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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

统和方法，涉及装置间的控制的技术，所述基于

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包括：当一第一电子装置

通过一缓存一致性接口耦接至一第二电子装置

时，通过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发送一连结请求至所

述第二电子装置；根据所述连结请求，通过所述

缓存一致性接口，建立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和所述

第二电子装置的连结；以及所述连结建立后，通

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一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

述第一电子装置的一第一操作系统。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8页  附图6页

CN 104375963 B

2019.03.15

CN
 1
04
37
59
63
 B



1.一种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当一第一电子装置通过一缓存一致性接口耦接至一第二电子装置时，通过所述第一电

子装置发送一连结请求至所述第二电子装置，所述缓存一致性接口为一外部总线接口，其

电气接口引出该第一电子装置和该第二电子装置外部；

根据所述连结请求，通过所述缓存一致性接口，建立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和所述第二电

子装置的连结；

所述连结建立后，对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硬件组件进行一重置操作，以使得所述第一

电子装置的一第一操作系统得知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硬件组件的相关信息；以及

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一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作系

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当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

作系统时，通过所述缓存一致性接口维持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和所述第二电子装置间的数据

的一致性；

其中该第一电子装置将第一高速缓存单元和第一操作系统的内容通过所述缓存一致

性接口同步至第二电子装置时，该第二处理单元仅需存取自身的第二高速缓存单元以及第

二存储器单元的内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在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

作系统前，通过所述第一操作系统对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复数硬件组件逐个进行一枚举操

作，使得所述第一操作系统得以运行于所述第二电子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枚举操作还包

括：

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一特定驱动程序重置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复数硬件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在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

作系统前，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预先储存自身的一第二操作系统的状态信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连结建立后，

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一第一处理单元与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共同操作

所述第一操作系统，或进入一休眠状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当要断开所述连结时，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发送一断开连结请求至所述第一电子装

置；

通过所述缓存一致性接口将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和所述第二电子装置间的数据进行同

步；以及

断开所述连结后，所述第一电子装置恢复一正常操作模式，以及所述第二电子装置恢

复自身的一第二操作系统的一状态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所述连结建立后，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与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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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处理单元在一对称多处理器模式或一非均匀存储器存取模式上，运行所述第一电子

装置的所述第一操作系统。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存一致性接

口通过一有线传输方式或一无线传输方式来建立所述连结。

10.一种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第一电子装置，用于发送一连结请求，以建立一连结；

一缓存一致性接口，用于根据所述连结请求，建立所述连结；以及

一第二电子装置，包括一第二处理单元，

其中，当所述第一电子装置通过所述缓存一致性接口耦接至所述第二电子装置时，所

述第一电子装置发送所述连结请求，所述缓存一致性接口为一外部总线接口，其电气接口

引出该第一电子装置和该第二电子装置外部，所述连结建立后，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硬件

组件进行一重置操作，以使得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一第一操作系统得知所述第二电子装置

的所述硬件组件的相关信息，以及所述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

作系统。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第二电子

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作系统时，通过所述缓存一

致性接口，维持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和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数据的一致性；

其中该第一电子装置将第一高速缓存单元和第一操作系统的内容通过所述缓存一致

性接口同步至第二电子装置时，该第二处理单元仅需存取自身的第二高速缓存单元以及第

二存储器单元的内容。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第二电

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在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作系统前，通过所述第

一操作系统对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复数硬件组件逐个进行一枚举操作，使得所述第一操作

系统得以运行于所述第二电子装置。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处理单

元通过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一特定驱动程序重置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复数硬件组件。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电子装

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在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作系统前，预先储存自身的

一第二操作系统的状态信息。

15.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结建立

后，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一第一处理单元与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共同操

作所述第一操作系统，或进入休眠状态。

16.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当要断开所述连

结时，所述第二电子装置发送一断开连结请求至所述第一电子装置，且所述缓存一致性接

口将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和所述第二电子装置间的数据进行同步，以及当断开所述连结后，

所述第一电子装置恢复一正常操作模式，以及所述第二电子装置恢复自身的一第二操作系

统的一状态信息。

17.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结建立

后，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二处理单元与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一第一处理单元是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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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多处理器模式或一非均匀存储器存取模式上，运行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所述第一操作

系统。

18.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存一致性

接口通过一有线传输方式或一无线传输方式来建立所述连结。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04375963 B

4



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置间的控制的技术，特别涉及一种通过缓存一致性(Cache 

Coherency，CC)方法进行装置间的控制的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由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式各样的通讯装置，例如：移动电话、智能型

手机(smart  phone)、个人数字助理(PDA)、平板计算机(Tablet  PC)等电子商品不断的在市

场上被推出，且这些电子商品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元化。此外，由于这些装置的便利，也使得

这些装置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0003] 当用户在操作多个装置时，想要利用一装置协助另一装置进行数据的处理，往往

需要先透过数据的转移将数据转移到上述装置，通过上述装置的软件和硬件处理完后再将

数据转移回另一装置。用户并无法直接就通过上述装置的硬件直接协助另一装置的软件进

行数据的处理。因而造成使用者使用的不方便。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上述先前技术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通过缓存一致性的技术，来进行装置

间的控制的系统和方法。

[0005]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此控制方法包

括：当一第一电子装置通过一缓存一致性接口耦接至一第二电子装置时，通过所述第一电

子装置发送一连结请求至所述第二电子装置；根据所述连结请求，通过所述缓存一致性接

口，建立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和所述第二电子装置的连结；以及所述连结建立后，通过所述第

二电子装置的一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一第一操作系统。

[0006]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此控制系统包

括：一第一电子装置，用于发送一连结请求，以建立一连结；一缓存一致性接口，用于根据所

述连结请求，建立所述连结；以及一第二电子装置，包括一第二处理单元，其中，当所述第一

电子装置通过所述缓存一致性接口耦接至所述第二电子装置时，所述第一电子装置发送所

述连结请求，以及当所述连结建立后，所述第二处理单元操作所述第一电子装置的一第一

操作系统。

[0007] 关于本发明其他附加的特征与优点，此领域的熟习技术人士，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内，当可根据本案实施方法中所揭露的执行联系程序的用户装置、系统、以及方

法，做些许的更动与润饰而得到。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100的方块图；

[0009] 图2A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一第一对称多处理器模式的示意图；

[0010] 图2B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一第二对称多处理器模式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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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图2C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一缓存一致性非均匀存储器存取模式的示

意图；

[0012] 图3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的流程图300；

[0013] 图4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的流程图400；

[0014] 图5A～5B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的缓存一致性接口具体运作的流程图500。

[0015] 附图标记：

[0016] 100：控制系统；

[0017] 110：第一电子装置；

[0018] 111：第一处理单元；

[0019] 112：第一高速缓存单元；

[0020] 113：第一存储器单元；

[0021] 120：缓存一致性接口；

[0022] 121：顺序队列；

[0023] 130：第二电子装置；

[0024] 131：第二处理单元；

[0025] 132：第二高速缓存单元；

[0026] 133：第二存储器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章节所叙述的是实施本发明的最佳方式，目的在于说明本发明的精神而非用以

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申请专利范围所界定者为准。

[0028]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系统100的方块图。如

图1所示，控制系统100中包括一第一电子装置110、一缓存一致性接口120以及一第二电子

装置130。第一电子装置110中包括一第一处理单元111、一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以及一第

一存储器单元113。第二电子装置130中包括一第二处理单元131、一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

以及一第二存储器单元133。图1中的方块图，仅是为了方便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本发明

并不以此为限。

[0029]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第一电子装置110可用于连结至一运算装置，例如便携计

算机或桌面计算机；或一自足式装置(self-contained  device)，例如个人数字助理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第一电子装置110又可称为一系统、一用户单元、一

用户台、一行动台、远程台、存取点、远程终端、存取终端、用户终端、用户代理、或用户装置

等。第一电子装置110可以为一用户台、一无线装置、手机、一个人通讯服务(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rvice,PCS)电话、一无线式(cordless)电话、一对话起始协议(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SIP)电话、一无线区域回路(wireless  local  loop,WLL)站、一个人

数字助理、一具有无线连结能力的手持装置、或可连结一无线调制解调器的处理装置。

[0030]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第二电子装置130可以为一主端装置(host  device)、或一

具有较高处理效能的电子装置，例如：便携计算机、桌面计算机或平板计算机。

[0031]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可以为一支持缓存一致性(CC)的接口。

缓存一致性是表示保留在高速缓存中的共享资源，可保持数据一致性的机制。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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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上，缓存一致性(CC)通常是应用在一电子装置的多核心处理器(Multi-core 

processor)中，通过缓存一致性(CC)的机制，可维持每一核心处理器在高速缓存中的共享

资源的一致性。因此，有别于传统上的应用，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是将缓存一致性(CC)应用

在不同装置间的数据处理上，并非仅限于单一装置的多核心处理器的应用上。根据本发明

一实施例，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可通过一有线传输方式或一无线传输方式来建立第一电子

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间的连结。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缓存一致性接口120的传输协

议为分层协议，其中其物理层(physical  layer)的传输协议为一有线传输协议或一无线传

输协议。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对于第一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

130来讲，均为外部总线接口，其电气接口会引出装置外部。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第一处理单元111和第二处理单元131可以为一通用处理

器(general-purpose  processor,GPP)、一微处理机控制单元(Micro  Control  Unit,MCU)

或其它处理装置、或一多核心的处理器。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和

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属于一最后一级高速缓存(Last  Level  Cache，LLC)，或一监听滤波

器(snoop  filter)，或一芯片组(Chipset)。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第一存储器单元113和

第二存储器单元133可以为一挥发性存储器(volatile  memory)(例如：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  Access  Memory,RAM))实现的系统存储器。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一存储器单元113

和第二存储器单元133也可以为一非挥发性存储器(non-volatile  memory)(例如：闪存

(flash  memory)、只读存储器(Read  Only  Memory,ROM))，或上述装置的组合。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当用户需要将第一电子装置110(例如：一手持装置)和第

二电子装置130(例如：一笔电)建立一连结时，将第一电子装置110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

耦接至第二电子装置130，此时第一电子装置110(例如，第一处理单元111)会发送一连结请

求至第二电子装置130。特别说明的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的连结，是指第一电子装置

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基于一缓存一致性(CC)的机制所建立的连结，在上述连结建立后，

可以直接使用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硬件组件来操作第一电子装置110。具体而言，在一实施

例中，上述连结建立后，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处理单元131可直接操作第一电子装置110

的第一操作系统，且第二电子装置130和第一电子装置110均无需重新启动(re-boot)。因

此，在本发明所述的连结，并非指一般的远程操作(远程操作仍是由第一电子装置110来处

理数据)，或是指装置间的联机。如此一来，用户可依靠第二电子装置130(例如：一笔电)的

具备较强运算能力的第二处理单元131来协助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操作系统的运行。在

其它实施例中，除了第二处理单元131，第二电子装置130的其它硬件，包括第一存储器单元

113(例如为系统存储器)、键盘、鼠标及显示设备等外围设备均可以参与操作第一电子装置

110的第一操作系统。在使用者体验效果上，当用户将第一电子装置110(例如：一手持装置)

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耦接至第二电子装置130(例如：一笔电)时，甚至即刻可在笔电的

显示设备上显示手持装置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画面，并利用笔电的高效能的处理单元等硬

件组件来操作手持装置的操作系统，以提高速度，同时笔电和手持装置并无需重新启动

(re-boot)，完善使用者体验。

[0034]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若缓存一致性接口120是通过一有线传输方式来传输，第

一电子装置110就需要先插入第二电子装置130中，再经由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发送连结请

求给第二电子装置130，以建立和第二电子装置130的连结。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若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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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一致性接口120是通过一无线传输方式来传输，第一电子装置110就可直接经由无线传输

方式，经由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将连结请求发送给第二电子装置130，以建立和第二电子装

置130的连结。举例来说，当第一电子装置110接近第二电子装置130，透过无线传输的方式，

即可透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建立双方的连结。总之，当第一电子装置110通过缓存一致性

接口120耦接(有线或无线)至第二电子装置130时，通过第一电子装置110发送连结请求至

第二电子装置130。

[0035] 当第二电子装置130接收到第一电子装置110的连结请求时，第二电子装置130会

进行一确认的动作，例如：发送一确认讯息(ACK)至第一电子装置110。当第二电子装置130

确认第一电子装置110的连结请求后，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建立第一电子装置110和第

二电子装置130的连结。具体而言，第一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就会进入一同步模

式(sync  mode)。在同步模式中，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会经由缓存一致

性接口120将其第一操作系统(OS)的内容传送给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高速缓存单元

132。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处理单元131在读取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上的关于第一操作

系统(OS)的内容后，第二处理单元131就可独立操作或与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处理单元

111协同操作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操作系统(OS)，以协助第一电子装置110进行数据的

处理。也就是说，用户就可在第二电子装置130上，通过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硬件执行和操作

第一电子装置110的所有功能。在某些实施例(后面图2A会详述)中，在上述同步模式中，第

一电子装置110除了将其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的内容传递给第二电子装置130，还将其第

一存储器单元113中与正在运行的第一操作系统相关的内容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同步

至第二电子装置130，在这种实施例中，第二处理单元131仅需存取自身的第二高速缓存单

元132及第二存储器单元133即可接续操作第一操作系统，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也可进入休

眠状态；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后面图2B和图2C会详述)，在上述同步模式中，第一电子装置

110不将其第一存储器单元113的内容同步，在这种实施例中，第二处理单元131须经由缓存

一致性接口120存取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存储器单元113。

[0036] 此外，由于在第二电子装置130进入同步模式前，第二电子装置130也可能正在运

行自身的操作系统。因此，在进入同步模式后，第二电子装置130会先将自己目前运行的第

二操作系统的状态信息储存到第二存储器单元133中。因此，当第二电子装置130在断开和

第一电子装置110的连结后，第二电子装置130恢复所储存的第二操作系统的状态信息，就

可以继续进行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操作系统原先所在进行的操作。

[0037]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完成第二操作系统的状态信息的储存后，第二电子装置

130的硬件组件会进行一重置(re-initiate)的操作，以使得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操作

系统可以得知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硬件组件(例如：第二处理单元131、第二存储器单元132、

硬盘、网络卡，或一外接硬件组件，例如：鼠标、键盘)的相关信息。在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

一操作系统对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硬件组件逐个进行一枚举(enumeration)操作以获取第

二电子装置130的硬件组件的相关信息。在得知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硬件组件的相关信息

后，上述第一操作系统便得以运行于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硬件组件中。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

例，可经由第二电子装置130的一特定的驱动组件/程序(driver)重置(re-initiate)上述

硬件组件以实现上述枚举操作。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可经由第二处理单元131向其它

硬件组件发送重置的指令，以实现上述枚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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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第二电子装置130进行完硬件组件重置的操作后，第二电子装置130就可开始通过

第二处理单元131(和其他硬件组件)操作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操作系统(OS)，以协助第

一电子装置110进行数据的处理。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当第一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

装置130的连结建立后，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处理单元111可与第二处理单元131共同工

作(co-work)，也就是共同处理第一电子装置110的数据。根据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当第一

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的连结建立后，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处理单元111(和

其他硬件组件)则会进入休眠(sleep)状态，完全交由第二处理单元131处理第一电子装置

110的数据。

[0039] 当用户想要断开第一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的连结时，第二电子装置

130会先发送一断开连结请求至第一电子装置110。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若此时第一电

子装置110是在一休眠状态，第二电子装置130会先将第一电子装置110唤醒。第一电子装置

110接收并确认第二电子装置130发送的断开连结请求后，第一电子装置130会经由缓存一

致性接口120同步(sync)第一操作系统更新的内容，以使得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甚至以

及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中与第一操作系统相关的数据会和经由第二电子装置130协助处理

过后的数据一致。数据同步后，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处理单元111会先对硬件组件进行

一重置的操作，以使得第一电子装置110可以恢复成一正常操作模式，也就是由第一电子装

置110接续操作第一操作系统。

[0040] 断开连结后，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处理单元131也会恢复储存在第二存储器单

元133的第二操作系统的状态信息。接着，第二电子装置130会进行一重置的操作，以使得第

二电子装置130可重新进行连结前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操作系统原先所在进行的操作。

[0041] 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当第一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的连结建立后，

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处理单元131与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处理单元111(如果第一处

理单元111不休眠的话)可在一对称多处理器模式(SMP)或一非均匀存储器存取(ccNUMA)模

式上，协同操作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操作系统。图2A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一

第一对称多处理器模式的示意图。如图2A所示，在第一对称多处理器模式中，第二电子装置

130的第二处理单元131和第二存储器单元133均参与操作第一操作系统，而第一电子装置

110的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不参与操作，可进入休眠状态。即，在上述第一对称多处理器模式

下，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中在连结前与第一操作系统相关的内容在连结建立时均被同步至

第二电子装置130，因此在操作过程中，第二处理单元131和第一处理单元111仅需存取第二

存储器单元133即可接续操作第一操作系统，缓存一致性接口120维持第一高速缓存单元

112和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的数据的一致性，如果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第二高速缓存单

元132不命中(miss)或者写满，则进一步存取第二存储器单元133。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具体

如何运作，参考后面图5的描述。

[0042] 图2B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一第二对称多处理器模式的示意图。如图2B

所示，在第二对称多处理器模式中，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处理单元131参与操作第一操

作系统，但第二存储器单元133不参与。即，在上述第二对称多处理器模式下，第二处理单元

131和第一处理单元111仅存取第一存储器单元113即可接续操作第一操作系统。在此种实

施方式中，在建立连结时，无需将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中关于第一操作系统的内容同步至第

二电子装置130；在运行过程中，缓存一致性接口120维持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和第二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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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单元132的数据的一致性，如果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不命中

(miss)或者写满，则进一步存取第一存储器单元113。

[0043] 图2C为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所述的一缓存一致性非均匀存储器存取模式的示

意图。如图2C所示，在缓存一致性非均匀存储器存取模式中，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处理

单元131和第二存储器单元133均参与操作第一操作系统，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存储器

单元113也不休眠。即，在上述缓存一致性非均匀存储器存取模式下，在建立连结时，也无需

将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中关于第一操作系统的内容同步至第二电子装置130；在操作过程

中，缓存一致性接口120维持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和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的数据的一致

性，如果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不命中(miss)或者写满，则进一步存

取第一存储器单元113或第二存储器单元133。

[0044] 图3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的流程图300，此传

输方法适用于控制系统100。如图3所示，在步骤S310，当第一电子装置110通过缓存一致性

接口120耦接至第二电子装置130时，通过第一电子装置110发送一连结请求至第二电子装

置130。在步骤S320，通过第二电子装置130确认第一电子装置110所发送的连结请求。在步

骤S330，进入一同步模式。在步骤S340，通过第二电子装置130预先储存自身的一第二操作

系统的状态信息。在步骤S350，通过第二电子装置130经由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同步(sync)

第一电子装置110中与第一操作系统(OS)相关的内容，在一实施例中(例如图2B及图2C的实

施例)，仅将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中与第一操作系统(OS)相关的内容同步至第二电子装置

130；在其它实施例中(例如图2A的实施例)，将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中与第一操作系统(OS)

相关的内容也同步至第二电子装置130。在步骤S360，通过第一操作系统对第二电子装置

130的硬件组件逐一进行一枚举(enumeration)操作，使得上述第一操作系统得以运行于第

二电子装置130。在步骤370，通过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处理单元操作第一电子装置110

的第一操作系统(OS)，以协助第一电子装置110进行数据的处理。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例，

上述连结建立后，第一电子装置110可与第二电子装置130共同操作上述第一操作系统，也

可进入一休眠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步骤S320～S360为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建立第

一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的连结的具体步骤。

[0045] 图4为根据本发明另一实施例所述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的流程图400，此

传输方法适用于控制系统100。如图4所示，在步骤S410，当要断开连结时，通过第二电子装

置130发送一断开连结请求至第一电子装置110。在步骤S420，判断是否唤醒第一电子装置

110。若需要唤醒第一电子装置110，进行步骤S430。在步骤S430，唤醒第一电子装置110。若

不需要唤醒第一电子装置110，直接进行步骤S440。在步骤S440，通过第一电子装置110确认

第二电子装置130所发送的断开连结请求。在步骤S450，通过第一电子装置110经由缓存一

致性接口120，同步(sync)第一操作系统更新的内容。在步骤S460，通过第一电子装置110进

行一重置(re-initiate)的操作，以使得第一电子装置110可重新独立运行第一操作系统。

在步骤S470，通过第二电子装置130恢复预先存储的第二操作系统的状态信息。在步骤

S480，通过第二电子装置130进行一重置的操作，以使得第二电子装置130可恢复运行第二

操作系统。

[0046] 图5A～5B为根据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的缓存一致性接口具体运作的流程图500，

此传输方法适用于控制系统100。如图5A～5B所示，在步骤S510，通过第二处理单元131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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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储器存取请求至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在步骤S520，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记录并排

序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在一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缓存一致性接口120还包括一顺序队列

(Order  Queue)121，上述顺序队列121记录第二处理单元131以及第一处理单元111(如果第

一处理单元111未休眠)的存储器存取请求；并按照这些存储器存取请求被要求完成的先后

顺序来排序它们，例如，第一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代码中规定了这些存储器存取请求被要

求完成的先后顺序；并将排序结果返回至第二处理单元131。在一实施例中，如果同时第一

电子装置110发送另一存储器存取请求至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如果第一处理单元111与第

二处理单元131共同工作，则上述另一存储器存取请求可能由第一处理单元111发出；如果

第一处理单元111休眠，则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存储器单元113或其它外围装置，例如网

络模块等，也可能发出上述另一存储器存取请求。)，本发明的缓存一致性接口120排序这些

存储器存取请求，使得它们按照被程序代码要求完成的先后顺序完成，并将排序结果通知

第一电子装置110和第二电子装置130。

[0047] 接着，执行步骤S530，判断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的地址是属于第一电子装置110或

第二电子装置130。通过本发明，第二处理单元131看到的存储器地址范围和第一处理单元

111一样，本发明可以通过定义第二处理单元131能看到的存储器地址范围，使得第二处理

单元131仅访问第一存储器单元113的地址范围，或者第一存储器单元113和第二存储器单

元133两者的地址范围皆能访问。步骤S530可通过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完成，在一实施例

中，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和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位于一最后一级高速缓存(Last  Level 

Cache，LLC)，或一监听滤波器(snoop  filter)，或一芯片组(Chipset)中。在另一实施例中，

步骤S530可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完成。

[0048] 如果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的地址是属于第一电子装置110，则执行步骤S540：通过

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将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发送至上述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高速缓存

单元112。之后执行步骤S550：判断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是否命中(hit)。如果不命中

(miss)，即上述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不包括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所要求的数据，则执行步

骤S560：将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发送至第一电子装置110的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之后执行

步骤S590：在第一存储器单元113中存取相应的存储器地址。如果步骤S550的判断结果为命

中(hit)，则直接执行步骤S590：在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中存取相应的存储器地址。

[0049] 如果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的地址是属于第二电子装置130，则执行步骤S570：判断

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是否命中(hit)。如果不命中(miss)，即上述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不

包括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所要求的数据，则执行步骤S580：将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发送至

第二电子装置130的第二存储器单元133。之后执行步骤S590：在第二存储器单元133中存取

相应的存储器地址。如果步骤S570的判断结果为命中(hit)，则直接执行步骤S590：在第二

高速缓存单元132中存取相应的存储器地址。

[0050] 在某些实施例中，执行步骤S590之后继续执行步骤S5100：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

120维持第一高速缓存单元112和第二高速缓存单元132的数据的一致性。

[0051]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2A的实施例中，第二处理单元131能访问的存储器地址范围限

于第二电子装置130(即在步骤S530的判断的结果一直为上述存储器存取请求的地址是属

于第二电子装置130的)；在图2B和图2C的实施例中，第二处理单元131能访问的存储器地址

范围可能位于第一电子装置110或第二电子装置130，须通过缓存一致性接口120将上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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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器存取请求发送至相应的存储器。

[0052] 通过本发明所提出的基于缓存一致性的控制方法，当用户同时使用多个装置时，

用户即可直接在效能较高的电子装置来处理效能较低的电子装置的数据和使用效能较低

的电子装置的功能，使得在数据处理上更有效率且快速，且达到更加良好的用户体验。

[0053] 本发明的说明书所揭露的方法和算法的步骤，可直接透过执行一处理器直接应用

在硬件以及软件模块或两者的结合上。一软件模块(包括执行指令和相关数据)和其它数据

可储存在数据存储器中，像是随机存取存储器(RAM)、闪存(flash  memory)、只读存储器

(ROM)、可抹除可规化只读存储器(EPROM)、电子可抹除可规划只读存储器(EEPROM)、缓存

器、硬盘、可携式应碟、光盘只读存储器(CD-ROM)、DVD或在此领域习的技术中任何其它计算

机可读取的储存媒体格式。一储存媒体可耦接至一机器装置，举例来说，像是计算机/处理

器(为了说明的方便，在本说明书以处理器来表示)，上述处理器处理单元可透过来读取信

息(像是程序代码)，以及写入信息至储存媒体。一储存媒体可整合一处理器。一特殊应用集

成电路(ASIC)包括处理器和储存媒体。一用户设备则包括一特殊应用集成电路。换句话说，

处理器和储存媒体以不直接连接用户设备的方式，包含于用户设备中。此外，在一些实施例

中，任何适合计算机程序的产品包括可读取的储存媒体，其中可读取的储存媒体包括和一

或多个所揭露实施例相关的程序代码。在一些实施例中，计算机程序的产品可包括封装材

料。

[0054] 本说明书中所提到的“一实施例”或“实施例”，表示与实施例有关的所述特定的特

征、结构、或特性是包含根据本发明的至少一实施例中，但并不表示它们存在于每一个实施

例中。因此，在本说明书中不同地方出现的“在一实施例中”或“在实施例中”词组并不必然

表示本发明的相同实施例。

[0055] 以上段落使用多种层面描述。显然的，本文的教示可以多种方式实现，而在范例中

揭露的任何特定架构或功能仅为一代表性的状况。根据本文的教示，任何熟知此技艺的人

士应理解在本文揭露的各层面可独立实作或两种以上的层面可以合并实作。

[0056]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习此技

艺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当视后附的申请专利范围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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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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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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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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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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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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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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