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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finition of a weakly hard real-time 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 existent 
constraint specifications of this system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A constraint specification ),( pm  is put forward. 

Theorems including their proofs are presented to compare the stringency between the constraint specifications. 
Moreover, a theorem proposed by Bernat for stringency compare is correct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constraint specification; weakly hard real-time system; (m,k)-firm; stringency 

摘  要: 从弱硬实时系统定义出发,概述现有弱硬实时约束规范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种约束规范 ),( pm ,与

已有的约束规范作了严格性强弱的比较,并给予了证明;同时修正了 Bernat提出的一个约束强弱比较的定理. 
关键词: 约束规范;弱硬实时系统;(m,k)-firm;严格性 
中图法分类号: TP316   文献标识码: A 

所谓“实时”系统并非指一类快速计算的系统,而是指能够及时响应外部事件的请求.在规定的时限内,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截止期(deadline)内,完成对该事件的处理并控制相关设备和任务协调一致运行的计算机系统[1].
传统的实时系统按照对截止期的要求通常可以分为硬实时 (hard real-time,简称 HRT)系统和软实时 (soft 
real-time,简称 SRT)系统.在硬实时系统中,事件(也称任务)的截止期错过会对外部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导致
系统崩溃.典型的硬实时系统有飞行器控制系统、复杂核电控制系统等[2].软实时系统中,个别任务可以不满足
截止期的时间要求,但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系统性能的下降.早期的实时调度理论主要集中在对硬实时系统的
研究上,通常采用最差响应时间和最差利用率等方法来分析系统性能,保证每个任务的截止期要求,并据此设计
和选择实时系统[3].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实时系统的应用范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网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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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实时网络传输、多媒体处理、无线传感器网等系统都需要实时技术的支持.新兴的实时应用为实时系统
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网络多媒体音频、视频信号等应用具有在有限时间区间内有限数量的任务丢失
并不会导致图像、语音的质量显著下降的特性.显然,传统的、简单的 HRT和 SRT的分类已经无法确切地描述
这类典型的实时网络多媒体应用[4],相应的基于 HRT 和 SRT 的最优实时调度算法在网络实时多媒体等应用中
将不再是最优的[5].这一类实时网络应用为实时系统和基于实时系统的调度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Hamdoui 最早用(m,k)-firm 约束模型从有限时间区间内允许部分任务丢失的角度来描述网络多媒体的服
务质量问题,并提出了基于距离优先级(distance-based priority,简称 DBP)的方法[6].Bernat 把这类具有窗口约束
的实时系统定义为弱硬实时(weakly hard real-time,简称 WHRT)系统[7,8].所谓弱硬实时系统是指在有限时间窗
口中,任务截止期满足或错过符合一定分布要求的实时系统.(m,k)-firm 是一种典型的弱硬实时约束规范,实时
应用带有类似(m,k)-firm约束的称其为具有弱硬实时约束. 

弱硬实时系统的研究包括弱硬实时系统约束规范、基于约束规范的调度算法以及性能评价尺度等 3个方
面.对弱硬实时系统的研究将提高具有弱硬实时约束的多媒体应用在网络传输中的动态性能,实现在有限时间
区间内衡量 QoS,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9,10].本文研究基础的弱硬实时系统约束规范,在现有的弱硬实时约束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约束规范 ),( pm ;研究约束规范之间强弱关系的比较,对现有约束规范之间的关系进

行改进. 

1   弱硬实时系统模型 

一般的实时应用由一个任务流构成,通常系统包含多个实时应用,即一个实时系统包含了多个实时任务流.
任务流中的任务时间特性主要包含周期、截止期、执行时间和弱硬实时约束. 

对于一个包含 N个具有弱硬实时约束的实时任务流τi的系统Π(也称为任务集Π),可以定义为 
 Π={τi(Ti,Di,Ci,λi)|i∈[1,N]} (1) 

Ti 定义为实时任务流τi 的任务触发开始到下一个任务的触发时间间隔,即周期.非周期任务通常对应异步
时间,其到达间隔并不是一个常数,通常仅考虑两个连续到达任务的最小时间间隔,即 Ti为连续两个任务的到达

间隔. 
Ci 为每个任务相应的执行时间(实时网络应用中也称其为任务的长度).Di 为任务给定的时间约束,称为截

止期.任务在给定的截止期前完成执行的,称为截止期满足;否则称为截止期错过(在实时网络应用中,也称为任
务丢失).弱硬实时约束主要描述任务丢失的容忍程度和丢失的分布,由参数λ表示. 

集合Π可以用于描述连续重复触发的任务,但不适用于相对应的小概率事件的孤立任务.因此,本文讨论的
内容仅局限于周期任务和重复触发的非周期任务,而不包括孤立任务. 

2   µ-pattern和弱硬实时约束规范 

2.1   µ-pattern 

在弱硬实时系统的任务流中,任务的截止期满足或者错过由二进制序列来表示,称为µ-pattern.截止期满足
的任务对应 1,截止期错过的任务对应 0. 

定义 1. 任务τi的µ-pattern由µi表示,由二进制 0,1序列构成,并由式(2)来定义. 

  (2) 


 ≤=

其他情况    ,0
)()(     ,1)( jDjRj ii

iµ

τi(j)为任务τi的第 j 个到达.Ri(j)为任务τi(j)的响应时间,Di(j)为任务τi(j)的截止期时间.µi(j)的值根据 Ri(j)和 Di(j)
的大小由式(2)决定.显然,µ-pattern 是一个二进制序列,因此可以通过分析一般的二进制序列来了解µ-pattern 的
特性. 

指定Σ为集合{0,1}中的元素,Σ+为长度大于 0 的二进制序列集.Σn则是长度为 n 的一个二进制序列集.对于
任给一序列ω∈Σ+,该序列的长度 l(ω)=|ω|,也就是该序列所组成的二进制位数,如果ω∈Σn,则 l(ω)=n,称这种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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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 序列.ω(j)是序列ω的第 j 个元素,j≥1.ω(a,b)是序列ω中从位置 a 开始到 b 的一个子序列.序列ω的长度为 k
的子序列集,表示为 Sk(ω).同时定义 lα(ω),α∈Σ,为序列ω中α的数量. 

n序列有两类特殊的情况:如果 n序列全部由 1组成,则称该序列为好 n序列,表示为 1n;如果 n序列全部由
0组成,则称该序列为坏 n序列,表示为 0n. 

2.2   弱硬实时约束规范 

弱硬实时系统的约束规范主要由 Bernat 作过系统的介绍并给出了定义[10],并将典型约束归纳为如下 4 种: 

(m,k)-firm,〈m,k〉-firm, ( )km, -firm, km, -firm. 

定义 2. 任务流至少满足其任意连续任务窗口 k个截止期中的 m个,记为(m,k)-firm. 

定义 3. 任务流至多错过其任意连续任务窗口 k个截止期中的 m个,记为 ( )km, -firm. 
定义 4. 任务流在其任意连续任务窗口 k中,截止期连续满足至少为 m个,记为〈m,k〉-firm. 

定义 5. 任务流在其任意连续任务窗口 k中,截止期连续错过至多为 m个,记为 km, -firm. 

例 1:当 k=7,给定的序列ω=1111010,分别满足(5,7)-firm约束、( )7,2 -firm约束,也满足〈4,7〉-firm约束,同时也

满足 7,1 -firm约束. 

弱硬实时约束λ主要由整数对 m,k构成,分别定义为λ.m,λ.k.其中λ.k称为约束窗口,且λ.k≥λ.m.给定任意 n序
列ω和弱硬实时约束λ,ω├λ,如果ω满足约束λ,则有定义 6. 

定义 6. n序列ω满足约束(m,k)-firm(n≥k),如果ω的任意子 k序列中至少有 m个 1. 
ω├(m,k)-firm⇔∀ω′∈Sk(ω),l1(ω′)≥m. 

对一个具有(m,k)-firm 的任务流来说,在任意一个长度为 k 的窗口中,至少有 m 个任务满足其截止期要求,
即在任意窗口 k中最多只能有 k−m个任务丢失. 

同样地,可以给出 n序列满足约束规范〈m,k〉-firm, ( )km, -firm, km, -firm的定义. 

此外,West等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弱硬实时约束(x,y)[11],相应的弱硬实时约束的参数为λ.x,λ.y,且λ.y≥λ.x. 
定义 7. 任务流至多错过其任意连续任务窗口 y截止期中的 x个,记为(x,y). 
例 2:当 y=9,假设给定的ω=001111010,则满足 x=4约束的要求,显然不满足 x=3约束的要求. 
对于一个具有(x,y)约束的任务流,其对应的 n序列,由定义 8来判断是否满足其约束要求. 
定义 8. n序列ω满足约束(x,y),n≥y,如果ω的任意子 y序列中至多有 x个 0. 

ω├(x,y)⇔∀ω′∈Sy(ω), l0(ω′)≤x. 
对一个具有(x,y)约束的任务流来说,在任意一个长度为 y 的窗口中,至多允许有 x 个任务丢失.事实上, 

( )km, -firm约束和(x,y)约束具有实质的等价意义. 

3   弱硬实时约束规范 ),( pm  

上述的约束都是在固定长度的窗口中,从截止期满足和错过的角度规范弱硬实时系统.从实时网络应用对
任务连续丢失约束和整个时间区域上的任务丢失率约束两个直观的角度,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弱硬实时约束 
规范 ),( pm .相对应的弱硬实时约束参数为λ .m ,λ.p. ),( pm 约束克服了〈m,k〉-firm 约束对任务丢失概率和 
(m,k)- firm约束对任务连续丢失的“松”要求的缺点. 

定义 9. 任务在其任意连续窗口中,截止期连续错过至多为 m个,且截止期满足率不低于 p,记为 ),( pm . 

例 3:假设给定的序列ω为 1110001111,则满足 )5,0,3( 的约束要求,但不满足 m<3 的约束要求.从图 1 中可以

看出, )5,0,3( 是给定的ω严格性要求最低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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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 changing value p when m=3 in example 3 
图 1  例 3中当 m=3时 p的变化图 

定义 10. n序列ω满足约束 ),( pm ,如果ω的任意子 k序列中不包含最短长度大于 m的坏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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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截止期满足的比例不小于 p. 
当 p≠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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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1时, 
ω├ ),( pm ⇔l1(ω)=n. 

对一个具有 ),( pm 约束的任务流来说,在任意一个长度为 k 的窗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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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m或 p中任一条件不满足,则称该任务流不满足弱硬实时约束要求. 
习惯上,对于任一 n序列ω和弱硬实时约束λ,如果 l(ω)≤λ.m(对应(x,y)则为λ.x),则ω├/ λ.本文默认的地方假设

l(ω)≥λ.k,l(ω)≥λ.y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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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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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各种约束相互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关系.在实时网络应用(比如音频信号)的数据传输中,(m,k)-firm 约 

束能够概率保证任务的截止期满足,但不能准确描述该应用对连续任务丢失约束的特性; km, -firm 能够保证

连续任务丢失上界,而对任务丢失概率的要求过于悲观. 
本文提出的 ),( pm 约束既能约束任务截止期的连续错过,又能根据应用需求设置任务截止期满足概率,是

一种更高粒度的约束要求.除了以上的弱硬实时约束之外,当然还可以利用其他一些约束模式,比如考虑任务之
间包括周期在内的丢失约束关系、考虑相互之间具有资源约束关系的任务丢失的约束关系等.对于过于复杂的
弱硬实时约束规范,虽然可以进行理论研究,但都很难应用于实际中.第 4 节中将简单介绍现有文献中已经求得
的关系,并推断一些新的关系式. 

4   弱硬实时约束关系严格性比较 

对于具有不同的弱硬实时要求的实时应用,可以用不同的弱硬实时约束规范对其进行适当的描述.各弱硬
实时约束之间关系可以相互转换,也可以对各约束规范的严格性进行比较,因此对同一实时应用的弱硬实时要
求,也可以用不同的弱硬实时约束规范对其进行描述. 

为便于研究,下面引用弱硬实时约束严格性定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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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1. 给定两个约束λ,λ′,如果所有满足约束λ的 n 序列,也都满足约束λ′,则称约束λ比λ′要求更为严格 

(也称严格性强),表示为 λλ ′p . 
λλ ′p ⇔(∀ω∈Σn,ω├λ,⇒ω├λ′).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比较弱硬实时约束的严格性,同样可以定义具有等价严格性要求的弱硬实时约束,公式
(3)给出了等价关系的描述. 
 λ≡λ′⇔( λλ ′p ∧ λλ ′f ) (3) 

如果所有的弱硬实时约束都可以比较严格性,并能探讨其等价关系,那么就可以用一种弱硬实时约束来统
一描述现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约束规范,系统的可扩展性也可以严格按照弱硬实时约束的严格性来分类,从而
实现系统的可扩展要求[12].但是,很多弱硬实时约束并不能比较约束严格性的强弱.从定义 11 的严格性比较可
以推广到严格性无法比较的定义 12. 

定义 12. 存在序列ω,ω′,如果ω满足约束λ而不满足ω′,且ω′满足约束λ′而不满足λ,则称约束λ′,λ无法比较 

严格性,表示为λ λ′或λ λ′. 

(λ λ′)∨λ λ′⇔∃ω,ω′∈Σn,(ω├λ,ω├/ λ′)∧(ω′├/ λ,ω′├/ λ′). 

例 4:对于约束λ=(3,8)-firm 和λ′=(2,5)-firm.如果给定的ω=00000111,因为 l1(ω)=3,所以ω├λ.但是 , 

min{l1(ω′)|ω′∈S5(ω)}=0<2,所以ω−λ′.因此λ λ′.同样地,假如给定ω=00011000,因为 min{l1(ω′)|ω′∈S5(ω)}=2≥2,所

以ω├λ,而 l1(ω)=2<3,所以ω├/ λ,因此λ′ λ. 

显然,上述两个约束的严格性是无法比较的.在所有的约束中,(1,1)-firm 是具有最为严格的约束要求,称
{(1,1)}为最严格约束集,只有好序列才能满足其约束要求.而相应的(0,1)-firm 则具有最不严格的约束要求,称
{(0,1)}为最不严格约束集,包括坏序列在内的所有的序列都满足(0,1)-firm约束要求. 

对于以参数给定的各种弱硬实时约束,其严格性和参数的关系也是需要探讨的重点,部分比较常见的约束
关系已有较多的研究[8],下面,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定理 1. (m,k)-firm和 ( )km, -firm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m,k)-firm≡ ( )mk − -firm. 
至少满足和至多错过实际上是两个等价的概念,只是从不同的着入点描述而已,证明略. 

定理 2. ( , )x y 和 ( )km, -firm 

( )kmyxkymx ,),()()( =⇔=∧= -firm. 
这两种约束实际上具有同样的意思,只是不同的两位学者提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 

但是在(x,y)提出以前,并没有专门针对研究基于 ( )km, -firm 的算法,而基于(x,y),文献[13]中提出了动态窗 
口约束调度 DWCS,并分析了弱硬实时系统的性能. 

定理 3. km, -firm km ′≡ , -firm. 

上面的等式是很显然的,证明过程是:令约束 km,=λ -firm, km ′=′ ,λ -firm,∀ω∈Σn n>max{k,k1},如果ω├

λ,那么 0m+1∉Sm+1(ω),如果 0m+1∉Sm+1(ω)成立,根据定义 5,ω├λ′,故 λλ ′p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 λλ p′ .根据 
约束严格性等价公式(3),所以λ≡λ′,上式得到证明. 

定理 3 说明,在最多连续截止期错过约束的讨论中,窗口的大小只要保证大于连续截止期错过值,即起不 

到约束的作用.一般可以把 km, -firm写成 〉〈m -firm.当 m=k 时, km, -firm与 〉〈m -firm,m→∞等价.这个定理也

说明在设计调度算法时 ,只要保证任务连续丢失值不超过给定的约束 〉〈m - f i rm .同样地 ,很容易证明下 
面的定理 4(过程略). 

定理 4. mmfirmmfirmm ′≤⇔′〉〈 -- p . 

但是, firmm -〉〈 约束并不能保证低截止期满足的概率的情况,对于 firmm -〉〈 ,满足该约束要求的最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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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列可以写成…0m10m10m1…,所以,满足该约束的截止期满足的最低概率可以是
1

1
+m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

),( pm 约束,通过任务丢失率的概率参数 p来保证一定的截止期满足率,并给出了定理 5. 

定理 5. ( )
1

1 ,-,
+

≥≤′⇔〉〈′
m

pmmfirmmpm p . 

( )证明:如果 firmmpm -, 〉〈′ p 成立,∀n 序列ω,ω├ ( )pm ,′ 存在一个坏子序列 ,则 ├)(0 ωmm S ′′ ∈ m′0 firmm -〉〈 .
因为ω├ firmm -〉〈 ,则 0m+1∉Sm+1(ω),所以 m′<m+1.m′,m 都为正整数,所以 m′≤m.满足 firmm -〉〈 的最差情况的序

列为ω=…10m10m10m…,所以其概率最小值为
1

1
+m

,所以 p≥
1

1
+m

. ( )
1

1-,
+

⇒〉〈′ firmmpm p   ,≤′ pmm ≥
m

成立. 

∀n 序列 ω,如果 ω├ ( )pm ,′ ,则 ,如果 m′≤m,有 0)(0 11 ω+′+′ ∉ mm S m+1∉Sm+1(ω),则 ω├ firmm -〉〈 ,所以
firmmpm -),( 〉〈p . 

给定序列ω=00010001(可以简写为 031031),当 m=m′=3,max{l0(S3(ω))}=3≤3,则ω├ firm-3〉〈 . 

当 p=0.5≥
1

1
+m

=0.25 时 , 根 据 定 义 10, 则 ω ├/ )5,0,3( , 所 以 firmm -〉〈 ( )pm ,′ . 故 m′≤m, 

p≥
1

1
+m

⇒ ( ) firmmpm -, 〉〈′ p 成立. □ 

),( pm 和其他约束( ( )km, -firm, ( )km, -firm等)也存在着约束严格性强弱和约束参数之间的关系,分析方法可
以借鉴定理 5. 

定理 6. (m,k)-firm p (p,q) -firm⇔p≤








−



+



 )(  ,max km

k
qqm

k
q . 

定理 6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同类(m,k)-firm约束间互相比较的公式,通过该定理,可以求解出所有比(m,k)-firm
严格性弱的弱硬实时约束,文献[7]对其作了证明. 

例 5:当 m=10,k=12时,比(p,q)-firm具有更弱严格性的约束区域可以通过图 2表示出来. 

25  
 

Zone of weaker stringency

20

 15
p 

10
 

5 
 q0

1 4 7 
 

10 13 16 19 22 25 28

Fig.2  The (p,q)-firm zone that meets (10,12)-firm p (p,q)-firm in example 5 
图 2  例 5中满足(10,12)-firm p (p,q)-firm的(p,q)-firm区域 

定理 7 阐述了截止期连续满足和截止期任意满足两个约束之间的一个比较关系.由于文献[8]对〈m,k〉−firm
和(p,k)-firm关系描述并不完整.本文给出一个完整的定理 7,并给出证明过程. 

定理 7. 〈m,k〉-firm p (p,k)-firm⇒p≤k,p≥0,((p≤4m−k−2)∧(2k−4m+2<k−2))∨((p≤m)∧(2k−4m+2≥k−m)). 

证明:∀n 序列ω,ω├Σn,假如ω├〈m,k〉-firm 约束,则在任意一个窗口 k 中,必然有一个长度为 m 的好序列 1m,
比如ω=0…01m0…0.最差情况的ω序列为任意窗口 k 中仅含有一个连续的长度为 m的好序列.假设这个 1m序列

在窗口 k 的最左边 ,那么在窗口 k 的最右边的长度为 m−1 的子序列必定是一个好序列 1m−1,否则 ,序列 

ω├/ 〈m,k〉-firm.例如〈2,5〉-firm约束,ω′=11001 ,在第 1个窗口中,显然最左边是 1{
5

1001 2,最右边是 11. 

因此,在两个好序列 1m之间 .. ,至多 0 的个数可以表示为 s=k−m−(m−1)=k−2m+1 个 0.ω├1.01 0...01 10...m m

k

−
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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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firm 的最差序列可以表示为ω=…1m0s1m0s1m…在任意窗口 k 中,由于仅含有一个完整的 1m好序列,所以,0
的最多个数为 max{l0(Sk(ω))}=2s=2k−4m+2. 

情形 1:如果 2k−4m+2<k−2,则窗口中 1 的个数可以通过公式 k−(2k−4m+2)=4m−k+2 得出.因为〈m,k〉-firm p  
(p,k) -firm成立,所以 p≤4m−k−2. 

情形 2:如果 2k−4m+2≥k−2,显然对于约束〈m,k〉-firm,任意窗口 k中至少存在 m个 1,所以 p≤m. □ 
当然,还可以定义其他各种约束规范之间的关系,并给予证明.但过于复杂的约束关系在实际中并不能很好

地加以利用,而且更多的是约束之间无法证明其严格性的关系. 

5   结  论 

本文介绍了弱硬实时系统的概念以及定义,回顾了已有的弱硬实时约束规范和各约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 
序列概念的角度重新定义了(x,y)约束,并与其他约束规范作了等价的定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约束规范 ),( pm ,并 
和已有约束规范作了强弱的比较并给予了证明,丰富了弱硬实时系统理论.同时,修正了文献[8]中的一个约束强
弱比较的定理. 

致谢  感谢中法先进研究计划项目组的王智博士、Anis 博士,博士研究生尹红霞、李建等,感谢他们与我们的
有益讨论.同时,也感谢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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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电子政务技术及应用学术研讨会(EGTA 2007) 

征 文 通 知 
中国计算机学会暨电子政务与办公自动化专委会决定于 2007年 9月 14~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全国电子政务技术与应用学

术研讨会，会议将就电子政务建设相关的关键共性技术、项目方案设计、实施与应用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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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流模型                       电子政务应用支撑平台 

    XML与半结构化数据管理          组件与中间件技术 

    决策支持与分析技术               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保障 

    电子政务应用系统设计             新技术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电子政务优秀产品和技术           电子政务优秀实施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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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大会网站：http://www.ruc.edu.cn/wisa2007/，http://www.neu.edu.cn/wisa2007/ 

三、重要日期   

1．征文截至日期：    2007年 4月 1日  

2．录用通知发出日期：2007年 4月 20日  

3．正式论文提交日期：2007年 5月 10日 

4．会议召开日期：    2007年 9月 14~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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