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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系统芯片ＳＯＣ设计技术的普遍应用，对应的可靠性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提出一

摘

种应用在ＳＯＣ设计上的内存检查点技术，通过硬件逻辑将内存中的数据备份到非易失存储介质
中，系统恢复时将数据从存储介质取出，重新拷贝到内存，避免内存中的数据丢失；同时给出外部存
储器到ＲＡＭ的程序代码拷贝设计，显著提高了内存检查点保存的速度．在断电等突发情况下，可
以有效地保护内存中的数据，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占用资源较少，可以广泛应用于实时系统的容错
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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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嵌入式系统由于其灵活性
及方便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采用系统芯片
技术可以将整个系统集成到单个芯片之中，其具有
体积小、重量轻、功耗小和ＩＰ复用等优点．ＳＯＣ技

术目前正成为嵌入式实时系统发展的一个趋势，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１｜．

当前ＳＯＣ芯片的设计越来越复杂，随之而来的
是系统可靠性问题越来越严重．在ＳＯＣ芯片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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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通常存储着应用程序的运行状态，一旦系统发生

１）ＣＰＵ软核：采用ＡＲＭ公司提供的Ｃｏｒｔｅｘ—

故障，程序只能从头开始运行，增加时间开销．为了

Ｍ３，该产品主要定位于低成本单片机以及工业控

保证在系统故障时程序可以持续运行，本文作者引

制，它是一个３２位处理器内核，使用ＴＨＵＭＢ－２指

进检查点技术幢Ｊ．在检查点容错系统中，程序运行

令集．

的状态被定期保存到非易失存储设备上，当系统出
现故障时，应用程序可以从检查点映像中恢复执行．

２）片上总线：采用ＡＨＢ和ＡＰＢ总线，它是由
ＡＲＭ公司研发推出的总线类型．

检查点技术包括软件检查点和硬件检查点．目前

３）９１＂部存储器：采用２５６ ＫＢ的铁电存储器，型

的ＳＯＣ平台多采用软件检查点方法，由开发人员在

号为ｆｒ０２５ｈ２０，接口为标准ＳＰＩ接口，铁电存储器具

应用程序源代码中自行插入保存和恢复状态的代码，

有ＲＡＭ和ＲＯＭ的优点，读写速度快并具有非易失

每隔一段时间将内存中的数据备份到稳定存储设备

的特性．在目标ＳＯ（２中，程序可以从该存储器启动．

中，当系统故障时，通过读取保存在稳定存储设备的
中间运行状态，从最近的中间运行状态恢复执行．由

４）双端口ＲＡＭ：由Ｘｉｌｉｎｘ的ＩＳＥ工具提供ＩＰ
核，大小为２５６

于受到稳定存储设备Ｉ／Ｏ带宽的限制，定期的数据保
存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降低了程序执行的效率【３Ｊ３．

Ｋｔ３．

５）ｓＰ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模块：ＣＰＵ通过该模块访问

外部存储器中的程序．

本文作者提出了一种快速内存检查点方法．该

６）ＪＴＡＧ接口：方便开发者对程序进行调试．

方法属于硬件级检查点，具有通用性强、占用资源少

７）控制模块：包括内存检查点模块和拷贝模块，

的特点Ｈ Ｊ．这项技术可以广泛应用到对实时性要求

内存检查点模块用来实现内存检查点功能，拷贝模

比较高的系统上，如航天、医疗等领域，用来提高系

块用来完善内存检查点，提高内存检查点的效率，这

统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部分内容在３节会着重分析．

目前硬件检查点有两种实现方式，可以在原有
的系统中插入扫描链，用来访问系统中的寄存器，从

２

内存检查点设计实现

而完成检查点的工作ｂｊ．或者分配一个可寻址的

当前的检查点技术按其实现层次可分为应用

ＲＡＭ，添加硬件逻辑来实现检查点功能…６．本文采

级、系统级和硬件级．应用级检查点是在应用程序中

用第２种方法．

加入备份自身内容的代码，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特

１

目标ＳＯＣ架构

点进行优化设置，但其通用性不好，只能针对具体的
应用程序一ｊ．系统级检查点由操作系统内核实现，

该ＳＯＣ用来研究容错性，包括ＣＰＵ，外部存储

对用户应用透明，但需要修改内核，同时周期性的检

器，ＵＡＲＴ接口，ＳＰＩ接口，双端口ＲＡＭ，片上总线

查点保存会占用大量时间【８－９ Ｊ．硬件级检查点通过

等．ＳＯ（２基本结构如图１所示．

特定的硬件逻辑来实现，每隔一段时间将运行的中
间状态存人寄存器中，错误产生时将正确的中间状
态恢复【１０ Ｊ．
本文的设计方案属于硬件级的一种，检查点的

实现完全由设计的硬件逻辑完成，不需要ＣＰＵ参
与．由于采用铁电作为外部存储，快速的读写可以保

证系统在断电前完成检查点的操作．
内存检查点的设计思想

２．１

随着ＳＯＣ芯片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其在工作
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发生断电等异常情况．针对这种
情况，本文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供电模块加入
一个比较器，当供电电压小于一个阈值时，比较器输
出中断信号，这时将内存中的数据备份到非易失的
图ｌ
Ｆｉｇ．１

ｓｏｃ的基本架构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ＯＣ

图１中灰色部分为添加的硬件模块和通道．相

关模块说明如下．

外部存储器中，等到下次系统上电时将这些数据恢
复到内存，如果系统中寄存器的值也能在断电时保
存，重新上电系统就可以从断电时的状态继续执行
下去．

塞！：垄竺！垩竺望空！竺奎皇竺！壅兰茎翌

竺！塑
２．２内存检查点模块的硬件架构

！！量

对应的硬件代码如下：

该ＳＯ（２设计用ＲＡＭ作为内存，中断触发时，
希望将ＲＡＭ中的数据存人外部存储器．外部存储

ＣＯＵＮＴ：
ｂｅｇｉｎ

器与ＳＰ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模块直接相连，而ＲＡＭ挂载

ｓｔａｔｅｌ＜＝ＪＵＤＧＥ；

在总线上，ＲＡＭ和外部存储之间没有直接的数据通

ｉｆ（Ｓ】刚）ＡＴＡ＝＝３２’ｂ０）

道，设计一个内存检查点模块来实现数据交互．当中

ｃｏｕｎｔ＜＝ｃｏｕｎｔ＋１：

断到来，切断ＲＡＭ与总线的数据通道，切断外部存
储器与ＳＰＩ

ｅｌ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的数据通道，同时建立ＲＡＭ

ｃｏｕｎｔ＜＝０：

与外部存储器之间的数据通道，见图１灰色部分．
２．３内存检查点模块的设计方案

如上文所说，内存检查点模块用来实现内存检

ｅｎｄ

ＪＵＤＧＥ：

ｉｆ（ｃｏｕｎｔ＝＝５０）

查点的功能．具体工作流程如下，首先从ＲＡＭ的指

ｂｅｇｉｎ

定地址取出数据，然后向外部存储器发送指令，将取

ｂｌｏｃｋ＜＝ｂｌｏｃｋ＋１：
ｓｔａｔｅｌ＜＝ＩＮｌＴ—ＡＤＤＲ；

出的数据通过ＳＰＩ总线送给外部存储器．

ＲＡＭ中的数据包括中断向量表，堆栈，变量和
当前执行的程序．在本ＳＯＣ设计中，ＲＡＭ数据的地
址分配在ｓｃａｔｔｅｒ文件中定义，具体地址范围如图２
所示．

ｅｎｄ
ｅｌｓｅ
ｓｔａｔｅｌ＜＝ＡＤＤ；

每从ＲＡＭ中读出一个数据，就判断是否为０，
如果为０，计数器累加，不为０，计数器归０，重新计

０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断向量
Ｏｘ００００００７Ｆ

数．在ＪＵＤＧＥ这个状态里判断计数器的值，达到５０
跳到ＩＮＩＴ—ＡＤＤＲ状态，更新ＲＡＭ的访问地址，

０ｘｏｏｏＯ００８０

程序（ＲＯ）

ｂｌｏｃｋ变量用来记录正在访问的数据段序号．

０ｘ２０００ｌＦＦＦ

确定ＲＡＭ数据的寻址方式后，下面分析内存

０ｘ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静态变量（ＲＷ Ｚｉ）
０ｘ２０００３ＦＦＦ

检查点模块如何工作，其流程如图３所示．

Ｏｘ２０００８０００

堆（ＨＥＡＰ）
０ｘ２０００ＢＦＦＦ
０ｘ２０００Ｃ０００

（ＳＴＡＣＫ）
Ｏｘ２０００ＦＦＦＦ

图２
Ｆｉｇ．２

ＲＡＭ数据的地址分配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ＡＭ ｄａｔａ

图２中，ＲＯ（Ｒｅａｄ Ｏｎｌｙ）即要执行的程序和常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是已经初始化的静态变量，

量，Ｒｗ（Ｒｅａｄ

ＺＩ（Ｚｅｒｏ）为没有初值的变量，在执行程序前系统将
这些地址中的数据赋值为０．
将每种数据类型的地址空间称为一个数据段．
虽然各个数据段的地址索引是首尾相连的，但是执
行程序时实际的数据量并不会占满整个地址空间，
所以每个数据段会有大量的０数据，这些数据不需
要备份．针对这种情况，该设计在每个数据段检测结
束标志，从ＲＡＭ中连续读到５０个０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时，

图３内存检查点模块的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ｍｏｄｕｌｅ

图３中工作原理如下．
１）当中断触发时，内存检查点模块产生写使能

内存检查点模块认为该数据段已经结束，后面的数
据均为０，跳到下个数据段的首地址取数据．当然这

指令，此时可以将数据写入存储器．

需要保证在程序中没有声明大量数据为０的数组，
防止将其误判定为结束标志．

方式，通过ＡＭ模式将数据写入铁电存储器，见图４．

２）写状态寄存器来控制写保护的区域及写入的

１１蔓奎望奎兰兰塑

１１２

０

７ ８

５１６２３２４３ Ｊ３２３９４０４７

０

７ ８

５１６２３

ＳＣＫ、翊．八ｎ．肌．肌．肌．肌几…Ｊ１．肌．肌．ｆ【
ＭＯＤＥｊ

的写操作．

ｓ－—匝胚ⅪＸⅨ到团圆题溯

丁丁丫

竺竺堂

拷贝模块

ＳＣＫ

ＭＯＳＩ

外部
存储器

ＭＩＳ０

亟圈
巫圈

ＲＡＭ

控制
模块
３２位卜

ｉｉ瓦ｊＦ丢面司
：＝：＝二＝：：Ｊ

Ｆｉｇ．４

数据矿

ＣＥ

ＡＡＩ方式时序图

图４

ＲＡＭ

｜ｓＰＩ协议引擎

ＡＡＩ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控制信号

３）初始化访问ＲＡＭ的地址，取出对应地址的
数据．

图５拷贝模块的接口设计

４）在ＡＡＩ模式下，内存检查点模块先送１个字
节的ＡＡＩ指令，然后发送起始地址，紧接着是２个
字节数据．后面再发送时只需送人ＡＡＩ指令和数
据，地址默认为加１，需要注意的是每发完两个数据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ｃｏｐｙ ｍｏｄｕｌｅ

Ｆｉｇ．５

拷贝模块是由一个状态机来实现的，图６说明
了实现程序代码拷贝的整个过程．

需要有一段间隔时间，以保证外部存储器有充足的
时间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片选信号拉低’）．————＜

５）因为发送给存储器的数据是从ＲＡＭ中取出

延迟

的，ＲＡＭ的数据位宽是３２位，所以每发送４个字节
需要更新访问ＲＡＭ的地址，获取新的数据．

加载指令／地址、）

（，

片选信号拉高

６）当检测到结束标志时，跳到下个数据段取数
据或者结束备份操作．
产生时钟／移位

３程序代码拷贝设计

—垡鍪堡一

３．１拷贝模块的设计思想
收外部存储器自‘八一

为了保证断电后有足够的时间备份内存数据，

、鍪塑／／

系统中加入一个电容提供电压，但是电容放电的时

氯☆

ｌ检测到结束

ｉ

间有限，所以希望备份时间越短越好．考虑到程序代

标志

、）

空闲状态

码是固定的，可以事先将其下载到外部存储器中，然
后将程序代码拷贝到ＲＡＭ中执行，这样就不需要

图６拷贝模块的状态机

备份ＲＡＭ中的程序代码．
传统的方法是编译生成启动代码，系统复位时
ＣＰＵ先执行这部分代码，将下载到外部存储器的程
序拷贝到ＲＡＭ，之后在ＲＡＭ里执行【１１ Ｊ．这种方法
有它的局限性：只有系统复位时执行拷贝操作，在恢
复内存数据时不希望系统重新启动．
本文作者设计的拷贝模块，如图１灰色部分由
使能信号控制，与系统复位相互独立，保证在系统启
动和恢复内存数据时都可以将外部存储器中的程序
代码拷贝到ＲＡＭ中．
３．２拷贝模块的设计方案

与内存检查点的设计类似，本文设计一个拷贝
模块完成外部存储器与ＲＡＭ的数据交互，如图５
所示，拷贝模块产生ＳＰＩ总线的时钟和数据送给外
部存储器，通过移位寄存器将接收到的程序代码转
为并行，ＲＡＭ控制模块产生地址，共同实现对ＲＡＭ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ｐｙ ｍｏｄｕｌｅ

图６中拷贝模块的工作原理如下：
１）在复位的情况下，首先将片选信号ＣＥ拉低，
表示选中外部存储器，可以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２）将读指令和访问地址加载到已经定义的一个
寄存器中．
３）因为ＳＰＩ接口是串行的，所以需要通过移位
将读指令和地址顺序发送出去．同时，要给外部存储
器提供对应的时钟．
４）指令和地址发送出去后，接收从外部存储器
读到的数据．
５）向ＲＡＭ控制模块发送握手信号和接收的数
据，ＲＡＭ控制模块产生地址，完成对ＲＡＭ的写入
操作．

６）拉高片选信号，等待一段时间，执行下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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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不同程序下ＲＡＭ各个数据段的数据量

外部存储器访问和ＲＡＭ写入操作．

●

４

１１３

实验结果及对比

２

Ｄａｔａ

ｂａＴｅｆｆｉｎ
ｉｄ ｓｉｚｅｓｒｅｎｔｏｆ

ｖｐａ嘲ｒｉｏｕｓｍｄ。ａｔａ

ｓｅｇｍＢｅＹＴＥｎｔ

加入程序代码的拷贝设计后，系统可以在任意
时刻将外部存储中的程序代码拷贝到ＲＡＭ中，所
以在做内存检查点时不需要备份程序代码，这样极
大提高了备份ＲＡＭ数据的速度．
本文作者提出的设计在ＦＰＧＡ平台上实现，如
图７所示．所用的ＦＰＧＡ芯片为Ｋｉｎｔｅｘ一７系列．开

发环境采用Ｘｉｌｉｎｘ提供的ＩＳＥｌ４．２，仿真环境采用
Ｍｏｄｅｌｓｉｍ １０．０，编程软件采用Ｋｅｉｌ．

５

结语
本文在完成内存检查点的硬件设计后，同时提

出一种外部存储器到ＲＡＭ的程序代码拷贝设计．
１）在原始的内存检查点工作情况下，随着程序
复杂性的增加，所需要的备份时间会相应增加．
２）Ｊｍ人程序代码的拷贝模块，针对任何程序，所
需的备份时间都控制在１ ＩｎＳ以内．
３）加入程序代码的拷贝模块，当运行的程序足
够复杂时，备份时间比原始的内存检查点系统减少
了８０％以上，相应地，面积只增加了７．８％．这项技
术可以在系统运行大规模程序时，依然实现高效地
图７¨℃Ａ系统平台
Ｉ＋Ｉｌ譬７

ＩｊＩ’（Ｌ＼“ｓｔｔ，１１１ Ｉ雌Ｌｆ。丌１１

对数据的保护，对航天、医疗和军工领域的实时性系
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表１列出了包含程序代码与不包含程序代码时
备份ＲＡＭ数据所需时间．
表１
Ｔａｂ．１

两种情况下备份ＲＡＭ数据所需时间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ｉｍｅ ｗｈｅｎ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ｕｐ ＲＡＭ ｄａｔａ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Ｂｉｎ

Ｙ，Ｋａｎｇ Ｋ，Ｋｉｍ Ｈ，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ｎｔｅｍａ—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２２８６～２２９１．

［２］Ｚｈａｎｇ
ｆｏｒ

Ｃ，Ｄｅｎｇ Ｓ，Ｎｉｎｇ Ｈ．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ｂｏａｒｄ（ｘｘｎｐｕｔｉｎｇ［Ｃ］／／ＩＥＥＥ

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５２０—

５２６．

表Ｉ给出系统执行的５个程序，分别比较它们
在两种情况下备份ＲＡＭ数据的快慢．
Ｄｈｒｙｓｔｏｎｅ是测量处理器运算能力的最常见基
准程序之一，常用于处理器的整型运算性能的测量．
计算器通过ＦＰＧＡ连接的液晶屏实现．可以看出，
在执行同一程序时，忽略程序代码这部分数据，所需
备份时间减少了６０％～８０％，在备份时间较长时效

果非常明显．表２列出系统执行不同程序时删
各个数据段的数据量大小．
从表２中看出，程序代码的数据量明显高于其他
几项，而且越复杂的程序数据量越大，占到了整个数

［３］易会战，王锋，左克，等．基于内存缓存的异步检查点容
错技术［Ｊ］．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１４，５１（６）：１２２９—
１２３９．
ＹＩ Ｈｕｉｚｈａｎ，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ＺＵ０ Ｋｅ，ｅｔ ａ１．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ｒｅｓｔａｒ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ｂｕｆｆ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５１（６）：１２２９—

１２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Ｋｏｃｈ

Ｄ，Ｈａｕｂｅｌｔ Ｃ，Ｔｅｉｃｈ Ｊ．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ｈ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
［Ｃ］／／Ｐｒｏｃ

ｏｆ ＡＣＭ／ＳＩＧＤＡ

ＩｎｔＳｙｍｐ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Ｇａｔｅ Ａｒｒａｙｓ，２００７：１８８—１９６．

［５］Ｔｉｗａｒｉ

Ａ，Ｔｏｍｋｏ Ｋ

Ａ．Ｓｃａｎ—ｃｈａ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ｗａｔｃｈ－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据量的９０％以上．因此对于复杂的程序，我们希望忽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ｕｎ－ｔｉｍｅ ｄｅｂｕ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ＰＧＡ ｄｅ—

略程序代码的搬移工作，所以，完成外部存储器到
ＲＡＭ的程序代码拷贝设计后，备份速度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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