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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

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提出用于评估分解出任

务大小的粒度值参数概念，首先根据一定判断条

件，判断一个任务是否真正适合多线程并行；其

次采用静态调度策略，相比动态调度来说，没有

在运行阶段的调度开销；最后，不同于一般的静

态调度策略，本发明提出一种启发式静态调度策

略，考虑了静态调度时当分解的任务大小差异很

大时，会造成各个线程之间负载极不平衡的问

题，通过获取的任务块的粒度值，可以将差异很

大的任务块合理分配到不同线程上，达到负载均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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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001.初始化系统各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0，G_loadm表示系统第m个线程

上所对应的负载，m＝{1,…,M}，M表示系统线程的数量；然后针对待处理任务进行划分，获

得计算逻辑相互独立的各个任务块，构成任务块集合，并且各个任务块不可进一步划分，并

进入步骤002；

步骤002.针对任务块集合，获取各个任务块的计算时间，分别作为对应任务块的粒度

值，并进入步骤003；

步骤003.获得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平均值，并判断粒度平均

值是否小于等于预设粒度平均值，是则将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

任意分配至其中一个线程上，由该线程针对该待处理任务进行串行处理，针对该待处理任

务的调度策略结束；否则进入步骤004；

步骤004.根据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平均值，获得任务块集合

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值方差，并判断粒度值方差是否小于预设方差阈值，是

则进入步骤005；否则进入步骤006；

步骤005.判断系统线程的数量M是否大于等于任务块集合中任务块的数量N，是则将任

务块集合中各个任务块一一对应任意分配至各线程当中，由该各线程分别针对所分配的任

务块进行处理，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的调度策略结束；否则

将第i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上，i＝{m,m+M,…,m+KM}，K为大于等于1的整数，m+KM≤N，

实现针对任务块集合中各个任务块的分配，由系统各个线程分别针对所分配的任务块进行

处理，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的调度策略结束；

步骤006.获得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的总和平均分配至系统M个线程的平均

值，作为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同时判断任务块集合中各任务块所对应

的最大粒度值是否大于G_threadavg，是则获取任务块集合中各任务块所对应的最大粒度值

与G_threadavg之间的差值，作为系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然后进入步骤

007；否则预设系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然后进入步骤007；

步骤007.提取任务块集合中所有大于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的粒度

值所对应的各个任务块，将该各个任务块一一对应任意分配至各线程当中，用该各个任务

块的粒度值分别更新对应各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并在任务块集合中删除该各个任务块，

将任务块集合中剩余各个任务块按其所对应的粒度值由大至小的顺序进行排序，更新任务

块集合，获得任务块集合中任务块的数量N'，然后进入步骤008；

步骤008.初始化m＝1，n'＝1，进入步骤009；

步骤009.判断G_loadm+G_Cn '是否小于等于G_threadavg+ΔG_thread，是则将任务块集

合中第n'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当中，用G_loadm+G_Cn'的值更新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的

负载G_loadm，并在任务块集合中删除该任务块，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1；否则

进入步骤010；其中，G_Cn'表示任务块集合中粒度值按由小至大顺序第n'个任务块所对应的

粒度值；

步骤010 .判断n'是否等于N'，是则进入步骤013；否则用n'+1的值更新n'，返回步骤

009；

步骤011 .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是否大于等于G_threadavg-Δ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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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是则进入步骤012；否则令n'＝1，并返回步骤009；

步骤012.判断m是否等于M，是则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的

调度策略结束；否则用m+1的值更新m，并令n'＝1，然后返回步骤009；

步骤013.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任务块的数量是否大于1，是则将第m个线程上最后

所分配的任务块退回至任务块集合当中，并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4；否则进入

步骤015；

步骤014.判断任务块集合中是否存在位于步骤013中所退回任务块下一个位置的任务

块，是则将任务块集合中步骤013中所退回任务块的下一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当中，

用G_loadm加该任务块粒度值的和更新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并在任务块集合

中删除该任务块，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1；否则返回步骤013；

步骤015.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任务块的数量是否等于1，是则进入步骤016；否则进

入步骤017；

步骤016.判断第m个线程上是否存在大于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的粒

度值所对应的任务块，是则进入步骤017；否则将第m个线程上最后所分配的任务块退回至

任务块集合当中，并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4；

步骤017.判断m是否大于1，是则用m-1的值更新m，并返回步骤013，否则在预设系统单

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基础上，按预设波动范围扩大并更新ΔG_thread，然后返

回步骤00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007中，提取任务块集合中所有大于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

的粒度值所对应的各个任务块，将该各个任务块按其粒度值由大至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将

系统各线程按其顺序与该各个任务块依序进行一一对应，将该各个任务块分别分配至对应

线程上，用该各个任务块的粒度值分别更新对应各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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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属于并行计算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提高处理器性能一般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处理器的体系结构的发展；另一

个方面是半导体工艺的不断进步。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片上多核处理器，为了提高处理器

计算能力，将多个内核集成到一个处理器芯片上，而最容易、最简单、最基本的一种实现方

法就是多核。早在上世纪末，IBM和惠普就已经提出双核处理器的可行性设计。2005年4月，

intel全球同步首发基于多核技术桌面产品Intel  Pentium  D处理器，正式宣告x86处理器

多核心时代来临。

[0003] 多核技术是在一个处理芯片上包含多个“执行内核”，使处理器能完全并行的执行

程序的多线程。如果从操作系统层面来看，多核就是指多个处理器，而每个处理器都独立拥

有全部的计算资源。

[0004] 处理器架构从单核发展到多核架构的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处理器的性能，同时

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任务调度和负载均衡问题、节点间的通信、Cache一致性问题以及系

统异构性问题等。

[0005] 其中解决负载均衡问题通常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静态调度，另外一种是动态调度。

静态调度是指程序在编译阶段，就将循环迭代任务近乎平均分配到各个线程上。而动态调

度则要到运行阶段才动态地将任务分配给空闲的线程，动态调度无需过多的关心循环体大

小以及循环迭代任务规模，就能获得好的负载均衡性能，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调度开销。

而且现有的并行计算过程中,由于每次线程创建撤销以及调度均有一定开销,有些计算任

务采用多线程并行后，程序性能会大幅度下降；另外针对适合多线程并行的计算任务，在进

行任务调度时，需要为多线程分配任务，静态调度在程序运行前，就将任务分解并近乎平均

得分配给各个线程，当分解的任务大小差异很大时，会造成各个线程之间负载极不平衡，影

响程序运行性能。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

调度方法，采用全新设计思路，能够主动判断待处理任务是否适合多线程并行处理，并针对

多线程并行处理，实现任务调度时多线程之间任务分配的负载均衡，能够有效提高程序运

行的性能。

[0007]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本发明设计了一种面向多核平

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001.初始化系统各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0，G_loadm表示系统第m个

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m＝{1,… ,M}，M表示系统线程的数量；然后针对待处理任务进行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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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获得计算逻辑相互独立的各个任务块，构成任务块集合，并且各个任务块不可进一步划

分，并进入步骤002；

[0009] 步骤002.针对任务块集合，获取各个任务块的计算时间，分别作为对应任务块的

粒度值，并进入步骤003；

[0010] 步骤003.获得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平均值，并判断粒度

平均值是否小于等于预设粒度平均值，是则将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

务，任意分配至其中一个线程上，由该线程针对该待处理任务进行串行处理，针对该待处理

任务的调度策略结束；否则进入步骤004；

[0011] 步骤004.根据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平均值，获得任务块

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值方差，并判断粒度值方差是否小于预设方差阈

值，是则进入步骤005；否则进入步骤006；

[0012] 步骤005.判断系统线程的数量M是否大于等于任务块集合中任务块的数量N，是则

将任务块集合中各个任务块一一对应任意分配至各线程当中，由该各线程分别针对所分配

的任务块进行处理，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的调度策略结束；

否则将第i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上，i＝{m,m+M,…,m+KM}，K为大于等于1的整数，m+KM

≤N，实现针对任务块集合中各个任务块的分配，由系统各个线程分别针对所分配的任务块

进行处理，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的调度策略结束；

[0013] 步骤006.获得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的总和平均分配至系统M个线程的

平均值，作为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同时判断任务块集合中各任务块所

对应的最大粒度值是否大于G_threadavg，是则获取任务块集合中各任务块所对应的最大粒

度值与G_threadavg之间的差值，作为系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然后进入步

骤007；否则预设系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然后进入步骤007；

[0014] 步骤007.提取任务块集合中所有大于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的

粒度值所对应的各个任务块，将该各个任务块一一对应任意分配至各线程当中，用该各个

任务块的粒度值分别更新对应各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并在任务块集合中删除该各个任务

块，将任务块集合中剩余各个任务块按其所对应的粒度值由大至小的顺序进行排序，更新

任务块集合，获得任务块集合中任务块的数量N'，然后进入步骤008；

[0015] 步骤008.初始化m＝1，n'＝1，进入步骤009；

[0016] 步骤009.判断G_loadm+G_Cn '是否小于等于G_threadavg+ΔG_thread，是则将任务

块集合中第n'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当中，用G_loadm+G_Cn'的值更新第m个线程上所对

应的负载G_loadm，并在任务块集合中删除该任务块，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1；

否则进入步骤010；其中，G_Cn'表示任务块集合中粒度值按由小至大顺序第n'个任务块所对

应的粒度值；

[0017] 步骤010.判断n'是否等于N'，是则进入步骤013；否则用n'+1的值更新n'，返回步

骤009；

[0018] 步骤011.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是否大于等于G_threadavg-ΔG_

thread，是则进入步骤012；否则令n'＝1，并返回步骤009；

[0019] 步骤012.判断m是否等于M，是则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

务的调度策略结束；否则用m+1的值更新m，并令n'＝1，然后返回步骤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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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步骤013.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任务块的数量是否大于1，是则将第m个线程上

最后所分配的任务块退回至任务块集合当中，并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4；否则

进入步骤015；

[0021] 步骤014.判断任务块集合中是否存在位于步骤013中所退回任务块下一个位置的

任务块，是则将任务块集合中步骤013中所退回任务块的下一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当

中，用G_loadm加该任务块粒度值的和更新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并在任务块

集合中删除该任务块，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1；否则返回步骤013；

[0022] 步骤015.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任务块的数量是否等于1，是则进入步骤016；否

则进入步骤017；

[0023] 步骤016.判断第m个线程上是否存在大于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

的粒度值所对应的任务块，是则进入步骤017；否则将第m个线程上最后所分配的任务块退

回至任务块集合当中，并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4；

[0024] 步骤017.判断m是否大于1，是则用m-1的值更新m，并返回步骤013，否则在预设系

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基础上，按预设波动范围扩大并更新ΔG_thread，然

后返回步骤009。

[002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步骤007中，提取任务块集合中所有大于系

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的粒度值所对应的各个任务块，将该各个任务块按其

粒度值由大至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将系统各线程按其顺序与该各个任务块依序进行一一对

应，将该各个任务块分别分配至对应线程上，用该各个任务块的粒度值分别更新对应各线

程上所对应的负载。

[0026] 本发明所述一种基于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采用以上

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技术效果：本专利所设计基于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

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提出用于评估分解出任务大小的粒度值参数概念，首先根据一

定判断条件，判断一个任务是否真正适合多线程并行；其次采用静态调度策略，相比动态调

度来说，没有在运行阶段的调度开销；最后，不同于一般的静态调度策略，本发明提出一种

启发式静态调度策略，考虑了静态调度时当分解的任务大小差异很大时，会造成各个线程

之间负载极不平衡的问题，通过获取的任务块的粒度值，可以将差异很大的任务块合理分

配到不同线程上，达到负载均衡。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设计的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所设计的一种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30] 步骤001.初始化系统各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0，G_loadm表示系统第m个

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m＝{1,… ,M}，M表示系统线程的数量；然后针对待处理任务进行划

分，获得计算逻辑相互独立的各个任务块，构成任务块集合，并且各个任务块不可进一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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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并进入步骤002。

[0031] 步骤002.针对任务块集合，以各任务块单元为分析对象，将进入和退出各个任务

块的源代码位置作为插桩点分别进行插桩，由此可以获取各任务块的计算时间，分别作为

对应任务块的粒度值Gn，并进入步骤003；其中，Gn表示任务块集合中第n个任务块的粒度值，

n＝{1,…,N}，N表示任务块集合中任务块的数量。

[0032] 步骤003.根据如下公式：

[0033]

[0034] 获得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平均值Granulavg，并判断粒度

平均值Granulavg是否小于等于预设粒度平均值，是则表明任务块粒度值过小，由于每次线

程创建撤销以及调度均有一定开销，所以该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

不适合多线程并行，则将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任意分配至其中

一个线程上，由该线程针对该待处理任务进行串行处理，针对该待处理任务的调度策略结

束；否则进入步骤004。

[0035] 步骤004.根据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平均值Granulavg，按

如下公式：

[0036]

[0037] 获得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所对应的粒度值方差SG，并判断粒度值方差

SG是否小于预设方差阈值S，是则表明任务块粒度值相差不大，并行切分的任务块比较均

匀，则进入步骤005；否则进入步骤006。

[0038] 步骤005.判断系统线程的数量M是否大于等于任务块集合中任务块的数量N，是则

将任务块集合中各个任务块一一对应任意分配至各线程当中，由该各线程分别针对所分配

的任务块进行处理，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的调度策略结束；

否则将第i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上，i＝{m,m+M,…,m+KM}，K为大于等于1的整数，m+KM

≤N，实现针对任务块集合中各个任务块的分配，由系统各个线程分别针对所分配的任务块

进行处理，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务的调度策略结束。

[0039] 步骤006.按如下公式：

[0040]

[0041] 获得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粒度值的总和平均分配至系统M个线程的平均值，

作为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同时判断任务块集合中各任务块所对应的最

大粒度值是否大于G_threadavg，是则获取任务块集合中各任务块所对应的最大粒度值与G_

threadavg之间的差值，作为系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然后进入步骤007；否

则预设系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然后进入步骤007。

[0042] 步骤007.提取任务块集合中所有大于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的

粒度值所对应的各个任务块，将该各个任务块按其粒度值由大至小的顺序进行排序，将系

统各线程按其顺序与该各个任务块依序进行一一对应，将该各个任务块分别分配至对应线

程上，用该各个任务块的粒度值分别更新对应各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并在任务块集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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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该各个任务块，将任务块集合中剩余各个任务块按其所对应的粒度值由大至小的顺序

进行排序，更新任务块集合，获得任务块集合中任务块的数量N'，然后进入步骤008。

[0043] 步骤008.初始化m＝1，n'＝1，进入步骤009。

[0044] 步骤009.判断G_loadm+G_Cn '是否小于等于G_threadavg+ΔG_thread，是则将任务

块集合中第n'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当中，用G_loadm+G_Cn'的值更新第m个线程上所对

应的负载G_loadm，并在任务块集合中删除该任务块，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1；

否则进入步骤010；其中，G_Cn'表示任务块集合中粒度值按由小至大顺序第n'个任务块所对

应的粒度值。

[0045] 步骤010.判断n'是否等于N'，是则进入步骤013；否则用n'+1的值更新n'，返回步

骤009。

[0046] 步骤011.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是否大于等于G_threadavg-ΔG_

thread，是则进入步骤012；否则令n'＝1，并返回步骤009。

[0047] 步骤012.判断m是否等于M，是则针对任务块集合中所有任务块所对应的待处理任

务的调度策略结束；否则用m+1的值更新m，并令n'＝1，然后返回步骤009。

[0048] 步骤013.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任务块的数量是否大于1，是则将第m个线程上

最后所分配的任务块退回至任务块集合当中，并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4；否则

进入步骤015。

[0049] 步骤014.判断任务块集合中是否存在位于步骤013中所退回任务块下一个位置的

任务块，是则将任务块集合中步骤013中所退回任务块的下一个任务块分配至第m个线程当

中，用G_loadm加该任务块粒度值的和更新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的负载G_loadm，并在任务块

集合中删除该任务块，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1；否则返回步骤013。

[0050] 步骤015.判断第m个线程上所对应任务块的数量是否等于1，是则进入步骤016；否

则进入步骤017。

[0051] 步骤016.判断第m个线程上是否存在大于系统单线程负载范围标准值G_threadavg

的粒度值所对应的任务块，是则进入步骤017；否则将第m个线程上最后所分配的任务块退

回至任务块集合当中，并更新任务块集合，然后进入步骤014。

[0052] 步骤017.判断m是否大于1，是则用m-1的值更新m，并返回步骤013，否则在预设系

统单线程负载波动范围值ΔG_thread基础上，按预设波动范围扩大并更新ΔG_thread，然

后返回步骤009。

[0053] 本专利所设计基于面向多核平台的多线程划分及静态均衡调度方法，提出用于评

估分解出任务大小的粒度值参数概念，首先根据一定判断条件，判断一个任务是否真正适

合多线程并行；其次采用静态调度策略，相比动态调度来说，没有在运行阶段的调度开销；

最后，不同于一般的静态调度策略，本发明提出一种启发式静态调度策略，考虑了静态调度

时当分解的任务大小差异很大时，会造成各个线程之间负载极不平衡的问题，通过获取的

任务块的粒度值，可以将差异很大的任务块合理分配到不同线程上，达到负载均衡。

[0054]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

方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做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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