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 UEFI 实现透明计算的分析及案例研究

摘要：

透明计算（TC）可以被视为一种将

存储作为服务的特殊类型的云计算。

TC 将软件堆栈从逻辑上与底层硬件平

台分开，将计算单元与存储分开，从

而实现让同一软件在不同的硬件上运

行、不同的软件在同一硬件上运行的

目的。TC 要求使用统一的软件 - 硬件

接口，以抽象出底层平台的细节。新

一代 BIOS 接口——统一可扩展固件接

口（UEFI）定义了软件堆栈和硬件平

台之间的接口，因此非常符合 TC 的

要求。UEFI 的模块化设计也支持 BIOS

自定义。本文提出了一种使用 UEFI 实

现 TC 的理想前景预测。本文提供了

多个模型，以展示当前硬件和软件堆

栈在性能、可移植性、硬件适配性方

面的限制因素。最后，本文提供了一

个关于无线 TC 平板电脑的案例研究

以及分析。
— 图 1. 云计算 —

云计算提供了通过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服务供给的途径。但是，如何重用当前为了

独立计算机而设计的软件资源，已经成为摆在云计算部署面前的一个问题。多数云

计算实现都是基于 Web 软件架构的软件即服务（SaaS），它们运行远程服务器上的

服务软件，通过 Web 浏览器将结果返回客户端。但是，目前独立的软件系统很少针

对 Web 架构设计，将全部独立软件转变成基于 Web 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带来

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在云中重用这些独立软件。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将存储

视为来自网络的服务，逻辑地访问一个远程虚拟磁盘，就像它物理地连接在客户端

上一样。这个概念形成了一个新的计算范式：透明计算（TC）。

我们可以将 TC 看作是提供软件存储即服务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云计算，或者更具体地

说，将持久存储当成基础架构的一种特殊类型的 IaaS。TC 逻辑地将软件堆栈与底层

硬件平台分开，将计算单元与持久存储分开，以实现相同软件在不同硬件上运行、

不同软件在同一硬件上运行（Chen and Zheng, 2008）的目的。因此，在硬件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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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速计算机网络、高性能计算机系统、高容量存储设备的普及，云计算的概念

已经相当流行。我们可以将云计算视为过时的大型机系统的继任者和现代实现，其

中哑终端被客户端的计算设备替代，终端和大型机之间的串行电缆连接扩展为高速

计算机，而低性能的中央处理单元升级为强大的分布式“计算机云”，硬盘由大容

量存储设备替代。云计算是“计算即服务”的交付，而不是产品的交付，在云计算中，

共享的资源、软件、信息，像公用服务（例如电网）一样，通过网络（通常是互联网）

提供给计算机及其他设备（摘自维基百科全书）。与过时的大型机系统类似，云计

算也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架构。图 1 显示了云计算的概念图表和分类。根据服务器

提供的服务（基础架构、平台、应用程序）不同，构成了不同类型的服务架构——

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以及基础架构即服务（IaaS）。



— 图 2. 透明计算 —

这里提供。

• TC 交付网络：TC 客户端和 TC 服

务器之间的网络连接。TC 交付

网络的带宽对整体性能有显著影

响。

如前所述，TC 与云计算有一些共同特

点，包括：计算与存储的分离、客户

端 - 服务器架构、SaaS 的实现、软件

资源的动态管理、透明的软件维护、

一组客户端需要的管理工作更少。但

在云计算中，数据流是从服务器流向

客户端——计算和存储在服务器端完

成，然后在本地显示。而在 TC 中，

数据从客户端流向服务器——数据由

本地计算生成，然后放到远程存储上。

TC 客户端就是裸机而软件作为服务，

通过高速网络与远程 TC 服务器形成

管道，就像自来水供应或电网供电一

样。操作系统及其上层软件的流执行

是 TC 的另一个特征（Zhang and Zhou, 

2010）。

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逻辑接口，将是 TC 实现的新挑战。

下一代固件接口，即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UEFI），定义了操

作系统和硬件固件之间的接口（Unified EFI Inc., 2011）。UEFI 在

系统架构上符合 TC 的要求，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接口，可以

用来将底层硬件抽象出来，将软件堆栈与硬件平台分开。多个

行业已经采纳了 UEFI，它已经是一个流行的标准接口。另外，

UEFI 模块化的设计提供一种自定义 BIOS 的方式，可以将增值

模块集成到固件中。

虽然 UEFI 看起来是 TC 实现的不错选择，但在 TC 处理当前硬件

和软件堆栈方面仍然存在几个问题：UEFI 只在引导前的阶段工

作，在运行时不起作用，操作系统并不调用 UEFI 服务，而是直

接访问硬件寄存器。对于这些限制，需要找到解决方案。而且，

为了适应平板电脑、手机之类的无线和嵌入式设备，我们需要

考虑 TC 如何才能与无线环境中的这些技术很好地协作。对于

一些新的挑战，例如网线的可靠性、设备丢失、数据保护、应

用程序 / 操作系统变化等等，都应该仔细考虑。

在本文中，第 2 章回顾了 TC 的概念，第 3 章简要介绍了

UEFI。然后在第4章描述了基于UEFI的TC解决方案的理想实现，

第 5 章讨论了几个在可用硬件和软件的约束条件下，可用的几

个备选解决方案，并进行了适当的分析。第 6 章讨论并分析了

一个基于 WiFi 和平板电脑的实际案例。第 7 章就 UEFI 对 TC 实

现的价值进行了归纳并给出了研究结论。最后是致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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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计算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图 2 所示：

• TC 客户端：TC 基础架构的客户端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是运行不同软件堆栈的

裸机。

• TC 服务器：TC 基础架构的后端。TC 服务器主要用于存储，以及向客户端提供

软件服务。此外，其他增值功能，例如基础架构管理、用户身份安全性也在

第 2 章 透明计算概念的简要回顾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将 TC 当成“存储即服务”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云计算。透明计

算的主要特征包括两个“分离”：软件堆栈和硬件平台的分离，计算和存储的分离。

TC 的目的包含两个“运行”：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同一个软件，在同一个硬件平

台上运行不同的软件。同云计算一样，TC 也遵循客户端 - 服务器架构。TC 是普适

计算的一种实现。计算机指令和数据的执行暂时在空间上与它们的存储分离（Zhou 

and Zhang, 2010; Zhang, 2004）。

通过 UEFI 实现透明计算的分析和案例研究



表 1 归纳了云计算和 TC 之间的关键区别。简而言之，透明计算只利用远程存储，而

在云计算中，除了显示，一切都在远程服务器上完成。透明计算对本地硬件资源的

利用要比常规的云计算多。

与云计算相比，TC具有特殊优势：客户端计算充分利用硬件，流执行不改变用户体验，

与现有软件环境兼容，远程存储提高系统安全性。

利用 TC，最终用户不需要考虑软件维护，可以选择不同的计算设备，就像选择不同

的电视频道一样。原因在于，由于 TC 服务器提供软件环境的裸机性，因此可以自由

选择。这种灵活性实现了 SaaS的概念，并为透明计算中的“透明性”提供了新的途径。

从硬件角度看，TC 明显的优势是提高了计算和存储的效率。裸机不需要像传统的独

立 PC 一样考虑太多软件问题，只需要提取本地使用所需的软件即可。这会显著降低

软件加载和调度的开支，从而提高整体效率。这个过程又使在小硬件上运行大软件

成为可能，例如，在入门级的手机上运行资源密集型的游戏。

在计算机架构增强方面，TC扩展出新的冯 •诺依曼架构（已经主导架构领域数十年），

即将持久存储发送到远端——或者是大容量存储服务器的逻辑分区，或者是成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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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云计算和透明计算之间的区别 —

通过 UEFI 实现透明计算的分析和案例研究

万台计算机的闲置磁盘空间组成的虚

拟分区。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总线”

是连接中央处理单元的高速计算机网

络。可以将 TC 基础架构看作一台巨

型 PC，不同的外围系统动态地与不同

的虚拟处理器绑定。

远程存储上的软件可以方便地在裸机

客户端之间共享，这样拥有大批客户

端的系统管理员的工作将变得更为简

单。例如，在大学计算机中心对 TC

服务器上共享软件包的一次计算机扫

描，相当于对成百上千台客户端独立

硬盘的扫描。

对于 TC 解决方案的实现来说，必备

条件是寻找一个统一的软件 - 硬件接

口，使得软件可以独立于硬件开发，

不需要考虑底层不同的硬件平台。这

个功能将在下一章 UEFI 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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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FI 接口分离了固件和操作系统。平台固件由 PI 

Foundation（所谓的“Green - H”）、平台驱动程序、

底层硬件组件模块组成。用户可以将自定义驱动程序执

行环境（DXE）/ UEFI 预初始化（PEI）驱动程序添加到 

Foundation 内，构成完整的 BIOS（稍后解释）。

在 PI 规格中，UEFI 引导过程分成一系列阶段，如图 5 所

示。SEC（安全）阶段有自己的任务，包括基本的安全检

查和初始化。在多数实现中，SEC 仅是两条跳到 PEI、EFI

预初始化阶段的简单指令。

第 3 章 UEFI 简介

PC 设备发明的同时也创建了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这种个

人计算机上固件，并将其作为硬件平台最底层的系统软件。在

多数情况下，尤其从软件开发人员的角度来看，BIOS 被视为硬

件平台的一部分。计算机主板上的 BIOS 架构过去几十年前几

乎一直未变（Vincent, Michael, and Suresh, 2010）（Michael et al., 

2009）——仍然严重依赖硬件平台，操作系统自定义没有多少

抽象，是使用实模式（real mode）汇编语言编写的，由于 IP 保

护以及汇编语言编写代码的困难性，几乎不可能添加扩展代码，

大多数功能仅限于加电自检（POST）。要改变这一局面，在临

近 2000 年的时候，推出了一种新的固件接口，这个接口逐渐

被业界所接受并成为标准。

UEFI 最初名为“EFI”，是为安腾 ® 平台设计的。EFI 的原始目

标是在芯片设计和平台设计完成之前，定义一个相对稳定的操

作系统加载器接口（Mark, Vincent, and Michael, 2011）。EFI 最重

要的一个特征——对高级 C 语言接口的支持——就是这个时候

出现的。UEFI 定义了操作系统和平台固件之间的接口，针对的

是广泛的硬件类型，从桌面、移动服务器，到嵌入式设备（例

如信息娱乐系统）、电信设备和手机。UEFI 为从传统系统进行

迁移提供了一种渐进方式。与从头开始对 BIOS 进行定制相比，

利用 UEFI 添加 BIOS 扩展变得非常简单。UEFI 支持目前的行业

标准，例如 ACPI。UEFI 的目的是为加载 UEFI 映像定义一个公

共的引导环境抽象，包括 UEFI 驱动器、UEFI 应用程序、UEFI

操作系统加载器，并作为 BIOS 的扩展。

图 3 显示了 UEFI 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位置（即在操作系统和固件

之间），它由引导服务、运行时服务、数据表组成。数据表包

含与平台相关的信息，例如 ACPI 和 SMBIOS。引导服务在预引

导期间使用，运行时服务用于操作系统阶段。通过这些数据表

和服务调用，为后续的操作系统引导过程将底层平台抽象出来。

— 图 3. UEFI 的位置 —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UEFI 是一个接口标准，它并没有规定平台

应该如何构建。“如何”工作交给 PI，即平台初始化标准负责。

PI 描述了从重置到操作成功之间的各个阶段，包括一个与 UEFI

兼容的环境。PI 标准基于英特尔的样板 UEFI 实现，并且是作为

平台实现指南发布的。图 4 显示了其内部架构（Unified EFI Inc., 

2009）。

— 图 4. UEFI BIOS 架构 —

通过 UEFI 实现透明计算的分析和案例研究



PEI 阶段在平台的初始状态中工作，此时甚至可能没有内存。

PEI 通常负责初始化内存，描述了交接块（HOB）的数据结构，

将固件卷的位置放在 HOB 内，将控制传递给 DXE。PEI 由 PEI 

Foundation 和 PEI 模块组成——前者是运行后者必需的公共核心

代码，所以它的功能仅限以下范围：定位、验证、分派 PEIM，

在 PEIM 之间通信，向 DXE 提供交接数据。

系统初始化工作大多数在 DXE 阶段执行。DXE 阶段的组成部分

是：DXE Foundation、DXE 分配器、以及一套 DXE 驱动程序。

DXE Foundation 使用 HOB 列表和 DXE 架构协议的服务，生成一

组 UEFI 引导服务、运行时服务以及 DXE 服务。它被用来发现

DXE 驱动程序并以正确的顺序执行 DXE 驱动程序。DXE 分配器

发现存储在固件卷内的 DXE 驱动程序，并按正确的顺序加载它

— 图 5. UEFI 引导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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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DXE 驱动程序用来初始化处理器、芯片组、平台组件，并

为系统服务、控制台服务、引导服务提供软件服务抽象。

在 DXE 分配之后，引导服务选择（BDS）阶段接手平台的控制

权，与 DXE 协作，建立控制台，并尝试引导操作系统。一旦操

作系统开始引导，全部 DXE 服务均退出，只留少量运行时服务。

BDS 还负责实现平台的引导策略，为系统厂商提供了灵活的机

制来自定义用户体验。

总之，UEFI 是软件堆栈（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固件）之间

的接口，PI 是平台的实现标准。遵循 UEFI 和 PI 标准的 BIOS 实

现能够打破原有 BIOS 的限制，既提供统一的接口，又不影响差

异化。

通过 UEFI 实现透明计算的分析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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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问题描述和 UEFI 理想的 TC 实现

— 图 6. 透明计算的问题描述 —

有了前几章提供的 TC 和 UEFI 背景知识，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UEFI 理想实现

的 TC 所面临的问题，不必担心硬件或软件的限制。TC 的工作模型抽象如图

6 所示。

裸机 M 作为 TC 客户端，通过 TC 交付网络 N 来连接到 TC 服务器（S）。作

为服务承载方，软件服务 SW 以流的方式连接到 M，并在本地执行。逻辑上，

SW 执行时就像存储在 M 本地的持久存储上一样。作为裸机，所有操作，包

括计算、内存读 / 写、输入 / 输出（IO）都在本地完成，只有对持久存储（例

如硬盘）的读 / 写例外。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必须满足两个假设：

• 假设 I：SW和M 逻辑上应该独立，即，不同的SW可以在不同的M上运行。

• 假设 II：M 上没有持久存储，所以 M 上对“持久存储”的读 / 写操作都

应该透明地完成，方法是从 S 存储加载并传输到 M，就像是从 M 的虚

拟“持久存储”上加载一样。

假设 I 的关键是软件（SW）和硬件（M）必须分离，在软件和硬件之间应该

找到统一接口；换句话讲，隐藏底层硬件细节的统一平台抽象是必须的。

作为一个选择，UEFI 固件与硬件一起作为裸机，为上面的操作系统和应用

程序提供了统一接口（UEFI），并通过数据表和 BIOS 服务提供了底层硬件

的统一抽象。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什么是“透明性”。

而对假设 II 来说，TC 客户端上的虚拟“持久存储”是必需的。裸机的固件

应该能够在 M 上连接来自 SW 的块，将其转发到 S，在 S 上处理块 IO 请求，

再将其发回 M，最后将块 IO 的数据返回 SW。

为了演示这个概念，我们以操作系统的引导为例。平台 POST 完成后，操作

系统加载器从 BIOS 得到系统的控制权，调用一系列磁盘 IO，将操作系统内

核加载到内存。调用 BIOS 系统服务（对于传统的操作系统来说，是 int13

之类的 BIOS 中断；对 UEFI 来说，则是类似的块 IO 系统调用）从“本地持

久存储”将数据块（操作系统内核）加载进内存（Mao and Hu, 2001）。这

些块透明地从远程服务器获取。这个过程由 M 上的固件执行，用网络模拟

块 IO 持久存储，就像是真正的本地持久存

储一样。之后，操作系统内核完全控制平台。

但是，必须注意，因为在多数主流的操作系

统（例如 Windows 和 Linux）上，操作系统

并不使用 BIOS 调用访问硬件，而是通过它

们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这种现象可能的原

因包括：提高设备驱动程序的性能，让操作

系统有更多所有权，或者支持在 BIOS 级别

上未就绪的更高级设备，例如，音频设备。

要获得 UEFI 理想的 TC 实现，应该遵循以下

条件，不过其中许多条件目前尚未有任何一

个操作系统或平台可以满足：

• 每个UEFI设备在引导和运行期间工作，

这意味着即使操作系统加载完成，它们

也不会退出。

• 所有 UEFI 设备都应该在性能和并发性

方面进行优化。

• 平台的所有外围设备和功能单元在 UEFI

的 BIOS 级别上都应该支持。

• 引导加载器对硬件的访问应该通过 UEFI

服务进行。

• 操作系统运行时驱动程序应该通过 UEFI

服务，而不应该直接访问硬件寄存器。

简而言之，UEFI 作为一个抽象，应该完全地

分离操作系统和硬件，在从开机到关机的过

程中将底层平台抽象出来。上层软件堆栈，

不论是引导加载器还是操作系统，都不直接

接触硬件寄存器。内部加载如图 7 的 A 所示。

通过 UEFI 实现透明计算的分析和案例研究



— 图 7. 用 UEFI 进行透明计算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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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的图表 B 是原来的计算机系统，其 BIOS 与硬件平台绑

定。在预引导期间，操作系统加载器调用 UEFI 服务，在固件

之上运行。但是，在运行时服务期间，操作系统直接操作硬

件寄存器。作为接口，UEFI 只在预引导阶段发挥作用。

为了解决 UEFI 平台在运行时阶段的抽象问题，出现了图表 C

表示的完全虚拟化解决方案，在这里通过增加“增值”模块，

将 BIOS 自定义为轻量级的固件级别上的虚拟机。软件堆栈和

通过 UEFI 实现透明计算的分析和案例研究

第 5 章 使用 UEFI 的 TC 实现

尽管第 4 章描述的理想 TC 实现看起来很吸引人，在理论上也很

简单，但我们必须回到现实，看看如何才能让当前主流的操作

系统按照 TC 的方式工作。

简而言之，现实情况的约束条件如下：

• 当前多数操作系统都是旧的操作系统。它们在引导启动器

中不调用 UEFI 引导调用，而是旧的 int13 风格的 BIOS 调用。

• 操作系统很少使用 BIOS 级别的运行时系统调用与硬件平台

交互。

• BIOS 级别上几乎不支持系统外围设备，它所支持的设备，

多数需要启动操作系统。许多设备，例如音频，在操作系

统就绪之前并不支持。

• 多数 UEFI BIOS 是单线程的，代码也不是可重用的，而对运

行时驱动程序来说，这又是必需的。

• 多数UEFI设备驱动程序设计都未考虑性能，只考虑了兼容性。

因此，必须做出折衷才能让 TC 在当前可用的操作系统上工作。

相对闭源的操作系统（例如 WinXP），要比开源的操作系统（例

如 Linux）更困难，因为 Linux 内核的源代码可以自由修改。

我们可以从实现的角度回头来看底层平台的需求。首先是硬件

和软件之间的逻辑接口构成了统一平台的抽象。此类接口使软

件堆栈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间迁移——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

相同的软件堆栈，反之亦然。而且，TC 需要构建基于网络的虚

拟持久存储，所以最好不仅在在固件级别上包含网卡（NIC）支持，

还应该提供有关机制，将网络服务封装在虚拟持久存储设备上。

抽象的分离是关键，网络支持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下面是用 UEFI 固件采用渐进方式所做的不同 TC 实现，以及对

每个解决方案的分析。这些实现以本文作者在英特尔和清华大

学合作项目上的工作为基础。

平台之间的 UEFI 接口，包括 BIOS 和增值模块，都升级为支

持虚拟机的 UEFI 接口，不只在预引导期间工作，还可以在

运行时期间工作。相比图表 B 中原来的计算机系统，完全虚

拟化解决方案明显的改进是，客户操作系统不需要接触真实

硬件，从预引导到运行时，都只是用扩展的 UEFI 接口操纵

虚拟机虚拟化出来的硬件抽象。不论使用什么硬件，客户操

作系统接触的“硬件”都是一样的——都是虚拟机。完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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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化的好处是更好的平台抽象和 100% 的硬件和软件抽象。但

是，性能略微有限。英特尔内部对此解决方案的评估（Huang 

et al. 2008）是比本机解决方案的性能低 20%。而且，某些严重

依赖硬件外围设备的使用场景（例如图形处理）会受到影响。

典型示例包括 CAD 项目和动画。

完全虚拟化解决方案的问题令我们思考：如果我们能使用硬件

而不是虚拟机完成某些任务，会怎么样呢？这就是图表 D 中的

部分虚拟化解决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只在 BIOS 中挂接必需

的硬件访问，而让其他硬件访问直接到达硬件。在我们的案例

中，只将块 IO 虚拟化，而其他硬件操作保持原生状态。与完全

虚拟化解决方案相比，部分虚拟化由于更高效地利用本地硬件，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性能。英特尔的评估（Huang, 2008）表明，

对大多数计算机应用程序来说，整体性能大约是原生性能的

80%。但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在 IA 处理器中，IO 挂钩需要

芯片虚拟化的支持（例如 VT）。对此问题的简要解释是：引导

加载器和操作系统中的设备驱动程序可以抽象为一系列的 IO 指

令。我们必须连接与持久存储有关的特定范围的 IO 指令（例如，

从 0x1f0 到 0x1f7 针对 IDE 设备），进入 BIOS 代码，处理 IO 指

令，并将它转发到远程服务器。对于其他 IO 指令，我们则放行，

让它们直接访问硬件。CPU 虚拟化必须支持指令等级挂钩（Intel, 

2006）。

部分虚拟化对硬件的依赖性，妨碍了它在一些成本密集条件下

— 图 8. 不同 TC 实现的性能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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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用，例如教育和低端互联网设备，因为许多入门级的处理

器或移动处理器不支持虚拟化。这方面又导致了图表 E 所示的

最后一个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们将增值模块从 BIOS 转移到操作

系统。我们用新的块 IO 驱动程序替换掉操作系统的块 IO 驱动

程序，在操作系统级别上直接将块 IO 转发到远程服务器。但这

样做的明显不足是需要对操作系统加载器和内核做额外的打补

丁工作。

抛开对上述不同 TC 实现的架构分析，性能比较是另外一个有趣

而且可能会有所启示的主题。我们选择操作系统引导时间、IO

性能、典型的应用程序性能指示器进行比较，全部测试分别在

裸机（图 7，图表 B）、无虚拟化（图 7，图表 E）、半虚拟化

VMM（自构建的 BIOS 负载，图 7，图表 D）、完全虚拟化 VMM

（XEN，图 7，图表 C）上运行。测试的硬件平台是英特尔酷睿

™ 2 E7500，2GB 内存，300GB 硬盘，1000BaseTX 网络适配器。

干净的 Windows XP 和 Fedora 作为目标操作系统。

对于图 8 中的操作系统引导时间（左侧窗格），原生和非虚拟

化的结果非常接近，部分虚拟化更长，完整虚拟化最长。这个

结果与我们的理解相符，VMM，不论是半虚拟化还是全虚拟化，

都会降低 IO 效率，而非 VT 可能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图 8 中的

IO 性能指示器中也能找到这个结果（中间窗格）。对于 7zip 或

bzip 这样典型的压缩应用程序，也有性能影响，但比 dd 之类 IO

密集型应用程序的影响要小，如图 8 右侧窗格所示。



第 6 章 案例研究：基于无线的 TC 平板电脑解决方案

为了满足无线网络环境，本地硬盘上设置了一个本地缓冲区，

用来缓冲来自远程服务器的块 IO。每个软件服务都可以抽象为

基映像和增量映像。基映像置于本地缓存内，增量映像则置于

远程服务器上。由于增量映像只是整体软件服务映像的很小一

部分，所以多数块 IO 都在本地处理——这从部分上解决了可靠

性问题和无线带宽依赖的问题。如果无线质量太差，我们甚至

可以将老的增量映像副本放在本地缓存内，在无线网络不可用

的最坏情况下，这个解决方案仍能工作。

为了解决安全性问题，BIOS级别上增加了一个“用户验证”模块。

每次加载软件服务时，都必须通过验证检查，以防对 TC 系统的

非法访问。而且，本地缓存被加密，这个功能可以防止非法用

户使用设备，并保护本地和远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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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同操作系统环境的选择，这是 TC 固有的优势。

多数基于无线的设备都使用触摸屏；因此，应该在 BIOS 级别

上增加图形化的触摸屏用户界面，让预加载环境对用户更加友

好——用户验证和不同软件服务环境的选择在这里完成。

总之，图 9 的主要特点是：

•  本地存储上的块 IO 缓存。

•  BIOS 级别上的用户验证。

•  用数据加密实现本地存储保护。

•  虚拟磁盘管理组合相同的基映像和不同的增量映像，节约

不同用户磁盘空间，为最终用户提供更多操作系统引导选

项。

详细信息请参阅 2011 BJ IDF foil（Wu and Liu, 2011）。

前几章描述了在具备有线网络（例如 Ethernet）的 PC 上实现 TC

的一般原则。但是，在过去几年里，随着新一代移动网络（例

如 3G、Wifi、Wimax）大规模基础架构的建设，移动互联网开始

流行。移动互联网的终端不再仅仅是传统的 PC，而是平板电脑、

MID、上网本之类的嵌入式设备。这一发展使我们想到，我们能

否将 TC 解决方案扩展到无线网络中的移动设备。但是，我们必

须考虑到这个新场景中的以下新问题： 

• 与有线网络相比，无线带宽有限，而且相对不稳定。

•  移动平台通常没有 VT 那样高级的功能。

•  无线终端容易丢失。这个特点使得数据安全、设备 - 用户

绑定、用户验证更加重要。

•  人们更关注应用程序而不是操作系统，这有可能改变移

动互联网终端上的整个软件堆栈（例如，从 Meego 到

Android）。

•  由于移动设备通常属于消费类市场，因此在用户界面方面

会看到更多时尚趋势，应该支持触摸屏之类的新型 IO 设

备。

•  对手持设备来说，电源消耗和性能是一个老问题。

考虑到上面的这些新问题，我们试图根据图 6 中图表 E 的非虚

拟化模型来呈现一个示例，但对这个模型做了一些增强，以显

示 TC 如何适用于当前的操作系统和硬件。除了电源消耗限制需

要在硬件级别上解决之外，我们将看到，其余问题都可以在这

里解决。图 9 是我们的无线 TC 平板电脑原型的架构。

— 图 9. 案例研究：基于无线的透明计算平板电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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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UEFI 对 TC 的价值和总结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示例，我们将 UEFI 对透明计算的价值总结如下。

• 作为操作系统和平台之间的通用接口，以及得到广泛采用的行业标准，UEFI 为底层硬件平台提供了统一的抽象。

•  模块化设计和灵活的内部价值使得 BIOS/ 固件具有可扩展性，提供了向固件添加新模块的能力。

•  在固件级别上可以得到基于 UEFI 的特殊的增值模块（例如，安全性和本地存储管理）。

从技术角度讲，我们不能说 UEFI 是 TC 实现必需的前提条件。其他技术，例如 PXE- 引导负载、远程文件访问（如 NFS）

以及一些操盘系统级别的磁盘 IO 访问方法（如 iSCSI），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里讨论的 TC 问题。但是，UEFI 更加

通用和标准化，已经得到业界的广泛采用。开发人员更容易获取相关资源，包括免费的样例实现或文档（Geeknet，在线），

因此更容易在 TC 实现上使用。

总之，透明计算是普适计算的实现。TC 的特征是软件堆栈和硬件平台的分离，计算和存储的分离。UEFI 定义了操作系统

和平台固件之间的接口，也抽象了底层的平台。另外，UEFI 使得向 BIOS 添加模块成为可能。这方面也满足了 TC 的要求。

英特尔在基于 UEFI 的 TC 解决方案上进行了多年研究，既有“PC + 有线网络”的解决方案，又有“平板电脑 + 无线网络”

的解决方案。未来的方向将侧重于 TC 的广泛普及：针对无线解决方案的 SaaS、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服务性，性能以及

电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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