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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多处理器动态调频的

方法。应用层能将程序的优先级通过低功耗指令

的方式反馈给处理器，处理器依据低功耗指令切

换不同的工作频率。其中高速缓存的频率能在处

理器频率和总线接口单元频率二者之间切换，依

据的标准是处理器发出的地址是否命中高速缓

存。处理器动态调频的过程中运算效率得到了提

升，而且降低了动态功耗。处理器在频率切换过

程中运行稳定，能正确传递数据。在多核处理器

架构中，核与核之间动态调频互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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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多处理器的动态调频方法，其特征具体步骤为:

a .设计低功耗指令，指令对应的行为分别是高频切换，普通频率切换，自定义低频切

换；

b.设计一个低功耗单元能接受从编码单元传递过来的频率编码，从而输出对应的频

率；输出的频率需与原先频率相位一致；

c.高速缓存命中时，高速缓存和处理器核心频率切换为低功耗单元输出的频率；高速

缓存未命中时，高速缓存频率和总线接口单元一致；

所述设计低功耗单元的方法为：

根据指令单元传输过来的指令模式判断指令是否为低功耗指令，若为低功耗指令则多

路选择器切换到对应的模式；其中若多路选择器切换到低频模式,则使能低功耗单元内部

的频率发生器，将指令中的分频数传递给频率发生器，在频率发生器产生稳定频率后，输出

频率调整相位输出；

低功耗单元内部相关寄存器定义如下：

(a)Lpu_start:低功耗指令判断信号，当Lpu_start为1时表示指令为低功耗指令；

(b)Lpu_mux:切换模式寄存器，当Lpu_start为1时，Lpu_mux有效，Lpu_mux为Command

[15:8]；

(c)Div：分频系数，当Lpu_start为1时且Lpu_mux表示低频模式时Div有效，Div为

Command[7:0]；

(d)Low_clk:分频时钟,当Div有效时，使能Low_clk输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多处理器的动态调频方法，其特征在于设计低功耗指令

的方法为：

将低功耗指令高6位设置为指令类型，指令低16位设置为频率选择模式；低八位在高频

切换模式和普通频率切换模式中没有表示含义；但在低频切换模式中表示分频数；因此处

理器的频率能在低频模式下最低切换到1/255分频；在此可以将指令定义如下：

a.Command[31:26]:指令类型,当Command[31:26]为010100时表示低功耗指令

b.Command[15:8]:切换模式,当指令类型为低功耗指令时，Command[15:8]表示不同的

切换模式；

Command[15:8] 切换模式

8’b10000000 高频切换

8’b01000000 普通频率切换

8’b00100000 低频切换

Command[7:0]:分频数，当指令类型为低功耗指令，且切换模式为低频切换时，Command

[7:0]表示分频数目，Command[7:0]将被传递给低功耗单元内部的分频单元，由分频单元产

生对应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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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多处理器动态调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设置高速缓存单

元的方法为：

高速缓存的频率切换目的是保持数据传输的连贯性，当处理器核心发出的地址命中高

速缓存时，高速缓存将和处理器核心建立数据通路，此时二者的频率须一致；当处理器核心

发出的地址未命中高速缓存时，高速缓存将经过总线接口单元，发送总线控制申请，从随机

存储器中读取数据，此时高速缓存的频率需和总线接口单元频率一致；

与高速缓存频率相关寄存器的定义如下：

a.Cache_clk:高速缓存时钟；

b.Hit：高速缓存命中标志位；

c.Hclk：总线接口单元时钟；

d.Mclk：处理器核心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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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处理器的动态调频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多处理器的动态调频方法，可应用于多处理器架构中，使多

处理器架构能在不牺牲性能的同时降低功耗。

背景技术

[0002] 应用层将动态任务分配给处理器的依据是根据处理器的实时任务负载状况。处理

器无法预知分配给自身的任务的优先级。所有的任务都运行在同一个工作频率，因此低优

先级的任务运行在高频状态下导致了效率的下降。多处理器中动态调频方法的提出，可使

得处理器能够更加智能的选择工作的频率，从而提高效率和降低动态功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已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基于多核处理器的动态调

频方法。通过在指令集中添加调频指令，增加低功耗单元，优化高速缓存设计等方法实现。

当处理器分析指令为调频指令时，将状态码发送给低功耗单元。低功耗单元依据模式输出

响应频率。整个动态调频过程分为状态选择，频率产生，相位调整，频率输出，频率切换。整

个过程不影响多核处理器处理数据的能力。核与核之间动态调频互不干扰。多核处理器在

运算效率提高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处理器的动态功耗。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构思如下：

[0005] 指令集中增加一系列低功耗指令。处理器分析指令为低功耗指令时，将状态码传

递给处理器内部的低功耗单元，低功耗单元依据上层发送的命令产生需要的频率。当频率

切换后，处理器的高速缓存也切换到该频率。在取指令的过程中，如果地址在高速缓存中没

有命中，高速缓存将切换到总线控制单元的工作频率。高速缓存通过总线控制单元从随机

存储器中获取一个字节块的指令后，高速缓存频率切换回处理器的工作频率。

[0006] 根据上述构思，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基于多处理器的动态调频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多处理器指令集中设置低功

耗指令，指令具体功能分为高频切换，普通频率切换，自定义低频切换。指令命中高速缓存

时，高速缓存的时钟频率和处理器核心的频率一致。指令未命中时，高速缓存的时钟频率和

总线接口单元的频率一致。其具体步骤为:

[0008] a.设计低功耗指令，指令对应的行为分别是高频切换，普通频率切换，自定义低频

切换；

[0009] b.设计一个低功耗单元能接受从编码单元传递过来的频率编码，从而输出对应的

频率，输出的频率需与原先频率相位一致；

[0010] c.高速缓存命中时，高速缓存和处理器核心频率切换为低功耗单元输出的频率;

高速缓存未命中时，高速缓存频率和总线接口单元一致。

[0011] 上述步骤a中设计低功耗指令的方法为：

[0012] 将低功耗指令高6位设置为指令类型，指令低16位设置为频率选择模式。低八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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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切换模式和普通频率切换模式中没有表示含义；但在低频切换模式中表示分频数；因

此处理器的频率能在低频模式下最低切换到1/255分频。在此可以将指令定义如下：

[0013] 1.Command[31:26]:指令类型,当Command[31:26]为010100时表示低功耗指令

[0014] 2.Command[15:8]:切换模式,当指令类型为低功耗指令时，Command[15:8]表示不

同的切换模式

[0015]

[0016] 3.Command[7:0]:分频数，当指令类型为低功耗指令，且切换模式为低频切换时，

Command[7:0]表示分频数目，Command[7:0]将被传递给低功耗单元内部的分频单元，由分

频单元产生对应频率。

[0017]

[0018] 步骤b中低功耗单元的设计方法为：

[0019] 根据指令单元传输过来的指令模式判断指令是否为低功耗指令，若为低功耗指令

则多路选择器切换到对应的模式；其中若多路选择器切换到低频模式,则使能低功耗单元

内部的频率发生器，将指令中的分频数传递给频率发生器，在频率发生器产生稳定频率后，

输出频率调整相位输出。

[0020] 低功耗单元内部相关寄存器定义如下：

[0021] 1.Lpu_start:低功耗指令判断信号，当Lpu_start为1时表示指令为低功耗指令；

[0022] 2 .Lpu_mux:切换模式寄存器，当Lpu_start为1时，Lpu_mux有效。Lpu_mux为

Command[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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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3.Div  ：分频系数，当Lpu_start为1时且Lpu_mux表示低频模式时Div有效。Div为

Command[7:0]；

[0024] 4.Low_clk:分频时钟,当Div有效时，使能Low_clk输出。

[0025] 步骤c中设置高速缓存频率的方法为：

[0026] 高速缓存的频率切换目的是保持数据传输的连贯性；当处理器核心发出的地址命

中高速缓存时，高速缓存将和处理器核心建立数据通路，此时二者的频率须一致；当处理器

核心发出的地址未命中高速缓存时，高速缓存将经过总线接口单元，发送总线控制申请，从

随机存储器中读取数据，此时高速缓存的频率需和总线接口单元频率一致；

[0027] 与高速缓存频率相关寄存器的定义如下：

[0028] 1.Cache_clk  : 高速缓存时钟，

[0029] 2.Hit  ：高速缓存命中标志位，

[0030] 3.Hclk：总线接口单元时钟，

[0031] 4.Mclk：处理器核心时钟。

[003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以下的突出实质性特点和显著优点：应用层能将程

序的优先级通过低功耗指令的方式反馈给处理器，处理器依据低功耗指令切换不同的工作

频率。其中高速缓存的频率能在处理器频率和总线接口单元频率二者之间切换，依据的标

准是处理器发出的地址是否命中高速缓存。处理器动态调频的过程中运算效率得到了提

升，而且降低了动态功耗。在多核处理器中，核与核之间动态调频互不影响。本发明已在工

作站中用verilog语言实现了仿真。

附图说明

[0033] 图1 是本发明的多核处理器结构图。

[0034] 图2 是高速缓存动态调频图。

[0035] 图3 是单处理器动态调频图。

[0036] 图4是多处理器动态调频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结合附图详述如下：

[0038] 实施例一：

[0039] 参见图1，多处理器动态调频结构图：初始化时预取指单元从高速缓存(CACHE)中

取指令，如果命中则从高速缓存中取指，如果没有命中则高速缓存向总线接口单元(BIU)发

出总线控制申请，并将地址递交给总线，总线仲裁器比较多个处理器发送的请求，根据优先

级响应对应的请求。总线将地址传递给内存控制器(MEMC)，内存控制器从内存中读指令并

返回给总线，高速缓存接收总线传递的指令。处理器对指令译码，判断指令是否为低功耗指

令，低功耗单元依据译码单元传递过来的切换模式和分频数输出相应的频率。

[0040] 参见图2，高速缓存动态调频图：当命中标志(hit)为0时，表示高速缓存经过总线

接口单元(BIU)从总线传输数据，此过程高速缓存的运行频率(clk)和总线接口单元频率一

致。当命中标志(hit)为1时，表示预取指单元发送的地址命中高速缓存，此时处理器从高速

缓存中读取数据，此时高速缓存频率(clk)和处理器核心频率(core_clk)一致,当处理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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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低功耗指令使处理器工作频率(core_clk)改变时，高速缓存工作频率也相应改变。

[0041] 参见图3，单处理器动态调频图：处理器依据低功耗指令调整至相应的工作频率，

不同的程序段对应不同的工作频率，如图3所示，程序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计算斐波

那契数列，Comon_Register1表示计算基数，预存为10，Comon_Register2表示计算结果，预

存为4，用斐波那契数列计算出结果为10+9+8+7+6+5+4+3+2+1=  55,加上预存数为59，十六

进制为3b，第二个程序段为寄存器和存储器赋值，先分别给Comon_Register1，Comon_

Register2，Comon_Register3，Comon_Register4赋值为1,2,3,4，然后将寄存器的值存储到

存储器中，最后错位回写，在此过程中，处理器的频率升高了一倍。最后一个程序段检测当

处理器频率降为3分频时加减法和赋值指令的正确性。整个程序执行顺利，且调整分频和倍

频数依然能够完成指令要求的操作。该实验证明动态调频架构可行性。

[0042] 参见图4，多核处理器中，每个处理器能够互不影响的并行的动态调频。在图中深

色的波形是各个处理器核的时钟(clk)，时钟信号颜色深表示时钟频率更高，颜色浅表示时

钟频率更低。该实验证明多核处理器动态调频架构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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