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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全面融合的浪潮方兴未艾, 促使传统云平台拥抱以图形处理器(GPU)为代表的众核体系架构。为满足
不同租户对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高密度计算的需求, 使得传统云平台大力发展 GPU 虚拟化技术。安全作为云平台 GPU 虚
拟化应用的关键环节, 目前鲜有系统性的论述。因此, 本文围绕云平台 GPU 虚拟化安全基本问题——典型 GPU 虚拟化技术给
云平台引入的潜在安全威胁和 GPU 虚拟化的安全需求及安全防护技术演进趋势——展开。首先, 深入分析了典型 GPU 虚拟化
方法及其安全机制, 并介绍了针对现有 GPU 虚拟化方法的侧信道、隐秘信道与内存溢出等攻击方法; 其次, 深入剖析了云平台
GPU 虚拟化所带来的潜在安全威胁, 并总结了相应的安全需求; 最后, 提出了 GPU 上计算与内存资源协同隔离以确保多租户任
务间的性能隔离、GPU 任务行为特征感知以发现恶意程序、GPU 任务安全调度、多层联合攻击阻断、GPU 伴生信息脱敏等五
大安全技术研究方向。本文希望为云平台 GPU 虚拟化安全技术发展与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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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arious industries is emerging, prompting the traditional public cloud provider to embrace the Heterogeneous Computing System, especially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a many-core computing architecture who can provides several times floating point computing power of the 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 Meanwhi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multi-tenant scenario for high-density computing, such as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GPU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can make multi-tenant sharing GPU possible, which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and industri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lack of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n the security of GPU virtualization that is the key to pratical applications. Thus motivated, we raise two fundemetnal questions of
GPU virtualization security in public cloud: the potential security threats brought by typical GPU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GPU virtua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security protection technology.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we first illustrate the typical GPU architecture, the virtualization methods of GPU and their
security mechanisms, and introduce the attack methods of side channel, covert channel and memory spill for existing GPU
virtualization methods. Then, we digest the potential security threats to public cloud brought by GPU virtualization, and
summarize the corresponding security requirements for GPU virtualization. Finally, we propose fiv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security of GPU virtualization, namely, collaborative isolation of computing and memory resources which can make
sure the performance isolation between GPU tasks of mutliple tenants, GPU task behavior perception which can inspect
the running malware on the GPU, secure scheduling of GPU tasks to ensure program and resource correspondence, multi-layer joint attack blocking, and GPU associated information desensitization. We hope this survey can provide some
helpful references for the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ecurity technology of GPU virtualization in public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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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全面融合的浪

潮高涨, 以及图形处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计算性能的稳步增长和编程工具的不断改进,
产业界越来越多的业务借助 GPU 的线程级并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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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促使云平台尝试拥抱 GPU 等众核体系框架,
以降低使用者自行购买、使用和维护 GPU 的成本。
相较于高性能计算(HPC)集群中部署和使用 GPU 的
方式, 云平台中提供 GPU 服务需要充分考虑 GPU 资
源虚拟化、租户间的安全隔离等问题。这使得“GPU
虚拟化技术给云平台引入的潜在安全威胁是什么”
以及“GPU 虚拟化的安全需求及安全防护技术演进
趋势是什么”成为云平台 GPU 虚拟化应用的两个基
本问题。
虚拟化是云计算的核心技术之一, 通过对软硬
件资源的虚拟化, 将基础资源离散化为可自由调度
的“资源池”, 实现资源按需配置。在传统的云平台
中, 虚拟化技术面向的是 x86 架构平台的计算资源
(中央处理器, CPU)和存储资源。然而 GPU 虚拟化却
困难重重, 首先是 GPU 有其独有的计算资源和存储
体系, 使传统的虚拟化技术无法简单的在 GPU 上移
植; 其次, GPU 设备的硬件实现与虚拟化技术的标准
化难以实现, 当前独立 GPU 的设备提供商主要是英
伟达(NVIDIA)和 AMD, 他们的寡头竞争关系使合作
难以实现; 此外, 现有的 GPU 驱动都是闭源的, 限
制了开源社区在 GPU 虚拟化上的工作。尽管业内有
针对 Intel[1]和 ARM[2]集成 GPU 的虚拟化研究(如
gVirt[3]), 但由于性能限制一直未广泛应用。我国太湖
之光超算使用的神威处理器[4]也是类似于 GPU 的众
核架构, 但较少商用。GPU 虚拟化技术可分为面向
图形用户界面的虚拟化技术和面向通用计算的虚拟
化技术, 本文的研究选择广泛使用的独立 GPU, 并
围绕面向通用计算的 GPU 虚拟化技术展开。
提供 GPU 服务已成为云平台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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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马逊弹性计算云[5]于 2010 年率先提供了 GPU
服务, 现在其基于英伟达的 V100、K80 等 GPU 提供
多种系统镜像。国内最大的云平台服务商阿里云于
2018 年开始提供 GPU 服务[6], 现有 vGN5i, GN6 和
GA1 等系统镜像, 分别使用英伟达 P4, V100, 和
AMD S7150 等 GPU。其中, vGN5i 基于轻量级 GPU
虚拟实例将公有云提供 GPU 服务的最小单位由单块
物理 GPU 降至单个流式多处理器(Streaming Multiprocessor, SM), 这提高了 GPU 的利用率并实现了租
户间的安全隔离。与此同时, 腾讯云、京东云、微软
云等多家公有云平台都开始提供 GPU 服务。
然而, 目前国内外对 GPU 虚拟化技术的安全问
题研究较少。在云平台中引入 GPU 会带来安全威胁
的演进: 基于 GPU 上的特有资源, 攻击可以在 GPU
的资源上发生, 而传统的虚拟化隔离机制与云平台
安全机制对此无能为力; 同时, GPU 的加入使集群与
节点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传统攻击可以借助这些变
化演进其攻击行为。因此需要明确 GPU 虚拟化的安
全需求及与之对应的安全技术研究方向。
在简要回顾 GPU 架构及 x86 平台的虚拟化方法
(第 2 节)的基础上, 为回答云平台中 GPU 虚拟化应用
的两个基本问题, 如图 1 所示, 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
多类型的 GPU 虚拟化方法以及其中的安全机制(第 3
节); 随后介绍了云平台中已有的多种 GPU 攻击方法
(第 4 节); 在总结已有安全威胁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
了云平台中引入 GPU 后带来安全威胁的演进(第 5
节); 基于此, 明确了 GPU 虚拟化的安全需求, 并提
出了 GPU 虚拟化的五大安全技术研究方向, 最终给
出 GPU 虚拟化的安全框架作为参考(第 6 节)。

图 1 云平台中 GPU 虚拟化应用带来的安全威胁演进, 及 GPU 虚拟技术的安全需求与安全技术
Figure 1 Security threat evolution brought by GPU virtualization, and corresponding security demand and
technolog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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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体系结构及 x86 平台虚拟化
①

本节首先以英伟达 为主展示其历代 GPU 架构
的硬件资源配置, 并概述 GPU 计算资源的组织及存
储体系的结构。其次, 以 CUDA[7]为主讲述 GPU 通
用计算编程模型。最后, 简要回顾 x86 平台上已有的
虚拟化方法。

2.1

GPU 体系结构

CPU 为处理逻辑判断多、通用性且计算密度较
低的计算任务, 被设计拥有用于指令预测、分支处理
等工作的复杂的控制单元。GPU 早期被用于图形图
像渲染, 故被设计为针对向量化计算的单指令多线
程(SIMT)结构, 在后续发展中 GPU 上的计算能力与

Figure 2

Table 1

可编程性不断优化, 被应用于计算密集型的通用计
算任务。图 2 展示了 CPU 与 GPU 架构对比。
表 1 中展示了支持 CUDA 通用计算的历代英伟
②
达 GPU 架构的配置 。以 Pascal 架构 P100 GPU[9]为
例, 如下图 3 所示其共有 56 个 SM, 提供 3584 个
CUDA 核(CUDA core)。GPU 中计算最小的单元为
CUDA 核, CUDA 核阵列、寄存器、shared memory、
③
物理线程块(warp) 调度器等资源构成 SM。SM 上的
资源为片上资源, 片下资源主要指全局内存及其上
功能单元, 被所有 SM 共享。英伟达最新发布的 Volta
架构[10]的 GPU 提供了更高的深度网络训练能力, 在
可编程性上, 其优化了虚拟内存及多进程服务
(Multi-Process Service, MPS) [10]的实现。

图 2 CPU 与 GPU 架构对比[8]
Architectural comparison: CPU vs. GPU [8]

表 1 历代 GPU 架构的配置
Configuration of generations of GPU architectures

GPU 架构

Fermi[11]

Kepler[12]

Maxwell[13]

Pascal[9]

Volta[10]

SM 数量

16

15

24

56

80

CUDA 核数

512

2880

3072

3584

5120

单精计算能力

1331
GFlops

3950 GFlops

6840 GFlops

10600 GFlops

双精计算能力

665.6 GFlops

1310 GFlops

210
GFlops

5300 GFlops

SFUs/SM

4

32

32

16

16

Warp 调度器(单 SM)

2

4

4

2

4

96 KB, 单线程块
48 KB

64 KB, 单线程块
32 KB

最大 96 KB

Shared memory 大小(单 SM)

共 64 KB, 可 16/48 KB 或 48/16 KB 与 L1
cache 分割

15.7
TFlops
7.8
TFlops

L2 cache 大小

768 KB

1536 KB

3072 KB

4096 KB

6144 KB

并发 kernel 数

16

32

32

32

48

全局内存

6 GB

12 GB

12 GB

16 GB

32 GB

统一地址扩为 49 位

支持空间复用的
GPU 分割

虚拟化支持演进

支持 Hyper-Q

引入统一地址

① 以 AMD GPU 为平台研究虚拟化的工作较少, 故以 NVIDIA 为主展示。
② GPU 型号分别 C2090, K40, M40, P100, V100。
③ shared memory 可译为“共享内存”, 因在有些语境下会产生歧义, 故文中用 shared memory 表述。warp 是 CUDA 中特定名词,
故用英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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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ascal 架构
Figure 3 Architecture of Pascal GPU

AMD 最新的 GPU 架构为 Vega, 其同样提供强
大的并行计算能力和良好的深度学习类业务的支
撑。AMD 与英伟达的 GPU 在架构上是相似的, 以图
4 的 AMD HD7970 为例, 可看到 AMD 的 GPU 由多
个计算单元(Compute Unit, CU)组成, 单个 CU 有局
部内存(Local memory)、流处理器(PE)等组成, 这与
英伟达 GPU 中组成基本相同。

2.2

GPU 编程模型及执行模型

GPU 上的主流通用计算编程模型有 CUDA 和
OpenCL[15], 二者十分相似, 表 2 展示了两者常用且
等价的术语。CUDA 程序包含主机端程序和 GPU 内
①
核程序(kernel )两部分, 主机端程序为 CUDA 程序

在主机端和设备端开辟内存空间, 并管理数据传输;
kernel 负责 GPU 端并行处理数据, 在 CUDA 编程模型
中通过设置线程空间(Grid)来组织 kernel 的并行执行,
每个 Grid 包含多个线程块(ThreadBlock), 线程块以
warp 为单位执行, 一个 warp 包含多个物理线程。相
对 CPU 线程, GPU 线程更轻量级。每个线程有其私有
的寄存器, 线程标识(ThreadID)等。同一线程块中的线
程间共享 shared memory, 并可通过局部同步术语进
行同步, 一个 SM 上可以开启一个或多个线程块。多
个 SM 上的线程间通信可由全局内存实现, 使用其上
的原子操作可完成 SM 间的线程同步。图 5 展示了
CUDA 程序中线程的组织方式。

图 4 AMD GCN 架构[14]
Figure 4 Architecture of AMD GCN GPU[14]

① “kernel”为 GPU 程序的特定名词, 故全文用英文表述。

34

Journal of Cyber Security 信息安全学报, 2022 年 3 月, 第 7 卷, 第 2 期

表 2 CUDA 与 OpenCL 等价术语对比
Table 2 Terms of CUDA vs. OpenCL
CUDA 术语

OpenCL 术语

grid

NDRange

threadBlock

workgroup

thread

workitem

warp

wavefront

global/device memory

global memory

shared memory

local memory

register

private memory

constant memory

constant memory

SM

CU

CUDA core

PE

OpenCL 程序也是由内存操作和 kernel 执行两部

分, 线程组织方式和 CUDA 基本一致。OpenCL 可兼
容 AMD 与英伟达的 GPU, 亦可支持 FPGA, DSP 等
架构的编程。理论上可实现 GPU 上跨平台的功能迁
移与性能迁移。

2.3

GPU 存储体系

GPU 上共有三个可编程存储空间, 寄存器、
shared memory 及全局内存。寄存器和 shared memory
位于片上, 其中寄存器为线程私有, shared memory
被一个 SM 上的线程块所共有, 片上存储更靠近计算
单元, 延迟低。全局内存位于片下, 访问速度低于片
上存储器, 其通过 L1/L2 cache 提供对 CUDA 核的高
速访问, 这类似于 CPU 上的内存与 cache 结构。此外,
全局内存中可以申请常量存储空间, 在 L1/L2 cache
中开辟专用的缓存空间。

图 5 CUDA 程序中线程的组织方式[16]
Figure 5 Threads organization in CUDA applications[16]

对于 GPU 上的通用计算程序(如 CUDA 或
OpenCL 程序), CPU 端负责申请主机端内存及 GPU
端内存, 同时发送 kernel 到 GPU 端, 运行时系统
(CUDA 运行时或 OpenCL 运行时)负责数据的拷贝
(通过 PCI-e 总线或是 NV-Link[17])。

2.4

x86 平台虚拟化相关技术
系统虚拟化技术是指将一台物理机中的资源(如

CPU, 内存, I/O 设备等)进行虚拟化。多个虚拟机可
以共享宿主机的硬件资源。宿主机通过搭载虚拟机
监视器(如 Hypervisor)提供虚拟机运行环境, 具体而
言, 通过 Hypervisor 控制硬件资源, 提供面向虚拟机
的宿主机资源分割, 及虚拟机之间的资源隔离。图 6
展示了两种 Hypervisor 类型。
现有的 x86 平台虚拟化技术主要有面向计算资
源 CPU 的虚拟化技术、内存的虚拟化技术和 I/O 设
备的虚拟化技术。

图 6 两种 Hypervisor 类型[18]
Figure 6 Two types of ypervisor [18]

CPU 虚拟化技术为每个虚拟实例提供一个或多
个虚拟 CPU(vCPU), 多个 vCPU 分时使用 CPU。虚
拟机监视器必须为多个 vCPU 合理分配时间片并维
护所有 vCPU 的状态, 当一个 vCPU 的时间片用完后,
需保存当前 vCPU 的状态并调度下一个 vCPU 载入物
理 CPU。x86 是主流的 CPU 指令集, 因其很多指令
不支持虚拟化, 故在虚拟化实现中以指令翻译方式
的不同划分为: (1)基于二进制翻译的全虚拟化, 其动

吴再龙 等: GPU 虚拟化技术及其安全问题综述

态扫描全部客户机操作系统的指令, 把不支持虚拟
化的指令替换为可虚拟化的指令, 该方法实现复杂
且效率低, VMware[19]是典型代表; (2)半虚拟化静态
修改客户机操作系统源码, 在操作系统执行前替换
掉不支持虚拟化的指令, 大大提高了虚拟化的效率,
以 Xen[20]为代表; (3)硬件辅助虚拟化修改 x86 硬件架
构实现虚拟化支持, 例如 Intel VT-X[21], AMD SVM[22]
技术, 其从芯片设计上提升了虚拟化的支持。
内存虚拟化完成宿主机的物理内存到虚拟机中
的虚拟内存的转换, 由 Hypervisor 中内存管理单元
(MMU)虚拟化支持。实现技术包括: (1)Xen 的直接页
表技术, 其修改虚拟机的操作系统, 使 Hypervisor 与
虚拟机共享页表, 通过段保护机制对地址空间进行
分段确保了虚拟机与 Hypervisor 的隔离, 该方法实
现较高的快表(TLB)效率, 但是需要 Hypervisor 的安
全审计防止虚拟机对页表的恶意窜改; (2)虚拟 TLB
技术, 当虚拟机访问虚拟地址时会触发页错误, Hypervisor 对页错误进行分析, 将虚拟机访问的虚拟地
址翻译成物理地址, 其效率低, 且只能对已访问的
虚拟地址进行缓存; (3)影子页表技术, 虚拟机拥有自
己的页表, Hypervisor 同时维护对应的转换表, 即影
子页表, 虚拟机的每次访存都会通过影子页表完成,
效率低; (4)扩展页表技术, 通过硬件加强的方式将虚
拟机的地址转换为物理内存, Hypervisor 不参与操作
直接由硬件完成, 效率最高。图 7 展示了虚拟机内存
与宿主机内存的关系。

图 7 虚拟机内存与物理机内存的关系
Figure 7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al memory and
physical machine memory

I/O 虚拟化需要完成虚拟中断, 虚拟寄存器访
问 、 虚 拟 直 接 内 存 存 取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实现方式包括: (1)软件模拟实现, 即软件模
拟硬件设备, 所有的访问都需要对指令进行捕获和
翻译, 效率较低; (2)半虚拟化实现, 其重新定义 I/O
架构, 使用分离驱动的方式分别实现前端驱动与后
端驱动, 二者通过共享内存的方式来进行数据交换,
效率高, 被 Xen、KVM[23]采用; (3)设备直通方式,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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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机操作系统使用未经修改的驱动直接访问物理
设备, 这需要所有的 I/O 操作直接发往物理机, 同时
中断必须被 Hypervisor 捕获, 且 DMA 需要重映射。

3

GPU 虚拟化技术分析

参考 x86 平台上成熟的虚拟化技术, GPU 虚拟化
需要完成其上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的虚拟化; 需
要实现 GPU 的资源池化, 以此向多租户提供按使用
付费的 GPU 服务。为此本文首先对比了 x86 平台已
有虚拟化与 GPU 虚拟化的需求, 如表 3 所示。
表 3 x86 平台虚拟化与 GPU 虚拟化需求对比
Table 3 Requirements of virtualization of x86 vs.
GPU
平台
虚拟化

x86 平台

GPU

计算资源虚
拟化

1. 实现 x86 指令集对
虚拟化的支持;
2. 实现 vCPU 并以时
间复用使用 CPU。

1. 实现对 GPU 计算资
源的有效切割;
2. 实现租户间的计算
资源隔离与性能隔离。

内存资源虚
拟化

1. 实现内存面向多租
户的有效分割;
2. 实现多程序的内存
空间的隔离与保护。

1. 实现显存面向多租
户的有效分割;
2. 实现多程序的内存
空间的隔离与保护;
3. 实现 GPU 虚拟内存
机制对计算资源虚拟
化的支持。

虚拟化管理
平台

实现 Hypervisor。

实现可与 Hypervisor 兼
容的 GPU 管理模块。

GPU 虚拟化在通用计算上的实现可分为“一虚
“一虚多”是指一块
多”和“多虚一”[24]两种技术。
GPU 上的资源被分享给多个虚拟实例; “多虚一”
是指分布式集群中的多个计算节点上的多个 GPU 卡
被统一管理, 虚拟实例可以使用集群中多个位置不
同的 GPU。本节的研究首先介绍了当前“一虚多”
的 GPU 虚拟化技术, 着重讲述了 GPU 上计算资源的
虚拟化方法, 内存资源的虚拟化方法; 之后介绍了
当前“多虚一”的 GPU 虚拟化方法; 最后介绍了 GPU
厂商提供 GPU 虚拟化产品的进展。

3.1

“一虚多”的 GPU 虚拟化技术

“一虚多”的 GPU 虚拟化技术需要解决对单
GPU 进行资源分割和其上租户间隔离的问题, 以有
效提高 GPU 的资源利用率并确保租户间的安全隔
离。具体而言, 需要实现对 GPU 计算资源虚拟化和
内存资源的虚拟化。计算资源的虚拟化方法可分为
基于时间复用的虚拟化技术和基于空间复用的虚拟
化技术。内存资源的虚拟化技术可以通过多地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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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 TLB 技术、影子页表技术等方式实现。

3.1.1 GPU 时间复用与空间复用概述
GPU 以锁步(lockstep)的方式执行[25], 即 warp 中
的每个物理线程同时执行相同的指令。当一个 warp
中的物理线程因访存等待执行时, GPU 调度其他
warp 执行来掩盖访存的延迟。GPU 以此方式提供高
吞吐量的计算能力。随着 GPU 计算密度的逐渐增加,
单块 GPU 上可以提供 80 个 SM, 研究多程序间有效
的计算资源复用方式是 GPU 虚拟化所必需的。
时间复用技术是指运行在同一 GPU 上的多个租
户的 GPU 程序对 GPU 上的计算资源分时复用, 根据
GPU 上资源剩余情况开启多 kernel。这种方式简化
了内存保护和资源调度。但带来资源浪费的问题, 如
单个程序没有完全利用全部 GPU 资源, 而其他
kernel 会因剩余资源不足无法启动。除此之外, 时间
分割的方式无法提供稳定的服务质量控制(Quality of
Service, QoS), 会导致程序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空间复用技术以 SM 为单位向租户分配计算资
源, 可以使多个租户同时拥有自己独占的 SM 资源,
实现多个 kernel 在 GPU 上同时执行。实现空间复用
的技术包括: 基于软件实现的多 kernel 调度, 确保单
kernel 对其所分配的 SM 上物理资源的独占; 基于
kernel 合并, 实现 kernel 以 SM 为单位的资源调度。
3.1.2 GPU 时间复用技术
CUDA Hyper-Q[26]技术使多个 GPU 应用程序以
时间复用的方式使用一个 GPU(Kepler 及之后架构的
GPU)。这提高了 GPU 利用率同时减少了 CPU 空闲
时间, 并提高了可编程性。GPU 程序按照其行为可
以分为访存操作和 kernel 执行两部分, GPU 程序的
任务级并发是充分利用两者的同步执行, 即用
kernel 执行来掩盖访存操作。一个计算任务流(stream)
会以队列形式组织 CPU 端输入的指令, 包括数据操
作和 kernel 执行。每个计算任务流中的指令顺序执
行, 而计算任务流之间的并发执行取决于资源在运
行时的可用性。Hyper-Q 提供了对多个计算任务流的
支持, 实现了 GPU 的时间复用。Hyper-Q 中对计算
任务流的调度如图 8 所示。虽然较早的 Fermi 架构不
支持 Hyper-Q, 但其最多可支持 16 个 kernel 的并发
执行, 与 Hyper-Q 不同的是其只支持一个硬件任务
流队列。
GPU 上多 kernel 并发执行受 GPU 资源的限制,
即每个 SM 上有限的寄存器、shared memory、线程
数量和线程块数量制约了实际并发执行 kernel 的数
量。若某个 kernel 的线程块使用了大量的寄存器和
共享内存资源, 则造成单个 SM 上剩余资源不足够其

图 8 CUDA Hyper-Q 示意图
Figure 8 Schematic diagram of CUDA Hyper-Q

他 kernel 的线程块执行, 这时 kernel 的并发执行则无
法实现, 直到运行中的 kernel 完成后释放资源后续
kernel 才能继续执行。可见, 按照剩余策略(leftover)
并发执行 kernel 会导致了 GPU 资源的浪费。Pascal
架构之后的 GPU 支持基于资源抢占的时间复用, 但
目前的这种虚拟化支撑技术并没有被广泛应用, 且
额外的抢占行为加剧了 GPU 中资源的争用。
基于时间片分割的弹性 kernel 调度[27]方法是较
早研究 kernel 并发机制的工作。文中以 Fermi 架构
GPU 为 平 台 , 使 用 Parboil2[28] 库 作 为 基 准
(benchmark)验证了 Fermi 平台上 kernel 的并发机制
会带来超过 30%的系统资源浪费, 为此, 该工作中
提出了弹性 kernel 机制、面向弹性 kernel 的资源分
配机制、基于性能数据的弹性 kernel 并发策略和基
于时间片的线程空间切换机制, 获得相对于 Fermi
平台原生并发机制 1.21 倍的系统吞吐量(System
Throughput, STP)提升, 并将两程序的平均转换周期
(Average Normalized Turnaround Time, ANTT)[29]提
升了 3.37 倍。
弹性 kernel 机制。弹性 kernel 机制实现了 GPU
程序中线程空间的定义与硬件资源的分配之间的解
耦合。弹性 kernel 由原始 GPU 程序的 kernel 转换得
到, 转换后的弹性 kernel 需要使用与原始 GPU 程序
不同大小的线程空间和线程块, 以保证运算结果一
致。在 CUDA 编程模型中, 逻辑线程块和线程与硬
件线程块和线程的映射机制是 1︰1 的映射, 弹性
kernel 需要使用 N︰1 的映射机制(线程重映射机制)
实现面向线程空间的细粒度的资源分配。为此需采
取 如 图 9 中 代 码 段 完 成 硬 件 资 源 标 识 (gridDim,
blockDim 等)到逻辑资源标识的转换(gd, bd 等), 以
获得弹性 kernel。如果原始 kernel 中用到了 shared
memory 或者是同步指令, 为了保持程序语义, 不对
原始 kernel 进行转换。对于 kernel 转换带来的寄存
器使用量及计算次数的增加, 该工作认为可通过增
加硬件支持解决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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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kernel 转换代码段[27]
Figure 9 Code of kernel transformation[27]

在获得弹性 kernel 后, 由于片上资源的限制, 需
使 用面 向 弹 性 kernel 的 资 源 分 配 机 制 设 定弹性
kernel 的线程空间和线程块大小。之后, 使用基于性
能分析(profile)的弹性 kernel 的并发策略实现多
kernel 的并发执行, 该工作基于 Parboil2 获得多种典
型业务的性能分析数据, 在硬件资源的限制下制定
多 kernel 并发执行的策略。最后, 使用弹性 kernel
实现了基于时间片的线程空间切换机制。
弹性 kernel 的方案提升了 GPU 资源的利用率并
减少了 GPU 任务执行的等待时间, 相较于原生的
kernel 并发方案在性能上有了一定的提升, 为之后的
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是, 该方法需要手动修改原始
GPU 程序的 kernel 代码, 没有考虑租户的安全性隔
离问题, 因此无法在云平台中普及。Hyper-Q 方案虽
支持多计算任务流的并发执行, 但其使用剩余策略
容易导致 GPU 资源利用率低下, 且多个租户的 GPU
线程块会同时分享相同的 GPU 物理资源, 因此没有
考虑在资源分享时实现安全隔离机制。综上, 可以看
到 GPU 的时间复用方法存在诸多安全漏洞。

3.1.3 GPU 的空间复用技术
GPU 的空间复用技术以 SM 为单位向 kernel 分
配计算资源, 可以使多个 kernel 同时拥有自己独占
的 SM 资源, 实现 GPU 程序间在计算资源上的隔离,
有效应对因资源争用产生的安全漏洞问题。实现方
法有 AccelOS[30], Pagoda[31]等。
Margiolas 等人[30]提出 AccelOS, 其基于 OpenCL
的封装与虚拟 NDrange 实现了 GPU 上资源的空间分
割与 kernel 调度的机制, 并对 GPU 程序透明(无需对
其上运行的 GPU 程序进行手动修改)。因其基于
OpenCL 实现, 具有跨平台性。该工作对标准 OpenCL
库进行了封装, 进而监控了 GPU 上执行的任务。同
时, 因其实现了 GPU 片上计算资源以 SM 为单位在
kernel 间的分割, 故安全性较高。
AccelOS 的架构如图 10 所示, 其包括: 系统接
口层(level 0), 用于与硬件平台连接, AccelOS 使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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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OpenCL 调用 GPU 资源, 保证了 AccelOS 的兼容
性; AccelOS 核心层(level 1), 其以后台程序方式运行,
包含一个运行时系统和一个实时编译器, 运行时系
统管理 GPU 物理资源并对 kernel 运行进行调度, 实
时编译器对 kernel 代码进行转换并与调度库链接,
以支撑虚拟线程空间(NDRange)机制; 应用程序接口
层(level 2)提供 OpenCL 程序接口并监视程序运行过
程, 通过对标准 OpenCL 库进行封装(得到 ProxyCL)
实现对 OpenCL 程序执行指令与参数的记录, 获得程
序的行为轨迹与 kernel 执行参数。

图 10 AccelOS 框架图[30]
Figure 10 Architecture of AccelOS[30]

AccelOS 中 kernel 调度如图 11(b)所示。
AccelOS
中转换每个 kernel 的线程空间, 确保多个 kernel 有其
独占的 CU(SM), 如图中的 4 个 kernel 被分配了相同
大小的物理资源。标准 OpenCL 运行时系统为先到的
kernel 按其请求分配 GPU 物理资源, 后续 kernel 能
否并发执行由 GPU 上的资源剩余情况决定, 这与
CUDA 的剩余策略一致, 如图 11(a)所示。
AccelOS 中使用了虚拟 NDRange 与虚拟工作组
(Virtual group, VG)机制实现了基于空间复用的 GPU
分割方法与 kernel 的调度机制。图 12(a)展示在标准
OpenCL 环境下两个 GPU 任务并行执行时, GPU 中的
工作组(workgroup, WG)和资源调度的情况。图中的
GPU 含有 4 个 CU, A 的 NDRange 包含 12 个工作组,
B 的 NDRange 包含 8 个工作组。当 kernel A 先到达
GPU 时, 会占用全部的 CU, kernel B 会在 A 执行完
成后继续执行。在 AccelOS 中虚拟 NDRange 机制如
图 12(b)所示, kernel A 与 kernel B 被分配 2 个 CU, 在
运行时系统对 kernel 转换后, GPU 程序的 NDRange
与工作组会被转换为虚拟 NDRange 与虚拟工作组,
GPU 端实际分别分配给 kernel A 与 kernel B 各两个
工作组, 每个工作组中实际执行的虚拟工作组数量
与原始程序中工作组数量一致。由于 GPU 上的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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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标准 OpenCL 与 AccelOS 的 kernel 调度对比[30]
Figure 11 Standard OpenCL vs. AccelOS in scheduler[30]

图 12 虚拟 NDRange 及虚拟 workgroup 的实现机制[30]
Figure 12 Implementation of virtual NDRange and virtual workgroup[30]

分配机制是将空闲的 CU 分配给先来的工作组, 当工
作组数量设置为 CU 的数量时, 可实现工作组对 CU
的一对一占用, 之后用虚拟工作组填充工作组, 最
终实现 GPU 计算资源的空间复用。虚拟 NDRange
会以队列的结构存储在 GPU 全局内存中。
AccelOS 使用实时编译器对原始 kernel 进行变
换, 其过程类似于弹性 kernel 的转换。实时编译器首
先基于 ProxyCL 对 GPU 程序执行进行静态分析, 判
断如何对其 kernel 进行转换, 原始 kernel 转换后需要
的工作组数量由运行时系统根据 GPU 剩余资源情况
决定。最终转换后的 kernel 可支持虚拟 NDRange 机
制带来的实际线程空间的尺寸变化。AccelOS 的运行
时系统通过 ProxyCL 获取 OpenCL 程序的动态请求,
基于此对程序进行行为监控。运行时系统由 kernel
调度器、kernel 存储管理器组成, 前者集中管理 GPU
程序的资源请求, 基于此对 kernel 进行调度; 后者负
责跟踪应用程序在 GPU 全局内存使用情况, 确保每
个程序都被分配足够的内存空间。
综上, AccelOS 通过对 OpenCL 的封装实现对
GPU 程序的静态分析和动态行为监控, 并基于虚拟
NDRange 实现了 GPU 计算资源的空间复用, 较好的
实现了多程序间的计算资源隔离, 安全性得到加强。

相较于 AccelOS, Tsung 等人[31]提出基于空间复
用面向窄任务的 GPU 空间复用虚拟化方案 Pagoda。
窄任务是指 GPU 线程启动数量小于 500, 且需要计
算结果低延迟返回的任务。现有的 GPU 任务调度策
略会导致执行窄任务时 GPU 资源利用率低下。为此,
Pagoda 使 用 类 操 作 系 统 (OS-like) 的 kernel( 名 为
“MasterKernel”)实现了一个运行时系统对 GPU 资源
进行虚拟化。任务由 CPU 端生成后发送至 Pagoda
系统, 并通过 MasterKernel 以 warp 的粒度进行调度;
根据窄任务的特点, Pagoda 通过任务持续生成与执
行机制降低任务生成和调度的延迟; 并实现了与之
配套的 shared memory 管理和 warp 级同步机制。
基于 MasterKernel 的资源虚拟化。Pagoda 使用
MasterKernel 在 GPU 上持续运行并占用全部的片上
资源, 这种方式与 AccelOS 中将工作组数量设为 CU
数量相似, 之后再将把资源分配给 Pagoda 上运行的
任务。图 13 展示了 Titan X(Maxwell 架构[12] GPU)上
的 Pagoda 框架。MasterKernel 通过在每个 SM 上开
启 2 个线程块, 每个线程块被设置为 32 个 warp 的大
小, 以此占据 SM 上可容纳的全部 warp。每个线程块
叫做管理线程块(Master Thread Block, MTB), 其拥
有 SM 中全部计算与存储资源, 并负责面向任务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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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配以及任务的调度管理。线程块中的每个线程
占用 32 个寄存器。每个 MTB 中第一个 warp 叫做调
度 warp, 其他 31 个 warp 叫做执行 warp。调度 warp
负责调度管理线程块中的执行 warp, 并管理 shared
memory 和 warp 级局部同步。MasterKernel 中使用了
两 个 数 据 结 构 , 任 务 表 (TaskTable) 和 warp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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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pTable)。前者负责任务的生成, 任务表中的每一
项保存了一个任务信息, GPU 端的任务表根据 CPU
端的任务表实时更新。每个管理线程块有自己的
warp 表, warp 表中有 31 个位置保存执行 warp 的状
态。Pagoda 基于任务表和 warp 表实现了任务持续生
成与执行机制, 提升了任务启动与切换的效率。

图 13 Pagoda 系统框架[31]
Figure 13 System architecture of Pagoda[31]

Pagoda 对空闲物理资源(warps,

shared memory

等)进行管理, 将任务调度至其上运行。由于 Pagoda
中的任务都是在 MasterKernel 上执行, 故任务不能
直接使用 shared memory, 为此全部 Shared memory
资源会以 2KB 为单位通过二叉树的结构进行管理。
管理线程块开始执行时其持有全部 shared memory,
调度 warp 将 shared memory 的空间分配给任务, 并在
其执行完成后回收。warp 级同步机制通过 CUDA 的
汇编编程模型 PTX 实现, 同步操作会根据任务申请
同步标识和线程标识来确定需要同步的 warp。
Pagoda 对于窄任务在 GPU 上的资源分配与调度
提出了完整的方案, 提升了 GPU 物理资源的利用率,
但没有考虑安全隔离的问题且应用范围有限; 虽然
提出了多个窄任务并发执行的方案, 但没有实现动
态资源管理机制, 无法实时的启动和调度任务。
如上所述, 基于 GPU 上提供的众多 SM, 可以面

向不同特点的任务实现计算资源的空间复用。空间
复用技术可以实现计算资源面向多租户任务的隔离,
这可以有效的应对基于资源争用产生的安全漏洞。
但仅实现计算资源的隔离并不足够安全, GPU 相对
CPU 有更多层级和复杂的存储体系, 多租户的计算
任务在共用全局内存时, 必须拥有有效的 GPU 内存
虚拟化机制, 实现 GPU 内存上的安全隔离。

3.1.4 GPU 虚拟内存技术
空间复用技术与支持多租户程序间隔离的 GPU
虚拟内存技术的结合, 才可以有效提升 GPU 资源在
虚拟化中的安全性, 并提升 GPU 资源的利用率。
GPU 虚拟内存需负责管理和保护每个 GPU 应用程序
的地址空间。然而, 当前多数 GPU 虚拟内存的实现
并不能支持多程序安全高效的并发执行。
CUDA 4.0[32]中首次支持统一虚拟地址。CUDA
6.0[32](Kepler 之后的架构可支持)引入了统一内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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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其创建了一个托管的内存池被 CPU 与 GPU 共
享, 程序中 CPU 与 GPU 端的操作都可使用指针访问
托管内存中的数据。但这种托管内存必须在 kernel
启动前同步, 统一内存的地址空间最大为 GPU 物理
内存空间的大小。在 Pascal[13]架构中, 虚拟地址空间
被扩大至 49 位足够覆盖主机端的 48 位虚拟地址空
间, 进而支持不受限的统一地址上的访存。在 Volta
架构 GPU 上为 32 个并发地址空间提供了硬件支持。
Ausavarungnirun 等人[33]的工作中尝试使用可变
页表的方法提高 GPU 的计算效率。在他们之后的工
作 MASK[25] 中 , 提 出 了 基 于 多 地 址 空 间 的 并 发
kernel 执行框架, 试图减少 GPU 上并发程序间的干
扰以及地址转换的开销。当前 GPU 虚拟内存的问题
有: 缺少对多地址空间的内存保护; 会因单个 warp
的 TLB 丢失会导致多个 warp 的挂起, 产生很高的延
迟; 多 SM 共享的 L2 cache 会因多程序的争用进一步
提高 TLB 的丢失率; L2 cache 与全局内存中的数据请
求与地址转换请求间因相互干扰会进一步增加 GPU
的计算延迟。为此, 其具体工作包括: 基于多程序地
址空间的方式提供内存保护; 使用 TLB-Fill Tokens
技术减少多 SM 间共享的 L2 TLB(位于 L2 cache 上)
上地址转换的丢失率; 使用对地址转换敏感的 L2
cache 绕过机制减少 L2 cache 中数据请求与地址转换
请求之间的干扰; 使用地址空间敏感的内存调度器

以减少全局内存上地址转换的开销。
多程序内存保护的增强。
MASK 允许不同的 SM
拥有各自的地址空间。利用每个 SM 上的根页表寄
存器(类似于 x86 架构中的 CR3 寄存器)设置每个
SM 的地址空间。每个 SM 的根页表寄存器中的值
同时也被存放在 TLB 机制中的根页表(位于 cache
上)中, 以被页表遍历器使用。如果 SM 中的根页表
寄存器中的值发生变化, SM 会保守的执行完正在
运行的内存请求, 以保证计算的正确性。通过扩展
L2 TLB 中的地址转换项标识每项所对应的 SM。
TLB 上的每次刷新操作只针对一个 SM, 刷新内容
包括该 SM 的 L1 TLB, 以及共享 L2 TLB 中属于该
SM 的所有条目。
TLB-Fill Tokens 的 机 制 如 图 14 中 ① 所 示 ,
TLB-Fill Tokens 使用时间窗口(106 个 GPU cycle)和令
牌(token)限制每个 SM 可向共享 L2 TLB 写入的 warp
的数量, 以此减少共享 L2 TLB 上单程序地址空间内
的干扰。单程序所有的 warp 都可以探测共享 L2 TLB,
只有持有令牌的 warps 可以向其中写入数据。没有令
牌的 warp 请求的页表项(PTEs)会被缓存在一个小的
TLB 旁路 cache(包含 32 个 TLB 项)中。由于单个程
序的数据局部性, 其上不同 warp 有相似的 TLB 命中
率, 因此没有令牌的 warp 会受益于持有令牌的 warp
将其所需的 TLB 项载入了共享 L2 TLB 中。

图 14 MASK 框架图[25]
Figure 14 Architecture of MASK[25]

对地址转换敏感的 cache 绕过机制如图 14 中②
所示, 其负责寻找需被绕过处理的地址转换请求。
MASK 采用 4 级页表机制(与主流 GPU 相似), 页表
级别越低越可能被共享并在线程间重用, 因此命中
率更高。地址转换请求在每级页表上生成相应的访
存请求, 这会在 L2 cache 上产生排队等待的延迟。绕
过机制通过对比 L2 cache 上数据请求与各级页表转
换请求的命中率决定需要被绕过的地址转换请求。
例如: 当某级的地址转换命中率低于数据请求命中

率时, 该级页表的地址转换将绕过 L2 cache, 直接发
送至全局内存中的内存调度器。
地址空间敏感的全局内存调度器如图 14 中③所
示, 调度器使用三个独立的队列处理内存请求。黄金
队列(Golden Queue)是长度较小的 FIFO 队列, 只用
来处理地址转换请求, 其中的请求会被最先处理;
白银队列(Silver Queue)处理某一个特定程序的内存
请求, 优先级次之; 普通队列(Normal Queue)处理来
自其他程序的内存请求, 白银队列中的请求可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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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普通队列的请求优先执行, 以此防止普通队列中
的请求占据大量内存带宽的情况发生。
MASK 实现了 GPU 上多多地址空间, 并对每个
程序的内存段进行保护, 提高 GPU 整体的吞吐量和
单指令处理周期(Instruction per cycle, IPC)。其工作被
英伟达参考, 在 GRID vGPU[34]中应用。
除了 MASK 工作以外, GPU 半虚拟化与全虚拟
化相关工作也提出了其他的虚拟内存实现技术。
Suzuki 等人[35]基于 Xen 实现了 GPU 全虚拟化和半虚
拟化方案 GPUvm。其使用了 GPU 影子页表, GPU 影
子通道和虚拟虚拟 GPU 调度器等技术。这些资源管
理技术将 GPU 以全虚拟化或半虚拟化的方式提供给
①
客户虚拟机。GPUvm 使用开源的 GPU 驱动 在 Xen
Hypervisor 中实现, 可支持 Fermi 和 Kepler 架构的
GPU。其架构如图 15 所示, GPU 访问聚合器仲裁
对 GPU 的所有访问实现多虚拟机对 GPU 资源的共
享。该机制实现了多虚拟机面向 GPU 内存资源的隔
离使用; 对于计算资源, 其以非抢占式时间复用的
方式实现。

图 15 GPUvm 架构图[35]
Figure 15 Architecture of GPUvm[35]

GPUvm 提供 GPU 影子通道, 将对 GPU 的访问
以虚拟机为单位隔离。GPU 通道的物理索引对所有
虚拟机隐藏, 通过将物理索引映射到虚拟索引的方
式, 完成虚拟通道的分配。为了确保一个虚拟机无法
访问另一个虚拟机的内存区域, GPUvm 为每个 GPU
通道创建一个影子页表, 其不受客户操作系统的影
响。所有 GPU 内存访问都由 GPU 影子页表处理;
GPU 内存的虚拟地址是由影子页表转换得到, 而不
由客户设备驱动程序设置。GPUvm 会验证影子页表

① GPUvm 无法使用原生的英伟达设备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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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以保证 GPU 内存可在多个虚拟机间安全共
享。通过使用 GPU 影子页表, GPUvm 保证了由 GPU
发起的 DMA 不会访问分配到虚拟机之外的内存区
域。GPUvm 不能应对 GPU 内存中的页错误, 因此需
要影子页表及时更新的更新。
GPUvm 是一份完整的 GPU 虚拟化方案, 但是其
基于开源 GPU 驱动实现且无法实现计算资源空间复
用的限制, 使其无法在公有云中大规模应用。
GPU 半虚拟化的工作还有 LoGV[36], VGRIS[37]
等。LoGV 使用逆向工程得到英伟达的开源驱动, 在
KVM 上实现了 GPU 半虚拟化, 其也实现了支持多程
序的多地址空间和内存保护。VGRIS 在 VMWare
SVGA[38]上实现了半虚拟化。
基于以上的研究, 可以看到计算资源的空间复
用技术和多地址空间的虚拟内存技术是单 GPU 虚拟
化技术的发展方向, 二者的协同使用在理论上可提
供云平台上安全可用的单 GPU 虚拟化环境。

3.2

“多虚一”的 GPU 虚拟化技术

在分布式集群中, 多个计算节点中有数量不等
的 GPU, “多虚一”的 GPU 虚拟化提供给一个租户
多个 GPU 使用, GPU 的位置对用户透明。相关工作
如 rCUDA[39], PALMOS[40]和 VOCL[41]等。
rCUDA 是最早的分布式集群中共享 GPU 的虚
拟化解决方案。rCUDA 允许集群中只在部分节点上
部署 GPU, 当 GPU 通用计算的任务被提交至集群中
时, rCUDA 框架将计算请求发送至 GPU 物理节点计
算并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rCUDA 实现了物理节点
与 GPU 解耦, 形成逻辑上共享的 GPU 资源池, 从而
增强集群配置的灵活性, 支持单个节点利用集群中
安装的全部 GPU。CUDA 应用程序可以与集群中的
任何 GPU 交互, 而不受其物理位置的影响, 这不仅
节省了空间, 而且节省了能源、购置和维护费用。不
足之处在于 rCUDA 框架并没有考虑安全控制并且需
要对程序代码进行修改。图 18 为使用 rCUDA 的集
群与传统集群的对比, 图 19 为 rCUDA 的结构。
rCUDA 的实现中需要进程间的数据通信以及应用程
序的调度, 该工作目前支持 InfiniBand 网络的加速。
PALMOS 是一种考虑进程安全的应用层实现的
虚拟化层, 位于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之间, 将集群
中的 GPU 提供给多进程或多用户使用。无需修改操
作系统、OpenCL 运行时以及应用程序。其提供了细
粒度的多 GPU 管理以及应用程序在集群中的调度。

42

Journal of Cyber Security 信息安全学报, 2022 年 3 月, 第 7 卷, 第 2 期

该工作已基于标准 OpenCL 实现, 具有可移植的特点
并对应用程序透明。
如图 16(a)所示, 在标准的集群环境中, 应用程
序将直接通过操作系统使用使用 GPU 资源, 若节点
上没有 GPU 资源, 或 GPU 资源被占用, 则应用程序
将无法启动或等待执行。如图 16(b)所示, PALMOS
通过对标准 OpenCL 的封装, 以及其运行时模块提供
的资源管理与程序调度, 实现了 GPU 任务在集群中
分发, 较好的应对单节点 GPU 负载压力过大的问
题。PALMOS 是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之间独立的一
层, 对客户端发送的 GPU 请求进行分析, 从集群的
角度对 CPU 和 GPU 资源进行管理并对 GPU 任务进
行调度, 以提高集群的吞吐量。
PALMOS 的设计如图 17 所示。Level0 为应用程序

Xiao 等人 [41]提出了一种针对 OpenCL 应用的
GPU 虚拟化解决方案 VOCL。与 rCUDA 类似, VOCL
采用基于远程 GPU 的加速, 提供支持 OpenCL 的虚
拟设备。VOCL 在客户端提供 OpenCL 封装器库, 在
服务器端提供 VOCL 代理进程。代理进程接收来自
封装库的输入, 并在远程 GPU 上执行它们。OpenCL
封装库和 VOCL 代理进程通过 MPI[42]进行通信。与
其他传输方法相比, MPI 可以提供丰富的通信接口,
动态地建立通信通道。可以将 VOCL 理解为在集群
中由 MPI 实现的 OpenCL 应用程序运行环境。
“多虚一”的 GPU 虚拟化技术使 GPU 卡与计算
节点解耦合, 即 GPU 任务可以交由集群中远程的且

接口层, 负责将应用程序的 GPU 调用发送至 PALMOS

的单节点上的同驻几率, 带来了新的安全漏洞。

中。Level1 中的 PALMOS 运行时系统, 负责 GPU 资源

3.3

管理与应用程序调度, 存储分配管理及安全管控。

3.3.1 NVIDIA MPS
GPU 多进程服务[43](MPS)是一种可选的、二进

Level2 层负责 PALMOS 与操作系统和运行时库的连接。

数量有限的 GPU 卡完成。这种模式可以减轻集群的
建造和运营成本。但同时增加了 GPU 任务在集群中

硬件辅助虚拟化

图 16 PALMOS 系统于传统系统的对比[40]
Figure 16 PALMOS vs. Traditional OS[40]

图 17 PALMOS 系统的设计[40]
Figure 17 Design of PALMOS[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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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传统集群与 rCUDA 集群对比[39]
Figure 18 Traditional cluster vs. rCUDA cluster[39]

图 19 rCUDA 架构图[39]
Figure 19 Architecture of rCUDA[39]

制兼容实现的 CUDA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多
进程服务被设计用来透明的支撑多个 CUDA 应用
程序并行执行, 以充分利用 GPU 的 hyper-Q 的计算
能力。英伟达最新的 Volta 架构[43]相比之前的架构
对多进程服务的功能进行了升级, 相比于之前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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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服务实现中 CUDA 程序必须通过 CPU 端的服务
向 GPU 端发送计算任务, 新的多进程服务的实现中
CUDA 程序可以直接将计算任务发送至 GPU 端, 同
时新的多进程服务的实现支持多地址空间, 即每个
CUDA 应用程序拥有其自己的地址空间, 而不是多
个 CUDA 应用程序分享 GPU 的统一地址空间。此
外, 新的多进程服务的实现通过限制每个 CUDA 应
用程序的资源实现服务质量控制。如图 20 中的对比
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 多进程服务的客户端共享 GPU
的调度和错误报告, 即单个客户端的异常会被告知
到所有的客户端(具体哪个客户端的异常并不告知),
同时单个客户端异常导致的 GPU 停机也会影响到所
有的客户端。如果提供多进程服务的服务器同时包
括 Volta 架构和之前架构的的 GPU, 多进程服务只能
利用部分的 GPU(提供新的多进程服务则无法使用
Volta 之前架构的 GPU, 提供旧的多进程服务无法使
用 Volta 架构 GPU)。Volta 架构的多进程服务通过限
制每个客户端可使用的线程数量, 可以使客户端的
任务被分配到一定数量的 SM 中。
3.3.2 NVIDIA GRID vGPU
本文之前讲述的 GPU 计算资源复用技术多构建
在消费级 GPU 之上。为了满足市场上对 GPU 虚拟
化的需求, 英伟达推出了 GRID 系列 GPU(其售价远
高于消费级 GPU)。GRID 系列 GPU 通过硬件辅助虚
拟化的方式支持虚拟 GPU (vGPU) [32]。虚拟机可以使
用 vGPU 直接访问物理 GPU, 多个虚拟机可共享一
个 GPU。其架构如图 21 所示, 基于 Hypervisor 中虚
拟 GPU 管理器, GRID GPU 支持将多个 vGPU 直接分
配给租户。vGPU 使用穿透(Pass through)技术实现,
因此客户虚拟机使用 vGPU 和物理 GPU 的方式相同:
客户虚拟机加载英伟达官方驱动后使用 vGPUs, 目

图 20 Volta 中的 MPS 与之前架构中 MPS 的对比[13, 43]
Figure 20 MPS of Volta vs. MPS of older GPU[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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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vGPU 拥有固定数量的 GPU 内存和计算资源,
vGPU 在其自身创建时从物理 GPU 内存中得到其独
占的内存, 并在虚拟机销毁后释放。所有驻留在物理
GPU 上的 vGPU 共享 GPU 中计算单元。目前支持通
用计算的 GRID GPU 有 M60, M10, M6 等, 其可以提
供对 Xen 和 VMware vSphere 的支持。

无法产生片上资源的争用; 对于 GPU 上的全局内存,
需通过硬件增强的方式实现支持多地址空间的 GPU
虚拟内存, 同时实现虚拟内存对计算资源空间复用
的支持, 对于无法支持多地址空间的 GPU, 可以选
择基于开源驱动的方式实现内存段保护; 对于分布
式集群中使用 GPU, 远程 GPU 逻辑池会增加同驻攻
击的威胁。综上, 可以认为已有的典型 GPU 虚拟化
方法并没有开展系统性的安全工作。

4 云平台中已有的 GPU 攻击方法分析

图 21 NVIDIA GRID 系列 GPU 中虚拟 GPU 实现[32]
Figure 21 vGPU of NVIDIA GRID GPU[32]

3.3.3 基于 Docker 的 GPU 虚拟化
容器将应用程序封装在相互隔离的虚拟环境中,
可以简化数据中心的部署。其是操作系统级的虚拟
化技术, 通过操作系统内核机制来进行虚拟化实现。
英伟达发布了 nvidia-docker[44], 其在 docker[45]上做
了一层封装, 以支持容器中使用 GPU 实现业务, 即
无需对 GPU 应用程序进行修改就可以在容器中使用
GPU, 同时可以利用 docker 中的部分隔离机制。目前
nvidia-docker 可实现跨环境的 GPU 支持, 方便云平
台中 GPU 环境的部署与应用。但是目前该方法(最高
版本为 2.0)不支持多进程服务(MPS), 容器引擎中(如
docker)GPU 的资源隔离是以单块 GPU 卡为粒度, 因
此容器管理工具(如 Kubernetes)上的多个租户可以单
块 GPU 为粒度隔离。例如: 可将租户 1 的镜像可被
分配 0 号 GPU, 租户 2 被分配 1, 2 号 GPU;若两个租
户同时使用一块 GPU, 则 GPU 内部无隔离, 两者的
程序会依次顺序执行。

3.4

典型 GPU 虚拟化技术及其安全机制总结

如以上展示的内容, 学术界与产业界在近年来
都在致力于开展 GPU 虚拟化相关工作。学术界多以
消费级 GPU 为平台, 尝试在计算资源上开展时间复
用、空间复用的工作, 同时提出 GPU 上内存的虚拟
化方法。产业界多通过硬件增强的方式, 将学术界提
出的方案进行产业化, 如英伟达的 GRID 系列 GPU。
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为实现租户间 GPU 的资源分
割、资源隔离与性能隔离的安全机制, 空间复用是对
于计算资源进行分割与共享的较好选择, 使租户间

目前, 提供 GPU 通用计算服务的云平台, 多数
选择使用英伟达的 GRID 系列 GPU, 基于穿透技术
实现 GPU 物理资源在多虚拟实例间的分享。本文之
后展示的 GPU 攻击方法都是在英伟达提供 GPU、
SDK 和官方驱动上开展的。
本节对现有的 GPU 攻击方法进行分析, 包括
隐秘信道攻击, 侧信道攻击和内存溢出攻击。在隐
秘信道攻击中, 木马程序与间谍程序首先在 GPU
上实现同驻, 随后基于 GPU 物理资源的争用实现
了间谍租户与木马租户间的信息传输; 在侧信道
攻击中, 攻击者可以通过资源争用方式或非资源
争用方式获取受害者的敏感信息; 内存溢出攻击
中, 攻击者基于 CUDA 的漏洞获得受害者在内存
中的敏感信息。

4.1

隐秘信道攻击

Naghibijouybari 等人[46]的工作首次实现了 GPU
上的隐秘信道攻击。该工作首先通过逆向工程推测
英伟达 GPU 上 kernel 与 warp 两级的调度策略, 并以
此实现木马程序与间谍程序在 GPU 上的同驻; 然后,
利用木马程序与间谍程序在 GPU 上的资源(cache,
FU 和全局内存)争用建立起隐秘信道; 并对已建立
的隐秘信道进行优化, 增加其带宽与鲁棒性。
隐秘信道攻击场景如图 22 所示, 多个虚拟实例
的 GPU 程序同时在一台配备 GPU 的计算节点上运
行, GPU 上并发执行的 kernel 中包含一个木马 kernel
和一个间谍 kernel。攻击假设木马与间谍可实现含有
GPU 的计算节点上的同驻(计算节点同驻属于云平台
传统安全问题)。该攻击可以发生在当前的云环境中,
也可以发生在其他多任务在同一服务器上共享 GPU
的非云环境下。
GPU 中同驻关系的构建。英伟达 GPU 平台的
kernel 调度算法并没有公开, 因此, 必须通过逆向工
程推测该算法。首先在 GPU 上发起两个不同的 kernel
并探测它们是否同驻在一个 SM 上, 每个 kernel 的线
程读取它所使用的 SM 的标识号(SMID), 以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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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GPU 中隐秘信道攻击场景
Figure 22 Attack scenario of covert channel in GPU

线程块所使用的 SM, 同时使用计时函数来确定每个
线程块的计算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经多次不同数
量和维度的线程块重复试验, 可逆向得出 GPU 程序
的 kernel 以轮询算法(Round-Robin)分配给不同的
SM。如果有 GPU 中有 SM 处于空闲状态或 SM 内有
剩余 warp 可执行运算, 则尝试放置第二个 kernel 的
线程块, 若剩余资源不够第二个 kernel 的线程块启
动, 则需排队等待资源, 这种资源分配方式为“剩余
策略”。多个 GPU 程序除了争用 GPU 上的 SM 外, 也
在 SM 内争用 warp 调度器。在大多数 GPU 中, 每个
SM 上有多个 warp 调度器。每个 warp 将被分配到一
个 warp 调度器中, 单个 warp 调度器最多支持 4 个
warp。如果不同 kernel 的 warp 共用一个 warp 调度
器, 则该 warp 调度器下的带宽也将被争用。经实验
发现 warp 调度器也使用轮询算法对 warp 进行调度。
基于 GPU 上的各层级调度算法, 间谍程序与木马程
序可以通过设置线程空间大小和片上资源的使用量,
来实现 SM 级或 warp 级的同驻。具体而言: 每个
kernel 启动的线程块数量等于或超过设备上 SM 的数
量(小于 GPU 支持的最大线程数量), 且每个线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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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耗尽 SM 的资源, 那么它们可在 SM 中实现同
驻。例如, 在 Tesla K40C 上(包含 15 个 SM 且每个
SM 上有 4 个 warp 调度器), 如果每个间谍和木马程
序都使用 15 个线程块, 且每个线程块包括 4 个
warp(4*32 个线程), 即可在 GPU 上实现 SM 与 warp
调度器两个级别的同驻。
Cache 硬件细节的挖掘。由于常量内存体系在
L1 cache 和 L2 cache 上占用较小的空间, 容易在其上
实现常量 cache 上的争用, 因此适合建立隐秘信道。
为实现隐秘信道首先要了解常量 cache 的硬件细节,
使用固定步长模式(strided)从常量内存中读取不同尺
寸的数组, 通过观测访问延迟的变化可确定 L1 常量
cache 和 L2 常量 cache 的容量、cache line 大小和 cache
组相联方式等。例如图 23(a)与(b)分别展示了英伟达
K40C 上 L1 cache 与 L2 cache 的延迟。GPU 中的内
存与 cache 间使用组相联的映射方式。当 cache 中缓
存了全部的数组时, 延迟是稳定的。若数组大小超出
cache 容量, 将在一个 cache 组中发生 cache 缺失, 进
而导致延迟升高。在不停增大数组的过程中, cache
丢失会影响到剩余 cache 组, 进而得到 cache 组的数
量 等 于 图 中 阶 梯 的 数 量 , 以 此 方 法 最 终 得 到 L1
cache、L2 cache 的硬件细节如表 4 所示。
通过 L1 cache 建立隐秘信道。在间谍 kernel 与
木马 kernel 同驻在一个 SM 上之后。木马通过制造
cache 争用发出 1 信号, 或不制造争用发出 0 信号。
为了在一个 cache 组中制造争用, 木马开辟同 L1
cache 一样大的 2KB 的数组, 并以 512B(8 组*64B)
的步长读取数据以确保被访问数据被载入同一个
cache 组中。间谍同样开辟 2KB 的数组, 并以相同的
步长访问数组, 同时记录访问的延迟, 当获得高延
迟时则为 1 信号, 低延迟为 0 信号。根据文献[46]结
果显示, 在 Kepler 架构 K40C GPU 上, 当木马制造

图 23 常量 cache 上的访问延迟[46]
Figure 23 Latency of constant cache[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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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①

Cache

架构

L1 常量 cache

K, M

L2 常量 cache K, M, F
L1 常量 cache

功能单元(Functional unit, FU)上隐秘信道的建

表 4 常量 cache 的硬件细节
Hardware details of constant cache

F

立。FU 的争用也可以建立隐秘信道, 当两个线程块

Cache line

Cache 组

联接方式

大小

向同一个功能单元发出指令时, 会得到比一个线程

64B

8组

4路

2KB

块单独发出指令更大的延迟。延迟为隐秘通道的带

256B

16 组

8路

32KB

64B

16 组

4路

4KB

cache 争用时, 间谍测量结果为 112 个时钟周期, 没
有争用的情况为 49 个时钟周期。最终, 在一个 cache
组中制造争用可以获得 42Kbps 的带宽。
通过 L2 cache 建立隐秘信道。如果木马程序与
间谍程序不能在同一个 SM 上同驻, 可以通过 L2 常
量 cache 构建隐秘信道(L2 cache 被所有 SM 共享)。
实现方式与 L1 cache 的相似, 木马和间谍使用 32KB
的数组大小, 并以 4096B 的步长读取数据以在一个
cache 组制造争用。L2 cache 得到 20Kbps 的带宽[46]。
基于 cache 争用建立隐秘信道的方法在 Fermi、
Kepler 和 Maxwell 三种架构的 GPU 中都可生效。为
了使间谍程序和木马程序在执行期间重叠且实现无
误差通讯, 需要多次发送同一位的数据(对于 Kepler
架构, L1 上需要发送 20 次, L2 上需要发送 2 次[46])。
原因在于, 一是没有木马与间谍同步的情况下, 必
须足够多的重复次数确保间谍和木马间执行的重叠;
二是 GPU 上的计时函数对访存行为的计时会因不可
避免的时钟漂移现象, 产生不稳定的计时信息。

Table 5

宽设置了上限, 单个操作出现争用的延迟是通信的
最小周期。构建 FU 上的隐秘信道需要首先选择实现
争用的硬件单元。FU 包括单精度计算单元(SP)、双
精度计算单元(DPU), 以及特殊功能单元(SFU), 它
们用以支持不同类型数据的不同计算请求。分次启
动多个不同操作类型(sinf 与 sqrt 在 SFU 上执行, Add
与 Mul 在 SP、DPU 上执行)的 kernel, 同时增加 warp
的数量并测量因争用产生的延迟。计时结果显示加
与乘操作的延迟不可见, 数量有限的 SFU 在使用 sinf
操作可在 warp 调度器与 SFU 上制造可测量的延迟,
故以此建立隐秘信道。每个 SM 中的 FU 数量取决于
GPU 的架构, 如表 5 所示。FU 上的争用也因架构不
同而效果不同, 如 Maxwell 中每个 SM 被切分为 4 个
象限, 每个象限有其独占的资源, warp 调度器负责一
个象限的 FU 管理, 单个象限中的 FU 用尽后可观察
到争用行为。而 Fermi 与 Kepler 架构的 warp 调度器
没有独占的资源, 其上的多个 warp 调度器共享 FU,
并基于软件调度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由于其上包
含 数 量 更 多 的 可 用 FU, 延 迟 出 现 的 时 间 相 较 于
Maxwell 架构更晚。

表 5 不同架构 SM 上硬件单元的个数[9-11]
Number of physical units on SM of different architecture[9-11]

GPU

Warp Scheduler

Dispatch Unit

SP

DPU

SFU

LS/ST

Tesla C2050 (Fermi)

2

2

32

16

4

16

Tesla K40C(Kepler)

4

8

192

64

32

32

Quadro M4000(Maxwell)

4

8

128

0

32

32

与 cache 构建隐秘信道方法一致, 在实现 SM 上
同驻后制造 SFU 争用发送 1 信号, 反之发送 0 信号。
没有争用的情况下, 可在 Fermi 架构上观测 SFU 操作
延迟为 41 个时钟周期[46]。争用会导致延迟增加到 48
个周期[46], 最终可在 Fermi 架构 C2050 GPU 上得到
带宽为 21Kbps 的隐秘信道[46]。同样的攻击方法在
Kepler 架构和 Maxwell 架构上也成立, 分别在 K40C
和 M4000 GPU 上获得 24Kbps 和 28Kbps 的带宽[46]。
全局内存中建立隐秘信道。对于木马与间谍不
能在 SM 上同驻的情况, 可使用全局内存上原子单元

(atomic unit)的争用创建隐秘信道。具体实现方式分
为 3 种: (1)木马程序和间谍程序的每个 GPU 线程在
一个特殊的全局内存地址执行原子加操作; (2)两个
程序的每个 GPU 线程在全局内存上以固定步长执行
原子加操作, 且每个 warp 中的所有线程都执行合并
访问; (3)两个程序的每个 GPU 线程在连续的全局内
存中执行原子加操作, 且每个 warp 中的所有线程不
执行合并访问。3 种方法的访存地址都由线程号决
定。攻击实验结果显示, 方法(1)获得带宽最高。基于
全局内存中的原子操作在 Kepler 和 Maxwell 架构的

① K, M, F 分别代表 Kepler、Maxwell 和 Fermi 架构, 数据出自 Tesla C2050, Tesla K40C, Quadro M4000 3 种 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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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上得到的带宽明显高于 Fermi 架构的 GPU, 这
是因为其上的原子操作被 L2 cache 支持, 且添加了
更多的原子单元, 因此提升了原子操作吞吐量。
隐秘信道的强化。在已有的隐秘信道的基础上,
基于 GPU 提供的大量硬件资源可进一步提高信道
的带宽和鲁棒性。同时使用多种资源合作提升带宽
是可行的, 例如, 同时传输 2 位数据, 分别使用 L1
常量 cache 和 SFU, 这种方式与在单资源带宽优化
相正交, 可在单资源带信道强化的基础上叠加进
行, 故不做深入研究。对于单物理资源上的信道(只
在 cache, FU 或全局内存中, 不通过两种资源同时
使用强化信道)强化, 可使用并行化通信的机会实
现多个木马与多个间谍间的同时通信, 或使用同
步机制以减少因时钟漂移或 kernel 连续启动带来
的带宽损失。
Cache 隐秘信道带宽提升。间谍程序和木马程序
间隐秘信道的同步机制可通过同时使用 3 个不同的
cache 组来完成, 使用一个 cache 组作为数据传输,
表6

另外两个 cache 组以握手机制实现同步。为进一步提
升隐秘信道的带宽, 可充分利用 GPU 上的硬件资源,
使用两个 cache 组实现同步机制, 同一 SM 上剩余的
多个 cache 组同时用来发送数据。使用多个 SM 并行
通讯可进一步提升带宽, 如果在多个 SM 上实现了木
马和间谍的同驻, 每组同驻的实例都可以独立的利
用 SM 上的资源进行通信。表 6 展示了多方法优化后
的隐秘信道带宽。由此可见, 高质量高稳定性的隐秘
信道带宽可以在 GPU 上实现。对于 L2 常量 cache
隐秘通道, 也可以制造多个 SM 的并行通信进行优化,
最终可观察到最高 8 倍的带宽提高[46]。
FU 信道的强化。和 L1 cache 隐秘信道相似, 理
论上 K40C 上通过 15 个 SM 并行通信带宽可以提升
15 倍。且 warp 调度器的争用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带宽,
由于 warp 调度器的争用是相互隔离的, 可使用多个
warp 调度器同时发送数据。相对于基础的 FU 隐秘
信道, 基于 warp 调度器间和 SM 间的并行机制, 得到
强化带宽的隐秘信道带宽表 7 所示。

强化后基于 L1 cache 的隐秘信道带宽[46]
Table 6 Improved L1 Channels[46]

GPU

L1

同步

同步加多位

同步, 多位加并行

Tesla C2050 (Fermi)

33Kbps

61Kbps

207Kbps

2.8Mbps

Tesla K40C(Kepler)

42Kbps

75 Kbps

285Kbps

4.25Mbps

Quadro M4000(Maxwell)

42Kbps

75Kbps

285Kbps

3.7Mbps

表 7 强化后基于 FU 的隐秘信道带宽[46]
Table 7 Improved FU Channels[46]
GPU

SFU

同步

同步加多 SM 并行

Tesla C2050 (Fermi)

21Kbps

28Kbps

380Kbps

Tesla K40C(Kepler)

24Kbps

84Kbps

1.2Mbps

Quadro M4000(Maxwell)

28Kbps

100Kbps

1.3Mbps

干扰控制。其他业务负载干扰隐秘信道的构建
有两种方式: (1)同驻干扰, 其他业务负载阻止间谍和

的 GPU 程序因资源不足无法启动, 进而实现间谍和
木马程序独占 GPU 资源进行通信。

木马一起开启, 进而使它们分配到不同的 SM 上, 使

4.2

得 SM 内部的高效率信道难以建立；(2)噪声干扰, 当

4.2.1 基于资源使用度量的侧信道攻击
Naghibijouybari 等人[47]的后续工作实现了 GPU
上多类型的侧信道攻击, 分别是图形图像程序攻击
图形图像程序、CUDA 程序攻击 CUDA 程序、图形
图像程序攻击 CUDA 程序, 并给出了每种类型的侧
信道攻击的几种案例。因本文只关心 GPU 作为通用
计算平台的虚拟化技术及其安全问题, 故本节首先
分析了 GPU 上的安全漏洞; 之后展示了可用于实现
攻 击 的 的 三 种 侧 信 道 ; 最 后 对 CUDA 程 序 攻 击
CUDA 程序的案例做深入分析, 具体而言为间谍利

木马与间谍同驻后, 会因其他业务负载使用构建隐
秘信道的硬件资源, 使间谍收集到含有噪音的信息。
由于 GPU 的高并发性, 这将极大的影响隐秘信道信
息传输的准确性。为此, 可以根据 GPU 资源的限制,
利用剩余策略使间谍和木马程序获得 SM 级别或是
整 GPU 级别的独占来控制噪声。例如, 设置间谍的
每个线程块使用单个 SM 全部的 shared memory, 且
木马的线程块块不使用共享内存, 此时木马和间谍
程序可以同驻在 SM 上, 而其他使用 shared memory

侧信道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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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UDA 程序获取受害者由 CUDA 实现的神经网络
模型。
GPU 上漏洞分析。上节的工作通过 GPU 上同驻
的间谍和木马程序制造了在 cache、FU 和全局内存
中原子单元上的资源争用, 并以此建立了隐秘信道,
但这种方法无法用于侧信道的建立, 原因在于 GPU
上活动线程数量大且 cache 容量较小, 使得在 GPU
上 cache 进行 prime-probe[48]或类似的侧信道攻击很
难实现。同时, 已有的 CPU 侧信道攻击方法很难在
GPU 实现, 针对 CPU 的侧信道攻击方法包括: 基于
计时分析、功率分析、分支预测分析, 或针对指令缓
存等多种攻击方法, 它们都会因 GPU 的 SIMT 架构
的限制无法开展。例如: 当 GPU 编程模型中线程块
执行判断语句(if-else)时, 若两个分支都有线程满足
条件, 那么两条分支都会执行, 使得无法观测到时
间上的区别, 导致基于指令分支预测的侧信道无法
在 GPU 上实现。
因此, 侧信道攻击不能通过细粒度的争用行为
建立。而通过跟踪 GPU 整体资源争用情况并对数据
进行聚合分析是实现侧信道攻击的有效方法。GPU
上实现间谍与受害者同驻后, 可通过以下方法构建
侧信道搜集受害者的性能轨迹: (1)调用内存占用接
口(API)获得 GPU 上剩余的可用资源数量; (2)调用接
口获取 GPU 中硬件性能计数器的数据; (3)对受害者
进程进行计时。以上 3 种方法都可被间谍循环调用,
在时间轴上构成对受害者的行为描述的性能轨迹。
GPU 内存资源分配的度量。当 GPU 被用于通用
计算, 可通过 CUDA 或 OpenCL 程序使用厂商提供
的 API 探测可用的物理 GPU 内存。反复查询这个
API 可跟踪可用内存空间使用量的轨迹。CUDA 应用
程序可使用的 API 是“cudaMemGetInfo”, AMD 的
GPU 平台使用 OpenCL 编程, 其上也提供了类似的
接口, 从而使此攻击可兼容 AMD 的 GPU。当 GPU
被用于图形图像渲染时, 可以通过调用 OpenGL 的
内存分配接口, 获取 GPU 的内存资源分配轨迹。该
方法可被应用于间谍使用图形图像程序对受害者的
图形图像程序进行攻击的场景。
性能计数器的度量。间谍通过开启 CUDA 程序,
可利用英伟达的性能采集工具[49]获得 GPU 上性能计
数器采集中的数据。表 8 展示了跟踪 GPU 行为的一
些重要的事件和度量, 它们被分为 5 类: 内存、指令、
SM、cache 和纹理(内存)。虽然 GPU 只允许用户观
察与自己程序相关的计数器, 但间谍调用这些计数
器返回的结果都受受害者 kernel 执行的影响, 例如,
受害者线程块使用 cache, 这可能与间谍产生争用,

在 cache 中替换掉间谍的数据, 之后间谍可通过与
cache 相关的计数器观测到 cache 缺失情况的发生。
该方法被用于构建间谍的 CUDA 程序攻击受害者的
CUDA 程序的场景。
表 8 GPU 上的性能计数器[47]
Table 8 GPU performance counters[47]
类别

事件/度量

存储

设备内存读/写事件
全局/本地/共享内存加载/存储事件
L2 读写事件, 设备内存利用率

指令

控制流, 整数, 浮点数(单/双)指令
指令执行/发出, 指令发出/执行的 IPC 值
加载/存储指令
停机等待(数据请求、执行依赖等)

多 SM

单/双精度计算单元利用率
特殊计算单元利用率
纹理功能单元利用率, 控制流功能单元利用率

Cache

L2 命中率(纹理读/写)
L2 吞吐量/事务(读/写, 纹理读/写)

Texture

统一 cache 命中率/吞吐量/利用率

时间度量。在间谍程序和受害者程序同时运行
时, 也可以度量单个操作的时间来检测硬件争用行
为。在间谍程序和受害者程序交织运行的情况下, 时
间度量还可以获取受害者计算内核的执行时间。该
方法与前两个方法协同使用, 可实现图形图像程序
对 CUDA 程序的侧信道攻击。
针对神经网络模型的攻击如图 24 所示, 首先建
立间谍 CUDA 程序与受害者 CUDA 程序的同驻, 然
后间谍通过性能计数器获得受害者 CUDA 程序的性
能轨迹, 最后通过数据聚合分析获得受害者以
CUDA 实现的神经网络模型的结构。具体而言: 受害
者执行的程序是从 Rodinia 基准 [ 5 0 ] 中选择的用

图 24 基于资源度量的侧信道攻击场景
Figure 24 Attack scenario of profile-based side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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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DA 实现的反向传播算法, 对于一个神经网络程
序, 其网络结构是受害者的一个重要的商业秘密,
间谍通过 CUDA 程序获取受害者性能轨迹, 随后经
分析实现对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提取。
实验首先根据逆向工程的方法得到的关于硬件
调度 器的策略 , 即 GPU 上利用剩余策略给多个
kernel 分配硬件资源, 进而实现间谍 CUDA 程序与受
害者 CUDA 程序在每个 SM 上同驻。间谍的程序中
连续启动几百个 kernel, 确保可覆盖受害者 kernel 的
执行过程。间谍 kernel 启动的数量随着受害者的执
行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为了使用硬件性能计数器跟
踪争用产生的特性, 间谍访问不同的 cache 组, 并在
FU 上执行不同类型的操作。当受害者在 GPU 上使
用共享资源时, 根据其神经网络模型输入层大小的
不同, 在缓存、内存和功能单元上的争用强度也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不同, 从而在间谍 CUDA 程序的性
能计数器的测量中产生可测量的泄漏。由此间谍程
序可由每个间谍 kernel 收集的性能计数器中的数值。

受害者程序为反向传播算法, 其输入层会输入
不同尺寸的数据, 间谍同时开启超过 100 个间谍
kernel 以收集性能数据(在每次 kernel 执行结束时, 测
量性能计数器读数)。攻击实验设置受害者 CUDA 应
用程序的输入层大小在 64~65536 个神经元, 受害者
在每个输入层大小下运行至少 10 个样本的反向传播
计算。间谍利用全部间谍 kernel 采集到的数据得到
受害者 CUDA 程序的性能轨迹。
攻击者选择基于全部时间序列构造特征并使用
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分类器。具体而言, 构建一
组统计特征, 包括最小值、最大值、斜率、平均值、
标准偏差, 偏斜(Skew)和峭度(Kurtosis), 这些统计特
征在受害者程序运行时通过侧通道收集。偏斜和峭
度反映了性能轨迹分布的形状。偏斜表示性能轨迹
的不对称程度, 峰度表示分布相对于正态分布的相
对峰度或平坦度。表 9 展示了几种用于分类的主要
特征, 并以此训练分类器(使用 10 倍交叉验证来识别
数据集的最佳分类器)。

表 9 用于构建分类器的特征[47]
Table 9 Features for classification[47]
GPU 性能计数器

特征

设备内存写事件

偏斜, 标准差, 均值, 峭度

Fb_subp0/1_read_sector(发送到所有 DRAM 单元 0/1 子分区的读请求数)

偏斜, 峭度

独立 cache 吞吐量(B/min)

偏斜, 标准差

停滞等待

偏斜, 标准差

L2_subp0/1/2/3_read/write_misses(所有 L2 缓存单元的第 0/1/2/3 片上 L2 缓存累积
读/写错误数量)

表 10 展示了通过侧通道攻击识别神经元数目的
分类结果。基于 K 最近邻算法(K Nearest Neighbor
with 3 neighbors, KNN3)可以高精度的识别出正确的
神经元数目(准确率为 88.6%, f-measure 为 86.6%), 证
明了 CUDA 应用间侧通道攻击的可能性。
表 10 神经网络模型检测的结果[47]
Table 10 Result of neural network detection[47]
FM%

Prec%

Rec%

μ(σ)

μ(σ)

μ(σ)
80.0(21.6)

NB

80.0(18.5)

81.0(16.1)

KNN3

86.6(6.6)

88.6(13.1)

86.3(7.8)

RF

85.5(9.2)

87.3(16.3)

85.0(5.3)

4.2.2 基于时间分析的侧信道攻击
Jiang 等人[51]的工作中完成了针对一种 AES 在

峭度

GPU 实现的攻击。AES 算法的 GPU 实现会对 S 盒 [52]
的多次访问, 由明文内容和加密密钥决定对 S 盒的
访存地址, 而访存请求的地址决定了独立 cache line
请求的个数, 该工作发现 kernel 的执行时间与其执
①
行中产生的独立 cache line 请求 数量成线性相关关
系, 基于此种相关性关系攻击恢复了 AES-128 GPU
实现的 16 个字节的密钥信息。
攻击模型如图 25 所示, 加密任务在云端 GPU 服
务器中完成, 客户端通过网络获得加密服务。客户端
发送明文至加密服务器, 加密服务器通过其上的
GPU 实现对明文的加密, 之后将密文发回客户端。
攻击目标是 OpenSSL 0.97[53]中的 AES 算法 GPU
实现(基于 Kepler 架构)。具体而言, AES-128 使用
ECB 模式, 其 S 盒使用 T4 表的实现方法, 每个 GPU
线程负责对 16 字节的明文进行加密, 如图 26 所示。

① 独立 cache line 请求指多个 cache line 请求合并去重后的 cache line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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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基于时间的侧信道攻击场景
Figure 25 Attack scenario of time-based side channel

图 26 AES 算法在 GPU 中的实现[51]
Figure 26 AES implement in GPU[51]

密钥生成器会根据 16 位的密钥生成 160 字节的
轮询密钥(AES-128 需要 10 轮的轮密钥加操作, 每轮
需要 16 字节的密钥), 在前 9 轮中, 明文需要基于 T4
表进行字节替换, 之后进行行位移, 列混淆与轮密
钥加操作, 第 10 轮操作中没有列混淆操作。本文的
攻击以恢复第 10 轮的密钥为目的, 因为在获得第 10
轮的密钥后, 可以倒推出之前 9 轮的密钥进而获得
全部密钥。第 10 轮如公式(1)所示。
c0 = T 4[t3 ]0 Å k0 , c1 = T 4[t6 ]1 Å k1 ,
c2 = T 4[t9 ]2 Å k2 , c3 = T 4[t12 ]3 Å k3 ,
c4 = T 4[t7 ]0 Å k4 , c5 = T 4[t10 ]1 Å k5 ,
c6 = T 4[t13 ]2 Å k6 , c7 = T 4[t0 ]3 Å k7 ,
c8 = T 4[t11 ]0 Å k8 , c9 = T 4[t14 ]1 Å k9 ,

(1)

c10 = T 4[t1 ]2 Å k10 , c11 = T 4[t4 ]3 Å k11 ,
c12 = T 4[t15 ]0 Å k12 , c13 = T 4[t2 ]1 Å k13 ,
c14 = T 4[t5 ]2 Å k14 , c15 = T 4[t6 ]3 Å k15
其中 ci 代表第 i 个密文字节, T4 代表需要查找的
T 表, ki 代表第 i 个密钥字节, ti 代表第 9 轮的输出。
产生一字节密文需要的操作包括一次表查询(返回 4
字节数据), 一次行位移和一次轮密钥加。这些操作
在 GPU 上实现为读取、存储以及一些逻辑指令。
CUDA 编译器在程序编译时会改变指令执行顺序。
GPU SIMT架构的漏洞。在GPU上的SIMT架构
中, 当一个warp执行了一条内存读取指令, 32个物理

线程会产生32个内存访问请求, 这些访问请求会被
发送至合并访问单元。访存请求会首先转换为独立
cache line请求, 之后与MSHR(Miss Status Holding
Register, 存储丢失状态访存请求的寄存器)中的独立
cache line合并。由于内存操作串行化与写回串行化,
一个warp产生的32个内存地址请求的时间会与独立
cache line请求数量正相关。
基于 GPU 对内存的操作模式, 可发现执行时间
和独立 cache line 请求数量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图 27
(a)中, 以 3 个不同步长展示了独立 cache line 请求数
量与计算时间间的关系, 三个步长分别是 32 字节、
64 字节和 128 字节。结果显示, kernel 计算时间与独
立 cache line 数量呈正相关关系。步长 64 字节与 128
字节的图像高度重合, 说明英伟达 K40 的实际 cache
line 大小为 64 字节。为了测试 AMD 显卡是否也具
有同样的特点, 使用 OpenCL 实现了同样的计算, 在
步长为 64 字节的情况下, 得到图 27(b)。在英伟达的
显卡上, 实验显示执行时间与独立 cache line 数量间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54]为 0.96, 这高度相关性使基于
执行时间获得独立 cache line 访问数量成为可能。在
AMD 平台中获得相关系数为 0.93。这表明主流独立
GPU 厂商的产品中都存在着 kernel 运行时间与独立
cache line 访问数量间高度相关的漏洞。
AES 实现的漏洞。攻击者的目标是基于已知的
密文信息和测量得到的时间信息恢复 16 字节的加密
密钥。攻击者测量得到时间信息, 进而推测出独立
cache line 请求数量。假设攻击者发送了 32 块(32 个
16 字节的明文)信息到加密服务器, 服务器端开启一
个包含 32 个物理线程的 warp 对接受的信息进行加
密。之后攻击者获得了 32 块加密信息以及该 warp
执行加密的时间, 密文和时间信息被保存为:
{c10-15 , c02-15 ,⋅⋅⋅, c02-15 , T } , T 为对加密过程计时。
表查询的索引决定了哪个 cache line 将被访问,
因此, 加密时间由 160 次表查询的索引决定。为了了
解独立 cache line 访问数量与执行时间见的关系, 基
于已知密钥进行 100 万次 32 字节数据块加密实验,
得到图 28 中平均计算时间与独立 cache line 请求数
量间的关系。不同数量的样本产生的独立 cache line
数量呈现方差较小的高斯分布, 可以认为大量的样
本产生稳定的独立 cache line 请求。经计算得到, AES
GPU 实现的加密时间与 cache line 请求数量间的皮尔
逊相关系数为 0.0596。
在实际的攻击中, 因为不知道密钥信息, 所以
无法计算出独立 cache 访问数量, 而且密钥的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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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独立 cache line 请求数量与计算时间的关系[51]
Relationship between cache line requests and average computing time[51]

ti1 = T 4-1[c1j Å k j ],
ti2 = T 4-1[c 2j Å k j ],

(2)

,
ti32 = T 4-1[c32
j Åkj]

图 28 cache line 数量与计算时间关系(100 万样本)[51]
Figure 28 The average recorded time vs. the total
number cache line requests (one million samples) [51]

128 位, 通过猜测整个密钥的内容进行验证也是
不现实的(2 128 =3.4*10 38 )。根据 AES 算法, 每轮加
密操作中, 16 个字节的密钥按字节为单位分别对
上轮输出的 16 字节的信息进行轮密钥加操作, 字
节之间没有影响。因此在最后一轮 AES 加密中, T
表的查找索引可以通过一字节的密钥与对应的密
文 信 息 获 得 , 计 算 量 减 少 为 16 次 猜 测 8 位 数
(0~256)中的正确值。根据公式 1, 可以将加密过
程简写为: c j = T 4[ti ] Å k j 。
基于逆 S 盒, 如果已知最后一轮的轮询密钥 kj,
我 们 可 以 算 出 最 后 一 轮 的 输 入 ti = T 4-1[c j Å k j ] ,
在 GPU 的计算中, 32 个的信息块(单信息块 16 字节)
由 32 个线程同时进行加密, 进而得到公式(2)。

T4 表访问 ti1, ti2,…, ti32 决定了独立 cache line 请
求的数量。由于 T4 表中每项为 4 字节, 且 cache line
的宽度为 64 字节, 所以每个 cache line 上存储了 16
个 T4 表中的项。因此每个内存请求的 cache line 访
问数量可以通过 ti1, ti2,…, ti32 右移 4 位决定, 得到
<ti1>, <ti2>, …, <ti32>。最终的独立 cache line 访问数
量是由<ti1>, <ti2>, …, <ti32>中独立值的个数决定的。
攻击对 ki 进行猜测, 结果显示正确密钥值的皮尔逊
相关系是是错误值的 36.9 倍。可以认为最后一轮的
cache line 访问数量与 kernel 的执行时间成线性相关
关系。所以, 已知密文与加密时间, 基于独立 cache
line 数量与加密时间的关系可获得 128 位密钥中正确
的一个字节(一字节 8 位, 只需对比 256 个猜测值)。
该工作在干净的信道环境中, 得到 16 个正确的
密钥字节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都远高于错误密钥字节
的相关系数, 进而恢复了所有的 16 字节的密钥。对
于有噪声的环境, 该工作将实验的加密样本数量增
加以获取正确密钥值。AES 的侧信道攻击基于 GPU
的漏洞实现了攻击者对远程服务端密钥的恢复。这
种攻击并不是发生在同驻虚拟实例之间, 当基于
GPU 实现的 AES 加密服务配置在提供 SAAS 服务的
公有云端, 此种的攻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4.3

GPU 中的内存溢出攻击
CUDA 较早的版本中存在着内存溢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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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Pietro 等人[55]中对此做了验证。该工作针对使
用 CUDA 4.2 驱动的 Fermi 架构的 C2050 和使用
CUDA 5.0 驱动的 Kepler 架构的 GT640 两块 GPU 进
行内存溢出实验(CUDA Runtime 版本均为 4.2)。该工
作发现, 若 GPU 上并发执行的两个 kernel, 利用 SM
上的寄存器、shared memory 和全局内存中的内存溢
出机制, 恶意用户可获取受害者的信息。
寄存器溢出攻击利用英伟达 GPU 中寄存器溢出
的机制来完成对受害者 GPU 任务在全局内存中数据
的访问。原生的寄存器溢出机制允许进程申请比物
理寄存器更多的寄存器, 如果一个变量没有物理寄
存器空间存储, 那么它将会被写入到全局内存。通过
使用 PTX[56]中间语言可以指定一个 kernel 在运行时
所使用的寄存器数量。如果需要的寄存器数量超过
了片上的寄存器数量, 编译器开始使用全局内存来
存储变量。而片上的寄存器数量由 GPU 的型号决定。
从攻击者的角度看, 寄存器溢出可以绕开 CUDA 运
行时的访问原语获得全局内存访问权限。攻击者可
以有效的通过利用寄存器溢出访问其他的 CUDA 程
序的上下文信息; 或是访问受害者进程正在拥有的
合法位置(受害者使用 cudaFree 指令之前)。
Shared memory 溢出攻击利用 GPU 任务切换时
内存清理机制的漏洞获取受害者 GPU 任务在 shared
memory 中的信息。具体做法为, 受害者 GPU 程序首
先使用 shared memory, 在执行多次写操作过程中,
攻击者申请全部 shared memory, 进而获得受害者的
信息。
全局内存中的溢出攻击利用 GPU 内存管理缺少
内存归零操作的漏洞实现对受害者任务信息的读
取。具体而言, 受害者结束工作后, 攻击者立即申请
和受害者大小一致的全局内存, 最后以此实现攻击
者对受害者信息的读取。该工作利用全局内存溢出
机制的漏洞, 在 SSLShader 库中针对 AES 加密算法
进行攻击, 实验结果显示, 此种方法可以恢复 AES
的加密密钥。
由此可见, 对于提供 GPU 服务的云平台运营商
来说, 需要对其上运行的 SDK 进行测试, 防止内存
溢出的漏洞发生, 因为 GPU 虚拟化需要运行在安全
的 GPU 编程模型之上; 同时要对 GPU 任务过量使用
寄存器、shared memory 等危险行为进行跟踪监测。

5 云平台中 GPU 虚拟化引入的安全威胁
5.1

已有的 GPU 上的安全威胁总结

如以上展示的多种攻击, 可见在云平台中 GPU
虚拟化的应用面临多种安全威胁。可以分为计算过

程中产生的攻击和内存管理中产生的攻击。
计算过程中产生的攻击可以分为非资源争用型
的攻击与资源争用型的攻击。非资源争用型的攻击
包括: (1)通过对 GPU 硬件的执行时间进行度量, 利
用 GPU 体系结构中访存与独立 cache line 命中数量
之间的关系, 对 AES 的秘钥进行推测。在 GPU 上实
现的诸多算法中, 存在大量的类似的访存行为, 如
OpenCV[57]库中 ADD、Remap 等算法的 GPU 实现, 若
这些实现被用于处理敏感信息, 会产生类似的信息
泄露风险。(2)利用恶意用户不断访问性能技术函数
获得 GPU 资源利用量, 构建侧信道恢复受害者
kernel 中的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争用型攻击, 通过在
GPU 中构造多租户的多 kernel 的同驻, 利用 GPU 硬
件资源可以构建间谍 kernel 与木马 kernel 间的隐秘
信道。同时, 同驻的 kernel 间会因恶意用户的 kernel
的占用有限的共享资源, 使受害者的 kernel 无法获
得 GPU 资源始终处于等待状态, 实现 DOS 攻击。
GPU 内存管理中产生的攻击是指同驻在 GPU 上
的多个虚拟机或 GPU 程序间产生越界的内存访问,
在我们对 GPU 虚拟化技术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多种
方法未对内存的进行隔离, 这给内存数据篡改、内存
溢出等攻击方式留下了空间。
传统云平台中的虚拟化安全问题可以分为: 虚
拟化平台的安全问题; 虚拟实例的安全问题; 虚拟
网络的安全问题。从已有的针对 GPU 的攻击, 我们
可以看到 GPU 虚拟化在云平台的应用使已有的安全
问题变的更加复杂, 问题(1)是在于 GPU 虚拟化的实
现需要在已有的虚拟化平台中加入 GPU 管理模块,
实现 Hypervisor 层对 GPU 的管理, Hypervisor 层的漏
洞会使 GPU 模块面临越权使用等问题; 问题(2)是
GPU 会给虚拟机的安全带来新漏洞, GPU 有其自身
的计算与存储体系, 多个租户的计算负载在 GPU 上
的并发执行可突破虚拟实例间的隔离, 建立隐秘信
道或侧信道; 问题(3)是 GPU 上的恶意攻击会影响到
原有平台的稳定性, 如 GPU 与 CPU 间的通讯可能占
据大量的 PCIE 总线带宽及 DMA 的使用影响计算节
点的网卡, 同时 GPU 遭遇 DOS 攻击后大量的计算带
来的功耗开销会影响计算节点的正常运行。
问题(1)可以理解为 Hypervisor 层自身漏洞带来
的威胁, 与传统安全问题类似(如 Hypervisor 层已有
的漏洞会带来内存的越权读取等, 与 GPU 越权使用
类似)。问题(2)与问题(3)需要研究 GPU 虚拟化在应
用中带来的安全威胁的演进。

5.2

云平台引入 GPU 后安全威胁的演进
CPU 与 GPU 上的同驻威胁。虚拟机的同驻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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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商将不同租户的虚拟机放置到同一台物理
服务器上。2009 年 Ristenpart 等[58]的工作中首次指
出了云计算环境中虚拟机同驻安全的问题。2015 年,
Varadarajan 等人[59]的工作中对谷歌、亚马逊和微软
三家公有云的虚拟机放置算法进行安全评估, 结果
显示攻击者完成同驻的可能性高达 90%。现有的同
驻实现方法包括基于网路信息的虚拟机同驻方法、
基于资源干扰的虚拟机同驻方法、基于隐秘信道的
同驻方法。虚拟机同驻是云平台虚拟化环境中大多
数攻击的前提, 使攻击者可以与受害者共用计算节
点物理资源, 进而展开拒绝服务攻击、侧信道攻击、
隐秘信道攻击和提权攻击等攻击。云平台中引入
GPU 提供服务, 会将现有的同驻威胁问题变的更为
复杂。其原因在于: 一是由于 GPU 固定的 GPU 资源
分配与任务调度方案, 且缺乏 GPU 上的同驻任务的
安全检测手段, 使 GPU 上的同驻活动可绕开传统云
平台中已有的同驻安全检测; 二是由于 GPU 的架构
提供了更多的计算资源, 这方便攻击者更容易实现
资源争用与性能监测; 三是在集群中部分节点部署
GPU 的环境中, GPU 任务更容易聚合在拥有 GPU 的
节点上, 使同驻的实现变的更加简单。可见, 借由
GPU 上提供的物理资源与 GPU 引入后集群结构的变
化, 云平台上现有的同驻威胁问题将变的更为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 GPU 编程模型(OpenCL、CUDA 等)
都是对 C 语言等的扩展, GPU 程序可和传统 CPU 程
序以同样的方式使用 x86 平台的物理资源, 因此可
在 GPU 上实现同驻, 然后使用传统的攻击方法。
GPU 引入后侧信道攻击的演进。CPU 中已有的
侧信道攻击包括 Flush Reload[60]、Prime Probe、Flush
Flush[61] 等攻击, 其分别利用共享 LLC (Last Level
Cache)争用, LLC 中 Cache 组争用、计时等方式实现。
对比已有的 GPU 中的侧信道实现方法, 我们认为
GPU 的引入会增加侧信道攻击的几率。原因在于:
一是 GPU 上多层级的存储资源, 可以提供基于
cache、内存等资源争用发起侧信道攻击的平台; 二
是 GPU 提供单精度、双精度、特殊计算、神经网络
等计算单元, 相对于 CPU 上固定的且数量较少的计
算核, 这些计算单元上的争用也会给侧信道攻击通
过新的渠道; 三是由于 GPU 的体系结构特点和执行
方式, 提供了新的基于时间或能耗进行侧信道攻击
的渠道。
GPU 引入后隐秘信道攻击的演进。基于内存总
线锁(memory bus lock) [59]等方法可在传统云平台中
实现隐秘信道。结合之前展示的 GPU 上的隐秘信道
攻击, 我们认为 GPU 的引入会增加隐秘信道攻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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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率。
原因在于: 一是 GPU 上提供了新的硬件资源, 其
被证实可以用于隐秘信道的构建; 二是 GPU 需要和
CPU 端进行数据传输, 不同的数据传输操作带来了不
同的时间消耗, 这些特征可以被利用构建隐秘信道。
GPU 引入后 DOS 攻击的演进。
如 Zhang 等人[62]
工作中的 DOS 攻击为例, 攻击者绕过 Hypervisor 的
管理, 使得受害者虚拟机无法正常使用内存资源,
破坏同驻虚拟机的可用性, 达到拒绝服务攻击目的。
GPU 的引入增加了 DOS 攻击的几率。原因在于: 一
是 GPU 本身可以作为 DOS 攻击的目标, 如之前的工
作[14]中发现的循环机制不当, 可以导致 GPU 处于空
转状态, 无法对外继续提供服务; 二是 GPU 的引入
增加了 PCIe 总线上的数据传输负载, 使共用 GPU 的
其他任务无法正常工作; 三是单节点上多块 GPU 的
使用, 增加了功耗攻击 [63] 的可能性, 有报道称电源
功率不足的情况会导致 GPU 无法启动[64], 进而导致
节点无法提供有效的服务。
GPU 引入后内存溢出攻击的演进。云平台中一
直受到内存溢出攻击的困扰[65], 原因在于程序编写
的不规范或使用未经充分测试的开源项目等。GPU
上同样存在内存溢出的问题。内存溢出攻击在 GPU
的引入后会变的更为复杂, 因为 GPU 的内存溢出问
题尚没有有效的检测和解决方案。
GPU 引入后提权攻击的演进。
2016 年 Xiao 等[66]
在的工作中利用行撞击(Row hammer)攻击, 通过修
改内存中 SSH 服务器进程的代码来绕过密码验证,
在不知道目标密码的情况下登录一个同驻虚拟机的
OpenSSH 服务器。此外, Xen 等主流的 Hypervisor 会
时常爆出可用于提权攻击的安全漏洞。GPU 引入后,
会增加提权攻击的几率。因为 GPU 虚拟化需要引入
GPU 管理组件, 与现有 Hypervisor 协作完成 GPU 服
务的提供, 这些组件的引入增加了 Hypervisor 层被
攻击的风险。

6

GPU 虚拟化的安全需求与安全技术

基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到云平台中 GPU 虚拟化
的应用, 既面临着传统云平台中的安全问题, 也面
临着与 GPU 引入后伴生的安全威胁演进。针对上述
的 GPU 安全威胁及其虚拟化的需求(表 3 所示), 结合
已有云计算安全的研究[67], 我们认为在 GPU 虚拟化
的设计和实现中应满足以下的安全需求。

6.1

GPU 虚拟化的安全需求

GPU 是云平台中的新引入的硬件, 其基于 GPU
程序运行环境及 GPU 虚拟化管理模块向用户提供服
务。为此, GPU 虚拟化的安全需求需要面对用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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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GPU 服务层及 GPU 硬件设备层。

6.1.1 用户空间层的 GPU 虚拟化安全需求
对于用户空间层, 需要静态分析租户的 GPU 程
序, 获取其控制流与访存行为, 在 GPU 程序运行中,
需要实时监控 GPU 端与主机端的数据交互, 最终获
取对 GPU 程序进行特征描述。
6.1.2 GPU 服务层的 GPU 虚拟化安全需求
对于 GPU 服务层, 需要做到:
有效的计算资源隔离, 使多租户间彼此的计算
不受干扰, 确保租户被分配的 FU、Warp 调度器、寄
存器、L1 cache 和 shared memory 等资源中不产生争
用的情况, 使攻击者无法通过使用 GPU 中的有限资
源的争用实现攻击。
实现有效的内存资源隔离, 攻击者可以尝试内
存污染、内存溢出等方式, 获取同驻在 GPU 上其他
虚拟实例的存储数据。因此 GPU 内存上也要实现有
效的内存隔离, 需要支持多程序间相互隔离的多地
址空间。同时要兼顾到全局内存中有限资源, 如 L2
cache、原子计算单元等的分配与管理。防止攻击者
利用其构建攻击。
安全的 GPU 任务调度需要面向集群中的 GPU
任务调度与单 GPU 上的任务调度两个层次。对于集
群中的 GPU 任务调度, 需要防止攻击者利用集群硬
件相似性的关系实现同驻, 为了优化云平台的计算
效率与功耗, 阿里云、亚马逊等云平台提供商现以在
其平台上实现了业务敏感的任务分配, GPU 作为显
著相同硬件需求会加剧 GPU 任务在计算节点上的同
驻。对于单 GPU 上的任务调度, 要防止攻击者 GPU
调度机制实现同驻, 这需要通过使用安全的任务调
度机制减少攻击者与受害者接触的可能性[68]。

Figure 29

GPU 资 源 使 用 情 况 的 实 时 监 控 , 及 时 发 现
cache、FU 等资源上租户任务间的资源干扰情况和整
体 GPU 资源的使用情况, 基于此发现租户的异常行
为和 GPU 的异常情况。
与 Hypervisor 层结合的 GPU 攻击阻断, 当攻击
者利用 GPU 实现攻击后, 需要有效的阻断机制。这
需要在 Hypervisor 层和 GPU 上的任务调度层两层次
完成, 对于攻击已经产生较大危害的情况, 需要
Hypervisor 层介入, 通过调用 GPU 虚拟化管理模块
实现 GPU 的任务中断与重启; 对于疑似攻击的行为,
通过 GPU 上的运行时模块将疑似攻击的任务迁移或
挂起。同时也需要对 GPU 虚拟化模块与 Hypervisor
的接口进行防护, 防止对 Hypervisor 层的攻击。
隐藏 GPU 的伴生信息, GPU 的伴生信息分为两
种, 一是攻击者通过计时等方式获得的信息, 二是
GPU 服务所提供的用于 GPU 程序优化的信息, 包括
GPU 资源的利用情况等。攻击者可以通过获取伴生
信息实现攻击, 因此需要使用噪声加入、数据规整、
数据脱敏等方法隐藏 GPU 的伴生信息。

6.1.3 GPU 设备层的安全需求
对于 GPU 设备层, 需要做到能耗监控, 防止攻
击者基于能耗攻击, 使 GPU 产生的拒绝访问问题;
同时需要对 GPU 虚拟化管理程序的响应, 当 GPU 的
资源被攻击耗尽时, 在获得重启等攻击阻断策略后
能及时响应。
6.2 GPU 虚拟化的安全技术研究方向
针对 GPU 引入后带来的新的安全问题以及安全
问题的演进, 为满足安全需求, 我们认为应该以如
下的安全技术为研究方向展开工作。安全需求与安
全技术的关系如图 29 中所示。

图 29 GPU 虚拟化安全需求、安全技术与安全框架
Security demand,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ecurity architecture of GPU vir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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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U 上计算与内存资源协同隔离技术用以支撑
虚拟实例间在 GPU 上的资源隔离。最有效的隔离机
制为计算资源的空间复用技术与多地址内存空间的
虚拟内存技术的协同使用。每个虚拟实例可以独占
部分 SM, 确保虚拟实例间不会发生资源争用和地址
空间干扰的问题, 英伟达 V100 GPU 因支持硬件辅助
虚拟化, 故可实现协调隔离。对于不支持硬件辅助虚
拟化的 GPU, 需要通过实现与虚拟 NDRange 相似的
技术, 对 GPU 的片上资源进行分割。对于虚拟实例
间的内存干扰问题, 可使用开源 GPU 驱动实现多地
址空间; 若不能使用开源驱动, 则通过对虚拟实例
的 GPU 任务进行行为跟踪与分析, 实时发现危险的
内存访问操作, 并进行阻断。对于只能时间复用的
GPU, 通过 GPU 任务调度, 将确保安全的虚拟实例
的 GPU 调度到一起执行, 减少攻击发生的可能性。
GPU 任务行为特征感知技术可以通过对 GPU
应用程序的运行时环境进行封装完成, 例如对
OpenCL 和 CUDA 的运行时进行 API 重定向, 在 GPU
应用使用到标准的运行时系统之前, 根据重定向的
API 调用获得其行为轨迹, 进行分析发现其危险行
为, 例如, GPU 程序长时间占据片上大量共享内存,
或 GPU 程序长时间对性能指标函数进行访问, 都认
为是疑似攻击的 GPU 程序。已有工作如 Burtscher
等人[69]对 GPU 任务的控制流与访存行为进行特征描
述, 得到 GPU 程序的正常行为与异常行为, 该工作
尝试基于行为的局部性提高 GPU 上的整体吞吐量。
相似的方法可与 API 重定向方法结合应用于 GPU 任
务的行为感知与攻击识别中。
GPU 任务安全调度技术。GPU 任务安全调度技
术应分为单 GPU 上的任务安全调度与集群中的 GPU
任务安全调度技术。单 GPU 上的调度需要根据 GPU
业务负载的特点进行, 将安全的 GPU 任务可调度到
相同的硬件资源上执行。若 GPU 可以使用空间复用
技术实现资源分割, 需确保同一个 GPU 上的 GPU 任
务分别位于不同的 SM 上。对于只能时间复用分割的
GPU, 需要减少有疑似安全威胁的 GPU 任务对其他
GPU 任务的影响。此外, 对于 GPU 任务在集群中的
调度, 需要通过减少 GPU 任务间的接触面的方法尽
可能减少同驻威胁发生的可能性。由于 GPU 任务的
特点, 很难使用移动目标防御[70](Moving Target Defense, MTD)的方式实现计算任务动态迁移来减少同
驻威胁, 所以 GPU 任务的调度要注意执行任务计算
节点的初次分配, 以及 GPU 任务的运行时监控。
多层联合攻击阻断技术负责阻断已发现 GPU 攻
击。阻断可在 Hyperisor 层与 CUDA 运行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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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L)两层发生, 在攻击行为或疑似攻击行为未
造成 GPU 服务整体暂停时, 可以运行时系统中对其
进行阻断操作; 若攻击造成了 GPU 的宕机, 可以在
Hyperisor 层通过对虚拟 GPU 管理程序(类似 NVIDIA
GRID Virtual GPU Manager)的调度实现攻击阻断,
解除恶意租户对 GPU 资源控制。
GPU 伴生信息脱敏技术负责管理伴生信息, 其
根据租户的权限提供伴生信息, 确保虚拟实例只能
获得其占用的 SM 上的资源利用数据。对于 GPU 程
序优化中所必须的 GPU 整体资源利用情况, 需要对
数据进行脱敏后提供。对于 SAAS 方式提供的 GPU
加速的应用(如 AES 攻击), 可以将其运算时间根据
SLA 的要求, 进行一定程度的规整后返回给用户,
以减少恶意用户对 GPU 资源利用情况的探知。
基于以上五种 GPU 虚拟化安全技术, 如图 29 所
示我们给出 GPU 虚拟化安全框架作为参考。其中
GPU 任务监控代理模块负责获取程序的特征, 后基
于提出的安全技术分别实现安全模块提供 GPU 程序
的安全运行环境, 多个安全模块位于 hypervisor 层中
以安全组件的形式存在, 并与 GPU 运行时模块和虚
拟 GPU 管理模块交互。

7 总结
本文围绕——典型 GPU 虚拟化技术给云平台引
入的潜在安全威胁和 GPU 虚拟化的安全需求及安全
防护技术演进趋势——两个基本性问题, 系统性的
论述 GPU 虚拟化及其安全技术。首先, 深入分析了
“一虚多”
、“多虚一”和硬件辅助等 GPU 虚拟化方
法, 总结了云平台上隐秘信道、侧信道以及内存溢出
等多种已有攻击, 并深入剖析了云平台中引入 GPU
后的安全问题的演进; 然后, 在总结了多层次的
GPU 虚拟化安全需求后, 提出了 GPU 计算与内存资
源协同隔离、GPU 任务行为特征感知、GPU 任务安
全调度、多层联合攻击阻断、GPU 伴生信息脱敏等
五大安全技术研究方向; 最后, 给出了 GPU 虚拟化
安全框架, 为云平台 GPU 虚拟化安全技术发展与应
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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