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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

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法，包括：1)初始

时根据应用的QoS指标对流多处理器(Streaming 

Multiprocessor，简称为SM)进行合理划分；2)运

行时通过有效决策，对于各应用的SM数量进行周

期性的动态调整，从而保证应用的QoS指标；3)在

动态调整的过程中，通过阶段性的数据收集，可

以识别各应用的类型(内存密集型或是计算密集

型)；4)依据应用类型信息提高GPU的能效或吞吐

量。本发明充分挖掘了GPU并发内核的性能潜力，

能够在有效实现QoS指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平

衡GPU的能效和吞吐量：对于计算密集型的应用，

充分提升GPU的线程级并发性；对于内存密集型

的应用，充分降低GPU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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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1：多个GPU应用在CPU端启动，由用户指定需要保证服务质量QoS(Quality  of 

Service)的应用和QoS指标；应用的并行部分即GPU内核通过运行时API加载到GPU(GPU应用

与GPU内核是一对多的关系，一个GPU应用对应一个或多个GPU内核)，GPU内核根据所属应用

标识分为延迟敏感型内核和非延迟敏感型内核；

步骤2：每个GPU内核由软件工作队列SWQ(Software  Work  Queue)ID所标识，并被推入

位于网格管理器GMU(Grid  Management  Unit)的内核等待池(Pending  Kernel  Pool)；

步骤3：具有相同SWQ  ID的GPU内核将映射到同一个硬件工作队列HWQ(Hardware  Work 

Queue)中；位于每个HWQ头部的GPU内核由所属应用的QoS指标确定初始的流多处理器SM

(Streaming  Multiprocessor)分配方案，基于分配方案SM有三种状态，分别为：由延迟敏感

型内核占用、由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占用、关闭并预留；

步骤4：确定SM分配方案后，每个HWQ头部的GPU内核中的线程块Thread  Block通过线程

块调度器分配给SM；

步骤5：GPU内核的执行以时间长度Tepoch为单位，在每个Tepoch结束后，收集各GPU内核的

每周期执行指令数IPC(Instructions  Per  Cycle)，所述IPC包括GPU内核从最初执行开始

到当前Tepoch结束的总IPC，即IPCtotal和当前Tepoch的IPC，即IPCepoch；

步骤6：获得IPC信息后，由决策算法确定下一个Tepoch期间各GPU内核的SM分配方案，SM

分配方案与GPU内核类型相关，包括计算密集型CI(Compute-intensive)或内存密集型MI

(Memory-intensive)；

步骤7：由SM分配方案确定当前为止对于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最佳SM分配个数SMoptimal，

当分配为SMoptimal的SM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性能和能耗达到理想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

提高吞吐量或能效；

步骤8：获得SM分配方案后，再由决策算法确定需要换入Swap-in和换出Swap-out的SM

编号，即换出的SM在下一个Tepoch时内不再由原GPU核占用，而换入的SM在下一个Tepoch时内

由目标GPU内核占用；

步骤9：当某个SM被标记为换入或换出时，有两种情况：一为该SM为预留状态，此时直接

换入，由目标GPU内核所占用；二为该SM已被其它GPU内核所占用，此时要等待SM中所有线程

块执行结束，再执行换出和换入操作；

步骤10：所有SM换入和换出完成后，再开始计时下一次Tepoch，以确保下一次收集数据的

准确性；

步骤11：若每个GPU应用只执行一次GPU内核，则重复步骤5至步骤10直到所有GPU内核

执行结束；若某个应用执行多次GPU内核，则下一次GPU内核的初始SM分配编号与上一次完

全相同，再重复步骤5至步骤10，直到当前分发的GPU内核执行结束；

步骤12：重复步骤11直到所有GPU应用执行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由用户指定需要保证服务质量的应用和QoS指标实现为：

(1)需要保证服务质量的应用表示为IsQoS，具体如下：

(1-1)如果为延迟敏感型应用，则对于该延迟敏感型应用的所有GPU内核，IsQoS＝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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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果为非延迟敏感型应用，则对于该非延迟敏感型应用的所有GPU内核，IsQoS＝

false；

(2)QoS指标表示为IPCgoal，当将全部SM分配给某个延迟敏感型应用时，得到IPCisotated；

定义αk为IPCgoal占IPCisotated的比例，计算方法如下：

IPCgoal＝IPCisotated×αk，其中αk∈(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确定初始的流多处理器SM，假设并发执行的延迟敏感型应用

和非延迟敏感型应用的数量均为1，计算方法如下：

(1)如果为延迟敏感型内核，则

(2)如果为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则SMk＝SMtotal-SMQoS，

其中SMtotal为GPU中SM总个数，SMk为某个GPU内核所占用的SM个数，SMQoS为延迟敏感型

内核所占用的SM个数，αk为IPCgoal占IPCisotated的比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决策算法确定下一个Tepoch期间各GPU内核的SM分配方案如

下：

定义Itotal为GPU内核从最初执行开始到当前Tepoch结束执行的总指令数，Tepoch为从最初

执行开始到当前Tepoch结束时总Tepoch个数，Swap-in为换入一个SM，Swap-out为换出一个SM，

计算方法如下：

(1)对于延迟敏感型内核：

(1-1)如果Itotal/[(Neepoch+1)×Tepoch]＞IPCgoal，则标注为Swap-out；

(1-2)如果IPCtotal＜IPCgoal，则标注为Swap-in；

(2)对于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基于延迟敏感型内核的决策进行决策，这里有三种情况：

(2-1)延迟敏感型内核要求换入一个SM，此时优先选择预留SM，避免SM执行换出操作的

开销；如果没有SM预留，则标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为Swap-out，即换出一个SM，而该SM会被

延迟敏感型内核所占用；

(2-2)延迟敏感型内核要求换出一个SM。此时根据决策算法确定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是

否需要换入一个SM，若需要换入，则标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为Swap-in，延迟敏感型内核换

出的SM会被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所占用；否则关闭该SM并预留；

(2-3)延迟敏感性内核没有要求Swap操作，此时根据决策算法确定非延迟敏感型内核

是否需要换出一个SM；如需要换出，则标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为Swap-out，非延迟敏感型内

核换出的SM被关闭并预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由分配方案确定当前为止对于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最佳

SM分配个数SMoptimal，由硬件或软件定义阈值threshold，以判断某个SM是否要换出为预留

状态，其中threshold的作用域只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定义IPClast为上次Tepoch期间的

IPCepoch，为了在尽量短的周期内得到SMoptimal的值，还需要两个标志位Upperk和Lowerk，其中

Upperk表示SMoptimal是否达到上限，Lowerk表示SMoptimal是否达到下限，具体要求如下：

(1)如果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执行了Swap-in或Swap-out操作，保存IPClast；

(2)如果上一次Tepoch结束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入了一个SM，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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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Upperk＝true，SMoptimal达到上限；

(2-2)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Lowerk＝ture，SMoptimal达到下限，且

SMoptimal＝SMk；

(3)如果上一次Tepoch结束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出了一个SM，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3-1)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Lowerk＝true，SMoptimal达到下限；

(3-2)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Upperk＝true，SMoptimal达到上限，且

SMoptimal＝SMk；

(4)若Lowerk＝true且Upperk＝true，则确定了SMoptimal的值，即在GPU内核接下来的执

行周期内不会改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9中，要等待SM中所有线程块执行结束，再执行换入或换出操作

时，线程块调度器不再分配线程块到该某个SM，仅等待已有线程块执行结束，这样的意义在

于不会打断GPU内核的计算，且尽量快速地完成换出操作。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1中，所述下一次GPU内核的初始SM分配编号与上一次完全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HWQ数量为32，GPU最多能够并发执行32个内核。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中，对于某个GPU内核所占据的SM，最多有一个需要换入或换出，

其他将保持原状态；对于预留SM，不存在换出决策，只有换入和不变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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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并发内核执行、片上资源管理和线程块调度等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

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图形处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以下简称为GPU)

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通用计算的加速。GPU通过大量地利用线程级并行(Thread  Level 

Pa ra l l e l i s m，以下简称为TL P)来实现高计算能力。流多处理器(St r e a m i n g 

Multiprocessors，以下简称为SM)负责执行GPU的计算任务，SM中包含很多计算核心

(Compute  Cores)和资源，如寄存器(Registers)、共享内存(Shared  Memory)和L1高速缓存

(L1Cache)。SM间通过互连网络(Interconnect  Network)分享设备内存(Device  Memory)。

当多个应用共享GPU时，GPU支持并发内核，内核管理器(Kernel  Management  Unit，以下简

称为KMU)会分配内核到内核分发器(Kernel  Distributor  Unit，以下简称为KDU)，KDU中的

内核以先到先服务(first-come-first-serve，以下简称为FCFS)的顺序执行。但当多个应

用并发执行时，线程块调度器会等待前一个内核中的线程块调度完成后再调度下一个内

核，且线程块调度器会依据轮询(Round-Robin)策略将线程块均匀调度到所有SM中。

[0003] 随着应用数量的井喷式增长，当多个并发应用共享GPU时，如何更好地提高吞吐量

和能效变得尤为重要。对于GPU上的多任务并行，学术界和工业界提出了两种主要技术：空

间多任务(Spatial  Multitasking)和同时多任务(Simultaneous  Multitasking)。空间多

任务即GPU中SM可划分为几个互不相交的子集，每个子集分配给不同的应用同时运行；同时

多任务对于SM资源进行细粒度共享(Fine-grained  Sharing)，在单个SM上同时执行多个应

用。当前的通用GPU可以在芯片级管理SM资源，从而支持空间多任务。除此之外，当应用需要

保证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以下简称为QoS)时，必须分配足够资源满足应用的

QoS要求，这对GPU架构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了保证应用的QoS要求，同时最大化GPU的吞吐

量和能效，已有的解决方案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0004] (1)适应GPU架构的应用执行模型

[0005] 这方面的研究是通过更改应用的默认执行模式以迎合GPU加速器的特性。如基于

优先级的内核调度，即当多个内核分发到GPU时，总是先执行高优先级的内核。或者可以将

要提交到GPU的所有任务抽象化为任务队列，在CPU端管理并预测每个任务的执行时长，并

重排任务以满足应用的QoS要求。或者利用细粒度的SM资源模型，应用类似于持久化线程

(persistent  threads)的技术实现SM上的资源预留，从而限制非延迟敏感型应用的资源占

用；如果当前预留资源仍不能有效满足QoS指标，动态资源适应模块会被调用以抢占当前执

行任务所占资源。该类方法一般以内核为粒度进行优化，不能很好地处理长时间运行的内

核，除此之外内核抢占再分发的延迟和能耗也会非常大。

[0006] (2)GPU架构层次的QoS执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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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这方面的研究是基于GPU上的多任务并行，主要分为空间多任务和同时多任务。空

间多任务通过运行时策略估计延迟敏感型应用的性能表现，再通过线性性能模型(Linear 

Performance  Model)预测各应用所需SM数量。同时多任务利用细粒度的QoS管理，将所有应

用铺分到所有SM中，对于延迟敏感型应用和非延迟敏感型应用分配不同的配额(Quota)，从

而对单个SM上资源进行细粒度的分配。同时多任务的不足之处在于不支持电源门控(Power 

Gating)，GPU上的所有SM一直在被占用，能耗较高；而且当多个内核占用同一个SM时，L1高

速缓存(L1Cache)的冲突会降低性能。

[0008] 综上所述，应用执行模型一般从软件角度出发，粒度为内核或其他GPU任务，使其

适应GPU架构；而QoS执行模型一般从GPU架构出发，使其适应各种应用。这两方面模型可以

相互兼容。随着GPU的更新换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1)SM数量增长迅速，最新的Pascal和

Volta架构分别有56个SM(Tesla  P100)和80个SM(Tesla  V100)；2)单个SM上资源如寄存器

文件、共享内存和L1Cache大小基本没有变化。由此可见，考虑到未来GPU架构上SM数量不断

增加的趋势，本发明以SM为粒度进行内核抢占和预留，可以很好地处理长期运行的内核，避

免了频繁的内核抢占和分发；而且单个SM由内核独占，避免了L1  Cache的冲突，并支持电源

门控以降低能耗。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技术解决问题：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一种基于流多处理器内

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法，满足多应用在GPU上执行的QoS指标，充分挖掘了

GPU并发内核的潜力，同时可以自适应地最大化GPU的能效或吞吐量。

[0010]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基于流多处理器内核独占和预留的GPU服务质量保障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步骤1：多个GPU应用在CPU端启动，由用户指定需要保证服务质量QoS(Quality  of 

Service)的应用和QoS指标；应用的并行部分即GPU内核通过运行时API加载到GPU(GPU应用

与GPU内核是一对多的关系，一个GPU应用对应一个或多个GPU内核)，GPU内核根据所属应用

标识分为延迟敏感型内核和非延迟敏感型内核；

[0012] 步骤2：每个GPU内核由软件工作队列SWQ(Software  Work  Queue)ID所标识，并被

推入位于网格管理器GMU(Grid  Management  Unit)的内核等待池(Pending  Kernel  Pool)；

[0013] 步骤3：具有相同SWQ  ID的GPU内核将映射到同一个硬件工作队列HWQ(Hardware 

Work  Queue)中；位于每个HWQ头部的GPU内核由所属应用的QoS指标确定初始的流多处理器

SM(Streaming  Multiprocessor)分配方案，基于分配方案SM有三种状态，分别为：由延迟敏

感型内核占用、由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占用、关闭并预留；

[0014] 步骤4：确定SM分配方案后，每个HWQ头部的GPU内核中的线程块Thread  Block通过

线程块调度器分配给SM；

[0015] 步骤5：GPU内核的执行以时间长度Tepoch为单位，在每个Tepoch结束后，收集各GPU内

核的每周期执行指令数IPC(Instructions  Per  Cycle)，所述IPC包括GPI内核从最初执行

开始到当前Tepoch结束的总IPC，即IPCtorat和当前Tepoch的IPC，即IPCepoch；

[0016] 步骤6：获得IPC信息后，由决策算法确定下一个Tepoch期间各GPU内核的SM分配方

案，SM分配方案与GPU内核类型相关，包括计算密集型CI(Compute-intensive)或内存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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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MI(Memory-intensive)；

[0017] 步骤7：由SM分配方案确定当前为止对于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最佳SM分配个数

SMeptmal，当分配为SMoptmal的SM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性能和能耗达到理想平衡，从而最大

限度地提高吞吐量或能效；

[0018] 步骤8：获得SM分配方案后，再由决策算法确定需要换入Swap-in和换出Swap-out)

的SM编号，即换出的SM在下一个Tepoch时内不再由原GPU核占用，而换入的SM在下一个Tepoch

时内由目标GPU内核占用；

[0019] 步骤9：当某个SM被标记为换入或换出时，有两种情况：一为该SM为预留状态，此时

直接换入，由目标GPU内核所占用；二为该SM已被其它GPU内核所占用，此时要等待SM中所有

线程块执行结束，再执行换出和换入操作；

[0020] 步骤10：所有SM换入和换出完成后，再开始计时下一次Tepoch，以确保下一次收集数

据的准确性；

[0021] 步骤11：若每个GPU应用只执行一次GPU内核，则重复步骤5至步骤10直到所有GPU

内核执行结束；若某个应用执行多次GPU内核，则下一次GPU内核的初始SM分配编号与上一

次完全相同，再重复步骤5至步骤10，直到当前分发的GPU内核执行结束；

[0022] 步骤12：重复步骤11直到所有GPU应用执行结束。

[0023] 所述步骤1中，由用户指定需要保证服务质量的应用和QoS指标实现为：

[0024] (1)需要保证服务质量的应用表示为lsQoS，具体如下：

[0025] (1-1)如果为延迟敏感型应用，则对于该延迟敏感型应用的所有GPU内核，lsQos＝

true；

[0026] (1-2)如果为非延迟敏感型应用，则对于该非延迟敏感型应用的所有GPU内核，

lsQos＝false；

[0027] (2)QoS指标表示为IPCgoal，当将全部SM分配给某个延迟敏感型应用时，得到

IPCsofated；定义αk为IPCgoal占IPCsofated的比例，计算方法如下：

[0028] IPCgoal＝IPCisolated×αk，其中αk∈(0，1)。

[0029] 所述步骤3中，确定初始的流多处理器SM，假设并发执行的延迟敏感型应用和非延

迟敏感型应用的数量均为1，计算方法如下：

[0030] (1)如果为延迟敏感型内核，则

[0031] (2)如果为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则SMk＝SMfofar-SMQoS，

[0032] 其中SMtotal为GPU中SM总个数，SMk为某个GPU内核所占用的SM个数，SMQoS为延迟敏

感型内核所占用的SM个数，αk为IPCgoal占IPCisolated的比例。

[0033] 所述步骤6中，决策算法确定下一个Tepoch期间各GPU内核的SM分配方案如下：

[0034] 定义ltetal为GPU内核从最初执行开始到当前Tepoch结束执行的总指令数，Nepoch为从

最初执行开始到当前Tepoch结束时总Tepoch个数，Swap-in为换入一个SM，Swap-out为换出一

个SM，计算方法如下：

[0035] (1)对于延迟敏感型内核：

[0036] (1-1)如果Itotal/[(Nepoch+1)×Tepoch]＞IPCgoal，则标注为Swap-out；

[0037] (1-2)如果IPCtotal＜IPCgoal，则标注为Swap-in；

[0038] (2)对于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基于延迟敏感型内核的决策进行决策，这里有三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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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0039] (2-1)延迟敏感型内核要求换入一个SM，此时优先选择预留SM，避免SM执行换出操

作的开销；如果没有SM预留，则标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为Swap-out，即换出一个SM，而该SM

会被延迟敏感型内核所占用；

[0040] (2-2)延迟敏感型内核要求换出一个SM。此时根据决策算法确定非延迟敏感型内

核是否需要换入一个SM，若需要换入，则标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为Swap-in，延迟敏感型内

核换出的SM会被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所占用；否则关闭该SM并预留；

[0041] (2-3)延迟敏感性内核没有要求Swap操作。此时根据决策算法确定非延迟敏感型

内核是否需要换出一个SM；如需要换出，则标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为Swap-out，非延迟敏感

型内核换出的SM被关闭并预留。

[0042] 所述步骤(7)中，由分配方案确定当前为止对于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最佳SM分配

个数SMoptimal，由硬件或软件定义阈值threshold，以判断SM是否要换出为预留状态，其中

threshold的作用域只在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定义IPClast为上次Tepoch期间的IPCepoch。为了在

尽量短的周期内得到SMoptimal的值，还需要两个标志位Upperk和Lowerk，其中Upperk表示

SMoptunal是否达到上限，Lowerk表示SMoptunal是否达到下限。具体要求如下：

[0043] (1)如果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执行了Swap-in或Swap-out操作，保存IPClast；

[0044] (2)如果上一次Tepoch结束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入了一个SM，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0045] (2-1)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Upperk＝true，SMopnaf达到上限；

[0046] (2-2)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Lowerk＝true，SMoptmal达到下限，

且SMoptmal＝SMk；

[0047] (3)如果上一次Tepoch结束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出了一个SM，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0048] (3-1)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Lowerk＝true，SMoptmal达到下限；

[0049] (3-2)如果IPClast≤IPCopoch×(1+Threshold)，则Upperk＝true，SMoptmal达到上限，

且SMoptmal＝SMk。

[0050] (4)若Lowerk＝true且Upperk＝true，则确定了SMoptmal的值，即在GPU内核接下来的

执行周期内不会改变。

[0051] 所述步骤9中，要等待SM中所有线程块执行结束，再执行换入或换出操作时，线程

块调度器不再分配线程块到该SM，仅等待已有线程块执行结束，这样的意义在于不会打断

内核的计算，且尽量快速地完成换出操作。

[0052] 所述步骤11中，所述下一次GPU内核的初始SM分配编号与上一次完全相同，这样的

意义在于：1)同一个应用的不同内核一般具有相似性，这样可以充分利用SM资源，如寄存器

(Registers)、共享内存(Shared  Memory)和一级高速缓存(L1  Cache)；2)省去了SM的换出

操作，减小内核分发的等待延迟。

[0053] 所述步骤4中，HWQ数量为32，GPU最多能够并发执行32个内核。

[0054] 所述步骤8中，对于某个GPU内核所占据的SM，最多有一个需要换入或换出，其他将

保持原状态；对于预留SM，不存在换出决策，只有换入和不变两种情况。

[005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充分挖掘了GPU并发内核的性能潜力，

能够在有效实现QoS指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平衡GPU的能效和吞吐量：对于计算密集型的

应用，充分提升GPU的线程级并发性；对于内存密集型的应用，充分降低GPU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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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56] 图1是实现本发明提出方法的硬件架构图；

[0057] 图2是本发明提出的内核分发以及线程块调度策略的示意图；

[0058] 图3是本发明提出的SM动态分配的流程示意图；

[0059] 图4是本发明提出的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确认最优SM分配个数的策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例，对本

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

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61] 本发明的硬件架构图如图1所示，其中SMQoS以及SMQoS接口是本发明在GPU原有基

础上新增的模块。

[0062]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0063] 步骤1：多个GPU应用在CPU端启动，由用户指定需要保证服务质量QoS(Quality  of 

Service)的应用和QoS指标；应用的并行部分即GPU内核通过运行时API加载到GPU(GPU应用

与GPU内核是一对多的关系，一个GPU应用对应一个或多个GPU内核)，GPU内核根据所属应用

标识分为延迟敏感型内核和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本发明需要新增API如表1所示，

cudaSetQoS将CPU端设置的QoS参数传递到GPU，以使得GPU支持应用的服务质量需求；

[0064] 表1是本发明提出方法的所需新增API；

[0065]

[0066] 步骤2：每个GPU内核由软件工作队列SWQ(SoftwareWorkQueue)ID所标识，并被推

入位于网格管理器GMU(Grid  ManagementUnit)的内核等待池(Pending  Kernel  Pool)；

[0067] 步骤3：具有相同SWQ  ID的GPU内核将映射到同一个硬件工作队列HWQ(Hardware 

Work  Queue)中；位于每个HWQ头部的GPU内核由所属应用的QoS指标确定初始的流多处理器

SM(Streaming  Multiprocessor)分配方案。本发明提出的内核分发以及线程块调度策略如

图2所示。其中单个SM由内核所独占，并支持SM的换入(Swap-in)和换出(Swap-out)操作，从

而使得GPU支持应用的QoS需求，对于计算密集型的应用，最大化GPU的吞吐量；对于内存密

集型的应用，可关闭SM以降低能耗。在接下来所有步骤中，基于分配方案SM有三种状态，分

别为：由延迟敏感型内核占用、由非延迟敏感型内核占用、关闭并预留；

[0068] 步骤4：确定SM分配方案后，每个HWQ头部的GPU内核中的线程块Thread  Block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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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块调度器分配给SM；

[0069] 步骤5：GPU内核的执行以时间长度Tepoch为单位，在每个Tepoch结束后，收集各GPU内

核的每周期执行指令数IPC(Instructions  PerCycle)，所述IPC包括GPI内核从最初执行开

始到当前Tepoch结束的总IPC，即IPCtoral和当前Tepoch的IPC，即IPCepoch；

[0070] 步骤6：获得IPC信息后，由决策算法确定下一个Tepoch期间各GPU内核的SM分配方

案，SM分配方案与GPU内核类型相关，包括计算密集型CI(Compute-intensive)或内存密集

型MI(Memory-intensive)。本发明提出的SM动态分配的流程如图3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0071] (1)上一个Tepoch执行结束。

[0072] (2)数据信息反馈到SMQoS。

[0073] (3)SMQoS依据其调度策略更新内核信息，并确定下一个Tepoch期间的SM分配方案。

[0074] (4)SMQoS判断延迟敏感型内核是否需要换入一个SM。若需要换入一个SM则转到步

骤(5)，否则转到步骤(6)。

[0075] (5)SMQoS判断是否有SM预留。若有SM预留则转到步骤(14)，否则转到步骤(13)。

[0076] (6)SMQoS判断延迟敏感型内核是否需要换出一个SM。若需要换出一个SM则转到步

骤(7)，否则转到步骤(12)。

[0077] (7)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出一个SM。

[0078] (8)SMQoS判断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所占据SM个数(SMk)是否小于最优分配个数

(SMoptmal)。若SMk＜SMoptmal则转到步骤(10)，否则转到步骤(9)。

[0079] (9)SMQoS判断SMoptmal是否达到上限(Upperk)。若Upperk＝false则转到步骤(10)，

否则转到步骤(11)。

[0080] (10)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入一个SM。

[0081] (11)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出并关闭该SM，SM状态变为预留。

[0082] (12)SMQoS判断SMoptmal是否达到下限(Lowerk)。若Lowerk＝false则转到步骤

(13)。

[0083] (13)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出一个SM。

[0084] (14)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入一个SM。

[0085] (15)SMQoS同步SM操作，即等待所有SM替换完成。

[0086] (16)开始执行下一次Tepoch。

[0087]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QoS内核要求换入一个SM且没有SM预留时，QoS内核会等待

非QoS内核换出一个SM。步骤(15)避免了SM替换操作过程可能带来的死锁问题；

[0088] 步骤7：由SM分配方案确定当前为止对于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最佳SM分配个数

SMoptmal，当分配为SMoptmal的SM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的性能和能耗达到理想平衡，从而最大

限度地提高吞吐量或能效。本发明提出的非延迟敏感型应用确认最优SM分配个数(SMoptmal)

的策略如图4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0089] (1)如果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执行了Swap-in或Swap-out操作，保存IPClast。

[0090] (2)如果上一次Tepoch结束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入了一个SM，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0091] (2-1)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Upperk＝true，SMoptmal达到上限；

[0092] (2-2)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Lowerk＝true，SMoptmal达到下限，

且SMoptmal＝SMk。

说　明　书 6/7 页

10

CN 109445565 A

10



[0093] (3)如果上一次Tepoch结束时非延迟敏感型内核换出了一个SM，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0094] (3-1)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Lowerk＝true，SMoptmal达到下限；

[0095] (3-2)如果IPClast≤IPCepoch×(1+Threshold)，则Upperk＝true，SMoptmal达到上限，

且SMoptmal＝SMk。

[0096] (4)若Lowerk＝true且Upperk＝true，则确定了SMoptmal的值，SMoptmal在内核接下来

的执行周期内不会改变。

[0097] 步骤8：获得SM分配方案后，再由决策算法确定需要换入Swap-in和换出Swap-out)

的SM编号，即换出的SM在下一个Tepoch时内不再由原GPU核占用，而换入的SM在下一个Tepoch

时内由目标GPU内核占用；

[0098] 步骤9：当某个SM被标记为换入或换出时，有两种情况：一为该SM为预留状态，此时

直接换入，由目标GPU内核所占用；二为该SM已被其它GPU内核所占用，此时要等待SM中所有

线程块执行结束，再执行换出和换入操作；

[0099] 步骤10：所有SM换入和换出完成后，再开始计时下一次Tepoch，以确保下一次收集数

据的准确性；

[0100] 步骤11：若每个GPU应用只执行一次GPU内核，则重复步骤5至步骤10直到所有GPU

内核执行结束；若某个应用执行多次GPU内核，则下一次GPU内核的初始SM分配编号与上一

次完全相同，再重复步骤5至步骤10，直到当前分发的GPU内核执行结束；

[0101] 步骤12：重复步骤11直到所有GPU应用执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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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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