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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Thread是一款由中国开源社区主导开发的实时操作系统，包含实
时嵌入式系统相关的各个组件：TCP/IP协议栈、文件系统、libc接
口、图形界面等。 

● 她是社区驱动型开发，以实际工程为导向，传统型、微创新的开源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 诞生于2006年年初，初始目标是应用在手持设备中； 

● 2008年开始支持ARM Cortex-M3处理器； 

● 2011年3月成为ARM Connected Community合作伙伴； 

● 2012年第一届龙芯开源大赛特等奖； 

 
● 稳定版本：RT-Thread 1.2.2正式版； 

● 当前开发版本：2.0.0开发分支 

 

关于 RT-Thread 



开源与商业并举 

• Cortex-
M3/M4 

• 应用模块 
1.0.0 

• 设备驱
动框架 

• JFFS/YAF
FS2/UFFS 

1.1.0 
• Cortex-A/R 

• 迁移到
github. 

1.2.0 
• 支持双操
作系统； 

• 脚本支持； 
2.0.0 

● 开源：由开源社区推动发展，每年出一个稳定版本； 

● 商业：由服务公司提供后备保障，以工程项目为导向； 

2011 
• 小型Web Srv 
• GPRS/CDMA无线
模块 

2012 
•  产品级NFTL层 
•  JFFS2文件系统 
•  uA级，动态调频

低功耗电源管理组
件 

2013 
•  双操作系统并行
执行技术 
•  物联网mJson组件 
•  <1uS中断延时高
实时性组件 
•  安全固件升级系
统 

2014 
•  Zynq双核双操作
系统技术 
• 3G/Wi-Fi无线模块 
•  包括动画引擎的
GUI组件 



合作伙伴 



RT-Thread + Linux 
双操作系统混合执行技术 



工程需求 

中断延迟要求在 10us 以内 + 丰富的功能 



现实情况 -- Linux 的实时性问题 

Linux -- 功能强大，但是实时性不够高，即
使打上现有的补丁之后依然不能达到一些
苛刻的实时要求 



现实情况 -- Linux 的实时性问题 



现实情况 -- Linux 的实时性问题 

1. 更多的强调User space、Kernel space都支持实时
能力； 

2. 在使用CyclicTest时，延迟情况不容乐观： 

• http://lwn.net/images/conf/rtlws11/papers/proc/p11.
pdf 

http://lwn.net/images/conf/rtlws11/papers/proc/p11.pdf
http://lwn.net/images/conf/rtlws11/papers/proc/p11.pdf
http://lwn.net/images/conf/rtlws11/papers/proc/p11.pdf


现实情况 -- Linux 的实时性问题 

Loongson-2 @800MHz 

Linux 3.12.24-rt38 

Freescale i.MX35 @ 533MHz 

Linux 2.6.33-rt30 



SoC芯片技术的发展：多核技术 

• SMP对称多核 • AMP大小、异构核 



双系统混合执行技术 

• 在单核上运行双操作系统： 

– Linux + RT-Thread 

 

• 在多核上运行双操作系统： 

– Linux + RT-Thread 

 

• RT-Thread RTOS解决实时控制的问题！ 

• Linux解决丰富功能的问题！ 



双系统混合执行技术 

• 单核上的双系统混合执行 

– RT-Thread运行在内核空间 
• RT-Thread与Linux间代码分开编译、开发； 

– RT-Thread接管系统中断； 

– Linux 作为 RT-Thread 的 idle 线
程运行 

ARM Cortex-A8 



双系统混合执行技术 

内核态 

Threads 

RT-Thread Linux 

VMM (Interrupt handle/OS 
Tick/MemArea) 

Applications 

VMM bus 

Hardware Platform 



双系统混合执行关键技术：中断处理 

• 单核上双系统混合执行时的中断变化 

传统方式(加载 RTT 之前) 混合执行(加载 RTT 之后) 



• 中断处理和虚拟中断控制器： 

1. 不加载模块的时候 Linux 能够正常工作在硬
件中断控制器上。 

2. 加载模块之后 Linux 切换到虚拟中断控制器
上。此时,Linux 依然能够正常响应中断,正常
工作。 

3. 加载模块之后使得 Linux 关闭中断的时间变
得极短,从而满足实时性要求。 

双系统混合执行关键技术：中断处理 



双系统混合执行关键技术：中断处理 

• 单核上双系统中断处理流程 



双系统混合执行关键技术：中断处理 

• 单核上双系统虚拟中断控制器 

status 

pended 

pending 

pending 

…… 

虚拟中断控制器状态，包括虚拟中断是否被屏蔽等，当此
寄存器为 1 的时候虚拟中断被屏蔽，程序流程不会被打断。 

是否有虚拟中断等待处理。当有对应的硬件中断到来后，
此寄存器置位。当虚拟中断控制器从中断屏蔽状态切换到
中断打开状态，并且此寄存器不为零时，会触发中断，进
入 ISR 处理流程。 

虚拟中断状态位图。每个位代表所对应的中断是否在等待
处理。方便程序判断都有哪些中断需要被处理。 



双系统混合执行关键技术：中断处理 

• 中断总结： 

– 加载了 VMM 模块之后,Linux 中关闭中断的操

作并不会关闭硬件的中断，只是关闭了虚拟的
中断。所以使得其关闭硬件中断的时间大大减
少。 

– 实时任务由 RT-Thread 运行，保证系统响应的
确定性。 



双核双系统混合执行技术 

CPU 0 CPU 1 

VBus 

Linux 
kernel 

RT-Thread 

Rich App 

• RT-Thread独立运行在一个CPU核心上： 

Real-Time 
Task 

双系统之间通过 MMU 实现访问隔离 



双系统混合执行关键技术：系统间通讯 

VBus 是建立在环形缓冲区上的一个组件，用
于高效的进行系统间通讯： 

● 支持 QoS，保证关键数据及时送达； 
● 支持多路复用，可以在一条 VBus 上实现多种功

能； 
● 直接使用 device 接口和文件接口，方便易用； 
● 支持阻塞连接 
● Linux 侧支持用户态驱动程序，可靠性高； 



系统间通讯 —— VBus 

● Linux 用户态程序可以像操作普通文件一样通过 
VBus 来进行通讯： 
o 可以通过常规的 open/read/write/close 函数来进

行操作，也支持 select。 

● 同时也支持 Linux 内核态使用 VBus。 
 
● RT-Thread 程序可以像操作普通设备一样通过 

VBus 来进行通讯： 
o 就像普通的串口设备一样，可以通过 

rt_device{open,read,write,close} 来进行操作 



系统间通讯 —— VBus 中数据的发
送和接收 

发送队列 

wm_que 

wm_que 

wm_que 

wm_que 

…… 

rt_vbus_post 

chn1 data 

chn1 data 发送线程 

rt_prio_queue_pop 

chn1 data 
prio 
que 

remote local 

out 
ring 

chn2 data 

flow_ctl 

flow_ctl 

flow_ctl 

flow_ctl 

…… 

SUSPEND/RESUME 

接收队列 

chn1 data 

…… 

rt_vbus_data_push rt_vbus_data_pop 

SUSPEND/RESUME 

接收线程 

flow_ctl 

flow_ctl 

flow_ctl 

flow_ctl 

in 
ring 

chn1 data 

chn4 data 
QoS 模块 

流控模块(可选) 



VBUS及VBUS上的分布式组件 

VBus 

Linux 
kernel 

rshell 

User-space 
Interface(File API) 

rnet 

rfs 
user-space 
driver/app 

DFS Finsh 

TCP/ 
IP 

Device 
Interface 

App App 

Linux Memory Space RT-Thread Memory Space 

Shared Memory Space 

整个 VBus 是分层，分模块的易于扩展的架构。用户可以通过高级的 API(文件接
口或者设备接口)或者底层的 VBus API 编写自己的驱动和应用程序，而不用关心
底层的细节。 



基于VBUS的分布式组件 

● rsh/finsh shell:  
o 调试用的命令行接口 

● rfs/DFS: 
o 用于向 RT-Thread 提供的远程文件系统访问接口；

亦支持 RT-Thread 去访问 Linux 的设备文件； 

● rnet: 
o RT-Thread 上的虚拟网卡，提供 Linux 与 RT-

Thread之间的相互访问，以及和远端的访问； 

● 甚至是 USB 虚拟端点： 
o 将一个 USB 的端点通过 VBus 映射到 RT-Thread 中

的设备中 



双系统执行技术指标情况 

• 单核 
–中断延迟时间 ≤ 10us (系统切换的开销) 

 

• 多核 
–中断延迟时间 ≤ 1us 



系统间通讯 —— 流控的作用 

RT-Thread 发送数据到 Linux 

受制于 Linux 对接收线程的
调度，Linux 对于数据的接
收出现差异 

启用流控之
后，两个系
统之间的带
宽可以更好
的匹配 

测试方法：测量 1000 次通过 VBus 发送 4K 数据的时间，求出速度。 



系统间通讯 —— 性能指标 

通讯方向 最小值(KB/s) 平均值(KB/s) 最大值(KB/s) 

RTT -> Linux (无流控) 26597 29924 34420 

RTT -> Linux (有流控) 27863 32818 35008 

Linux -> RTT (无流控) 62299 62568 62650 

Linux -> RTT (有流控) 62633 62848 62916 

因为 RT-Thread 的实时性较高，带宽比 Linux 大，RTT 发送到 Linux 的速度受 Linux 的限制 

RT-Thread 侧有 4KHz 的中断，在中断中发转 
GPIO 并且通过 VBus 发送一个数据给 Linux，
Linux 接收到之后也反转 GPIO。 
 
典型的延迟在 14us 左右。 



典型应用场景 

Linux RT-Thread 

   VBus 

由 RT-Thread 提供的强实时性可以保

证，可以满足诸如实时采集、实时控
制等苛刻场景下的应用。 

Linux应用功能丰富的特性，可以方便

用户进行开发，可以让用户选用最简
便的方式开发多种多样的功能。 

VBus 作为系统间的桥梁，

使得两个系统可以优势
互补，使得苛刻场景下
的富应用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