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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树模型的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任务多核调度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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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２１）

摘　 要：当前大多数的实时周期任务的调度模型都是以相互独立的固定周期任务为中心，很少考虑周

期允许变化的任务模型以及处理器在调度过程中的模型。 针对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实时周期任务，设计了一种

基于线性树（ｌｉｎｅ ｔｒｅｅ，ＬＴ）的任务模型和处理器模型，并提出了任务线性树（ｔａｓｋ ｌｉｎｅ ｔｒｅｅ，ＴＬＴ）模型到

处理器线性树（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ｒ ｌｉｎｅ ｔｒｅｅ，ＰＬＴ）模型的转化算法。 该算法将所有实时周期任务的最小公倍数

作为层数基准，根据完整 ｊｏｂ 替换法则，利用迁移 ｊｏｂ 的节点替换同层的非迁移 ｊｏｂ 的空节点，利用任

务周期可变，ｊｏｂ 可提前发布的情况达到最优的多核调度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相比 ＰＥＤＦ、
ＧＥＤＦ 以及 ＲＭＦＦ 算法，不仅具有较高的核利用率和较低的时限丢失率，同时减少了上下文切换次数

和迁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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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上多核处理器任务调度方法中，研究者早期

考虑的是基于由 Ｌｉｕ 和 Ｌａｙｌａｎｄ［１］ 提出的相互独立

的实时周期任务模型［２⁃１０］，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开始

研究执行时间可以随着关键级别变化而变化的混合

关键任务模型［１１⁃１３］ 和具有制约关系以及带有周期

性的 ＤＡＧ 任务模型［１４⁃１９］。 这些模型对应的调度算

法大都是基于 ＲＭ（ ｒａｔｅ⁃ｍｏｎｏｔｏｎｏｕｓ）算法和 ＧＥＤ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ｆｉｒｓｔ）以及 ＰＥＤＦ（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ｄ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ｆｉｒｓｔ）算法。 如文献［２，４⁃５］和文献

［３，６⁃７］针对相互独立的实时周期任务，分别对 ＲＭ
算法及 ＧＥＤＦ 算法进行分析并提出新的调度算法。
文献［８］针对 ＰＥＤＦ 中的划分算法，提出一种改进

的基于幂函数划分的 ＥＤＦ 算法。 文献［９⁃１０］则是

结合 ＰＥＤＦ 和 ＧＥＤＦ 各自优点，提出了旨在允许部

分任务迁移的 ｓｅｍｉ⁃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ｄ 调度算法。 文献［１１］
将 ＰＥＤＦ 改进的 ｓｅｍｉ⁃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ｅｄ 算法应用在混合关

键模型中。 文献［１３］则是将周期性的 ＤＡＧ 图放在

混合关键模型中讨论。 文献［１４⁃１６］在 ＧＥＤＦ 算法

下讨论 ＤＡＧ 图的调度。 文献 ［ １７］ 则提出一种

ＰＥＤＦ⁃ｏｍｐ 的调度算法，旨在解决类似 ＤＡＧ 图模型

的 ＯｐｅｎＭＰ 并行执行。 文献［１８］在 ｂｉｇ． ＬＩＴＴＬＥ 体

系结构下研究不同类型周期任务的动态分区调度方

法。 文献［１９］则针对既考虑周期性又考虑依赖关

系的实时周期性任务，提出基于可延迟时间越短越

优先（ＰＬＴＳＦ，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ｌａｇ ｔｉｍｅ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ｆｉｒｓｔ）的调度

方法。
上述所有任务模型中都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

所有周期任务均为固定周期。 而在实际情况中，有
些任务的周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因此本文则针对

周期可变的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任务，提出相应的 ｔａｓｋ 模型、
ｊｏｂ 模型以及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模型，将实时周期任务划分为

不同层数节点，根据每个节点的实时性、周期性以及

节点之间的层次关系进行相应的线性树模型转化，
并根据具有时间迁移特性的 ｊｏｂ 以及可变周期的任

务调整某些层节点的位置，使得尽可能多的节点成

为处理器上能够满足时限的执行节点。 实验表明，
上述调度方法与 ＰＥＤＦ、ＧＥＤＦ、ＲＭＦＦ（ＲＭ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ｔ）
算法比较起来，在延迟时间、系统利用率、上下文切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０ 卷

换次数、系统抢占次数、时限丢失率方面都较优。

１　 实时可变周期任务模型

１．１　 ｔａｓｋ 模型

假设一个实时系统 τ 由 ｎ 个实时周期性任务组

成，记为 τ ＝ ｛τ １，τ ２，…τ ｎ｝。 每个实时周期任务都

包含 ５个参数，即 τ ｉ（ ｒｉ，ｅｉ，ｐｉ，ｄｉ，ｆｉ）（１≤ ｉ≤ ｎ）。 其

中 ｒｉ 表示发布时刻（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ｉｍｅ），即处理器核可以

执行该任务的时刻。 ｅｉ 表示任务 τ ｉ 最坏情况下的执

行时间（ｗｏｒｓｔ⁃ｃａｓ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ＷＣＥＴ）。 ｐｉ 是 τ ｉ

的最长周期；ｄｉ 表示时限（ｄｅａｄｌｉｎｅ），要求 ｅｉ ≤ ｄｉ ≤
ｐｉ。 如果 ｄｉ ＝ ｐｉ， 称该系统为隐含时限的系统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将其任务称为隐含时限

任务。 如果 ｄｉ ＜ ｐｉ， 称该系统为包含时限系统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将其任务称为包含

时限任务。 如果两者没有强制性的约束条件则称为

任意时限（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 ｆｉ 表示

该任务周期即将发生变化的规则函数，通过该函数

可以知道该任务周期发生变化的规律以及该任务此

时可提前发布的时间片数量。 如果不允许周期变

化，则 ｆｉ ＝ ０。
１．２　 ｊｏｂ 模型

在一个实时周期任务系统中，所有任务在同一

个时刻发布它们的第一个 ｊｏｂ，将其称为同步系统，
否则称为异步系统。 τｉ 的第 ｊ（ ｊ≥１） 次执行称为第 ｊ
个 ｊｏｂ，用 τｉ，ｊ（ ｒｉ，ｊ，ｅｉ，ｊ，ｄｉ，ｊ，ｓｉ，ｊ） 表示，其中 ｒｉ，ｊ 为 τｉ，ｊ 的

最早可以开始执行的时间且 ｒｉ，ｊ ＝ ｒｉ ＋ （ ｊ － １）ｐｉ － ｓｉ，ｊ，
ｄｉ，ｊ 为 τｉ，ｊ 的绝对时限且 ｄｉ，ｊ ＝ ｒｉ ＋ （ ｊ － １）ｐｉ ＋ ｄｉ，如果

ｄｉ ＝ ｐｉ 则 ｄｉ，ｊ ＝ ｒｉ ＋ ｊ × ｐｉ；ｅｉ，ｊ 为 τｉ，ｊ 的执行时间且 ｅｉ，ｊ ＝
ｅｉ。 ｓｉ，ｊ ＝ ｆｉ（ ｊ） 表示 τｉ，ｊ 允许提前发布的时间片数量，
如果 ｓｉ，ｊ ＝ ０，则表示不可以提前发布。
１．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模型

为了实现任务迁移和任务抢占，现将 τｉ，ｊ 根据

ｅｉ，ｊ 的大小进一步划分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ｉ，ｊ 的第 ｋ 个执行

时间片用 τｋ
ｉ，ｊ（ ｒｋｉ，ｊ，ｄｋ

ｉ，ｊ，ｓｋｉ，ｊ） 来表示。 其中 ｒｋｉ，ｊ 为 τｋ
ｉ，ｊ 的

最早可以开始执行的时间且 ｒｋｉ，ｊ ＝ ｒｉ，ｊ ＋ （ｋ － １） － ｓｋｉ，ｊ，
ｄｋ
ｉ，ｊ 为 τｋ

ｉ，ｊ 的最晚开始时间即 ｄｋ
ｉ，ｊ ＝ ｄｉ，ｊ － ｅｉ ＋ ｋ － １。 由

此可见 ｒｋｉ，ｊ ≤ ｄｋ
ｉ，ｊ。 而 ｓｋｉ，ｊ 为该 τｋ

ｉ，ｊ 可提前执行的时间

片数量。
本文的任务主要针对暗含时限的系统且都从时

刻 ０ 开始，那么任务可以简化为 τｉ（ｅｉ，ｐｉ，ｆｉ）。 如果

任务不允许缩短周期，则 ｆｉ ＝ ０。 该任务的第 ｊ个 ｊｏｂ
记为 τｉ，ｊ（ ｒｉ，ｊ，ｅｉ，ｄｉ，ｊ，ｓｉ，ｊ），ｒｉ，ｊ ＝ （ ｊ － １）ｐｉ － ｓｉ，ｊ，ｄｉ，ｊ ＝ ｊ ×
ｐｉ，ｓｉ，ｊ ＝ ｆｉ（ ｊ）。 根据 ｅｉ 进一步划分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用

τｋ
ｉ，ｊ（ ｒｋｉ，ｊ，ｄｋ

ｉ，ｊ，ｓｋｉ，ｊ） 来表示。 ｒｋｉ，ｊ ＝ ｋ － １ ＋ （ ｊ － １）ｐｉ － ｓｋｉ，ｊ，
ｄｋ
ｉ，ｊ ＝ ｊ × ｐｉ － ｅｉ ＋ ｋ － １，ｓｋｉ，ｊ ＝ ｓｉ，ｊ ＝ ｆｉ（ ｊ） ≤ ｌ，ｌ ＝ ｄｉ － ｅｉ。

２　 ＴＬＴ 和 ＰＬＴ 模型

２．１　 相关定义

根据树定义 Ｔｒｅｅ ＝ （ ｒｏｏｔ，Ｒ），ｒｏｏｔ 为根节点， Ｒ
为树中各节点之间的层次关系，由树的特性可以知

道树中的每个节点都有层次，根为第一层，根的孩子

为第二层。 若某个节点在第 ｈ层其孩子就在第 ｈ ＋ １
层，树的深度为树中节点的最大层次。 树 Ｔ 深度为

Ｈ 用 ｌａｙｅｒ（Ｔ） ＝ Ｈ 表示；节点 Ｐ ｉ 所处的层次为 ｈ 用

ｌａｙｅｒ（Ｐ ｉ） ＝ ｈ 来表示。
假定一棵树型结构，除了叶子节点外，所有父节

点都只有一个孩子节点，这种树称为线性树 ＬＴ（ ｌｉｎｅ
ｔｒｅｅ）。

ＬＴ 具有如下特征：
１） 树中第 ｈ 层的节点数用 Ｎｕｍｂｅｒ（ｈ）来表示。

显然 Ｎｕｍｂｅｒ（ｈ）＝ １。
２） 由于每层只有一个节点，则该线性树上所有

节点的个数等于该线性树的层数。
３） 节点之间具有一定的时间顺序关系。
线性树满足树的基本特征即在任意一棵树中：
１） 有且仅有一个特定的称为根的节点；
２） 当 ｎ ＞ １ 时，其余节点可分为 ｎ 个互不相交

的有限集合 Ｔ１，Ｔ２，…，Ｔｎ ，其中每一个集合本身又

是一棵树，并且称为根的子树。
定义 １　 ＰＬ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ｌｉｎｅ ｔｒｅｅ）模型是由处理

器核数 Ｍ 和所有任务周期的最小公倍数 Ｄ 决定的

Ｍ 棵线性树组成的森林，记为 Ｆ ＝ （Ｍ，Ｄ）。 其中 Ｍ
为线性树的个数，Ｄ 为其中任何一个线性树的深度，
可以看出这 Ｍ 个线性树的深度都是 Ｄ。

定义 ２　 ＴＬＴ（ｔａｓｋ ｌｉｎｅ ｔｒｅｅ）模型是由任务数量

Ｎ 和任务周期最小公倍数 Ｄ 决定的 Ｎ 棵线性树组

成的森林，记为 Ｆ ＝ （Ｎ，Ｄ）。 其中 Ｎ 为线性树的个

数，Ｄ 为其中任何一个线性树的深度，可以看出这 Ｎ
个线性树的深度都是 Ｄ。

在一个公共周期 ［０，Ｄ） 内，建立 ＴＬＴ 模型的方

法是将每个任务对应一棵 ＬＴ 树，就是根据 τ ｋ
ｉ，ｊ（ ｒｋｉ，ｊ，

·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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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ｋ
ｉ，ｊ，ｓｋｉ，ｊ） 中 ｒｋｉ，ｊ 将该任务在［０，Ｄ） 时间段内的所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放在和该树深度 ｈ（１ ≤ ｈ ≤ Ｄ） 对应的节

点上，由于 ｒｋｉ，ｊ 是从０开始的，所以当 ｒｋｉ，ｊ ＝ ｈ － １时，就
把 τ ｋ

ｉ，ｊ 放在第 ｈ 层次的节点上，如果该树的 ｈ 层节点

没有对应的 τ ｋ
ｉ，ｊ 节点， 称该树具有空节点层。 如

τ １（２，３，ｆ１） 在公共周期为６的时间段［０，６） 内，该 τ １

共分为 ２ 个 ｊｏｂ，第一次 ｊｏｂ 为 τ １，１，而 τ １，１（０，２，３，
ｆ１（１）） 可 以 分 为 τ １

１，１（０，１，ｆ１（１）） 和 τ ２
１，１（１，２，

ｆ１（１））２ 个时间片段，称之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第二次 ｊｏｂ 为

τ １，２（３，２，６，ｆ１（２））， 而 τ １，２ 可 以 分 为 τ １
１，２（３，４，

ｆ１（２）） 和 τ ２
１，２（４，５，ｆ１（２））２ 个时间片段，该任务形

成的 ＬＴ树如图 １所示。 其中 ｈ ＝ ３和 ｈ ＝ ６为空节点

层。 所以不同任务由于 ｅｉ 和 ｐｉ 不同，分得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数量也都不尽相同。 而这些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最终形成 ＴＬＴ
的各种节点。

图 １　 τ１（２，３，ｆ１）在［０，６）时间段的 ＴＬＴ 模型

可以看出，如果第一个 ｊｏｂ 的 τ１，１ 允许周期缩

短，则缩短的时间片 ｆ１（１）≤３－２ ＝ １，即 τ１，１与 τ１，２之

间的空节点层数。 另外，空节点层以上的节点也可

以下移至空节点层处，不影响该节点按时完成。
同样，ＰＬＴ 模型中线性树的节点也是处理器核

上准备执行任务 ｊｏｂ 的时间片段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由于与

ＴＬＴ 模型线性树的数量不同，通常情况下，Ｍ＜Ｎ。 因

此，需要相应的转化算法，即通过转化算法将 ＴＬＴ
模型中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指派到 ＰＬＴ 模型中的节点上。
本文考虑任务的 ｊｏｂ 节点可以迁移情况。

定理　 给定任何一个时刻值 ｔ，针对某个任务

τ ｉ（ｅｉ，ｐｉ，ｆｉ），如果 ｆｉ ＝ ０ 判断该任务在该时刻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发布的前提条件是 ｑ ≤ ｅｉ，其中，ｑ 是
ｔ ＋ １
ｐｉ

的余数。
证明 　 由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发布的最早执行时间 ｒｋｉ，ｊ 可

知，如果 ｔ 时刻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发布，那么必然有

ｒｋｉ，ｊ ＝ ｔ ，由题意可知

ｒｋｉ，ｊ ＝ ｋ － １ ＋ （ ｊ － １）ｐｉ， 其中 ｊ ＝ 「 ｔ
＋ １
ｐｉ

⌉ （１）

ｔ ＝ ｎｐｉ ＋ ｑ － １ （２）
　 　 将 ２ 个公式联立起来得

ｋ － １ ＋ （ ｊ － １）ｐｉ ＝ ｎｐｉ ＋ ｑ － １
　 ⇒ｋ － １ ＋ （ｎ ＋ １ － １）ｐｉ ＝ ｎｐｉ ＋ ｑ － １
　 ⇒ｋ ＝ ｑ ≤ ｅｉ

　 　 得证。
推论 １　 任何一个时刻 ｔ 都能唯一对应于 ＴＬＴ

模型的某一层。
证明 　 令 ｔ ＝ ｎ × Ｄ ＋ ｋ，其中Ｄ为所有任务周期

的最小公倍数，因为 ｋ ＜ Ｄ，故可将 ｔ时刻对应于第 ｎ
个［０，Ｄ］ 周期内的第 ｈ ＝ ｋ ＋ １ 层。 根据定理，如果

ｈ
ｐｉ

的余数 ｐ≤ ｅｉ，则对应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为 τ ｐ
ｉ，ｊ（ｎ × （ｈ －

１），ｎ × （ｈ ＋ ｐｉ － ｅｉ）），其中 ｊ ＝ 「 ｈ
ｐｉ
⌉ × ｎ，否则就是空

节点层。
推论 ２　 一个 ＴＬＴ模型中某个任务 τ ｉ（ｅｉ，ｐｉ，ｆｉ）

形成的 ＬＴ 在 ｈ 层不会出现空节点层的前提条件是

ｐ ≤ｅｉ － ｆｉ 「 ｈ
ｐｉ
⌉æ

è
ç

ö

ø
÷ 。 其中 ｐ 是

ｈ
ｐｉ

的余数。

证明 　 根据推论 １，在 ＴＬＴ模型中，任何时刻都

可以对应其中一个层，那么某个 ｈ 层也可以对应其

中某一个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的发布时刻，但由于该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所在的 ｊｏｂ提前发布至 ｈ′层，则该 ｈ层如果不为空节

点层必然存在

ｈ ≤ ｈ′ ＋ ｅｉ － １ （３）
　 　 假设 ｈ′ 层对应 Ｔｋ

ｉ，ｊ 的发布时刻

ｒｋｉ，ｊ ＝ ｈ′ － １ ＝ ｋ － １ ＋ （ ｊ － １）ｐｉ － ｆｉ（ ｊ）
式中， ｋ ＝ １，根据定理及公式（３）
ｎｐｉ ＋ ｐ ≤ １ － １ ＋ （ ｊ － １）ｐｉ － ｆｉ（ ｊ） ＋ １ ＋ ｅｉ － １
　 ⇒ｐ ≤ （ｎ ＋ １ － １）ｐｉ － ｆｉ（ ｊ） ＋ ｅｉ － ｎｐｉ

　 ⇒ｐ ≤ ｅｉ － ｆｉ（ ｊ）， 其中 ｊ ＝ 「 ｈ
ｐｉ
⌉

则 ｐ ≤ ｅｉ － ｆｉ 「 ｈ
ｐｉ
⌉æ

è
ç

ö

ø
÷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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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４０ 卷

根据上述定理和推论，可以得出在 ＴＬＴ模型中，

任何一个 ｈ层次对应的第 ｊ ＝ 「 ｈ
ｐｉ
⌉个 ｊｏｂ所能提前的

时间片函数 ｆｉ（「
ｈ
ｐｉ
⌉） ≤ ｐｉ － ｅｉ，对应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为 ｈ

ｐｉ

的余数 ｑ，若 ｑ ＞ ｅｉ － ｆｉ（「
ｈ
ｐｉ
⌉） 则该层为空节点层。

２．２　 实时系统的 ＴＬＴ 模型和 ＰＬＴ 模型

考虑一个任务系统 Γ ＝ ｛τ １，τ ２，…，τＮ｝ 有 Ｎ 个

任务要分配到 Ｍ 个处理器上，该系统具有 ＴＬＴ 模型

和 ＰＬＴ 模型分别简单记为 ＴＬＴΓ ＝ ｛ＴＬＴ１，ＴＬＴ２，…，
ＴＬＴＮ｝ 和 ＰＬＴΓ ＝ ｛ＰＬＴ１，ＰＬＴ２，…，ＰＬＴＭ｝。 所有任

务的 ｊｏｂ被划分为不同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分布在 ＴＬＴΓ 的不

同节点上，然后根据一定的指派算法被指派在 ＰＬＴΓ

这Ｍ棵 ＰＬＴ树节点上。 其中所有 ＰＬＴｐ（１≤ ｐ≤Ｍ）
均为一棵深度为 Ｄ 的树，这里 Ｄ 为所有任务周期的

最小公倍数，Ｄ ＝ ［ｐ１，ｐ２，…，ｐｎ］（Ｄ ＞ １），ＰＬＴΓ 中的

一棵 ＰＬＴ 树就对应一个处理器核调度的一个顺序。
假设系统中所有实时周期任务都已经确定，且

都是可以被抢占和被迁移的，如果确定了 ＰＬＴ 模型

中所有节点，那么也就确定了系统的调度方案。 下

面来说明确定每棵线性树各节点被指派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的方法。 ＴＬＴ 模型中的 ＬＴ 树节点要么是空节点要

么是 ｊｏｂ 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即 τ ｋ
ｉ，ｊ。 如某实时系统中的任

务 τ １（４，６），τ ２（２，３），τ ３（５，６），τ ４（２，３），τ ５（１，２），

τ ６（２，３，ｆ６），其中 ｆ６（ｋ） ＝
０， ｋ 为奇数

１， ｋ 为偶数{ 。 要被分配到

Ｍ ＝ ４ 的处理器核上进行调度。 将实时系统 ６ 个任

务对应到 ＴＬＴ 的 ６ 棵树上，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实例对应的 ＴＬＴ 模型

以该实例来说明 ＴＬＴ 模型与 ＰＬＴ 模型之间的

转化方法，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实例中 ＴＬＴ 模型与 ＰＬＴ 模型之间的转化方法

得到 ＰＬＴ 的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转化为 ＰＬＴ 的最终结果

从图 ４ 结果可以看出，在一个公共周期内，τ５和

τ６ 的迁移次数都是 １ 次，在迁移过程中 ｊｏｂ 没有被

切割开，都是整体迁移，整个过程没有抢占及上下文

切换开销。 因为抢占及上下文切换开销发生在节点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即 τｋ
ｉ，ｊ（ｋ＜ｅｉ）的孩子是 τｗ

ｕ，ｖ（ｕ≠ｉ），即该 ｊｏｂ
的所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还未完成，下层节点由别的 ｊｏｂ
占用。

３　 延迟因子及 ＴＬＴ⁃ＰＬＴ 转化方法

３．１　 延迟因子确定

如果一个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即 τｋ
ｉ，ｊ（ ｒｋｉ，ｊ，ｄｋ

ｉ，ｊ，ｆｉ（ ｊ）） 始终

·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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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机会被指派到 ＰＬＴ模型中 ＬＴ树的某层，则称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丢失。 如果一个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即 τｋ
ｉ，ｊ（ ｒｋｉ，ｊ，ｄｋ

ｉ，ｊ，
ｆｉ（ ｊ）） 被指派到 ＰＬＴ 树 ｈ 层，当 ｄｋ

ｉ，ｊ ＋ １ ≥ ｈ，则称该

层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的时限满足层，当 ｄｋ
ｉ，ｊ ＋ １ ＜ ｈ ，则称

该层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的时限延迟层。 该节点为延迟节

点。 所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节点都为延迟节点。
定义 ３ 定义每个节点的延迟因子为 ｈｌａｔｅ（τｋ

ｉ，ｊ） ＝
ｈ － ｄｋ

ｉ，ｊ，如果 ｈｌａｔｅ（τｋ
ｉ，ｊ） ＞ １ 则该节点为延迟节点，如

果 ｈｌａｔｅ（τｋ
ｉ，ｊ －１） ＝ ｈ － ｄｋ

ｉ，ｊ －１ ＜ １ 则该节点 τｋ
ｉ，ｊ 可申请该

周期内的连续节点发布时间提前至 ｒｘｉ，ｊ ＋ ｈ － ｄｘ
ｉ，ｊ －１

（ｘ ＝ １，…，ｋ），如果系统在允许范围内，则该节点为

可提前发布时间节点。
定义 ４　 在指派算法 Ｓ 下，定义一个层次分配

函数为ｈｓ（ｘ），该函数表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ｘ被指派在哪个

层，定义 Ｉｓ（ｘ） 表示指派在哪棵线性树上。 如果没有

被指派则这两个函数值均为 ０。
在指派算法 Ｓ 下，如果一个任务 Ｔｉ在公共周期

内发布的所有 τｉ，ｊ的所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都被指派到ＬＴ树

上，且都时限满足，那么该任务在 Ｓ 下可调度，如果

系统内所有任务都可调度，那么该系统在 Ｓ 下可

调度。
３．２　 ＴＬＴ⁃ＰＬＴ 转化算法

本文根据 ＰＬＴ 空节点层和 ＴＬＴ 需要迁移的节

点层的情况实现 ＴＬＴ 向 ＰＬＴ 的转化算法。
算法：ＴＬＴ⁃ＰＬＴ 转化算法

Ｉｎｐｕｔ： Ｅｎｔｅｒ ＴＬＴ Ｓｅｔ
　 　 　 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ａｓｋｓ
　 　 　 Ｍ：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Ｈｅａｄｅｒ Ｐｏｉｎｔｅｒ ｏｆ ＰＬＴ

１：　 ｉ＝ １；
２：　 Ｗｈｉｌｅ ｉ≤Ｍ ｄｏ

／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ｅｍｐｔｙ ｌａｙ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ＬＴ ｉｎｔｏ ＰＬＴ∗ ／

３：　 ｊ＝ ｆｉｎｄＭｉｎｉＥｍｐｔｙＬａｙｅｒ（ＴＬＴ）；
４：　 Ｔｒａｎｓ（ ｊ，ＴＬＴ，ＰＬＴ）；
５： Ｄｅｌｅｔｅ（ ｊ，ＴＬＴ）； ／ ∗Ｄｅ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ＬＴ ｓｅｔ∗ ／
６：　 ｉ＝ ｉ＋１；
７：　 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 ∗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ｎｏｄｅ ｌａｙ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ｖｅｒｙ
ｅｍｐｔｙ ｌａｙｅｒ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ＬＴ ｉｎ ＴＬＴ ∗ ／

８：　 Ｃｏｕｎｔ（ＴＬＴ， ｎｏｄｅＬａｙｅｒＴＬＴ）；
９：　 Ｃｏｕｎｔ－ｅｍｐｔｙＬａｙｅｒ（ＰＬＴ， ｅｍｐｔｙＬａｙｅｒＰＬＴ）； ／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ｌａｙｅｒ ｆｏｒ ｅｖｅｒｙ ＬＴ ｉｎ ＰＬＴ∗ ／

１０：　 Ｗｈｉｌｅ ＴＬＴ ｓｅｔ ｉｓ ｎｏｔ ＮＵＬＬ ｄｏ
／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ｄｅＬａｙ⁃
ｅｒＴＬＴ ｅｑｕａｌ ｏｒ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ＬａｙｅｒＰＬＴ ∗ ／

１１： 　 ｆｌａｇ ＝ ＦｉｎｄＳａｍｅ （ ｎｏｄｅＬａｙｅｒＴＬＴ， ｅｍｐｔｙＬａｙｅｒ⁃
ＰＬＴ）
１２：　 ｉｆ（ ｆｌａｇ！ ＝ －１ ＆＆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ｅｑｕａｌ）

／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ｏｄ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ＬＴ ｉｎ ＴＬ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ＰＬＴ∗ ／

１３： 　 Ｔｒａｎｓ （ ｆｌａｇ， ｎｏｄｅＬａｙｅｒＴＬＴ， ｅｍｐｔｙＬａｙｅｒＰＬＴ，
ＴＬＴ， ＰＬＴ）；

／ ∗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ｏｄ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ＬＴ ｉｎ ＰＬ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ｍｐｔｙ Ｌａｙｅｒ ∗ ／

１４：　 ｅｌｓｅ ｉｆ （ ｆｌａｇ！ ＝ －１＆＆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１５：　 Ｍｏｖｅ（ｅｍｐｔｙＬａｙｅｒＰＬＴ， ＰＬＴ）；
１６： 　 Ｔｒａｎｓ （ ｆｌａｇ， ｎｏｄｅＬａｙｅｒＴＬＴ， ｅｍｐｔｙＬａｙｅｒＰＬＴ，

ＴＬＴ， ＰＬＴ）
１７：　 ｅｌｓｅ ｉ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ｆｌａ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８：　 Ａｄｖａｎｃｅ （ ｆｌａｇ， ＴＬＴ）； ／ ∗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ｎｏｄｅ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 ／
１９：　 ｅｌｓｅ
２０：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Ｍｉｓｓ （ ｆｌａｇ， ＴＬＴ）； ／ ∗ｐｕｔ ｔｈｅ ＬＴ ｎｏｄ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ｍｉｓｓ ｓｅｔ∗ ／
２１：　 ｅｎｄ ｉｆ
２２：　 Ｄｅｌｅｔｅ（ｆｌａｇ， ＴＬＴ）；
２３：　 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上述算法核心思想如下：
首先，从 ＴＬＴ 中找出 Ｍ 个空节点层数较少的

ＬＴ 转移到 ＰＬＴ 中，并从 ＴＬＴ 中删除这些节点。
其次，计算 ＴＬＴ 中每个 ＬＴ 的空节点层数之前

的连续节点数，计算 ＰＬＴ 中连续空节点层数的

数量。
最后，从大到小在 ＴＬＴ 中找出连续节点层数与

ＰＬＴ 中连续空节点数层数相同的 ＰＬＴ 树，如果匹配

则直接将这些节点与对应的 ＰＬＴ 中的空节点层进

行交换，并删除 ＴＬＴ 中交换过的节点；如果没有匹

配的则将 ＰＬＴ 中的节点进行层数下移至数量相同

的空节点层，再进行交换并删除 ＴＬＴ 中交换过的节

点；如果找不到对应的层数，或者 ＴＬＴ 中无法再通

过下移空节点层来匹配 ＴＬＴ 中的节点层则将剩余

节点放置到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集合中。
３．３　 处理器预分配算法

下面就是利用 ＴＬＴ⁃ＰＬＴ 转化算法的整体方案。

·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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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系统中所有实时周期任务 τｉ ＝ ｛ ｒｉ，
ｅｉ，ｐｉ，ｄｉ，ｆｉ｝（１≤ ｉ≤ ｎ） 的属性值计算所有任务周期

的最小公倍数 Ｄ，然后计算每个任务在整个公共周

期内的 ｊｏｂ 数量和每个 ｊｏｂ 的相关执行属性 τｉ，ｊ（ ｒｉ，ｊ，
ｄｉ，ｊ，ｅｉ，ｊ，ｆｉ（ ｊ）），再根据 ｊｏｂ 数量以及属性值计算不同

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的相关属性 τｋ
ｉ，ｊ（ ｒｋｉ，ｊ，ｄｋ

ｉ，ｊ，ｆｉ（ ｊ））。
其次，根据 τｋ

ｉ，ｊ（ ｒｋｉ，ｊ，ｄｋ
ｉ，ｊ，ｆｉ（ ｊ）） 的相关属性值以

及所有任务数量Ｎ和Ｄ，建立一棵深度为Ｄ数量为Ｎ
的 ＴＬＴ 树集合｛ＴＬＴ１，ＴＬＴ２，…，ＴＬＴｎ｝，该集合中每

一棵树都是线性树，每个树深度都为 Ｄ。
再次，将其按照 ＴＬＴ⁃ＰＬＴ 转化算法将 ＴＬＴ 树转

化为 ＰＬＴ 树，就可以将 τｋ
ｉ，ｊ（ ｒｋｉ，ｊ，ｄｋ

ｉ，ｊ，ｆｉ（ ｊ）） 指派到层

数为 ｈ 的 Ｍ 棵 ＰＬＴ 树中进行执行。
３．４　 应用实例处理器分配结果

２．２ 节的实例在 ＧＥＤＦ、ＰＥＤＦ、ＲＭＦＦ 以及 ＴＬＴ⁃
ＰＬＴ ４ 种调度算法的处理器分配结果如表 １ ～ ４ 所

示，在 ６ 个时间片内的性能统计如表 ５ 所示。
表 １　 实例在 ＧＥＤＦ 调度算法下的运行结果

处理器
时间

（０，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Ｐ１ τ１
５，１ τ１

３，１ τ２
３，１ τ３

３，１ τ１
２，２ τ２

２，２

Ｐ２ τ１
６，１ τ２

６，１ τ１
１，１ τ２

１，１ τ３
１，１ τ４

１，１

Ｐ３ τ１
４，１ τ２

４，１ τ１
５，２ τ１

６，２ τ２
６，２

Ｐ４ τ１
２，１ τ２

２，１ τ１
４，２ τ２

４，２ τ１
５，３

注： Ｐ１ 处理器上 τ１
２，２抢占了 τ４

３，１，τ４
３，１和 τ５

３，１丢失。

表 ２　 实例在 ＰＥＤＦ 调度算法下的运行结果

处理器
时间

（０，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Ｐ１ τ１
１，１ τ２

１，１ τ３
１，１ τ４

１，１

Ｐ２ τ１
３，１ τ２

３，１ τ３
３，１ τ４

３，１ τ５
３，１

Ｐ３ τ１
２，１ τ２

２，１ τ１
４，１ τ１

２，２ τ２
２，２

Ｐ４ τ１
５，１ τ１

６，１ τ２
６，１ τ１

５，２ τ１
６，２ τ１

５，３

注： Ｐ３ 处理器上 τ１
２，２ 抢占了 τ２

４，１，Ｐ４ 处理器上 τ１
５，３ 抢占了

τ２
６，２，τ２

４，１和 τ２
６，２丢失。

表 ３　 实例在 ＲＭＦＦＦ 调度算法下的运行结果

处理器
时间

（０，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Ｐ１ τ１
１，１ τ２

１，１ τ３
１，１ τ４

１，１

Ｐ２ τ１
２，１ τ２

２，１ τ１
５，２ τ１

２，２ τ２
２，２ τ１

５，３

Ｐ３ τ１
３，１ τ２

３，１ τ３
３，１ τ４

３，１ τ５
３，１

Ｐ４ τ１
４，１ τ２

４，１ τ１
６，１ τ１

４，２ τ２
４，２

注： Ｐ４ 处理器上 τ１
４，２抢占了 τ２

６，１，τ１
５，１和 τ２

６，１丢失。

表 ４　 实例在 ＴＬＴ⁃ＰＬＴ 调度算法下的运行结果

处理器
时间

（０，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Ｐ１ τ１
５，１ τ１

３，１ τ２
３，１ τ３

３，１ τ４
３，１ τ５

３，１

Ｐ２ τ１
６，１ τ２

６，１ τ１
１，１ τ２

１，１ τ３
１，１ τ４

１，１

Ｐ３ τ１
２，１ τ２

２，１ τ１
６，２ τ２

６，２ τ１
２，２ τ２

２，２

Ｐ４ τ１
４，１ τ２

４，１ τ１
５，２ τ１

４，２ τ２
４，２ τ１

５，３

表 ５　 实例在 ６ 个时间片内 ４ 种算法下的性能比较

算法
抢占及上下

文切换次数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率

核利用率

ＧＥＤＦ １ ２ ０．９１７

ＰＥＤＦ ２ ２ ０．８３３

ＲＭＦＦ １ ２ ０．８３３

ＴＬＴ⁃ＰＬＴ ０ ０ １．０

４　 实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的仿真实验平台是在 ４ 核 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ＴＭ）２
Ｑｕａｄ ＣＰＵ ２．６６ ＧＨｚ 内存为 ３．４Ｇ 的硬件环境下运行

Ｕｂｕｎｔｕ Ｌｉｎｕｘ１０．０４ ２．６．３３⁃２９ 实时内核，采用 Ｃｏｄｅ⁃
ｂｌｏｃｋｓ⁃ｖ１０．０５ 编写仿真测试程序。 在实验设计时，
选择了处理器核数Ｍ与Ｎ个任务总利用率之间 ３种

不同的关系：「Ｕｓｕｍ⌉ ＞ ｍ，「Ｕｓｕｍ⌉ ＝ ｍ，「Ｕｓｕｍ⌉ ＜ ｍ ，
针对随机输入的实时周期任务进行了多组实验求得

平均值，为了进行实验结果对比分析，使用如下的性

能评价指标：
上下文切换和抢占次数。 通过计算不同任务

ｊｏｂ 之间上下文切换次数以及 ｊｏｂ 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被打断

情况的计数来统计抢占次数，说明不同算法的额外

开销。 开销太大则耗时多，任务响应时间长。

·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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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利用率。 在算法分配过程中如果 ＰＬＴ 模型中

线性树有空节点层，则说明核在该层处于空闲状态，
为了描述核利用情况定义核利用率为该核对应的线

性树的非空节点个数与树深度的比值。 该比值是

ＰＬＴ 模型对核利用情况的一个反映。 该值越大说明

该模型和调度方法对核的利用越充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率。 由于 ＰＬＴ 模型中的工作在

调度过程中存在时限不满足情况，为了考察时限不

满足严重程度定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率为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

时限节点的数量总和与所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数量总和的

比值。
根据以上的评价指标，对可并行执行的工作分

别采用 ＧＥＤＦ 算法、 ＰＥＤＦ 算法、ＲＭＦＦ 算法以及

ＴＬＴ⁃ＰＬＴ 转化算法进行调度，在 ５００ 个时间片内对

系统的上下文切换次数以及抢占次数、核利用率以

及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率进行了统计。
图 ５ 展示了在 ３ 种情况下，每种情况随机输入

１０ 组数据得出的上下文切换次数和抢占次数的平

均值。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在负载量较大情况下，
ＴＬＴ⁃ＰＬＴ 算法的上下文切换及抢占次数明显小于

ＧＥＤＦ、ＰＥＤＦ 和 ＲＭＦＦ 算法，而在负载量小的情况

下对比不是很明显，因此本文仅针对负载量较大的

情况，３ 种算法的核总利用率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率的

情况分别如图 ６ 和图 ７ 所示。

核利用率效果如图 ６ 所示。 结果显示出采用

ＴＬＴ⁃ＰＬＴ 算法的核利用率效果和 ＧＥＤＦ 基本接近且

速度快，而比 ＰＥＤＦ 和 ＲＭＦＦ 要好得多。 原因是

ＧＥＤＦ 是允许任务迁移且由最近时限来决定优先

级，效率高迁移开销大；而 ＰＥＤＦ 是不允许任务迁移

利用率较低；ＲＭＦＦ 通过利用率进行首次适应匹配，
也不允许迁移，利用率也比较低。 而 ＴＬＴ⁃ＰＬＴ 算法

结合三者的优点，即允许部分任务迁移又利用 ＬＴ
的空闲节点进行节点空闲节点自适应匹配，且通过

调整发布时间可以快速使得任务被调度，因此效率

较高。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任务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率随着

时间的持续而增长，但 ＴＬＴ⁃ＰＬＴ 增长的趋势较低。
分析原因发现由于 ＧＥＤＦ 算法和 ＲＭＦＦ 以及 ＰＥＤＦ
算法优先级是根据自身的参数（时限和利用率）来

决定的，并没有综合考虑任务的实际执行情况，
ＧＥＤＦ 由于迁移频繁而导致有些任务来不及执行就

放弃了，ＰＥＤＦ 和 ＲＭＦＦ 算法不能根据时间灵活迁

移导致很多任务无法及时执行。 而 ＴＬＴ⁃ＰＬＴ 算法

从一开始就利用最小公倍数分时间段考虑任务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迁移情况以及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是否能

满足的问题，并通过调整发布时间使得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尽
量减少丢失，所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图 ５　 ３ 种情况下上下文切换　 　 　 　 　 　 图 ６　 ４ 种算法核利用　 　 　 　 　 　 图 ７　 固定时间片下 ４ 种算法

和抢占次数测试 率增长情况 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丢失率

５　 结　 论

随着多核技术在嵌入式领域的快速发展，围绕

片上多处理器实时调度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所提出的调度模型和调度算法大都只针对任务

模型。 本文从线性树模型出发，根据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任务

周期可变的情况，建立实时周期任务的 ｔａｓｋ 模型、
ｊｏｂ 模型以及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模型，提出实时周期任务在多

核处理器上的 ＴＬＴ 模型和 ＰＬＴ 模型和相应的转化

算法，不仅维持了系统利用率和减少时限丢失情况，
而且还使得切换次数和抢占次数降到比较低的水

平。 文章首先描述了 ＴＬＴ 任务模型和 ＰＬＴ 模型，接
着说明了该模型的相关性质和相关定理，随后定义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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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延迟因子以及相应的转化算法。 仿真实验表明所

采用的 ＴＬＴ⁃ＰＬＴ 转化算法不但比 ＰＥＤＦ、 ＧＥＤＦ、
ＲＭＦＦ 算法在核利用率以及时限丢失率方面都较优

而且还减少了抢占次数和上下文切换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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