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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介绍 

1.1 内存管理 

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空间的管理 

一套完整的缺页机制 

异常处理（找出了zjunix和学长代码异常处理入口的bug）和硬件工程cause，

status 寄存器的 bug 并通过软件加以避免 

TLB refill 与 TLB load 异常处理：软件实现 EXL 的置位和复位，

do_page_fault 

物理内存： 

Bootmem 

Buddy 

Slab ：实现了针对特定对象的 cache（而非仅对大小做 up align 然后同一

对待） 

实现了动态分配和销毁 cache 的机制（而非 zjunix 的静态） 

实现了 slab 着色 

总代码量在 4000 行左右，其中虚拟内存空间管理约 1400 行，物理内存空间

管理约 1500 行，TLB refill、 TLB load、do_page_fault 以及异常处理入口部

分的代码共 600 行左右，测试代码共 200 行左右，但在此部分我在硬件工程的

debug 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望我找出的硬件工程的 bug 能够对之后上

操作系统教改班的同学有所启发，以便更快更好更稳定地实现虚拟内存的功能。 

物理地址(physical addr)：27 位，物理地址空间大小：128MB； 

虚拟地址(virtual addr)：32 位，虚拟地址空间大小：4GB。 

4GB 的虚拟内存空间又分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8000 0000H~FFFF FFFFH 为

内核空间由所有进程共享，其中存放的是内核代码和数据，不可回收和换出

(KERNEL_STACK_BOTTOM为 8100 0000，KERNEL_CODE_ENTRY为 8000 1000)。0~7FFF 

FFFFH 为进程的用户空间中，存放的是用户程序的代码和数据。 



1.2 进程管理 

进程部分的功能主要是进程创建、进程调度、进程删除、进程等待以及进程

程杀死。 

其中关键的功能部分是进程调度的完全公平调度算法。进程部分完整复刻了

linux2.6 系列版本完全公平调度算法的所有基本功能。实现了进程创建、进程

退出、进程等待以及时钟中断时的进程调度。 

除此之外，设计了运行时刻动态修改任意进程优先级，然后重新进行调度的

功能。原计划将此功能完善为系统调用，但后期因时间原因没能完成，只实现了

内核态的优先级动态修改。 

具体的进程相关指令如下： 

 

Ps 

查看当前进程所有的信息，包括调度。 

Exec 

创建并执行一个进程。 

wait/waitpid/ewait 

等待指定进程执行结束后再执行。 

Kill 

进程退出。 

Nice 

更改当前进程优先级。 

Priomax 

更改指定进程优先级 

 

  



1.3 文件系统 

对于用户来说，文件系统能够帮助用户分别在 FAT32 和 Ext2 文件系统中实

现以下指令： 

表格 1 文件系统帮助实现的命令 

ls 

列举目录中的内容。 

cd 

改变当前的工作目录。 

cat 

以可见的字符输出文件内容。 

rm 

删除文件。 

vi 

改变文本文件的内容。 

 

本质上，要实现以上指令，文件系统本质应该具备的功能是： 

表格 2 文件系统底层功能 

 

 

 

 

 

 

 

 

总之，我们的文件系统应该能够： 

· 实现 FAT32 和 Ext2 底层文件系统的基本操作（文件和目录的读和写）； 

 · 实现虚拟文件系统，对接用户程序和底层文件系统。 

  

基本功能 FAT32 Ext2 

读文件 √ √ 

写文件 √ √ 

读目录 √ √ 

写目录 √ √ 

删除文件 √ √ 



2 详细设计 

2.0 内存管理 

2.1.1 虚拟内存管理 

	

图表 1 虚拟内存机制 overview  

采用请求式分页虚拟内存管理。系统为每个进程提供了 4GB(0～FFFF FFFFH)

的虚拟内存空间，各个进程的虚拟内存彼此独立。通过页表把虚存空间的一个地

址转换为物理空间中的实际地址。我们实现了用 mm_struct、VMAs (Visual 

Memory Areas)描述和管理进程地址空间，其中使用红黑树管理 VMA, 并实现了

各种进程对象到虚拟地址空间的内存映射；我们还通过 TLB_Refill 与 TIL_Load

实现了虚拟地址空间到物理地址空间的映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将页表放在虚

拟内存中，这大大节省了物理内存空间不必要的开支，提高了内存利用效率。 

2.1.1.1 mm_struct 结构和 vm_area_structs 结构 

一个进程的用户地址空间主要由 mm_struct 结构和 vm_area_structs 结构来描

述。mm_struct 结构对进程整个用户空间进行描述 (内存表述符 memory 

descriptor) 。vm_area_structs 结构对用户空间中各个区间(虚存区)进行描述，

mm_struct 结构首地址在 task_struct 成员项 mm 中 : struct mm_struct *mm; 

vm_area_struct 结构是虚存空间中一个连续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的信息具有相

同的操作和访问特性。各区间互不重叠,按线性地址的次序链接在一起。 为了提

高对 vma 段查询、插入、删除操作的速度，我们为每个进程维护了一棵红黑树



(Red Black Tree)，所有 vm_area_struct 结构体组成一个红黑树。我们考虑参照

Linux 内核管理实现了 VMA 的红黑树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没有把像 Linux

源码那样将红黑树的节点作为 VMA struct 的一部分，而是在红黑树的节点中用

指向相应 VMA 的指针代替了 key，这样实现更为简单且在创建、查找、合并 VMA

的时候更加高效。 

 

  

图表 2 mm_struct和 vm_area_struct结构 

2.1.1.2 该模块实现的函数： 

find_vma：搜索第一个 vm_end 大于 addr 的内存区域（寻找第一个包含 addr

或 vm_start 大于 addr 的区域），分别实现了链表查找和红黑树查找。 

find_vma_intersection：返回第一个与指定区间相交的 VMA。 

insert_vma: 向一个 mm strtuct 中插入 VMA, 通过 insert_rbtree 实现。 

get_unmapped_area: 获取 addr 后 unmapped 的首个地址，我们通过 keep 

tmp_vma 巧妙地避免了二次查找，减小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红黑树 node的结构如上，在红黑

树中，所有的 vm_area_struct 虚

存段都作为树的一个节点。节点

中vm_rb的左指针left指向相邻

的低地址虚存段，右指针right指

向相邻的高地址虚存段。  

 



do_mmap：在虚拟内存中分配一个合适的内存区域，函数完成可执行映像向

虚存段的映射，由它建立有关的虚存段。我们既考虑了需要创建新VMA的情况，

也考虑了需要将新 VMA 和临近区域合并的情况。对于创建新 VMA，我们将其

添加到 mm_rbtree 中，同时更新 mm_struct 的描述，对于也考虑了需要将新 VMA

和临近区域合并的情况也做了相应调整 mm_rbtree 的处理。分配失败返回-1。 

do_unmmap：从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中删除指定地址空间。 

mm_create: 创建进程的时候创建 mm_structure，申请内存并初始化 

mm_delete: 删除 mm_structure，同时也须释放所有 VMAs 占用的内存。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页表放在虚拟内存中，所以不需要为页表申请和释放物理内

存。（放到 vma 模块里，初始的 vma 块即是管理页表地址的块，用 vma 预留

512*1024 * 4*4 的逻辑空间，但是只匹配第一页的地址(4*4 扔进 tlb)） 

 

2.1.2 虚拟地址空间到物理地址空间的映射 

2.1.2.1 页表项和 TLB 表项的格式  

a) TLB 表项的格式: 



和 TLB 有关的重要的寄存器有 EntryHi (CP0$10)，EntryLo0-1 (CP0$2-3)，

PageMask (CP0$5)，做 TLB refill 重要的一步就是用 tlbwr 指令将这几个寄存器

中相应的值写入到 TLB 中。 

        图表 3 页表放在虚拟地址空间中 

b) Page Table Entry 的格式： 

所以我们将页表 Entry 的格式也如此设置。具体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图表 3 PageTableEntry结构 

 



2.1.2.2 分页内存管理机制 

 

接下来是实现虚拟地址空间到物理地址空间的映射。这个过程主要是依赖

TLB。故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实现 TLB_refill，TLB_Load/Store 和 do_page_fault。 

当 CPU 需要访问某个虚拟地址时，比如向某个虚拟地址写数据(memset)，需

要将虚拟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此时 MMU 就会自动去页表中找相应的页表项，

如果发现此时相应的页表项(也就是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关系)还不存在，

那么就会自动从硬件层面触发缺页异常。典型的场景就是，当 malloc 之后，对相

应的虚拟地址执行 memset 操作。 

但 MIPS 硬件实现上，没有 X86 中对应的缺页异常。MIPS MMU 硬件不会

去查页表，只会查 TLB。页表内容显然需要软件来维护。 

这里需要明确几个问题。在 X86 中，MMU 可以直接使用页表(页目录地址写

到 CR3 寄存器中就可以了)，还可以通过 page fault 来动态按需创建更新页表项，

但 MIPS 中没有这样的机制，怎么办？我们的做法是使用虚拟地址，动态分配（查

阅文献发现，主流 MIPS 中也是类似的做法）。这其中涉及一些关键问题：页表

使用的虚拟地址也需要做地址映射，而 MIPS 中，是基于 TLB 映射，而如果 TLB

中此时不存在此映射，显然会再次触发(由硬件触发)TLB Miss 异常，因为我们当

前已经在 TLB Miss 异常中了（嵌套了）。此时如何处理，如何实现页表的维护？

MIPS 硬件在这里做了特殊设计：当访存发现 TLB 中不存在对应地址映射时(此

时)，同时判断 CP0 Status 寄存器的 EXL 位，如果为 1,表示当前已经在异常处理



中，此时，不再重复进入 TLB Refill 异常(高优先级异常，对应异常编号为 1)，

而是直接进入普通优先级异常(通用异常，对应异常编号为 3)处理，同时会在 CP0

的 STATUS 寄存器[6:2]中填入相应的 ExcCode(页表中不存在地址翻译条目的情

况，对应的 ExcCode 为 2，即 TLB Load 异常)，通用异常的处理接口中，会根据

ExcCode 调用相应处理接口，其中对于缺页的情况，会 终调用 do_page_fault 接

口，实现内存分配和页表维护。 

但是由于 ZJUNIX 的硬件 TLB 有点问题，没有自动判断 EXL 位从而进入

TLB Load 异常并在 STATUS 中填入相应的 ExcCode 的能力。于是我们通过软件

实现了此部分。处理的逻辑如下图： 

 
图表 4 触发缺页异常的逻辑 

 
图表 5 tlb_refill 的逻辑 



TLB Load/Store 异常即为在 TLB Refill 过程中再次发生的 TLB miss，此时处

理流程跟 TLB refill 是不同的。过程类似于 X86 中的缺页异常。函数逻辑如下： 

 

图表 6 tlb_load 的逻辑 

如前面所述，当在异常处理过程中(Status[EXL] = 1)，又出现新异常时，CPU

将不会重新设置 EPC 和 CAUSE[BD]，当新异常处理完成后，由于 EPC 之前没

有重置，就直接返回到发生异常原始指令处。也就是说，当 TLB Refill 过程中再

次发生 TLB miss 时启动 TLB Load/Store 进行处理，处理后会直接返回 初发送

TLB Refill 异常的地方，而不会回到第二次 TLB Miss 发生的地方，也就是说，

虽然页表更新成功了，但 TLB 中还没有填入相应的映射呢，那页表中的内容是

如何写到 TLB 中的呢？答案是：又一次异常。当返回 初发生 TLB Refill 异常

的指令后，会重新执行原来的指令，此时由于 TLB 中仍没有相应的映射条目，

所以硬件会再次触发 TLB Refill 异常，而此时，页表中的条目已经准备好了，异

常处理中会直接从页表 refill 到 TLB。 

至此，我们实现了一套完整的缺页机制。通过软件更新页表、引导异常，

终通过了测试。 

 

2.1 物理内存管理 

物理内存部分，我参照 ZJUNIX 的架构，将物理内存管理分为三个模块，

Bootmem、Buddy、Slab。Bootmem 负责系统初始化时划定内核代码占用的内存，

初始化整体的物理内存信息，采用位图的方式管理内存。Buddy 系统以页为单位

对内存进行粗粒度的管理，通过合并相邻伙伴页达到减少外碎片的效果。Slab 分

配器则负责实现以字节为单位的细粒度内存管理，内核通常依赖于对小对象的分

配，它们会在系统生命周期内进行无数次分配。slab 缓存分配器通过对类似大小

的对象进行缓存而提供这种功能，从而避免了常见的碎片问题，增加了内存空间

的利用率。我在 ZJUNIX 的 slab 分配器基础上还实现了对象内存池、硬件缓存对

齐、着色的支持机制，从而允许不同缓存中的对象占用相同的缓存行，优化了交



替访问相同大小的对象时，这两个对象不停地从 cache line 中换入/换出到 RAM

中，而其他的 cache line 很有可能闲着没事干的情况，从而提高缓存的利用率并

获得更好的性能。同时我实现了动态分配和释放对象内存池，以更好得满足实际

需求。 

2.1.1 Bootmem 

Bootmem 用于在启动阶段早期分配内存（伙伴系统内存管理器还没有建立之

前），内核此时也要分配内存以及创建一些用于建立内存管理等机制的数据结构，

此时内存分配和管理就是由 bootmem 内存分配器来完成的。因为一旦伙伴系统

建立之后，就不需要 bootmem 了，因此对 bootmem 来说性能和通用性等要服从

一切从简的原则。Bootmem 采用 先适配(first-fit)，使用位图描述整个物理内存

空间。如果某位为 1，表示相应的物理页面已被使用在需要分配内存时，分配器

逐位扫描位图，直到找到一个能提供足够连续页的位置。同时，用 bootmm_info

结构数组对连续的物理内存段进行管理。 

 

图 7 bootmm结构和 bootmm_info结构 

该模块实现的核心函数： 

init_bootmem：其为 bootmem 机制中的核心函数，如果需要使用 bootmem 机

制来管理内存，那么首先需要使用该函数来初始化位图。并且该函数只在初始化

时使用。其完成了以下工作：初始化 bmm，创建对应物理内存空间的所有 page 

frames 的位图，并对其进行初始化，然后将位图插入到 bmm 中。 

insert_bootmm_info：将一段新的地址挂载到 mm->info[]数组中，整个数组中

的所有内存段信息是以起始地址从小到大排列的，便于后续查找。 

find_pages：为了优化执行的效率，结合初始化时内存分配的特点，每次查找



由上一次分配的内存末尾地址开始，在连续分配而不释放的情况下可以避免重复

搜索位图。 

对外接口主要是： 

 

alloc_bootmem 函数供进程初始化使用，自动将 size 向上对齐到 page_size，

并设置类型的 MM_KERNEL。 

2.1.2 Buddy 

Buddy 系统以页为单位对内存进行粗粒度的管理，通过相邻伙伴页的合并达

到减少外碎片的效果。这是一个结合了 2 的方幂(阶)个分配器与空闲缓冲区合并

技术的分配方案，其基本概念非常简单。内存被分成了含有很多页面的大块，每

一块都是 2 个页面大小的幂。如果找不到想要的块，一个大块会被分成两部分，

这两部分彼此就成了伙伴。其中一半被用来分配而另一半空闲。这些块会继续被

二分直至产生一个所需大小的块。当一个块被 终释放时，其伙伴将被检查出来，

如果它空闲则合并两者。 

两组连续页帧被认为是一对“伙伴”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l 大小相同,比如说都有 n 个页帧; 

l 物理地址连续; 

l 第 2 个页帧块(组)的后面页帧号必须是 2×n 的倍数。  

 



把所有的空闲页放到 LIST_NUM 个链表中，每个链表分别管理大小为 1，2，

4，2^ LIST_NUM 个页的内存块。本系统中，我们遵循 ZJUNIX 的框架，维护 1，

2，4，8，16 个页的内存块，用 free_area 数据结构加以维护。 

 

 

图 8 free_area结构 

 

 

 

图 9 page结构 

这里的 page 结构是一组连续物理页帧的描述信息集，记录了阶数、是否被

slab 系统所使用等信息，同阶的 page 结构通过一个双向链表 lru 连接在一起。值

得注意的是，阶数仅记录在伙伴块的首个页面对应的 page 结构中，其余页的阶

数均记为-1。 

该模块实现的核心函数： 

init_buddy：初始化时通过 bootmm 申请其已分配的内核部分后的物理内存空

间以存放 page 结构（需要预留 max number of page frames，因为 小的阶数是 0，

而初始化的时候必须保证能存放下所有 page 结构），并通过调用 free_page 函数

加入空闲链表组 free_area[LIST_NUM]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bootmm 返回的

bp_base 是物理地址，将需要将其转换为虚拟地址再进行初始化操作。 

alloc_pages：首先若请求的页帧数不是 2 的整数次幂，则将其向上对齐到 2

的整数次幂的值搜索相应的页帧块组。若对应阶数的空闲列表中有 pages，则将

其返回，当相应的页块组中没有可使用的空闲页帧块时就查询更大一些的页块组，

在找到可利用的空闲页帧块后，分配所需的页帧。这里采用一个 while 循环处理，

从申请的阶数开始依次递增 order。当某一空闲页帧块被分配后，若仍有剩余的

空闲页帧，则根据剩余页帧的大小把它们加入到相应的页块组中。  



 

free_pages：在内存页帧释放时，系统将其做为空闲页帧看待。检查是否存在

与这些页帧相邻的其它空闲页块，若存在，则合为一个连续的空闲区，按 Buddy

算法重新分组后再在上一阶做相邻检查。  

2.1.3 Slab 

Slab 分配器把不同对象划分为高速缓存组（e.g.），每个高速缓存都是同类型

对象的一种“储备”。slab 由一个或多个物理上连续的页组成，其为每类不同大

小的块分别维护空闲链表，这些页中既包含已分配的对象，也包含空闲的对象。

本系统中 slab 由一页组成。 

 

图 10 slab分配器结构概览 

本系统同样需要 page 结构，主要用到的是其中的 flag、virtual。 

Flag：表示当前页是否属于 Slab 分配器， 

Virtual：指向对应的 kmem_cache 结构，在处理释放请求时使用。 

并用一个 slab 结构描述一个 slab (一个 page)的信息，记录已分配的对象个

数、第一个对象的虚拟地址、第一个空闲对象的索引（为 0 则说明空闲链表为空，

否则表示链表中第一个元素的地址），着色偏移，还有一个 flag 域表示该 slab 是

否为满，以方便后续实现。我们把 slab 结构放在页内。 

 

 

 

 



 

 

 

 

 

 

 

图 11 slab结构和 kmem_cache结构 

对于每一个内存大小级别，用 kmem_cache 代表一个内存池,对应一个内存大

小级别的所有相关信息，cpu (current page unit)指向当前可用的页，list3 包含 3 个

链表：full 管理已经为满的页，partial 管理曾经为满但目前有空闲位置的页，empty

管理没有对象被分配的页。注意 empty 列表中的 slab 是进行回收（reaping）的

主要备选对象。当一个 slab 中的所有对象都被使用完时，就从 partial 列表中移动

到 full 列表中。当一个 slab 完全被分配并且有对象被释放后，就从 full 列表中移

动到 partial 列表中。当所有对象都被释放之后，就从 partial 列表移动到 empty 列

表中。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由于 slab 系统初始化所需要数据结构的内存很小，使

用 kmalloc 分配是 佳的，而 kmalloc 必须在 slab 系统初始化完成后才能正常工

作，这里形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先分配一定

数量的静态 cache，放在 kmalloc_caches[]中，并提供动态的 cache 创建机制故不

需要维护很多静态 cache。这使我们的 slab 系统是真正面向对象的对象内存池，

而非 ZJUNIX 那样只面向 upper align 后的 size。 

同时我们通过实现 slab 着色，优化了交替访问相同大小的对象时，这两个对

象不停地从 cache line 中换入/换出到 RAM 中，而其他的 cache line 很有可能闲

着没事干的情况，从而提高缓存的利用率并获得更好的性能。 

该模块实现的核心函数： 

init_slab：初始化 slab 模块主要是对每个静态 cache 进行初始化，其中包括对



list3 的初始化和着色偏移量的初始化，并链入 cache_chain 中。 

kmalloc：这是该模块主要外部函数之一，实现逻辑是找到 适合需要大小的

slab 并调用 slab_alloc 函数从合适的 cache 中分配地址，将其对应到 2 的阶数的

大小，这样就不存在无匹配 cache 的情况，这也是 ZJUNIX 的实现方式。 

kmalloc_object_pool：通过这个函数，可以申请供特定大小对象专用的内存池，

避免了不同对象不停地从 cache line 中换入/换出到 RAM，从而提高了分配效率。

实现上首先在 cache_chain 中寻找对应对于的 cache，若未找到则调用

kmem_cache_create 创建。 

kmem_cache_create：该函数在 kmalloc 的基础上实现。使用 kmalloc 分配 cache

数据结构需要的内存，并调用 init_cache 对其进行初始化。 

配套的函数有 kmem_cache_delete 、kfree、kfree_object_pool，还有一个辅助

函数（如 page_set_slab、page_set_cache、cache_set_colornum、page_set_coloroff）

在此不赘述。 

  



2.2 进程管理 

2.2.1 进程数据结构 

l task_struct 结构  

 
其中前面五项都是进程基本的信息。第六项和第七项是进程地址空间相关的

地址空间描述符和地址空间 ID。然后第九项至第十三项都是和进程调度相关的

内容，囊括了进程调度时的权重，进程调度实体，还有进程调度标识符等等一些

列变量。 

 

l sched_entity 结构  

在我们实际的调度实现中，进程描述符其实并不是进程调度的对象，而

进程调度实体 sched_entity 才是调度算法真正操作的目标。具体来说，我们

进程调度这部分的调度实体概念主要是借鉴了 linux 中调度器中的调度实体



的概念，并且针对我们的应用环境进行了相关的删减和修改。 

 

其中中间的 u32 变量都是和调度算法中虚拟时钟相关的变量。 后的 cfs_rq

是一个指向全局调度控制队列的指针。除此之外，第一项的 load_weight 也值得

一题，它是通过进程优先级转化而来的，是每个进程虚拟时钟大小的一个重要计

算依据。 

 

l cfs_rq 结构  

cfs_rq 类似一个全局的进程调度控制块，它里面不仅有指向当前运行进程和

当前被调度的调度实体的指针，而且还包括系统时钟的记录和调度红黑树的管理。 

 



l pid 结构  

在我们操作系统中，每个进程描述符的存放管理其实是通过 pid 进行的。我

们通过一个 hash 散列表来管理每个进程的描述符，其中 hash code 是通过 pid 的

相关计算得到的。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高效的管理当前所有的进程，并且也能够

通过 pid 快速查找到指定的进程描述符。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 pid 结构如下： 

 

 
 

2.2.2 进程创建 

由于没有用户态的概念，所以创建进程都是通过 exec 调用实现的。Exec 的

主要流程就是从 fork 一个和当前进程优先级相同的进程，然后计算其调度所需

要的一系列指标， 后再把它加入调度的红黑树，等待调度。这样就像同于实现

了一个创建进程并执行的功能。 

详细的进程创建过程大致分为如下几步： 

l 首先分配进程描述符的空间。 

l 初始化和 fork 进程信息，包括调度相关信息的初始化。 

l 进程函数执行入口的设定，由于是内核态进程，所以直接将 epc 寄存器的值赋值为内

核代码中的指定入口地址。 

l 计算新进程的调度相关信息，包括初始虚拟时钟等等，然后将其插入红黑树等待调度。 

l 进程创建的 后一步就是检查新进程是否需要抢占正在执行的进程，检测的方式是通

过虚拟时钟的一个公式计算。若要抢占的话，会对当前进程设置一个抢占标识符，从而

让调度的时候 

 

  



2.2.3 进程退出 

进程退出的实现过程和进程创建类似，首先需要检查当前要退出进程是否是

shell 进程或者说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当然这个检查的过程中需要关闭时钟中

断，防止时钟中断的干扰。然后判断当前需要删除的进程是否在 cfs 的调度队列

中，因为一般来说，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中，等待的进程和正在运行的进程都是不

在红黑树中，有另外的数据结构去维护他们，也就是说，在红黑树上面的所有进

程都是处于就绪态的。所以若目标进程在 cfs 调度队列中的时候，我们就首先需

要将其移出队列。再执行相关的内存释放操作。 后就是进行进程的调度和上下

文切换。 

进程退出过程的层次结构如下。 
表格 3  pc_exit 函数处理层次结构 

do_exit() 进程退出函数 

 Check pid 检查是否可以退出 

Try_to_wake_up 看看是否其父进程需要唤醒 

Deque_task_fair 移出 cfs 调度队列 

Free_pidmap, detach_pid 释放进程 pid，释放 hash 表中管理该进程的链表 

Update_Cfs_clock 更新当前 cfs 调度的系统时钟 

Pick_next_task 执行 cfs 进程调度 

上下文切换和加载 

 

2.2.4 进程调度 

在本操作系统中的调度算法是基于 linux2.6.24版本的针对普通进程的完全调

度算法的复刻和修改。保留了原有的所有功能，并且针对我们操作系统的特性进

行了一些修改。 

完全公平调度算法(CFS)的基本思想就是根据进程的权重来分配运行时间。

但是与以往的调度算法不同的是，CFS 对进程时间片的分配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

重新设计，完全摒弃了时间片的概念，而是分配给进程一个处理器使用比重。从



而通过这种方式，CFS 保证了进程调度中能够有恒定的公平性。也就是说，如果

当前有 n 个进程，那么每个进程能够获得 1/n 的处理器时间。 

具体来说，CFS 用于衡量公平性指标的方式是为每一个进程设置一个虚拟时

钟。它是根据进程的权重将运行时间方法或者缩小一个比例，大致的换算公式如

下： 

𝒗𝒓𝒖𝒏𝒕𝒊𝒎𝒆 = 𝒆𝒙𝒆𝒄𝒕𝒊𝒎𝒆 ∗ 𝟏𝟎𝟐𝟒/𝒑𝒓𝒊𝒐𝒓𝒊𝒕𝒚 

其中， 𝒆𝒙𝒆𝒄𝒕𝒊𝒎𝒆的计算公式是： 

𝒆𝒙𝒆𝒄𝒕𝒊𝒎𝒆 = 𝒓𝒂𝒕𝒆	 ∗
𝒑𝒓𝒊𝒐𝒓𝒊𝒕𝒚
𝒔𝒖𝒎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有进程 A，B，B 的权重是 A 的两倍，但是通过上面

公式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A 和 B 的虚拟时钟增长速度是一样的，也就是宏观

上面他们是同时推进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虚拟时钟来选择运行的进程，因为

虚拟时钟较小的进程则说明它以前占用的时间较短，收到了不公平对待，所以下

一次应该运行它。 

Cfs 的实现过程中需要很多必须要的数据结构支持。首先每一个进程在 CFS

中并不是调度的对象，我们引入一个新的调度实体 sched_entity 来代表一个调度

单位，当然每个该种调度单位和进程的描述符是一一对应的。具体来说，进程的

虚拟运行时间和权重都保存在这个结构中。 

组织所有调度实体的数据结构就是红黑树，每个实体以它的虚拟运行时钟大

小为 key 值插入红黑树。并且我们在 顶层的 CFS 运行队列中会维护当前树的

左侧节点，这样就可以快速选中虚拟运行时钟 小的进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在红黑树中的进程都是就绪态，运行态和等待的进

程不在其中。 

当然，除了红黑树以外，avl 等等平衡二叉树也是可以的，甚至堆或者经过优

化的数组可以考虑。但是综合考虑，在进程数量较多的情况下，红黑树的调度效

率仍旧是 优的。 

Cfs 调度算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许多的应用场景，具体来说可分为进程创

建、退出、中断、唤醒，以及动态手动修改优先级的时候。 

对于进程创建来说，调度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个是计算新进程的调度相关

信息，然后将其插入红黑树，第二个是检查是否构成抢占的条件。 



对于进程退出来说，首先是将目标进程移出调度队列红黑树，然后选择一个

新的进程再执行调度。 

对于进程唤醒来说，也是类似的，首先是要执行进程的唤醒流程，也就是更

新调度相关的虚拟时钟信息，给予该进程一个时间上面的“补偿”。然后就是将

该进程插入红黑树并判断是否构成抢占了，这点和进程创建一样。 

然后是修改优先级的情况，当我们对一个进程修改优先级时，肯定首先需要

把该进程移出调度队列，进行修改，然后再把该进程重新加入调度队列，这里面

就会涉及一些列的进程调度信息的更新。 

后是时钟中断驱动的进程调度，主要步骤就是将当前进程放回调度队列，

然后选择一个新的进程运行， 后再检查是否有抢占。 

进程调度应用场景  

 进程创建 

进程退出 

进程唤醒 

手动进程优先级改变 

时钟中断 

 

进程调度判断是否抢占  

 进程创建 

进程唤醒 

时钟中断 

 

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cfs 的所有调度相关计算都是基于系统时间的，

并且 linux 中的 cfs 计算是基于 u64 类型的纳米级时间。对于我们系统来说，虽

然能够提供纳米级的时钟，但是因为不支持 u64 类型的变量，所以会造成严重的

溢出效果。所以我们需要跳转获得系统时间的频率，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否则

进程虚拟时钟的增长不合理。 后我经过多次尝试，使用的是百分之微妙时钟精

度的系统时间，这样可以保证进程的虚拟时钟在一定周期内不会溢出。这个调试

完全是一个主观的过程，旨在解决硬件不支持 u64 变量计算的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cfs 内部本身也对虚拟时钟的溢出有一些处理。首先我们需

要明白表示虚拟时钟的变量 vruntime 的作用就是推进虚拟时钟，它的溢出其实

问题不大，但是计算红黑树键值的时候溢出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参

照 cfs 的处理方式，通过减去一个 小的 vruntime 将所有调度实体在红黑树中的

键值围绕在 小 vruntime 周围。也就是说，cfs 调度队列中的 Min_vruntime 就是

处理溢出问题的。但是想要在当下我们的实验环境中解决溢出的问题， 重要的

还是我前面提及的系统时钟频率的控制。 

2.2.5 进程等待机制 

本操作系统中引入了进程等待机制，主要是用于实现进程之间的同步，使得

父进程可以挂起以等待子进程执行完毕之后再继续执行。 

waitpid() 函数由父进程系统调用，参数为父进程所要等待的子进程的 pid 号。

该函数会将父进程的状态修改为等待状态，并将其从从 cfs 的调度队列中移除。

然后通过调用进程调度算法选取下一个要执行的进程，并将下一个要执行的进程

的上下文信息加载到寄存器中，即完成等待子进程操作。 

而 wakeup_parent()函数由子进程在进程退出时系统调用的 pc_exit()函数中调

用。该函数会首先检查当前进程的父进程是否在等待它，如果是的话，则会将父

进程的状态修改为可执行状态，并将重新加入到 cfs 调度队列中，更新该进程和

调度相关的一系列时钟信息，比如说和交换当前进程的虚拟时钟值大小，用于达

到优先调度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还要检查当前唤醒进程是否构成抢占条件 

2.2.6  动态运行优先级调整 

本操作系统实现进程动态优先级调整的系统调用，主要是为了保证系统/用户

对进程管理拥有比较大的自由度，使得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提供进程 pid 号对进

程进行期望的优先级修改。 

进程优先级的调整主要是一个出队后再入队的过程，中间辅以进程优先级的

调整。本质上类似一个进程调度的变种，同样有虚拟时钟更新，系统时钟更新等

等步骤。 



2.2.6  进程优先级和权重转换 

本进程优先级的范围是[100，140]，是仿照 linux 普通进程的优先级涉及的。

至于优先级小于 100 的部分则是属于实时进程的范畴，我们将其保留是因为初期

设计时有过加入实时进程调度的想法，但实际上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 

前面曾提及，进程虚拟时钟计算和进程优先级有很大依赖关系，但是其实进

程优先级并不直接参与虚拟时钟的计算，而是要通过一个全局静态的转换表转换

为权重，然后再参与计算。具体的转换表可参见 sched.h 头文件。 

2.2.6  kill 进程 

本操作系统实现进程动态优先级调整的系统调用，主要是为了保证系统/用户

对进程管理拥有比较大的自由度，使得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提供进程 pid 号对进

程进行杀死。 

进程的 kill 功能本质上是对进程退出函数的再封装。两者的执行步骤是相同

的。 

2.2.6  进程描述符管理 

进程描述符有者多种的管理方式，我们采用的 linux2.6.11 版本的 hash 链表

管理。如图所示，我们通过计算每个 pid 独有的 hash code 来快速找到该 pid 对应

的所有进程描述符，这里之所以有多个进程描述符是因为涉及进程组的概念，但

实际我们操作系统不涉及该内容，故可忽略。具体步骤如下： 

l 计算 pid 号的 hash code 找到 pid_hash 的表项。 

l 遍历该表项，找到 pid 结构体中 nr 值与 pid 号相同的 pid 结构体。 

l 通过该 pid 结构体的 tasks 指针找到描述符中的 node。 

l 后通过宏定义 container_of 找到 task_struct 的结构体。 



 

 
  



2.3 文件系统 

2.3.1 虚拟文件系统概述 

 本小组依据 Linux 2.6.11 的 VFS 实现机制完成本组 VFS 设计。VFS 的主要

设计思想在于为不同文件系统的文件结构创建统一的文件接口，是的上层用户能

够用统一的方法进行访问，因此 VFS 实现了一个类 UNIX 通用文件模型用来表示

底层文件。底层物理文件系统也将根据 VFS 的设计提供适当的接口以完成对应操

作。 

 通用文件模型是面向对象的。在 C语言的实现中，将分别实现数据结构和操

作结构，其中操作结构包含指向实际操作函数的指针。数据结构体每次通过调用

操作函数体来修改自身的对象，从而实现类似于面向对象的操作模式。 

 通用文件模型主要由下列对象组成： 

 

超级块对象（superblock） 
存放已安装文件系统的有关信息。对应于存放

在磁盘上的文件系统控制块。 

索引节点对象（inode） 
存放关于具体文件的一般信息，对应于存放在

磁盘上的文件控制块。每个索引节点都有一个

唯一标识文件系统中的文件的索引节点号。 

文件对象(file) 

存放打开文件与进程之间进行交互的有关信

息。 

（建立用户调用接口） 

目录项对象(dentry) 存放目录项与对应文件进行链接的有关信息。 

 
 
 
 具体地，在我们设计的虚拟文件系统中，以上对象对应的数据结构如下组图。 

 

 

 

 

 



 

 

 

 

 

 

 

 

 

 

 

 

 

 

 

 

 

 

 

  



 

 

 

 

 

 

 

 

 

 

    由于 Linux 中的实现较为复杂，此处参考陈元组的数据结构对其进行了简

化，  

以保证功能的正确执行，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可扩展性，以适应 ZJUNIX 以及本

小组操作系统的相关要求。 

 

 除了通用文件系统的对象之外，设计虚拟文件系统，我们还用到以下对象： 

 

文件缓存页对象 存放缓存在内存上的物理帧及其控制信息 

文件系统类型对象 存放文件系统类型信息 

挂载信息对象 存放文件系统的挂载信息 

地址空间对象 存放索引节点所关联的缓存信息 

通用目录对象 存放目录的基本信息（注意不是目录项） 

路径查找对象 存放路径寻找中需要或产生的信息 

  



 具体地，在我们设计的虚拟文件系统中，这些对象的数据结构如下： 

（同借鉴了部分陈元组的实现形式） 

 

 

 

 

 

 

 

 

 

 

 

 

 

 

 

 

 

 

 

 

 

 

 

 

 

 

 

  

文件缓存页对象 

文件系统类型对象 

挂载信息对象 

地址空间对象 

通用目录对象 

路径查找对象 



2.3.2 缓存系统概述 

本小组在此部分重写时并未对调用结构及逆行较多改动，仍旧采用了哈希配合外

部链表的实现方法。对与特定的 vfs_page 以及 dentry，当其从外存调入形成新

的结构对象时，将其加入 cache 当中；当外部程序需要访问特定对象时也应首先

从此部分开始寻找，找不到时再进行调页。 

2.3.3 虚拟文件系统的接口及内部实现思路 

 此部分本小组同样是按照 Linux 的实现方式重写了代码，调用结构并未进行

较多调整，具体函数结构如下： 

对于打开文件，虚拟文件系统实现中关键步骤函数的层次结构为： 

vfs_open() 函数实现思路 

vfs_open() 根据文件名，读取文件元信息并构造 file 结构 

 open_namei() 逐层解析路径，把关联的 dentry 和 vfsmount 保存在 nameidata 

 若非创建 

path_lookup() 找到路径的 后一个分量 

 确定查找的起始目录 

link_path_walk() 解析路径的具体函数  

 do_lookup() 找与父目录与名字对应的 dentry 

 若目录项缓存有 

c_op->look_up() 在缓存中找 

若目录项缓存无 

real_lookup() 尝试在外存中查找 

 d_alloc() 创建 dentry 

i_op->lookup() 找 inode 

follow_mount()检查是否指向某个文件系统安装点 

 lookup_mnt()找到挂载点,更换文件系统 

若为创建 

path_lookup() 找到路径的倒数第二个分量 



__lookup_hash() 根据父目录和名字查找对应的 dentry 

 若目录项缓存有 

c_op->look_up() 在目录项高速缓存中寻找 

若目录项缓存无 

d_alloc() 创建新 dentry 

i_op->lookup() 尝试在外存查找 dentry 对应的 inode 

dentry_open() 用得到的 nameidata 结构初始化 file 对象，并返回 

注：黄色代表调用缓存系统接口，绿色代表调用底层文件系统接口。下同。 

 

 关闭文件则是很平凡的操作： 

表格 4 vfs_close() 函数实现思路 

vfs_close() 关闭打开的文件 

 f_op->flush() 把页高速缓存的数据（如果需要）全部写回磁盘 

 

对于读取文件，虚拟文件系统实现中关键步骤函数的层次结构为： 

表格 5  vfs_read() 函数实现思路 

vfs_read() 从指定文件的指定位置开始读取指定字节放入指定数组 

 generic_file_read() 通用文件读方法 

 a_op->bmap() 计算文件页地址到相对物理页地址 

如果所需物理页在页缓存 

c_op->look_up() 在页缓存中获得页 

如果所需物理页不在页缓存 

a_op->readpage() 调用底层文件系统读入页 

c_op->add() 把新页加入页高速缓存 

拷贝数据 

 

写文件的实现思路与读文件非常类似。 

表格 6 vfs_write() 函数实现思路 

vfs_write() 从指定文件的指定位置开始读取指定字节放入指定数组 

 generic_file_write() 通用文件读方法 



 a_op->bmap() 计算文件页地址到相对物理页地址 

如果所需物理页在页缓存 

c_op->look_up() 在页缓存中获得页 

如果所需物理页不在页缓存 

a_op->readpage() 调用底层文件系统读入页 

c_op->add() 把新页加入页高速缓存 

拷贝数据 

a_op->writepage() 主动写回外存 

 特别地，读写目录没有专门的接口，需要直接调用底层文件系统的函数。 

2.3.4 文件系统的挂载机制 

 本文件系统参考 Linux 中的挂载机制，实现了对应的文件挂/卸载功能。当

需要在 AFS 的魔鬼特定目录下挂载一个 BFS 时，需要完成以下操作： 

 ·创建新的目录项作为挂载目录项，并声明其为挂载节点 

 ·将其对应的 inode 设为对应文件系统的根 inode 

 ·建立其与父文件系统之间的关系 

 这样，当访问 AFS 文件系统的目录 a时，通过函数 follow_mount()，我们可

以跳转到 BFS 文件系统的 b目录。 

通过此种方式，在初始化挂载之外还实现了用户挂载。当用户发出挂载的请

求时，首先从文件系统链表中寻找对应的文件系统，并将其按照对应的格式加载

在对应的目录项下。 

对于文件系统的卸载，分两种情况完成： 

当其是文件系统多个挂载实例中的一个时，仅删除挂载结点即可。当此部分

是 后一个挂载实例时需要将其所有子树递归删除（参见删除子目录的实现），

并将文件系统移出文件系统列表。 

 

同时本小组实现了文件系统挂载类型的自动识别，即通过磁盘分区上对应的

MBR 结构识别出对应文件系统的类型，并进行适当的初始化，从而完成对应分区

的挂载。 



2.3.5 底层文件系统功能创新 

 对于底层文件系统的大部分操作而言，由于整体实现已经较为完善，且对于

已有函数的调正较少，因此在此不再赘述。本节将重点讨论对于功能的扩充以及

调整。 

 

1. 文件、目录的创建 

在设计当中，由于创建文件涉及到底层复杂文件结构的更新，以及超级块、

组描述符等的写入，整体实现较为复杂，此处仅给出实现的相关框架。 

以 Ext2 为例，具体的文件创建需要完成以下几步操作： 

1）寻找父目录的 inode，在其内容中附加新 inode 的目录项 

2）在组中查 inode bitmap,找到空闲的 inode，使用该 inode，更新 inode 

bitmap。 

3）在组中查 block bitmap，找到空闲的块并更新 block bitmap 

4）分配新的内存 inode 对象和 dentry 对象，并与父目录建立联系 

5）更新超级块和组描述符 

通过以上几步即可完成新节点的创建，且由于 ext2 中的文件和目录项仅有

文件类型的差别，因此其可用于两者的创建。 

对于 FAT32 而言，与 EXT2 不同的一点是需要区分目录创建和文件创建的不

同格式，在更新信息时需要考虑超级块和 FSINFO 的更新，但基本框架与 EXT2 大

致相同。 

 

2. 目录的删除 

目录删除操作实现本质上是递归删除 dentry 节点，并执行附带的相关操作

（删除 inode 等）。由于删除文件的相关操作在前面已经有了相关实现，因此删

除目录的实现只需要完成递归，并利用删除文件的操作删除对应的 inode。 

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一个 inode 可能被多个 dentry 引用，因此需要

细致地维持 inode 的计数。当计数清零时才真正地删除外存上的 inode。 

其次，在此理顺我们文件系统部分源代码的层次结构。首先是所有相关文件

的描述。 



头文件概述 

文件名 描述 

ERR.H 主要是关于错误码和错误指针的处理的内联函数的定义。 

ERRNO.H 错误码的宏定义。 

EXT2.H Ext2 底层文件系统的对象的定义，对象专用的方法、文件系统的

接口，文件系统内部函数等函数的声明。 

FAT32.H FAT32 底层文件系统的对象的定义，对象专用的方法、文件系统

的接口，文件系统内部函数等函数的声明。 

VFS.H 虚拟文件系统对象的定义，对象专用的方法、虚拟文件系统的接

口，虚拟文件系统的内部函数等函数的声明。 

VFSCACHE.H 缓存系统用到的对象的定义，对象专用的方法、缓存系统的接口，

缓存系统的内部函数等函数的声明。 

 
源文件概述 

文件名 描述 

EXT2.C Ext2 底层文件系统的对象专用的方法、文件系统的接口，文件

系统内部函数等函数的定义。 

FAT32.C FAT32 底层文件系统的对象专用的方法、文件系统的接口，文

件系统内部函数等函数的定义。 

MOUNT.C 文件系统挂载、文件系统追踪有关的函数的定义。 

OPEN.C 虚拟文件系统中，打开文件所需要的函数的定义 

READ_WRITE.C 虚拟文件系统中，读写文件所需要的函数的定义。 

USR.C 使用虚拟文件系统实现 PowerShell 相关命令的函数的定义。 

UTILS.C 虚拟文件系统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函数的定义。 

VFS.C 虚拟文件系统的对象专用的方法、接口等函数的定义。 

VFSCACHE.C 缓存系统的对象专用方法、接口等函数的定义。 

 



3 测试过程与结果 

3.1 内存管理 

我为内存管理部分 slab 分配器的设计相对较为复杂，因此主要对小内存的

分配进行反复的测试，以确保其稳定性。为 shell 添加 mt 指令，分配、释放指

定大小的内存块若干。 

为了测试，我为 shell 添加了 testb(用于测试 buddy 系统)，tests（用于测

试 slab 系统），testso（用于测试 slab 系统 cache 的动态分配和着色），testvm

（用于测试缺页异常、硬件 bug），testvma（用于测试虚拟内存空间的管理）。 

3.1.1 BUDDY SYSTEM 的测试 

首先测试从未满的页中能否正常进行分配。可以观察到 End_ptr 和 nr_objs

的变化符合预期，说明对于页的头部信息更新是正常的。 

 

3.1.2 SLAB SYSTEM 的测试 

Testb 命令后面跟的数字代表分配的页数。每输入一次指令连续申请 5 次该

大小的连续页面。 

大的 buddy 为 2^ 4 的测试情况： 



 

大的 buddy 为 2^ 8 的测试情况： 

 



 

可以看到，在申请不同数目的页面的情况下均能正常分配。 

3.1.2 SLAB SYSTEM 的测试 

Testb 命令后面跟的数字代表分配的字节数。每输入一次指令连续申请 10次

该大小的内存，并释放。测试样例覆盖了大小内存，以及 slab 系统由于过大不

处理 buddy 系统接管处理的情况。 

 



 

可以看到，在申请不同大小的内存的情况下均能正常分配、正常释放。 

 

3.1.3  CACHE 动态创建、删除与着色的测试 

Testso 命令后面跟的数字代表对象的字节数。测试例程先分配 6个大小为输

入值的对象，其不在静态的 cache 中，这个过程中涉及到新 cache 的创建。 



 

可以看到，此时的分配和 cache 创建都是成功的。 

然后测试样例再分配 6个大小为输入值的另一对象，这意味着需要再新建一

个 cache（虽然大小和前面申请的对象一样）。 

 

可以看到，此时确实新建了一个 cache，并着以新的颜色。 

接下来测试样例释放了第一类对象的内存，并删除了它的 cache。然后释放

了第二类对象的内存，并删除了它的 cache。 



 

可以看到，两次释放都是成功的。Cache 依次减少，cache 的销毁也是成功

的。 

 

3.1.4  虚拟内存缺页异常、硬件 bug 的测试 

通过 testvm 命令，会创建一个进程，其不断地向虚拟地址（低于 8000 0000

的地址）读写信息。 

 



 

可以看到，读写数字皆一致，这表明对虚拟地址的访问是成功的。且读写地

址都在一页时，只在一开始触发 TLB 异常，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第二次重新

读写的时候，并不会再次触发异常，且不同的进程都可以正常地触发 TLB 异常进

行地址映射，并不会出现往届只能正确读写一次而后不断莫名进入 TLB 异常的情

况（因为我们修复了异常入口，并软件实现了 EXL）。 

3.1.5  虚拟内存空间管理，VMA 管理的测试 

1）testvma 命令用于测试虚拟内存空间的管理。 

可以看到一开始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只有 1 块 VMA ，这是由于我们把页表

放在虚拟地址空间，并在初始化 MM_STRUCT 的时候将其用一块 VMA 管理。测试结

果符合预期。 

然后映射了 9块大小不一且不连续的虚拟地址。 



 

可以看到，共有 9 块 vma，地址空间情况与预期一致（9 块 vma 是由于第一

块的地址空间与初始 vma 块连续，被合并）。 

 

do_unmmap 后一块 vma 后，vma 个数变为 8，与预期一致。可以看到此时

mmap_cache 是倒数第二块 vma，这与我们的红黑树算法的实现过程一致。 

2）接下来，映射了 3 块连续的虚拟地址和另外 6 块连续的虚拟地址（两者间不

连续）。 



  

此时可以看到，此时只有 3块 vma。这是由于我们在 vma 插入时又考虑到 vma

合并的问题，合并相邻 vma 简化了 vma 的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 

3） 后测试不合法的虚拟地址的访问。 

 

可以看到，当访问不在 vma 中的虚拟地址时报错了，这是由于我们在

tlb_refill 中检查了虚拟地址的合法性。 



3.2 进程管理 

3.2.1 进程创建与退出测试 

为了测试进程创建功能，我们提供了“exec 进程名”测试指令。该指令的执

行会在系统中新建一个进程，并且进程名即为输入指令后面的参数。测试结果照

片如下。 

 

如图可以看见，创建了一个名为 lk 的进程。前面三行的输出信息是进程创建

时的一些信息，可以看见当前进程在创建时经过算法的判断可以对当前进程构成

抢占，所以设置了抢占标识符。进程创建完成后就立马被调度然后开始执行，可

以看见该进程循环打印出的信息，表面它正在执行。 后三句话是进程退出时的

信息，第一句是表面当前进程的父进程，也就是 shell 进程不需要唤醒，第二句

话是表面当前要退出进程的 pid， 后的信息表面已经成功退出。 

  



3.2.2 进程调度测试 

为了测试 cfs 调度，关键是要查看进程的虚拟时钟信息。所以我们提供了一

条测试指令“exec loop”。这条指令会创建一个新的进程，并且这个进程在创建

之后，会一直执行一个死循环。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 ps 指令完整地看到这个测

试进程的虚拟时钟是如何一步步变化的。测试结果图片如下。 

 

 
可以看见，shell 进程的虚拟时钟由 2c8eb5b1 变为了 a577a1ba，而 loop 进程

的虚拟时钟由 be046b45变味了 f7f00b45。这是因为在两者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

两个进程理论上应该获得相同的运行时间，所以总体来说，是一个增长并且互相

追赶的过程，这符合 cfs 的基础设计思想。当然这里的虚拟时钟增幅稍大，运行



一段时间会导致溢出的问题，这可以通过调整系统时钟的频率和 cfs 算法中进程

更新的幅度来解决，这个调试的过程是一个完全主观的过程，这里的测试重点不

在于此，而是主要突出两者互相追赶的情况，所以就没有考虑溢出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不断打印信息的循环进程来说明进程的调度 

 
可以看见，执行一个循环进程后，它和 shell 进程是交替进行的。 

  



3.2.3 进程等待测试 

现在，我们就直接利用上一个测试过程所创建的死循环进程 loop 来测试进程

等待。 

 

可以看见，shell 进程等待 pid 为 3 的 loop 进程，所以整个系统就卡死了。 

3.2.4 等待子进程机制测试 

此处，我们将进行等待子进程机制的测试。为此我们提供了一条测试指令

“wait 进程名”。这条指令首先会在系统中创建一个新的进程，然后 shell 进程

（也就是新创建进程的父进程）会调用 waitpid 来将自己挂起以等待新创建进行

执行结束后才重新恢复执行。测试结果图片如下。 

 
这里可以和前面的 exec 指令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 exec 命令执行的



时候，中间会有 shell 进程的执行，因为屏幕上面打印除了 ps 命令行的提示符，

但是对于 wait 命令来说，全程不会有 shell 进程的执行，因为 shel 会等待当前进

程执行完毕再执行。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另外一条等待指令 ewait，它的使用和 wait 相同，

只是 ewait 是创建一个新的进程，然后该新建会再次创建一个无限循环进程并且

等待它的执行完毕。也就是说这里不需要让 shell 进程等待了，而是可以指定一

个新创建的进程去等待。 

 
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家，新创建的 5 号 ss 进程一直没有退出，而是在等待

一个无限循环进程的执行，并且全程 shell 进程没有影响。  

 

当然，直接调用 waitpid 也是允许的，前题是需要知道该进程的 pid。 

 
 
 



3.2.4 进程动态优先级调整 

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中，进程的优先级是 fork 其父进程的，所以需要提供一种

机制来供用户手动修改优先级。相关命令有两个，nice 和 priomax，第一个是调

整当前运行进程的优先级，第二个是调整任意指定的进程的优先级。优先级的调

整范围是[-20，20]，对应了[100,140]的优先级，当然输入命令的时候小于-20 或

者大于 20 也可以，因为内部有机制保证范围的正确性。 

 

 

调整后可以通过 ps 命令查看调整后的优先级，比如第二张图中，loop 死循

环进程的优先级变成了 100，这在我们操作系统中代表 大的优先级。当然这里

还有一个现象图片无法体现，就是 loop 进程优先级为 100 后，shell 进程会经常

性无法响应键盘的输入，这是因为 shell 进程获得的执行时间已经很少很少了，

两者转换后的权重有成百倍的差距。一个是 88761，一个是 110。 



3.2.4 kill 进程 

Kill进程本质上和进程退出一样，只是可以显示的调用。除了 shell进程之外，

所有的进程都可以杀死，如果是当前的进程要被杀死，那就重新执行一次进程调

度，杀死成功后会显示进程 pid 以及被杀死的字样。 

 
  



3.3 文件系统 

3.3.1 总体功能概述 

 简要地，本文件系统： 

 ·完善了 FAT32 和 EXT2 的相关操作 

 ·实现了虚拟文件系统，对接用户程序和底层文件系统； 

 ·实现了文件系统的挂载、卸载 

 用表格来展现就是： 

 

表格 7 本文件系统功能分析表 

基本功能 FAT32 Ext2 

读文件 √ √ 

写文件 √ √ 

读目录 √ √ 

写目录 √ √ 

删除文件 √ √ 

删除目录 √ √ 

创建文件 基本完成，尚

存在一些问题 

√ 

创建目录 √ 

  

以下通过一些指令序列来进行测试。 

  



3.3.2 虚拟文件系统初始化 

 在本小组操作系统启动时调用的 init 函数中，涉及文件系统的初始化将进

行以下工作： 

· 读主引导记录 
· 自动根据主引导记录中的相关信息初始化分区，并挂载对应文件系统 
 
 

 
 

 
 

本次测试采用 4分区 SD，其中 1 个 FAT32 活动分区和 3个 EXT2 分区 

在初始化时加载为 FAT32_A，EXT2_A, EXT2_B, EXT2_C 

同时由于 3个 EXT2 分区进行了挂载，此处还给出了对应的实例名： 



EXT2_AU, EXT2_BV, EXT2_CW 

 

3.3.3 子文件系统访问 

在根目录处初始化挂载文件系统后即可通过其实例名进入对应目录 

此处查看了 ext2_AU 及 ext2_CW 中的内容 

 

 

3.3.4 子文件系统挂载 

 

此处在 FAT32 的子文件夹 testdir 下挂载了 ext2_C 的一个实例，返回了一个系

统分配的实例名 ext2_CX。再访问该实例名即可转至 ext2_C 对应的节点。 

 

3.3.5 删除文件、目录 

删除 RW.txt，可看到子目录中已删除该文件。 

 

 



 

 

 

 

 

 

删除 testdir 后即可删除对应的目录以及其各个子目录、目录下的文件。 

 

 

 



3.3.6 文件读写 

 
 

 

 

通过 vi 命令和 cat 命令即可完成文件的写入和读取 



3.3.7 创建文件或目录 

 

 

 

 

 

使用 mkdir 命令创建对应文件或目录，系统将打印出父 inode 中目录项的更新。 

重新列出子目录可看到有新文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