edition）主要面向嵌
入式应用，例如医疗设备、汽车以及移动电话 [Windows CE，2010]。苹果的 PC 平台 [Mac OS X，2010]
和 iPhone[iPhone OS X，2010] 有自己的操作系统。Symbian OS[Symbian OS，2010] 是一个在智能手机
上流行的开源操作系统。黑莓 OS 是 RIM 公司为黑莓手机设计的专有软件平台 [Blackberry OS，2010]。
见 Gordon Moore 在 ISSCC 2003 会议上的大会报告，“没有永远的指数（增长）”，摩尔定律 50 周年，Intel
公司。http://sscs.org/History/MooresLaw.htm。
指本书英文版出版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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