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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shey：我是John Mashey，是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董事。很荣幸今天由我来采访David 

Patterson。好，那让我们直入正题吧。Dave,请给大家讲讲你以前的故事吧，比如你是怎么进入到计算机

这一行的。

David Patterson：我是家里第一个从大学毕业的。我父亲曾努力想上大学，想从大学毕业。

我从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比他强一点。那时我们高中开了大学数学预修课，我记得上了一门微积

分课。那门课的老师知识面非常广，什么都能教。他上课时总跟我们说要成为一名保险精算师，说

这是他认为的最伟大的职业。所以我想那时班上所有同学也都想成为保险精算师。那时我理解的上

大学就是为了想成为一名精算师。其实我也不知道精算师是做什么的，但我们数学老师想成为精算

师，所以我就选了数学专业。我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本科，但大三时有一门数学课

取消了。我没有了那门课的学分，只能再选一门补上。于是我就选了一门计算机的课。那时我知道

什么是计算机，因为计算机已经很受欢迎了。但是我在上这个课之前对计算机其实毫无兴趣，我想

是那门课让我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

Mashey：那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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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son：那是1967年。那时学校是季度制，我想应该是一个冬季学期，我选了Fortran的初级课，

用的是穿孔卡片，还有一些现在人们无法想象的一些设备。大三大四的数学变得更抽象了，而那时(用For-

tran)微积分则是一种更实用的方式。就像Fred Brooks写的那样，(Fortran能表达)你的思想，(表达出)思想的

魔力。那时其实没有计算机专业，我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后，就开始上尽可能多的计算机课。后来成立了

计算机专业，设置在商学院里面。不过我不管是什么地方，只有能上课我就去，我想曾经这是最棒的一件

事了。后来遇到了一个在UCLA刚毕业的博士生Jean Lubert，他还没出去找工作，留在学校帮忙教书。

我在学生期间靠在工厂打工来补贴自己在洛杉矶市区生活的费用。大三前我和太太就结婚了，而我

就是靠在工厂打工来养家糊口。后来我上了Jean的编译课，在课堂上我说，“`我真的好喜欢编译啊”。

那时应该是在大四，我真的很喜欢编译，所以就不想在工厂干了，希望能做计算机这一行。我需要永远

感谢Jean，可能是我在他班上学的很好，所以他就帮我找工作，把我推荐给各个实验室，最后帮我找到

一份工作。我还记得当时的找工作的事，好像就是当时做的互联网那个项目( Internet最早在ULCA开发

的。)。我和Steve Crocker面谈了，他很感兴趣，但是Kleinrock在外地，所以Steve说有初步意向打算雇佣

我。但Kleinrock回来后，有些不满，说“看你们干了什么事？为何趁我不在的时候雇佣人。”

所以那个工作就没有了。不过，还有一个人叫Larry McNamee，他做CAD(计算机辅助设计)。那时

CAD是SPICE的竞争对手，Larry要雇些人，所以我就去他的实验室工作，先按本科生标准拿工资。那

是我大四的时候，记得当时工作不好找。我以前没想过读研，后来觉得读硕士似乎经济上还比较划算，

我可以继续呆在实验室。那时我刚毕业拿到UCLA的本科学位，但我们的大儿子出生了。所以我心里很

忐忑地问太太说，我是否能带着我们一家读研究生？我太太说，没问题，因为她很喜欢UCLA提供的住

宿。我当时只想读个硕士学位，可是实验室的人都想要读博士。他们觉得我也可以读个博士。于是我就

和太太说“我喜欢这里，你觉得我可以读个博士吗？”她说，“好啊，如果你觉得自己足够聪明，那就

读吧。”这样我就瞎打瞎碰成了博士生。当然，这应该感谢Jean Lubert。如果当时他没有鼓励我这个本

科生参加科研，我绝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会去读研，因为我没有可参考的发展

模板和人生规划。我本科毕业家里人还没什么反应，但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让家里人感到震惊了。

Mashey：那么后来你怎么到了伯克利？显然今天你已经在伯克利扎根了。你的家也在那儿。明显

你找对地方了。

Patterson：我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啊，现在你们都坐好了，听我慢慢讲。 我在UCLA读了很

久，中间又生了老二，我需要养家糊口。我的弟弟妹妹都开始买房子了。我的研究项目也快收尾了，可

以毕业了，所以就开始参加面试找工作了。可是导师也没告诉该如何面试，学术界是怎么运作的。我是

那种主要靠自学的人。我申请了‘太平洋八足球’联盟的所有学校。那期间，我也参加了一些学术会

议。当时我研究的是微程序，现在回顾起来，那是微程序语言和编译器的雏形。那时有个SIGMICRO的

研讨会，我记得去了那个会。一个从维吉尼亚州某个大学来的家伙拉住了我，好像大学名字是维吉尼亚

理工学院或类似的名字。我们一块去吃饭，遇到一个人叫John Wakerly。他说“我很喜欢你讲的。你快

毕业了吧？”“是的，我正准备毕业”。“一定要申请斯坦福啊”。那位斯坦福的Wakerly走后，那个

和我一块吃饭的维吉尼亚人想让去他的学校，就说“斯坦福不是我们这样的能去的”。听起来很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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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以我也就退缩了。

好几年后，我终于完成了研究项目。那是和微程序相关，实际上我设计了一个编译器，和一个写汇编

语言的硕士生比赛。我写高级语言，然后在编译优化。我们两个都是为惠普的HP-2116小型机做仿真器、

写代码，是一个很有意思小玩意儿，但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完。然后我开始找工作，我有一个朋友在马里兰

大学当教授。我去那做了一个报告，不过这个报告讲得不好，只有20分钟。朋友把我拉到一边说“Dave，

学术报告应该讲得更长一些。”接着，因为John Denver我申请了科罗拉多州的大学。我觉得科罗拉多是迷

人的适合生活的地方。我申请了科罗拉多州立和科罗拉多大学，和太太一块去那面试。我们周五去科罗拉

多州立，然后周一去科罗拉多大学。可是你知道周五的科罗拉多州立是什么样的，Fort Collis镇真是个狂

野的小镇。它真的不是John Denver的科罗拉多。我们在街上逛，卡车上的人嘴里塞满了东西冲着我们嚷

嚷。这太不一样了。那时面试我的人对我很感兴趣，决定录用我。但是我放弃了，我想再找找其他地方。

那个周末，我们就打算去科罗拉多爬山。我太太Linda是在加州阿尔伯尼长大，我们在高中相识，她喜欢

北加州。当时我们户外逛逛，她说，“我想我们应该到伯克利，我很想在那里生活。我好想回去啊”。

我当时就懵了，就跟她解释说，学术界是有档次的， UCLA比伯克利档次低，我要从UCLA到Berkeley是

不太可能的。我说，“亲爱的，你可能还不太清楚学术界的一些规矩。”我太太觉得我的解释有道理，

但想去Berkeley的想法在她心中扎根了。我的申请有的开始有结果了，还有了个贝尔实验室Offer。有一

天，我太太又问，“伯克利怎么了？”我说，“嗯，我申请了，但他们还没给我回复。不过我有贝尔实

验室的offer了。”我太太很不满意，埋怨说，“进展太慢了，你该给伯克利打电话！”

Mashey：那是什么时候？

Patterson：是1976年。是1976年春天。我马上要博士毕业，正在找工作。面试后期我太太一定要

我给伯克利打电话。我也被逼的没有办法，就只好给Berkeley计算机系主任Elwyn Berlekamp打了电话。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数学家，在计算机科学和博弈论等方面特别有名。但他讲话咕噜咕噜地听不清楚。

后来经过和他多年的交谈，我现在和他沟通没问题。但如果你不习惯他讲话的模式，风格和术语，你很

难在电话中听懂他的话，真的很难。我说“你好，我是Dave Patterson。我已经有了贝尔实验室的Offer，

我想问问Berkeley的申请怎么样了？”巧的是Elwyn刚离开Berkeley去贝尔实验室了，我心想这可能是好

事，说不定Berkeley会给我机会。但又忽然觉得现在才打电话有些太晚了，我又不好意思跟Elwyn说这

是被我太太唠叨烦了才打的，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很丢脸。Elwyn在电话里跟我说“好的，我知道，你

已经在申请人中排前十了，但不好意思，还不是前五”。我当时一听，心想还不错，至少排前十了。

后来我发现，Elwyn对所有的申请人都这么答复“你已经排前十了，但还不是前五。”。这是一种很

委婉的拒绝。不过他答应把我的简历找出来再看看，因为那时Berkeley决定研究硬件。他们已经招了Al 

Dspain，然后就把我的简历给了Al。Al看完我的简历，对我很感兴趣。他联系我说，要到圣地亚哥，可

以顺路在UCLA停一下见面聊聊。我们交谈后他印象很好，就邀请我在六月去Berkeley面试。这次我做

了个很好的报告，听众都很喜欢。就这样我就拿到Berkeley的Offer了。当时故事是这样的：我接到一个

电话，“我们决定录用你了”。我立刻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回去和太太庆祝。我出发前先给太太打电

话说“带上我们的两个儿子，现在就去伯克利啦”。我下车时她已经到车站了，我们高兴得一路蹦蹦跳

跳地回了家。我记得那天。我知道我完全配得上那份工作。（笑声）在我脑海深处，我其实真的被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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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配不上到斯坦福那样的地方工作的家伙给激怒了。我心里不承认。“耶！”

Mashey：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今天的那么多收获还多亏了你太太的唠叨啊。

Patterson：是的，没错。我太太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她，我有了今天的工

作。那时，学术界的工资比较低。我想我还保留着当年的聘书，年薪一万二。那时我的两个妹妹都有

房子了。我对太太说，“Linda，我们在学校宿舍住了很久，过去那段时间我们在经济上做了很大的

牺牲。如果你想要我去一个公司工作然后买房，我也非常能理解”。她反问我，“如果你现在放弃到

Berkeley工作，先去公司工作，那你想改变主意还能再回Berkeley吗？”“哦，这个不太可能”。“好，

那如果你先去伯克利，然后再改变主意想去公司呢？”“哦，这个还是很容易”。她说“那就好了，去

Berkeley，我们会穷一些，但我们值得骄傲”。（笑声）所以，我太太在在我过去40年职业生涯中很多

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她没有那么多无私的决定，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Mashey：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有点惨的。当然，那时我正在贝尔实验室，我可能在那里就已经

见过你了，不过那是在新泽西了。

Patterson：我们是在加州长大。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接受新泽西的工作。其他的职业生涯会是

什么样？我不知道。

Mashey：但是现在你干得很好。

Patterson：现在我干得很高兴。

Mashey：你已经在伯克利了，说说你刚开始时做了什么研究，你是怎么进入那个领域的，等等。

Patterson：我在1977年1月到了伯克利。那时还没有太多能引导新人很好成长的计划。我甚至不

知道到哪儿去吃饭，周围也没有人去问。所以我从校园出发沿着大学街（University Avenue）闲逛了一

哩路找匹萨店。我必须在几星期里加入一个研究项目。每个人都想让我做陪练（Parallelism），所以我做

了陪练，我认为这也是在做研究。然后我得找到一位导师，于是我找到了当时的副教授Al Despain。在当

时那个Transputer时代，我们开始谈论我们该如何做一个多处理器项目并且我们思考着一些重要的想法。

由于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Al已经和一些有名的物理学家合作过了，他们喜欢用下午的时间来思考一些

重要的想法。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个很有意思的设计理念。我们将设计所有的东西，一个微处理器，

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和操作系统，从头到尾，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找来当时还在贝尔实验室做CC1的Carlo 

Sequin，我们就开始写这些重要的文章。实际是我们没有一点资源。我们没有任何资助，我们没有计算

机。我们需要和系里的人共用PDP-11来做我们的研究。我和一组人一起工作，然后我们做成了。我们写

了文章，写技术报告和这样那样的东西。大概那个时候，曾经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做教授的Sam Fuller打电

CC1 ：这个CC应该就是Unix里的CC程序（C编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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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给我。事实上，当我得到伯克利聘书后，他就来过电话说“唉，你做的那微处理和他们正在卡耐基梅

隆大学做的东西很有关”，如果我有意我可以到卡耐基梅隆大学做博士后，我想甚至可以得到助研的职

位。但是我已经有了伯克利的聘书，就没有答应。他后来回到DEC（Digital Equipment公司）,仍然关注

着我，他说“唉。我喜欢这个微程序设计的研究。我们正在用这么大量的微码做VAX，但发现很多缺陷

和各种问题。你能来一趟并把你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吗？”我说我愿意。那是1979年的秋天的事，大概从

九月到十二月间。我们在Boxborough（马萨诸赛州）的一个VAX小型机实验室一块干了一些时间。他们

需要计算机科学家而我打算做微程序设计的事情。于是他们请我做一个关于在伯克利所作研究的报告。

我在伯克利做的项目的名字叫XTREE，主要通过树形拓扑将所有的芯片连在一块儿。那个做开场白的说

“好了，现在Patterson来讲讲XTREE，谈谈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我想可能不是所有的人

都知道这个，但是这段在DEC的时间使我有机会在学术生涯中停下来并想想该如何做事情：想一些我还

没想过的事情。在学术界做事情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在学术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需要什么样

的资源？你有多少资源？这个事情使我停下来并思考。好了，我猜，我能得到工业界正在做什么的第一

手资料。我在当研究生时曾经给休斯飞机（Hughes Aircraft） 干过活，但是现在我是给计算机公司而不是

飞机公司干活。现在我能看清工业界能干什么和我们能干什么，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但那是一种革命性

的经验，使我以后更慎重地挑选课题，并在具体的环境中给课题设定目标，而不再是抽象的了。

Mashey：我有点好奇。你做了很多和工业界实际有关的课题。是什么具体经验让你开始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学术界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是和真实世界脱节的。

Patterson：我猜这是因为我没得到过很多的指点，没人告诉我干什么之类，我没在大课题里干

过。我是同时为休斯公司干活来自谋资助的。我必须自己做一切。我想部分的原因是，在我当研究生

时没有很多的资助使我不得不一切从第一原理开始。我怀疑Hennessy也是这样，但他有从第一原理出发

的事情，而对我，因为我们处在体系结构领域，还有人（公司）专门在卖微处理器，这些都是客观存

在吧？我发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这不像哲学或要无休无止的辩论的东西。这里有一些想

法，需要有地方来试验这些想法。所以当你有一个好想法的时候，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和工业界互动，同

时从工业界和学术界来试验这个想法。还有，他们会帮助你判断在学术界中的难题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问

题。这是个确实有意义的问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能解决了问题，这有多重要，对吗？我总是

在和工业界互动中发现这问题重要还是不重要。

Mashey：无论如何你回伯克利了。

Patterson：是的，我就是从伯克利出去的，这些VAX，这些是很大的微码，满是缺陷。但我同

时也从上一个项目中看到，很明显微处理器是计算机的未来。那问题是什么？这与在DEC时很不同。那

时在DEC，微处理器只是个玩具。如果用苹果2(Apple II)上的微处理器，你什么事也干不了。所以你需

要那些真正的大计算机，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回来了，我了解了在编写产品级微码时的真

实经验，也知道了当改变顺序时微码是如何到处出错。所以我回去后，或许还没到家就开始写了谈论

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未来的文章，它明显是微处理器的未来，我们将必须用微码，我们将需要有

办法给程序打补丁来修改微码中的缺陷。我们必须做这些。所以我写了文章交给IEEE的计算机杂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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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章被拒了。他们写道：这是一个愚蠢的设计计算机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设计计算机没有任何道理，

并且还需要额外的内存、成本、补丁和面积。这是胡说八道。所以我面对两个事实。不可能做出微码中

没有缺陷的VAX和这是一个设计微处理器的愚蠢办法。这都是真的。我在DEC的经验，我在学校中利用

有限的资源试着做事的经验，以及我的文章被IEEE拒绝，这些使我转向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课

题。这绝对导致我转向RISC项目，我信心满满，迅速开始。我想这是我一月份回来后的第一个学季，

我们开了研究生的高级课。我研究了RISC这主意。我们写了很多RISC的文章，要班上的学生来审查这

些主意。从过去的经历看，我想这么做是对的。我想John Cocke2可能会来，我确信他会来的。课程开

始后他真来了。或许在我开始前，我也不十分肯定他会来，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这项目为RISC。为

了方便，这是一个简化的指令集，即使让我花上十年来做这件事也没关系。你知道，所有的东西在John 

Cocke之前就有了，我也不认为John专门想过这事。我不认为他为这主意特别兴奋过。他会为编译器、

生成指令代码、或是用激进的方法构造什么的而兴奋。为什么我们需要考虑最坏情况下的时钟延迟？诸

如此类的问题 。在ECL（执行控制语言）中他有这个不同的想法而我通过保持指令集简单而适应快速变

化的Moore定理，但编译器并不常用它。我认为对VAX的反应已经过时了。John那时真的来了，他花了

一天和我们讨论，同时鼓励我们也谈。我知道第二天他要去John Hennessy和Gibson那儿， 他离开斯坦福

已经有点晚了。 因为他的背景，我想他更看好我们这些东西在编译方面的前景。我们开始这些新课时

我就想如何在大学做好这些事？好了，我意识到这些课有一个最后时限，在这之前你必须给出分数，如

果不做，你知道，学生就不及格，这事儿也就完了。

Mashey：就像真实世界，我们必须变通。

Patterson：没有想自己要进学术界里但却进去了。有给学生打分的最后时限，如果他们没有做，他

们不及格，他们又在乎成绩。所以我们进入那种文化。我们有门调研课，在课上我们研究体系结构方面的想

法，模拟它们，像寄存器窗口的想法，和一大堆其它东西---，延迟的分支什么的。哟，一大堆事儿。你可以

看我们的文章，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到文章里了。这时候超大集成电路中的Mead & Conway技术正好出现

了，所以春季学期我们开设了关于Mead & Conway的课并学习它，然后来看看我的想法是否是对的。

Mashey： 那是1980年春，对吗？

Patterson：是的，下一课是做一个微处理器，课程开设的季度，我想是秋天那个季度，我们在

课上做了RICS 1。另外两个人做了RISC 2。它们被称为蓝军和金军，RICS蓝军和RISC金军，以后我们

叫它们RISC 1 和RISC 2。做RISC金军的两人，Manolis Katevenis 和Bob Sherburne是没有课程限制和课

程时限，做一个能比我们的想法更漂亮、更好的实现。其他人只是当作业做。Manolis和Bob把它作为

论文这类东西的一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系列课，所以我想回来并在1980年1月开始第一课，我想做成芯

片之类的是几年后的事了。你知道，回顾一下，时间是多奇妙。你对现在的人讲“嗨，它仅有四万个

晶体管，没什么难的吧？”（笑声）。对我们，这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硬件。能工作吗？我们是和世

界的大师对抗。

John Cocke2 ：IBM的科学家，因发明RISC而获得1987年度的图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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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能用计算机术语描述一下你工作的环境。你为CAD做了什么。从中做了些什么和得到了

什么。我是说回顾到那段时间时，那似乎是大学和技术最靠近的一段做有意义的前沿工作的时段，其他

时候像爬山一下艰难。那时好像是对大学特别好的时段。

Patterson：我同意。我想那时经典的CAD业绝对没有这个能让我们在高层进行优化的Mead/

Conway方法。如果你能充分理解的话，在高层次上优化比在低层次的晶体管上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

Carver Mead和Lynn Conway的传道，我们得到精明的计算机专家的注意。大概那个时候，就是我来了几

年后，从卡耐基梅隆大学搞操作系统的超级明星研究生John Ousterhout来伯克利了，他来之前就决定要

搞VLSI CAD。他从操作系统转为VLSI CAD是因为他认为VLSI CAD十分有意义。我想，伯克利能够从

群众角色成长为领军大学，雇用Ousterhout是一个重要之举。因为他是PARC（Palo Alto研究中心）的首

选，他是很多机构的首选，但他来到了伯克利，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和他套

近乎，他办公室在我隔壁，门挨门的那种，我想让他开心。很幸运，他在技能、兴趣、解决问题和实际

写程序上都是天才。所以他把他开发的第一个系统叫做凯撒（Caesar），那是一个原始的系统，但他乐

于去完善。所以我们使用它，后来Rich Newton致力于传统的CAD，当然还有SPICE那些事儿，因为有很

多计算机专家都在做研究，他们需要构建新的工具或增加新的功能。我们和为了装配芯片而开发CAD工

具的人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高层视角上设计芯片，这是正确的方法，这为做工业界没想过的新型CAD

提供了机会。我们这个视角很有道理。所以我想这是80年代初，还有我没讲的事是Bob Broderson想把伯

克利重新引回从DARPA（国防高级研究局）拿钱。我到伯克利之前，伯克利曾经在DARPA资助上走错

了几步，伯克利从DARPA捞了不少经费但后来计算机着火了。（笑声）。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项

目结束的原因。你知道，老天爷，万一被烧了，我们也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好像周末没人而偏偏这时

又着火了。因为那时我们短期碰到一些麻烦，所以他想回到DARPA的项目，我现在仍然记得，那是我

从在VAX回来时，就是我回来的那个星期。他说“嗨，我打算从DARPA捞点经费，怎样？”然后我老

生常谈道，“好，我们可以做并行处理器，那是一个正确的要做到的事。你想做什么？”。“哦，我想

做什么，我想设计计算机”。“为什么你不提出来？”。我想事实是我们要找到得到资助的途径，但是

Bob愿意做些其它事来拿钱使我们能雇学生干活和买计算机，这是一个新鲜的想法。那时我们用VAX，

伯克利UNIX和VAX。所以，你回顾那些RISC论文，RISC文章可分三个组，IBM的Cocks他们发表的，

斯坦福的John他们发表的和我们发表的，你知道，问题是“好了，你对那种语言感兴趣？，那种操作系

统？”对我们是C和UNIX。问题是什么？你还要做什么？在IBM，是PL.8，这是一个奇怪的ECL（Em-

bedded Common Lisp）语言，它没有平均时钟那样的东西。我们在做微处理器，语言是C语言，操作系

统是UNIX。为什么还要用其它的？我想Hennessy可能和我有一样的看法。DARPA可能没给资助他。

所以他用Pascal语言或其它的 。我们的对手是VAX。VAX是个可用的机器。我想，John做Pascal，PDP-

10或其它的，我想因为资助上的原因。但是，你知道，回顾一下，很明显，UNIX、 C语言比VAX来的

好。我那时我也感兴趣，我们的竞争对手并不是Intel 886。那是VAX，因为当时计算机的方向是用芯片

的小型计算机。明显，芯片是重点。我们想的是如何做一个新一代芯片，你知道，我们在伯克利的环境

使得我们十分清楚，你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答复了你的问题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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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是的，我想你回答了。实际这可能是件有意义的事。你评论C和UNIX的时候正是人们开始

思考设计什么样的结构对C要好些，而不是把C放在那些根本不打算用它的奇怪东西上。

Patterson：是的，有对C的偏见，这是一种低层次的语言，一种步行者的语言，聪明的程序员不会

用它，而Pascal则是另一回事。你知道吗，来自Ken Thompson和Dennis Richie 学派的Ousterhout把C描述为一

件穿在身上的工作服。你到院子里去，它不保护你，但你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完成你的事。有这种语言

之战，我不了解战争，但语言的辩论或争斗那时是进行着，高层次、低层次之类。所以挑选是很矛盾的。

Mashey：在那时选择C。

Patterson：对一些人，是矛盾的，然而我们，没有……

Mashey：有可移植的C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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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son：可移植C编译器，叫PCC。我们没人愿意做编译器，可移植C是现成的。我们能生成代

码。我们在模拟器中运行它。

Mashey：那就再多谈一点，谈谈那时伯克利和贝尔实验室的关系，因为我在想着那些来来回回的

人，Chris Thompson的访问，Dave Ditzel回到那里又怎么样，等等。

Patterson：好，我们刚给Ingres开了一个周年纪念会，我猜，我不知道，是40周年吧，一个可怕的

数字，一个真正很大的数字。我在请Ken Thompson来这里，我觉得应该是Thompson来访问这里，然后BoB 

Favery(?)来了。我想如果你和Stonebreaker谈，数据库的家伙们已经决定UNIX是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因为

Thompson经常来访问，就是这样。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Thompson的到来，但是，我想他们的观点是UNIX是

明确要发生的事。所以，数据库的那些家伙们是和UNIX一伙了。Thompson曾经到访，明显Thompson是我们

校友，所以这也是同贝尔实验室的联系了。之后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共同开发RISC之类的东西。关于Dave 

Ditzel，那时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所谓高级语言计算机结构的论文，基本是讲，与其造那些复杂机器结构来弥

补语义鸿沟，不如做些更有意义的事。然后他走了，加入了贝尔实验室，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贝尔实验室做

微处理器，我们最终共同完成了这篇论文。我们原来写这篇文章是为了体系结构会议的，那个夏天我已经看

到一切进展顺利，我们的想法看起来可以工作。所以我写了“该是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了”论文的初稿。我送

了他一份初稿，他做了很多批注。“Dave，我们能共同署名这篇论文吗？”我的意思是那些批注非常重要。

“好的”。但是我很清醒，冷静地思考，我们还需要一些负面反馈，需要一些辩论。我其实心里有底，因为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结果，看到这些结果时我就觉得“哇，我们应该能行”。我想如果把这些结果发表的时

候，能引起大家争论，那就会对我们有利些，多少会对技术转移有帮助。所以我写了这篇论文，然后Dave

给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共同署名了这篇论文。于是我把文章发给了曾经在DEC一起工作过的朋友们。

由于某种原因，我做事的方式是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收集大量的反馈，可能那时我还不擅长写论文。我把论文

寄给了在DEC一起工作过的Doug Clark，我也遇见Bill Strecker。他回信问：“你们这么做是想干什么？”我

们说：“我们想把这篇文章发到《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杂志上，根本不需要评审的。”“好，我们

会写一篇文章来驳斥你们的观点”。听起来很不错，我喜欢这种公开争论学术观点的方式。所以我们写了

RISC的文章。他们写了驳斥。文章都刊登在《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上了。所以就有了这个极其罕见

的他说/她说风格的技术对话，双方都互相认识，这个家伙是Berkeley来的，那些人是设计VAX机的。你知道

吗，这些都是VAX的设计师，Bill Strecker和Doug Clark，非常受敬重的人物。这样的来回争论不断持续，我

想，“哦，辩论！战斗！”我们的争论引起更多人开始关注，大家开始讨论这些想法。有一个叫801的项目

很神秘，有个什么东西叫801，“它是什么？”人们甚至很难知道这个项目究竟在干什么，那应是个很另人

激动的事，是一个突破，但是除非John Cocke来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否则你根本无法了解任何有关它的信

息，这就是801谜团。围绕这些想法，在论文之间直截了当争论的过程一直持续着，但到后来大家讨论时似

乎有情绪了。我们写的文章是关于设计计算机的方法，也就是或多或少的那种定量方法，而一直沿袭的方法

简直是太愚蠢了。人们互相叫嚷，那时他们情绪上都很激动。有人直接说“你讲的是个危险的想法，应该

停下来。”“在这个领域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很糟的！” 回首往事，那实在是，不像……好吧，反正当时两

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人们讨论时很激动。所以，这导致在会议上挤满人群的房间中的一系列关于这想法怎么

来的辩论。我们把双方请到一起，辩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组织了三次辩论，每次双方所有的人都会到

齐，因为，这是一场战斗，一场争论。所以那时是很火爆的时候。让我插一句，展开这样激烈争辩的是什么

人呢？是两个助理教授，不是终身教授，这两人让大公司十分恼火，可能因为我的个性，对我的恼火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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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的还过头点。我想他们对我更恼火，John说他们没有对他那么恼火。所以现在他是大学校长，我还是个

教授。他们对我真的很生气。

Mashey：嗯，实际上你可能是很顽皮的。其实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反响，因为在贝尔实验室内的

Ditzel提倡这事儿。当然那里还有规模很大、资金充足的Syskey芯片项目。我在离开那里前，我正好在一

个位置上，需要评审Ditzel关于做这个或那个的提议。但是，我指的是很明显那里做了很多要做的好事。

所以，我想你可能在比你知道的多得多的地方引起辩论。（笑声）

Mashey：好了，那搅起了很多辩论。它继续了好几年。这个工作怎么变成SPARC（可伸缩的处理

器架构）的？你怎么卷进去的？谈谈那些继续进行的战争吧，我猜是1980年代中期。

Patterson：那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做芯片，我们在写论文，在用模拟器，和讨论指令，要多少

指令，我们想要它运行多快之类的事。印象非常深的是，证据就在实践中。我们做出了芯片。RISC1基本

能工作，但速度非常慢。

Mashey：那时你用什么工艺制作的芯片？

Patterson：是通过MOSIS（MOS实现服务，一种给大学科研人员提供的以MPW方式廉价生产实验芯

片的服务）。

Mashey：是MOSIS。

Patterson：是，MOSIS，我记不清是在惠普（HP）还是哪儿造的，但是它是MOSIS实现的。所

以，整个VLSI，Mead/Conway的设计方法，使我们可以做这个。否则我们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们为

何能设计芯片，课程都已经有了。以前只有学电子工程的人能做，但终于这个技术到了我们研究计算机

科学的人手上。Mead/Corway的方法和MOSIS芯片的制造，可能早期甚至PARC（Polo Alto研究中心）也

制造过。我不十分肯定。所以，我们做了RISC 1，它勉强可以工作，但是比我们文章中讲的慢得多。当时

很多人讥笑说“RISC的确是个好主意，看看他的时钟频率”。幸好，另一组做了RISC 2并且它工作得好

极了。我指的是，它有400，不是兆赫，是4兆赫，我想是对的，在某种工艺下，是4兆赫的时钟频率。我

们做了一次微缩之后速度加快了1/3。这篇文章发表在ISSSC（国际固体电路会议）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

事。ISSSC是电子工程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就像上了“科学”和“自然”那样的杂志。

Masshey：让我想想。我记得那时Motorola 6800好像是8兆赫或类似的频率？

Patterson：是的，大概是对的。

Mashey：所以，基本上时钟频率是很接近的了。

Patterson：是的，非常接近，但我们用的是较差的工艺MOSIS。所以，在ISSCC的论文中我们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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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记得在Manolis Katevenis做报告时我正引人注目地坐在那儿。因为尽管我们是4或5兆赫而Intel是8兆

赫，我们的指令要好的多，我们有32位的指令系统和编译器，我们超过了他们，真是令人惊讶。一群大学

生真能造出比Intel产品快的东西，那是真的。我们用了完全不同的思路设计出了处理器。我记得当Manolis 

[Katevenis]在大会上报告结果时，在ISSCC的一个大房间里，差不多一千人在那儿。他报告完后，会场讨

论声此起彼伏。

Mashey：那是哪一年？

Patterson：我记得是1983年，但是你最好查一下。对，是1983。我们是在会议征文的时候投的

稿，但是我们的工作是在1982年完成的。我听到屋子里有讨论声，讨论的内容包括“别信他们，那不是真

的”，或者“你知道吗，我的老天爷，他们真的做成了那个”。我想我们做的从技术上解决了很多工程师

头脑中的问题。现在有种完全不同的争论，被称为铁路争论。你想修铁路，就得给轨道定一个宽度。这像

IBM的论点，不管是什么，就定40英寸吧。就是45英寸更好，谁在乎呢？所有铁路就定在40英寸了。你不

可能从RISC赚钱。这就是一个坏主意。技术上它是好主意，但是现实世界里全是软件。你办不到。所以

争论转移到技术上它是否先进，而不管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后来那家伙在DEC的朋友写了一篇

论文比较他们内部在做VAX时做的那些工作，实际上他们晚了好几年，我想，才给出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

的定量结论。结果说明，给定工艺条件下，RISC要好上两三成。

Mashey：是Clark Bondicher[？]的论文吗？嗯。

Patterson：是的，我想是那种，嗯，为我们在1980年代初期的争论而写的，那文章从另外一面展

示了他们的声誉。老实说，看起来和我们的假设有一定的差别。

Mashey：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是一种SPARC的早期版本。或许我们可以聊聊这个。

Patterson：是的，那是我在做顾问时发生的。我一直轮换着给一些公司做顾问，同时想着RICS以

后我要做什么。尽管那时Prolog语言很受欢迎，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仍然选择做Smalltalk，这个面向对

象Smalltalk是很有趣的语言。现在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得出那个结论的，但是那时我认为它是高生产率

的。现在看那真是一个好决策。做Smalltalk的地方是Xerox PARC，我毛遂自荐要求去给Xerox PARC当顾

问，并最终进入了Smalltalk小组。我到那里后才基本上意识到，要通过PARC影响工业界真的很难。他们

与产品隔离得太远，要很长时间才能过去。我在PARC研究Smalltalk（后来被称为RISC上的Smalltalk）时

发生了一件事情。（Sun公司的）Bill Joy，他是伯克利的毕业生，读了Manolis Katevenis的学位论文，觉

得非常令人信服，如果他没有仔细认真研读的话，他可能还什么也不是。他们当时在生产68000的机器并

赚了不少钱。他找到我，跟我说，你知道吗，他那是个多么小的公司啊。我不知道，应该只有不到100个

雇员吧，他就来邀请我：“你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吗？我们想在Sun（微系统公司）做RISC芯片”，问我能

不能给予帮助，去指导方向。他邀请我过去，其实上一次我见到他和Andy Bechtolsheim是在那些争论的

时候，我实际上还给他们弄到了早期的68000芯片。那次我拜访他和Andy时，他们还在一个车库那样的地

方，我给了他们那些微处理器芯片。他把芯片插上去后就能工作，表明68000机器工作得很好。我再次去

他们公司拜访时他们已经在Sun的第一幢房子里。那是一个两层楼的房子，有50或80的人了，哇，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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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真正的公司了。（笑声）并且就在这里有个机会把你的想法放到实际公司的产品线上。我是项目里第

一个人，我帮着从PARC雇了Bob Gardner来做全职工作。后来我还帮助第一个SPARC团队雇了好些人，

当然Sun像疯了似的在发展。它是那时的Google，所以他们一直在发售更多的产品。他们花了好几年来做

SPARC。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白手起家，指令系统不是大不了的问题，从基本原理开始将会花费较长

的时间。比如，HP会做什么？哦，那里的一个家伙说，让我们从全新的原理开始吧，结果花了他们很长

的时间。你知道吗，好，让我们从RISC结构开始。我的其它建议是，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框架，但是还有

很多技术细节，如果你不明白要做什么，那就做那些68000已经做了的。那是你们正在发货的产品，我想

这是真正好的劝告。比如，条件分割应该怎样工作？那么它们在68000里是如何工作的？对，就那么做，

使用那样的框架结构。我经常被诟病的另一件事是寄存器窗口，其实，依赖于特定时代的技术条件，它

可能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也可能是个特棒的主意，随着年代的变迁而时盛时哀。例如，Tensilica的寄存

器窗口设计来自于MIPS和斯坦福的Marlan。所以我对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Steve Muchnik说了一个相当简

单的事实。我说“嗨。你想像斯坦福论文和那个out/in论文那样用图着色算法来做寄存器分配吗？”他说

“哦，不，我不想那么做。你知道，那太难。我们不打算做图着色”。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做图着色，那

么你最好用寄存器窗口，对吗？如果你打算做图着色，我想你就不需要寄存器窗口，这就是我们在Berke-

ley时的做法”。我们没有那些成熟的的东西，所以我们做寄存器窗口,这就是需要抉择的关键点。

Mashey：所以，公允地说，听起来好像不仅编程语言影响这些芯片的内在结构，编译技术的某些层

次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Pattersom：确实，你们这些家伙是从MIPS开始的，而我认为这些公司采用了不同的理念。Sun的

编译组，他们的理念是已经有了大量的使用C编写的软件，我们应该翻译它们，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我

想MIPS的编译器小组会这么说“看，这不是一个规范的C，如果它不是规范的C，如果对各种格式的C我

们都处理，就无法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式进行优化，所以我们不打算那么做”。所以，我想，Sun的理念更

有包容性，考虑了各种已有的程序，或许因为它们过去已经卖了一段时间机器了，所以更包容，考虑的是

让编译器如何才能工作得更好。现在，后来他们走在前面了，也做了图着色之类的高级玩意儿。

Mashey：无论如何，对吗？

Patterson：不管怎么样，但在他们认为必须做决定的关键时间点上，我对寄存器窗口没有太多感

情上的投入，因为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当时发生的一种技术权衡而已。

Mashey：好，你也知道，他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Patterson：是的，我很惊奇他们不断回来。我想，好的，每个人都同意他们不喜欢它，但是他们回来了。

Mashey：是的，他们回来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做的事情是技术转移。

Patterson：这里面还有些别的故事。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到早期有人要我加入MIPS，想起来了，

是Skip Stritter，那时他正给PARC做顾问，我想是，来找我谈那个事。而我之前做了关于我是学术派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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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演讲，我喜欢留在大学里面。虽然我乐意转移我的技术想法，但内心讲我是搞学术的。所以我很严肃地

给了那份录音，他好像说“好吧”。（笑声）

Mashey：听起来像是Skip。

Patterson：我甚至没有追查他讲的那个是什么。哦，是到Hennessy和你那儿了。那好像很有意

思，但是我给了他我的自动的“不，我是做学术的而不是做产业的”的讲话。在这方面，另一个有趣的

事情是，我看到我的朋友Hennessy他们却正做MIPS公司。那时我正在做一个不同的东西，我想这下可糟

了，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指令集会好些，所以我去对Sun的人说“如果我们能用同样的指令集会好些。我

们应该放弃自己的设计，改用MIPS”。要我那样说，真是为难了自己。Bill Joy那时说：“瞧，我们已经

和MIPS的人谈了，他们商业模式太糟糕了，他们想按照板上MIPS的数量（而不是按照成本模型）来对

板上空间收费。我们不能根据那个卖产品的。”（笑声）所以我的心放下一点，但我还是说“现在搞多

种RISC芯片可不好，哥们，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用他们的吧”。那个时候这是真

的，很不幸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它是一个很差的商业模式，我想你们以后改变它了吧？是，你们确实改变

了。但是他们做决定时，如果他们能有一个更合理的商业模式，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Sun已经在挣

钱了。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会不会改变，但是我记得那个时代。就停在那里吧。

Mashey：那么，从那里再把我们往前引导几年。你似乎离开了微处理器工作，去搞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Patterson：嗯，大家认为RISC是能工作的。我做了一系列的RISC项目，其中一个是Smalltalk，第

三个是多处理器项目，你知道的，cache一致性之类的研究。所以，看起来处理器的研究正热门，而且处

理器也变成真是非常快速。Randy Katz，他比我晚几年，他从Berkeley毕业后去了别的地方工作，我们把

他雇回来。我们都有Apple计算机，他拿到的那台有软盘，他又买了个备用盘。他拿着它走动并说“哇，

看这个盘多小啊”，在那时它可是很小的东西。它可能是5 ¼寸的，当时是个小东西。“我不知道我能用

它们干什么？”。Randy问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它就象Mead/Conway那种技术。我

们能设计我们自己的芯片。这里有新技术的机遇，这意味着些什么呢？我们在Berkeley做的许多工作就

是从这样的疑问开始的。Randy问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开始谈论，Bullock也谈，你知道吧，我们知道

Humboldt定律。处理器这种东西的速度变到真是很快了。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储系统来应付有如雨后

春笋般的高速处理器？还有，我们除了做微处理器，我们还做多处理器。微处理器的一个效应就是，你

可以把一组微处理器放在一起。看起来这个问题变成我们对这类小盘能做些什么？好像我们应该找出一个

办法，帮助解决性能问题。于是我们谈论着这个问题并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应该用很多小的盘来代替单个

的巨大的IBM主机硬盘。然后我们写了一篇论文。我猜这会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故事。我们写了论文，发

给一些Berkeley以前的学生，那些正在IBM工作的博士们，其实这篇论文就是一个技术报告，但其想法或

多或少地被拒绝了。是的，你们要用40个小盘替换一个大盘。猜猜会怎么样？可靠性要坏40倍，对吗？这

是一个可怕的主意。所以我们说“嗯，好的论点，我们没想到这点。我想最好能找到较好地支持可靠性的

方案”。所以，我们拿出了第一个，是某种纠错方案，然后是奇偶方案，和RAID（廉价冗余磁盘阵列）

5。然后我们开始和人们谈论这个主意。哦，对，我知道这是什么。是的，天腾（Tandem）做了这个，他

们说的是镜像。不，不，我们的主意跟他们是不同的，哦，而且我们还有纠错功能。哦，对，我知道这

是什么了，Thinking Machine已经了这个了，他们有这种数据存储室。不，我们不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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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写出一个关于这种技术演化的分类体系。为了解释清楚我们做的是什么，为什么

它是与众不同的，我们需要写出一个分类法则。在那篇我是第一作者的论文中列举了各种可能的选择。第

一个是镜像，我们叫它RAID 1。第二个是像内存一样的纠错，叫做RAID 2。再一个是奇偶，但是只能做

大的传输，叫做RAID 3。再有的其它想法，我想它能做一些大的或小的访问，叫做RAID 4。我们的想法

是一个新主意，它轮换奇偶，对写操作和其它事情有帮助。文章的一大部分就是这些论点，那时标题叫做

“该是廉价冗余磁盘阵列了”，另一篇“该是（case for）”的论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的技术论述，讨论

了大盘还是小盘和所有的优点、功耗和潜在的那些东西。然后是我们怎么做可靠性？于是就有了这篇论文

“该是RISC”，我们写了论文草稿，还有技术报告，那么我们拿它来做什么呢？正好，Garth Gibson（他

是头牌研究生）在和我们做多处理器RISC项目，他正在找论文题目。在我们谈论这些时他是最先参加

的，我们决定上一些培训课，由Santa Clara来做，他是一个搞磁盘的。我们和他谈了，他说“好，我来做

这个培训课程”。我们带了技术报告的复印件，并介绍了“该是RISC”的情况。那应该是在十二月……

Masshey：你指的是“该是RAID”吧？

Patterson：该是RAID，对。我想是1987年，十一月或一月。1987的十二月和1988的一月。我们

和Stonebreaker谈了，那时我们一块做这个大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用这个做什么？首先应发表这件工

作。什么时候是下一个投稿截止日？那是一个数据库的会议，SIGMOD（数据管理特别兴趣小组）。我们

提交了些材料给SIGMOD，但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报告带到大磁盘（big disk）会议把它给了搞磁盘的专家，

那应该是万维网出现之前的事了。那像是扔了一百万分复印件到同温层那样的地方。人们到处发传真，复

印它们，它到了各个地方。有一个人，以前是CDC(控制数据公司)、后来是Seagate的，叫Dave Anderson，

他现在仍然很有名。他告诉我们他得到了5份不同的复印件。有人把“该是RISC”的文章寄给他了，而那

个RISC东西让人很生气和憎恶，我的名声也受到攻击，就像今天人们谈到堕胎一样，我指的那时的愤怒

程度。我们写的RAID文章是关于I/O的，而人们明显对此并不是太关心。文章大概写了，这是技术趋势，

大盘、小盘，等等。人们说“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所以文章发出去了，人们相当……

Mashey：嗯，到那个时候，你也应该有点威信了吧。（笑声）

Patterson：人们开始接受这项技术，事实上Randy和我一开始想着存储性能的事，但让它明显被公知的却

是因为可靠性方面。出乎我们意外的是，Byte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挑出我们的文章，写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为什

么Byte杂志关心我们的文章？个人计算机太慢了，对他们IO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是可靠性上的好处。RAID有很

多优点，其中一个是可靠。出人意外，最早用它公司里有一家是Compaq，他们用了RAID 4。另一个早期用了的是

Data General。它们都是些早期的用户。我们试着让每个人用这些想法。从中我学到的一点是，我们在大学里（做研

究）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公司用了我们的想法，开始赚钱了，所有其它公司也会接着用，“不好！他们用了那想

法，现在我们也要这么做”。我们是大学的实验室，如果任何人想用我们的主意，就开始吧，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

研究实验室，像HP那样的，你就只有一个顾客。我们的主意走出去了，我们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我们实际上

既做了我们称为软件阵列的RAID 1，还做了可能是第一个附网存储的RAID 2。我想的是我们为无盘的超级计算

机建造存储系统，那时已经有了千兆位的网络，我现在忘了它的名字。我们设计了这个存储系统并把它插到千兆

带宽的网上，那里如果有台超级计算机，那我们这个就是附属在网上的存储设备。我们做了这个200个盘的RAID

系统，叫它RAID2，它有硬件控制器和交叉开关那类东西。像Garth后来指出的那样，它确是第一个附网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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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当然，我们很高兴有一些这样的老硬件。

Patterson：是的，你们有RAID 2.

Mashey：是的。

Patterson：在你这里（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有RAID 2，我总是想RAID 1 是第一个那类东西，现在

回想那是第一个网络存储。我不知道它在展览时是什么样，或它是否被展览了。

Mashey：它确实在展览着。它有它的地位。

Patterson：是的，它是第一个附网存储设备，今天的大买卖。网络存储业是…。

Mashey：很大的产业。

Patterson：RAID这类东西也是个很大的产业。我们正在大力宣传我们的RAID思想，就在这个时候，

波士顿的EMC公司，他们原来生产便宜的DRAM来插到IBM主机上，而IBM刚刚害了他们一把，改变了接口使

他们不能再卖DRAM。所以他们要有一个新产品，而我们的论文正好落在他们桌上：IBM大型机磁盘，很多小

的磁盘。所以他们进入磁盘阵列行业，且做大了。IBM逼迫他们离开DRAM而进入存储行业，EMC做得非常好。

Mashey：我记得那也就是文章发表后的几年。

Patterson：是的，十分快。技术报告是1987年12月。到SIGMOD的文章是1988年5月或6月。后面

几年各种相关事情就发生了。现在我们回想IBM的系统，用于办公室的奇怪系统，系统32……

Mashey：或许是36。

Patterson：是的，他们有自己的RAID 5，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我们从没听过关于

RAID 5的任何事，但实际上可能他们有第一个RAID 5的专利。我想Berkeley从没申请过专利，但是他们可

能有，Randy按年代查过，他们可能在我们之前就有了RAID 5的想法。我们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段做的，

但他们早几个月。但是我一直认为RAID的论文是关于，就象“该是RISC”那篇论文一样，是关于整体技

术的，也就是趋势。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用很多小的取代大的，而且你加些东西，能得到可靠性。这就

是关于存储系统应该如何设计的新思路，特别是技术的趋势是东西尺寸越来越小，然后解释我们在做什

么，制定了RAID这个术语体系和编号。

Mashey：我对这方面跟踪得相当紧。特别是，我后来有一个在SGI(硅图形公司)的同事，他总是

说，CPU是为了展览看看的，IO才是用来赚钱的。

Patterson：说得非常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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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很恰当。我记得，差不多也就在那段时间，你和John [Hennessy]开始写书了。

Patterson：对，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和我在一起好多年了，我们都很不满意那时的计算机体系结

构类图书。这些书看起来就象商品目录，这里是某个研究项目，那里是某台计算机。许多内容都是这样描

述性的，也许你看完以后，会熟悉做这个事情的各种不同方式。所以我们对此很不满意，而 RISC的设计

实际上是与此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写一本书。那时，我知道我要从1990年7月1日开始在伯克利

担任系主任。有人建议我们写本书，但是对我来说这正是说服John的另一个理由。你看，是这样，John，

我想我当系主任后，我的研究生涯就基本结束了。这将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个技术贡献，我们应该去做。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所以我和John申请了学术休假，开始写书。我写过一本Smalltalk的教

科书，还参与过计算机知识类书籍的编写，是一个有经验的教科书作者。John从没写过书，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必须把它写好”。我们把写书当作一个计算机项目那样来对待，觉得需要找个避世的地方专心讨

论，DEC的西部研究中心恰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每周去三次来谈论书的事，并有讨论记录，像

课堂笔记一样。我们想“哇，我们几乎写好书了。”这是一个教科书作者常见的愚蠢的错误。但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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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过一遍这些想法，弄清楚应该如何解释它，才知道我们将怎么做。书中的许多东西都来自我们的

谈话。那时候，我们经常要开车去Palo Alto开这些整天的会议。在我们工作期间，John和我想着，这是我

们写完博士论文以后最难写的东西。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这本书上，像一个计算机项目一样，全书计划有

α版也就是初稿版本、β版也就是测试版，和正式版。不幸的是，当我们专心写作完成了初稿后，我们找

到出版商，说我们有一个很有野心的计划。出版社总是听作者说有很有野心的计划，但是我们真的壮志在

胸。我们有一个初版草稿和测试版的计划，我们想通过测试版从市场得到反馈，然后完成全书。由于我有

出版社不守时的经验，所以我说“我们要加一个罚则，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并且我们按时交稿，你们也

要接受这个罚则”。所以，Morgan Kauffman，那时还是个小出版商，出版的几乎都是AI（人工智能）类书

籍，从没有做过体系结构类书籍，他们同意了。如果他们延误了，他们要付钱给我们喜欢的慈善机构。这

是应该的，他们同意了。Bruce Spatz 那时在那工作，接受了我们还要出β版的计划。对出版社来说他们要

出版两本书。这对他们是个大买卖。β版的出版时间是印在第一版的前言上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间

隔时间，差不多是一年时间。后来我在Thinking Machine公司利用学术休假做β版测试。在β版测试后，

我们又做了很多修改。结果证明，β测试具有很多市场上的优势。不少大学老师已经基于这本书开发相关

的课程，我们从中得到很好的反馈。随后，1990年书正式出版，就是这样。你知道，我把我所想的写成

书，这是一种艺术性的成功，这比我第一次写书强多了，我说“我知道该怎么写书，不需要你们这些出版

社告诉我怎么写书”。同样“有很多事我们很在乎，还有很多我们不在乎，不是吗？”我们通过测试版从

市场得到了反馈，所以那些我们不在乎的部分我们没有写在书里。那些我们非常在乎的东西我们不会去改

变。所以我们把这些关注的内容写了出来，给它起了 “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Approach）的书名，副

标题是“计算机体系结构”，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书名[1]。对计算机设计而言，与直觉方法、情绪化方法、

或者哲学式方法相比，量化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写书时就抓住了量化这一要点，从而为设计人员提

供了在设计之初就评估设计的性能的方法，基于这一理念我们也就能够为全书定好框架。

Mashey：关于那本书，我的印象中，可以认为是体系结构领域的首选书籍。

Patterson：是的，那时，我记得一个HP的设计师说“这书出来后，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计算机设计

师，它包含了90%我知道的东西”。它在Microsoft也是备受欢迎，他们把它当做基本必须品来采购。我想我

需要几支笔，一把尺，Hennessy和Patterson，用不了多少纸，只是完全不同的视角。事实上我喜欢援引，

所以我在书中也引用了。我引用Monty Python的话“现在我们来说一些完全不同的事儿”放在开篇第一章。

Mashey：好，那我们继续回忆，你们现在是在出第四版的时候。

Patterson：是的，那本书的第四版。

Mashey：你到底是怎么有时间来持续做这件事呢？好像每四、五年你们就有一个新版面世。

Patterson：可能比四、五年要长一点。相比做大学校长的John Hennessy，这个问题对作为大学教

授的Dave Patterson来说没什么困难。而John呢，为了永恒的信誉，他乐意把时间用在写书上。我想John和

我都有相当高的产出带宽。我想这也许跟我们俩的睡眠方式有关系……

[1] 译注：这里可能是口误。实际上“量化方法”是副标题，“计算机体系结构”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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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你们不睡觉。我想这无疑是某种特异功能。

Patterson：我是西海岸的滑水者，土生土长的加州人，John严格来说则是个东海岸的家伙，但我

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仅是我们成长的方式。由于他是天主教徒，他家比我家大许多。我们家庭里都有

四个兄弟，但是我们都上了公立大学，我们都读了研究生。我相信，我虽然不确定他是不是他家第一个上

大学的，但他是他家第一个读研究生的。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样的世界观，我们的写作进行得如此顺

利，是因为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看事物。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我们不想让另一个人失望。我想在开始的几

版时，我们还是活跃的研究者，人们关心这本书，我们乐意继续写它们，并持续跟进研究发展。后来John

当了校长，他说的第一件事是“听着，我不想要放弃这本书”。我想，对他来说这是他继续走技术路线的

方式。现在由于他的影响，我们应邀写一本面向大学生的书和这个面向研究生的书（指《量化方法》），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John克服困难参与了7次写书过程。在第四版时他说“写书很好，但是对于大学

教科书，如果不写的话我也不会介意。但是再写下一版本的研究生教材时，请告诉我”。所以他最后放弃

了两本书中的一本。我想他乐于写研究生的书，这让我感到高兴。

Massey：好的，我必须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你们最好的贡献。当然，这些书的每一版我都有收藏。

Patterson：很好。在亚马逊网站上你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评论。

Massey：是的，是的，非常关注你们。

Patterson：“这书为什么会受到欢迎？”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本书基于完全不同的视角。另一

个原因是我和John都很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我们想塑造成千上万人的思想，也许没有太多工业界的但有

很多年轻人。这是我们写得最好的书，我们的态度是“哇，必须写好它！”。当然我们也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寻求了专业编辑的意见，我们工作得很努力，John说“当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

名字在书上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在我写一个章节时，哇，我的名字在里面。我和Dave真的应该互相感谢

对方。”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们的标准很高，我想并不是所有的合著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回想起

来，我找了一个很好的合著者（笑）。这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所以找一个成功的、才华出众的合著者

一起完成写作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也不会随意挑选合著者来写书，那也写不好。

Mashey：让我们回过头来聊聊你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你在研究工作站网络。这引

来另一个疑问。谁给你们提供了缩写名。你们有很多有名的缩写名。

Patterson：好，首先我想在学术界找到一个好的缩写名是个难题。有一个同事根据天上的星星给

项目取名，那名字我不会读，它由七八个字母组成，他们自己也不记得那些代表什么东西。所以我想在某

个并行宇宙中我会在市场部门，因为我学到了一些窍门，对我就象是常识一样。好了，如果你能挑选一个

单词当缩写名，那就好极了。如果它没有太多的字母就更好了。

Mashey：在市场部门里有一个你的位置，你是对的。

Patterson：是的，幸好我必须做技术工作，但是我能分辨出什么是坏名字，哪些名字会成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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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时要我起个项目缩写名，我仍然能胜任。我指的是，最近的一些项目，我想，名字都起得很好。我的

一个学生，一个非常成功的学生，密西根大学的Peter Chen，他学了我的方法，他说研究项目的名字应该

以字母R开头。所以，他做了Rio和RioVista。他都是以R开头的，但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秘诀。

Mashey：所以，我记得下一个是NOW（工作站网络）。

Patterson：对啦，没有以R开头。回顾我的研究生涯，我想到另一件事，我经常在开始下一项研究

之前就开始谈论以后我们应该做什么。有时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在学术休假期间是否是一个好雇员，因为我

去DEC是为了看看VAX是怎么做的，并且认为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去做。1990年我的学术休假是在Thinking 

Machine渡过的，我看到了他们在造这台机器时的所有工作。他们基于微处理器来做这东西。这是建这类

机器的一种方法，就很像是在建一台大型主机。虽然用了很多一样的芯片，但是它有许多大型主机的特点

而不像小型机。这样的系统和一群工作站相比，能好多少呢？因为我能看到创新的速度，这就像微处理器

和小型计算机一样，对吧。你有一个盒子。他们生产盒子，你能买很多盒子。这不是问题所在。SUN有很

高的创新速度，因为它们有高得多的产量。我能看到一个公司，一个和Thinking Machine一样大小的公司

要花多长时间来用软件及其它东西把它们整在一起。他们有非常好的集成网络，它能做到很大的规模，事

实上它们就是为扩展而设计的。事实上，Thinking Machine机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果机器规模小于某

个扩展的临界点，它就不是那么经济了。所以为了高效，我们必须接近这个扩展的目标。那时是刚结束休

假回到伯克利，老天呀，这样建机器会多坏。网络变得好了。我们需要讨论讨论，和做Thinking Machine

的David Culler，还有更年轻的，做操作系统的Tom Anderson也加入了讨论，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人员…。

我把我讲授的研究生课程录了下来，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多年后他们告诉我“是的，你当时就在讨论这

个”。课堂上我们就几乎讨论到这些了，这里有局域网，那里有工作站，它们就是一种多处理机。所以这

引出了工作站网络（NOW）项目，在这领域John和我有一些良性的竞争。我们在做工作站网络时，他做

DASH，分布式共享地址的机器，那是一种高速缓存一致的超级计算机，而不是工作站的集群。所以我们

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理念的。对RISC方面，我是和IBM及斯坦福一起出力的，你也可以看出我们有共同的目

标。DASH和网络工作站却真的是对立的。两者都想建造可扩展的大规模计算机，但技术是完全不同的。

Mashey：我想让我们回来谈谈RAMP（Research Accelerator for Multiple Processor）中的这个R。

Patterson：谈RAMP，好的。是的，我坚信这里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我和John两个人都感觉到，在

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技术领域中最令人惊异的事情就是：主流的计算机工业界已经把它的将来赌在我们可

以解决多处理（或并行处理）难题上，而过去我们差不多每隔十年就想努力解决这个难题，然后又放弃

了。有些小的进展，把石头往山上推了一点点，也就是这样，然后等十年再说吧。我们现在赌工业界能解

决这个难题。所以我们在大学的一群人认为，这里有一个障碍，如何让人们可以用到具备将来机器规模的

硬件，并且还可以修改它们。所以，RAMP的意思就是“用于多处理器的研究加速器”，它的基本想法是

既然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按照摩尔定律发展的，我们就能把几个处理器放在一个FPGA里而，而

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一个处理器放在多个FPGA里。后一个问题真的很难，把一个设计分散到许多FPGA里。

但是，用现在的工具把许多简单的处理器放在一个FPGA里不是很难。所以我们的赌注是它可以运行得足

够快，从而上面可以跑真实的软件。你知道，它能达到100MHz、200MHz。虽然相对于现在的GHz是慢

的，但从跑软件的角度看已经足够快了。我们所有人都还记得那个速度的计算机，所以它应该是足够灵活

了。好比你可以天天流片。你可以随时改变它，把在多处理方面的努力累积起来，真正提高创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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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帮人，还有一些大学和像Microsoft这样的公司都在帮助制造那种设备。我们把它看作是在亟待

革新时为硬件人员提供的一种开源基础设施，因为行业的未来非常依赖于解决这个实际难题的能力。

Mashey：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我们又回到了1980年代初期，大学可以做很有趣的硬件，是这样吗？

Patterson：是的，当然，我们能做出有趣的硬件，它能运行有趣的软件。我们需要伪造一个时

钟。嗯，这并不困难。因为我们在做研究，那是真的100MHz，但可以把系统设置为按2GHz运行。这是很

不难做到的。只要我们能精确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情，当然需要做些额外的工作，就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优

势。我们实际上不需要花五年或更多的时间把芯片做出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设计，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别

的设计，我们还可以修改设计。我们可以共享硬件，我们可以真正实现这个激进的想法。当MIT声称他们

有了某些突破时，我们能用FTP（文件转移协议）传送代码，在我们的版本上运行它来看对不对，看那群

家伙是撒谎了，还是哇赛，他们真的是对的。我想它真的能改变创新的速度。这里有趣的是时间，可能十

年前人们不在乎，但现在，Intel、 Microsoft、IBM还有Sun这些公司正把他们的未来赌在我们能够让并行

程序很好地运行上。正确的程序在这些众核体系结构高效地运行，这是一个地狱般的豪赌，所以我们现在

就迫切需要创新。我想RAMP有可能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Mashey：我想这是好事。

Mashey：回到研究，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Patterson：现在我在做两件事。一个叫做RAD实验室。我想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做小的东西，

也做大的东西。小的东西好比RISC这样的微处理器，大的系统好比RAID和NOW。RAD是个大家伙，代

表“可靠、自适应、分布式”计算系统。我们主要关注像YouTube和eBay这样的新型互联网服务。我们该

如何创造一种技术，让一个人就可以创建一个巨大系统为数百万人服务，而无需开办一个巨大的公司。

这场赌博的重头戏是用机器学习来给出运行这个系统的经验。此外我们致力于研究数据中心本身，这也

是研究的一个关键点。我记得Luiz Barroso 有一名名言：“数据中心是计算机”。所以如果数据中心是计

算机，那么我们自问，对数据中心来说，CAD是什么，操作系统是什么？所以我们打算为数据中心建造

CAD和操作系统，用机器学习给我们这种力量，当所有这些都已经有了，该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另一个

我们才开始做的是PAR实验室，即并行计算中心，它让我们能帮助面对巨大挑战的工业界。我数了一下，

PAR实验室将是我科研生涯中的第十个项目。这也许是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如果我能完成它的话。

Mashey：希望你能完成它。

Patterson：是的，如果能解决这个，对。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两千五百亿美元的产业在打

赌是否有人能解决这个计算机科学中的开放问题。

Mashey：其中堆满了骨头和破碎的机车。

Patterson：是的，很对。我试图跟人们解释的，或多或少都是，每个做并行的创业公司开业了，

然后就是失败和歇业。我能想起来的有10到15个了。不是我们没去试。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失败了

很多次，每十年都会重新尝试一遍。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况。它几乎就像一个大学里搞的曼哈顿项目。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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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卷入了，而且有一个时间期限。假设我们能在20年内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工业界可能已经离开了

或完全改变了。假设我们能用十年而不是五年解决它。年复一年，失望情绪就进来了。所以我正在伯克利

组建一个团队，我们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开端。

Mashey：让我们谈点不同的内容。你花了许多时间当系主任。你实际上也做了一段时间的ACM

（美国计算机协会）主席。

Patterson：是的。

Mashey：谈谈这些经历。准确地说，它们不是研究。

Patterson：对，那不是研究。我想我做了不少这种事。我想到当主任，我觉得这辈子差不多完

了，但是，你组织一帮人做出一台计算机的本事可以延伸到如何让一组人在学术界获得成功。你需要学会

授权。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你要能够鼓励人、领导人，诸如此类。所以我想同样的这些技能是可以延伸到

学术界的，我就这么做了。后来我帮助过计算研究协会，那时我是理事长，或主席，我猜是那么叫的。我

做了四年。那是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志愿者关心和帮助着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后来，更近些的时候，我

当了几年ACM主席，这是被选举出来的，像CRE那玩意和领导力。关于领导技巧，我知道如何把人聚在

一起做事，如何组织开会而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想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的好朋友John Hennessey是斯

坦福的校长，这事让我也有了当个什么主席的愿望（笑声）。有这样的机会，那我就做了。

Mashey：让我们最后来一些问题，总结一下。我想，恐怕，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让你讲完你所有这些

可爱的长故事，但希望这些问题能总结所有的事。我想第一个问题是，总而言之，你认为从中得到的最重

要的人生课程是什么？

Patterson：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老到可以被别人问这种问题。（笑声）

Mashey：不好意思，先生，但是我们俩都到了这岁数了。

Patterson：我想乐观帮助我很多。不是没来由的乐观，而是审慎的乐观，但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

五五开、六四开或者四六开的机会，我会说“让我们干吧，让我们试试吧”。这对我很好。我想如果要是

我多了一点悲观，我就不会给伯克利打电话。有很多事我不会做成，所以我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另一点

就是跟随你的内心。有些人要求你建议他们应该做什么。但哥们，如果你自己对一件事都没有激情，很难

想象你会成功。

Mashey：所以你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你能回忆你的最骄傲的时刻吗？不管是技术的还是其它方

面的。

Patterson：哦，我想最骄傲的时刻是关于家庭的，我确信。天那，很难讲。我记得，我的两个儿

子，快要结婚了。我将有麻烦了（笑声）。和我高中的女朋友结婚，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让我很震悍，有

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在我的老二出生时我有了很多不安全感，嗨，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笑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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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伯克利的工作是一个相当大的骄傲的时刻。我得到了伯克利杰出教学奖。我有点不安。可能在伯克利给

我终身教职时，他们搞错了。可能应该是Peterson而不是Patterson。我说“哦，我得了杰出教学奖”。是

的，这是我想到的一些事。事实是手表还走着呢。老天，这全是魔术吗？你把这些一点一点拼起来，送出

去磁带，然后硅片回来了。会发生什么呢？它们会烧掉吗？会发生什么事吗？

Mashey：关于这些什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转折点或什么事导致你走这条路？能挑出几件吗？

Patterson：从我自己的历史来说，感谢Jean Lubert帮助我在本科时找到工作。我的太太为这个牺牲

了自己的财务保险。在学术方面显然是去了DEC，在那个环境里停下来想什么是有意义的，回来后接着思

考什么是有意义的项目。跟随我刚刚给出的建议，跟着你自己的内心。你愿意做什么？好的，其他人想让

我做这个。还有那些，你愿意怎么做？我想做这个。好的，做那个。（笑声）

Mashey：如果这些事没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你会做些什么？

Patterson：我会做什么？以前有人已经问过我了。我做过很多运动，也做过单项运动，摔跤。然

而我也到了好的团队，我学会团结人，组织队伍，让队伍成功。我想我会做一些能利用这些长处的事情。

我很乐意这么做。我注意到我所有的书全是和别人合写的。几乎我所有的论文也是和别人合写的。我喜欢

和别人一块做事。所有我想我会做些团队领导之类的工作。

Mashey：你已经有了许多贡献，挑几个你在领域里的最大的贡献讲讲。

Patterson ：哇，在领域里的最大贡献，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Mashey：或许这些贡献的影响。

Patterson：影响的话，我想RISC的想法和那本书改变了人们对设计计算机的看法。此后就有了不

同的观念。那不只是我的功劳。RAID那东西，如同我所想的，有很多书讲了如何设计可靠的系统，如何

设计可依赖的系统，但只在非常小的领域里被采用了。我想只有内存里的ECC（纠错编码）是人人都用

的。现在是存储里的RAID，RAID在存储里已经相当标准了。没有争议。你读过的关于可靠性所有想法，

有一些是每个人…都在用，很多人在谈论，所以这些可能是有大贡献的。

Mashey：差不多是最后的问题了，关于你的榜样，如果有的话，是谁？或者谁对你有特别的帮助？

Patterson：有的，当然是我父亲，我是老大。我父亲是一个过他的日子的人，以家庭为中心，努力

为家庭工作，等等。他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每天上班单程要花一个小时左右，这启发我住在自行车可到的地

方。（笑声）除了家庭主导是受我父亲影响，伯克利的Dick Karp和Manuel Blum对我影响也很大。他们是理论

家，很有名，两个获奖的理论家。他们确立了教好书的标准，是非常和蔼的人。他们绝对不是傲慢的人。我

不知道有谁比他们更有名和更和蔼。他们树立了行为和方法的准则，能待在他们周围真的很好。我喜欢这

样。我喜欢，我相信我同样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你能成功，做你喜欢的事，和别人一块工作，当个好人，好

好教书，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教书，不傲慢，那真的非常好。我想这些是那些影响我的人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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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ey：既然你这么强调教学，你能给现在和将来在你的领域工作的人一些建议吗？

Patterson：你说的是学术界还是刚进入这个领域的人？

Mashey：两者。

Patterson：在这个新世纪里人们热衷于生物学，我也是其中一个。我想每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

激动的领域。但我和其它一些人也认为我们只是刚刚碰到了信息技术的皮毛。我们正在谈论史前时期，就

像你和我谈论穿孔卡片。他们甚至不理解改变一个逗号就要花8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是的，我想不会

很久我们就会以这样的方式看现在。我指的是，假如我们解决了并行问题，我们提高了编程的生产率。有

很多这样大事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的半导体同事继续造出更强大的芯片，并且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方法用

它们，那将真正提升应用水平。这是非常显著的影响。你想每年十亿个手机。我们有六十亿人。每年就是

10亿个新手机，2.5亿台个人电脑。我们确实有机会影响整个世界。你想任何时候多少人，包括我，每天

都在用谷歌搜寻各种东西。那是我头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正刚刚看到这个技术的冲击。一个搞搜索的朋

友告诉我已经发现如何与人工智能对接。我们只要敲两三个字给这个圣灵，就像把一些东西送到圣灵的嘴

中，就可以得到智慧。如果我们能使技术进步，就可以使几亿人使用这样的方式思考。所以现在是特别有

意义的时代，通过并行处理和数据中心等技术，计算机工作者通过让我们访问信息、接触这个领域中大量

的新机遇，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很可能，你还想做的其它那些你感兴趣的事，可以帮助经济、政治，任

何你想做的事，都可以创造新的技术，善用它们，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实际上你还能以许多其它方式

产生这样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如果要进入这个领域，现在正是一个非常伟大、奇妙的时代。

Mashey：啊，太好了。所以你认为计算机科学还没有做完。

Patterson：是的，计算机科学还没完成。（笑声）这像那个在1870年关闭专利办公室的人。天哪，其实

还有很多，正如我们谈论的并行性等东西。最好的软件还没写出来。一行也没写出来。现在还有一些东西我

每天都必须带在身上[举起手里的PDA]，还没有人写出来呢。如果他们写出来了，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Mashey：非常好。非常感谢，Dave。

Patterson：谢谢，John。

（访谈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