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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嵌入式系统基础

1.1 嵌入式系统概述
1.1.1 嵌入式技术无处不在
A 处理文档、进行工作管理和生产控制的计算机
B 各种使用嵌入式技术的电子产品，如：MP3、PDA、手机、智能玩具，网络家电、智能家电、
车载电子设备等
C 在工业和服务领域中，大量嵌入式技术也已经应用于工业控制、数控机床、智能工具、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等各个行业，正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的工业生产和服务方式。

1.1.2 嵌入式技术将成为后 PC 时代的主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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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嵌入式技术成为当前微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B 使计算机的分类从以前的巨型机、大型机、小型机、微机之分变为了通用计算机和嵌入式系统
之分。
C 嵌入式的应用更是涉及金融、航天、电信、网络、信息家电、医疗、工业控制、军事等各个领
域，以致一些学者断言嵌入式技术将成为后 PC 时代的主宰。

1.1.3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根据 IEEE（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定义：
嵌入式系统是“用于控制、监视或者辅助操作机器和设备的装置”（原文为 devices used to control,
monitor, or assist the operation of equipment, machinery or plants）
。
(1) 简单地讲
· 就是嵌入到对象体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 三要素：嵌入、专用、计算机
·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由三要素引出
嵌入性：嵌入到对象体系中，有对象环境要求
专用性：软、硬件按对象要求裁减
计算机：实现对象的智能化功能
(2) 广义地说
•

一个嵌入式系统就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或用途的计算机软硬件集合体。

•

即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件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

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
•

嵌入式系统发展的最高形式——片上系统（SOC）

(3) 嵌入式系统与 PC（1）
设备名称

嵌入式系统

PC 机

CPU

ARM，MIPS

Pentium、Athlon 等

内存

SDRAM 芯片

SDRAM，DDR 内存条

存储设备

Flash 芯片

硬盘

输入设备

按键、触摸屏

鼠标、键盘

输出设备

LCD

显示器

声音设备

音频芯片

声卡

接口

MAX232 等芯片 主板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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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备

USB 芯片、网卡芯片 主板集成或外接卡

(4) 嵌入式系统与 PC（2）
嵌入式系统
引导代码

Bootloader 引导，针对不同

PC 机
主板的 BIOS 引导，无须改动

电路板进行移植
操作系统

WinCE、VxWorks、Linux 等，

Windows、Linux 等，不需要移植

需要移植
驱动程序

每个设备驱动都必须针对电

操作系统含有大多数驱动程

路板进行重新开发或移植，

序，或从网上下载直接使用

一般不能直接下载使用
协议栈

需要移植

操作系统包括，或第三方提供

开发环境

借助服务器进行交叉编译

在本机就可开发调试

仿真器

需要

不需要

1.1.4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1）嵌入式系统低功耗、体积小，专用性强。嵌入式系统与 PC 机的最大不同就是嵌入式 CPU 大多
工作在为特定用户群设计的系统中，能够把 PC 机中许多由板卡完成的任务集成在芯片内部，从而有利
于嵌入式系统设计趋于小型化。
2）为了提高执行速度和系统可靠性，嵌入式系统中的软件一般都固化在存储器芯片或单片机本身
中，而不是存贮于磁盘等载体中。
3）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都必须高效率地设计，系统要精简。操作系统一般和应用软件集成在
一起。
4）对软件代码质量要求很高。应该尽最大可能避免死机的情况发生。
5）嵌入式系统开发需要专门的开发工具和开发环境。

1.1.5 嵌入式系统的分类
(1) 按表现形式分（硬件范畴） ：
芯片级嵌入（含程序或算法的处理器）
模块级嵌入（系统中的某个核心模块）
系统级嵌入
(2) 按实时性要求分（软件范畴） ：
非实时系统（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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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时系统（消费类产品）
硬实时系统（工业和军工系统）

1.1.6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领域
(1) 应用领域
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需求，同时促进了嵌入式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
大国，在消费电子、工业应用、军事国防、网络设备等领域都有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嵌入式技术发展又
在不断刺激新的技术产生－ 信息家电、医疗电子病历、微小型智能武器过去在工业过程控制、数字机
床、电力系统、电网安全、电网设备监测、石油化工系统等方面，大部分低端型设备主要采用是８位单
片机。随着技术发展，目前许多设备除了进行实时控制，还须将设备状态，传感器的信息等在显示屏上
实时显示。

1)

信息家电
z

信息家电将成为嵌入式系统最大的应用领域。

z

只有按钮、开关的电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

z

具有用户界面，能远程控制，智能管理的电器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如冰箱、空调等的网络化、
智能化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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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费类电子智能玩具、手持通讯的核心

3)

交通管理、环境监测
z

交通管理在车辆导航、流量控制、信息监测与汽车服务方面，目前 GPS 设备已经从尖端产品
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

z

水文资料实时监测，防洪体系及水土质量监测、堤坝安全，地震监测网，实时气象信息网，水
源和空气污染监测。

z
4)

加油站、停车场管理

智能玩具与机器人

1.1.7 未来嵌入式系统的发展趋势
z

互联网的普及

z

半导体技术的改善

z

3C（Compute,Communication,Consumer）技术的快速融合

z

使用者的需求

z

信息服务应用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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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技术的渗透性和融合性

图 设备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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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个性化服务

1.2 嵌入式处理器
1.2.1 概述
嵌入式系统上的处理器单元称为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处理器是嵌入式系统硬件的核心，运行嵌入
式系统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嵌入式处理器含有：
z

处理器内核

z

地址总线

z

数据总线

z

控制类总线

z

处理器本身的辅助支持电路，如时钟、复位电路等

z

片上 I/O 接口电路

1.2.2 嵌入式处理器的分类
(1) MCU
MCU 处理能力非常有限
(2) MPU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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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扩展。一般需要大量的外围电路，包括存储器和 I/O 接口电路
处理能力一般大于微控制器：大量的芯片面积集成了处理器内核，具有较高时钟频率和较宽的字长
寻址能力大于微控制器
一般适合于高端应用
型号多
通用性强
ARM、Atmel、Intel、Motorola、National Semiconductors 等公司
(3) DSP
体系结构特点：
能够非常快速地计算出总和的乘加模块。
支持通过移位操作完成的对位的处理。
独立的地址生成单元来产生存储器单元的地址。
专门的硬件来实现循环
分类：
定点 DSP：定点 DSP 只能完成定点数的算术操作
浮点 DSP：浮点 DSP 只能处理浮点数。
举例：
Analog Devices、Lucent Technologies、Motorola、Texas Instrumets
哈佛（Harward）体系：两种独立的总线——数据和地址
在设计一些混合应用时，通常可以采用 DSP 和普通的嵌入式处理器协同工作的方案，数字信号处
理功能由 DSP 完成，一般的控制、计算和逻辑功能由通用的嵌入式处理器完成。
(4) SOC
(5)SPOC

1.2.3 典型的嵌入式处理器
•Microchip 系列嵌入式控制器
•Philips LPC 嵌入式控制器系列
•Motorola 微控制器 MC68HC08 系列
•MCS-51 系列嵌入式控制器/处理器
•Atmel 公司的 AVR 系列微控制器
•80C186 系列 16 位嵌入式处理器
•MC68HC12 系列处理器
•PowerPC 系列 32 位嵌入式处理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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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Fire 系列 32 位嵌入式处理器

•ARM 系列
1.2.4 我国的嵌入式处理器
我国开发了少量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系统内核技术，包括嵌入式微处理器。

•方舟系列
•龙芯系列
方舟系列

•目前有方舟 1 号和方舟 2 号
•体系结构介绍：
–方舟基本指令集：RISC 结构，特权模式模型
–方舟媒体加速指令集：DSP 和 SIMD 增强指令集、定制的 MPEG 加速指令

•方舟 1 号处理器：166MHz、完整的 MMU 功能、哈佛总线结构、8K 指令高速缓存和 8K 数据高速缓
存，外部存储器控制器、PCI 总线控制器

•方舟 2 号处理器：USB1.1 控制器、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控制器、AC97 标准音频控制器、串行通
信控制器、红外通信控制器、智能卡控制器。400MHz 主频下功耗 360mW。
龙芯系列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通用 CPU 内核，0.18 微米 CMOS 工艺，平均功耗 0.4W（最大不超过 1W）
•主频 200-266MHz
•32 位 MIPS 指令
•0.18umCMOS
•32 位定点/64 位浮点字长
•8K 指令/数据 CACHE
•精确中断处理
•IEEE754 浮点标准
•寄存器换名、动态调度、乱序执行
•3.3V/1.8V 工作电压
•总线频率 75-133MHz
•PQFP/CQFP 封装
•带 ESD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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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嵌入式操作系统
1.3.1 何谓嵌入式系统
在各种设备、装置或系统中，完成特定功能的软硬件系统。它们是一个大设备、装置或系统中的一
部分，这个大设备、装置或系统可以不是“计算机”。通常工作在反应式或对处理时间有较严格要求环境
中。由于它们被嵌入在各种设备、装置或系统中，因此称为嵌入式系统。

图 典型的嵌入式系统

1.3.2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特点
z

完成某一项或有限项功能；

z

在性能和实时性方面有严格的限制；

z

能源、成本和可靠性通常是影响设计的重要因素；

z

占有资源少、易于连接；

z

系统功能可针对需求进行裁剪、调整，以便满足最终产品的设计要求。

z

评价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指标

1.3.3 嵌入式实时系统中主要有三个指标来衡量系统的性能
(1) 响应时间

•

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是计算机识别一个外部事件到作出响应的时间, 在控制应用中它是最

重要的指标。

18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对于不同的过程有不同的响应时间要求。对于有些慢变化过程具有几分钟甚至更长的响应时间都
可以认为是实时的，对于快速过程其响应时间可能要求达到毫秒微秒级甚至更短。

•实时性不能单纯从绝对的响应时间长短上来衡量，应当根据不同的对象在相对意义上进行评价。
(2) 生存时间和吞吐量

•生存时间(Survival Time):
•吞吐量(Throughput):

是数据有效等待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数据是有效的。

是在一给定时间内, 系统可以处理的事件总数例如通讯控制器用每秒钟处理

的字符数来表示吞吐量, 吞吐量可能是平均响应时间的倒数但它通常要小一些因为在每次响应后可能
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清理(clean up),这段时间就称为恢复时间(recovery time)

•实时系统强调的是实时性和可靠性,

这两方面除了与计算机硬件有关(如 CPU 的速度, 访问存贮

器的速度等)外, 还与实时系统的软件密切相关。硬件是实时的而软件往往不一定是实时的。

1.3.4 嵌入式实时系统的分类
(1) 速度分类

•按实时性的强弱(即根据系统响应时间的长短)可将嵌入式实时系统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 强实时系统, 其系统响应时间在毫秒或微秒级;
2. 一般实时系统, 其系统响应时间在几秒的数量级上,其实时性的要求比强实时系统要差一些
3. 弱实时系统, 其系统响应时间约为数十秒或更长这种系统的响应时间可能随系统负载的轻重而变
化, 即负载轻时系统响应时间可能较短, 实时性好一些, 反之系统响应时间可能加长确定性
(2) 按确定性来分可分为硬实时和软实时
硬实时
系统对系统响应时间有严格的要求如果系统响应时间不能满足就要引起系统崩溃或致命的错误
软实时
系统对系统响应时间有要求但是如果系统响应时间不能满足不会导致系统出现致命的错误或崩溃

1.3.5 软件结构分类
•单线程程序 Single-threaded program
也称为顺序程序 Sequential program , 它分为两种
(1) 循环轮询系统:(Polling Loop)
最简单的软件结构是循环轮询, 程序依次检查系统的每一个输入条件,一旦条件成立就进行相应的
处理
(2) 事件驱动系统:(Event-Drive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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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驱动系统是能对外部事件直接响应的系统它包括前后台实时多任务多处理器三个系统是嵌入
式实时系统的主要形式

1.3.6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势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正向实时超微内核(Nanokernel)

开放发展。即将传统操作系统中的许多共性的

东西抽象出来构成操作系统的公共基础即微内核真正具体的操作系统功能则由构造在微内核之外的服
务器实现这是一种机制与策略分离的开放式设计思路；

•开发环境向开放的集成化的方向发展；
•由于嵌入式应用软件的特殊性往往要求应用程序设计者具有一定的实时操作系统的专门知识能合
理地划分任务合理的配置系统以及目标联机的调试因此要设计实现一个高性能的实时应用软件需要强
有力的交叉开发工具系统的支持国；

1.3.7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种类
一般情况下，嵌入式操作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控制、通信等领域的实时操
作系统，如 WindRiver 公司的 VxWorks、ISI 的 pSOS、QNX 系统软件公司的 QNX、ATI 的 Nucleus 等；
另一类是面向消费电子产品的非实时操作系统，这类产品包括个人数字助理(PDA)、移动电话、机顶盒、
电子书、WebPhone 等。常见嵌入式操作系统：Linux，uC/OS ，Windows CE ，VxWorks，Palm OS ，
QNX ，Symbian
（1）VxWorks
VxWorks 操作系统是美国 WindRiver 公司于 1983 年设计开发的一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
，
是 Tornado 嵌入式开发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良好的持续发展能力、高性能的内核以及友好的用户开发
环境，在嵌人式实时操作系统领域逐渐占据一席之地。VxWorks 具有可裁剪微内核结构；高效的任务管
理；灵活的任务间通讯；微秒级的中断处理；支持 POSIX1003．1b 实时扩展标准；支持多种物理介质
及标准的、完整的 TCP/IP 网络协议等。
其价格昂贵。由于操作系统本身以及开发环境都是专有的，价格一般都比较高，通常需花费 10 万
元人民币以上才能建起一个可用的开发环境，对每一个应用一般还要另外收取版税。一般不通供源代码，
只提供二进制代码。由于它们都是专用操作系统，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掌握开发技术和维护，所以软件
的开发和维护成本都非常高。支持的硬件数量有限。
(2) Windows CE
Windows CE 与 Windows 系列有较好的兼容性，无疑是其推广的一大优势。其中 WinCE3.0 是一种
针对小容量、移动式、智能化、32 位、了解设备的模块化实时嵌人式操作系统。为建立针对掌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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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设备的动态应用程序和服务提供了一种功能丰富的操作系统平台，它能在多种处理器体系结构上运
行，并且通常适用于那些对内存占用空间具有一定限制的设备。它是从整体上为有限资源的平台设计的
多线程、完整优先权、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它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它对从掌上电脑到专用的工业控制器的
用户电子设备进行定制。
从技术角度上讲，Windows CE 作为嵌入式操作系统有很多的缺陷：没有开放源代码，使应用开发
人员很难实现产品的定制；在效率、功耗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而且和 Windows 一样占用过的系统内
存，运用程序庞大；版权许可费也是厂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3) 嵌入式 Linux
源代码公开，人们可以任意修改，以满足自己的应用。遵从 GPL，无须为每例应用交纳许可证费。
有大量的应用软件可用。其中大部分都遵从 GPL，是开放源代码和免费的。可以稍加修改后应用于用
户自己的系统。
有庞大的开发人员群体。无需专门的人才，只要懂 Unix/Linux 和 C 语言即可。优秀的网络功能，
这在 Internet 时代尤其重要。稳定——这是 Linux 本身具备的一个很大优点。内核精悍，运行所需资源
少，十分适合嵌入式应用。
支持的硬件数量庞大。而且各种硬件的驱动程序源代码都可以得到，为用户编写自己专有硬件的驱
动程序带来很大方便。
在嵌入式系统上运行 Linux 的一个缺点是 Linux 体系提供实时性能需要添加实时软件模块。而这些
模块运行的内核空间正是操作系统实现调度策略、硬件中断异常和执行程序的部分。由于这些实时软件
模块是在内核空间运行的，因此代码错误可能会破坏操作系统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可靠性，这对于实时
应用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弱点。
(4) μC/OS 一Ⅱ
μC/OS 一Ⅱ是著名的源代码公开的实时内核，是专为嵌入式应用设计的，可用于 8 位，16 位和 32
位单片机或数字信号处理器（DSP）
。它是在原版本μC/OS 的基础上做了重大改进与升级，并有了近十
年的使用实践，有许多成功应用该实时内核的实例。它的主要特点如下：
•公开源代码；
•可移植性，绝大部分源代码是用 C 语言写的，便于移植到其他微处理器上；
•可固化；
•可裁剪性，有选择的使用需要的系统服务，以减少斗所需的存储空间；
•抢占式，完全是抢占式的实时内核，即总是运行就绪条件下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多任务，可管理 64 个任务，任务的优先级必须是不同的，不支持时间片轮转调度法；
•可确定性，函数调用与服务的执行时间具有其可确定性，不依赖于任务的多少；
•由于μC/OS 一Ⅱ仅是一个实时内核，这就意味着它不像其他实时存在系统那样提供给用户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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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API 函数接口，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用户自己去完成。

1.4 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
嵌入式开发环境的特点：集成软硬件开发环境，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要使用交叉开发环境。，交叉
开发环境集成了编辑器、交叉编译器、交叉调试器、仿真软件(simulator)、工程管理器于一体 ，商业化
的界面友好的同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可视化开发环境相似，免费如 GNU 工具链运行在字符界面下 ，
交叉开发的硬件环境包括宿主机和目标板。
嵌入式产品开发流程：元器件选型－〉原理图编制－〉印制板－〉样板试制 －〉硬件功能测试
－〉BSP 调试－〉 RTOS 移植－〉协议栈移植－〉应用程序调试－〉系统联调

－〉系统固化－〉样

机交付。
嵌入式开发中的困难：嵌入式系统开发周期长和产品需要及时上市成为矛盾。选择是一个问题，学
习掌握嵌入式系统结构及其应用更需要时间 。 以开发工具和技术咨询为基础的整体解决方案是迫切需
要的，但往往难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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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2.1 linux 概述

•1.1 linux
•姓名： Linux
•生日：

1991 年 10 月

•父亲：

Linus Torvalds

•堂兄：

UNIX

•国别：芬兰
•家庭住址：http://www.linux.org/
Linux 现在是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上的 UNIX 类操作系统。按照层次结构的观点，在同一种硬件平
台上面，Linux 可以提供和 UNIX 相同的服务，即相同的用户级和程序员级接口。同时，Linux 绝不是
简化的 UNIX。相反，Linux 是强有力和具有创新意义的 UNIX 操作系统。它不仅继承了 UNIX 的特征，
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了 UNIX。作为 UNIX 类操作系统，它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1）是真正的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
（2）是符合 POSIX 标准的系统；
（3）提供具有内置安全措施的分层的文件系统；
（4）提供 shell 命令解释程序和编程语言；
（5）提供强大的管理功能，包括远程管理功能；
（6）具有内核的编程接口；
（7）具有图形用户接口；
（8）具有大量有用的实用程序和通信、联网工具；
（9）具有面向屏幕的编缉软件。
Linux 与 Unix 的区别
Linux 也是属于 UNIX 家族的一员，它有许多特性是与 UNIX 相同的，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以
下两点：
（1）UNIX 系统大多是与硬件配套的，而 Linux 则可运行在多种硬件平台上；
（2）UNIX 是商业软件，而 Linux 是自由软件，免费、公开源代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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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流的嵌入式 linux 系统

•红旗嵌入式 Linux
•博利思推出的 POCKET IX
•蓝点的嵌入式 Linux 系统
•共创软件联盟推出的 CC-Linux。
•uCLinux
•RTLinux
2.3 linux 目录结构详解

•/bin

该目录中存放 Linux 的常用命令

•/boot
•/dev

该目录下存放的都是系统启动时要用到的程序
该目录包含了 Linux 系统中使用的所有外部设备，它实际上是访问这些外部设备的端口，你可以

访问这些外部设备，与访问一个文件或一个目录没有区别。

•/sbin
•/etc

该目录用来存放系统管理员的系统管理程序。

该目录存放了系统管理时要用到的各种配置文件和子目录，例如网络配置文件、文件系统等。

•/home

如果建立一个名为“xx”的用户，那么在/home 目录下就有一个对应的“/home/xx”路径，用来存放

该用户的主目录。

•/lib

该目录用来存放系统动态连接共享库，几乎所有的应用程序都会用到该目录下的共享库。

•/lost+found

该目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空的。但当突然停电、或者非正常关机后，有些文件就临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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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这里。

•/mnt

该目录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空的，你可以临时将别的文件系统挂在该目录下。

•/proc

可以在该目录下获取系统信息，这些信息是在内存中由系统自己产生的。

•/root

超级用户的主目录

•/tmp

用来存放不同程序执行时产生的临时文件

•/usr

用户应用程序和文件都存放在该目录下

2.4 linux 的使用

•如何获得 Linux 帮助和文档
•安装 Linux 系统
•GRUB 启动引导器
•引导过程和服务程序
•用户和组管理、进程管理、软件包管理
•网络配置
•文件系统
•如何使用光盘、移动硬盘、U 盘
•远程登录 Linux 主机
•FTP、NFS、Samba
•安全设置
2.4.1 如何获得 Linux 帮助和文档

•RedHat Linux 9 应用与管理系列丛书
•使用 man 命令获得手册页帮助
•使用 help 获得 bash 内嵌命令的帮助
•RedHat Linux 9 手册文档
•从 LDP/CLDP 获取文档
•从软件包的项目文档中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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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NOME 帮助浏览器
man 待查询的关键字
man man
man(1)
NAME
man - format and display the on-line manual pages
SYNOPSIS
man

[-acdfFhkKtwW]

[--path]

[-m system] [-p string] [-C config_file]

[-M pathlist] [-P pager] [-S section_list] [section] name ...
DESCRIPTION
man formats and displays the on-line manual pages.
…
OPTIONS
-C

config_file

Specify

the

configuration

file

to

use

SEE ALSO
apropos(1), whatis(1), less(1), groff(1), man.config(5).
man 2 read
显示系统调用接口 read 的手册页
man –a read
显示所有关键字为 read 的手册页
man –k read
显示所有简介（NAME 段）中包含 read 字符串的手册页
man –K read
显示所有内容含有 read 字符串的手册页,利用 SEE ALSO 段加深理解，拓展知识面。
bash 作为一种脚本语言提供了许多内部的 shell 命令，这些命令没有独立的命令程序和帮助文件，
help 命令提供了对这些内部命令的在线帮助。
例如
man read 显示的是 read 作为 bash 内嵌命令的帮助信息，事实上，并没有具体的内容，只是告诉我
们这是 bash 的内嵌命令，让我们再去看 bash 的帮助信息。
help read

•http://www.redhat.com/docs/manuals/linux/RHL-9-Manual/
RedHat Linux 9 手册

•http://www.tld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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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P——The Linux Documetation Project

•http://www.linux.org.tw/CLDP
CLDP——Chinese Linux Documetation Project
大多数的软件包除了提供手册页之外还会包括项目文档，其中多数文件使用特定的文件名，包含特
定的文件内容。
软件的项目文档存放在文档目录/usr/share/doc 下，每个软件包都会在该目录下拥有与其同名的文档
目录，目录命名格式为“软件包名称-版本号”，如/usr/share/doc/gzip-1.3 就是 1.3 版本的 gzip 的项目文档
目录。

2.4.2 安装 Linux 系统
Personal Desktop
个人桌面安装，安装图形化桌面环境和应用软件，不安装服务器软件。
Workstation
工作站安装，带有软件开发和系统管理的图形化桌面环境。
Server
服务器安装，安装各种网络服务器。
Custom
定制安装，由用户选择所安装的软件包，通常由高级用户使用。

•Linux 至少要求两个分区：根分区和 swap 分区。
•现代操作系统无一例外地使用了虚拟内存技术。Windows 使用交换文件实现这一技术，而 Linux 使用
交换分区实现。因此，安装 Windows 系统可以只使用一个分区，而安装 Linux 系统至少需要两个分区。

•swap 分区的大小一般设为内存的两倍。
•
2.4.3 启动引导器
GRUB（Grand Unified Boot Loader）是个强大的启动引导器，不仅可以对各种版本的 Linux 进行引
导，也能够正常引导 PC 机上的其他常见的操作系统，已经逐渐取代了 LILO，而成为默认的启动引导
器。
安装 Linux 时把 GRUB 安装到 MBR（Master Boot Record 主引导扇区）
，这样主机启动时就可以自
动加载启动引导器，进入 GRUB 启动菜单界面，该界面中列出了所有可被引导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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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RUB 的启动菜单界面中选择 e 键进入 GRUB 启动菜单项编辑界面，例如：
root （hd0.0）
kernel /boot/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
initrd /boot/initrd-2.4.20-8.img

•将系统引导到单用户方式下
kernel /boot/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 single

•指定核心和根设备文件
kernel /boot/vmlinuz-2.4.20-8 ro root=/dev/hda1
GRUB 配置文/boot/grub/grub.conf
default 0
timeout 10
splashimage (hd0,0)/boot/grub/splash.xpm.gz
title RedHat Linux (2.34.20-8)
root (hd0,0)
kernel /boot/vmlinuz-2.4.20-8 ro root=LABEL=/
initrd /boot/initrd-2.4.20-8.img
title Win2k
map (hd0) (h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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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hd1) (hd0)
root (hd1,0)
chainloader + 1

2.4.4 RedHat Linux 9 启动过程
1）主机启动并硬件自检后，读取硬盘 MBR 中的启动引导程序，并加载。
2）启动引导程序负责引导硬盘中的操作系统，加载 Linux 内核程序。
3）Linux 内核程序负责操作系统启动的前期工作，并加载系统得 INIT 进程。
4）INIT 进程是 Linux 系统中运行的第一个进程，该进程将根据其配置文件执行相应的启动程序，并进
入指定的系统运行级别。
5）在不同的运行级别中，根据系统的设置启动相应的服务程序。
6）在启动过程的最后，运行控制台程序提示并允许用户输入账号和口令进行登录。
0

停机

1

单用户模式，用于 root 用户系统维护，不允许其他用户使用

2

多用户模式，在该模式下不能使用 NFS

3

完全多用户模式，主机作为服务器时通常在该模式下

4

未使用

5

图形登录的多用户模式，用户可以用图形界面登录系统

6

重新启动

•runlevel 命令可以显示系统当前的和上一次的运行级别，如果系统不存在上一次的运行级别，用 N 代
替。

•init 命令转换系统运行级别
init 运行级别

•init s = init S = init 1
•/etc/inittab 的第一个有效行（不是以#作为行首）标识了系统启动后将进入哪个运行级别。如：
id:3:initdefault
说明系统进入运行级别 3

•系统的各个运行级别都有独立的脚本目录，目录名称的格式是/etc/rcN.d，其中 N 为 0~6 的数字，对应
着各自的运行级别。

•各级别的脚本目录中都存在着相应服务程序的脚本，目录中的脚本可分为两类：用于启动服务的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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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停止服务的。

•用于启动服务的脚本名格式为“Snn 服务名称”，S 是 Start 的缩写，代表启动服务，用于停止服务的脚
本名格式为“Knn 服务名称”，K 是 Kill 的缩写，代表停止服务 。nn 为两位的数字序号用于确定同类脚
本的执行顺序。当系统进入某运行级别时将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先执行脚本停止服务，然后执行脚
本启动服务。
# ls /etc/rc3.d
K05saslauthd

K50snmpd

S08iptables

S25netfs

S90cups

K15httpd

K50snmptrapd

S09isdn

S26apmd

S90xfs

K20nfs

K50vsftpd

S10network

S28autofs

S95anacron

K24irda

K54pxe

S12syslog

S55sshd

S95atd

K34yppasswdd

K74ntpd

S13portmap

S56rawdevices

S97rhnsd

K35smb

K74ypserv

S14nfslock

S56xinetd

S99local

K35winbind

K74ypxfrd

S17keytable

S80sendmail

K36lisa

K95firstboot

S20random

S85gpm

K45named

S05kudzu

S24pcmcia

S90crond

# ls –l /etc/rc3.d/S56xinetd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6 Nov

4 19:57 /etc/rc3.d/S56xinetd ->

../init.d/xinetd

# /etc/init.d/xinetd
Usage: /etc/init.d/xinetd {start|stop|status|restart|condrestart|reload}

# /etc/init.d/xinetd status
xinetd (pid 1079) is running...

# /etc/init.d/xinetd restart
Stopping xinetd:

[ OK ]

Starting xinetd:

[ OK ]

# service xinetd stop
Stopping xinetd:

[ OK ]

# service xinetd start
Starting xinetd:

•xinetd

[ OK ]

作为系统一个独立的服务而运行，负责管理系统中一些不频繁使用的服务，这些服务程序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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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时才由 xinetd 服务负责启动运行，一旦完成服务请求服务程序结束运行，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对系
统资源的占用率。

•xinetd 的启动配置目录为/etc/xinetd.d，在该目录中 xinetd 管理的每个服务都有独立的配置文件，配置
文件的名称与服务名称相同，对如何启动该服务进行了设置。
# default: on
# description: The telnet server serves telnet sessions; it
# uses unencrypted username/password pairs for
# authentication.
service telnet
{
disable = no
flags

= REUSE

socket_type

= stream

wait

= no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elnetd

log_on_failure

+= USERID

}
Ntsy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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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

•查看服务启动状态
chkconfig --list [服务名称]
如果指定参数则显示该服务的启动状态，否则显示所有服务的启动状态。

•设置服务的启动状态
chkconfig --level 运行级别列表 服务名称 <on|off|reset>
运行级别列表可以指定多个运行级别

•设置 xinetd 管理的服务的启动状态
chkconfig 服务名称 <on|off|reset>

•设置了服务在某运行级别的启动状态后，在系统下一次进入该运行级别时才会生效，如果需要在系统
当前的运行级别中改变服务的运行状态，需要运行相应的服务脚本。

•对于受 xinetd 管理的服务，在改变了服务的启动状态后，需要重新启动 xinetd 服务使设置生效。
2.4.5 用户和组管理

•用户帐号文件/etc/passwd
•用户口令文件/etc/shadow
•组帐号文件/etc/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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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口令文件/etc/gshadow
用户帐号文件/etc/passwd 用于定义系统的用户帐号，不保存口令，所有用户都可以读这个文件。文
件中每行定义一个用户帐号，一行中又划分为多个字段定义用户帐号的不同属性，各字段间用“:”分隔，
形式如下所示：
account:password:UID:GID:GECOS:directory:shell

account

用户帐号名称，用户登录时使用的用户名

password

用户口令，出于安全的考虑，这里用字母 x 代替，
真正的密码保存在 shadow 文件中

UID

用户名，唯一表示某用户的数字

GID

用户所属的组号，对应 group 文件的 GID

GECOS

可选的用户信息说明字段，通常用于保存用户全
名的信息

directory

用户的 HOME 目录，用户登录后进入的默认目录

shell

用户所使用的 shell，如该字段为空则使用/bin/sh

用户口令文件/etc/shadow，只有 root 可读取

•第一个字段是用户的帐号名称
•第二个字段是加密以后的口令，如果是*或！！表示该帐号不可用于登录，如果为空，表示该帐号不需
要口令即可登录，如果口令密文之前有字符！表示该帐号被锁定，暂时不能用于登录。

•第三个字段以后的字段是关于口令的修改时间、有效期等时间信息。
添加用户

•useradd

用户名

在添加帐号后需使用 passwd 命令设置用户口令后，才可以使用此帐号进行登录

•在添加用户帐号时指定用户所属的组
useradd –g 组名 用户名

•显示 useradd 命令使用的默认值
useradd –D
默认值保存在文件/etc/default/useradd 中，内容如下：

33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GROUP=100
HOME=/home
INACTIVE=-1
EXPIRE=
SHELL=/bin/bash
SKEL=/etc/skel

•useradd [-u uid [-o]] [-g group] [-G group,...] [-d home]
[-s shell] [-c comment] [-m [-k template]]
[-f inactive] [-e expire ] [-p passwd] [-M] [-n] [-r]
name

•删除用户帐号
userdel 用户名

•删除用户帐号的同时删除用户 HOME 目录
userdel –r 用户名

•usermod

[-u uid [-o]] [-g group] [-G group,...]
[-d home [-m]] [-s shell] [-c comment]
[-l new_name] [-f inactive] [-e expire ]
[-p passwd] [-L|-U] name

•改变用户帐号名
usermod –l 新用户帐号名 当前用户帐号名

•锁定用户帐号，令其不能登录系统
usermod –L 用户帐号名

•解除用户帐号锁定
usermod –U 用户帐号名

•设置用户自己的口令
passwd

•设置指定用户的口令，只有 root 用户可以指定用户设置口令
passwd 用户名

•查询用户口令状态，只有 root 用户可以使用
passwd –S 用户名

•锁定用户帐号，只有 root 用户可以使用
passwd –l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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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用户帐号锁定，只有 root 用户可以使用
passwd –u 用户名

•删除用户口令，只有 root 用户可以使用
passwd –d 用户名

•chfn

设定指定用户的 finger 信息

•chsh

设置用户的登录 shell

•id

显示指定用户的 uid、gid 和用户所属组列表

•whoami
•groups

显示当前用户的名称

显示用户所属的组

•将当前用户转换成其他用户，root 用户可以不需口令即转换成任何用户，普通用户转换成其他用户时
要求输入新用户的口令
su 用户名

•转换用户并改变相应的环境变量（如 PATH）为新用户的设置
su - 用户名

•转换成 root 用户，要求输入 root 用户口令
su 或 su # redhat-config-users

识别 Linux 中的用户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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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命令显示当前主机中已登录的所有用户，以及用户当前正执行的命令。当指定用户名作为参数时，
显示该用户在系统中的登录信息。

•who 命令显示登录到系统中的所有用户的登录信息。
•id 命令显示指定用户的 uid 和 gid 信息。
•last 命令显示所有曾经和正登录在系统中的用户的信息。
执行 Linux 中的命令程序

•Linux 中命令程序与 Windows 系统中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命令程序没有特定的扩展名。在 Linux 中不
使用文件扩展名来标识可执行文件，而是通过对文件设置相应的可执行属性来确定该文件可执行。
# ls –l /bin/arch
-rwxr-xr-x

1 root

root

2644 Feb 25 2003 /bin/arch

•文件属性中的 x 设置了命令程序对于各类用户的执行属性。

•Linux

中可执行程序大致分为两类：二进制可执行程序和可执行脚本文件。二进制可执行程序是真正

包含可执行代码的程序文件，类似于 Windows 中的.com 和.exe 文件。可执行脚本文件类似于 Windows
中的.bat 文件，文件本身是文本文件，文件中包含了脚本命令。

•Linux 中可执行程序按功能和使用对象不同集中放置在几个目录下：
•Linux 中的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 PATH 环境变量，在该环境变量中设置了可执行命令的查找路径，当用
户仅仅输入命令名时，shell 环境会按照 PATH 变量设置的查找路径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查找要执行的程
序，直到找到命令后执行，如果未找到，则返回命令未找到的错误信息。下面是 root 用户 PATH 变量的
值：
# echo $PATH
/usr/local/sbin:/usr/local/bin:/sbin:/bin:/usr/sbin:/usr/bin:/usr/X11R6/bin:/root/bin

•当用户在 shell 提示符下输入命令并执行时，命令通常是在系统的前台运行的，在命令结束之前当前控
制台不能输入其他的任何命令。

•用户根据需要可以选择进程在前台运行、在后台运行或挂起到后台。在执行命令后加上&符号，则命
令就在后台执行，用户还可以在前台提示符下执行其他命令。

•在程序运行中如果需要暂时离开当前程序而去进行其他操作，可以使用 CTRL+Z 组合键把当前控制台
中运行的程序挂起到后台，用户将回到前台的 shell 提示符，后台挂起的进程将不进行任何操作。

•jobs 命令可以显示当前控制台中的后台进程。fg 命令用于恢复指定的后台进程到前台。bg 命令用于恢
复后台挂起的进程在后台执行。例如：
# jobs
[1]- Stopped

a1.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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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opped

a2.out

# fg 2
//a.out 恢复到前台运行
# bg 1
[1]- a1.out&
查看系统中的进程状态

•ps 显示当前控制台的进程
•ps –eaf 显示系统中所运行进程的详细信息。
•ps –aux 显示系统中所运行进程的详细信息，包括线程信息。
•top 实时显示 CPU 利用率、进程状态、内存利用率等许多系统信息。
•free 显示系统内存使用情况，包括内存总量、已使用内存数量、空闲内存数量等信息。
停止系统中的进程

•强制停止进程的运行
kill -9 进程号

•强制停止指定名称的进程
killall -9 进程名称

软件包管理
•RPM 包是 Linux 的各发行版本中应用最广泛的软件包格式之一。RPM 最早是由 RedHat 公司提出的软
件包管理标准，后来随着版本的升级又融入了许多其他的优秀特性，成为了 Linux 中公认的软件包管理
标准。

•RPM 包的名称有其特有的格式，如 cvs-1.11.2-10.i386.rpm，则 cvs 是软件的名称，1.11.2-10 是软件的
版本号，其中包括主版本号和次版本号，i386 是软件所运行的硬件平台，最后的 rpm 作为文件的扩展
名，代表文件的类型为 RPM 包。
查询 RPM 包

•查询系统中安装的所有 RPM 包：rpm –qa
•查询软件包是否已安装：

rpm –q 软件名称

•查询已安装软件包的描述信息：
•查询软件包中的文件列表：

rpm –qi 软件名称

rpm –ql 软件名称

•查询系统中文件所属的软件包：

rpm –qf 文件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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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RPM 包中的信息：

rpm –qp 软件包路径名

//查询 RPM 包中的软件名称
# rpm –qp ./cvs-1.11.2-10.i386.rpm
//使用 rpm –qp 命名同时可以配合-i 和-l 选项
//查询 RPM 包中软件的描述信息
# rpm –qpi cvs-1.11.2-10.i386.rpm
//查询 RPM 包中的文件列表
# rpm –qpl cvs-1.11.2-10.i386.rpm
rpm –i 软件包路径名
或
rpm –ivh 软件包路径名
-i 选项表示安装，-v 选项表示 verbose，在安装过程中将显示较详细的信息，-h 选项表示 hash，在安

装过程中将显示#来表示安装的进度。

•删除 RPM 包

：rpm –e 软件名称

•升级 RPM 包

：rpm –U 软件包路径名

•# redhat-config-packages

•这个包管理程序只能管理 RedHat 发布的 RPM 软件包。
TAR 包管理

•TAR 包是 UNIX 中标准的文件交换格式，使用 tar 命令进行 TAR 包的建立和恢复，TAR 包的后缀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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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tar”。

•tar 命令本身只进行文件的打包，不进行压缩，通常的做法是配合其他的压缩命令对 TAR 包进行压缩
和解压，tar 命令也提供了相应的选项直接调用其他命令的压缩解压功能。

•通常把需要备份的文件和目录使用 tar 命令打成一个 TAR 包，需要时再从 TAR 包进行恢复。
•TAR 包的另一个用途是用来安装第三方的程序，因为不是所有的软件都发布 RPM 包，但几乎所有的
软件都有 TAR 包的发布，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 TAR 包来进行安装了。

•建立 TAR 包
TAR 包文件名 所备份的文件或目录名

tar cvf

c 表示建立 TAR 包，v 表示显示更多提示信息，f 指定 TAR 包的文件名

•建立压缩的 TAR 包
1）tar zcvf

TAR 包文件名 所备份的文件或目录名

z 表示使用 gzip 程序进行压缩，TAR 包文件名文件名后缀应当是“.tar.gz”或“.tgz”
2）tar jcvf

TAR 包文件名 所备份的文件或目录名

j 表示使用 bzip2 程序进行压缩，TAR 包文件名文件名后缀应当是“.tar.bz”或“.tbz”或“.tar.bz2”或“.tbz2”

•释放 TAR 包
TAR 包文件名

tar xvf

TAR 压缩包文件名

tar zxvf
或

TAR 压缩包文件名

tar jxvf

•查询 TAR 包中的内容
tar tf
tar ztf

TAR 包文件名
TAR 压缩包文件名

或
tar jtf

TAR 压缩包文件名

网络配置

•主机名
•IP 地址
•网关地址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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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卡 IP 地址配置文件

•网卡 IP 地址配置文件位于目录/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中，文件名以 ifcfg-开始后跟网卡类型（以
太网卡用 eth 代表）加网卡的序号（从 0 开始）
。

•Linux

支持在一块物理网卡上绑定多个 IP 地址，需要建立多个网络配置文件，其文件名形式为

ifcfg-ethN:M，其中 M 和 N 都是相应的序号数字，如第一块以太网卡上的第一个虚拟网卡的配置文件名
为 ifcfg-eth0:0。

•所有的网卡 IP 地址配置文件都具有如下的类似格式，配置文件中每行进行一项内容设置，左边为项目
名称，右边为项目设置值，中间用=分割。配置文件中各项目含义如下：
项目

设置值

说明

DEVICE

Eth0

设备名称，第一块以太网卡为 eth0

ONBOOT

yes 或 no

设置系统启动时是否启动该设备

BOOTPROTO

none

启动协议，使用设置的 IP 地址时，需选择

IPADDR

192.168.0.1

该设备的 IP 地址

NETMASK

255.255.255.0

该设备的子网掩码

BROADCAST

192.168.1.255

广播地址，可以由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计算而得

NETWORK

192.168.1.0

网络地址，可以由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计算而得

GATEWAY

192.168.1.2

网关地址

•DNS 客户配置文件/etc/resolv.conf 指定系统使用的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最多可以指定 3 个有效的
DNS 服务器，使用 nameserver。

•除了指定 DNS 服务器之外，resolv.conf 还可以设置目前主机所在的域，使用 domain 关键字。
•下面是一个 resolv.conf 的例子：
nameserver 192.168.1.1
nameserver 192.168.1.2
nameserver 192.168.1.3
domain test.com

•在 Linux 中除了 DNS 外还可以使用 nis（Network Information Service）、hosts 文件等方式进行名称解析，
在同时使用多种方式进行名称解析时，需要设定一个顺序，按照该顺序依次使用各种方法进行解析。

•文件/etc/nsswitch.conf 中使用 hosts 关键字进行了名称解析顺序的设置，如下所示：
hosts: nis files dns

•hosts 文件/etc/hosts 作为名称解析的一种方法，进行名称解析时系统直接读取该文件中设置的 IP 地址
40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和主机名的对应记录。文件中每行一个记录，IP 地址在左，主机名在右，主机名部分可以设置主机名、
主机全域名、别名。
网络相关命令

•hostname 显示当前系统的主机名。
•设置系统主机名为指定的名称。
hostname 主机名

•ifconfig 显示当前活动的网卡设置
•ifconfig –a 显示系统中所有的网卡设置
•ifconfig

网卡设备名显示指定网卡的设置

•ifconfig

网卡设备名 up/down

启动/停止指定的网卡

•ifconfig

网卡设备名 IP 地址

设置网卡的 IP 地址
注意：该命令只能临时修改网卡的 IP 地址

•route 不带任何参数用于显示系统当前的路由信息。
•添加删除路由信息
route add –net 网络地址 netmask 子网掩码 dev 网卡设备名
route del –net 网络地址 netmask 子网掩码

•添加删除默认网关
route add default gw 网关 IP 地址 dev 网卡设备名
route del default gw 网关 IP 地址

//设置 eth0 的虚拟 IP 地址
# ifconfig eth0:0 10.0.0.1
# route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192.168.1.0

*

255.255.255.0

U

0

0

0 eth0

10.0.0.0

*

255.0.0.0

U

0

0

0

eth0

127.0.0.0

*

255.0.0.0

U

0

0

0

lo

//路由表中自动添加了 10.0.0.0 网路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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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oute del 命令删除该路由
# route del –net 10.0.0.0 netmask 255.0.0.0
# route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192.168.1.0

*

255.255.255.0

U

0

0

0

eth0

127.0.0.0

*

255.0.0.0

U

0

0

0

lo

//使用 route add 命令添加被删除的路由
# route add –net 10.0.0.0 netmask 255.0.0.0 dev eth0
# route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192.168.1.0

*

255.255.255.0

U

0

0

0

eth0

10.0.0.0

*

255.0.0.0

U

0

0

0

eth0

127.0.0.0

*

255.0.0.0

U

0

0

0

lo

•ping 命令是最常用的网络测试命令，该命令通过向被测试的目的主机地址发送 ICMP 报文并收取回应
报文，来测试当前主机到目的主机的网络连接状态。

•ping 命令默认会不断地发送 ICMP 报文直到用户终止该命令，使用-c 选项并指定相应的数目，可以控
制 ping 发送报文的数量。使用-i 选项可以指定发送两个报文之间的等待时间，默认的是 1 秒。使用-f
选项使 ping 以潮水模式运行，发送两个报文之间没有等待时间。

•为了防备潮水攻击，有的主机丢弃收到的 ICMP 报，比如许多防火墙就有这个功能，这时 ping 这些主
机是不通的。

•nslookup 命令用于使用系统特定的 DNS 服务器解析域名，使用该命令可以测试 DNS 服务器是否工作
正常。

•nslookup 命令有两种使用方式：交互查询方式和命令行查询方式。
•直接输入 nslookup 命令，进入交互查询方式，接着可以输入待查询的域名或 IP 地址。
•命令行查询的格式是：
•nslookup

主机域名|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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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Hat Linux 9 提供了简单易用的网络配置工具 netconfig，该程序运行于字符界面下，采用基于字符
的窗口界面，可以使用其完成最基本的网络配置。

•使用 netconfig 程序进行网络配置后只是修改了相应的网络配置文件，并没有使新的配置在当前系统生
效，需要重新启动网络服务。
#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 redhat-config-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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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类型

•Ext2 和 Ext3
•swap
•vfat
•NFS
•ISO9660
•日志文件系统
磁盘分区

•RedHat Linux 9 提供了 fdisk 命令用于对硬盘进行分区。
# fdisk /dev/had

•Fdisk 交互模式下，子命令 n 创建一个新的分区，分区类型默认是 Linux 分区，子命令 t 可以改变分区
的类型，子命令 d 删除一个分区。

•硬盘中的分区建好之后就需要在分区上建立文件系统了，即所谓格式化分区，只有在分区中建立了相
应的文件系统，分区才能够用于保存文件。RedHat Linux 9t 提供了 mkfs 命令用于建立文件系统，命令
格式是：
mkfs [ -V ] [ -t fstype ] [ fs-options ] filesys [ blocks ]
其中，fstype 指定要创建的文件系统类型，filesys 为分区的设备名。

•只有把文件系统安装（有些人则习惯称为挂载）到系统中的某个目录下，才能够使用该文件系统中的
文件。使用 mount 命令可以安装系统可识别的所有文件系统。

•mount 命令不指定任何参数，用于显示当前系统中已安装的文件系统的信息。
•把指定的设备安装到指定的目录
mount 设备文件名 安装点目录

•umount 命令可以卸载系统中已经被安装上的文件系统，命令格式是：
umount 设备文件名 | 安装点目录
要求被卸载文件系统中的文件都没有被使用，也没有进程处于该文件系统的目录下。

•命令 fuser 可以用于显示出正在使用文件系统的进程，用法是：
fuser 安装点目录

•对于系统运行必须使用或系统中长期使用的文件系统，需要设置其在系统启动后自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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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的自动安装是通过配置/etc/fstab 文件实现的。
•在 RedHat Linux 9 启动过程中，init 进程会自动读取文件/etc/fstab 的配置内容，并安装相应的文件系统。

所以只要在 fstab 文件中加入相应的设置行就可以使系统在启动后自动安装指定的文件系统。
•下面是一个 fstab 内容的例子：

LABEL=/

/

ext3

defaults

11

LABEL=/boot

/boot

ext3

defaults

12

none

/dev/pts

devpts

gid=5,mode=620

LABEL=/home

/home

none

/proc

none

ext3

00

defaults

12

proc

defaults

00

/dev/shm

tmpfs

defaults

00

/dev/sda5

swap

swap

/dev/cdrom

/mnt/cdrom

udf,iso9660 noauto,owner,kudzu,ro 0 0

/dev/fd0

/mnt/floppy

auto

defaults

00

noauto,owner,kudzu

00

Linux 的系统目录结构

•在 Linux 中使用树形目录结构，系统中只有一个根目录，而不象 Windows 那样对每个分区都有一个根
目录。Linux 系统的目录树以根目录为起点，系统中所有的分区都被安装在目录树的某个目录中。RedHat
Linux 9 采用标准的目录结构，从根目录开始每个目录都用于存放特定类型的文件。

•/bin
•/boot
•/dev
•/etc
•/home
•/mnt
•/root
•/sbin
•/tmp
•/usr
•/var
•光盘驱动器的设备文件/dev/cdrom
•mount –t iso9600 /dev/cdrom /mnt/cdrom
•umount /dev/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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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盘安装期间，光盘驱动器将被锁定，即使按光驱按钮也不能弹出光盘（Windows 中无此限制），所
以在拿不出光盘时应当先检查一下光盘此时是否正被安装上。

•RedHat

Linux 9 中，将光盘放入光驱时，系统能够自动检测到，并自动安装，这时在桌面上将出现一

个光盘的图标，双击该图标即打开光盘，鼠标右键单击图标可以卸载或弹出光盘。

•软盘的设备文件名是/dev/fd0。
•常见的 USB 存储设备包括 U 盘和 USB 硬盘，通常不需要安装专门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在 Linux 中正常
读取。但是由于 USB 存储设备的标准并不是非常统一，在 Linux 中不能保证所有的 USB 设备都能正常
使用。

•在 Linux 中把 USB 存储设备作为 SCSI 设备对待，用户可以象使用 SCSI 存储设备（如 SCSI 硬盘）一
样使用 USB 存储设备。

•在 Linux 中所有的 SCSI 设备进行统一的设备文件编号命名，不论其具体的硬件类型是硬盘、光盘还是
USB 存储设备。

•所有 SCSI 设备的设备文件名总是以 sd（scsi disk）开始，后面按照 SCSI 设备的 ID 号按顺序从英文字
母 a 开始顺序命名，如/dev/sda、/dev/sdb 等。

•对于 SCSI 设备可以进行分区，如 SCSI 硬盘、USB 活动硬盘等设备，在 SCSI 设备的设备文件名后增
加相应的数字代表相应的分区，如/dev/sda1 是第一个 SCSI 设备上的第一个主分区。硬盘中的逻辑分区
编号从 5 开始，因此第一个 SCSI 设备上的第一个逻辑分区是/dev/sda5。

•在使用

/dev/sda

第一个 SCSI 设备

/dev/sdb

第二个 SCSI 设备

/dev/sda1

第一个 SCSI 设备上的第一个主分区

/dev/sda2

第一个 SCSI 设备上的第二个主分区

/dev/sda5

第一个 SCSI 设备上的第一个逻辑分区

/dev/sda6

第一个 SCSI 设备上的第二个逻辑分区

mount 命令安装 USB 存储设备之前需要确定所使用的设备标号，即该设备是系统中的第几个

SCSI 设备，要安装的分区是设备的第几个分区。可以用命令 fdisk –l /dev/sd[a-z]来显示 SCSI 设备的分
区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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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确定 SCSI 设备的 ID 号，可以使用命令 fdisk

–l 列出系统中所有的盘设备，根据显示出的这

些设备的属性，不难确定 U 盘/移动硬盘的设备名。

# fdisk –l /dev/sdb
Disk /dev/sdb: 65 MB, 65536000 bytes
18 heads, 32 sectors/track, 222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576 * 512 = 294912 bytes
Device Boot
/dev/sdb1

Start

*

End
1

Blocks

223

Id System

63952

6 FAT16

Partition 1 has different physical/logical endings:
phys=(974, 17, 32) logical=(222, 1, 32)

•命令 mount –t vfat /dev/sdb1 /mnt/usbdisk 安装第一个 U 盘分区。
•注意：目前 Linux 只能读取 fat 分区格式，不支持 NTFS 分区格式。
远程登录

•telnet 服务由于安全性方面的缺陷（明文传输数据，包括用户名和口令），正逐渐被 SSH 所取代。RedHat
Linux 9 中默认使用 SSH 服务而不是 telnet 服务。

•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启动 telnet 服务：
# chkconfig telnet on
# service xinetd restart

•当 telnet 服务器配置好之后，无论从 Linux 主机还是 Windows 主机都可以使用 telnet 命令连接服务器。
•Linux 中默认地不允许 root 用户直接远程登录。如果确实要取消这个限制，可以在/etc/securetty 中增加
允许 root 用户直接远程登录的终端设备名，或者直接删除这个文件。不推荐上面的处理，用户可以先
以普通用户身份登录系统，然后再 su 成 root 用户。

•SSH（Secure SHell）实现了与 Telnet 服务类似的功能，可以实现字符界面的远程登录。SSH 采用了密
文的形式在网络中传输数据，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安全级别，是 Telnet 服务的安全替代品。

•RedHat Linux 9 默认安装了 OpenSSH，OpenSSH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是/etc/ssh/sshd_config，配置命令很
多，但大部分都不需要配置，保持默认值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下面的命令启动 SSH 服务：
# service sshd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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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下使用命令 ssh 连接 SSH 服务器。命令格式是：
ssh [-l login_name] hostname | user@hostname

•例如：
# ssh root@192.168.1.66
The authenticity of host '192.168.1.65 (192.168.1.65)' can't be established.
RSA key fingerprint is cb:c1:49:7f:e5:77:77:b2:08:4d:77:e3:97:79:bf:9b.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connecting (yes/no)? yes
Warning: Permanently added '192.168.1.65' (RSA) to the list of known hosts.
//第一次 ssh 登录某个主机时需要确认密钥
root@192.168.1.65's password:
Last login: Wed Mar 17 22:45:03 2004 from 192.168.1.65

•由于 SSH 协议采用加密数据传输，相对比较安全，所以允许 root 用户直接进行登录，这与传统的 telnet
不同。

•scp 命令类似于 rcp 命令，用于把一台主机上的文件复制到另一台主机，由于 scp 命令使用 ssh 协议进
行数据传输，所以比 rcp 命令安全。scp 命令中源文件所在的主机必须运行 SSH 服务。

•scp 命令的源文件格式为“用户名@主机名:文件全路径名”。
•例如：
# scp root@192.168.1.66:/etc/passwd .
root@192.168.1.66’s password:
passwd

100% |***************| 1275

00:00

•sftp 命令类似于 ftp 命令，用于从服务器下载文件，由于 sftp 命令使用 ssh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所以比
ftp 命令安全。sftp 兼容 ftp 的大多数命令，易于使用。

•使用 sftp 命令登录的服务器主机需要运行 OpenSSH 服务器、sftp 服务器。sftp 服务器 sftp-server 是作
为 OpenSSH 服务器的子系统存在的，在配置文件/etc/ssh/sshd_config 中必须有下面这样一行：
Subsystem

sftp

/usr/libexec/openssh/sftp-server

•Windwos 下支持 SSH 协议的软件都可以作为 SSH 客户端软件来使用。
•自由软件 PuTTY 可以作为 Windows 下运行的 SSH 客户端登录软件。
•CuteFTP pro 是支持 sftp 的图形客户端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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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登录设置
•运 行 在 运 行 级 别

5 的系统是允许用户以图形的方式远程登录的。为此，需要将配置文件

/etc/X11/gdm/gdm.conf 中[xdmcp]配置段的 Enable=false 改成 Enable=true，然后重新启动系统，就可以运
行用户以图形的方式远程登录了。gdm 是 gnome desktop manager，即 GNOME 桌面管理的缩写。

•Xmanager 是 Windows 下一个优秀的图形远程登录软件。
# gdmsetup

FTP 服务器配置

•RedHat Linux 9 自带了 ftp 服务器程序 vsftpd。vsftpd 既可以以独立方式运行，也可以由 xinetd 进行管
理。默认的以独立运行方式启动。
# service vsftpd start

•如果要令 vsftpd 在系统启动后自动运行，使用命令能够
# ntsysv
选择 vsftpd。

•vsftpd 的默认设置如下：
1）允许匿名用户和本地用户登录。
2）匿名用户的登录名为 ftp 或 anonymous，口令为一个 Email 地址。

49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3）匿名用户不能离开匿名服务器目录/var/ftp，且只能下载不能上传。
4）本地用户的登录名为本地用户名，口令为本地用户口令。
5）本地用户可以离开 HOME 目录切换至有权访问的其他目录，其在权限许可时上传下载。
6）写在文件/etc/vsftpd.ftpusers 中的本地用户禁止登录，如 root。
7）要使用户在下载文件时能够续传文件，必须保证文件对其他用户有读的权限。否则，当续传时不能
读取已传的服务器上的文件。

•/etc/vsftpd.ftpusers

指定哪些用户不能访问 FTP 服务器

•例如，要允许 root 用户 ftp，可以在该文件中屏蔽 root 行（前加#）,不需要重启服务，立刻就能起作用。
NFS

•NFS 即网络文件系统，是 Linux 主机间通过网络进行文件共享的网络协议。

•文件/etc/exports 用于配置 NFS 服务器所提供的共享目录。Exports 文件默认为空，没有配置任何的共
享目录，这也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即使系统启动 NFS 服务也不会提供任何的共享。

•如果需要在 NFS 服务器中输出某个目录来共享，要先在 exports 文件中进行相应的设置。
•exports 文件中每行设置一个共享目录，格式如下所示：
要输出的共享目录

客户端主机地址（设置选项）

•例如：
/home/share

*(sync,ro)

客户端主机地址可以采用下面这些形式
192.168.1.19

指定 IP 地址

nfsclient.test.com

指定域名

192.168.1.0/24

指定网段中的所有主机

*.test.com

指定域中的所有主机

*

所有主机

•设置选项放在括号中，多个设置选项之间用逗号分隔。设置选项有很多，常用的有下面几个
sync

设置 NFS 服务器同步写磁盘，这样不会轻易丢
失数据，NFS 服务器建议使用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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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

设置输出的共享目录只读

rw

设置输出的共享目录只写

no_root_squash

不把来自客户端 uid/gid 为 0 的请求转换成匿名
uid/gid

•exportfs 命令用于维护当前主机中 NFS 服务器的输出目录列表。
•exportfs –rv
使 NFS 服务器重新读取 exports 文件中的设置，该命令可以在改变 exports 文件设置后，使设置在当
前 NFS 服务器中生效，而不需要重新启动 NFS 服务器。

•exportfs –auv
停止所有目录的输出

•exportfs –av
输出所有共享目录

•在对 exports 文件进行了正确的配置后，就可以启动 NFS 服务器了。
•为了使 NFS 服务器能够正常工作，需要启动 portmap 和 nfs 两个服务，并且 portmap 一定要先于 nfs 启
动。
# service portmap start
# service nfs start

•停止 NFS 服务器时，先停止 nfs 服务，再停止 portmap 服务。如果系统中有其他服务（如 NIS 服务）
需要 portmap 服务，则不停止 portmap 服务。
# service nfs stop
# service portmap stop

•可以设置系统在指定的运行级别自动启动 portmap 和 nfs 服务
# chkconfig --level 35 portmap on
# chkconfig --level 35 nfs on

•# redhat-config-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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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edHat Linux 9 中使用 mount 命令可以把网络中 NFS 服务器的共享目录安装到本机的文件系统中，
就像使用本地文件系统中的目录一样使用 NFS 安装目录。

•安装命令格式：
mount NFS 服务器地址:共享目录 本地安装目录

•卸载命令
umount

NFS 服务器地址:共享目录|本地安装目录

•显示当前主机安装的 NFS 目录
mount|grep nfs

•显示 NFS 服务器的输出共享目录
showmount –e

NFS 服务器地址

Samba

•SMB（Server Message Block 服务信息块）协议提供了在网络上不同计算机之间共享文件、打印机和不
同通信资料的手段，是 Windows 网络文件和打印共享的基础。

•Samba 是一组软件包，使 Linux 支持 SMB 协议，安装了 Samba 后，就可以直接而方便的在 Linux 和
Windows 之间共享资源了。

•修改默认的全局配置参数，如服务器名、工作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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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符号链接组织本地共享资源
•为所有用户配置只读共享和读写共享
•为指定用户或组配置 samba 共享
详见《Linux 系统管理.doc》

Linux 安全设置

•PAM 模块介绍
•取消不必要的服务

↑

•防火墙设置
•健壮的口令和用户权限限制
•SSH
PAM 模块

•Linux PAM，即 Pluggable Authentication Modules for Linux，中文名称为 Linux 可插拔认证模块。PAM
使用一套共享库，使系统管理员可以选择应用程序如何对用户进行认证。

•PAM 包通常不需要手工安装，在安装 RedHat Linux 9 的过程中已经正确地安装和配置了 PAM。
•PAM 的配置文件放置在目录/etc/pam.d 中，在该目录下，需要对用户进行验证的每个应用程序都拥有
一个与自身同名的 PAM 配置文件（目录中存在哪些文件与已经安装的软件包有关）。所有其他（没有独
立 PAM 配置文件）的应用程序需要进行用户认证时，使用 other 文件的 PAM 配置。

•所有

PAM 配置文件都具有相同的格式，配置文件的每一行都可由 type、control、modules-path、

modules-arguments 四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用空格分隔。下面是 login 的 PAM 配置文件内容：
auth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securetty.so

auth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stack.so service=system-auth

auth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nologin.so

account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stack.so service=system-auth

password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stack.so service=system-auth

session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stack.so service=system-auth

session

optional

/lib/security/pam_console.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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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标记 type 告诉 PAM 当前行的模块应用于哪类认证。同一类型的模块可以叠加，即对同一类型可
以通过多个模块对用户进行认证。PAM 支持 4 种类型的标记：
acount

验证用户帐号是否被允许访问服务，如用户帐号
令是否过期等

auth

验证用户身份，一般通过口令进行验证

password

模块用户改变验证身份的机制，通常为改变口令

sessio

在用户通过验证之前／之后需要进行的内容，包
括安装／制裁用户／HOME 目录，记录用户登录／
登出日志，限制／解除用户访问服务

•login 的 PAM 配置文件中对每一类型标记的认证至少有一行设置，因为 login 程序用于允许某用户登录，
所以它需要访问不同类型标记的认证。

•控制标记告诉 PAM 如何对待模块认证失败的情形。PAM 支持 4 种类型的控制：
rquisite

模块认证失败导致立即拒绝用户认证

rquired

模块认证失败导致拒绝用户认证，但在拒绝之前 PAM
仍将调用所有其他的模块

sufficient

如果认证通过，PAM 将准予用户认证，即使之前的
required 类型的模块认证失败

optional

模块认证结果是否决定用户认证通过，取决于该模块
是否为同一类型的唯一模块，即该类型标记如果有其
他模块，则此模块的认证结果是无关紧要的。

•模块路径 modules-path
模块路径告诉 PAM 使用哪个模块以及模块的路径，如未给出模块路径，PAM 会在默认的模块目录
/lib/security 中查找。PAM 的模块文件是.so 文件，模块名称均以 pam_开头。

•模块参数 modules-arguments
模块参数用于给模块传递参数。每个模块都可以有自己的参数，如果不需要参数可以为空。

•配置健壮的/etc/pam.d/other 文件
/etc/pam.d/other 文件是一个特殊的 PAM 配置文件，所有没有自身的 PAM 配置文件但又需要通过 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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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用户验证的程序都会使用 other 文件中的配置。因此 other 文件的设置对于整个系统得安全是至关
重要的，一个配置不当的 other 文件会对系统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RedHat Linux 9 的 other 文件采用了
较严格的安全策略——默认拒绝。

•下面是 other 文件的内容：
auth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deny.so

account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deny.so

password required

/lib/security/pam_deny.so

session

/lib/security/pam_deny.so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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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嵌入式 linux 开发
3.1 开发环境和常用开发工具
3.1.1 VI 简介
Unix 下的全屏幕可视化编辑器
由于其源代码不可获得，衍生了许多克隆版本 nvi、elvis、vile、VIM...
vi 的操作模式

vi 的常用命令
命令

说明

功能键

H

向左移一个字符

←

I

向右移一个字符

→

J

向上移一个字符

↑

k

向下移一个字符

↓

0

移至该行之首

Home

$

移至该行之末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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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移至窗口的第一行

M

移至窗口的中间那行

L

移至窗口的最后一行

G

移至该文件的最后一行

nG

移至该文件的第 n 行

Ctrl+f

向后翻一页

PageDown

Ctrl+b

向前翻一页

PageUp

^

移至该行的第一个非空白字
符处

x

删除光标后的字符

X

删除光标前的字符

dd

删除光标所在的行

ndd

删除包括光标所在行的 n 行

Delete

文本
r

修改光标所在字符

R

进入替换状态，直到按 Esc Insert
回到命令模式为止

s

删除光标所在字符，并进入
输入模式

S

删除光标所在的行，并进入
输入模式

u

恢复刚才被修改的文本

U

恢复光标所在行的所有修改

.

重复上一次命令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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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复制当前行至编辑缓冲区

nY

复制当前行开始的 n 行至编辑缓冲区

p

将编辑缓冲区的内容粘贴到光标后的一行

P

将编辑缓冲区的内容粘贴到光标前的一行

a

从光标所在位置后面开始新增文本

A

从光标所在行最后面的地方开始新增文本

i

从光标所在位置前面开始插入文本

I

从光标所在列的第一个非空白字元前面开始插入
文本

o

在光标所在列下新增一行并进入输入模式

O

在光标所在列上方新增一行并进入输入模式

:q

结束编辑

:q!

强制离开 vi，放弃存盘

:w

存盘

:w filename

将编辑内容保存为名为 filename 的文件

:wq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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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GNU 编译链
GNU Binutils
GNU Binutils 的主要工具有两个，一个是连接程序 ld，另外一个是汇编程序 as。其主要目的是为
GNU 系统，提供汇编和连接工具。
GNU GCC
GCC 主要是为 GNU 系统提供 C 编译器。现在支持多种语言，这其中包括 C/C++、Fortran、Java、
Objective-C、甚至还有 Ada。
GNU GLibc
用于定义系统调用和其它一些基本的函数调用。

gcc 基本的用法
gcc 最基本的用法是∶
gcc [options] [filenames]
基本参数说明：
-E：只进行预处理
-S：只进行编译；产生汇编代码
-c：只编译、汇编，不连接成为可执行文件，编译器只是由输入的.c 等源代码文件生成.o 为后
缀的目标文件，通常用于编译不包含主程序的子程序文件
-o output_filename：确定输出文件的名称为 output_filename，同时这个名称不能和源文件
同名。如果不给出这个选项，gcc 就给出预设的可执行文件 a.out
-v：打印程序的编译过程，以及编译器的版本
-g：产生符号调试工具(GNU 的 gdb)所必要的符号资讯，要想对源代码进行调试，必须加入这
个选项
-o：对程序进行优化编译、连接
-O2：比-O 更好的优化
-Dmacro 或-Dmacro=defn 其作用类似于源程序里的#define。

-Idirname：将 dirname 所指出的目录加入到程序头文件目录列表中，是在预编译过程中使用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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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C 程序中的头文件包含两种情况∶
A)#include <>
B)#include “myinc.h”
其中，A 类使用尖括号(< >)，B 类使用双引号(“ ”)。对于 A 类，预处理程序 cpp 在系统预设
包含文件目录(如/usr/include)中搜寻相应的文件，而对于 B 类，cpp 在当前目录中搜寻头文件，这个
选项的作用是告诉 cpp，如果在当前目录中没有找到需要的文件，就到指定的 dirname 目录中去寻找。
在程序设计中，如果我们需要的这种包含文件分别分布在不同的目录中，就需要逐个使用-I 选项给出搜
索路径

-Ldirname：将 dirname 所指出的目录加入到程序函数档案库文件的目录列表中，是在连接过程
中使用的参数。在预设状态下，连接程序 ld 在系统的预设路径中(如/usr/lib)寻找所需要的档案库文
件，这个选项告诉连接程序，首先到-L 指定的目录中去寻找，然后到系统预设路径中寻找，如果函数库
存放在多个目录下，就需要依次使用这个选项，给出相应的存放目录

-lname：在连接时，装载名字为“libname.a”的函数库，该函数库位于系统预设的目录或者由
-L 选项确定的目录下。例如，-lm 表示连接名为“libm.a”的数学函数库

下面是 gcc 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文件列表:
file.c: C 源文件,被 gcc 预处理和编译
file.C

C++源文件，被 gcc 预处理和编译

file.cc C++源文件、被 gcc 预处理和编译
file.cxx: C++源文件、被 gcc 预处理和编译
file.i:

预处理后的 C 源文件,被 gcc 编译

file.ii:

预处理后的 C++源文件，被 gcc 编译

file.s:

汇编语言源文件，被 as 汇编

file.S

汇编语言源文件，被 as 预处理和汇编

file.o:

编译后的目标文件，传统给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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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a:

静态目标文件库，传送给 ld

gcc 常用方式
gcc [选项] 源文件 [目标文件]
$gcc hello.c –o hello
$gcc –c hello.cpp –o hello.o
$gcc myapp.c –L /home/silver/lib –I /home/silver/include –lnew –o myapp

生成静态库
静态库也称档案库，在此档案文件中实际上是收集了一系列的目标文件。这些目标文件就是由
cc(gcc)函数的源代码编译生成的。因此，静态库的生成方法实际上可以分成两步：
1.将各函数代码所在的源文件编译成目录文件。例如，对于 myfunc.c，可以用如下命令将其编译成
目标文件：
gcc -c myfunc.c
当然在有多个源文件时，只需在 gcc 命令行中将其分别列上就可以了。经此一步我休养将能够得到各源
文件的目标文件。对上例，将得到 myfunc.o
2.将各目标文件收集起来放到一个静态库文件中。这主要借助于 ar 命令完成，如：
ar r ~/lib/libtest.a myfunc.o

创建和使用共享库
特殊的编译和连接选项
-fpic 选项产生位置独立的代码。由于库是在运行的时候被调入，因此这个选项是必需的，因为在编译
的时候，装入内存的地址还不知道。如果不使用这个选项，库文件可能不会正确运行。
-shared 选项告诉编译器产生共享库代码。
gcc -share -fpic myfunc.c -o myfunc.so
使用时可以把库文件拷贝到 /etc/ld.so.conf 中列举出的任何目录中，并以 root 身份运行
ldconfig；
或者运行 export LD_LIBRARY_PATH='pwd'，它把当前路径加到库搜索路径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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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Make 与 makefile
Make 介绍
Make 是 unix/linux 下常用大型项目维护程序，使可执行文件的内容保持和原始文件的一致性，因
其依循 唯有变动才需重新编译连结的方式，由各文件之间「依存关系」自动去编译连结，如此可省下
了宝贵的时间和系统资源。
make 命令执行时，需要一个 Makefile 文件，以告诉 make 命令需要怎么样的去编译和链接程序。
Make 工作原理是：
1）如果一个工程没有编译过，那么我们的所有 C 文件都要编译并被链接。
2）如果这个工程的某几个 C 文件被修改，那么我们只编译被修改的 C 文件，并链接目标程序。
3）如果这个工程的头文件被改变了，那么我们需要编译引用了这几个头文件的 C 文件，并链接目标程
序。
Makefile 编写的大致规则。
target ... : prerequisites ...
command..
target 也就是一个目标文件，可以是 Object File，也可以是执行文件。还可以是一个标签（Label），
对于标签这种特性，在后续的“伪目标”章节中会有叙述。
prerequisites 就是，要生成那个 target 所需要的文件或是目标。
command 也就是 make 需要执行的命令。
（任意的 Shell 命令）
一个示例
edit : main.o kbd.o command.o display.o \
insert.o search.o files.o utils.o
cc -o edit main.o kbd.o command.o display.o \
insert.o search.o files.o utils.o
main.o : main.c defs.h
cc -c main.c

kbd.o : kbd.c defs.h command.h
cc -c kb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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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o : command.c defs.h command.h
cc -c command.c
display.o:display.c defs.h buffer.h
cc -c display.c
insert.o : insert.c defs.h buffer.h
cc -c insert.c
search.o : search.c defs.h buffer.h
cc -c search.c
files.o : files.c defs.h buffer.h command.h
cc -c files.c
utils.o : utils.c defs.h
cc -c utils.c
clean :
rm edit main.o kbd.o command.o display.o \
insert.o search.o files.o utils.o

Make 的工作过程
1、make 会在当前目录下找名字叫“Makefile”或“makefile”的文件。
2、如果找到，它会找文件中的第一个目标文件（target），在上面的例子中，他会找到“edit”这个文
件，并把这个文件作为最终的目标文件。
3、如果 edit 文件不存在，或是 edit 所依赖的后面的 .o 文件的文件修改时间要比 edit 这个文件新，
那么，他就会执行后面所定义的命令来生成 edit 这个文件。
4、如果 edit 所依赖的.o 文件也存在，那么 make 会在当前文件中找目标为.o 文件的依赖性，如果找到
则再根据那一个规则生成.o 文件。（这有点像一个堆栈的过程）
5、当然，你的 C 文件和 H 文件是存在的啦，于是 make 会生成 .o 文件，然后再用 .o 文件生命 make
的终极任务，也就是执行文件 edit 了。否则 make 会退出。

3.1.4 交叉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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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开发的过程

GCC 交叉编译器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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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取得 Binutils、GCC、Glibc 源码。
第 2 步，配置并编译 Binutils 取得我们所需要的汇编和连接程序。
第 3 步，配置并编译 GCC 源码生成 GCC 编译器。一般是 C 编译器首先生成，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在结合
下一步生成的 Glibc 的 C 函数库，再编译生成其它编译器。
第 4 步，配置 Glibc 并编译生成 Glibc 的 C 函数库。
第 5 步，再次配置和编译 GCC 源码，生成其它语言的编译器，如 C++编译器等。

3.1.5 GDB 调试器
gdb 简单使用

要调试的程序需要带有调试信息，使用 gcc 编译的时候要加上-g 参数(如果是使用 configure 生成
Makefile，则使用命令 CFLAGS=-g ./configure，这样 make 的时候 gcc 就会加上-g 参数，具体参
考./configure --help 显示的与编译相关的部分)
1.启动
gdb --启动 gdb
file program --加载可执行文件
gdb program --启动的同时加载可执行文件
gdb program core --start with a executable program and a core file specified
gdb program 1234 --attach gdb to process 1234,if you want to debug a running process(unless
you also have a file named "1234",gdb dose check for a core file first)
2.设断点
break 可缩写为 b
`break FUNCTION'
`break +OFFSET'
`break -OFFSET'
`break LINENUM'
`break FILENAME: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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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ADDRESS'
`break ... if COND'
`rbreak REGEX'
3 清除断点
`clear'
`clear FUNCTION'
`clear FILENAME:FUNCTION'
`clear LINENUM'
`clear FILENAME:LINENUM'
`delete [breakpoints] [RANGE...]'
4 关闭和打开断点
`disable [breakpoints] [RANGE...]'
`enable [breakpoints] [RANGE...]'
`enable [breakpoints] once RANGE...'
`enable [breakpoints] delete RANGE...'
5 执行程序
执行前的设置
set args 参数 --设置程序的命令行参数
set args --将参数设为空，也就取消了参数的设置
show args

path 目录 --add the directory to the front of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that will be passed
to you program
show path

show env(environment) [varname]
set env(environment) varname[=value]
unset env va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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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目录 --set the gdb working directory to 'directory'
pwd --print the gdb working directory

r(run) --启动可执行程序，停在断点处(括号中是对应操作的完整命令，下同，当然使用缩写方便)
s(step) --单步执行一行，跳入函数内部
n(next) --单步执行一行，不跳入函数内部
finish --一直运行到函数返回
u(until) --运行到某一行
c(continue) --继续执行
6 查看
bt(backtrace) --查看函数的调用堆栈
p(print) 表达式 --查看变量，表达式的值，如果是赋值表达式，可为变量赋值，具体查看 info gdb
相关节点
p /f expr --f 指定显示的格式，expr 指定要查看的表达式(表达式所含的变量可以是全局变量和当前
调用堆栈上的变量)
显示的格式有：
x 将表达式的值作为整型，并以 16 进制显示
d 有符号整型，10 进制
u 无符号整型，10 进制
o 8 进制
t 2 进制
a 显示指定地址的信息(此时 expr 为内存地址)
c 字符
f 浮点数

display --显示当前的自动显示列表
display expr --将 expr 加入自动显示列表，程序每次停止执行的时候会自动显示 expr 的值
display /f expr --以指定的格式自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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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isplay dnums --移除第 dnums 个自动显示表达式
delete display dnums --同 undisplay dnums
7 显示源代码
l(list) --显示当前行附近的源代码
`list LINENUM'
Print lines centered around line number LINENUM in the current
source file.
`list FUNCTION'
Print lines centered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function FUNCTION.
`list -'
Print lines just before the lines last printed.
8 退出
q(quit)
ctrl-d
9 执行 shell command 而不退出 gdb
shell command
执行 make 命令不需要加 shell，因为对编成来说 make 太常用
10

执行上一条命令

按回车键(run 不会通过这种方式重复执行，l(list)会向下滚动的显示源代码，而不是重复显示一样的
代码)
按 tab 键会自动补齐命令，按方向上下键会显示前一次或后一次执行过的命令
11

查看 gdb 命令的帮助

help --列出 help 的使用方法
help 命令 --显示命令的意思或使用方法

3.2 嵌入式 linux 内核编译
3.2.1 内核源代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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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子目录包含了建立内核代码时所需的大部分包含文件，这个模块利用其他模块重建内核。
/init 子目录包含了内核的初始化代码，这是内核工作的开始的起点。
/arch 子目录包含了所有硬件结构特定的内核代码。如：i386,arm
/drivers 子目录包含了内核中所有的设备驱动程序，如块设备和 SCSI 设备。
/fs 子目录包含了所有的文件系统的代码。如:ext2,vfat 等。
/net 子目录包含了内核的连网代码。
/mm 子目录包含了所有内存管理代码。
/ipc 子目录包含了进程间通信代码。
/kernel 子目录包含了主内核代码。

3.2.2 内核编译步骤
关于内核版本号
通常，内核源代码树以一个名为 linux- X.X.XX.tar.gz 的文件出现，X.X.XX 为
内核的版本号分为三部

分（以

内核的版本号。

2.4.20 为例）：

主版本号：此内核是 2 。它表明对内核的重大改进，很少改变。
次版本号：此内核是 4。它表明内核的稳定性。偶数号（如 0、2、4 、6 等）的内核是稳定的产品版本。
而奇数号(如 1、3、5 等)的内核是处于开发过程中的内核，一般包含着最近开发的试验性代码，它不太
稳定，有时可能包含着致命的错误。
修订号：此内核是 20。它表明这一发布版本的增补级。
内核编译步骤：
tar jxvf linux-xx-xx.tar.bz2
cd /usr/src/linux-xx-xx
make menuconfig
make dep
make zImage （make bzImage)
make modules
make modules_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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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内核配置

Code maturity level options (代码成熟度选项)
General setup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可加载模块选项)
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
Power management options (ACPI, APM)(高级电源管理)
File systems (对多种文件系统的支持)
……

3.2.4 重要的内核文件
vmlinuz 与 vmlinux
vmlinuz 是可引导的、压缩的、可执行的内核。
老的 zImage 解压缩内核到低端内存（第一个 640K）
，bzImage 解压缩内核到高端内存（1M 以上）
。如
果内核比较小，那么可以采用 zImage 或 bzImage 之一，两种方式引导的系统运行时是相同的。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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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采用 bzImage， 不能采用 zImage。
vmlinux 是未压缩的内核，vmlinuz 是 vmlinux 的压缩文件。
initrd-x.x.x.img
initrd 是“initial ramdisk”的简写，一般被用来临时的引导硬件到实际内核 vmlinuz 能够接管并继
续引导的状态。
initrd 实现加载一些模块和安装文件系统等。
initrd 映象文件是使用 mkinitrd 创建的。

3.3 系统编程简介
3.3.1 linux 进程控制
一个进程是一个正在执行的程序的实例，也是 Linux 基本的调度单位
正在运行的程序的一个进程由如下元素组成
1) 程序的当前上下文(context), 它是程序当前执行的状态
2) 程序的当前执行目录
3) 程序访问的文件和目录
4) 程序的信任状态(credentials)或说访问权限， 比如它的文件模式和所有权
5) 内存和其他分配给进程的系统资源
轻量级进程， 也称为线程， 提供了独立的执行线索和堆栈段，但却共享数据段， Linux 特有的
_clone 调用用于支持线程,它通过指定共享的属性带来了更好的灵活性
进程标识号
1) 进程的最知名的属性就是它的进程号(prosess ID, PID) 和它的父进程号(parent process ID,
PPID).
2) 进程号是非零正整数
3) 所有进程追溯其祖先最终都会落到进程号为 1 的进程身上， 这个进程叫做 init 进程。 init 进程
是内核自举后第一个启动的进程。

init 引导系统、启动守护进程并且运行必要的程序。 init 是所

有进程的父进程
PID 的常见用法
1) 创建惟一的文件名或目录。 例如， 当调用 getpid 后， 进程接着要用 PID 创建一个临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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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 PID 写入日志文件作为日志消息的一部分， 以清楚说明是哪个进程记录下的日志消息
3) 可以用它的 PPID 向它的父进程发送信号或其他信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void)
{
printf("PID = %d \n", getpid());
printf("PPID = %d \n", getppid());
exit(EXIT_SUCCESS);
}
创建子进程：
int

fork()

返回值：-1：创建子进程失败
0： 子进程得到的返回值
>0：父进程得到的返回值，表示子进程号（pid)
创建子进程后，父、子进程执行同一个程序，子进程继承父进程的资源。
Main()
{

int i;
i=fork();
if(i)
{ 父进程执行的程序；}
else
{ 子进程执行的程序；}

父、子进程都执行的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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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
int i;
if (fork())
{

/*父进程*/
printf("It is parent process.\n");
printf("The child process,ID number is %d.\n",i);

}
else
{

/*子进程*/
printf("It is child process.\n");

}
}
程序执行结果：显示器上输出三行，
但三行内容的次序不确定。

wait() 系统调用:父进程等待子进程撤销
若子进程尚未撤销,父进程睡眠等待,子进程撤销时,将其唤醒;
若子进程已撤销,父进程不睡眠等待。
main()
{
int i;
if (fork())
{

/*父进程*/
i=wait();
printf("It is parent process.\n");
printf("The child process,ID number %d, is finished.\n",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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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子进程*/

printf("It is child process.\n");
}
}
Sleep(n)系统调用 ：进程睡眠等待 n 秒。
Exit () 系统调用：调用者进程终止；若父进程因 wait()而睡眠，则

唤醒父进程。

main()
{

int i;
if (fork())
{

/*父进程*/
sleep(10);
printf("It is parent process.\n");
i=wait();
printf("The child process,ID number %d, is finished.\n",i);

}
else{

/*子进程*/

printf("It is child process.\n");
exit();
}
}
Exec( 参数)系统调用：执行一个文件的调用；
放弃原来执行的程序和数据区，

以调用进程提供的参数转去执行这个新的程序(进程的身份不变）。

例：简化的 shell 程序：
#incluse <stdio.h>
main()
{char command[32];
char * prompt = “$”;
while (printf(“%s”,prompt),gets(command)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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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fork() == 0)
execlp(command,(char *) 0);
else
if (前台执行）
wait();
}
}
进程通信

管道 (pipe 系统调用）

pipe(fd): 创建一个管道，fd[0]为管道的读端；fd[1]为管道的写端。
管道可用来实现父进程与其子孙进程之间的通信。管道以 FIFO 方式传送消息。

例：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x,fd[2];
char buf[30],s[30];
pipe(fd);

/*创建管道*/

while(x=fork() = = -1);

/*创建子进程失败时，循环*/

if(x = = 0)
{ sprintf(buf,“This is an example\n”);
write(fd[1],buf,30);
exit(0);

/*把 buf 中的字符写入管道*/

}

wait();
read(fd[0],s,30);

/*父进程读管道中的字符*/

printf(“%s”,s);
}
*/
#include<stdio.h>
#include<sys/types.h>
#include<unist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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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globa=4;
int main()
{

pid_t pid;
int vari=5;
printf("before fork.\n");
if ((pid=fork())<0) {printf("fork error.\n");

exit(0);

}

else if(pid==0)
{globa++;
vari--;
printf("Child changed the vari and globa.\n");}
else

printf("Parent did not changed the vari and globa.\n");

printf("globa=%d, vari=%d\n",globa,vari);
exit(0);}
目的是通知接收进程发生了异步事件。
）
UNIX SYSTEM V 中定义了 19 个软中断信号；
LINUX 中定义了 31 个软中断信号
(在 signal.h 中定义)
kill(pid,signal): 向进程 pid 发送信号 signal，若 pid 进程在可中断的优先级（低优先级）上睡眠，
则将其唤醒。
signal(sig,ps): 设置 sig 号软中断信号的处理方式；
三种处理方式：SIG_DFL：系统默认方式，一般是终止进程；
SIG_IGN： 忽略（屏蔽）
；
func()：

用制定义函数 func()处理。

Signal 设置的处理方式，仅一次有效，处理后即回到默认方式。9（SIGKILL)号软中断不允许设置。
getpid()系统调用：返回本进程的进程号。
getppid()系统调用：返回父进程的进程号。
include <signal.h>
f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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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f(“A signal has been processed\n”);}
main()
{

int i;
signal(SIGUSR1,func);
if (fork())
{

/*父进程*/
sleep(10);
printf("It is parent process.\n");
i=wait();
printf("The child process,ID number %d, is finished.\n",i);

}
else{

/*子进程*/

printf("It is child process.\n");
kill(getppid(),SIGUSER1);
exit();
} }

3.3.2 进程间通信
IPC（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IPC 类型
管道
FIFO（命名管道）
消息队列
信号量
共享空间
套接口 （可用于多台主机间的进程间通信 ）
管道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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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双工，即数据只能在一个方向上流动
只能在具有公共祖先的进程之间使用。通常，一个管道由一进程调用 fork，此后父、子进程之间就可应
用该管道
系统调用 pipe 函数创建管道
#include <unistd.h>
int pipe(int filedes[2]);
返回：若成功则为 0，若出错则为-1

filedes[0]为读而打开，filedes[1]为写而打开。filedes[1]
经由参数 filedes 返回两个文件描述符，
的输出是 filedes[0]的输入。
调用 pipe 的进程接着调用 fork，这样就创建了从父进程到子进程或反之的 IPC 通道。
fork 之后做什么取决于我们想要有的数据流的方向。对于从父进程到子进程的管道，父进程关闭管
道的读端（fd[0]），子进程则关闭写端（fd[1]）。对于从子进程到父进程的管道，父进程关闭 fd[1]，
子进程关闭 fd[0]。
下面是一个父进程通过管道向子进程传送数据的程序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linux/limits.h>
main()
{
int n, fd[2];
pid_t pid;
char line[PIPE_BUF];
if (pipe(fd) < 0) {
perror("pipe error");
exi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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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pid=fork()) < 0) {
perror("fork error");
exit(1);
} else if (pid > 0) {

// parent

close(fd[0]);
write(fd[1], "hello world\n", 12);
} else {

// child
close(fd[1]);
n = read(fd[0], line, PIPE_BUF);
write(STDOUT_FILENO, line, n);

}
exit(0);
}
在上面的例子中，直接对管道描述符调用 read 和 write。
在写管道时，常数 PIPE_BUF 规定了内核中管道缓存器的大小。如果对管道进行 write 调用，而且要求
写的字节数小于等于 PIPE_BUF，则此操作不会与其他进程对同一管道（或 FIFO）的 write 操作穿插进
行。但是，若有多个进程同时写一个管道（或 FIFO）
，而且某个或某些进程要求写的字节数超过 PIPE_BUF
字节数，则数据可能会与其他写操作的数据相穿插。
当管道的一端被关闭后，下列规则起作用：
1) 当读一个写端已被关闭的管道时，在所有数据都被读取后，read 返回 0，以指示达到了文件结束处。
2）如果写一个读端已被关闭的管道，则产生信号 SIGPIPE。如果忽略该信号或者捕捉该信号并从其处理
程序返回，则 write 出错返回，errno 设置为 EPIPE。
FIFO
FIFO 又称为命名管道。管道只能由相关进程使用，它们共同的祖先进程创建了管道。但是，通过 FIFO，
不相关的进程也能交换数据。
FIFO 是一种文件类型。stat 结构成员 st_mode 的编码指明文件是否是 FIFO 类型。可以用 S_ISFIFO 宏
对此进行测试。创建 FIFO 类似于创建文件。FIFO 的路径名确实存在于文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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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O 可由库函数 mkfifo 创建：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t mkfifo(const char *pathname, mode_t mode);
返回：若成功则为 0，出错则为-1

mode 参数的规格说明与 open 函数中的 mode 相同。
FIFO 也可由系统调用 mknod 创建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t mknod(const char *pathname, mode_t mode, dev_t dev);
返回：若成功则为 0，出错则为-1

mode 参数的规格说明与 open 函数中的 mode 相同。但必须带上 S_IFIFO 标志，以说明将创建的是一
个 FIFO。
一旦已经创建了一个 FIFO，就可用 open 打开它。一般的文件 I/O 函数（close、read、write、unlink
等）都可用于 FIFO。

# mknod fifo p
# ls –l fifo
prw-r--r--

1 root

root

0 Mar 25 00:16 fifo

类似于管道，若写一个尚无进程为读而打开的 FIFO，则产生信号 SIGPIPE。若某个 FIFO 的最后一个写
进程关闭了该 FIFO，则将为该 FIFO 的读进程产生一个文件结束标志。
一个给定的 FIFO 有多个写进程是常见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希望多个进程所写的数据互相穿插，则需
考虑原子写操作。正如对于管道一样，常数 PIPE_BUF 说明了可被原子写到 FIFO 的最大数据量。
（Linux
里定义 PIPE_BUF 值为 4096）
在一般情况中，当打开一个 FIFO 时，如果没有说明非阻塞标志 O_NONBLOCK，只读打开要阻塞到某个其
他进程为写打开此 FIFO。类似，为写而打开一个 FIFO 要阻塞到某个其他进程为读而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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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了 O_NONBLOCK，则只读打开立即返回。但是，如果没有进程已经为读而打开一个 FIFO，那么
只写打开将出错返回，其 errno 是 ENXIO。
系统 V IPC 的一般特征
消息队列、信号量以及共享内存又统称为系统 V IPC （一般的，所谓 IPC 即指系统 V IPC ，不特别说
明的话，下面的 IPC 都是这个含义）
标识符和关键字
每个内核中的 IPC 结构（消息队列、信号量或共享内存）都用一个非负整数的标识符(identifier)加以
引用。例如，为了对一个消息队列发送或取消息，只需知道其队列标识符。
创建 IPC 结构（调用 msgget、semget 或 shmget）时,都必须指定一个关键字（key），关键字的数据类型
由系统规定为 key_t，通常在头文件<sys/types.h>中被规定为长整型。关键字由内核变换成标识符。
三个 get 函数（msgget、semget↓和 shmget）都有两个类似的参数 key 和一个整型的 flag。如若满足
下列条件，则创建一个新的 IPC 结构：
1）key 是 IPC_PRIVATE，或
2）key 当前未与特定类型的 IPC 结构相结合，flag 中指定了 IPC_CREAT 位。
如果希望创建一个新的 IPC 结构，保证不是引用具有同一标识符的一个现行 IPC 结构，那么必须在 flag
中同时指定 IPC_CREAT 和 IPC_EXCL 位。这样做了以后，如果 IPC 结构已经存在就会造成出错，返回 EEXIST
（这与指定了 O_CREAT 和 O_EXCL 标志的 open 相类似）
。
三个 get 函数也可以用来访问现存的 IPC 结构，这时 key 必须等于创建该 IPC 结构时所指定的关键字，
并且不应在 flag 中指定 IPC_CREAT。
为了访问一个用 IPC_PRIVATE 关键字创建的现存的 IPC 结构，一定要知道与该 IPC 结构相结合的标识符，
然后在其他 IPC 调用中（例如 msgsnd、msgrcv）使用该标识符。
许可权结构
系统 V IPC 为每一个 IPC 结构设置了一个 ipc_perm 结构。该结构规定了许可权和所有者。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不需要考虑许可权结构的设置和修改。
缺陷
IPC 结构是在系统范围内起作用的，没有访问计数。
这些 IPC 结构并不按名字为文件系统所知。我们不能用文件类的函数来存取它们或修改它们的特性。
例如，如果创建了一个消息队列，在该队列中放入了几则消息，然后终止，但是该消息队列及其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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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删除。它们余留在系统中直至：由某个进程调用 msgrcv 或 msgctl 读消息或删除消息队列，或某个
进程执行 ipcrm 命令删除消息队列；或由正在再起动的系统删除消息队列。
将此与管道 pipe 相比，那么当最后一个访问管道的进程终止时，管道就被完全地删除了。
对于 FIFO 而言虽然当最后一个引用 FIFO 的进程终止时其名字仍保留在系统中，直至显式地删除它，但
是留在 FIFO 中的数据却在此时全部删除。
为了支持它们不得不增加了十多个全新的系统调用（msgget、semop、shmat 等）。我们不能用 ls 命令见
到它们，不能用 rm 命令删除它们，不能用 chmod 命令更改它们的存取权。于是，也不得不增加了全新
的命令 ipcs 和 ipcrm。
因为这些 IPC 不使用文件描述符，所以不能对它们使用多路转接 I/O 函数：select 和 poll。这就使得
一次使用多个 IPC 结构，以及用文件或设备 I/O 来使用 IPC 结构很难做到。例如，没有某种形式的忙等待循环，就不能使一个服务器等待一个消息放在两个消息队列的任意一个中。
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是消息的链接表,存放在内核中并由消息队列标识符标识。消息队列简称为“队列”，其标识
符为“队列 ID”。msgget 用于创建一个新队列或打开一个现存的队列。msgsnd 用于将新消息添加到队
列尾端。每个消息包含一个正长整型类型字段，一个非负长度以及实际数据字节（对应于长度），所有
这些都在将消息添加到队列时，传送给 msgsnd。msgrcv 用于从队列中取消息。我们并不一定要以先进
先出次序取消息，也可以按消息的类型字段取消息。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msg.h>
创建队列
int msgget(key_t key, int flag);
删除队列
int msgctl(int msqid, IPC_RMID , NULL);
发送消息
int msgsnd(int msqid, struct msgbuf *msgp, size_t msgsz, int msgflg);
每个消息都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正长整型类型字段、非负长度（msgsz）以及实际数据字节（对
应于长度）。消息总是放在队列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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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p 指向一个长整型数，它包含了正整型消息类型，在其后立即跟随了消息数据。
（若 msgsz 是 0，
则无消息数据。
）若发送的最长消息是 512 字节，则可定义下列结构：
struct mymesg {
long mtype; /* positive message type */
char mtext[512]; /* message data，of length msgsz*/
};
于是，msgp 就是一个指向 mymesg 结构的指针。接收者可以使用消息类型以非先进先出的次序取消
息。

msgflg 的值可以指定为 IPC_NOWAIT。这类似于文件 I/O 的非阻塞 I/O 标志。若消息队列已满（或者是
队列中的消息总数等于系统限制值，或队列中的字节总数等于系统限制值），则指定 IPC_NOWAIT 使得
msgsnd 立即出错返回 EAGAIN。
如果没有指定 IPC_NOWAIT，则进程阻塞直到（a）有空间可以容纳要发送的消息，或（b）从系统中删除
了此队列，或（c）捕捉到一个信号，并从信号处理程序返回。在第二种情况下，返回 EIDRM（“标志符
被删除”）。最后一种情况则返回 EINTR。
接收消息
ssize_t msgrcv(int msqid, struct msgbuf *msgp, size_t msgsz, long msgtyp, int msgflg);
如同 msgsnd 中一样，msgp 参数指向一个长整型数（返回的消息类型存放在其中）
，跟随其后的是存
放实际消息数据的缓存。msgsz 说明数据缓存的长度。若返回的消息大于 msgsz，而且在 msgflg 中设置
了 MSG_NOERROR，则该消息被截短（在这种情况下，不通知我们消息截短了）。如果没有设置这一标志，
而消息又太长，则出错返回 E2BIG（消息仍留在队列中）。
参数 type 使我们可以指定想要哪一种消息:
type == 0 返回队列中的第一个消息。
type > 0 返回队列中消息类型为 type 的第一个消息。
type < 0 返回队列中消息类型值小于或等于 type 绝对值，而且在这种消息中，其类型值又最小的消

息。
非 0type 用于以非先进先出次序读消息。例如，若应用程序对消息赋优先权，那么 type 就可以是
优先权值。如果一个消息队列由多个客户机和一个服务器使用，那么 type 字段可以用来包含客户机进
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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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定 msgflg 值为 IPC_NOWAIT，使操作不阻塞。这使得如果没有所指定类型的消息，则 msgrcv 出
错返回 ENOMSG。如果没有指定 IPC_NOWAIT，则进程阻塞直至（a）有了指定类型的消息，或（b）从系
统中删除了此队列（出错返回 EIDRM），或（c）捕捉到一个信号并从信号处理程序返回（出错返回 EINTR）。
消息对列的系统限制

MSGMAX

可发送的最长消息的字节长度 8192

MSGMNB

一个队列的最大字节长度(亦即队列中所有消息之和) 16384

MSGMNI

系统中最大消息队列数 16

如果进程间要交换的数据量比较大，可以用文件或套接口机制。
信号量

信号量实际上是同步原语而不是 IPC，常用于共享资源的同步存取，例如共享内存。
为了获得共享资源，进程需要执行下列操作：

1）测试控制该资源的信号量。
2）若此信号量的值为正，则进程可以使用该资源。进程将信号量值减 1，表示它使用了一个资源单位。
3）若此信号量的值为 0，则进程进入睡眠状态，直至信号量值大于 0。若进程被唤醒后，它返回至第 1
步。
4）当进程不再使用由一个信息量控制的共享资源时，该信号量值增 1。如果有进程正在睡眠等待此信号
量，则唤醒它们。
信号量其实是含有一个或多个信号量值的集合。
调用的函数 semget 创建信号量，获得一个信号量 ID。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em.h>
int semget(key_t key, int nsems, int flag);
返回：若成功则返回信号量 ID，若出错则为-1

nsems 是该集合中的信号量数。如果是创建新集合，则必须指定 nsems。如果引用一个现存的集合，
则将 nsems 指定为 0。
双态信号量(binary semap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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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量的初值可以是任一正值，该值说明有多少个共享资源单位可供共享应用。
常用的信号量形式被称之为双态信号量(binary semaphore)。它控制单个资源，其初始值为 1。
双态信号量被用来实现进程间互斥。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em.h>
int
main(void)
{
int semid;
union semun arg;
struct sembuf acquire_m = { 0, -1 , SEM_UNDO},
release_m = { 0, 1 , SEM_UNDO};
if ( (semid = semget(IPC_PRIVATE, 1, IPC_CREAT)) < 0) {
perror(“semget error”);
exit(1);
}
arg.val = 1;
if (semctl(semid, 0, SETVAL, arg) < 0) {
perror(“semctl setval error”);
semctl(semid, 0, IPC_RMID, NULL);
exit(1);
}
semop(semid, &acquire_m, 1);
semop(semid, &release_m, 1);
semctl(semid, 0, IPC_RMID, NULL);
exit(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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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建信号量
semid = semget(IPC_PRIVATE, 1, IPC_CREAT);
创建一个新的信号量集合，这个集合里只有一个成员，返回信号量标识符 semid
2、设置信号量的值
union semun arg;
arg.val = 1;
semctl(semid, 0, SETVAL, arg);
设置信号量集合中的第一个成员的值为 1，成员的计数从 0 开始
3、获取信号量
struct sembuf acquire_m = { 0, -1 , SEM_UNDO},
semop(semid, &acquire_m, 1);
对信号量集合中的第一个成员做减一操作，即试图获得信号量，进程将一直等待，直到获得信号量。
int semop(int semid, struct sembuf semoparray[ ], size_t nops);
返回：若成功则为 0，若出错则为-1

semoparray 是一个指针，它指向一个信号量操作数组。
struct sembuf {
unsigned short sem_num; /* semaphore index in array */ short sem_op; /* operation */
short sem_flg; /* operation flags */
};

nops 规定该数组中操作的数量（元素数）。
4、释放信号量

struct sembuf rlease_m = { 0, 1 , SEM_UNDO},
semop(semid, &release_m, 1);
对信号量集合中的第一个成员做加一操作，即释放信号量
5、删除信号量
semctl(semid, 0, IPC_RMID,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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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终止时，不会自动删除信号量。
如果在进程终止时，它占用了经由信号量分配的资源，那么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无论何时只要为信
号量操作指定了 SEM_UNDO 标志，然后分配资源（sem_op 值小于 0），那么内核就会记住对于该特定信号
量，分配给我们多少资源（sem_op 的绝对值）
。当该进程终止时，内核将检验该进程是否还有尚未处理
的信号量调整值，如果有，则按调整值对相应量值进行调整，设置为 0 。
信号量与记录锁的比较

如果多个进程共享一个资源，则可使用信号量或记录锁。
若使用信号量，则先创建一个包含一个成员的信号量集合，然后对该信号量值赋初值 1。为了分配资
源，以 sem_op 为－1 调用 semop，为了释放资源，则以 sem_op 为+1 调用 semop。对每个操作都指定
SEM_UNDO，以处理在未释放资源情况下进程终止的情况。

若使用记录锁，则先创建一个空文件。为了分配资源，先对该文件获得一个写锁，释放该资源时，则
对该文件解锁。记录锁的性质确保了，当有一个锁的进程终止时，内核会自动释放该锁。

记录锁稍慢于信号量锁，但如果只需锁一个资源（例如共享内存）并且不需要使用系统 V 信号量的所
有花哨的功能，则宁可使用记录锁。理由是：( a )使用简易，（b）进程终止时，会处理任一遗留下的
锁。
记录锁示例
int
lock_reg(int fd, int cmd, int type, off_t offset, int whence, off_t len)
{
struct flock lock;
lock.l_type = type;
lock.l_start = offset;
lock.l_whence = whence;
lock.l_len = len;
return(fnctl(fd, cmd, &lock));
}

#define read_lock(fd,offset,whence,l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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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_reg (fd, F_SETLK, F_RDLCK, offset, whence, len)
加读锁，失败立即返回
#define readw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W, F_RDLCK, offset, whence, len)
加读锁，直到成功才返回
#define write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 F_WRLCK, offset, whence, len)
加写锁，失败立即返回
#define writew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W, F_WRLCK, offset, whence, len)
加写锁，直到成功才返回
#define un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 F_UNLCK, offset, whence, len)
解锁
共享内存

共享内存允许两个或多个进程共享一给定的存储区。因为数据不需要在进程之间复制，所以这是最快
的一种 IPC。使用共享内存的唯一窍门是多个进程之间对一给定存储区的同步存取。若进程 A 将数据放
入共享内存区，则在进程 A 做完这一操作之前，进程 B 不应当去取这些数据。通常，信号量/记录锁被
用来实现对共享内存存取的同步。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ipc.h>
#include <sys/shm.h>
#define SHM_SIZE 100000
#define SHM_MODE (SHM_R|SHM_W)
int
main(void)
{
int sh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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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shmptr;
if ((shmid=shmget(IPC_PRIVATE, SHM_SIZE, SHM_MODE)) < 0){
perror(“shmget error”);
exit(1);
}
if ( (shmptr = shmat(shmid, 0, 0)) == (void *)-1 ) {
perror(“shmat error”);
exit(1);
}
if (shmctl(shmid, IPC_RMID, 0) < 0) {
perror(“shmctl error”);
exit(1);
}
exit(0);
}
一、创建共享内存
#define SHM_SIZE 100000
#define SHM_MODE (SHM_R|SHM_W)
shmid=shmget(IPC_PRIVATE,SHM_SIZE,SHM_MODE)；
创建大小为 SHM_SIZE 的可读可写的共享内存段，返回标识符 shmid。
二、连接共享内存段到进程地址空间
shmptr = shmat(shmid, 0, 0)；
把共享内存段连接到由内核选择的进程第一个可用地址上。接下来，进程通过指针 shmptr 就可以象
访问普通内存段一样使用共享内存段了。
三、释放共享内存
shmctl(shmid, IPC_RMID, 0)；

例子中都是以 IPC_PRIVATE 作为关键字创建 IPC 的，对于有父子关系的进程，可以令父进程创建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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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 IPC 标识符说明成全局变量（对于共享内存也可以把共享内存地址说明成全局变量），子进程通过
继承取得这些值，并使用它们进行 IPC。

对于独立进程间的通信，一般要指定一个约定的 key，一个进程以它为关键字创建 IPC，其他进程以
它为关键字引用 IPC（创建和引用 IPC 的接口是一样的）。如果创建 IPC 的进程确需以 IPC_PRIVATE 作为
关键字，那么必须以某种方式将 IPC 标识符传递给其他进程，比如记文件。
小结
本章详细说明了进程间通信的多种形式；管道、命名管道（FIFO）以及另外三种

IPC 形式，通常称之

为系统 V IPC——消息队列、信号量和共享内存。信号量实际上是同步原语而不是 IPC，常用于共享资
源的同步存取，例如共享内存。
提出下列建议：学会使用管道和

FIFO，因为在大量应用程序中仍可有效地使用这两种基本技术。在新

的应用程序中，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消息队列以及信号量，而应当考虑套接口和记录锁，因为它们与 Linux
内核的其他部分集成得要好得多，并且通过知识的复用（例如既把套接口用于网络通信，也用来在进程
间传递消息）
，可以减轻记忆的负担，也有利于更熟练更准确更深入的使用。共享内存有其应用场合。

3.3.3 文件操作编程
文件类型
文件的属性和操作
目录操作
系统调用 I/O 接口
库函数 I/O 接口
文件类型
1）普通文件(regular file)。这是最常见的文件类型，这种文件包含了某种形式的数据。至于这种数
据是文本还是二进制数据对于 Linux 系统而言并无区别。
2）目录 (directory)。文件夹。
3）字符特殊文件(character special file)。这种文件用于系统中某些类型的设备，例如声卡、网卡、
键盘、鼠标。
4）块特殊文件(block special file)。这种文件典型地用于磁盘设备。系统中的所有设备或者是字符
特殊文件，或者是块特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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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IFO。这种文件用于进程间的通信，有时也将其称为命名管道。
6）套接口(socket)。这种文件用于进程间的网络通信。套接口也可用于在一台宿主机上的进程之间的
非网络通信。
7）符号连接(symbolic link)。这种文件指向另一个文件。
文件类型信息包含在 stat 结构的 st_mode 成员中。可以用下面的宏确定文件类型。这些宏的参数都是

stat 结构中的 st_mode 成员。
S_ISREG( ) 普通文件
S_ISDIR( ) 目录文件
S_ISCHR( ) 字符特殊文件
S_ISBLK( ) 块特殊文件
S_ISFIFO( ) 管道或 FIFO
S_ISLNK( ) 符号连接
S_ISSOCK( ) 套接字
如果文件类型是待判定的类型，则这些宏的值非 0。
取文件属性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t stat(const char * pathname, struct stat *buf);
int fstat(int filedes,struct stat *buf);
int lstat(const char *pathname, struct stat *buf);
三个函数的返回：若成功则为 0，若出错则为-1
struct stat {
dev_t

st_dev;

/* device */

ino_t

st_ino;

/* inode */

mode_t

st_mode;

/* protection */

nlink_t

st_nlink;

/* number of hard links */

uid_t

st_uid;

/* user ID of owner */

gid_t

st_gid;

/* group ID of ow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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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_t

st_rdev;

off_t

st_size;

/* device type (if inode device) */
/* total size, in bytes */

blksize_t st_blksize; /* blocksize for filesystem I/O */
blkcnt_t

st_blocks;

/* number of blocks allocated */

time_t

st_atime;

/* time of last access */

time_t

st_mtime;

/* time of last modification */

time_t

st_ctime;

/* time of last change */

};
文件存取许可权
st_mode 值包含了对文件的存取许可权位。所有文件类型(目录，字符特别文件等)都有存取许可权。
每个文件有 9 个存取许可权位，如下所示：
S_IRUSR

用户-读

S_IWUSR

用户-写

S_IXUSR

用户-执行

S_IRGRP

组-读

S_IWGRP

组-写

S_IXGRP

组-执行

S_IROTH

其他-读

S_IWOTH

其他-写

S_IXOTH

其他-执行

存取权限规则
1）用名字打开任一类型的文件时，对该名字中包含的每一个目录，包括它可能隐含的当前工作目录都
应具有执行许可权。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目录其执行许可权位常被称为搜索位的原因。例如，为了打开文
件/usr/dict/words，需要具有对目录/, /usr, /usr/dict 的执行许可权。
2）对于一个文件的读/写许可权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打开该文件进行读/写操作。
3）为了在 open 函数中对一个文件指定 O_TRUNC 标志，必须对该文件具有写许可权。
4）为了在一个目录中创建一个新文件，必须对该目录具有写许可权和执行许可权。
5）为了删除一个文件，必须对包含该文件的目录具有写许可权和执行许可权。对该文件本身则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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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写许可权↓。
6）如果用 exec 系列函数中的任何一个执行某个文件，都必须对该文件具有执行许可权。
如果对一个目录设置了粘住位 S_ISVTX ，则只有对该目录具有写许可权的用户并且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才能删除或更名该目录下的文件：
拥有此文件。
拥有此目录。
是超级用户。

目录/tmp 就被设置了粘住位，这个目录对任一用户(用户、组和其他)的许可权通常都是读、写和执
行，但用户不能删除或更名属于其他人的文件
存取权限测试规则

进程每次打开、创建或删除一个文件时，内核就进行文件存取许可权测试，而这种测试可能涉及文件
的所有者(st_uid 和 st_gid)，进程的有效 ID (有效用户 ID 和有效组 ID )以及进程的添加组 ID (除了
在口令文件中对一个用名指定一个组 ID 外，Linux 还允许一个用户属于另外一些组，这些组 ID 称为用
户的添加组 ID)。两个所有者 ID 是文件的性质，而有效 ID 和添加组 ID 则是进程的性质。
内核进行的测试是：

1）若进程的有效用户 ID 是 0 (超级用户)，则允许存取。
2）若进程的有效用户 ID 等于文件的所有者 ID (也就是该进程拥有此文件)：若适当的所有者存取许可
权位被设置，则允许存取，否则拒绝存取。
适当的存取许可权位指的是，若进程为读/写/执行而打开该文件，则用户-读/写/执行位应为 1。
3）若进程的有效组 ID 或进程的添加组 ID 之一等于文件的组 ID：若适当的组存取许可权位被设置，则
允许存取，否则拒绝存取。
4）若适当的其他用户存取许可权位被设置，则允许存取，否则拒绝存取。

核心按优先级顺序执行上面这四步中的一步。例如，若进程拥有此文件(第( 2 )步)，则按用户存取
许可权批准或拒绝该进程对文件的存取——不查看组存取许可权。相类似，若进程并不拥有该文件。但
进程属于某个适当的组，则按组存取许可权批准或拒绝该进程对文件的存取——不查看其他用户的存取
许可权。
进程的实际用户/组 ID 和有效用户/组 ID
当执行一个程序文件时，进程的有效用户 ID 通常就是实际用户 ID，有效组 ID 通常是实际组 ID。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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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文件方式字(st_mode)中设置一个特殊标志，其定义是“当执行此文件时，将进程的有效用户 ID
设置为文件的所有者(st_uid)”。与此相类似，在文件方式字中可以设置另一位，它使得执行此文件的
进程的有效组 ID 设置为文件的组所有者(st_gid)。在文件方式字中的这两位被称之为设置-用户-ID
(set-user-ID)位和设置-组-ID(set-group-ID)位。
作为一个例子，程序 passwd 允许任一用户改变其口令，该程序是一个设置-用户-ID 程序。因为该程

序应能将用户的新口令写入口令文件中(一般是/etc/passwd 或/etc/shadow), 而只有超级用户才具有
对该文件的写许可权，所以需要使用设置-用户-ID 特征。
因为运行设置-用户-ID 程序的进程通常得到额外的许可权，所以编写这种程序时要特别谨慎。
stat 函数中，设置-用户-ID 位及设置-组-ID 位都包含在 st_mode 值中。这两位可用常数 S_ISUID 和

S_ISGID 测试。
access 函数测试存取权限
按进程的实际用户 ID 和实际组 ID 进行测试。
#include <unistd.h>
int access(const char *pathname, int mode);
返回：若成功则为 0，若出错则为-1
其中，mode 取值如下：
R_OK 测试读许可权
W_OK 测试写许可权
X_OK 测试执行许可权
F_OK 测试文件是否存在

设置文件方式创建屏蔽字
umask 函数为进程设置文件方式创建屏蔽字，并返回以前的值。(这是少数几个没有出错返回的函数
中的一个。)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mode_t umask(mode_t cmask);
返回：以前的文件方式创建屏蔽字
其中，参数 cmask 由 9 个存取许可权位(S_IRUSR, S_IWUSR 等)逐位“或”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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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的文件方式创建屏蔽字取值 0022，即取消了组和其他用户对新文件的写权限。例如，以存取许可
权 0666 创建文件，实际的许可权是 0666 & ~022 = 0644 = rw-r--r—

chmod 和 fchmod 函数：改变存取许可权
进程的有效用户 ID 必须等于文件的所有者，或者具有超级用户许可权
新文件和目录的所有权

新文件和新目录的用户 ID 设置为进程的有效用户 ID，组 ID 是进程的有效组 ID。
改变文件和目录的所有权

chown、fchown 和 lchown 函数：改变所有者和组所有者
在符号连接情况下， lchown 更改符号连接本身的所有者，而不是该符号连接所指向的文件。
只有超级用户才能更改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文件的长度

stat 结构的成员 st_size 包含了以字节为单位的该文件的长度。此字段只对普通文件、目录文件和符
号连接有意义。
对于普通文件，其文件长度可以是 0，在读这种文件时，将得到文件结束指示。
对于目录，文件长度通常是一个数，例如 4096 的整倍数。
对于符号连接，文件长度是在文件名中的实际字节数。例如，

lrwxrwxrwx 1 root 7 Sep 25 07:14 lib -> usr/lib
其中，文件长度 7 就是路径名 usr/lib 的长度(注意，因为符号连接文件长度总是由 st_size 指示，
所以符号连接并不包含通常 C 语言用作名字结尾的 null 字符)。
有时我们需要在文件尾端处截去一些数据以缩短文件。将一个文件的长度截短为 0 是一个特例，打开

文件时用 O_TRUNC 标志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截短文件可以调用函数 truncate 和 ftruncate
int truncate(const char *pathname, off_t length);
int ftruncate(int filedes, off_t length);
如果该文件以前的长度大于 length，则超过 length 以外的数据就不再能存取。如果以前的长度短于

length，则扩展该文件，在以前的文件尾端和新的文件尾端之间的数据将读作 0 (也就是在文件中创建
了一个空洞)。
文件的连接/符号连接

任何一个文件可以有多个目录项指向其 i 节点。创建一个向现存文件连接的方法是使用 link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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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link(const char *oldpath, const char *newpath);
> ln newpath oldpath

符号连接是对一个文件的间接指针
int symlink(const char *oldpath, const char *newpath);
> ln –s newpath oldpath
a）连接/符号连接相当于文件/目录的别名或快捷方式。
b）硬连接要求连接和文件位于同一文件系统中。
c）只有超级用户才能创建到目录的硬接。
d） 在改变文件的存储地点后，符号连接可以用来保持文件路径名不变
e)

在创建此符号连接时，并不要求 oldpath 已经存在。

unlink：删除文件
只有当连接计数达到 0 时，该文件的内容才可被删除。
只要有进程打开了该文件，其内容也不能删除。关闭一个文件时，内核首先检查使该文件打开的进程

计数。如果该计数达到 0，然后内核检查其连接计数，如果这也是 0，那么就删除该文件的内容。 unlink
的这种特性经常被程序用来确保即使是在程序崩溃时，它所创建的临时文件也不会遗留下来。
如果 pathname 是符号连接，那么 unlink 涉及的是符号连接而不是由该连接所引用的文件。

文件或目录用 rename 函数更名。
int rename(const char *oldname, const char *newname);
文件的时间
对每个文件都有三个时间字段属性：

st_atime 文件数据的最后存取时间
st_mtime 文件数据的最后修改时间
st_ctime i 节点状态的最后更改时间
注意修改时间(st_mtime)和更改状态时间(st_ctime)之间的区别。修改时间是文件内容最后一次被
修改的时间。更改状态时间是该文件的 i 节点最后一次被修改的时间。

read 改变 st_atime，write 改变 st_mtime，chmod 和 chown 改变 st_ctime。
命令 ls -l 默认的是显示 st_mtime，带上命令选项-u 显示 st_atime，-c 显示 st_ctime。
一个文件的存取和修改时间可以用 utime 函数更改。调用 utime 函数时，st_ctime 被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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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数据同步
延迟写（delayed write）
sync 将所有修改过的块的缓存排入写队列，然后就返回，它并不等待实际 I/O 操作结束。
fsync 将单个文件修改过的块的缓存排入写队列 ，它等待 I/O 结束，然后返回。
如果以 O_SYNC 方式打开文件，则每次对文件调用 write 函数时就更新文件的内容。
系统精灵进程(通常称为 update)一般每隔 30 秒调用一次 sync 函数。这就保证了定期刷新内核的块缓

存。命令 sync 也调用 sync 函数。
目录操作

mkdir 和 rmdir：创建和删除目录
对于目录通常至少要设置 1 个执行许可权位，以允许存取该目录中的文件名。
如果目录的连接计数成为 0（即空目录），并且也没有其他进程打开此目录，则 rmdir 释放由此目录占
用的空间。
Linux 包含了一套与读目录有关的例程。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dirent.h>
DIR *opendir(const char *pathname);
返回：若成功则为指针，若出错则为 NULL
struct dirent *readdir(DIR *dir);
返回：若成功则为指针，若在目录尾或出错则为 NULL
void rewinddir(DIR *dir);
int closedir(DIR *dir);
返回：若成功则为 0，若出错则为-1
struct dirent {
__ino_t d_ino;
__off_t d_off;
unsigned short int d_reclen;
unsigned char d_type;
char d_name[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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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 结构是一个内部结构，它由这四个函数用来保存正被读的目录的有关信息。其作用类似于 FILE
结构。

由 opendir 返回的指向 DIR 结构的指针由另外三个函数使用。opendir 执行初始化操作，使第一个
readdir 读目录中的第一个目录项。目录中各目录项的顺序与创建目录项的顺序及当时的目录状态有关，
并不按字母顺序排列。

改变进程当前工作目录：
int chdir(const char *pathname);
int fchdir(int filedes);

取得当前目录：
char *getcwd(char *buf, size_t size);
系统调用 I/O 接口

打开/创建：int open(const char *pathname, int oflag,.../*, mode_t mode */);
关闭：int close(int filedes)；
读：ssize_t read(int filedes, void *buff, size_t nbyt s);
写：ssize_t write(int filedes, const void * buff, size_t nbytes);
定位：off_t lseek(int filedes, off_t offset, int whence);
库函数 IO 接口

打开/创建：FILE *fopen(const char *pathname, const char *type);
关闭：int fclose(FILE *fp);
读：size_t fread(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FILE *fp);
写：size_t fwrite(const 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FILE *fp);
定位：int fseek(FILE *fp,long offset,int whence);
事实上，标准 I/O 库接口是在系统调用函数基础上构造的，它便于用户使用，标准 I/O 库处理了很多

细节，例如缓存分配，以优化长度执行 I/O 等，这样使用户不必担心如何选择使用正确的块长度。但是
如果不较深入地了解库的操作，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很多 Linux 应用程序都使用标准 I/O 库。事实上，编程中是使用系统调用接口，还是标准 I/O 库接口，

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习惯。标准 I/O 库使用了缓存机制，而这种机制是产生很多问题，引起很多混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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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因此，在使用标准 I/O 库时要留心，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可以从缓存的角度考虑是否能够解
释，在 I/O 之后适当地调用 fflush，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实现程序的目的。
文件描述符
对于内核而言，所有打开文件都由文件描述符引用。文件描述符是一个非负整数。当打开一个现存文

件或创建一个新文件时，内核向进程返回一个文件描述符。当读、写一个文件时，用 open 或 creat 返
回的文件描述符标识该文件，将其作为参数传送给 read 或 write。
文件描述符的范围是 0 ~ OPEN_MAX，OPEN_MAX 是一个进程能够打开的最大文件数，系统默认值是 256，

函数 setrlimit 可以用来改变这个限制，但只有 root 权限的进程才能执行。

按照惯例，Linux shell 使文件描述符 0 与进程的标准输入相结合，文件描述符 1 与标准输出相结合，
文件描述符 2 与标准出错输出相结合。这是 Linux shell 以及很多应用程序使用的惯例，而与内核无关。
尽管如此，如果不遵照这种惯例，那么很多 Linux 应用程序就不能工作。

在 POSIX.1 应用程序中，幻数 0、1、2 应被代换成符号常数 STDIN_FILENO、STDOUT_FILENO 和
STDERR_FILENO。这些常数都定义在头文件<unistd.h>中。
int open(const char *pathname, int oflag,.../*, mode_t mode */);

pathname 是要打开或创建的文件的名字。如果整个路径名超过 PATH_MAX（4096），或路径名中的任
一文件名超过 NAME_MAX（255）时，返回出错 ENAMETOOLONG。
用下列一个或多个常数进行或运算构成 oflag 参数(这些常数定义在<fcntl.h>头文件中)：
O_RDONLY

只读打开/ O_WRONLY 只写打开/ O_RDWR 读、写打开。

O_APPEND

每次写时都加到文件的尾端。

O_CREAT
O_EXCL

若此文件不存在则创建它。

如果同时指定了 O_CREAT，而文件已经存在，则出错。这可测试一个文件是否存在，如果不存

在则创建此文件成为一个原子操作。
O_TRUNC

如果此文件存在，而且为只读或只写成功打开，则将其长度截短为 0。

O_NONBLOCK

如果 pathname 指的是一个 FIFO、一个块特殊文件或一个字符特殊文件，则此选择项为此

文件的本次打开操作和后续的 I/O 操作设置非阻塞方式。
O_SYNC

使每次 write 都等到物理 I/O 操作完成。

由 open 返回的文件描述符一定是最小的未用描述符数字。这一点被很多应用程序用来在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或标准出错输出上打开一个新的文件。例如，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先关闭标准输出(通常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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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符 1 )，然后打开另一个文件，事先就能了解到该文件一定会在文件描述符 1 上打开。
int creat(const char * pathname, mode_t mode) ;

=

open(pathname, O_WRONLY｜O_CREAT｜O_TRUNC, mode);
必须说明第三个参数 mode，否则新文件的存取许可权位是不确定的。
open(pathname, O_RDWR｜O_CREAT｜O_TRUNC, mode);
ssize_t read(int filedes, void *buff, size_t nbyt s);

读操作从文件的当前位移量处开始，在成功返回之前，该位移量增加实际读得的字节数。如 read 成
功，则返回读到的字节数。如已到达文件的尾端，则返回 0。有多种情况可使实际读到的字节数少于要
求读字节数：

读普通文件时，在读到要求字节数之前已到达了文件尾端。例如，若在到达文件尾端之前还有 30 个字

节，而要求读 100 个字节，则 read 返回 30，下一次再调用 read 时，它将返回 0 (文件尾端)。
当从终端设备读时，通常一次最多读一行。
当从网络读时，网络中的缓冲机构可能造成返回值小于所要求读的字节数。
某些面向记录的设备，例如磁带，一次最多返回一个记录。

ssize_t write(int filedes, const void * buff, size_t nbytes);
write 出错的一个常见原因是：磁盘已写满，或者超过了对一个给定进程的文件长度限制。
对于普通文件，写操作从文件的当前位移量处开始。如果在打开该文件时，指定了 O_APPEND 选择
项，则在每次写操作之前，将文件位移量设置在文件的当前结尾处。在一次成功写之后，该文件位移量
增加实际写的字节数。

每个打开文件都有一个与其相关联的“当前文件位移量”。它是一个非负整数，用以度量从文件开始
处计算的字节数。通常，读、写操作都从当前文件位移量处开始，并使位移量增加所读或写的字节数。
按系统默认，当打开一个文件时，除非指定 O_APPEND 选择项，否则该位移量被设置为 0。
off_t lseek(int filedes, off_t offset, int whence);
对参数 offset 的解释与参数 whence 的值有关。
若 whence 是 SEEK_SET，则将该文件的位移量设置为距文件开始处 offset 个字节。
若 whence 是 SEEK_CUR，则将该文件的位移量设置为其当前值加 offset,offset 可为正或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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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whence 是 SEEK_END，则将该文件的位移量设置为文件长度加 offset,offset 可为正或负。

若 lseek 成功执行，则返回新的文件位移量 ，若出错为-1 。
lseek 仅将当前的文件位移量记录在内核内，它并不引起任何 I/O 操作。然后，该位移量用于下一个
读或写操作。

文件位移量可以大于文件的当前长度，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文件的下一次写将延长该文件，并在文件
中构成一个空洞，这一点是允许的。位于文件中但没有写过的字节都被读为 0。
I/O 的效率

read 和 write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nbtyes 表示每次 I/O 的字节数，其取值将影响 I/O 的效率，一般来
说，nbtyes 取值大，I/O 效率高。

但是，也并不是 nbytes 越大越好，其取值到达某一点以后，I/O 的效率将达到峰值，再增大 nbytes
的取值，I/O 的效率也不会提高。

8192 / 65536
fcntl 函数
有五种功能：
复制一个现存的描述符（cmd = F_DUPFD）
获得/设置文件描述符标记（cmd = F_GETFD 或 F_SETFD）
获得/设置文件状态标志（cmd = F_GETFL 或 F_SETFL）
获得/设置异步 I/O 信号接受者（cmd = F_GETOWN 或 F_SETOWN）
获得/设置记录锁（cmd = F_GETLK, F_SETLK 或 F_SETLKW）

文件记录锁
Linux 系统中，当多个进程同时编辑一个文件时，该文件的最后状态取决于写该文件的最后一个进程。

但是对于有些应用程序，例如数据库，有时进程需要确保它正在单独写一个文件。为了向进程提供这种
功能，Linux 系统提供了记录锁机制。
记录锁（record locking）的功能是：一个进程正在读或修改文件的某个部分时，可以阻止其他进程

修改同一文件区。这里“记录”其实指的是文件的一个区域（也可能是整个文件）
。
fcntl 函数用于实现记录锁：
int fcntl(int fd, int cmd, struct flock *lock);

cmd 是 F_GETLK、F_SETLK 或 F_SETLKW。第三个参数是一个指向 flock 结构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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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flock {
short int l_type;
short int l_whence;
__off_t l_start;
__off_t l_len;
__pid_t l_pid;

/* Process holding the lock.

*/

};
 l_type 所希望的锁类型：F_RDLCK（共享读锁）
、F_WRLCK（独占性写锁）或 F_UNLCK（解锁一个区域）
。
要加锁或解锁的区域的起始地址，由 l_start 和 l_whence 两者决定。l_start 是相对位移量（字节）
，

l_whence 则决定了相对位移量的起点。这与 lseek 函数中最后两个参数类似。
l_len 表示区域的长度。

为了锁整个文件，通常的方法是将 l_start 说明为 0，l_whence 说明为 SEEK_SET，l_len 说明为 0。
锁的规则
两种类型的锁：共享读锁（l_type 为 L_RDLCK）和独占写琐（L_WRLCK）
。加锁的基本规则是：多个进

程在一个给定的字节上可以有一把共享的读锁，但是在一个给定字节上的写锁则只能由一个进程独用。
如果在一个给定字节上已经有一把或多把读锁，则不能在该字节上再加写锁；如果在一个字节上已经有
一把独占性的写锁，则不能再对它加任何读锁。
加读锁时，该描述符必须是读打开；
加写锁时，该描述符必须是写打开。

记录锁的自动继承和释放有四条规则：
当一个进程终止时，它所建立的锁全部释放 。
任何时候关闭一个描述符时，则该进程通过这一描述符可以访问的文件上的任何一把锁都被释放 。

fd1=open(pathname, ...)；
read_lock(fd1, ...)；
fd2=open(pathname, ...)；
close(f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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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程序不继承父进程所设置的锁。
在执行 exec 后，新程序可以继承原执行程序的锁。

fcntl 函数的三种命令：

F_GETLK 判断由 lock 所描述的锁是否被另外一把锁所排斥 。
F_SETLK 设置由 lock 所描述的锁。
F_SETLKW 这是 F_SETLK 的阻塞版本 。
用 F_GETLK 测试能否建立一把锁，然后用 F_SETLK 和 F_SETLKW 企图建立一把锁，不是一个原子操作。
封装好的加/解锁代码
int
lock_reg(int fd, int cmd, int type, off_t offset, int whence, off_t len)
{
struct flock lock;
lock.l_type = type;
lock.l_start = offset;
lock.l_whence = whence;
lock.l_len = len;
return(fnctl(fd, cmd, &lock));
}

#define

read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 F_RDLCK, offset, whence, len)
#define

readw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W, F_RDLCK, offset, whence, len)
#define

write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 F_WRLCK, offset, whence, len)
#define

writew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W, F_WRLCK, offset, whence,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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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un_lock(fd,offset,whence,len) \

lock_reg (fd, F_SETLK, F_UNLCK, offset, whence, len)
文件记录锁可由精灵进程使用以保证该精灵进程只有一个副本在运行。
if ( (fd = open(PIDFILE, O_WRONLY|O_CREAT, 0644)) < 0) {
perror(“open error”);
exit(1);
}
if (write_lock(fd, 0, SEEK_SET, 0) < 0) {
if (errno == EACCESS || error == EAGAIN)
exit(0);

/* daemon already running */

else {
perror(“write_lock error”);
exit(1);
}
}

文件记录锁只是建议性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锁对不使用锁的进程是没有作用的。比如，进
程 A 对文件 F 加写锁，这时进程 B 对文件 F 就加不上写锁，但如果进程 B 不加锁而直接写文件的话，是
可以的。
库函数 I/O 接口

在前面系统调用接口的介绍中，所有 I/O 函数都是针对文件描述符的。当打开一个文件时，即返回一
个文件描述符，然后该文件描述符就用于后读的 I/O 操作。而对于标准 I/O 库，它们的操作则是围绕
（stream）进行的。当用标准 I/O 库打开或创建一个文件时，我们已使一个流与一个文件相结合。

当打开一个流时，标准 I/O 函数 fopen 返回一个指向 FILE 对象的指针。该对象通常是一个结构，它
包含了 I/O 库为管理该流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用于实际 I/O 的文件描述符，指向流缓存的指针，缓存的
长度，当前在缓存中的字符数，出错标志等等。

应用程序没有必要检验 FILE 对象。为了引用一个流，需将 FILE 指针作为参数传递给每个标准 I/O 函
数。我们称指向 FILE 对象的指针(类型为 FILE*)为文件指针。

stdin , stdout 和 std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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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fopen(const char *pathname, const char *type);

type 参数指定对该 I/O 流的读、写方式，有 15 种不同的值：
r 或 rb

为读而打开

w 或 wb

使文件成为 0 长，或为写而创建

a 或 ab

添加；为在文件尾写而打开，或为写而创建

r+ 或 r+b 或 rb+

为读和写而打开

w+ 或 w+b 或 wb+

使文件为 0 长，或为读和写而打开

a+ 或 a+b 或 ab+

为在文件尾读和写而打开或创建

使用字符 b 作为 type 的一部分，使得标准 I/O 系统可以区分文本文件和二进制文件。因为 Linux 并不

对这两种文件进行区分，所以实际上并无作用。
当用添加类型打开一文件后，则每次写都将数据写到文件的当前尾端处。
在指定 w 或 a 类型创建一个新文件时，我们无法说明该文件的存取许可权位（open 函数和 creat 函数

则能做到这一点）
。默认的存取许可权：
S_IRUSR｜S_IWUSR｜S_IRGRP｜S_IWGRP｜S_IROTH｜S_IWOTH
int fclose(FILE *fp);

在该文件被关闭之前，刷新缓存中的输出数据。缓存中的输入数据被丢弃。如果标准 I/O 库已经为该
流自动分配了一个缓存，则释放此缓存。

当一个进程正常终止时（直接调用 exit 函数，或从 main 函数返回），则所有带未写缓存数据的标准
I/O 流都被刷新，所有打开的标准 I/O 流都被关闭。
size_t fread(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FILE *fp);
size_t fwrite(const void *ptr, size_t size, size_t nmemb, FILE *fp);

fread 和 fwrite 返回读或写的对象数。对于读，如果出错或到达文件尾端，则此数字可以少于 nmemb。
在这种情况，应调用 ferror 或 feof 以判断究竟是那一种情况。对于写，如果返回值少于所要求的 nmemb，
则出错。
库接口缓冲

标准 I/O 提供缓存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使用 read 和 write 调用的数量。它也对每个 I/O 流自动地进
行缓存管理，避免了应用程序需要考虑这一点所带来的麻烦。不幸的是，标准 I/O 库令人最感迷惑的也
是它的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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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I/O 提供了三种类型的缓存：

1）全缓存。在这种情况下，当填满标准 IO 缓存后才进行实际 I/O 操作。对于驻在磁盘上的文件通常是
由标准 I/O 库实施全缓存的。在一个流上执行第一次 I/O 操作时，相关标准 I/O 函数通常调用 malloc
获得需使用的缓存。术语刷新（flush）说明标准 I/O 缓存的写操作。缓存可由标准 I/O 例程自动地刷
新（例如当填满一个缓存时）
，或者可以调用函数 fflush 刷新一个流，将缓存中的内容写到磁盘上。
2）行缓存。在这种情况下，当在输入和输出中遇到新行符时，标准 I/O 库执行 I/O 操作。当流涉及一
个终端时（例如标准输入和标准输出）
，典型地使用行缓存。 这种情况常常会产生一些令人困惑的结果，
及时地调用 fflush 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int fflush(FILE *fp);强制刷新一个流
3）不带缓存。标准 I/O 库不对字符进行缓存。如果用标准 I/O 函数写若干字符到不带缓存的流中，则
相当于用 write 系统调用函数将这些字符写至相关联的打开文件上。标准出错流 stderr 通常是不带缓
存的，这就使得出错信息可以尽快显示出来，而不管它们是否含有一个新行字符。

对任何一个给定的流，如果我们并不喜欢这些系统默认，则可调用下列两个函数中的一个更改缓存类
型：
void setbuf(FILE *fp, char *buf);
int setvbuf(FILE *fp, char *buf, int mode, size_t size);

一般而言，应由系统选择缓存的长度，并自动分配缓存。在这样处理时，标准 I/O 库在关闭此流时将
自动释放此缓存。
标准 I/O 库的效率
系统调用接口 read 和 write 的效率与每次 I/O 的字节数有关，一般说来是每次 I/O 的字节数越大，效

率越高。标准 I/O 库会自动地选择合适的缓存长度，一般不需要用户考虑这一点，当然用户也可以用
setbuf、setvbuf 来自己设置缓存。所以，一般情况下，fread 和 fwrite 的 I/O 效率是可以令人满意的，
并且对用户屏蔽了 I/O 的细节。
但是 fread 和 fwrite 的效率总不会高过 read 和 write 的最佳效率（此时选取了合适的每次 I/O 字节

数）
，毕竟它们经过了一些复杂的处理后，最终还是调用 read 和 write 来进行真正的 I/O 的 。

long ftell(FILE *fp);
取文件当前位移量

int fseek(FILE *fp,long offset,int wh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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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文件位移量

void rewind(FILE *fp);
卷回文件到文件头

流和文件描述符的转换
int fileno(FILE *fp);
FILE *fdopen(int filedes, const cha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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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嵌入式 linux 移植
4.1 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过程

1 交叉编译链的安装
2 qt/embedded 开发环境的建立
3 bootloader 编译和烧写
4 内核配置、编译和烧写
5 根文件系统的制作和烧写
6 主控界面的编写和应用程序的移植

4.2 交叉工具链的生成
1 准备工作：
建议安排的目录结构如下：根目录为/home/xxx/proj/
子目录为：
bootldr ——目标板 Bootloader 源码包
build-tools ——交叉工具链源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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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g
doc

——目标板调试工具源码包
——项目文档

images ——目标板上 bootloader，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的镜像
kernel

——用于目标板各个版本内核源码包

project ——自己编写应用程序的源码目录
rootfs

——目标板根文件系统目录结构

sysapps ——目标板需要用到的系统应用程序
tmp

——进行实验的临时文件夹

tools

——编译好的交叉工具链和 c 库

export PRJROOT=/home/xxx/proj

源码包组合一：
binutils-2.11.2.tar.gz(提供连接器 ld 和打包工具 ar 等实用工具)
gcc-2.95.3.tar.gz（c 编译器）
glibc-2.2.3.tar.gz（提供 c 链接库）
glibc-linuxthreads-2.2.3.tar.gz
源码包组合二：
binutils-2.14.90.tar.gz
gcc-3.3.2.tar.gz
glibc-2.3.2.tar.gz
glibc-linuxthreads-2.3.2.tar.gz
可以从 http://www.gnu.org 获得。这些包可以放在$PRJROOT/ build-tools 下面。
确保在/usr/include/下存在 asm、linux、asm-generic 三个子目
录，如果没有则从你的当前主机运行内核的源码包下 include/
目录中将其考出。

建立编译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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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头文件的设置
binutils

的建立

引导编译器的建立
c

库的建立

完整编译器的建立

环境变量的设置：
export PRJROOT=/home/xxx/proj
export TARGET=arm-linux
export PREFIX=$ PRJROOT /tools
export TARGET_PREFIX=$ PREFIX /$ TARGET
export PATH=$ PREFIX /bin:$PATH

准备 build-tools 目录：创建三个目录 mkdir build-binutils buildboot-gcc build-glibc build-gcc
$ ls -l
total 35151
-rw-r--r--

1 karim

karim

7284401 Apr 4 17:33 binutils-2.11.2.tar.gz

drwxrwxr-x 2 karim

karim

1024 Apr 4 17:33 build-binutils

drwxrwxr-x 2 karim

karim

1024 Apr 4 17:33 build-boot-gcc

drwxrwxr-x 2 karim

karim

1024 Apr 4 17:33 build-gcc

drwxrwxr-x 2 karim

karim

1024 Apr 4 17:33 build-glibc

-rw-r--r--

1 karim

karim

-rw-r--r--

1 karim

karim

-rw-r--r--

1 karim

karim

12911721 Apr 4 17:33 gcc-2.95.3.tar.gz
15431745 Apr 4 17:33 glibc-2.2.3.tar.gz
215313 Apr 4 17:33 glibc-linuxthreads-

2.2.3.tar.gz

2 内核头文件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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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 2.4.18 版的内核
$tar xvzf linux-2.4.18.tar.gz
$ cd linux-2.4.18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menuconfig
$ ln -s asm-arm asm
$ cd asm-arm
$ ln -s proc-armv proc
$ ln -s arch-s3c2410 arch

配置完毕以后，保存离开。现在可以建立工具链所需要的 include 目录，并将内核头文件复制过去：
$ mkdir -p ${TARGET_PREFIX}/include
$ cp -r include/linux/ ${TARGET_PREFIX}/include
$ cp -r include/asm-arm/ {TARGET_PREFIX}/include/asm
$ cp -r include/asm-generic/ ${TARGET_PREFIX}/include

3 binutils 的建立
binutils 包提供最重要的两个工具就是 GNU 汇编器 as 和链接器 ld，还有其他实用工具。
$ cd ${PRJROOT}/build-tools
$ tar xvzf binutils-2.11.2.tar.gz
这将会产生一个 binutils-2.11.2 目录，现在我们移往 build-binutils 目录
进行编译。
$ cd build-binutils
$ ../binutils-2.11.2/configure --target=$TARGET --prefix=${PREFIX}
$ make
$ make install
binutils 会被安装到 PREFIX 变量指定的目录。
$ ls ${PREFIX}/bin
arm-linux-addr2line arm-linux-ld

arm-linux-read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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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linux-ar

arm-linux-nm

arm-linux-as

arm-linux-objcopy arm-linux-strings

arm-linux-c++filt
arm-linux-gasp

arm-linux-size

arm-linux-objdump

arm-linux-strip

arm-linux-ranlib

4 引导编译器的建立
引导编译器只支持 C 语言，完整编译器才支持 C++
$ cd ${PRJROOT}/build-tools
$ tar xvzf gcc-2.95.3.tar.gz
$ cd build-boot-gcc
$ ../gcc-2.95.3/configure --target=$TARGET
--prefix=${PREFIX} --without-headers
--with-newlib --enable-languages=c

在编译 arm-linux-gcc 前须修改
gcc-2.95.3/gcc/config/arm/t-linux 文件
在 TARGET_LIBGCC2_CFLAGS 后加上
-D_gthr_posix_h
不然提示找不到 pthread.h

$make all-gcc
$make install-gcc

注意：--without-headers 选项对于 gcc3.2 版本以上并不适用，gcc3.2 版本以上编译需要 glibc 头文
件。具体编译方法请参 GNU 相关文档。

5 C 链接库的建立
$ cd ${PRJROOT}/build-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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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 xvzf glibc-2.2.3.tar.gz
$ tar -xvzf glibc-linuxthreads-2.2.3.tar.gz --directory=glibc-2.2.3
$ cd build-glibc
$ CC=arm-linux-gcc ../glibc-2.2.3/configure --host=$TARGET \
> --enable-add-ons=linuxthreads \
> --with-headers=${TARGET_PREFIX}/include
我们在 configure 之前会执行 CC=arm-linux-gcc，目的就是将环境变量 CC 设成 arm-linux-gcc，因此
这里用来建立 C 库的编译器将会是我们刚才建立的引导编译器。因为此链接库会在目标板上执行，所以
host 就是我们的$TARGET 变量所指定的机器，即目标板就是主机。--enable-add-ons 选项指定了额外的
附加包。--with-headers 选项则指定了我们刚刚设置的目标版内核的头文件。其他选项请用 configure
–help 查看。

在编译 c 库之前先修改
Glibc-2.2.3/manual/stdio.texi
将文件中的@ref{,,,}改为@ref{Top,,,}

$make
$make install_root=${TARGET_PREFIX} prefix=“” install

C 库将被安装到${TARGET_PREFIX}/lib 目录下面。最后我们还要修改 libc.so 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链
接命令脚本，将应用程序链接到 C 库期间会用到这个文件。Libc.so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 GNU ld script
Use the shared library, but some functions are only in
the static library, so try that secondarily.

*/

GROUP ( /lib/libc.so.6 /lib/libc_nonshared.a )
GROUP 里面的内容会指定实际链接的路径，我们需要修改成
GROUP ( libc.so.6 libc_nonshared.a )
将绝对路径改为相对路径，强迫它使用相同目录下的两个链接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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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整编译器的建立
$ cd ${PRJROOT}/build-tools/build-gcc
$ ../gcc-2.95.3/configure --target=$TARGET
--prefix=${PREFIX} --enable-languages=c,c++
$ make all
$ make install

7 完成工具链的设置
现在${PRJROOT}/tools 目录中的内容如下
Bin——交叉开发工具
arm-linux ——目标板专用文件
include ——交叉开发工具所使用的头文件
infogcc ——info 文件
lib ——交叉开发工具所使用的库
man ——交叉开发工具的说明文当

${PRJROOT}/tools/arm-linux 目录中的内容如下
binglibc ——相关的二级之文件和脚本
etc ——目标板/etc 目录，只含 rpc 文件
include ——供目标板用来建立应用程序的头文件
infoglibc —— info 文件
lib ——目标板的/lib 目录
libexec ——二进制辅助程序，只包括 pt_chown,大多数用不到
sbin ——目标板的/sbin 目录
share ——与国际化相关的目录
sys-include ——供 gcc 配置命令脚本复制的目标板头文件，glibc 并未想这些文件安装到 include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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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qt/embedded 开发环境的建立
1 tmake 的安装

2

Qt/embeded 安装

3

QT/x11 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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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嵌入式 linux 的启动过程
1）机器上电启动并硬件自检后，读取外存中某个地址中的启动引导程序（bootloader）
，并加载。
2）启动引导程序负责引导外存中的操作系统，根据在
3）Linux
4）INIT

bootloader 中设置的参数加载 Linux 内核程序。

内核程序负责操作系统启动的前期工作，并加载系统得 INIT 进程。

进程是 Linux 系统中运行的第一个进程（通常会运行/sbin/init 程序），该进程将根据其配置

文件（通常是/etc/inittab 文件）执行相应的启动程序。
在

2410

开

发

板

的

linux

中

启

动

顺

序

如

下

：

上

电

->bootloader->kernel->/linuxrc->/sbin/init->/etc/inittab->/etc/init.d/rcS->/usr/etc/profi
le->/usr/etc/rc.local

System V init 运行级别
0-halt(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1-Single user mode
2-Multiuser,without NFS(the same as 3,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3-Full multiuser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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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nused
5-X11
6-reboot(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BusyBox init
不支持运行级别的解释，忽略之
Busybox 的 init 进程会依次进行以下工作:
1 为 init 设置信号处理程序
2 初始化控制台
3 解释/etc/inittab 文件
4 执行系统初始化命令行。缺省情况下会使用/etc/init.d/rcS
5 执行所有会导致 init 暂停的 inittab 命令(wait)
6 执行所有仅执行一次的 inittab 命令(once)
一旦完成以上工作，init 进程便会循环执行以
下工作:
1 执行所有终止时必须重起的 inittab 命令(respawn)
2 执行所有终止时必须重起但必须询问的 inittab 命令(askfirst)
Inittab 命令格式：id:runlevel:action:process

4.5 Boot Loader 介绍
一个嵌入式 Linux 系统从软件的角度看通常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1.引导加载程序。包括固化在固件(firmware)中的 boot 代码(可选)，和 Boot Loader 两大部分。
2.Linux 内核。特定于嵌入式板子的定制内核以及内核的启动参数。
3.文件系统。包括根文件系统和建立于 Flash 内存设备之上文件系统。通常用 ram disk 来作为 root fs。
4.用户应用程序。特定于用户的应用程序。有时在用户应用程序和内核层之间可能还会包括一个嵌入式
图形用户界面。常用的嵌入式 GUI 有：MicroWindows 和 MiniGU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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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机中的引导加载程序由 BIOS(其本质就是一段固件程序)和位于硬盘 MBR 中的 OS Boot Loader（比

如，LILO 和 GRUB 等）一起组成。

而在嵌入式系统中，通常并没有像 BIOS 那样的固件程序（注，有的嵌入式 CPU 也会内嵌一段短小的

启动程序），因此整个系统的加载启动任务就完全由 Boot Loader 来完成。比如在一个基于 ARM7TDMI core
的嵌入式系统中，系统在上电或复位时通常都从地址 0x00000000 处开始执行，而在这个地址处安排的
通常就是系统的 Boot Loader 程序。

Boot Loader 的概念
简单地说，Boot Loader 就是在操作系统内核运行之前运行的一段小程序。通过这段小程序，我们
可以初始化硬件设备、建立内存空间的映射图，从而将系统的软硬件环境带到一个合适的状态，以便为
最终调用操作系统内核准备好正确的环境。
每种不同的 CPU 体系结构都有不同的 Boot Loader。有些 Boot Loader 也支持多种体系结构的
CPU，比如 U-Boot 就同时支持 ARM 体系结构和 MIPS 体系结构。
系统加电或复位后，所有的 CPU 通常都从某个由 CPU 制造商预先安排的地址上取指令。比如，基
于 ARM7TDMI core 的 CPU 在复位时通常都从地址 0x00000000 取它的第一条指令。而基于 CPU 构建
的嵌入式系统通常都有某种类型的固态存储设备(比如：ROM、EEPROM 或 FLASH 等)被映射到这个预先

安排的地址上。因此在系统加电后，CPU 将首先执行 Boot Loader 程序。

Boot Loader 的操作模式
启动加载（Boot

loading）模式：这种模式也称为"自主"（Autonomous）模式。也即 Boot Loader 从

目标机上的某个固态存储设备上将操作系统加载到 RAM 中运行，整个过程并没有用户的介入。这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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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 Boot Loader 的正常工作模式，因此在嵌入式产品发布的时侯，Boot Loader 显然必须工作在这
种模式下。
下载（Downloading）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目标机上的

Boot Loader 将通过串口连接或网络连接等通

信手段从主机（Host）下载文件，比如：下载内核映像和根文件系统映像等。从主机下载的文件通常首
先被 Boot Loader 保存到目标机的 RAM 中，然后再被 Boot Loader 写到目标机上的 FLASH 类固态存储
设备中。Boot Loader 的这种模式通常在第一次安装内核与根文件系统时被使用；此外，以后的系统更
新也会使用 Boot Loader 的这种工作模式。工作于这种模式下的 BootLoader 通常都会向它的终端用
户提供一个简单的命令行接口。

Boot Loader 执行过程分为 stage1 和 stage2 两大部分
依赖于 CPU 体系结构的代码，比如设备初始化代码等，通常都放在 stage1 中，而且通常都用汇
编语言来实现，以达到短小精悍的目的。而 stage2 则通常用 C 语言来实现，这样可以实现给复杂的功
能，而且代码会具有更好的可读性和可移植性。
Boot Loader 的 stage1 通常包括以下步骤(以执行的先后顺序)：

硬件设备初始化。
为加载 Boot Loader 的 stage2 准备 RAM 空间。
拷贝 Boot Loader 的 stage2 到 RAM 空间中。
设置好堆栈。
跳转到 stage2 的 C 入口点。
Boot Loader 的 stage2 通常包括以下步骤(以执行的先后顺序)：

初始化本阶段要使用到的硬件设备。
检测系统内存映射(memory map)。
将 kernel 映像和根文件系统映像从 flash 上读到 RAM 空间中。
为内核设置启动参数。
调用内核。

2410 bootloader 的分析
源码包：位于光盘中 /BIOS 和测试例程源码/FS2410_BIOS_I/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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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方法：使用 ads 编译，提供 FS2410_BIOS_I.mcp 文件
bios 界面和功能函数由 /BIOS 和测试例程源码/FS2410_BIOS_I/src/2410bios.c 中
struct {
void (*fun)(void);
char *tip;
}CmdTip[] = {
{UsbMain, "USB download file"},
{comdownload, "Uart download file"},
{NandWrite, "Write Nand flash with download file"},
{NandLoadRun, "Load Pragram from Nand flash and run"},
{NandErase, "Erase Nand flash regions"},
{ProgNorFlash, "Write NOR flash with download file"},
{GetBootParam, "Set boot params"},
//{NandLoadRunW,"Run Wince"},
{Set_Auto_Run,"Set AutoBoot parameter,1:linux 2:wince"},
//{EnterPowerOff, "Test Power off"},
//{SDRAM_Test, "test SDRAM Memory"},
{0, 0}
};
生成。(每一结构前者为功能函数，后者为其打印界面)

打印界面的语句在 /BIOS 和测试例程源码/FS2410_BIOS_I/src/2410bios.c 中的 main（）函数里，如
下所示：
puts("************************************\n");
puts("*

*\n");

puts("*

FS2410 Board BIOS V2.36

*\n");

puts("*

Http://www.ucdragon.com

*\n");

puts("*

*\n");

121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puts("************************************\n");
while(1)
{
U8 idx=0;
puts("\nPlease select function : \n");
for(i=0; CmdTip[i].fun!=0; i++)
printf("%d : %s\n", i, CmdTip[i].tip); //打印界面
while((!idx)&&(Wince_Run!=1))
{
idx=getkey();

//输入选择功能

//if(Wince_Run==1)NandLoadRunW();
if((idx==0)&&(Wince_Run==1))NandLoadRunW();//(*CmdTip[7].fun)();
}
//if(Wince_Run==1)(*CmdTip[7].fun)();
DsAutoBoot = 1; //when get a key press, disable auto boot
idx -= '0';
printf("%x\n",idx);
if(idx<i)
{
(*CmdTip[idx].fun)(); //执行功能
}
Wince_Run=0;
}
Nand flash 分区表在 /BIOS 和测试例程源码/FS2410_BIOS_I/src/nand.c 中由
static struct Partition NandPart[] = {
{0,

0x00030000, "boot"},

//256K

{0x00030000, 0x001d0000, "kernel"},
{0x00200000, 0x00600000, "rootfs"},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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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800000, 0x00800000, "ext-fs1"},

//8M

{0x01000000, 0x01000000, "ext-fs2"},

//16M

{0x02000000, 0x02000000, "ext-fs3"},

//32M

{0,

0

, 0}

};
指定。通过运行 bios 来进行对 NAND FLASH 的分区。
内核启动参数、启动脚本和根文件系统安装位置在 /BIOS 和测试例程源码/FS2410_BIOS_I/src/nand.c
中由 static void LoadRun(int part_sel)函数里的
char *linux_params = "root=/dev/mtdblock2 load_ramdisk=0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mem=64M
devfs=mount";
指定
总结一下 bootloader 运行流程：
start.s 中 bl Main -> 2410bios.c 中 main（）-> nand.c 中的 NandLoadRun（）-> nand.c 中的 LoadRun(1)
（从第一分区引导） -> nand.c 中的 call_linux(0, 193, buf) -> usb.c 中的 goto_start = (void
(*)(U32, U32))a2;(*goto_start)(a0, a1)
开发人员可以根据以上信息来定制我们的 bootloader。（如去掉不必要的功能，修改 bios 界面，修改
NAND FLASH 分区）
bootloader 的烧写
参见 FS2410 用户手册中 2.6 节《用 SJF2410 工具将 BIOS 烧写至 NAND FLASH》

4.6 内核的移植过程
1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 cross -2.95.3
2 解压内核包 tar xvzf kernel.tar.gz
3 编辑 Makefile 文件
CROSS_COMPILER = arm-linux-

make menuconfig
make dep
make zImage 最后可在 arch/arm/boot 下找到 z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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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写方法：参考 FS2410 用户手册中中 3.1 节《烧写 linux 内核》

4.7 根文件系统的制作与移植
建立根文件系统的过程：

目录结构的建立
拷贝 C 库（主要来自于工具链）
系统应用程序的建立
设备文件的建立
系统配置文件和启动文件的建立
文件系统镜像的制作
根文件系统目录结构说明：
/bin-必要的系统应用程序
/dev-设备文件和其他特殊文件
/etc-系统配置文件和启动文件
/home-用户主目录，包括服务帐号所使用的目录如 ftp
/lib-必要的库，包括 C 库和内核模块
/proc-用来提供内核与进程信息的虚拟文件系统
/sbin-比要的系统管理员命令
/tmp-临时文件
/usr-在第二层包含大多数用户自己的应用程序和其链接库 var 监控程序和工具程序所存放的可变数据

拷贝 C 库：只需拷贝${TARGET_PREFIX}/lib
下共享链接库和其主修订版本符号链接到根
文件系统/lib 即可，如数学库的实际共享库文
件是 libm-2.2.3.so，这类文件命名方式为
libLIBRARY_NAME-GLIBC_VERSION.so。其
主修订版本符号链接为 libm.so.6, 这类文件命
名方式为 libLIBRARY_NAME.so.MAJOR_REVISION_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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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用 arm-linux-strip 命令去掉这些库中的符号信息，以大大缩小库所占用的空间。
$ arm-linux-strip ${PRJROOT}/rootfs/lib/*.so

构建完整的系统应用程序：
busybox 源码包，busybox 是 linux 的命令工具集，包含例如 login,insmod 等许多 linux 命令的源代码，
编译这个源码包，就会生成若干 linux 命令工具的可执行程序。
将其源码包解压至${PRJROOT}/sysapps 下以后。
$ cd ${PRJROOT}/sysapps/busybox-1.00-pre10
$ make TARGET_ARCH=arm CROSS=arm-linux- \
> PREFIX=${PRJROOT}/rootfs all install
如果要对 busybox 支持工具进行配置，则需要修改源码包中的各个 config.h 文件。
最后在${PRJROOT}/rootfs /bin 下生成一个 busybox 文件，还需要为其建立各个命令的链接。如 ls 命
令：$ln –s busybox ls。
设备文件的建立
基本的/dev 条目
内核源码树 Documentation/devices.txt 描述了所
有设备类型的主次设备号。
建立设备节点：
$ cd ${PRJROOT}/rootfs/dev
$ su -m Password:
# mknod -m 600 mem c 1 1
# mknod -m 666 null c 1 3
# mknod -m 666 zero c 1 5
# mknod -m 644 random c 1 8

...
# exit
系统配置文件和启动文件的建立
系统的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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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rc->/sbin/init
->/etc/inittab->/etc/init.d/rcS
->/usr/etc/profile->/usr/etc/rc.local
启动过程的分析：①内核加载后执行/linuxrc 脚本,该脚本如下：
/bin/insmod /usr/s3c2410-uda1341.o
/bin/insmod /usr/sd_mod.o
/bin/insmod /usr/usb-storage.o
/bin/insmod /usr/videodev.o
/bin/insmod /usr/usbvideo.o
/bin/insmod /usr/ov511.o

//加载相应驱动程序

/bin/mknod /dev/video0 c 81 0

//建立视频设备节点

/bin/mount -f -t cramfs -o remount,ro /dev/bon/2 /
/bin/mount -t ramfs ramfs /var

//安装根文件系统

//安装 var 虚拟文件系统

/bin/mkdir -p /var/tmp
/bin/mkdir -p /var/run
/bin/mkdir -p /var/log
/bin/mkdir -p /var/lock
/bin/mkdir -p /var/empty
/bin/mkdir /tmp/disk3
/bin/mount -t usbdevfs none /proc/bus/usb

//安装 proc 虚拟文件系统

/bin/mount -t cramfs /dev/mtdblock/3 /tmp/disk3
exec /sbin/init

//执行 init 程序

②inittab 内容如下：
# This is run first except when booting
::sysinit:/etc/init.d/rcS

//1 执行 rcS

# Start an "askfirst" shell on the console
#::askfirst:-/bin/bash
::askfirst:/bin/bash

//3 执行 b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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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ff to do when restarting the init process
::restart:/sbin/init
::once:/usr/etc/rc.local

//2 执行 rc.local

# Stuff to do before rebooting
::ctrlaltdel:/sbin/reboot
::shutdown:/bin/umount -a -r
③/etc/init.d/rcS 主要内容如下：
/bin/mount -a
/usr/etc/profile

//执行 profile

④/usr/etc/profile 主要内容如下
DISPLAY=unix:0.0

//指定显示设备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
LD_LIBRARY_PATH=/lib:/usr/lib:/Qtopia/qt-2.3.2/lib
LANG=C
HOME=/tmp
KMOD=/lib/modules/2.4.19-rmk4-pxa2
export PATH LD_LIBRARY_PATH QTDIR LINUETTEDIR QWS_KEYBOARD LANG HOME DISPLAY KDEDIR KMOD
//设置环境变量
⑤/usr/etc/rc.local 主要内容如下:
/sbin/ifconfig lo 127.0.0.1 up
/sbin/ifconfig eth0 192.168.2.223 netmask 255.255.255.0 up
/bin/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2.1 eth0
/sbin/inetd

//设置网络

//启动 inetd 服务

/usr/sbin/makelinks
source /.bashrc
/bin/cp -rf /Qtopia/qtopia-free-1.7.0/wjluv/* /tmp/
/bin/boa -c /home/httpd
cd /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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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mkdir udisk
/Qtopia/qtopia-free-1.7.0/bin/qpe –qws

//启动 Qt palmtop environment 选项 qws 是把应用程序

结果输出到帧缓冲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很容易定制自己的启动程序。
根文件系统镜像的制作：
将 2410cramfs 文件镜像挂载到开发主机上，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mount –o loop /mnt/2410 FS2410XP_camare_demo.cramfs
若要将我们的${PRJROOT}/rootfs 制作成镜像文件则首先应安装 cramfsck 和 mkcramfs 两个工具，在内
核源码包中 scripts/cramfs 可以找到其源码：
$ cd ${PRJROOT}/kernel/linux-2.4.18/scripts/cramfs
$ make
$ cp cramfsck mkcramfs ${PREFIX}/bin/
$ cd ${PRJROOT}
$ mkcramfs rootfs/ images/cramfs.img

文件系统烧录请参见《2410 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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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linux 内核讲解
5.1 linux 内核特征
•LINUX 的模块机制使得内核保持独立而又易于扩充。
•LINUX 进程调度简单且有效，对于用户来说，他采用了简单的动态优先级调度方式；对于内核级例程
则采用软中断机制，这种机制保证了内核例程的高效运行；

•LINUX 支持守护进程（像 FTP，SENDMAIL，APACHE 等服务器进程）。在后台运行而又无终端不被
换出，因此，运行效率较高.

•他支持多种平台的虚拟内存管理，为不同硬件平台提供了统一的接口。
•LINUX 内核另一个特色部分就是其虚拟文件系统(VFS Virtul File System)。虚拟文件系统不仅为多种逻
辑文件系统（如 FAT，EXT2，EXT3，MINIX 等）提供了统一的接口，而且为各种硬件设备也提供了
统一接口。

•可任意修改和增加系统调用以满足特殊需要。
•网络部分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使得 LINUX 内核支持多种协议、多种网卡驱动程序变的容易
内核结构
Linux 内核主要由五个子系统组成：进程调度，内存管理，虚拟文件系统，网络接口，进程间通信。
进程调度（SCHED）:控制进程对 CPU 的访问。
内存管理（MM）允许多个进程安全的共享主内存区域。
虚拟文件系统（Virtual File System,VFS）隐藏了各种硬件的具体细节，为所有的设备提供了统一的
接口，可以分为逻辑文件系统和设备驱动程序。
网络接口（NET）提供了对各种网络标准的存取和各种网络硬件的支持，可分为网络协议和网络驱
动程序。
进程间通讯(IPC) 支持进程间各种通信机制。

5.2 进程调度
进程调度又称为低级调度或微观调度。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某种策略和算法，将处理机分配给一个处
于就绪状态的进程。进程调度可分为下列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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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抢占方式：非抢占方式不允许进程抢占已经分配出去的处理机。
（2） 抢占方式 ：抢占调度方式允许调度程序根据某种原则，暂停某个正在执行的进程，将处理机收
回，重新分配给另一个进程。

5.2.1 进程调度的功能
进程调度的功能可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记录系统中所有进程的执行情况
2．从就绪态队列中选择一个进程
3．进行进程上下文的切换

5.2.2 进程上下文的切换
进程的上下文由正文段、数据段、硬件寄存器的内容以及有关的数据结构组成。进程上下文的切换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决定是否要做及是否允许做上下文切换
2．保存当前执行进程的上下文
3．选择一个处于就绪态的进程
4．使被选中的进程执行

5.2.3 Linux 系统中进程调度发生的时机
通常，Linux 系统中的进程调度发生的时机有以下几种：
1．用户创建一个新的进程时。
2．正在执行的进程在申请资源或者等待某个事件的发生，得不到满足时。
3．分时系统中，进程执行完一定的时间片之后，释放 CPU 资源。
4．Linux 系统提供了两级保护，当进程从核心态返回到用户态，将会调用调度函数，发生调度。

5.2.4 Linux 系统的调度算法
Linux 系统作业调度非常简单，或者说没有作业调度。Linux 系统中的内核级线程和进程在表示、
管理调度方面没有差别，系统也没有专门的线程调度，采用进程调度统一处理进程和内核级线程。
在 linux 中每个进程的 task_struct 结构中有以下四项：policy、priority、counter、rt_priority。这四项
是选择进程的依据。

•policy 是进程的调度策略，用来区分实时进程和普通进程，实时进程优先于普通进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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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是进程(包括实时和普通)的静态优先级；
•counter 是进程剩余的时间片，它的起始值就是 priority 的值；由于 counter 在后面计算一个处于可运行
状态的进程值得运行的程度 goodness 时起重要作用，因此，counter 也可以看作是进程的动态优先级。

•rt_priority 是实时进程特有的，用于实时进程间的选择。
Linux 根据 policy 从整体上区分实时进程和普通进程，因为实时进程和普通进程度调度是不同的，
它们两者之间，实时进程应该先于普通进程而运行，然后，对于同一类型的不同进程，采用不同的标准
来选择进程：

•对于普通进程，Linux 采用动态优先调度，选择进程的依据就是进程 counter 的大小。在进程运行过程
中，counter 不断减少，而 priority 保持不变。当一个普通进程的时间片用完以后，而且所有处于可运行
状态的普通进程的时间片(p->counter==0)都用完了以后，才用 priority 对 counter 重新赋值，这个普通进
程才有了再次被调度的机会。

对于实时进程，Linux 系统使用了两种调度策略：
先来先服务算法（FIFS）
时间片轮转法（RR）
三种优先级的总结
（1） 静态优先级
静态优先级是在创建进程时确定的，且在进程的整个运行期间保持不变。
确定进程优先级的依据有如下三个方面：
（2）动态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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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进程拥有 CPU，它就随着时间不断减小；当它小于 0 时，标记进程重新调度。它指明了在这
个时间片中所剩余的时间量。
（3）实时优先级
指明这个进程自动把 CPU 交给哪一个其他进程；较高权值的进程总是优先于较低权值的进程。如
果一个进程不是实时进程，其优先级就是 0，所以实时进程总是优先于非实时进程的。
用户可以通过系统调用 sched_setschedule()函数改变自己的调度策略（实时或普通）
。通过系统调用
sys_setpriority( )和 sys_nice( )可以改变其静态优先级。一旦进程变为实时进程，它的子孙进程也是实时
进程。
Linux 系统三种进程调度算法可由用户通过宏定义来选择。可使用的调试策略为：
调度策略标志

所代表的调度策略
普通的分时进程

#define SCHED_OTHER
#define SCHED_FIFO

先进先出的实时进程

#define SCHED_RR

基于优先级的轮转算法(动

态优先级)

#define SCHED_YIELD

不是调度策略，表示进程

让出 CPU

5.3 进程管理
5.3.1 进程的定义
人们对进程下过许多定义。现列举其中的几种：
（1）进程是程序的一次执行。
（2）进程是可以和别的进程并发执行的计算。
（3）进程就是一个程序在给定活动空间和初始条件下，在一个处理机上的执行过程。
（4）进程是程序在一个数据集合上的运行过程，它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和调度的一个独立单位
（5）进程是动态的，有生命周期的活动。内核可以创建一个进程，最终将由内核终止该进程使其消亡。

5.3.2 进程的特征
（1）动态性
动态性是进程最基本的特性。进程由创建而产生，由调度而执行，因得不到资源而暂停执行，以
及因撤消而消亡。
（2）并发性
这是指多个进程实体，同存于内存中，能在一段时间段内同时执行。并发性是进程的重要特征，
同时也是操作系统的重要特征。提高并发性，可以提高系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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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立性
进程是一个能独立运行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系统中独立获得资源和独立调度的基本单位。
（4）异步性
这是指进程按各自独立的、不可预知的速度向前推进；或者说，进程按异步方式运行。
（5）结构特征
从结构上看，进程实体是由程序段、数据段及进程控制块三部分组成，也称这三部分为进程映像。

5.3.3 Linux 进程的状态
Linux 系统的一个任务总体上有以下几种状态：
（1）运行状态（running）
（2）等待状态（waiting）
（3）中断处理状态（interrupt routine）
（4）系统调用期间（system call）
（5）从系统调用返回（return from system call）
（6）就绪态（ready）

图 Linux 任务状态转换图

5.3.4 进程控制块 PCB
PCB 集中反映一个进程的动态特征，当系统创建了一个新进程时，就为它建立一个 PCB；当进程
终止后，系统回收其 PCB，该进程在系统中就不存在了。所以，PCB 是进程存在的惟一标志。
可以按照功能将 PCB 分成四个组成部分：进程标识符、处理机状态、进程调度信息、进程控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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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PCB 组织方式
链接方式是经常采用的方式。其原理是：按照进程的不同状态分别将其放在不同的队列。Linux 操
作系统就是应用这种进程控制块组织方式。

运行队列指针

PCB
0
PCB

PCB

就绪队列指针

PCB
0

PCB

PCB

PCB
0

PCB

PCB

PCB
0

阻塞队列1指针

阻塞队列2指针
图 PCB链接队列示意图

5.3.5 Linux 进程的 PCB
Linux 系统中的进程称为任务。该系统的进程控制块 PCB 用一个称为 task-struct 的结构体来描述，
Linux 系统 PCB 包含以下信息：
1． 进程描述信息
（1）进程标识号（pid， process identifier）
（2）用户和组标识（user and group identifier）
（3） 连接信息（Links）
2．进程控制信息
（1） 进程当前状态
（2）调度信息
（3）记时信息
（4） 通信信息
Linux 支持典型的 UNIX 进程间通信机制——信号、管道，也支持 System Ⅴ通信机制——共享内存、
信号量和消息队列。
3． 进程资源信息
记录了与该进程有关的存储器的各种地址和资料、文件系统以及打开文件的信息等等。
4． CPU 现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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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进程控制
所谓进程控制，就是系统使用一引起具有特定功能的程序段来创建、撤消进程以及完成进程各状态
间的转换，从而达到多进程高效率并发执行和协调、实现资源共享的目的。
原语：把系统态下执行的某些具有特定功能并且不可被中断的程序段称为原语。原语的特点是：系
统程序、不可被中断。
系统在创建、撤消一个进程以及要改变进程的状态时，都要调用相应的程序段来完成这些功能。用
于进程控制的原语有：创建原语、撤消原语、阻塞原语、唤醒原语等。

进程的创建与终止
1．进程的创建
导致进程创建的事件有：用户登录、作业调度、为用户提供服务等。
创建原语 Creat( )，通过下述步骤创建一个进程。
（1）申请空白 PCB。
（2）为新进程分配资源。
（3）初始化进程控制块。
（4）将新建进程插入就绪态队列。

2．进程的终止过程
在进程中，操作系统调用进程终止原语 Destroy() ，终止本进程。过程如下：（1）根据被终止进程
的标识符，从 PCB 队列中检索出该进程的 PCB，从中读出该进程的状态。 。
（2）若被终止进程正处于
执行状态，应立即终止该进程的执行，该进程被终止后应重新进程调度。
（3）检查该进程有无子孙进程，若有，则应将其所有子孙进程终止。
（4）释放终止的进程所占有的资源，将其归还它的父进程或者系统。
（5）将被终止的进程从它的 PCB 队列中移出。

进程阻塞与进程唤醒
进程状态的转换需要通过进程之间的同步或通信机构来实现，也可直接使用“阻塞原语”和“唤
醒原语”来实现。
（1）进程的阻塞
当一个进程所等待的某一事件尚未发生时，该进程调用阻塞原语 block( )将自己阻塞，转换为
等待状态。
（2）进程的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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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等待状态的进程，只有当该进程所等待的外部事件发生时，才由发生该事件的进程调用唤醒原语
wakeup( )将它唤醒。

几个相关的 Linux 系统调用
在 Linux 系统中，系统向用户提供了一些对进程进行控制的系统调用。常用的有：
1．fork( )系统调用
Linux 利用 fork( ) 系统调用创建一个新进程。
2．Exec 系统调用
利用 exec 系统调用执行另一个程序。
3．exit( )系统调用
父进程在创建子进程时，应在进程的末尾写一条 exit，使子进程自我终止。
4．wait 系统调用
将调用进程挂起，直至其子进程因暂停或终止而发来软中断信号为止。

进程的互斥与同步
1．同步与互斥的概念
所谓进程互斥，是指多个进程不能同时使用同一个临界资源 CR。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进程必
须互斥地使用临界资源，或不能同时进入临界区 CS。

两个逻辑上完全独立、毫无关系的进程，

由于竞争同一个资源而相互制约，就称为进程的互斥。

所谓进程同步，是指有协作关系的进程

之间，要不断地调整它们之间的相对速度或执行过程，以保证临界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进程的顺利执行。
实现进程同步的机制称为进程同步机制。
2．同步机制应遵循的规则
所有同步机制都应遵循下列准则：
（1）空闲让进。
（2）忙则等待。
（3）有限等待。
（4）让权等待。

锁机制
实现互斥的一种软件是采用锁机制，即提供一对上锁（Lock）和开锁（UnLock）原语，以及
一个锁变量 w（或者是锁位１个 bit）。
加锁及解锁原语可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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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锁原语：
Lock w：
L：if w=1 then goto L
Else w:=1
开锁原语：
UnLock w：
w：=0;

信号量机制
申请和释放临界资源的两个原语操作：wait 操作和 signal 操作，有时也称为Ｐ操作和Ｖ操作。
信号量（Semaphore），也叫做信号灯，它是在信号量同步机制中用于实现进程的同步和互斥的
有效数据结构。我们可以为每类资源设置一个信号量。它有多种类型的数据结构，即：整型信号量、记
录型信号量、ＡＮＤ型信号量及信号量集等。

整型信号量
整型信号量的数值表示当前系统中可用的该类临界资源的数量。如设置整型信号量 s，则 s 的
值意义为：
s>0，则 s 的值表示系统中空闲的该类临界资源的个数；
s=0，则表示系统中该类临界资源刚好全部被占用，而且没有进程在等待该临界资源；
s<0，则 s 的绝对值表示系统中的进程等待该类临界资源的个数；

记录型信号量
记录型信号量的数据结构由两部分构成。例如：定义记录型信号量Ｓ，则：s 的值表示系统中可用的该
类临界资源的数量，而Ｌ为进程链表指针，指向等待该类资源的 PCB 队列。
设变量Ｓ为记录型信号量，则 wait（Ｓ）操作和 signal（Ｓ）操作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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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型信号量
ＡＮＤ同步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将进程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需要的所有资源，一次性全部地分配给进程，
待进程使用完成后再一起释放。只要有一个资源尚未能分配给进程，其它所有可能分配的资源，也不能
分配给它。也称为ＡＮＤ同步。
AND 型信号量集机制可描述如下：

信号量集
信号量集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在 AND 型信号量集的基础上进行扩充，进程对信号量 Si 的测试
值为 ti（用于信号量的判断，即 Si >= ti，表示资源数量低于 ti 时，便不予分配）
，占用值为 di（用于信
号量的增减，即 Si = Si - d1 和 Si = Si + d1）
Swait(S1, t1, d1; ...; Sn, tn, dn);
Ssignal(S1, d1; ...; Sn, dn);
一般“信号量集”的几种特定情况：
（1）Swait(S, d, d)表示每次申请 d 个资源，当少于 d 个时，便不分配；
（2）Swait(S, 1, 1)表示互斥信号量；
（3）Swait(S, 1, 0)作为一个可控开关（当 S≥1 时，允许多个进程进入临界区；当 S=0 时，禁止任何进
程进入临界区）
；（4）“信号量集”未必成对使用 Swait 和 Ssignal。如：一起申请，但可以不一起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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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进程通信
进程间的信息交换称为进程通信。通常，进程间的通信分为两种：控制信息的传送与大量信息的传
送。将进程间控制信息的交换称为低级通信，而把进程之间大批量数据的交换称为高级通信。进程的互
斥与同步为低级通信方式，相应地，也称 wait、signal 操作为低级的通信原语。仅通过 P、V 操作或锁
的方法是无法实现进程的高级通信的。

高级通信方式可分为三大类：共享存储器系统、消息传

递系统和管道通信系统。

共享存储器系统
1．共享存储器系统的类型
（1）基于共享数据结构的通信方式
在这种通信方式中，要使各进程共用某些数据结构，借以实现各进程间的信息交换。如在生产者—
消费者问题中，就是用有界缓冲区这种数据结构来实现通信的。这种通信方式是低效的，只适用于传递
相对少量的数据。
（2）基于共享存储区的通信方式。
在存储器中划出了一块共享存储区，各进程可通过对共享存储区中的数据的读或写来实现通信。

Linux 共享存储区通信的实现

（1）共享存储区的建立
利用系统调用 shmget( )建立一块共享存储区。 该系统调用将返回该共享存储区的描述符
shmid；若尚未建立，便为进程建立一个指定大小的共享存储区。
（2）共享存储区的操纵
可以用 shmctl( )系统调用对共享存储区的状态信息进行查询，如其长度、所连接的进程数、创
建者标识符等；也可设置或修改其属性，如共享存储区的许可权、当前连接的进程计数等；还可用来对
共享存储区加锁或解锁，以及修改共享存储区标识符等。

共享存储区的附接与断开
在进程已经建立了共享存储区或已获得了其描述符后，还须利用系统调用 shmat( )将该共
享存储区附接到用户给定的某个进程的虚地址 shmaddr 上，并指定该存储区的访问属性，即指明该区是
只读，还是可读可写。此后，此共享存储区便成为该进程虚地址空间的一部分。进程可采取与对其它虚
地址空间一样的存取方法来访问。当进程不再需要该共享存储区时，再利用系统调用 shmdt(

)把该区

与进程断开。

139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几个相关系统调用
共享存储区通信中常用的系统调用：
（1）shmget (key ,size ,flag)：
功能：获得一个共享存储区，若成功，其返回值为该共享存储区的描述符。
（2）shmat(id,addr ,flag)
从逻辑上将一个共享存储区附接到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上。
（3）shmdt(addr)：
把一个共享存储区从指定进程的虚地址空间断开。
（4）shmctl(id,cmd,buf)
对与共享存储区关联的各种参数进行操作，从而对共享存储区进行控制。

5.3.8 消息传递系统
在消息传递系统中，进程间的数据交换，是以格式化的消息（message）为单位的。程序员直接利用系
统提供的一组通信命令进行通信。因实现方式的不同分为直接通信方式和间接通信方式。
间接通信方式又称为信箱通信方式。信箱是一种数据结构，逻辑上可分为两部分：信箱头和信箱体。
信箱头包含箱体的结构信息，信箱体由多个格子构成。信箱通信一般是进程之间的双向通信。

直接通信方式
这种通信是固定在一对进程之间。用来发送和接收消息。两条原语的形式如下：
send(B,message);
receive(A,message);

发送一个消息给接收进程 B；
接收进程 A 发来的消息；

通常情况下，接收进程可与多个发送进程通信，因此，它不可能事先指定发送进程。对于这样的应
用，在接收进程接收消息的原语中的源进程参数，是完成通信后的返回值，接收原语可表示为：
receive(id,message);
其中，id 为接收消息进程的标识符。

间接通信方式
间接通信方式又称为信箱通信方式。信箱是一种数据结构，逻辑上可分为两部分：信箱头和信
箱体。信箱头包含箱体的结构信息，信箱体由多个格子构成，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有界缓冲池。信箱通信
一般是进程之间的双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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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缓冲队列通信机制
消息缓冲队列通信机制中所用的主要数据结构是消息缓冲区。在设置消息缓冲队列时，还应添加用
于对消息队列进行操作和实现同步的信号量，并将它们存入进程的 PCB 中。 当一个发送进程要发送消
息时，便形成一个消息，并发送给指定的接收进程。接收进程将所有的消息缓冲区链成一个队列，其队
列首由接收进程 PCB 中的队列队首指针 mq 来指出。

Linux 系统关于消息传递的相关系统调用
（1）msgget(key,flag):
功能：获得一个消息的描述符，该描述符指定一个

消息队列以便用于其他系统调用。

（2） msgsnd(id,msgp ,size，flag);
功能：发送一消息。
（3）msgrcv(id,msgp ,size ,type ,flag)
功能：接受一消息。
（4）msgctl(id,cmd,buf)：
功能：查询一个消息描述符的状态,设置它的状态及

删除一个消息描述符。

管道通信系统
所谓管道，是指用于连接一个读进程和一个写进程，以实现他们之间通信的一个共享文件，又名
pipe 文件。
为了协调双方的通信，管道机制必须提供以下三方面的协调能力：
（1）互斥，即当一个进程正在对 pipe 执行读/写操作时，其它(另一)进程必须等待。
（2）同步，指当读写进程使用 pipe 时，需要同步使用。
（3）确定对方是否存在，只有确定了对方已存在时，才能进行通信。

5.3.9 信号通信机制
信号的基本概念
每个信号都对应一个正整数常量，即信号编号。
信号机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功能：
（1）发送信号。发送信号的程序用系统调用 kill( )实现；
（2）预置对信号的处理方式。接收信号的程序用 signal( )来实现预置处理方式；
（3）收受信号的进程按事先的规定完成对相应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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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 Linux 系统调用
（1）kill( )
功能：向一个或一组进程发送一个软中断信号。
（2）signal( )
功能：预置对信号的处理方式，允许调用进程控制软中断信号。

5.4 存储管理
5.4.1 Linux 的分页管理机制
在 Linux 中，每个用户进程都可以访问 4GB 的线性虚拟内存空间。其中从 0 到 3GB 的虚拟地址空
间是用户空间，用户进程可以直接对其进行访问。从 3GB 到 4GB 的虚拟内存地址空间为内核态空间，
存放仅供内核态访问的代码和数据，用户态进程不可访问。
所有的进程从 3GB 到 4GB 的虚拟空间是一样的，有同样的页目录项，同样的页表，对应同样的物
理内存段。Linux 以此方式让内核态进程共享代码段和数据段。
内核态虚拟空间从 3GB 到 3GB+4MB 的一段，被映射到物理空间 0 到 4MB。
Linux 采用“按需调页”技术管理虚拟内存。标准 Linux 的虚存页表应为三级页表，依次为页目录
（Pgd,page Directory）、中间页目录（PMD,page Middlie Directory）和页表(PTE,PageTable) 。
虚存段的组织与管理
用户进程实际可申请的虚存空间为 0 至 3GB。在用户进程创建时，已由系统调用 fork()的执行函数
do_fork()将内核的代码段和数据段映射到 3GB 以后的虚存空间，供内核态进程访问。所有进程的 3GB
到 4GB 的虚存空间的映象都是相同的。以此方式共享代码段和数据段。

5.4.2 内存的共享和保护
Linux 中内存共享以页表的形式实现，共享该页的各进程的页表表项直接指向共享页。这种结构不
需要设立共享页表，节约内存的占用，但效率较低。当共享页状态发生变化时，共享该页的各进程的页
表均需要修改，要多次访问页表。
物理空间管理
尽管 Linux 采用虚拟存储管理策略，有些申请仍然需要直接分配物理空间。例如，为刚创建的进程
分配页目录，为装入进程的代码段分配空间，为 I/O 操作准备缓冲区等等。物理内存以页帧为单位，页
帧的长度固定，等于页长，对于 INTEL CPU 缺省为 4KB 字节。
Linux 对物理内存的管理通过 mem_map 表描述。mem_map 在系统初始化时，由 free_area_init()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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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创建。
空闲物理内存管理
在物理内存低端，紧跟 mem_map 表的 bitmap 表以位示图方式记录了所有物理内存的空闲情况。与
men_map 一样，bitmap 表在系统初始化时有 free_area_init()函数创建。
内核态内存的申请与释放
内核态内存是用来存放 Linux 内核系统数据结构的内存区域，处于进程虚拟空间的 3GB 至 4GB 范
围内。内核态内存的分配和释放以块为单位。
用户态内存的申请和释放
Linux 用 kmalloc()函数和 kfree（）函数提供内核内存申请、释放的接口。它还实现另一种虚拟空间
的申请、释放界面，就是 vmalloc()和 vfree()。
由 vmalloc()分配的存储空间在进程的虚拟空间时连续的，但物理页帧不是连续的。

5.4.3 交换空间
当内存太小时，操作系统采用交换的方式。Linux 采用两种方式保存换出的页面。一种是整个块设
备，如磁盘的一个分区，称做交换设备。另一种用文件系统的固定长度的文件，称做交换文件，它们统
称为交换空间。尽管交换空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但它们的内部格式是一致的。一个交换空间最多可容
纳 32687 个页面。
页交换进程和页面换出
当物理页面不够时，Linux 存储管理系统必须释放部分物理页面，将它们的内容写到交换空间。实现此
功能的是内核态交换程序 kswapd。kswapd.属于一种特殊的进程，称为内核态进程。
缺页中断和页面换入
磁盘中的可执行文件映像（imag）一旦被映射到一个进程的虚拟空间，它就可以开始执行。
存储管理系统的缓冲机制
1．swap cache
如果以前被调出到交换空间的页面由于进程再次被访问而调入物理内存，只要该页调入后没有被修
改过，那么它的内容与交换空间中的内容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空间中的备份还是有效的。因
此在该页再度换出时，就没有必要执行写操作。Linux 采用 swap_cache 表描述的 swap cache 来实现这种
思想。Swap cache 实质上是关于页表项的一个列表，swap_cache 表位于 men_map 表之前。
2. Page Cache
Linux 的 page cache 的作用是加快对磁盘的访问速度.文件被映射到内存中,每次读取一页.而这些页
就保存于 page cache 中。
每当需要读取文件的一页时，总是首先通过 page cache 读取。如果所需页面在 page cache 中，就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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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指向表示该页面的 mem-map-t 的指针。否则必须从文件系统中调入。接着，Linux 申请一物理页，将
该页从磁盘文件中调入内存。

5.5 文件系统

5.5.1 Linux 文件系统
从逻辑结构上看，Linux 系统中文件是无结构的流式文件。从物理结构上看，Linux 采用的是混合
多重索引结构，即将文件所占用盘块的盘块号，直接或间接地存放在该文件索引结点的地址项中。在查
找文件时只要找到该文件的索引结点就可以用直接或间接的寻址方式获得指定文件的盘块号。
Linux 文件的物理结构
1．寻址方式
（1）直接寻址方式
Linux 系统中的作业以中、小型为主，为了提高对文件的检索速度，宜采用直接寻址方式。在索引
结点中建立了 12 个地址项，用来直接存放该文件所在的盘块号，相应的盘块称为直接块。

（2）一次间接寻址方式
当文件较大时，Linux 系统提供了一次间接寻址方式。在这种寻址方式中，一次间接地址项中所对
应的盘块（间接块）存放的不是文件所在的物理盘块号，而是直接块的块号表。为了通过间接块读取文
件数据，核心是先读出间接块，找到相应的直接块项，然后从直接块中读取数据。
（3）多次间接寻址方式
对于大型和巨型的文件，Linux 系统中又引入了二次间接寻址和三次间接寻址。二次间接项中存放
的是一次间接块号表，三次间接项所对应的盘块中放有二次间接块号表。

2．地址转换
（1）将字节偏移量转换为文件的逻辑块号
其转换方式为：将字节偏移量除以盘块大小的字节数，其商为文件逻辑块号，余数为块内位移量。
（2）将文件逻辑块号转换为物理块号
根据逻辑块号可以求出对应的文件地址是直接地址还是间接地址，然后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转换。
3．虚拟文件系统 VFS
4．ext2
Ext2 是 Linux 用户最常用的文件系统。
各种 Linux 的系统发布都将 EXT2 作为操作系统的基础。EX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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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中的数据是以数据块的方式存储在文件中的。这些数据块的大小相同，其大小在 EXT2 创建时
设定。EXT2 用一个 inode 数据结构描述系统中的每一个文件，定义了系统的拓扑结构。一个 inode 描
述了一个文件中的数据占用了哪些块以及文件的访问权限、文件的修改时间和文件的类型。EXT2 文件
系统中的每一个文件都用一个 inode 描述，而每一个 inode 都用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标识。文件系统的
inode 都放在一起，在 inode 索引表中。 EXT2 的目录是简单的特殊文件（它们也使用 inode 描述），
包括它们目录条目的 inode 的指针。

（3）ext2 的目录项数据结构
ext2 采用动态方式管理它的目录，用一个单项链表示它的目录项，每个目录项的数据结构为：
#define EXT2_NAME_LEN

255

Struct ext2_dir_entry
｛
_u32 inode;

/*索引节点号*/

_u16 inode;

/*目录项长度*/

_u16 inode

/*文件名长度*/

charname［EXT2_NAME_LEN］;

/*文件名*/

｝

5.5 2 Linux 系统的文件操作
常用系统调用
1．建立文件 create
功能：创建一个新文件或重写一个已存在文件。如果系统中不存在指明文件，核心便以给定的文件
名和许可权限方式，来创建一个新文件；如果系统中已有同名文件，核心将该文件的长度截短为 0。创
建后的文件随之被打开，并返回其文件描述符 fd；若创建失败，则返回“-1”。
格式：int create (char *pathname,int mode)
2．打开文件 open
当用户要使用一个已存在的文件时，首先要打开文件，以建立用户与文件的联系，把涉及文件的有
关的目录信息复制到内存中，以便加速系统对文件的检索，为执行文件的读、写等操作做好准备。
格式：int open( char *pathname,int flags);
int open(char *pathname,int flags,mode_ t mode);
3．关闭文件 close
格式：int close(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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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文件 read
格式：int read(int fd, void *buffer,ntypes)
其中 fd 是读操作的文件描述符，buffer 是所读的文件信息存放地址，nbytes 是要读的字节数。
5．写文件 write
格式：int write(int fd, void *buffer,nbytes)
其中 fd 是我们要进行写操作的文件描述符，buffer 是我们要写入文件内容的内存地址，nbytes 是我
们要写的字节数.
6．lseek 函数
格式：off_t lseek(int fd,off_t offset,int whence);
返回：若成功为新的文件位移，若出错为-1.

5.6 设备管理
5.6.1 LINUX 系统的设备管理
LINUX 系统设备管理的特点
LINUX 系统把设备分为两类：
（1）块设备。用于存储信息，它对信息的存取是以信息块为单位的，如通常使用的磁盘、磁带等。
（2）字符设备。通常用于输入输出，作为人和计算机之间的接口，它对信息的俄存取是以字符为
单位进行的，如键盘、鼠标、显示器、打印机等。
LINUX 系统把 I/O 设备看作文件，称为特别文件。

5.6.2 LINUX 设备驱动程序的接口
LINUX 系统把块设备和字符设备又分别细分为若干类。如：块设备可分为硬盘、软盘、磁带、光
盘等类，字符设备可分为终端设备、打印机等。为指定一类设备，将设备类从 0 开始顺序编号，称为主
设备号；同一类的设备可能有许多，为了指定一台具体设备，需要一个次设备号来标识。因此，在指定
一台具体设备时要给出：块设备/字符设备、主设备号、次设备号。

5.6.3 LINUX 的磁盘高速缓存
磁盘高速缓存
对文件系统的一切存取操作，都能通过直接从磁盘上读或往磁盘上写来实现，但磁盘 I/O 的速度较
慢，因此使系统性能较低。为了减少对磁盘的存取频率，LINUX 使用了磁盘高速缓存技术。
LINUX 磁盘缓冲管理策略是试图把尽可能多的有用的数据保存在缓冲区中。磁盘缓冲管理模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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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件系统与块设备驱动程序之间。
当从磁盘中读数据时，文件系统先从磁盘高速缓存中读，如果数据已在高速缓存中，则可以不必启
动磁盘 I/O，如果数据不在高速缓存中，则启动磁盘 I/O，从磁盘读取数据送往高速缓存，进程再从高
速缓存中读取数据。
当进程往磁盘上写数据时，先往高速缓存中写，以便随后又读它时，能从高速缓存中读取，而不必
启动磁盘读取。LINUX 采取了“延迟写”策略，即：如果缓冲区还没有写满，则不急于把缓冲区的内容
写到磁盘上，而是在缓冲管理数据结构中对该缓冲区设置延迟写标志，当高速缓存中的数据延迟到必须
往磁盘上写的时候才进行写盘操作。

5.6.4 磁盘缓冲管理的数据结构
LINUX 中使用多个内存缓冲区进行磁盘缓冲，为了合理有效地使用这些缓冲区，必须按一定策略
进行管理。管理的依据是缓冲区的相关信息，为了能访问这些信息，必须将其按一定的数据结构进行组
织。
首先，对每个缓冲区，建立“缓冲首部”来存放该缓冲区的相关信息。其内容有：
设备号 dev：缓冲区内包含的信息所属设备的设备号。
块号 blkno：该缓冲区对应的磁盘的物理块号。
状态 flag：描述了缓冲区的当前状态。包括：
忙标志位 BUSY：缓冲区当前是否正忙。
有效位 AVE：缓冲区包含的数据是否有效。
延迟写位 DELWR：是否延迟写。
写标志位 WRITE：是否正在把缓冲区的内容写到磁盘上。
读标志位 READ：是否从磁盘往缓冲区读取信息。
等待位 WAIT：是否有一个进程正在等待该缓冲区。
设备缓冲区队列前向指针 b-forw
设备缓冲区队列后向指针 b-back
空闲缓冲区队列前向指针 av-forw
空闲缓冲区队列后向指针 av-back
要对所有缓冲区进行管理，必须将所有缓冲首部组织成一定的数据结构，LINUX 建立了两个缓冲
区队列：空闲缓冲区队列和设备缓冲区队列。
为了对缓冲区进行分配，把所有的空闲缓冲区组织成一个队列。此队列中的所有缓冲区的忙标志位
BUSY 均为 0。该队列是一个双向循环链表。
LINUX 磁对于每类设备都建立一个设备缓冲区队列，是与该类设备有关的所有缓冲区构成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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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队列中的所有缓冲区首部的忙标志位 BUSY 均为 1。该队列是一个双向循环链表。
任何缓冲区首部，要么位于空闲缓冲区队列中，要么位于设备缓冲区队列中。

5.6.5 盘缓冲区管理算法
LINUX 提供的磁盘高速缓冲区不属于某进程专用，而是由多进程共享，由操作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为了提高使用效率，必须采取适当的管理策略。
当某进程要从一个磁盘读取数据时，先检查要读取的磁盘块是否包含在某缓冲区中，如果不在，则
从空闲缓冲区队列中分配给它一个空闲缓冲区；当某进程要将数据写入磁盘时，先看一下要写的磁盘块
是否在某缓冲区中，如果不在则为这个磁盘块分配一个空闲缓冲区。被分配的空闲缓冲区从空闲缓冲区
队列中退出，进入相应设备的设备缓冲区队列，该缓冲区的 BUSY 位置 1。
当缓冲区的信息读到相应进程的内存区后，或进程信息写到缓冲区后，便释放进程使用的缓冲区，
将 flag 中的 BUSY 位置 0，送入空闲缓冲区队尾，即使置为延迟写的缓冲区也送入空闲缓冲区队列。这
样可以使有限的缓冲区得到充分利用，满足多个并发进程的需求。
当一个缓冲区被送往空闲缓冲区队尾时，并不退出设备缓冲区队列，而仍然留在原队列中。这样做
的原因是：此次使用完毕送往空闲缓冲区队列的缓冲区，其保存的信息可能被再次访问。如果将其保留
在设备缓冲区队列中，当后来要读取的磁盘数据仍然保留在此缓冲区中时，可以直接从此缓冲区读，而
不必启动磁盘 I/O，提高了读盘速度。这正是使用磁盘高速缓存的目的。
如果要将一个使用完毕送入空闲缓冲区队列的缓冲区重新分配给其他设备，则可以将该缓冲区同时
从空闲缓冲区队列和原设备缓冲区队列中抽出，送入新的设备缓冲区队列。
因为被使用过的缓冲区放在空闲缓冲区队列的末尾，随着不断地从空闲缓冲区队列上摘下缓冲区，
后面的缓冲区会不断向队首移动。如果一个延迟写标志位为 1 的缓冲区移到空闲缓冲区队列的头部，当
其被重新分配之前，要先把其内容写到相应设备的指定磁盘块中。

5.6.6 LINUX 的字符设备缓冲区管理
1.

字符缓冲区及其队列
LINUX 中为字符设备的数据传输设置了一个公用的字符缓冲池，该缓冲池内含有若干个缓冲区，

但每个缓冲区很小，只含几个或几十个字节。为合理使用这些缓冲区，将其组织成为一定的数据结构。
同块设备缓冲区的管理类似，建立了空闲字符缓冲区队列和设备字符缓冲区队列。每个字符缓冲区由四
部分构成：该缓冲区第一个字符的位置、最后一个字符的位置、指向下一个字符缓冲区的指针、字符缓
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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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字符缓冲区的操作是每次送入一个字符或取出一个字符。送入字符在字符缓存区的尾部进行，即
放在最后一个字符的后面；取出字符从字符缓存区的首部进行，即取第一个字符。最后一个字符的位置
不一定是字符缓存区的末尾，随着不断往字符缓存区中放入字符，最后一个字符的位置会向后推移，直
至字符缓存区的末尾；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不一定是字符缓存区的开始位置，随着不断地从缓冲区中取出
字符，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不断后移直至字符缓存区的末尾。
对字符缓冲区的操作是每次送入一个字符或取出一个字符。送入字符在字符缓存区的尾部进行，即
放在最后一个字符的后面；取出字符从字符缓存区的首部进行，即取第一个字符。最后一个字符的位置
不一定是字符缓存区的末尾，随着不断往字符缓存区中放入字符，最后一个字符的位置会向后推移，直
至字符缓存区的末尾；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不一定是字符缓存区的开始位置，随着不断地从缓冲区中取出
字符，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不断后移直至字符缓存区的末尾。

5.6.7 空闲字符缓冲区的分配和回收
在一进程用字符设备进行 I/O 操作时，文件系统为该字符设备分配一个空闲缓冲区。分配时要检测
空闲缓冲区队列，当队列非空时，从队首取下一个空闲缓冲区分配给该字符设备，送入该字符设备的字
符缓冲区队列，并把指向该缓冲区的指针返回给调用进程；当队列空时，表明已经没有缓冲区可分配，
则请求 I/O 操作的进程被阻塞。
当字符缓冲区中的数据被提取完后，便释放该缓冲区，将该缓冲区送入空闲字符缓冲区队列的首部。
（空闲字符缓冲区队列其实是一个栈。
）若此时有因申请空缓冲区而阻塞的进程，则将其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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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linux 设备驱动程序开发

6.1 设备驱动程序概述
linux 设备驱动程序是处理或操作硬件控制器的软件，被集成在内核中，是常驻内存的低级硬件处
理程序的共享库，设备驱动程序就是对设备的抽象处理。Linux 允许设备驱动程序作为内核可加载模块
实现，这样除了可以在系统启动是进行注册外，还可以在启动后进行加载注册。

6.1.1 Linux 设备驱动程序分类
(1) 字符设备，指存取时没有缓存的设备。典型的字符设备包括鼠标，键盘，串行口等。可以象文
件一样访问字符设备，字符设备驱动程序负责实现这些行为。这样的驱动程序通常会实现 open，close，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系统控制台和并口就是字符设备的例子，它们可以很好地用流概念描述。通过
文件系统节点可以访问字符设备，例如/dev/tty1 和/dev/lp1。在字符设备和普通文件系统间的唯一区别
是：普通文件允许在其上来回读写，而大多数字符设备仅仅是数据通道，只能顺序读写。当然，也存在
这样的字符设备，看起来象个数据区，可以来回读取其中的数据。
(2) 块设备，读写都有缓存来支持，并且块设备必须能够随机存取(random access)。块设备主要包
括硬盘软盘设备，CD-ROM 等。块设备是文件系统的宿主，如磁盘。在大多数 Unix 系统中，只能将块
设备看作多个块进行访问为，一个块设备通常是 1K 字节数据。Linux 允许你象字符设备那样读取块设
备——允许一次传输任意数目的字节。结果是，块设备和字符设备只在内核内部的管理上有所区别，因
此也就是在内核/驱动程序间的软件接口上有所区别。就象字符设备一样，每个块设备也通过文件系统
节点来读写数据，它们之间的不同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块设备驱动程序和内核的接口和字符设备驱动
程序的接口是一样的，它也通过一个传统的面向块的接口与内核通信，但这个接口对用户来说时不可见
的。
(3) 网络设备在 Linux 里做专门的处理。Linux 的网络系统主要是基于 BSD unix 的 socket 机制。在
系统和驱动程序之间定义有专门的数据结构(sk_buff)进行数据的传递。系统里支持对发送数据和接收数
据的缓存，提供流量控制机制，提供对多协议的支持。

6.1.2 设备驱动程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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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用是操作系统内核和应用程序之间的接口,设备驱动程序是操作系统内核和机器硬件之间的
接口.设备驱动程序为应用程序屏蔽了硬件的细节,这样在应用程序看来,硬件设备只是一个设备文件, 应
用程序可以象操作普通文件一样对硬件设备进行操作.设备驱动程序是内核的一部分,它完成以下的功
能:
对设备进行初始化
使设备投入运行和退出服务
从设备接收数据并将它们送回内核
将数据从内核送到设备
检测和处理设备出现的错误

6.1.3 设备驱动程序基本原理
设备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被称为控制器的电器部分，另一个是机械部分。控制器通过系统总线加
载到 电脑上。典型的方式是，一组互不冲突的寄存器组被赋予到各个控制器。I/O 端口包含 4 组寄存
器，即状态寄存器，控制寄存器，数据输入寄存器，数据输出寄存器。所以，处理器和设备之间的基本
界面是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当处理器执行程序并且遇到与设备相关的指令 时，它通过向相应的设备发
送一条命令来执行该指令。控制器执行所要求的动作并设置状态寄存器的特定位， 然后进入等待。
设备驱动的概念是非常抽象的并且处于一台计算上所运行软件的最低层。由于直接到设备的硬件特
性的限 制。每个设备驱动都只管理一种单一类型的设备。这些类型可能是字符型，快设备型或网络型。
如果一个应用 程序向设备提出（操作）要求。内核会联系到对应的设备驱动，设备驱动接着向特定的
设备发出命令。设备驱 动是一个函数集合：包含了许多调用入口，类似于 open，close，read，write，
ioctl，llseek 等。

6.1.4 Linux 驱动程序的特点
(1) 嵌入式 Linux 驱动程序需求多样
(2) 嵌入式设备硬件各异
(3) 嵌入式处理器往往资源有限，比如处理速度、 存储器容量、总线带宽、电池容量等
(4) 开发驱动程序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包括硬件和软件的

6.1.5 Linux 驱动开发环境
1 本机编译调试
(1) 开发环境配置简单
(2) 无需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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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适用于配置较高的 x86 机器
2 主机+目标机
(1) 主机可以自由选择 Linux 或 Windows+Cygwin
(2) 主机和目标机通过网络共享文件系统
(3) 内核崩溃不会影响主机
(4) 主机运行的工具链∶cross gcc + glibc + gdb

6.2 设备驱动模块
Linux 内核中采用可加载的模块化设计（LKMs ，Loadable Kernel Modules），一般情况下编译的 Linux
内核是支持可插入式模块的，也就是将最基本的核心代码编译在内核中，其它的代码可以选择是在内核
中，或者编译为内核的模块文件。
我们常见的驱动程序就是作为内核模块动态加载的，比如声卡驱动和网卡驱动等，而 Linux 最基础
的驱动，如 CPU、PCI 总线、TCP/IP 协议、APM （高级电源管理）、VFS 等驱动程序则编译在内核文
件中。有时也把内核模块就叫做驱动程序，只不过驱动的内容不一定是硬件罢了，比如 ext3 文件系统
的驱动。 因此，加载驱动时就是加载内核模块。

6.2.1 与驱动模块相关的命令
(1) lsmod 列出当前系统中加载的模块
(2) rmmod 卸载已加载的模块
(3) insmod,插入模块，但是它不会自动解决依存关系，所以一般加载内核模块时使用的命令为
modprobe。
(4) modprobe，智能插入模块，即根据模块间依存关系，以及/etc/modules.conf 文件中的内容智能插
入模块
(5) modinfo,查看模块信息
系统的模块文件保存在/lib/modules/2.4.XXX/kerne 目录中，根据分类分别在 fs、net 等子目录中，
他们的互相依存关系则保存在/lib/modules/2.4.XXX/modules.dep 文件中。

6.3 简单例子
6.3.1 设备驱动程序所需的常用系统调用
(1) 驱动程序的注册与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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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_chrdev()
register_blkdev()
(2) 设备的打开与释放
open()
release()
(3) 设备的读写操作
read()
write()
(4) 设备的控制操作
ioctl()
(5) 模块的初始化与撤销
init_module()
cleanup_module()

6.3.2 内核版本的 HelloWorld
#define MODULE
#include <linux/module.h>
int init_module(void) {printk(“Hello World\n”);return 0;}
void cleanup_module(void) {printk(Goodbye cruel world\n”);}
编译运行
root# gcc –c hello.c
root# insmod ./hello.o
Hello World
root# rmmod hello
Goodbye cruel world
root#

6.3.3 一个完整的设备驱动程序源代码
#include …
#define SimpleLED_MAJOR 97
static long ioremap_addr;
ssize_t SimpleLED_read (struct file * file ,char * buf,size_t count,loff_t * f_ops){
printk("s3c2410: device file-read operation!\n");
return c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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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ze_t SimpleLED_write(struct file * file ,const char * buf,size_t count,loff_t * f_ops){
printk("s3c2410: device file-write operation!\n");
return count;
}
ssize_t SimpleLED_ioctl (struct inode * inode，struct file * file,unsigned int cmd, long data){
printk("s3c2410: device ioctl operation!\n");
}
ssize_t SimpleLED_open (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e){
return 0;
}
ssize_t SimpleLED_release (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e){
outw(0x0000,ioremap_addr);
return 0;
}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impleLED_ops ={
open: SimpleLED_open,
read: SimpleLED_read,
write: SimpleLED_write,
ioctl: SimpleLED_ioctl,
release: SimpleLED_release,
//其他
};
1. static int __init HW_SimpleLED_init(void)
2. {
3. int ret = -ENODEV;
4. int delay ;
5. ret = register_chrdev(SimpleLED_MAJOR, "SimpleLED",
&SimpleLED_ops);
6. if( ret < 0 ){
7. printk (" s3c2410: init_module failed with %d\n", ret);
8. return ret;
9. }else{
10. printk(KERN_INFO" SimpleLED register success!!!\n");}
11. dev_handle = devfs_register( NULL, "SimpleLED",
DEVFS_FL_DEFAULT,SimpleLED_MAJOR,0,S_IFCHR,
&SimpleLED_ops,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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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oremap_addr=ioremap(0x20000000,0x0f);
13. outw(0x55aa,ioremap_addr);
14. printk("remap address = %x\n",ioremap_addr);
15. return ret;}
1. int __init s3c2410_SimpleLED_init(void) {
2. int ret = -ENODEV;
3. ret = HW_SimpleLED_init();
4. if (ret)return ret;
5. return 0;}
6. int init_module()
7. {
8. s3c2410_SimpleLED_init();
9. }
10. void cleanup_module()
11. {
12. unregister_chrdev( SimpleLED_MAJOR, "SimpleLED" );
13. devfs_unregister( dev_handle );
14. }
#include
int main()
{
int fd1,fd2, i,ret,buf;
fd1=open("/dev/SimpleLED",O_RDWR);
if (fd1<0)
printf("Error open SimpleLED\n");
else
printf("Open SimpleLED success!\n");
buf=random();
usleep(1000);
write(fd1,&buf,buf);
return 0;
}

6.4 驱动程序框架
6.4.1 常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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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file_operations _ops ={
open: _open,
read: _read,
write: _write,
ioctl: _ioctl,
release: _release,
//其他
};
int init_module()

register_chrdev(MAJOR, “name",&_ops);
void cleanup_module()
unregister_chrdev(MAJOR, “name" );

6.4.2 关于文件操作
struct file_operations {
int (*seek)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off_t ,int);
int (*read)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char ,int);
int (*write)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off_t ,int);
int (*readdir)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truct dirent * ,int);
int (*select)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select_table *);
int (*ioctl)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unsined int ,unsigned long);
int (*mmap)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truct vm_area_struct *);
int (*open)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release)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fsync)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fasync)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int);
int (*check_media_change) (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revalidate) (dev_t dev);
}

6.4.3 例子二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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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asm/segment.h>
unsigned int test_major = 0;
static int read_test(struct inode *node,struct file *
file,char *buf,int count)
{
int left;
if (verify_area(VERIFY_WRITE,buf,count) == -EFAULT )
return -EFAULT;
for(left = count ; left > 0 ; left--)
{
__put_user(1,buf,1);
buf++;
}
return count;
}
static int write_tibet(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buf,int count)
{
return count;
}

static int open_tibet(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
{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tatic void release_tibet(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
{
MOD_DEC_USE_COUNT;
}
struct file_operations test_fops = {
NULL,
read_test,
write_test,
NULL,

/* test_readd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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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
NULL,

/* test_ioctl */

NULL,

/* test_mmap */

open_test,
release_test,
NULL,

/* test_fsync */

NULL,

/* test_fasync */
/* nothing more, fill with NULLs */

};
int init_module(void)
{
int result;
result = register_chrdev(0, "test", &test_fops);
if (result < 0) {
printk(KERN_INFO "test: can't get major number\n");
return result;
}
if (test_major == 0) test_major = result; /* dynamic */
return 0;
}
void cleanup_module(void)
{
unregister_chrdev(test_major, "test");
}

$ gcc -O2 -DMODULE -D__KERNEL__ -c test.c
得到文件 test.o 就是一个设备驱动程序。
如果设备驱动程序有多个文件，把每个文件按上面的命令行编译，然后
$ ld -r file1.o file2.o -o modulename.
驱动程序已经编译好了，现在把它安装到系统中去。
$ insmod -f test.o
如果安装成功，在/proc/devices 文件中就可以看到设备 test,并可以看到它的主设备号。
要卸载的话，运行
$ rmmod test
下一步要创建设备文件。
mknod /dev/test c major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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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指字符设备，major 是主设备号，就是在/proc/devices 里看到的。
用 shell 命令
$ cat /proc/devices | awk "\\$2==\"test\" {print \\$1}"
就可以获得主设备号，可以把上面的命令行加入你的 shell script 中去。
minor 是从设备号，设置成 0 就可以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main()
{
int testdev;
int i;
char buf[10];
testdev = open("/dev/test",O_RDWR);
if ( testdev == -1 )
{
printf("Cann't open file \n");
exit(0);
}
read(testdev,buf,10);
for (i = 0; i < 10;i++)
printf("%d\n",buf[i]);
close(testde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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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
7.1 概述
本章的目标是编写一个完整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由于这类驱动程序适合于大多数简单的硬件设备，
我们首先开放一个字符设备驱动程序。字符也相对比较好理解，比如说块设备驱动程序。我们的最终目
标是写一个模块化的字符设备驱动程序，但本章我们不再讲述有关模块化的问题。
本章通篇都是从一个真实的设备驱动程序截取出的代码块：这个设备就是 scull，是“Simple
Character Utility for Loading Localities”的缩写。尽管 scull 是一个设备，但它却是操作内存的
字符设备。这种情况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只要涉及 scull，
“设备”这个词就可以同“scull 使用的内存
区”互换使用。
scull 的优点是，由于每台电脑都有内存，所以它与硬件无关。scull 用 kmalloc 分配内存，而且仅
仅操作内存。任何人都可以编译和运行 scull，而且 scull 可以移植到所有 Linux 支持的平台上。但另
一方面，除了演示内核于字符设备驱动程序间的交互过程，可以让用户运行某些测试例程外，scull 做
不了“有用的”事。

7.2 scull的设计
编写设备驱动程序的第一步就是定义驱动程序提供给用户程序的能力（“机制”）。由于我们的“设
备”是电脑内存的一部分，我做什么都可以。它可以是顺便存取设备，也可以是随机存取设备，可以是
一个设备，也可以是多个，等等。
为了是 scull 更有用，可以成为编写真实设备的驱动程序的模板，我将向你展示如何在电脑的内存
之上实现若干设备抽象操作，每一种操作都有自己的特点。
scull 的源码实现如下设备。由模块实现的每一种设备都涉及一种类型：
scull0-3
4 个设备，共保护了 4 片内存区，都是全局性的和持久性的。
“全局性”是指，如果打开设备多次，
所有打开它的文件描述符共享其中的数据。
“持久性”是指，如果设备关闭后再次打开，数据不丢失。
由于可以使用常用命令访问这个设备，如 cp，cat 以及 shell I/O 重定向等，这个设备操作非常有趣；
本章将深入探讨它的内部结构。
scullpipe0-3
4 个“fifo”设备，操作起来有点象管道。一个进程读取另一个进程写入的数据。如果有多个进程
读同一个设备，他们彼此间竞争数据。通过 scullpipe 的内部结构可以了解阻塞型和非阻塞型读/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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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的；没有中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真实的驱动程序利用中断与它们的设备同步，但阻塞
型和非阻塞型操作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从概念上讲与中断处理无关。
scullsingle
scullpriv
sculluid
scullwuid
这些设备与 scull0 相似，但在何时允许 open 操作时都不同方式的限制。第一个（scullsingle）
只允许一次一个进程使用驱动程序，而 scullpriv 对每个虚拟控制台是私有的（每个设备对虚拟控制台
是私有的）。sculluid 和 scullwuid 可以多次打开，但每次只能有一个用户；如果另一个用户锁住了设
备，前者返回-EBUSY，而后者则实现为阻塞型 open。通过这些可以展示如何实现不同的访问策略。
每一个 scull 设备都展示了驱动程序不同的功能，而且都不同的难度。本章主要讲解 scull0-3 的内
部结构；下一章，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扩展操作，将介绍更复杂的设备： “一个样例实现：scullpipe”
介绍 scullpipe，“设备文件的访问控制”介绍其他设备。

7.3 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
通过访问文件系统的名字（或“节点”）访问字符设备，通常这些文件位于/dev 目录。设备文件是
特殊文件，这一点可以通过 ls -l 输出的第一列中的“c”标明，它说明它们是字符节点。/dev 下还有
块设备，但它们的第一列是“b”
；尽管如下介绍的某些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块设备，现在我们只关注字符
设备。如果你执行 ls 命令，在设备文件条目的最新修改日期前你会看到两个数（用逗号分隔）
，这个位
置通常显示文件长度。这些数就是相应设备的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下面的列表给出了我使用的系统上
的一些设备。它们的主设备号是 10，1 和 4，而次设备号是 0，3，5，64-65 和 128-129。
crw-rw-rw- 1 root root 1, 3 Feb 23 1999 null
crw------- 1 root root 10, 1 Feb 23 1999 psaux
crw------- 1 rubini tty 4, 1 Aug 16 22:22 tty1
crw-rw-rw- 1 root dialout 4, 64 Jun 30 11:19 ttyS0
crw-rw-rw- 1 root dialout 4, 65 Aug 16 00:00 ttyS1
crw------- 1 root sys 7, 1 Feb 23 1999 vcs1
crw------- 1 root sys 7, 129 Feb 23 1999 vcsa1
crw-rw-rw- 1 root root 1, 5 Feb 23 1999 zero
主设备号标识设备对应的驱动程序。例如，/dev/null 和/dev/zero 都有驱动程序 1 管理，而所有
的 tty 和 pty 都由驱动程序 4 管理。内核利用主设备号将设备与相应的驱动程序对应起来。
次设备号只由设备驱动程序使用；内核的其他部分不使用它，仅将它传递给驱动程序。一个驱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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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控制若干个设备并不为奇（如上面的例子所示）――次顺便号提供了一种区分它们的方法。
向系统增加一个驱动程序意味着要赋予它一个主设备号。这一赋值过程应该在驱动程序（模块）的
初始化过程中完成，它调用如下函数，这个函数定义在<linux/fs.h>：
int register_chrdev(unsigned int major, const char *name,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ops);
返回值是错误码。当出错时返回一个负值；成功时返回零或正值。参数 major 是所请求的主设备号，
name 是你的设备的名字，它将在/proc/devices 中出现，fops 是一个指向跳转表的指针，利用这个跳
转表完成对设备函数的调用，本章稍后将在“文件操作”一节中介绍这些函数。
主设备号是一个用来索引静态字符设备数组的整数。在 1.2.13 和早期的 2.x 内核中，这个数组有
64 项，而 2.0.6 到 2.1.11 的内核则升至 128。由于只有设备才处理次设备号，register_chrdev 不传
递次设备号。
一旦设备已经注册到内核表中，无论何时操作与你的设备驱动程序的主设备号匹配的设备文件，内
核都会通过在 fops 跳转表索引调用驱动程序中的正确函数。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给程序一个它们可以请求你的设备驱动程序的名字。这个名字必须插入到
/dev 目录中，并与你的驱动程序的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相连。
在文件系统上创建一个设备节点的命令是 mknod，而且你必须是超级用户才能创建设备。除了要创
建的节点名字外，该命令还带三个参数。例如，命令：
mknod /dev/scull0 c 254 0
创建一个字符设备（c），主设备号是 254，次设备号是 0。由于历史原因，次设备号应该在 0-255
范围内，有时它们存储在一个字节中。存在很多原因扩展可使用的次设备号的范围，但就现在而言，仍
然有 8 位限制。

7.4 动态分配主设备号
某些主设备号已经静态地分配给了大部分公用设备。在内核源码树的 Documentation/device.txt
文件中可以找到这些设备的列表。由于许多数字已经分配了，为新设备选择一个唯一的号码是很困难
的――不同的设备要不主设备号多得多。
很幸运（或是感谢某些人天才），你可以动态分配主设备号了。如果你调用 register_chrdev 时的
major 为零的话，这个函数就会选择一个空闲号码并做为返回值返回。主设备号总是正的，因此不会和
错误码混淆。
我强烈推荐你不要随便选择一个一个当前不用的设备号做为主设备号，而使用动态分配机制获取你
的主设备号。
动态分配的缺点是，由于分配给你的主设备号不能保证总是一样的，无法事先创建设备节点。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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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什么问题，这是因为一旦分配了设备号，你就可以从/proc/devices 读到。为了加载一个设备驱
动程序，对 insmod 的调用被替换为一个简单的脚本，它通过/proc/devices 获得新分配的主设备号，
并创建节点。
/proc/devices 一般如下所示：
Character devices:
1 mem
2 pty
3 ttyp
4 ttyS
6 lp
7 vcs
10 misc
13 input
14 sound
21 sg
180 usb
Block devices:
2 fd
8 sd
11 sr
65 sd
66 sd
加载动态分配主设备号驱动程序的脚本可以利用象 awk 这类工具从/proc/devices 中获取信息，并
在/dev 中创建文件。
下面这个脚本，scull_load，是 scull 发行中的一部分。使用以模块形式发行的驱动程序的用户可
以在/etc/rc.d/rc.local 中调用这个脚本，或是在需要模块时手工调用。
#!/bin/sh
module="scull"
device="scull"
mode="664"
# invoke insmod with all arguments we were passed
# and use a pathname, as newer modutils don’t look in . by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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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n/insmod -f ./$module.o $* || exit 1
# remove stale nodes
rm -f /dev/${device}[0-3]
major=‘awk "\\$2==\"$module\" {print \\$1}" /proc/devices‘
mknod /dev/${device}0 c $major 0
mknod /dev/${device}1 c $major 1
mknod /dev/${device}2 c $major 2
mknod /dev/${device}3 c $major 3
# give appropriate group/permissions, and change the group.
# Not all distributions have staff; some have "wheel" instead.
group="staff"
grep ’ˆstaff:’ /etc/group > /dev/null || group="wheel"
chgrp $group /dev/${device}[0-3]
chmod $mode /dev/${device}[0-3]
这个脚本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驱动程序，只要重新定义变量和调整 mknod 那几行就可以了。上面那
个脚本创建 4 个设备，4 是 scull 源码中的默认值。
脚本的最后两行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要改变设备的组和权限呢？原因是这样的，由 root 创
建的节点自然也属于 root。默认权限位只允许 root 对其有写访问权，而其他只有读权限。正常情况下，
设备节点需要不同的策略，因此需要进行某些修改。通常允许一组用户访问对设备，但实现细节却依赖
于设备和系统管理员。安全是个大问题，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scull_load 中的 chmod 和 chgrp 那两
行仅仅是最为处理权限问题的一点提示。稍后，在第 5 章的“设备文件的访问控制”一节中将介绍
sculluid 源码，展示设备驱动程序如何实现自己的设备访问授权。
如果重复地创建和删除/dev 节点似乎有点过分的话，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如果你看了内核源码
fs/devices.c 的话，你可以看到动态设备号是从 127（或 63）之后开始的，你可以用 127 做为主设备
号创建一个长命节点，同时可以避免在每次相关设备加载时调用脚本。如果你使用了几个动态设备，或
是新版本的内核改变了动态分配的特性，这个技巧就不能用了。（如果内核发生了修改，基于内核内部
结构编写的代码并不能保证继续可以工作。
）不管怎样，由于开发期间模块要不断地加载和卸载，你会
发现这一技术在开发期间还是很有用的。
就我看来，分配主设备号的最佳方式是，默认采用动态分配，同时留给你在加载时，甚至是编译时，
指定主设备号的余地。使用我建议的代码将与自动端口探测的代码十分相似。scull 的实现使用了一个
全局变量，scull_major，来保存所选择的设备号。该变量的默认值是 SCULL_MAJOR，在所发行的源码
中为 0，即“选择动态分配”
。用户可以使用这个默认值或选择某个特定的主设备号，既可以在编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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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宏定义，
也可以在 ins_mod 命令行中指定。最后，通过使用 scull_load 脚本，
用户可以在 scull_load
中命令行中将参数传递给 insmod。
这里是我在 scull.c 中使用的获取主设备号的代码：
result = register_chrdev(scull_major, "scull", &scull_fops);
if (result < 0) {
printk(KERN_WARNING "scull: can’t get major %d\n",scull_major);
return result;
}
if (scull_major == 0) scull_major = result; /* dynamic */

从系统中删除设备驱动程序
当从系统中卸载一个模块时，应该释放主设备号。这一操作可以在 cleanup_module 中调用如下函
数完成：
int unregister_chrdev(unsigned int major, const char *name);
参数是要释放的主设备号和相应的设备名。内核对这个名字和设备号对应的名字进行比较：如果不
同，返回-ENINVAL。如果主设备号超出了所允许的范围或是并未分配给这个设备，内核一样返回-EINVAL。
在 cleanup_module 中注销资源失败会有非常不号的后果。下次读取/proc/devices 时，由于其中一个
*

name 字串仍然指向模块内存，而那片内存已经不存在了，系统将产生一次失效。这种失效称为 Oops ，
内核在访问无效地址时将打印这样的消息。
当你卸载驱动程序而又无法注销主设备号时，这种情况是无法恢复的，即便为此专门写一个“补救”
模块也无济于事，因为 unregister_chrdev 中调用了 strcmp，而 strcmp 将使用未映射的 name 字串，
当释放设备时就会使系统 Oops。无需说明，任何视图打开这个异常的设备号对应的设备的操作都会
Oops。
除了卸载模块，你还经常需要在卸载驱动程序时删除设备节点。如果设备节点是在加载时创建的，
可以写一个简单的脚本在卸载时删除它们。对于我们的样例设备，脚本 scull_unload 完成这个工作。
如果动态节点没有从/dev 中删除，就会有可能造成不可预期的错误：如果动态分配的主设备号相同，
开发者计算机上的一个空闲/dev/framegrabber 就有可能在一个月后引用一个火警设备。“没有这个文
件或目录”要比这个新设备所产生的后果要好得多。
dev_t 和 kdev_t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论了主设备号。现在是讨论次设备号和驱动程序如何使用次设备号来区分
设备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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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内核调用一个设备驱动程序时，它都告诉驱动程序它正在操作哪个设备。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
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数据类型并用来标别某个设备。设备号的组合（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合在一起）驻留
在稍后介绍的“inode”结构的 i_rdev 域中。每个驱动程序接收一个指向 struct inode 的指针做为第
一个参数。这个指针通常也称为 inode，函数可以通过查看 inode->i_rdev 分解出设备号。
历史上，Unix 使用 dev_t 保存设备号。dev_t 通常是<sys/types.h>中定义的一个 16 位整数。而现
在有时需要超过 256 个次设备号，但是由于有许多应用（包括 C 库在内）都了解 dev_t 的内部结构，改
变 dev_t 是很困难的，如果改变 dev_t 的内部结构就会造成这些应用无法运行。因此，dev_t 类型一直
没有改变；它仍是一个 16 位整数，而且次设备号仍限制在 0-255 内。然而，在 Linux 内核内部却使用
了一个新类型，kdev_t。对于每一个内核函数来说，这个新类型被设计为一个黑箱。它的想法是让用户
程序不能了解 kdev_t。如果 kdev_t 一直是隐藏的，它可以在内核的不同版本间任意变化，而不必修改
每个人的设备驱动程序。
如下这些宏和函数是你可以对 kdev_t 执行的操作：
MAJOR(kdev_t dev);
从 kdev_t 结构中分解出主设备号。
MINOR(kdev_t dev);
分解出次设备号。
MKDEV(int ma, int mi);
通过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返回 kdev_t。
kdev_t_to_nr(kdev_t dev);
将 kdev_t 转换为一个整数（dev_t）。
to_kdev_t(int dev);
将一个整数转换为 kdev_t。注意，核心态中没有定义 dev_t，因此使用了 int。

7.5 文件操作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们将看看驱动程序能够对它管理的设备能够完成哪些不同的操作。在内核内
部用一个 file 结构标别设备，而且内核使用 file_operations 结构访问驱动程序的函数。这一设计是
我们所看到的 Linux 内核面向对象设计的第一个例证。我们将在以后看到更多的面向对象设计的例证。
file_operations 结构是一个定义在<linux/fs.h>中的数指针表。结构 struct file 将在以后介绍。
我们已经 register_chrdev 调用中有一个参数是 fops，它是一个指向一组操作（open，read 等等）
表的指针。这个表的每一个项都指向由驱动程序定义的处理相应请求的函数。对于你不支持的操作，该
表可以包含 NULL 指针。对于不同函数的 NULL 指针，内核具体的处理行为是不同的，下一节将逐一介绍。
随着新功能不断加入内核，file_operations 结构已逐渐变得越来越大。这种增长应该不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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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因为在发现任何尺寸不匹配时，C 编译器会将全局或静态 struct 变量中的未初始化字段填 0。
*

新的字段都加到结构的末尾 ，所以在编译时会插入一个 NULL 指针，系统会选择默认行为（记住，对于
所有模块需要加载的新内核，都要重新编译一次模块）
。

纵览不同操作
下面的列表将介绍应用程序能够对设备调用的所有操作。这些操作通常称为“方法”，用面向对象
的编程术语来说就是说明一个对象声明可以操作在自身的动作。
为了使这张列表可以用来当作索引，我尽量使它简洁，仅仅介绍每个操作的梗概以及当使用 NULL
时的内核默认行为。你可以在初次阅读时跳过这张列表，以后再来查阅。
在介绍完另一个重要数据结构（file）后，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讲解最重要的一些操作并提供一些提
示，告诫和真实的代码样例。由于我们尚不能深入探讨内存管理和异步触发机制，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
中介绍这些更为复杂操作。
struct file_operations 中的操作按如下顺序出现，除非注明，它们的返回 0 时表示成功，发生
错误时返回一个负的错误编码：
int (*lseek)(struct file *, off_t, int);
方法 lseek 用来修改一个文件的当前读写位置，并将新位置做为（正的）返回值返回。出错时返回
一个负的返回值。如果驱动程序没有设置这个函数，相对与文件尾的定位操作失败，其他定位操作修改
file 结构中的位置计数器，并成功返回。
int (*read)(struct file *, char *, int);
用来从设备中读取数据。当其为 NULL 指针时将引起 read 系统调用返回-EINVAL（“非法参数”
）。函
数返回一个非负值表示成功的读取了多少字节。
int (*write)( struct file *, const char *, int);
向设备发送数据。如果没有这个函数，write 系统调用向调用程序返回一个-EINVAL。如果返回值
非负，它就表示成功地写入的字节数。
int (*readdir)(struct file *, void *, filldir_t);
对于设备节点来说，这个字段应该为 NULL；它仅用于目录。
int (*select)( struct file *, int, select_table *);
select 一般用于程序询问设备是否可读和可写，或是否一个“异常”条件发生了。如果指针为 NULL，
系统假设设备总是可读和可写的，而且没有异常需要处理。“异常”的具体含义是和设备相关的。返回
值告诉系统条件满足（1）或不满足（0）
。
int (*ioctl)(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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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用 ioctl 提供一中调用设备相关命令的方法（如软盘的格式化一个磁道，这既不是读操作也
不是写操作）
。另外，内核还识别一部分 ioctl 命令，而不必调用 fops 表中的 ioctl。如果设备不提供
ioctl 入口点，对于任何内核没有定义的请求，ioctl 系统调用将返回-EINVAL。当调用成功时，返回给
调用程序一个非负返回值。
int (*mmap)(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struct vm_area_struct *);
mmap 用来将设备内存映射到进程内存中。如果设备不支持这个方法，mmap 系统调用将返回-ENODEV。
int (*open)(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尽管这总是操作在设备节点上的第一个操作，然而并不要求驱动程序一定要声明这个方法。如果该
项为 NULL，设备的打开操作永远成功，但系统不会通知你的驱动程序。
void (*release)(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当节点被关闭时调用这个操作。与 open 相仿，release 也可以没有。在 2.0 和更早的核心中，close
系统调用从不失败；这种情况在版本 2.1.31 中有所变化（见第 17 章）。
int (*fsync)(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刷新设备。如果驱动程序不支持，fsync 系统调用返回-EINVAL。
int (*fasync)(struct inode *, struct file *, int);
这个操作用来通知设备它的 FASYNC 标志的变化。如果设备不支持异步触发，该字段可以是 NULL。

7.6 file结构
在<linux/fs.h>中定义的 struct file 是设备驱动程序所适用的又一个最重要的数据结构。注意，
file 与用户程序中的 FILE 没有任何关联。FILE 是在 C 库中定义且从不出现在内核代码中。而 struct
file 是一个内核结构，从不出现在用户程序中。
file 结构代表一个“打开的文件”。它有内核在 open 时创建而且在 close 前做为参数传递给如何
操作在设备上的函数。在文件关闭后，内核释放这个数据结构。一个“打开的文件”与由 struct inode
表示的“磁盘文件”有所不同。
在内核源码中，指向 struct file 的指针通常称为 file 或 filp（
“文件指针”）
。为了与这个结构
相混淆，我将一直称指针为 filp－flip 是一个指针（同样，它也是设备方法的参数之一），而 file 是
结构本身。
struct file 中的最重要的字段罗列如下。与上节相似，这张列表在首次阅读时可以略过。在下一
节中，我们将看到一些真正的 C 代码，我将讨论某些字段，到时你可以反过来查阅这张列表。
mode_t f_mode;
文件模式由 FMODE_READ 和 FMODE_WRITE 标别。你可能需要在你的 ioctl 函数中查看这个域来来检
查读/写权限，但由于内核在调用你的驱动程序的 read 和 write 前已经检查了权限，你无需检查在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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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法中检查权限。例如，一个不允许的写操作在驱动程序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已经内核拒绝了。
loff_t f_ops;
当然读/写位置。loff_t 是一个 64 位数值（用 gcc 的术语就是 long long）
。如果驱动程序需要知
道这个值，可以直接读取这个字段。如果定义了 lseek 方法，应该更新 f_pos 的值。当传输数据时，read
和 write 也应该更新这个值。
unsigned short f_flags;
文件标志，如 O_RDONLY，O_NONBLOCK 和 O_SYNC。驱动程序为了支持非阻塞型操作需要检查这个标
志，而其他标志很少用到。注意，检查读/写权限应该查看 f_mode 而不是 f_flags。所有这些标志都定
义在<linux/fcntl.h>中。
struct inode *f_inode;
打开文件所对应的 i 节点。inode 指针是内核传递给所有文件操作的第一个参数，所以你一般不需
要访问 file 结构的这个字段。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你只能访问 struct file 时，你可以通过这个字段找
到相应的 i 节点。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_op;
与文件对应的操作。内核在完成 open 时对这个指针赋值，以后需要分派操作时就读这些数据。
filp->f_op 中的值从不保存供以后引用；这也就是说你可以在需要的事后修改你的文件所对应的操作，
下一次再操作那个打开文件的相应操作时就会调用新方法。例如，主设备号为 1 的设备（/dev/null，
/dev/zero 等等）的 open 代码根据要打开的次设备号替换 filp->f_op 中的操作。这种技巧有助于在不
增加系统调用负担的情况下方便识别主设备号相同的设备。能够替换文件操作的能力在面向对象编程技
术中称为“方法重载”。
void *private_data;
系统调用 open 在调用驱动程序的 open 方法前将这个指针置为 NULL。驱动程序可以将这个字段用
于任意目的或者忽略简单忽略这个字段。驱动程序可以用这个字段指向已分配的数据，但是一定要在内
核释放 file 结构前的 release 方法中清除它。private_data 是跨系统调用保存状态信息的非常有用的
资源，在我们的大部分样例都使用了这个资源。
实际的结构里还有其他一些字段，但它们对于驱动程序并不是特别有用。由于驱动程序从不填写 file
结构；它们只是简单地访问别处创建的结构，我们可以大胆地忽略这些字段。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cull_fops = {
llseek: scull_llseek,
read: scull_read,
write: scull_write,
ioctl: scull_io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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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cull_open,
release: scull_release,
};

7.7 Open和Close
现在让我们已经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这些字段，下面我们将开始在实际的 scull 函数中使用这些字
段。

Open 方法
open 方法是驱动程序用来为以后的操作完成初始化准备工作的。此外，open 还会增加设备计数，
以便防止文件在关闭前模块被卸载出内核。
在大部分驱动程序中，open 完成如下工作：
z

检查设备相关错误（诸如设备未就绪或相似的硬件问题）。

z

如果是首次打开，初始化设备。

z

标别次设备号，如有必要更新 f_op 指针。

z

分配和填写要放在 filp->private_data 里的数据结构。

z

增加使用计数。
在 scull 中，上面的大部分操作都要依赖于被打开设备的次设备号。因此，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标别

要操作的是哪个设备。我们可以通过查看 inode->i_rdev 完成。
我们已经谈到内核是如何不使用次设备号的了，因此驱动程序可以随意使用次设备号。事实上，利
用不同的次设备号访问不同的设备，或以不同的方式打开同一个设备。例如，/dev/ttyS0 和/dev/ttyS1
是两个不同的串口，而/dev/cua0 的物理设备与/dev/ttyS0 相同，仅仅是操作行为不同。cua 是“调出”
*

设备；它们不是终端，而且它们也没有终端所需要的所有软件支持（即，它们没有加入行律 ）
。所有的
串口设备都有许多不同的次设备号，这样驱动程序就区分它们了：ttyS 与 cua 不一样。
驱动程序从来都不知道被打开的设备的名字，它仅仅知道设备号――而且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规范
给用设备起别名，而完全不用原有的名字。如果你看看/dev 目录就会知道，你将发现对应相同主/次设
备号的不同名字；设备只有一个而且是相同的，而且没有方法区分它们。例如，在许多系统中，/dev/psaux
和/dev/bmouseps2 都存在，而且它们有同样的设备号；它们可以互换使用。后者是“历史遗迹”
，你的
系统里可以没有。
scull 驱动程序是这样使用次设备号的：最高 4 位标别设备类型个体（personality），如果该类型
可以支持多实例（scull0-3 和 scullpipe0-3），低 4 位可以供你标别这些设备。因此，scull0 的高 4
*

“行律”是用来处理终端 I/O 策略的软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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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与 scullpipe0 不同，而 scull0 的低 4 位与 scull1 不同 。源码中定义了两个宏（TYPE 和 NUM）从设
备号中分解出这些位，我们马上就看到这些宏。
对于每一设备类型，scull 定义了一个相关的 file_operations 结构，并在 open 时替换 filp->f_op。
下面的代码就是位切分和多 fops 是如何实现的：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cull_fop_array[]={
&scull_fops, /* type 0 */
&scull_priv_fops, /* type 1 */
&scull_pipe_fops, /* type 2 */
&scull_sngl_fops, /* type 3 */
&scull_user_fops, /* type 4 */
&scull_wusr_fops /* type 5 */
};
#define SCULL_MAX_TYPE 5
/* In scull_open, the fop_array is used according to TYPE(dev) */
int type = TYPE(inode->i_rdev);
if (type > SCULL_MAX_TYPE) return -ENODEV;
filp->f_op = scull_fop_array[type];
内 核 根 据 主 设 备 号 调 用 open ； scull 用 上 面 给 出 的 宏 处 理 次 设 备 号 。 接 着 用 TYPE 索 引
scull_fop_array 数组，从中分解出被打开设备的方法集。
我在 scull 中所做的就是根据次设备号的类型给 filp->f_op 赋上正确的值。然后调用新的 fops
中定义的 open 方法。通常，驱动程序不必调用自己的 fops，它只有内核分配正确的驱动程序方法时调
用。但当你的 open 方法不得不处理不同设备类型时，在根据被打开设备次设备号修改 fops 指针后就需
要调用 fops->open 了。
scull_open 的实际代码如下。它使用了前面那段代码中定义的 TYPE 和 NUM 两个宏来切分次设备号：
int scull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Scull_Dev *dev; /* device information */
int num = NUM(inode->i_rdev);
int type = TYPE(inode->i_rdev);
/*
* If private data is not valid, we are not using devfs
*

位切分一种典型的使用次设备号的方式。例如，IDE 驱动程序就使用高 2 位表示磁盘号，低 6 位表示分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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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use the type (from minor nr.) to select a new f_op
*/
if (!filp->private_data && type) {
if (type > SCULL_MAX_TYPE) return -ENODEV;
filp->f_op = scull_fop_array[type];
return filp->f_op->open(inode, filp); /* dispatch to specific open */
}
/* type 0, check the device number (unless private_data valid) */
dev = (Scull_Dev *)filp->private_data;
if (!dev) {
if (num >= scull_nr_devs) return -ENODEV;
dev = &scull_devices[num];
filp->private_data = dev; /* for other methods */
}
MOD_INC_USE_COUNT; /* Before we maybe sleep */
/* now trim to 0 the length of the device if open was write-only */
if ( (filp->f_flags & O_ACCMODE) == O_WRONLY) {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
MOD_DEC_USE_COUNT;
return -ERESTARTSYS;
}
scull_trim(dev); /* ignore errors */
up(&dev->sem);
}
return 0; /* success */
}
用来保存内存区的数据结构是 Scull_Dev。全局变量 scull_nr_devs 和 scull_devices[]（全部小
写）分别是可用设备数和指向 Scull_Dev 的指针数组。
这段代码看起来工作很少，这是因为当调用 open 时它没做任何针对某个设备的处理。
由于 scull0-3
设备被设计为全局的和永久性的，这段代码无需做什么。特别是，由于我们无法维护 scull 的打开计数，
也就是模块的使用计数，因此没有类似于“首次打开时初始化设备”这类动作。
唯一实际操作在设备上的操作是，当设备写打开时将设备截断为长度 0。截断是 scull 设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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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用一个较短的文件覆盖设备，以便缩小设备数据区，这与普通文件写打开截断为 0 很相似。

release 方法
release 方法的作用正好与 open 相反。这个设备方法有时也称为 close。它应该：
z

使用计数减 1。

z

释放 open 分配在 filp->private_data 中的内存。

z

在最后一次关闭操作时关闭设备。
*

scull 的基本模型无需进行关闭设备动作，所以所需代码是很少的 ：
int scull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MOD_DEC_USE_COUNT;
return 0;
}
使用计数减 1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使用计数不归 0，内核是不会卸载模块的。
如果某个时刻一个从没被打开的文件被关闭了计数将如何保证一致呢？我们都知道，dup 和 fork
都会在不调用 open 的情况下，将一个打开文件复制为 2 个，但每一个都会在程序终止时关闭。例如，
大多数程序从来不打开它们的 stdin 文件（或设备）
，但它们都会在终止关闭它。
答案很简单。如果 open 没有调用，release 也不会调。内核维护一个 file 结构被使用了多少次的使用
计数。无论是 fork 还是 dup 都不创建新的数据结构；它们仅是增加已有结构的计数。
新的 struct file 仅由 open 创建。只有在该结构的计数归 0 时 close 系统调用才会执行 close 方法，
这只有在删除这个结构时才会进行。close 方法与 close 系统调用间的关系保证了模块使用计数永远是
一致的。

7.8 Scull的内存使用
在介绍读写操作以前，我们最好先看看 scull 如何完成内存分配以及为什么要完成内存分配。为了
全面理解代码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分配”
，而“为什么”则反映了驱动程序编写者需要做出的选择，尽
管 scull 绝不是一个典型设备，但同样需要。
本节只讲解 scull 中的内存分配策略，而不会讲解你写实际驱动程序时需要的硬件管理技巧。“硬
件管理”中介绍。因此，如果你对针对内存操作的 scull 驱动程序的内部工作原理不感兴趣的话，你可
以跳过这一节。
*

由于 scull_open 用不同的 fops 替换了 filp->f_ops，不同种类的设备会使用不同的函数完成关闭操作，这一点我们将在后
面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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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ll 使用的内存，这里也称为“设备”，是变长的。你写的越多，它就增长得越多；消减的过程
只在用短文件覆盖设备时发生。
所选的实现 scull 的方法不是很聪明。实现较聪明的源码会更难读，而且本节的目的只是讲解 read
和 write，而不是内存管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整个页面分配会更有效，但代码只使用了 kmalloc 和
kfree，而没有涉及整个页面的分配的操作。
而另一面，从理论和实际角度考虑，我又不想限制“设备”区的尺寸。理论上将，给所管理的数据
项强加任何限制总是很糟糕的想法。从实际出发，为了测试系统在内存短缺时的性能，scull 可以帮助
将系统的剩余内存用光。进行这样的测试有助于你理解系统的内部行为。你可以使用命令 cp /dev/zero
/dev/scull 用光所有的物理内存，而且你也可以用工具 dd 选择复制到 scull 设备中多少数据。
在 scull 中，每个设备都是一组指针的链表，而每一个指针又指向一个 Scull_Dev 结构。每一个这
样的结构通过一个中间级指针数组最多可引用 4,000,000 个字节。发行的源码中使用了一个有 1000 个
指针的数组，每个指针指向 4000 个字节。我把每一个内存区称为一个“量子”，数组（或它的长度）称
为“量子集”
。scull 设备和它的内存区如图 3-1 所示。
所选择的数字是这样的，向 scull 写一个字节就会消耗内存 8000 了字节：每个量子 4 个，量子集
4 个（在大多数平台上，一个指针是 4 个字节；当在 Alpha 平台编译时量子集本身就会耗费 8000 个字
节，在 Alpha 平台上指针是 8 个字节）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向 scull 写大量的数据，由于每 4MB 数据
只对应一个表项，而且设备的最大尺寸只限于若干 MB，不可能超出计算机内存的大小，遍历这张链表
的代价不是很大。
为量子和量子集选择合适的数值是一个策略问题，而非机制问题，而且最优数值依赖于如何使用设
备。源码中为处理这些问题允许用户修改这些值：
z

在编译时，可以修改 scull.h 中的 SCULL_QUANTUM 和 SCULL_QSET。

z

在加载时，可以利用 insmod 修改 scull_quantum 和 scull_qset 整数值。

z

在运行时，用 ioctl 方法改变默认值和当前值。ioctl 将在第 5 章的“ioctl”一节中介绍。
使用宏和整数值进行编译时和加载时配置让人想起前面提到的如何选择主设备号。无论何时驱动程

序需要一个随意的数值或这个数值与策略相关，我都使用这种技术。
留下来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选择默认数值。尽管有时驱动程序编写者也需要事先调整配置参数，但他们
在编写自己的模块时不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因未填满的量子
和量子集导致的内存浪费和量子和量子集太小带来的分配、释放和指针连接等操作的代价之间的平衡。
此外，还必须考虑 kmalloc 的内部设计。现在我们还无法讲述太多的细节，只能简单规定“比 2
次幂稍小一点是最佳尺寸”比较好。
默认数值的选择基于这样的假设，大部分程序员不会受限与 4MB 的物理内存，那样大的数据量有可
能会写到 scull 中。一台内存很多的计算机的属主可能因测试向设备写数十 MB 的数据。因此，所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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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是为了优化中等规模的系统和大数据量的使用。
保存设备信息的数据机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Scull_Dev {
void **data;
struct Scull_Dev *next; /* next list item */
int quantum; /* the current quantum size */
int qset; /* the current array size */
unsigned long size;
devfs_handle_t handle; /* only used if devfs is there */
unsigned int access_key; /* used by sculluid and scullpriv */
struct semaphore sem; /* mutual exclusion semaphore */
} Scull_Dev;
下面的代码给出了实际工作时是如何利用 Scull_Dev 保存数据的。其中给出的函数负责释放整个数
据区，并且在文件写打开时由 scull_open 调用。如果当前设备内存正在使用，该函数就不释放这些内
存（象“open 方法”中所说那样）；否则，它简单地遍历链表，释放所有找到的量子和量子集。
int scull_trim(Scull_Dev *dev)
{
Scull_Dev *next, *dptr;
int qset = dev->qset; /* "dev" is not null */
int i;
for (dptr = dev; dptr; dptr = next) { /* all the list items */
if (dptr->data) {
for (i = 0; i < qset; i++)
if (dptr->data[i])
kfree(dptr->data[i]);
kfree(dptr->data);
dptr->data=NULL;
}
next=dptr->next;
if (dptr != dev) kfree(dptr); /* all of them but the first */
}
dev->siz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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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quantum = scull_quantum;
dev->qset = scull_qset;
dev->next = NULL;
return 0;
}

7.9 读和写
读写 scull 设备也就意味着要完成内核空间和用户进程空间的数据传输。由于指针只能在当前地址
空间操作，而驱动程序运行在内核空间，数据缓冲区则在用户空间，这一操作不能通过通常利用指针或
memcpy 完成。
由于驱动程序不过怎样都要在内核空间和用户缓冲区间复制数据，如果目标设备不是 RAM 而是扩展卡，
也有同样的问题。事实上，设备驱动程序的主要作用就是管理设备（内核空间）和应用（用户空间）间
的数据传输。
在 Linux 里，跨空间复制是通过定义在<asm/segment.h>里的特殊函数实现的。
scull 中 read 和 write 的驱动程序代码需要完成到用户空间和来自用户空间的整个数据段的复制。
下面这些提供这些功能，它们可以传输任意字节：
unsigned long copy_to_user(void *to, const void *from,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long copy_from_user(void *to, const void *from,
unsigned long count);
尽管上面介绍的函数看起来很象正常的 memcpy 函数，但当在内核代码中访问用户空间时必须额外
注意一些问题；正在被访问的用户页面现在可能不在内存中，而且页面失效处理函数有可能在传送页面
的时候让进程进入睡眠状态。例如，必须从交换区读取页面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对驱动程序编写者来说，
静效果就是对于任何访问用户空间的函数都必须是可重入的，而且能够与其他驱动程序函数并发执行。
这就是为什么 scull 实现中不允许在 dev->usage 不为 0 时释放设备：read 和 write 方法在它们使用
memcpy 函数前先完成 usage 计数加 1。
现在谈谈实际的设备方法，读方法的任务是将数据从设备复制到用户空间（使用 memcpy_tofs），
而写方法必须将数据从用户空间复制到设备（使用 memcpy_tofs）。每一个 read 或 write 系统调用请求
传输一定量的字节，但驱动程序可以随意传送其中一部分数据――读与写的具体规则稍有不同。
如果有错误发生，read 和 write 都返回一个负值。返回给调用程序一个大于等于 0 的数值，告诉
它成功传输了多少字节。如果某个数据成功地传输了，随后发生了错误，返回值必须是成功传输的字节
计数，而错误直到下次函数被调用时才返回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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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的不同参数的相应功能如下图所示。

内核函数返回一个负值通知错误，该数的数值表示已经发生的错误种类，运行在用户空间的程序访
问变量 errno 获知发生什么错误。这两方面的不同行为，一方面坏是靠库规范强加的，另一方面是内核
不处理 errno 的优点导致的。

read 方法
调用程序对 read 返回值的解释如下：
z

如果返回值等于最为 count 参数传递给 read 系统调用的值，所请求的字节数传输就成功完成了。

这是最好的情况。
z

如果返回值是正的，但是比 count 小，只有部分数据成功传送。这种情况因设备的不同可能有许多

原因。大部分情况下，程序会重新读数据。例如，如果你用 fread 函数读数据，这个库库函数会不断调
用系统调用直至所请求的数据传输完成。
z

如果返回值为 0，它表示已经到达了文件尾。

z

负值意味着发生了错误。值就是错误编码，错误编码在<linux/errno.h>中定义。
上面的表格中遗漏了一种情况，就是“没有数据，但以后会有”。在这种情况下，read 系统调用应

该阻塞。我们将在第 5 章的“阻塞型 I/O”一节中处理阻塞出入。
scull 代码利用了这些规则。特别是，它利用了部分读规则。每一次调用 scull_read 只处理一个
数据量子，而不必实现循环收集所有数据；这样一来代码就更短更易读了。如果读程序确实需要更多的
数据，它可以重新调用这个调用。如果用标准库读取设备，应用程序都不会注意到数据传送的量子化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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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前的读位置超出了设备尺寸，scull 的 read 方法就返回 0 告知程序这里已经没有数据了（换
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到文件尾了）
。如果进程 A 正在读设备，而此时进程 B 写打开这个设备，于是将
设备截断为长度 0，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进程 A 突然发现自己超过了文件尾，并且在下次调用 read 时
返回 0。
这里是 read 的代码：
ssize_t scull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Scull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 the first list item */
Scull_Dev *dptr;
int quantum = dev->quantum;
int qset = dev->qset;
int itemsize = quantum * qset; /* how many bytes in the list item */
int item, s_pos, q_pos, rest;
ssize_t ret = 0;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return -ERESTARTSYS;
if (*f_pos >= dev->size)
goto out;
if (*f_pos + count > dev->size)
count = dev->size - *f_pos;
/* find list item, qset index, and offset in the quantum */
item = (long)*f_pos / itemsize;
rest = (long)*f_pos % itemsize;
s_pos = rest / quantum; q_pos = rest % quantum;
/* follow the list up to the right position (defined elsewhere) */
dptr = scull_follow(dev, item);
if (!dptr->data)
goto out; /* don’t fill holes */
if (!dptr->data[s_pos])
goto out;
/* read only up to the end of this quant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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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ount > quantum - q_pos)
count = quantum - q_pos;
if (copy_to_user(buf, dptr->data[s_pos]+q_pos, count)) {
ret = -EFAULT;
goto out;
}
*f_pos += count;
ret = count;
out:
up(&dev->sem);
return ret;
}

write 方法
与 read 相似，根据如下返回值规则，write 也可以传输少于请求的数据量：
z

如果返回值等于 count，则完成了请求数目的字节传送。

z

如果返回值是正的，但小于 count，只传输了部分数据。再说明一次，程序很可能会再次读取余下

的部分。
z

如果值为 0，什么也没写。这个结果不是错误，而且也没有什么缘由需要返回一个错误编码。再说

明一次，标准库会重复调用 write。以后的章节会介绍阻塞型 write，我们会对这种情形最更详尽的考
察。
z

负值意味发生了错误；语义与 read 相同。
很不幸，有些错误程序在发生部分传输时会报错并异常退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一个不算旧版本的

GNU 文件工具，它就有这样的错误。如果你的按照是 1995 年或更早的（例如，Slackware 2.3）
，你的
cp 在处理 scull 会失败。如果在 cp 写一块比一个量子大的数据时，你见到这样一条消息/dev/scul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你就是用的这个版本的 cp。GNU dd 最初就被设计为拒绝读写部分块，而 cat
拒绝写部分块。因此，不应该用 cat 访问 scull，而 dd 则应该传递与 scull 的量子大小相同的块。注
意，注意，这一缺陷在 scull 的实现中可以弥补，但我不想把代码搞的太复杂，能说明问题就行了。
与 scull 的 read 代码相同，write 代码每次只处理一个量子：
ssize_t scull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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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ll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Scull_Dev *dptr;
int quantum = dev->quantum;
int qset = dev->qset;
int itemsize = quantum * qset;
int item, s_pos, q_pos, rest;
ssize_t ret = -ENOMEM; /* value used in "goto out" statements */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return -ERESTARTSYS;
/* find list item, qset index and offset in the quantum */
item = (long)*f_pos / itemsize;
rest = (long)*f_pos % itemsize;
s_pos = rest / quantum; q_pos = rest % quantum;
/* follow the list up to the right position */
dptr = scull_follow(dev, item);
if (!dptr->data) {
dptr->data = kmalloc(qset * sizeof(char *), GFP_KERNEL);
if (!dptr->data)
goto out;
memset(dptr->data, 0, qset * sizeof(char *));
}
if (!dptr->data[s_pos]) {
dptr->data[s_pos] = kmalloc(quantum, GFP_KERNEL);
if (!dptr->data[s_pos])
goto out;
}
/* write only up to the end of this quantum */
if (count > quantum - q_pos)
count = quantum - q_pos;
if (copy_from_user(dptr->data[s_pos]+q_pos, buf, count)) {
ret = -EFAULT;
goto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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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_pos += count;
ret = count;
/* update the size */
if (dev->size < *f_pos)
dev-> size = *f_pos;
out:
up(&dev->sem);
return r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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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字符设备驱动实例分析
8.1 A/D（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编写
LPC2200 系列 ARM 微控制器具有 1 个 10 位逐次比较 A/D 转换器，其特性如下：
z

10 位逐次比较模数转换器；

z

8 个引脚复用为 A/D 输入引脚；

z

测量范围为 0－3.3v

z

10 位转换时间大于等于 2.44us;

z

1 路或多路输入的 Burst 转换模式；

z

可选择由输入引脚的跳变或定时器的匹配信号触发转换

z

具有掉电模式

1 建立设备文件
mknod /dev/ADC0.0 c 124 0
mknod /dev/ADC0.1 c 124 1
mknod /dev/ADC0.2 c 124 2
mknod /dev/ADC0.3 c 124 3

2 用户空间可使用的函数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

函数原型

备注

open

打开文件

int open(const char* pathname, int flags);

在使用 A/D 前调用此函数
确定操作的通道

close

关闭文件

int close(int fd);

在使用完 A/D 后调用

ioctl

I/O 控制

int ioctl (int fd, unsigned long int cmd,…);

实际控制 A/D

read

读书据

int read(int fd, void* buf, size_t count);

读取 A/D 转换后的数据

3 驱动程序的头文件，提供了 ioctl 的命令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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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ndef _ADC_H
#define _ADC_H
#include <linux/ioctl.h>
#define ADC_IOC_MAGIC

0xd2

#define ADC_SET_CLKDIV

_IO(ADC_IOC_MAGIC, 0)

//设置 A/D 工作频率

#define ADC_IOC_BITS

_IO(ADC_IOC_MAGIC, 1)

//设置 A/D 转换精度

#define ADC_MAXNR

2

#endif

4

A/D 用户空间编程接口

设置 A/D 工作频率
int fd;
fd = open(“/dev/ADC0.0”,O_RDONLY);
ioctl(fd,ADC_SET_CLKDIV,(11059200+4500000-1)/4500000-1);

ioctl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设置分频值。VPB 总线频率为 11059200 时，该程序将 A/D 的工作频率设置为接
近 4.5MHz。

设置 A/D 转换精度
int fd;
fd = open(“/dev/ADC0.0”,O_RDONLY);
ioctl(fd,ADC_SET_BITS,10);

LPC2200 的 AD 转换精度可为 3-10 位。ioctl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设置转换精度。

读取 A/D 转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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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fd;
volatile u16 ad_data;
fd = open(“/dev/ADC0.0”,O_RDONLY);
read(fd,&ad_data,2);

5

源码分析

初始化函数
int adc_init(void)
{
int result;
result = register_chrdev(MAJOR_NR, DEVICE_NAME, &adc_fops);
if(MAJOR_NR == 0)
{
MAJOR_NR = result；
}
PinSellSave = inl(PINSEL1)&(0Xff<<22);

//保存相关引脚状态

AdcrSave = (0xff<<8)|(0x00<<17)|(1<<21);

//初始化用于设置 ADCR 寄存器的全局变量

outl(0,ADCR);

//初始化 A/D 为不工作状态

printk(KERNEL_INFO DEVICE_NAME “:init OK\n”);
return(0);
}

清楚函数
int adc_init(void)
{
outl(0,ADCR);
outl (inl(PINSEL1)&(~(0Xff<<22)), PINSEL1);

//初始化 A/D 为不工作状态
//回复相关引脚状态

outl (inl(PINSEL1)| PinSellSave, PINS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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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gister_chrdev(MAJOR_NR, DEVICE_NAME);

}

open()方法
static int ad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unsigned long flag;
int num,temp;
num = MINOR(inode->I_rdev);

//取得次设备号

if(adc_usage[num]==0)

//某个通道初次打开

{
local_irq_save(flag);
temp = num + num;
outl (inl(PINSEL1)&(~(0X03<<(temp+22))), PINSEL1);
outl (inl(PINSEL1)|(0X01<<(temp+22)), PINSEL1);
filp->private_data=(void*)(num); //标识打开的通道
local_irq_restore(flag);
}
adc_usage[num]++;

//全局变量，记录各通道被打开的次数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release()方法
static int adc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unsigned long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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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num;
u32 temp,temp1;
num = MINOR(inode->I_rdev);
MOD_DEC_USE_COUNT;
adc_usage[num]--;
if(adc_usage[num]==0)

//某个通道不再使用

{
local_irq_save(flag);
temp = temp1=inl(PINSEL1);
temp &= (PinSellSave&(0x03<<(num*2+22)))| temp1&~((0x03<<(num*2+22))));
outl(temp1, PINSEL1);
local_irq_restore(flag);
}
return 0;
}

ioctl()方法
static int adc_ioctl(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u32 temp;
switch(cmd)
{
case ADC_SET_CLKDIV:
temp = AdcrSace;
temp &= (～(0xff<<8));
temp |= ((arg & 0xff)<<8);
AdcSave = temp;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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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DC_SET_BITS:
arg &= 0xff;
arg++;
arg = 11 – arg;
temp = AdcrSace;
temp &= (～(0x07<<17));
temp |= (arg << 17);
AdcSave = temp;
Break;
default:
return –ENOTTY;
break;
}
return 0;
}

read()方法
static int adc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unsigned long flag;
u32 temp;
u16 temp1;
u8 temp2;

temp = (int)filp->private_data;
local_irq_save(flag);
outl(AdcrSave | (1u<<temp)|(1u<<24),ADCR);
wh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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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 = inl(ADDR);
if((temp&(1u<<31))!=0)
{
break;
}
}
local_irq_restore(flag);

temp1 = temp & 0xffff;
if(count ==1)
{
temp2 = temp1>> 8;
put_user(temp2,(u8*)buf);
}
if(count ==2)
{
put_user(temp1,(u16*)buf);
}
return count;
}

8.2 GPIO（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编写
本节以实例的形式介绍如何在一个字符设备驱动里面实现对 GPIO 端口的操作。
功能说明：
z

在模块加载的时候点亮 GPIO 端口对应的发光二极管。

z

在模块卸载的时候熄灭发光二极管。

z

从几个 GPIO 端口并行读取指定的数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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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_module 函数
这是模块的入口函数，它所做的工作就是点亮 GPIO 端口对应的发光二极管。
satic int _init init _module(void)
{
Set_Clear_GPIO_Register(0)；
If(register_chrdev(SINOSOFT_FINGERPRINT_SET_MAJOR,”FingerPrintDev”,
FingerPrint_fops))
{
printk(“FingerPrint:unable to get major %d / n”,SINOASOFT_FINGERPRINT_SEA_
MAJOR);
Set_Clear_GPIO_Register(1);
Return -EIO;
}
return 0;
}
cleanup_module 函数，熄灭发光二级管
satic void _exit cleanup_module(void)
{
Set_Clear_GPIO_Register(1);
If(unregister_OSOFT_FINGERPRINT_SET_MAJOR,”FingerPrintDev”)!=0)
{
printk(“SeaWinding---unregistered FingerPrintDev is failed…\n\n”);
}
}
自定义数据结构用以完成各个不同系统调用之间的协调工作。全局数据结构变量。
struct FingerPrint_Device{
devfs_handle_t devfs;

// devfs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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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ev_t FingerPrint_minor;

// sub-device number

char isopen;

//device status: 1=opened,0=closed

char*ibuf;

//transfer buffers 0

char*ibuf1;

//transfer buffer 1

wait_queue_head_t rd_wait_q;

//read timeouts

unsigned int rd_nak_timeout;

//Seconds to wait before read()timeout

struct semaphore sem;

//lock to prevent concurrent reads or writes

文件操作结构定义
s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FingerPrint_fops={
owner:

THIS_MODULE,

ioctl:

FingerPrint_ioctl,

open:

FingerPrint_open,

release:
read:

FingerPrint_release,
FingerPrint-read,

};

GPSR 和 GPCR 分别对应寄存器的响应位操作，GPSR 置位寄存器，GPCR 清楚寄存器。
void Set_Clear_GPIO_Register(int sel)
{
switch(sel)
{
case 0:
GPSR |=0x80000;
break;
Case 1:
GPCR |=0x80000;
b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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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break;
}
}
读取 GPIO 端口数据
static ssize_t FngerPrint_read(struct file*file,char*buf,size_t count, loff_t*ppos)
{
struct FingerPrint_Device* fingerprint;
kdev_t fingerprint_minor;
ssize_t ret;
char* tmp;
char* tmp1;
fingerprint_minor=fingerprint->FingerPrint_minor;
tmp=fingerprint->ibuf;
tmp1=fingerprint->ibuf1;
//reading GPIO data
//todo :add your own code.RecDataFromGPIO(char*buf,char*bufi,size_t cnt)
ret=RecDataFromGPIO(tmp,tmp1,IBUF_SIZE);
ret=copy_to_touser(buf,tmp.IIBUF_SIZE)?-EFAULT:ret;
ret=copy_to_user(buf+IBUF_SIZE,tmp1,IBUF_SIZE)?-EFAULT:ret;
up(&(fingerprint->sem));
return IBUF_SIZE;
}
其中的 file->private_data 是在 open 系统调用时传递过来的，fingerprint->ibuf 和 fingerprint->ibuf 是
在设备驱动的 open 系统调用时由 kmalloc()函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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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驱动高级专题
9.1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扩展操作
在关于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那一章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设备驱动程序，从中用户可以读也可
以写。但实际一个驱动程序通常会提供比同步 read 和 write 更多的功能。现在如果出了什么毛病，我已
经配备了调试工具，我们可以大胆的实验并实现新操作。
通过补充设备读写操作的功能之一就是控制硬件，最常用的通过设备驱动程序完成控制动作的方法
就是实现 ioctl 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检查写到设备中的数据流，使用特殊序列做为控制命令。尽管有时
也使用后者，但应该尽量避免这样使用。不过稍后我们还是会在本章的“非 ioctl 设备控制”一节中介
绍这项技术。
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猜想的，ioctl 系统调用为驱动程序执行“命令”提供了一个设备相关的入口点。
与 read 和其他方法不同，ioctl 是设备相关的，它允许应用程序访问被驱动硬件的特殊功能――配置设
备以及进入或退出操作模式。这些“控制操作”通常无法通过 read/write 文件操作完成。例如，你向串
口写的所有数据都通过串口发送出去了，你无法通过写设备改变波特率。这就是 ioctl 所要做的：控制
I/O 通道。
实际设备（与 scull 不同）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读或写的数据需要同其他硬件交互，需要某些同
步机制。阻塞型 I/O 和异步触发的概念将满足这些需求，本章将通过一个改写的 scull 设备介绍这些内
容。驱动程序利用不同进程间的交互产生异步事件。与最初的 scull 相同，你无需特殊硬件来测试驱动
程序是否可以工作。直到第 9 章“硬件管理”我才会真正去与硬件打交道。

ioctl
在用户空间内调用 ioctl 函数的原型大致如下：
int ioctl(int fd, int cmd, ...);
由于使用了一连串的“.”的缘故，该原型在 Unix 系统调用列表之中非常突出，这些点代表可变数
目参数。但是在实际系统中，系统调用实际上不会有可变数目个参数。因此，ioctl 的第 3 个参数事实上
只是一个可选参数，这里用点只是为了在编译时防止编译器进行类型检查。第 3 个参数的具体情况与要
完成的控制命令（第 2 个参数）有关。某些命令不需要参数，某些需要一个整数做参数，而某些则需要
一个指针做参数。使用指针通常是可以用来向 ioctl 传递任意数目数据；设备可以从用户空间接收任意
大小的数据。
系统调用的参数根据方法的声明传递给驱动程序方法：
int (*ioctl)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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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de 和 filp 指针是根据应用程序传递的文件描述符 fd 计算而得的，与 read 和 write 的用法一致。
参数 cmd 不经修改地传递给驱动程序，可选的 arg 参数无论是指针还是整数值，它都以 unsigned long
的形式传递给驱动程序。如果调用程序没有传递第 3 个参数，驱动程序所接收的 arg 没有任何意义。
由于附加参数的类型检查被关闭了，如果非法参数传递给 ioctl，编译器无法向你报警，程序员在运
行前是无法注意这个错误的。这是我所见到的 ioctl 语义方面的唯一一个问题。
如你所想，大多数 ioctl 实现都包括一个 switch 语句来根据 cmd 参数选择正确的操作。不同的命令对应
不同的数值，为了简化代码我们通常会使用符号名代替数值。这些符号名都是在预处理中赋值的。不同
的驱动程序通常会在它们的头文件中声明这些符号；scull 就在 scull.h 中声明了这些符号。

选择 ioctl 命令
在编写 ioctl 代码之前，你需要选择对应不同命令的命令号。遗憾的是，简单地从 1 开始选择号码
是不能奏效的。
为了防止对错误的设备使用正确的命令，命令号应该在系统范围内是唯一的。这种失配并不是不很
容易发生，程序可能发现自己正在对象 FIFO 和 kmouse 这类非串口输入流修改波特率。

如果每一个

ioctl 命令都是唯一的，应用程序就会获得一个 EINVAL 错误，而不是无意间成功地完成了操作。
为了达到唯一性的目的，每一个命令号都应该由多个位字段组成。Linux 的第一版使用了一个 16
位整数：高 9 位是与设备相关的“幻”数，低 8 位是一个序列号码，在设备内是唯一的。这是因为，用
Linus 的话说，他有点“无头绪”，后来才接收了一个更好的位字段分割方案。遗憾的是，很少有驱动程
序使用新的约定，这就挫伤了程序员使用新约定的热情。在我的源码中，为了发掘这种约定都提供了那
些功能，同时防止被其他开发人员当成异教徒而禁止，我使用了新的定义命令的方法。
为 了 给 我 的 驱 动 程 序 选 择 ioctl 号 ， 你 应 该 首 先 看 看 include/asm/ioctl.h 和
Documentation/ioctl-number.txt 这两个文件。头文件定义了位字段：类型（幻数），基数，传送方向，参
数的尺寸等等。ioctl-number.txt 文件中罗列了在内核中使用的幻数。这个文件的新版本（2.0 以及后继
内核）也给出了为什么应该使用这个约定的原因。
很不幸，在 1.2.x 中发行的头文件没有给出切分 ioctl 位字段宏的全集。如果你需要象我的 scull 一
样使用这种新方法，同时还要保持向后兼容性，你使用 scull/sysdep.h 中的若干代码行，我在那里给出
了解决问题的文档的代码。
现在已经不赞成使用的选择 ioctl 号码的旧方法非常简单：选择一个 8 位幻数，比如“k”
（十六进
制为 0x6b），然后加上一个基数，就象这样：
#define SCULL_IOCTL1 0x6b01
#define SCULL_IOCTL2 0x6b02
如果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都使用了相同的号码，你只要在驱动程序里实现 switch 语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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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在传统 Unix 中有基础的定义 ioctl 号码的方法，不应该再在新约定中使用。这里我介绍就方
法只是想给你看看一个 ioctl 号码大致是个什么样子的。
新的定义号码的方法使用了 4 个位字段，它们有如下意义。下面我所介绍的新符号都定义在
<linux/ioctl.h>中。

类型
选择一个号码，并在整个驱动程序中使用这个号码。这个字段有 8 位宽（_IOC_TYPEBITS）。
号码基（序列）数。它也是 8 位宽（_IOC_NRBITS）。

方向
如果该命令有数据传输，它定义数据传输的方向。可以使用的值有，_IOC_NONE（没有数据传输）
，
_IOC_READ，_IOC_WRITE 和_IOC_READ | _IOC_WRITE（双向传输数据）。数据传输是从应用程序
的角度看的；IOC_READ 意味着从设备中读数据，驱动程序必须向用户空间写数据。注意，该字段是
一个位屏蔽码，因此可以用逻辑 AND 操作从中分解出_IOC_READ 和_IOC_WRITE。

尺寸
所涉及的数据大小。这个字段的宽度与体系结构有关，当前的范围从 8 位到 14 位不等。你可以在
宏_IOC_SIZEBITS 中找到某种体系结构的具体数值。不过，如果你想要你的驱动程序可移植，你只能
认为最大尺寸可达 255 个字节。系统并不强制你使用这个字段。如果你需要更大尺度的数据传输，你可
以忽略这个字段。下面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这个字段。
包含在<linux/ioctl.h>之中的头文件<asm/ioctl.h>定义了可以用来构造命令号码的宏：_IO(type,nr)，
_IOR(type,nr,size)，_IOW(type,nr,size)和 IOWR(type,nr,size)。每一个宏都对应一种可能的数据传输方向，
其他字段通过参数传递。头文件还定义了解码宏：_IOC_DIR(nr)，_IOC_TYPE(nr)，_IOC_NR(nr)和
_IOC_SIZE(nr)。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些宏，头文件里的定义已经足够清楚了，本节稍后会给出样例。
这里是 scull 中如果定义 ioctl 命令的。特别地，这些命令设置并获取驱动程序的配置参数。在标准
的宏定义中，要传送的数据项的尺寸有数据项自身的实例代表，而不是 sizeof(item)，这是因为 sizeof
是宏扩展后的一部分。
/* Use ’k’ as magic number */
#define SCULL_IOC_MAGIC ’k’
#define SCULL_IOCRESET _IO(SCULL_IOC_MAGIC, 0)
/*
* S means "Set" through a ptr
* T means "Tell" directly with the argument value
* G means "Get": reply by setting through a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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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means "Query": response is on the return value
* X means "eXchange": G and S atomically
* H means "sHift": T and Q atomically
*/
#define SCULL_IOCSQUANTUM _IOW(SCULL_IOC_MAGIC, 1, scull_quantum)
#define SCULL_IOCSQSET _IOW(SCULL_IOC_MAGIC, 2, scull_qset)
#define SCULL_IOCTQUANTUM _IO(SCULL_IOC_MAGIC, 3)
#define SCULL_IOCTQSET _IO(SCULL_IOC_MAGIC, 4)
#define SCULL_IOCGQUANTUM _IOR(SCULL_IOC_MAGIC, 5, scull_quantum)
#define SCULL_IOCGQSET _IOR(SCULL_IOC_MAGIC, 6, scull_qset)
#define SCULL_IOCQQUANTUM _IO(SCULL_IOC_MAGIC, 7)
#define SCULL_IOCQQSET _IO(SCULL_IOC_MAGIC, 8)
#define SCULL_IOCXQUANTUM _IOWR(SCULL_IOC_MAGIC, 9, scull_quantum)
#define SCULL_IOCXQSET _IOWR(SCULL_IOC_MAGIC,10, scull_qset)
#define SCULL_IOCHQUANTUM _IO(SCULL_IOC_MAGIC, 11)
#define SCULL_IOCHQSET _IO(SCULL_IOC_MAGIC, 12)
#define SCULL_IOCHARDRESET _IO(SCULL_IOC_MAGIC, 15) /* debugging tool */
#define SCULL_IOC_MAXNR 15
最后一条命令，HARDRESET，用来将模块使用计数器复位为 0，这样就可以在计数器发生错误时
就可以卸载模块了。实际的源码定义了从 IOCHQSET 到 HARDRESET 间的所有命令，但这里没有列出。
我选择用两种方法实现整数参数传递――通过指针和显式数值，尽管根据已有的约定，ioctl 应该使
用指针完成数据交换。同样，这两种方法还用于返回整数：通过指针和设置返回值。如果返回值是正的，
这就可以工作；对与任何一个系统调用的返回值，正值是受保护的（如我们在 read 和 write 所见到的）
，
而负值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值，用其设置用户空间中的 errno 变量。
“交换”和“移位”操作并不专用于 scull 设备。我实现“交换”操作是为了给出“方向”字段的
所有可能值，而“移位”操作则将“告知”和“查询”操作组合在一起。某些时候是需要原子性*测试
兼设置这类操作的――特别是当应用程序需要加锁和解锁时。
显式的命令基数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它只是用来区分命令的。事实上，由于 ioctl 号码的“方向”
为会有所不同，你甚至可以在读命令和写命令中使用同一个基数。我选择除了在声明中使用基数外，其
他地方都不使用它，这样我就不必为符号值赋值了。这也是为什么显式的号码出现在上面的定义中。我
只是向你介绍一种使用命令号码的方法，你可以自由地采用不同的方法使用它。
当前，参数 cmd 的值内核并没有使用，而且以后也不可能使用。因此，如果你想偷懒，你可以省
去上面那些复杂的声明，而直接显式地使用一组 16 位数值。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无法
*

当一段程序代码总是被当做一条指令被执行，且不可能在期间发生其他操作，我们就称这段代码是原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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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使用位字段中受益了。头文件<linux/kd.h>就是这种旧风格方法的例子，但是它们并不是因为偷懒才
这样做的。修改这个文件需要重新编译许多应用程序。

返回值
ioctl 的实现通常就是根据命令号码的一个 switch 语句。但是，当命令号码不能匹配任何一个合法
操作时，default 选择使用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议性的。大多数内核函数返回-EINVAL（
“非法参
数”
），这是由于命令参数确实不是一个合法的参数，这样做是合适的。然而，POSIX 标准上说，如果
调用了一个不合适的 ioctl 命令，应该返回-ENOTTY。对应的消息是“不是终端”――这不是用户所期
望的。你不得不决定是严格依从标准还是一般常识。我们将本章的后面介绍为什么依从 POSIX 标准需
要返回 ENOTTY。

预定义命令
尽管 ioctl 系统调用大部分都用于操作设备，但还有一些命令是由内核识别的。注意，这些命令是在你
自己的文件操作前调用的，所以如果你选择了和它们相同的命令号码，你将无法接收到那个命令的请求，
而且由于 ioctl 命令的不唯一性，应用程序会请求一些未可知的请求。
预定义命令分为 3 组：用于任何文件（普通，设备，FIFO 和套接字文件）的，仅用于普通文件的以及
和文件系统相关的；最后一组命令只能在宿主机文件系统上执行（间 chattr 命令）
。设备驱动程序编写
者仅对第 1 组感兴趣就可以了，它们的幻数是“T”。分析其他组的工作将留做读者的练习；ext2_ioctl
是其中最有意思的函数（尽管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它实现了只追加标志和不可变标志。
下列 ioctl 命令对任何文件都是预定义的：
FIOCLEX
设置 exec 时关闭标志（File IOctl Close on EXec）。
FIONCLEX
清除 exec 时关闭标志。
FIOASYNC
设置或复位文件的同步写。Linux 中没有实现同步写；但这个调用存在，这样请求同步写的应用程序就
可以编译和运行了。如果你不知道同步写是怎么回事，你也不用费神去了解它了：你不需要它。
FIONBIO
“File IOctl Nonblocking I/O（文件 ioctl 非阻塞型 I/O）”
（稍后在“阻塞型和非阻塞型操作”一节中介绍）
。
该调用修改 filp->f_flags 中的 O_NONBLOCK 标志。传递给系统调用的第 3 个参数用来表明该标志是设
置还是清除。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谈到它的作用。注意，fcntl 系统调用使用 F_SETFL 命令也可以修改这
个标志。
列表中的最后一项引入了一个新系统调用 fcntl，它看起来和 ioctl 很象。事实上，fcntl 调用与 ioctl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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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它也有一个命令参数和额外（可选的）一个参数。它和 ioctl 分开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当 Unix
开发人员面对“控制”I/O 操作的问题时，他们决定文件和设备应该是不同的。那时，唯一的设备是终
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ENOTTY 是标准的非法 ioctl 命令的返回值。这个问题是是否保持向后兼容性
的老问题。

使用 ioctl 参数
我们需要讲解的最后一点是，在分析 scull 驱动程序的 ioctl 代码前，首先弄明白如何使用那个额外的参
数。如果它是一个整数就非常简单了：可以直接使用它。如果它是一个指针，就必须注意一些问题了。
当用一个指针引用用户空间时，我们首先要确保它指向了合法的用户空间，并且对应页面当前恰在映射
中。如果内核代码试图访问范围之外的地址，处理器就会发出一个异常。设备驱动程序应该通过验证将
要访问的用户地址空间的合法性来防止这种失效的发生，如果地址是非法的应该返回一个错误码。
内核 2.2.x 以上版本的地址验证是通过函数 access_ok 实现的，它的原型定义在<linux/mm.h>中：
int access_ok(int type, cons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size);
第一个参数应该是 VERIFY_READ 或 VERIFY_WRITE，这取决于你要在内存区上完成读还是写操
作。addr 参数是一个用户空间地址，size 是一个字节计数。例如，如果 ioctl 需要从用户空间读一个整
数 ， size 就 是 sizeof(int) 。 如 果 在 指 定 的 地 址 上 进 行 读 和 写 操 作， 使 用 VERIFY_WRITE ， 它 是
VERIFY_READ 的超集。
验证读只检查地址是否是合法的：除此之外，验证写要好检查只读和 copy-on-write 页面。
copy-on-write 页面一个共享可写页面，它还没有被任何共享进程写过；当你验证写时，access_ok 完成
“复制兼完成可写配置”操作。很有意思的是，这里无需检查页面是否“在”内存中，这是由于合法页
面将由失效函数正确地进行处理，甚至从内核代码中调用也可以。象大多数函数一样，access_ok 返回
一个整数值：0 意味着成功，负值代表一个错误，应该将这个错误返回给调用者。
scull 源码在 switch 之前分析 ioctl 号码的各个位字段：
int err = 0, tmp;
int ret = 0;
/*
* extract the type and number bitfields, and don’t decode
* wrong cmds: return ENOTTY (inappropriate ioctl) before access_ok()
*/
if (_IOC_TYPE(cmd) != SCULL_IOC_MAGIC) return -ENOTTY;
if (_IOC_NR(cmd) > SCULL_IOC_MAXNR) return -ENOTTY;
/*
* the direction is a bitmask, and VERIFY_WRITE catches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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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s. ‘Type’ is user oriented, while
* access_ok is kernel oriented, so the concept of "read" and
* "write" is reversed
*/
if (_IOC_DIR(cmd) & _IOC_READ)
err = !access_ok(VERIFY_WRITE, (void *)arg, _IOC_SIZE(cmd));
else if (_IOC_DIR(cmd) & _IOC_WRITE)
err = !access_ok(VERIFY_READ, (void *)arg, _IOC_SIZE(cmd));
if (err) return -EFAULT;
在调用 access_ok 之后，再有驱动程序完成真正的数据传送。除了 copy_to_user 和 copy_from_user
函数外，程序员还可以使用两个专为常用数据尺寸（1，2 和 4 个字节，在以及 64 位平台上的 8 个字节）
优化的函数。这些函数定义在<asm/segment.h>中。
put_user(datum, ptr)
实际上它是一个最终调用__put_user 的宏；编译时将其扩展为一条机器指令。驱动程序应该尽可能
使用 put_user，而不是 copy_to_user。由于在宏表达式中不进行类型检查，你可以传递给 put_user 任何
类型的数据指针，不过它应该是一个用户空间地址。数据传输的尺寸依赖于 ptr 参数的类型，这是在编
译时通过特殊的 gcc 伪函数实现的，这里没有介绍的必要。结果，如果 ptr 是一个字符指针，就传递 1
个字节，依此类推分别有 2，4 和 8 个字节。如果被指引的数据不是所支持的尺寸，被编译的代码就会
调用函数 bad_user_access_length。如果这些编译代码是一个模块，由于这个符号没有开放，模块就不能
加载了。
get_user(ptr)
这个宏用来从用户空间获取一个数据。除了数据传输的方向不同外，它与 put_user 是一样的。
当 insmod 不能解析符号时，bad_user_access_length 的又臭又长的名字可以当作一个很有意义的错
误信息。这样，开发人员就可以在向大众分布模块前加载和测试模块，他会很快找到并修改错误。相反，
如果使用了不正确尺寸的 put_user 和 get_user 直接编译到了内核中，bad_user_access_length 就会导致系
统 panic。尽管对于尺寸错误的数据传输来说，oops 比其系统 panic 要友好得多，但还是选择了较为激
进的方法来尽力杜绝这种错误。
scull 的 ioctl 实现只传送设备的可配置参数，其代码非常简单，罗列如下：
switch(cmd) {
#ifdef SCULL_DEBUG
case SCULL_IOCHARDRESET:
/*
* reset the counter to 1, to allow unloading in case
* of problems. Use 1, not 0, because the inv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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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ess has the device open.
*/
while (MOD_IN_USE)
MOD_DEC_USE_COUNT;
MOD_INC_USE_COUNT;
/* don’t break: fall through and reset things */
#endif /* SCULL_DEBUG */
case SCULL_IOCRESET:
scull_quantum = SCULL_QUANTUM;
scull_qset = SCULL_QSET;
break;
case SCULL_IOCSQUANTUM: /* Set: arg points to the value */
if (! capable (CAP_SYS_ADMIN))
return -EPERM;
ret = _ _get_user(scull_quantum, (int *)arg);
break;
case SCULL_IOCTQUANTUM: /* Tell: arg is the value */
if (! capable (CAP_SYS_ADMIN))
return -EPERM;
scull_quantum = arg;
break;
138
22 June 2001 16:36
case SCULL_IOCGQUANTUM: /* Get: arg is pointer to result */
ret = _ _put_user(scull_quantum, (int *)arg);
break;
case SCULL_IOCQQUANTUM: /* Query: return it (it’s positive) */
return scull_quantum;
case SCULL_IOCXQUANTUM: /* eXchange: use arg as pointer */
if (! capable (CAP_SYS_ADMIN))
return -EPERM;
tmp = scull_quantum;
ret = _ _get_user(scull_quantum, (int *)arg);
if (ret == 0)
ret = _ _put_user(tmp, (int *)arg);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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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CULL_IOCHQUANTUM: /* sHift: like Tell + Query */
if (! capable (CAP_SYS_ADMIN))
return -EPERM;
tmp = scull_quantum;
scull_quantum = arg;
return tmp;
default: /* redundant, as cmd was checked against MAXNR */
return -ENOTTY;
}
return ret;
还有 6 项是操作 scull_qset 的。这些操作 scull_quantum 的一样，为了节省空间，没有在上面的例子
中列出。
从调用者的角度看（即从用户空间）
，传递和接收参数的 6 种方法如下所示：
int quantum;
ioctl(fd,SCULL_IOCSQUANTUM, &quantum);
ioctl(fd,SCULL_IOCTQUANTUM, quantum);
ioctl(fd,SCULL_IOCGQUANTUM, &quantum);
quantum = ioctl(fd,SCULL_IOCQQUANTUM);
ioctl(fd,SCULL_IOCXQUANTUM, &quantum);
quantum = ioctl(fd,SCULL_IOCHQUANTUM, quantum);
非 ioctl 设备控制
有时通过向设备自身发送写序列能够更好地完成对设备的控制。例如，这一技术使用在控制台驱动
程序中，它称为“escape 序列”
，用来控制光标移动，改变默认颜色，或是完成某些配置任务。用这种
方法实现设备控制的好处是，用户仅用写数据就可以完成对设备的控制，无需使用（有时是写）完成设
备配置的程序。
例如，程序 setterm 通过打印 escape 序列完成对控制台（或其他终端）的配置。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可以远程控制设备。由于可以简单地重定向数据流完成配置工作，控制程序可以运行在另外一台不同的
计算机上，而不一定非要在被控设备的计算机上。你已经在终端上使用了这项技术，但这项技术可以更
通用一些。
“通过打印控制”的缺点是，它给设备增加了策略限制；例如，只有你确认控制序列不会出现在正
常写到设备的数据中时，这项技术才是可用的。对于终端来说，这只能说是部分正确。尽管文本显示只
意味着显示 ASCII 字符，但有时控制字符也会出现在正在打印的数据中，因此会影响控制台的配置。
例如，当你对二进制文件进行 grep 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分解出的字符行可能什么都包含，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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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会造成控制台的字体错误*。
写控制特别适合这样的设备，不传输数据，仅相应命令，如机器人设备。
例如，我所写的驱动程序之一是控制一个在两个轴上的摄像头的移动。在这个驱动程序中，
“设备”
是一对旧的步进马达，它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向步进马达“发送数据流”多少没有多大意义。在这种情
况下，驱动程序将所写的数据解释为 ASCII 命令，并将请求转换为脉冲，实现对步进马达的控制。命
令可以是任何象“向左移动 14 步”
，“达到位置 100，43”或“降低默认速度”之类的字串。驱动程序
仅将/dev 中的设备节点当作为应用程序设立的命令通道。对该设备直接控制的优点是，你可以使用 cat
来移动摄像头，而无需写并编译发出 ioctl 调用的特殊代码。
当编写“面向命令的”驱动程序时，没有理由要实现 ioctl 方法。为解释器多实现一条命令对于实
现和使用来说，都更容易。

阻塞型 I/O
read 的一个问题是，当尚未有数据可读，而又没有到文件尾时如何处理。
默认的回答是，
“我们必须睡眠等待数据。”本节将介绍进程如何睡眠，如何唤醒，以及一个应用程
序如何在不阻塞 read 调用的情况下，查看是否有数据。对于写来说也可以适用同样的方法。
通常，在我向你介绍真实的代码前，我将解释若干概念。

睡眠和唤醒
当进程等待事件（可以是输入数据，子进程的终止或是其他什么）时，它需要进入睡眠状态以便其
他进程可以使用计算资源。你可以调用如下函数之一让进程进入睡眠状态：
wait_queue_head_t my_queue;
init_waitqueue_head (&my_queue);
sleep_on(wait_queue_head_t *queue);
interruptible_sleep_on(wait_queue_head_t *queue);
sleep_on_timeout(wait_queue_head_t *queue, long timeout);
interruptible_sleep_on_timeout(wait_queue_head_t *queue,
long timeout);
void wait_event(wait_queue_head_t queue, int condition);
int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wait_queue_head_t queue, int
condition);
然后用如下函数之一唤醒进程：
wake_up(wait_queue_head_t *queue);
wake_up_interruptible(wait_queue_head_t *queue);
*

Ctrl-N 设置替代字体，它有图形字符组成，因此你的外壳的输入来说是不友好的；如果你遇见了这样的问题，回应一个
Ctrl-O 字符来恢复主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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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ke_up_sync(wait_queue_head_t *queue);
wake_up_interruptible_sync(wait_queue_head_t *queue);
在前面的函数中，wait_queue_head_t 指针的指针用来代表事件；我们将在“等待队列”一节中详细
讨论这个数据结构。从现在开始，唤醒进程需要使用进程睡眠时使用的同一个队列。因此，你需要为每
一个可能阻塞进程的事件对应一个等待队列。如果你管理 4 个设备，你需要为阻塞读预备 4 个等待队列，
为阻塞写再预备 4 个。存放这些队列的最佳位置是与每个设备相关的硬件数据结构（在我们的例子中就
是 Scull_Dev）。
但“可中断”调用和普通调用有什么区别呢？
sleep_on 不能信号取消，但 interruptible_sleep_on 可以。其实，仅在内核的临界区才调用 sleep_on；
例如，当等待从磁盘上读取交换页面时。没有这些页面进程就无法继续运行，用信号打断这个操作是没
有任何意义的。然而，在所谓“长系统调用”，如 read，中要使用 interruptible_sleep_on。当进程正等待
键盘输入时，用一个信号将进程杀死是很有意义的。
类似地，wake_up 唤醒睡在队列上的任何一个进程，而 wake_up_interruptible 仅唤醒可中断进程。
做为一个驱动程序编写人员，由于进程仅在 read 或 write 期间才睡眠在驱动程序代码上，你应该调用
interruptible_sleep_on 和 wake_up_interruptible。不过，事实上由于没有“不可中断”的进程在你的队列
上睡眠，你也可以调用 wake_up。但是，出于源代码一致性的考虑，最好不这样做。（此外，wake_up
比它的搭档来说要稍微慢一点。）

编写可重入的代码
当进程睡眠后，驱动程序仍然活着，而且可以由另一个进程调用。让我们一控制台驱动程序为例。
当一个应用在 tty1 上等待键盘输入，用户切换到 tty2 上并派生了一个新的外壳。现在，两个外壳都在
控制台驱动程序中等待键盘输入，但它们睡在不同的队列上：一个睡在与 tty1 相关的队列上，一个睡在
与 tty2 相关的队列上。每个进程都阻塞在 interruptible_sleep_on 函数中，但驱动程序让可以继续接收和
响应其他 tty 的请求。
可以通过编写“可重入代码”轻松地处理这种情况。可重入代码是不在全局变量中保留状态信息的
代码，因此能够管理交织在一起的调用，而不会将它们混淆起来。如果所有的状态信息都与进程有关，
就不会发生相互干扰。
如果需要状态信息，既可以在驱动程序函数的局部变量中保存（每个进程都有不同的堆栈来保存局
部变量），也可以保存在访问文件用的 filp 中的 private_data 中。由于同一个 filp 可能在两个进程间共享
（通常是父子进程），最好使用局部变量*。
如果你需要保存大规模的状态信息，你可以将指针保存在局部变量中，并用 kmalloc 获取实际存储
*

注意，内核栈无法存储太大的数据项。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为大数据分配内存，并将这些空间的地址保存在局部变
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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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此时，你千万别忘了 kfree 这些数据，因为当你在内核空间工作时，没有“在进程终止时释放所
有资源”的说法。
你需要将所有调用了 sleep_on（或是 schedule）的函数写成可重入的，并且包括所有在这个函数调
用轨迹中的所有函数。如果 sample_read 调用了 sample_getdata，后者可能会阻塞，由于调用它们的进程
睡眠后无法阻止另一个进程调用这些函数，sample_read 和 sample_gendata 都必须是可重入的。此外，
任何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复制数据的函数也必须是可重入的，这是因为访问用户空间可能会产生页面
失效，当内核处理失效页面时，进程可以会进入睡眠状态。

等待队列
我听见你在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我到底如何使用等待队列呢？”
等待队列很容易使用，尽管它的设计很是微妙，但你不需要直到它的内部细节。处理等待队列的最
佳方式就是依照如下操作：
z

声明一个struct wait_queue_head_t *变量。你需要为每一个可以让进程睡眠的事件预备这样一个变

量。这就是我建议你放在描述硬件特性数据结构中的数据项。
z

将该变量的指针做为参数传递给不同的 sleep_on 和 wake_up 函数。
这相当容易。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当进程读你的设备时，你要让这个进程睡眠，然后在某人向

设备写数据后唤醒这个进程。下面的代码就可以完成这些工作：
DECLARE_WAIT_QUEUE_HEAD(wq);
ssize_t sleepy_read (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os)
{
printk(KERN_DEBUG "process %i (%s) going to sleep\n",
current->pid, current->comm);
interruptible_sleep_on(&wq);
printk(KERN_DEBUG "awoken %i (%s)\n", current->pid, current->comm);
return 0; /* EOF */
}
ssize_t sleepy_write (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os)
{
printk(KERN_DEBUG "process %i (%s) awakening the readers...\n",
current->pid, current->comm);
wake_up_interruptible(&wq);
return count; /* succeed, to avoid retr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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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设备的这段代码就是例子程序中的 sleepy，象往常一样，可以用 cat 或输入/输出重定向等方法测
试它。
上面列出的两个操作是你唯一操作在等待队列上的两个操作。不过，我知道某些读者对它的内部结
构感兴趣，但通过源码掌握它的内部结构很困难。如果你不对更多的细节感兴趣，你可以跳过下一节，
你不会损失什么的。注意，我谈论的是“当前”实现（版本 2.0.x），但没有什么规定限制内核开发人员
必须依照那样的实现。如果出现了更好的实现，内核很容易就会使用新的，由于驱动程序编写人员只能
通过那两个合法操作使用等待队列，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当前 struct wait_queue_head_t 额实现使用了两个字段：一个指向 struct task_struct 结构（等待进程）
的指针，和一个指向 struct wait_queue_head_t（链表中的下一个结构）的指针。等待队列是循环链表，
最后一个结构指向第一个结构。
该设计的引入注目的特点是，驱动程序编写人员从来不声明或使用这个结构；他们仅仅传递它的指
针或指针的指针。实际的结构是存在的，但只在一个地方：在__sleep_on 函数的局部变量中，上面介绍
的两个 sleep_on 函数最终会调用这个函数。
这看上去有点奇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无需处理这种结构的分配和释放。进程每
次睡在某个队列上，描述其睡眠的数据结构驻留在进程对应的不对换的堆栈页中。
当进程加入或从队列中删除时，实际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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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等待队列的工作示意）

阻塞型和非阻塞型操作
在分析功能完整的 read 和 write 方法前，我们还需要看看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 filp->f_flags
中 的 O_NONBLOCK 标 志 。 这 个 标 志定 义 在 <linux/fcntl.h> 中 ， 在 最 近 的 内 核 中 ，这 个 头文 件 由
<linux/fs.h>自动包含了。这个标志的名字取自“打开-非阻塞”，因为这个标志可以在打开时指定（而
且，最初只能在打开时指定）
。由于进程在等待数据时的正常行为就是睡眠，这个标志默认情况下是复
位的。在阻塞型操作的情况下，应该实现下列操作：
z

如果进程调用 read，但（尚）没有数据，进程必须阻塞。当数据到达时，进程被唤醒，并将数据

返回给调用者，即便少于方法的 count 参数中所请求的数据量，也是如此。
z

如果进程调用了 write，缓冲区又没有空间，进程也必须阻塞，而且它必须使用与用来实现读的等

待队列不同的等待队列。当数据写进设备后，输出缓冲区中空出部分空间，唤醒进程，write 调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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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如果缓冲区中没有请求中 count 个字节，则进程可能只是完成了部分写。
前面的列表的两个语句都假设，有一个输入和输出缓冲区，而且每个设备驱动程序都有一个。输入
缓冲区需要用来在数据达到而又没有人读时避免丢失数据，输出缓冲区用来尽可能增强计算机的性能，
尽管这样做不是严格必须的。由于如果系统调用不接收数据的话，数据仍然保存在用户空间的缓冲区中，
write 中可以丢失数据。
在驱动程序中实现输出缓冲区可以获得一定的性能收益，这主要是通过较少了用户级/内核级转换
和上下文切换的数目达到的。如果没有输出缓冲区（假设是一个慢设备），每次系统调用只接收一个或
很少几个字节，并且当进程在 write 中睡眠时，另一进程就会运行（有一次上下文切换）。当第一个进
程被唤醒后，它恢复运行（又一次上下文切换），write 返回（内核/用户转换）
，进程还要继续调用系
统调用写更多的数据（内核/用户转换）
；然后调用再次被阻塞，再次进行整个循环。如果输出缓冲区足
够大，write 首次操作时就成功了；数据在中断时被推送给设备，而不必将控制返回用户空间。适合于
设备的输出缓冲区的尺寸显然是和设备相关的。
我们没有在 scull 中使用输入缓冲区，这是因为当调用 read 时，数据已经就绪了。类似地，也没有使
用输出缓冲区，数据简单地复制到设备对应的内存区中。我们将在第 9 章“中断处理”的“中断驱动的
I/O”一节中介绍缓冲区的使用。
如果设置了 O_NONBLOCK 标志，read 和 write 的行为是不同的。此时，如果进程在没有数据就绪时
调用了 read，或者在缓冲区没有空间时调用了 write，系统简单地返回-EAGAIN。
如你所料，非阻塞型操作立即返回，允许应用查询数据。当使用 stdio 函数处理非阻塞型文件时，
由于你很容易误将非阻塞返回认做是 EOF，应用程序应该非常小心。你必须始终检查 errno。
你也许可以从它的名字猜到，O_NONBLOCK 在 open 方法也可有作用。当 open 调用可能会阻塞很长
时间时，就需要 O_NONBLOCK 了；例如，当打开一个 FIFO 文件而又（尚）无写者时，或是访问一个被锁
住的磁盘文件时。通常，打开设备成功或失败，无需等待外部事件。但是，有时打开设备需要需要很长
时间的初始化，你可以选择打开 O_NONBLOCK，如果设置了标志，在设备开始初始化后，会立即返回一
个-EAGAIN（再试一次）。你还可以为支持访问策略选择实现阻塞型 open，方式与文件锁类似。我们稍
后将在“替代 EBUSY 的阻塞型打开”一节中看到这样一种实现。
只有 read，write 和 open 文件操作受非阻塞标志的影响。
样例实现：scullpipe
/dev/scullpipe 设备（默认有 4 个设备）是 scull 模块的一部分，用来展示如何实现阻塞型 I/O。
在驱动程序内部，阻塞在 read 调用的进程在数据达到时被唤醒；通常会发出一个中断来通知这样
一种事件，驱动程序在处理中断时唤醒进程。由于你应该无需任何特殊硬件――没有任何中断处理函数，
就可以在任何计算机上运行 scull，scull 的目标与传统驱动程序完全不同。我选择的方法是，利用另
一个进程产生数据，唤醒读进程；类似地，用读进程唤醒写者。这种实现非常类似与一个 FIFO（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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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管道”）文件系统节点的实现，设备名就出自此。
设备驱动程序使用一个包含两个等待队列和一个缓冲区的设备结构。缓冲区的大小在通常情况下是
可以配置的（编译时，加载时和运行时）
。
typedef struct Scull_Pipe {
wait_queue_head_t inq, outq; /* read and write queues */
char *buffer, *end; /* begin of buf, end of buf */
int buffersize; /* used in pointer arithmetic */
char *rp, *wp; /* where to read, where to write */
int nreaders, nwriters; /* number of openings for r/w */
struct fasync_struct *async_queue; /* asynchronous readers */
struct semaphore sem; /* mutual exclusion semaphore */
devfs_handle_t handle; /* only used if devfs is there */
} Scull_Pipe;
read 实现管理阻塞型和非阻塞型数据，如下所示：
ssize_t scull_p_read (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Scull_Pipe *dev = filp->private_data;
if (f_pos != &filp->f_pos) return -ESPIPE;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return -ERESTARTSYS;
while (dev->rp == dev->wp) { /* nothing to read */
up(&dev->sem); /* release the lock */
if (filp->f_flags & O_NONBLOCK)
return -EAGAIN;
PDEBUG("\"%s\" reading: going to sleep\n", current->comm);
if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dev->inq, (dev->rp != dev->wp)))
return -ERESTARTSYS; /* signal: tell the fs layer to handle it */
/* otherwise loop, but first reacquire the lock */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return -ERESTARTS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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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data is there, return something */
if (dev->wp > dev->rp)
count = min(count, dev->wp - dev->rp);
else /* the write pointer has wrapped, return data up to dev->end */
count = min(count, dev->end - dev->rp);
if (copy_to_user(buf, dev->rp, count)) {
up (&dev->sem);
return -EFAULT;
}
dev->rp += count;
if (dev->rp == dev->end)
dev->rp = dev->buffer; /* wrapped */
up (&dev->sem);
/* finally, awaken any writers and return */
wake_up_interruptible(&dev->outq);
PDEBUG("\"%s\" did read %li bytes\n",current->comm, (long)count);
return count;
}
如你所见，我在代码中留下了 PDEBUG 语句。当你编译驱动程序时，你可以打开消息，这样就可以
更容易地看到不同进程间的交互了。
跟在 interruptible_sleep_on 后的 if 语句处理信号处理。这条语句保证对信号恰当和预定的处理
过程，它会让内核完成系统调用重启或返回-EINTR（内核在内部处理-ERESTARTSYS，最终返回到用户空
间的是-EINTR）
。我不想让内核对阻塞信号完成这样的处理，主要时我想忽略这些信号。否则，我们可
以返回-ERESTARTSYS 错误给内核，让它完成它的处理工作。我们将在所有的 read 和 write 实现中使用
一样的语句进行信号处理。
write 的实现与 read 非常相似。它唯一的“特殊”功能时，它从不完全填充缓冲区，总时留下至
少一个字节的空洞。因此，当缓冲区空的时候，wp 和 rp 时相等的；当存在数据时，它们是不等的。
static inline int spacefree(Scull_Pipe *dev)
{
if (dev->rp == dev->wp)
return dev->buffersize - 1;
return ((dev->rp + dev->buffersize - dev->wp) % dev->buffersiz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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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ize_t scull_p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Scull_Pipe *dev = filp->private_data;
if (f_pos != &filp->f_pos) return -ESPIPE;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return -ERESTARTSYS;
/* Make sure there’s space to write */
while (spacefree(dev) == 0) { /* full */
up(&dev->sem);
if (filp->f_flags & O_NONBLOCK)
return -EAGAIN;
PDEBUG("\"%s\" writing: going to sleep\n",current->comm);
if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dev->outq, spacefree(dev) > 0))
return -ERESTARTSYS; /* signal: tell the fs layer to handle it */
if (down_interruptible(&dev->sem))
return -ERESTARTSYS;
}
/* ok, space is there, accept something */
count = min(count, spacefree(dev));
if (dev->wp >= dev->rp)
count = min(count, dev->end - dev->wp); /* up to end-of-buffer */
else /* the write pointer has wrapped, fill up to rp-1 */
count = min(count, dev->rp - dev->wp - 1);
PDEBUG("Going to accept %li bytes to %p from %p\n",
(long)count, dev->wp, buf);
if (copy_from_user(dev->wp, buf, count)) {
up (&dev->sem);
return -EFAULT;}
dev->wp += count;
if (dev->wp == dev->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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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wp = dev->buffer; /* wrapped */
up(&dev->sem);
/* finally, awaken any reader */
wake_up_interruptible(&dev->inq); /* blocked in read() and select() */
/* and signal asynchronous readers, explained later in Chapter 5 */
if (dev->async_queue)
kill_fasync(&dev->async_queue, SIGIO, POLL_IN);
PDEBUG("\"%s\" did write %li bytes\n",current->comm, (long)count);
return count;
}
正如我所构想的，设备没有实现阻塞型 open，这要比实际的 FIFO 要简单得多。如果你想要看看实
际的代码，你可以在内核源码的 fs/pipe.c 中找到那些代码。
要测试 scullpipe 设备的阻塞型操作，你可以在其上运行一些应用，象往常一样，可以使用输入/
输出重定义等方法。由于普通程序不执行非阻塞型操作，测试非阻塞活动要麻烦些。misc-progs 源码
目录中包含了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称为 nbtest，用它来测试非阻塞型操作，该程序罗列如下。它所做
的就是使用非阻塞型 I/O 复制它的输入和输出，并在期间稍做延迟。延迟时间可以通过命令行传递，默
认情况下时 1 秒钟。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delay=1, n, m=0;
if (argc>1) delay=atoi(argv[1]);
fcntl(0, F_SETFL, fcntl(0,F_GETFL) | O_NONBLOCK); /* stdin */
fcntl(1, F_SETFL, fcntl(1,F_GETFL) | O_NONBLOCK); /* stdout */
while (1) {
n=read(0, buffer, 4096);
if (n>=0)
m=write(1, buffer, n);
if ((n<0 || m<0) && (errno != EAGAIN))
break;
sleep(delay);
}
perror( n<0 ? "stdin" : "std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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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1);
}

Poll
在使用非阻塞型 I/O 时，应用程序经常要利用 poll 系统调用，当涉及设备文件时，它依赖于一个
设备方法。这个系统调用还用来实现不同源输入的多路复用。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假设你知道在用户空
间中 poll 的语义的用法。
为了保存所有正在等待文件（或设备）的信息，Linux 的 poll 系统调用的实现使用了 poll_table
结构。再次提醒你，你无需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但不管怎样，我们一会会稍做介绍）
，而且只允许调用
操作该结构的函数。
Unsigned int (*poll)(struct file*,poll_table*);
void poll_wait (struct file *, wait_queue_head_t *, poll_table *);
当 poll 方法发现无需阻塞时，它返回 1；当进程应该等待，它应该“几乎”进入睡眠状态。在这
种情况下，要在 poll_table 结构中加入等待队列，并且返回 0。
仅当选择的文件中没有一个可以接收或返回数据时，进程才真正进入睡眠状态。写 poll 操作的代码要
比介绍它要容易得多，现在就可以 scull 中时如何实现的：
unsigned int scull_p_poll(struct file *filp, poll_table *wait)
{
Scull_Pipe *dev = filp->private_data;
unsigned int mask = 0;
/*
* The buffer is circular; it is considered full
* if "wp" is right behind "rp". "left" is 0 if the
* buffer is empty, and it is "1" if it is completely full.
*/
int left = (dev->rp + dev->buffersize - dev->wp) % dev->buffersize;
poll_wait(filp, &dev->inq, wait);
poll_wait(filp, &dev->outq, wait);
if (dev->rp != dev->wp) mask |= POLLIN | POLLRDNORM; /* readable */
if (left != 1) mask |= POLLOUT | POLLWRNORM; /* writable */
return ma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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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read 和 write 的交互
poll 调用的目的是事先判断是否有 I/O 操作会阻塞。从这个方面说，它时对 read 和 write 的补充。
由于 poll 可以让驱动程序同时等待多个数据流（但这与这里的情况无关）
，poll 在这方面也时很有用
途的。
为了让应用正确工作，正确实现这 3 个调用时非常重要的。尽管下面的规则已经多多少少谈过了一
些，我还要在这里再总结一下。

从设备读取数据
如果在输入缓冲区中有数据，即便比所请求的数据少，而且驱动程序可以保证剩下的数据会马上达
到，read 调用应该不经过任何可以察觉的延迟立即返回。如果你至少可以返回 1 个字节，而且很方便
的话，你总可以返回比请求少的数据（我们在 scull 就是这样做的）。当前内核中总线鼠标的实现在这
方面就时错的，某些程序（如 dd）无法正确读取这些设备。
如果输入缓冲区中没有数据，在至少有一个字节可读前 read 必须阻塞，除非设置了 O_NONBLOCK。非阻
塞型 read 立即返回-EAGAIN（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旧的 System V 会返回 0）。在至少有一个字节可读
前，poll 必须报告设备不可读。只要有数据可读，我们就使用上一条规则。
如果我们到了文件尾，，无论是否有 O_NONBLOCK，read 都应该立即返回 0。select 应该报告说文件可读。

向设备写数据
如果输出缓冲区有空间，write 应该不做任何延迟返回。它可以接收少于请求数目的数据，但是它
须接收至少一个字节。在这种情况下，poll 应该报告设备可写。
如果输出缓冲区是满的，在空间释放前 write 一直阻塞，除非设置了 O_NONBLOCK 标志。非阻塞型
write 立即返回，返回值为-EAGAIN（或者在某些条件为 0，如前面旧版本的 System V 所说）。poll 应
该报告文件不可写。但另一方面，如果设备不能接收任何数据，无论是否设置了 O_NONBLOCK，write
都返回-ENOSPC（“设备无可用空间”）
。
如果使用设备的程序需要确保等候在输出队列中的数据真的完成了传送，驱动程序必须提供一个
fsync 方法。例如，可移动设备使用提供 fsync 入口点。千万不要在调用返回前让 write 调用等待数据
传送结束。这是因为，需要应用程序都可用 poll 检查设备是否时可以写的。如果设备报告可以写，write
调用应该保持一致，不能阻塞。

刷新待处理输出
我们已经看到 write 方法为什么不能满足所有数据输出的需求。通过同名系统调用调用的 f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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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弥补了这一空缺。
如果某些应用需要确保数据传送到设备上，设备就必须实现 fsync 方法。无论是否设置了
O_NONBLOCK 标志，fsync 调用应该仅在设备已经完全刷新数据后才能返回，甚至花些时间也要如此。
fsync 方法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功能。调用不是时间关键的，所以每个设备驱动程序都可以按照作者
的风格实现这个方法。大多数时候，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 fsync 在其 fops 结构都对应一个 NULL 指针。
而块设备总是通过调用通用的 block_fsync 函数实现这个方法，block_fsync 刷新设备的所有缓冲块，
一直等到 I/O 结束。

异步触发
尽管大多数时候阻塞型和非阻塞型操作的组合，以及 poll 方法可以有效地查询设备，但某些时候
用这种技术管理就不够高效了。例如，想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在低优先级执行长计算循环的进程，但它
需要尽可能快地处理输入的数据。如果输入通道时键盘，你可以想进程发送信号（使用“INTR”字符，
一般就是 Ctrl-C）
，但是这种信号是 tty 层的一部分，在一般字符设备设备中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异步
触发与此有些不同。此外，任何输入数据都应该产生一个中断，而不仅仅是 Ctrl-C。
为了打开文件的异步触发机制，用户程序必须执行两个步骤。首先，它们指定进程是文件的“属主”
。
文件属主的用户 ID 保存在 filp->f_owner 中，可以通过 fcntl 系统调用的 F_SETOWN 命令设置这个值。
此外，为了确实打开异步触发机制，用户程序还必须通过另一个 fcntl 命令设置设备的 FASYNC 标志。
在完成这两个步骤后，无论何时新数据到达，输入文件都产生一个 SIGIO 信号。信号发送给存放在
filp->f_owner 的进程（如果是负值，则是进程组）
。
例如，如下这些行代码打开 stdin 输入文件到当前进程的异步触发机制：
signal(SIGIO, &input_handler); /* dummy sample; sigaction() is better */
fcntl(STDIN_FILENO, F_SETOWN, getpid());
oflags = fcntl(STDIN_FILENO, F_GETFL);
fcntl(STDIN_FILENO, F_SETFL, oflags | FASYNC);
源码中的名为 asynctest 的程序就是这样读取 stdin 的程序。它可以用来测试 scullpipe 的异步功
能。这个程序类似与 cat，但在文件尾时不会终止；它只对输入反应，而不是在没有输入时反应。
不过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支持异步触发，而且你可以选择支持或不支持。应用通常应该假
设仅有套接字和终端才有异步能力。例如，至少对当前内核来说，管道和 FIFO 就不支持异步触发。鼠
标提供了异步触发（尽管在 1.2 中没有），这是因为某些程序希望鼠标能够象 tty 那样发送 SIGIO。
对于输入触发来说还存在一个问题。当进程接收到 SIGIO 后，它不知道时哪个文件有新输入了。如
果多于一个文件可以异步触发进程，通知有数据待处理，应用程序仍须借助 select 探测到底发生了什
么。
213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从驱动程序的角度看
与我们更相关的一个话题是，设备驱动程序如何实现异步信号。下面的列表从内核角度给出了这种
操作的详细过程：
z

当调用 F_SETOWN 时，除了对 filp->f_owner 赋值以外什么也不做。

z

当调用 F_SETFL 打开 FASYNC 标志时，驱动程序的 fasync 方法被调用。无论 FASYNC 的值何时发生

变化，该方法都被调用，通知驱动程序该标志的变化，以便驱动程序能够正确地响应。在文件被打开时，
这个标志默认时被清 0 的。我们一会就可以看到这个驱动程序方法的标准实现。
z

当数据达到时，想所有注册异步触发的进程发送 SIGIO 信号。
尽管实现的第一步很简单――在驱动程序端没有什么可做的――其他步骤则为了跟踪不同的异步

读者，要涉及一个动态数据结构；同时可能有多个读者。然而，这个动态数据结构不依赖与某个特定设
备，内核提供了一套合适的通用实现方法，你不必在每个驱动程序都重写一遍代码了。
由 Linux 提供的通用实现基于一个数据结构和两个函数（要在上面谈的步骤中调用）。声明相关内
容的头文件是<linux/fs.h>――没什么新的――数据结构称为 struct fasync_struct。如我们处理等
待队列一样，我们需要在设备相关的数据结构中插入这个结构的指针。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样例实现：
scullpipe”一节中看到了这个字段。
根据如下原型调用那两个函数：
int fasync_helper(int fd, struct file *filp,
int mode, struct fasync_struct **fa);
void kill_fasync(struct fasync_struct **fa, int sig, int band);
当打开文件的 FASYNC 标志被修改时，调用前者从感兴趣进程列表上增加或删除文件，当数据达到
时，则应该调用后者。
这里时 scullpipe 如何实现 fasync 方法的：
int scull_p_fasync(fasync_file fd, struct file *filp, int mode)
{
Scull_Pipe *dev = filp->private_data;
return fasync_helper(fd, filp, mode, &dev->async_queue);
}
很清除，所有的工作都是由 fasync_helper 完成的。然后，不可能不在驱动程序的方法中实现这一
功 能 ， 这 是 因 为 助 手 函 数 需 要 访 问 指 向 struct fasync_struct * 的 正 确 指 针 （ 这 里 是
&dev->fasync_queue），而且只有驱动程序才能提供这些信息。
当数据到达时，必须执行下面的语句异步通知读者。由于 scullpipe 读者的新数据是由另一个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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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的进程产生的，这条语句出现 scullpipe 的 write 方法中。
if (dev->async_queue)
kill_fasync(&dev->async_queue, SIGIO, POLL_IN);
似乎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但还忘了一件事。我们必须在文件关闭时调用我们的 fasync 方
法，去除活动异步读者链表中去除被关闭的文件。尽管这个调用仅当 filp->f_flags 设置为 FASYNC 才
需要，调用这个函数不会有什么危害，而且它时比较普遍的实现。例如，如下代码行就是 scullpipe
的 close 方法的一部分：
scull_p_fasync(-1, filp, 0);
异步触发机制使用的数据结构与 struct wait_queue 结构非常相似，因为两者都涉及等待事件。不
同之处是，前者使用 struct file 代替了 struct task_struct。为了向进程发送信号，通过队列中的
struct file 获取 f_owner 字段。

定位设备
本章的难点都以讲过了，下面我们将浏览一下 lseek 方法，它很有用而且很容易实现。
lseek 实现
我已经说了，如果设备操作中没有 lseek，内核响应的默认实现是通过修改 filp->f_pos，从文件
的起始处和当前位置开始定位。
如果对你的设备来说，相对文件尾定位有意义，你应该提供自己的方法，它看上去就象如下这些代码：
loff_t scull_llseek(struct file *filp, loff_t off, int whence)
{
Scull_Dev *dev = filp->private_data;
loff_t newpos;
switch(whence) {
case 0: /* SEEK_SET */
newpos = off;
break;
case 1: /* SEEK_CUR */
newpos = filp->f_pos + off;
break;
case 2: /* SEEK_END */
newpos = dev->size + off;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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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 can’t happen */
return -EINVAL;
}
if (newpos<0) return -EINVAL;
filp->f_pos = newpos;
return newpos;
}
这里，唯一的设备相关操作是从设备中获取文件长度。不过为了能够让 lseek 系统调用正确工作，
无论何时发生了数据传送，read 和 write 调用都必须相应更新 filp->f_pos；它们也应该使用 f_pos
字段定位要传送的数据。如第 3 章的“读和写”一节中介绍的，scull 的实现包括了这些功能。
scull 处理一个精确定义的数据区，上面的实现对于 scull 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大部分设备仅提供
了数据流而不是数据区（想想串口和键盘）
，定位时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并不能从声明 lseek
操作中摆脱出来，因为默认方法时允许定位的。相反，你应该使用如下这段代码：
loff_t scull_p_llseek(struct file *filp, loff_t off, int whence)
{
return -ESPIPE; /* unseekable */
}
刚刚看到的代码摘自 scullpipe 设备，它时不可定位的；尽管错误码的符号名代表“是管道”，它
实际翻译为“非法定位”
。由于位置指示器 filp->f_pos 对于非可定位设备时没有意义的，在数据传递
过程中 read 或 write 都不必更新这个字段。

设备文件的访问控制
有时提供访问控制对于设备节点的可靠性来说时至关重要的。不仅未授权的用户不允许使用设备
（可以通过文件系统的权限位来指定）
，而且有时只允许一次一个授权用户打开设备。
上面给出的代码中除了文件系统权限位外，没有实现任何访问控制。如果 open 系统调用将请求转发给
驱动程序，open 就会成功。这里我将介绍实现某些附加检查的新技术。
这里的问题与 tty 的使用很相似。在 tty 的使用中，当用户登录到系统后，login 进程修改设备节
点的属主，防止其他进程侵入 tty 数据流。然而，仅仅为了保证对设备的唯一使用，每次都通过特权程
序修改设备属主时不现实的。
出现在本节的设备与基本 scull 设备有类似的功能（即，都实现了一个持久性内存区）；它与 scull
的区别仅仅时访问控制，这些控制是在 open 和 close 操作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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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享设备
提供访问控制的最残忍的方法就是，每次只允许一个进程打开设备（独享）。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技
术，因为它阻碍了用户的灵活性。一个用户可能需要在同一个设备上运行多个进程，一个读状态信息，
其他进程写数据。通常有许多程序和外壳脚本可以完成许多任务。换句话说，独享更象时策略而非机制
（至少我认为这样）。
除了我讨厌独享外，它对于设备驱动程序来说非常易于实现，这里给出代码。源码摘自一个称为
scullsingle 的设备。
open 调用基于一个全局整数标志拒绝访问：
int scull_s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Scull_Dev *dev = &scull_s_device; /* device information */
int num = NUM(inode->i_rdev);
if (!filp->private_data && num > 0)
return -ENODEV; /* not devfs: allow 1 device only */
spin_lock(&scull_s_lock);
if (scull_s_count) {
spin_unlock(&scull_s_lock);
return -EBUSY; /* already open */
}
scull_s_count++;
spin_unlock(&scull_s_lock);
/* then, everything else is copied from the bare scull device */
if ( (filp->f_flags & O_ACCMODE) == O_WRONLY)
scull_trim(dev);
if (!filp->private_data)
filp->private_data = dev;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uccess */
}
另一方面，close 调用标记设备不在忙。
int scull_s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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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ll_s_count--; /* release the device */
MOD_DEC_USE_COUNT;
return 0;
}
存放打开标志（scull_s_count）最佳场所是设备结构（这里是 Scull_Dev），因为从概念上说，它
从属于设备。
然而，scull 驱动程序单独使用一个变量保存打开标志，主要时为了与基本 scull 设备使用相同的
设备结构，减少代码的重复。

限制每次只由一个用户访问
更有用的访问控制实现是，如果没有其他人能够控制设备，只允许一个使用有访问权。这种检查时
在正常的权限检查后进行的，它可以提供比指定属主和组权限位更严格的访问控制。这种方法与 tty
使用的策略时相同的，但它没有使用一个外部特权程序。
这一功能比起实现独享来要有一定的技巧。此时，需要两个数据项，一个打开计数和设备“属主”
的 UID。再次说明，存放这些数据项的最佳位置是在设备结构内部；但基于和前面 scullsingle 中同样
的原因，例子中使用了全局变量。设备的名字时 sculluid。
open 调用在首次打开时授权，但它记下设备的属主。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多次打开设备，允许合
作进程无缝衔接在一起。与此同时，其他用户不能打开设备，避免了外部干扰。由于这个函数的版本基
本和前一个相同，这里仅列出了相关部分：
spin_lock(&scull_u_lock);
if (scull_u_count &&
(scull_u_owner != current->uid) && /* allow user */
(scull_u_owner != current->euid) && /* allow whoever did su */
!capable(CAP_DAC_OVERRIDE)) { /* still allow root */
spin_unlock(&scull_u_lock);
return -EBUSY; /* -EPERM would confuse the user */
}
if (scull_u_count == 0)
scull_u_owner = current->uid; /* grab it */
scull_u_count++;
spin_unlock(&scull_u_lock);
这里虽然代码完成了权限检查，我还是决定返回-EBUSY 而不是-EPERM 来告诉被拒绝的用户正确的

218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原因。返回“权限拒绝”通常都是检查/dev 文件的权限和属主的结果，而“设备忙”则正确地告诉用
户，已有进程正在使用设备。
由于 close 仅仅时对使用计数减 1，它的代码这里没有列出。

阻塞型打开替代 EBUSY
当设备不能访问时返回一个错误，这是通常最合理的方式，但有些情况下，你最好让进程等待设备。
例如，如果数据通信通道同时用来定时传送报告（使用 crontab）
，同时也偶尔根据人们的需要使
用，定时报告最好稍微延迟一会儿，而不是因为通道正忙就失败返回。
这是程序员在实际驱动程序时必须做出的选择之一，正确的答案依赖所解决的问题。
正如你所猜到的，可以用返回 EBUSY 替代阻塞型打开。
scullwuid 时 sculluid 的另一个版本，它在 open 中等待设备而不是返回-EBUSY。它和 sculluid
的唯一不同时 open 操作中的部分代码：
spin_lock(&scull_w_lock);
while (scull_w_count &&
(scull_w_owner != current->uid) && /* allow user */
(scull_w_owner != current->euid) && /* allow whoever did su */
!capable(CAP_DAC_OVERRIDE)) {
spin_unlock(&scull_w_lock);
if (filp->f_flags & O_NONBLOCK) return -EAGAIN;
interruptible_sleep_on(&scull_w_wait);
if (signal_pending(current)) /* a signal arrived */
return -ERESTARTSYS; /* tell the fs layer to handle it */
/* else, loop */
spin_lock(&scull_w_lock);
}
if (scull_w_count == 0)
scull_w_owner = current->uid; /* grab it */
scull_w_count++;
spin_unlock(&scull_w_lock);

然后，release 方法要负责唤醒任何等待的进程：
int scull_w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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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ull_w_count--;
if (scull_w_count == 0)
wake_up_interruptible(&scull_w_wait); /* awaken other uid’s */
MOD_DEC_USE_COUNT;
return 0;
}
阻塞型打开实现的问题在于，对于交互式用户来说这是非常不愉快的，他可能会猜想设备出了什么
毛病。交互式用户通常使用 cp 和 tar 之类的命令，它们都没有在 open 调用中加上 O_NONBLOCK 选项。
隔壁某些用磁带做备份的人更愿意被告知“设备或资源忙”，而不是坐在一边，猜想为什么今天使用 tar
时硬盘会不声不响呢。
这类问题（相同设备的不兼容策略）最好为每种访问策略实现一个设备节点的方法来解决，这与
/dev/ttyS0 和/dev/cua0 用不同方法操作同一个串口，或是/dev/sculluid 和/dev/scullwuid 提供两种
不同策略访问同一内存区很相似。

9.2 内核时间
至此，我们基本知道怎样编写一个功能完整的字符模块了。现实中的设备驱动程序，除了实现必需
的操作外还要做更多工作，如计时、内存管理，硬件访问等等。本章，我们先来看看内核代码是如何对
时间问题进行处理的。按复杂程度递增排列，该问题包括：
• 理解内核时间机制
• 如何获得当前时间
• 如何将操作延迟指定的一段时间
• 如何调度异步函数到指定的时间后执行

9.2.1 内核中的时间间隔
我们首先要涉及的是时钟中断，操作系统通过时钟中断来确定时间间隔。中断是异步事件，通常由
外部硬件触发。中断发生时，CPU 停止正在进行的任务，转而执行另一段特殊的代码（即中断服务例程，
又称 ISR）来响应这个中断。
时钟中断由系统计时硬件以周期性的间隔产生，这个间隔由内核根据 HZ 的值设定，HZ 是一个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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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构有关的常数，在文件 <linux/param.h> 中定义。当前的Linux版本为大多数平台定义的 HZ 的值
是 100，某些平台上是 1024，IA-64 仿真器上是 20。驱动程序开发者不应使用任何特定的 HZ 值来计
数，不管你的平台使用的是哪一个值。
当时钟中断发生时，变量 jiffies 的值就增加。jiffies 在系统启动时初始化为 0，因此，jiffies
值就是自操作系统启动以来的时钟滴答的数目，jiffies 在头文件 <linux/sched.h> 中被定义为数据
类型为 unsigned long volatile 型变量，这个变量在经过长时间的连续运行后有可能溢出（不过现在
还没有哪种平台会在运行不到 16 个月就使 jiffies 溢出）。为了保证 jiffies 溢出时内核仍能正常
工作，人们已做了很多努力。驱动程序开发人员通常不用考虑 jiffies 的溢出问题，知道有这种可能
性就行了。
如果想改变系统时钟中断发生的频率，可以修改 HZ 值。有人使用 Linux 处理硬实时任务，他们增
加了 HZ 值以获得更快的响应时间，为此情愿忍受额外的时钟中断产生的系统开销。总而言之，时钟中
断的最好方法是保留 HZ 的缺省值，因为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内核的开发者们，他们一定已经为我们挑选
了最佳值。

9.2.1.1 处理器特有的寄存器
如果需要度量非常短的时间，或是需要极高的时间精度，可以使用与特定平台相关的资源，这是将
时间精度的重要性凌驾于代码的可移植性之上的做法。
大多数较新的 CPU 都包含一个高精度的计数器，它每个时钟周期递增一次。这个计数器可用于精确
地度量时间。由于大多数系统中的指令执行时间具有不可预测性（由于指令调度、分支预测、缓存等等），
在运行具有很小时间粒度的任务时，使用这个时钟计数器是唯一可靠的计时方法。为适应现代处理器的
高速度，满足衡量性能指标的紧迫需求，同时由于 CPU 设计中的多层缓存引起的指令时间的不可预测
性，CPU 的制造商们引入了记录时钟周期这一测量时间的简单可靠的方法。所以绝大多数现代处理器都
包含一个随时钟周期不断递增的计数寄存器。
基于不同的平台，在用户空间，这个寄存器可能是可读的，也可能不可读；可能是可写的，也可能
不可写；可能是 64 位的也可能是 32 位的。如果是 32 位的，还得注意处理溢出的问题。无论该寄存
器是否可以置 0，我们都强烈建议不要重置它，即使硬件允许这么做。因为总可以通过多次读取该寄存
器并比较读出数值的差异来完成要做的事，我们无须要求独占该寄存器并修改它的当前值。
最有名的计数器寄存器就是 TSC（timestamp counter，时间戳计数器），从 x86 的 Pentium 处
理器开始提供该寄存器，并包括在以后的所有 CPU 中。它是一个 64 位寄存器，记录 CPU 时钟周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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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都可以读取它。
包含了头文件 <asm/msr.h>（意指“machine-specific registers，机器特有的寄存器”）之后，
就可以使用如下的宏：
rdtsc(low,high);
rdtcl(low);
前一个宏原子性地把 64 位的数值读到两个 32 位变量中；后一个只把寄存器的低半部分读入一个
32 位变量，在大多数情况，这已经够用了。举例来说，一个 500MHz 的系统使一个 32 位计数器溢出
需 8.5 秒，如果要处理的时间肯定比这短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读出整个寄存器。
下面这段代码可以测量该指令自身的运行时间：
Unsigned long ini,end;
rdtscl(ini);rdtcl(end);
Printk(“time lapse:%li\n”,end-ini);

其他一些平台也提供了类似的功能，在内核头文件中还有一个与体系结构无关的函数可以代替 rdtsc，
它就是 get_cycles，是在2.1版的开发过程中引入的。其原型是：
#include<linux/time.h>
cycles_t get_cycles(void);

在各种平台上都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在没有时钟周期记数寄存器的平台上它总是返回 0。cycles_t
类型是能装入对应 CPU 单个寄存器的合适的无符号类型。选择能装入单个寄存器的类型意味着，举例
来说，get_cycles 用于 Pentium 的时钟周期计数器时只返回低 32 位。这种选择是明智的，它避免了
多寄存器操作的问题，与此同时并未阻碍对该计数器的正常用法，即用来度量很短的时间间隔。
除了这个与体系结构无关的函数外，我们还将示例使用一段内嵌的汇编代码。为此，我们来给 MIPS
处理器实现一个 rdtscl 函数，功能就象 x86 的一样。
这个例子之所以基于 MIPS，是因为大多数 MIPS 处理器都有一个 32 位的计数器，在它们的内部
“coprocessor 0”中命名为 register 9 寄存器。为了从内核空间读取该寄存器，可以定义下面的宏，
它执行“从 coprocessor 0 读取”的汇编指令：*
#define rdtscl(d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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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asm_ _ _ _volatile_ _(“mfc0 %0,$9; nop”:”=r” (dest))
注：nop指令是必需的，防止了编译器在指令mfc0之后立刻访问目标寄存器。这种互锁（interlock）在
RISC处理器中是很典型的，在延迟期间编译器仍然可以调度其它指令执行。我们在这里使用nop，是因
为内嵌汇编指令对编译器来说是个黑盒，不能进行优化。
通过使用这个宏，MIPS 处理器就可以执行和前面所示用于 x86 的相同的代码了。
gcc 内嵌汇编的有趣之处在于通用寄存器的分配使用是由编译器完成的。这个宏中使用的%0 只是
“参数 0”的占位符，参数 0 由随后的“作为输出（=）使用的任意寄存器（r）”定义。该宏还说明
了输出寄存器要对应于 C 表达式 dest。内嵌汇编的语法功能强大但也比较复杂，特别是在对各寄存器
使用有限制的平台上更是如此，如 x86 系列。完整的语法描述在 gcc 文档中提供，一般在 info 中就
可找到。
这节展示的短小的C代码段已经在一个 K7 类的 x86 处理器和一个 MIPS VR4181 处理器（使用了
刚才的宏）上运行过了。前者给出的时间消耗为 11 时钟周期，后者仅为 2 时钟周期。这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 RISC 处理器通常每时钟周期运行一条指令。

9.2.2 获取当前时间
内核一般通过 jiffies 值来获取当前时间。该数值表示的是自最近一次系统启动到当前的时间间
隔，它和设备驱动程序不怎么相关，因为它的生命期只限于系统的运行期（uptime）。但驱动程序可以
利用 jiffies 的当前值来计算不同事件间的时间间隔（比如在输入设备驱动程序中就用它来分辨鼠标
的单双击）。简而言之，利用 jiffies 值来测量时间间隔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足够了，如果还需要测
量更短的时间，就只能使用处理器特有的寄存器了。
驱动程序一般不需要知道墙钟时间（指日常生活使用的时间），通常只有象 cron 和 at 这样用户
程序才需要墙钟时间。需要墙钟时间的情形是使用设备驱动程序的特殊情况，此时可以通过用户程序来
将墙钟时间转换成系统时钟。直接处理墙钟时间常常意味着正在实现某种策略，应该仔细审视一下是否
该这样做。
如果驱动程序真的需要获取当前时间，可以使用 do_gettimeofday 函数。该函数并不返回今天是
本周的星期几或类似的信息；它是用秒或微秒值来填充一个指向 struct timeval 的指针变量，
gettimeofday 系统调用中用的也是同一变量。do_gettimeofday 的原型如下：
#include <linux/time.h>
Void do_gettimeofday(struct timeval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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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中描述 do_gettimeofday 在许多体系结构上有“接近微秒级的分辨率”，然而实际精度是随
不同的平台而变化的，在旧版本的内核中还会低些。当前时间也可以通过 xtime 变量（类型为struct
timeval）获得（但精度差些），但是，并不鼓励直接使用该变量，因为除非关闭中断，否则无法原子
性地访问 timeval 变量的两个成员 tv_sec 和 tv_usec。在 2.2 版的内核中，一个快捷安全的获得时
间的办法（可能精度会差些）是使用 get_fast_time：
Void get_fast_time(struct timeval *tv);
获取当前时间的代码可见于 jit（“Just In Time”）模块，源文件可以从 O'Reilly 公司的 FTP
站点获得。jit 模块将创建 /proc/currentime 文件，读取该文件将以 ASCII 码的形式返回三项：
• 由 do_gettimeofday 返回的当前时间
• 从 xtime 钟获得的当前时间
• jiffies 的当前值
我们选择用动态的 /proc 文件，是因为这样模块代码量会小些――不值得为返回三行文本而写一
个完整的设备驱动程序。
如果用 cat 命令在一个时钟滴答内多次读该文件，就会发现 xtime 和 do_gettimeofday 两者的
差异了，xtime 更新的次数不那么频繁：
morgana% cd /proc; cat currentime currentime currentime
gettime: 846157215.937221
xtime: 846157215.931188
jiffies: 1308094
gettime: 846157215.939950
xtime: 846157215.931188
jiffies: 1308094
gettime: 846157215.942465
xtime: 846157215.941188
jiffies: 1308095

9.2.3 延迟执行
设备驱动程序经常需要将某些特定代码延迟一段时间后执行――通常是为了让硬件能完成某些任
务。这一节将介绍许多实现延迟的不同技术，哪种技术最好取决于实际环境中的具体情况。我们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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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些技术并指出各自的优缺点。
一件需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事情是所需的延迟长度是否多于一个时钟滴答。较长的延迟可以利用系统
时钟；较短的延迟通常必须通过软件循环来获得。

9.2.3.1 长延迟
如果想把执行延迟若干个时钟滴答，或者对延迟的精度要求不高（比如，想延迟整数数目的秒数），
最简单的也是最笨的实现如下，也就是所谓的“忙等待”：
unsigned long j = jiffies + jit_delay * HZ;
while (jiffies < j)
/* nothing */;

这种实现当然要避免。我们在这里提到它，只是因为读者可能某时需要运行这段代码，以便更好地
理解其他的延迟技术。
还是先看看这段代码是如何工作的。因为内核的头文件中 jiffies 被声明为 volatile 型变量，
每次 C 代码访问它时都会重新读取它，因此该循环可以起到延迟的作用。尽管也是“正确”的实现，
但这个忙等待循环在延迟期间会锁住处理器，因为调度器不会中断运行在内核空间的进程。更糟糕的是，
如果在进入循环之前正好关闭了中断，jiffies 值就不会得到更新，那么 while 循环的条件就永远为
真，这时，你不得不按下那只大的红按钮（指电源按钮）。
这种延迟和下面的几种延迟方法都在 jit 模块中实现了。由该模块创建的所有 /proc/jit* 文件
每次被读取时都延迟整整 1 秒。如果你想测试忙等待代码，可以读 /proc/jitbusy 文件，当该文件的
read 方法被调用时它将进入忙等待循环，延迟 1 秒；而象 dd if=/proc/jitbusy bs=1 这样的命令每
次读一个字符就要延迟 1 秒。
可以想见，读 /proc/jitbusy 文件会大大影响系统性能，因为此时计算机要到1秒后才能运行其他
进程。 更好的延迟方法如下，它允许其他进程在延迟的时间间隔内运行，尽管这种方法不能用于硬实
时任务或者其他对时间要求很严格的场合：
while (jiffies < j)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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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和下面各例中的变量 j 应是延迟到达时的 jiffies 值，计算方法和忙等待一样。
这种循环（可以通过读 /proc/jitsched 文件来测试它）延迟方法还不是最优的。系统可以调度其
他任务；当前任务除了释放 CPU 之外不做任何工作，但是它仍在任务队列中。如果它是系统中唯一的
可运行的进程，它还会被运行（系统调用调度器，调度器选择同一个进程运行，此进程又再调用调度器，
然后……）。换句话说，机器的负载（系统中运行的进程平均数）至少为 1，而 idle 进程（进程号为
0，由于历史原因被称为“swapper”）绝不会被运行。尽管这个问题看来无所谓，当系统空闲时运行 idle
进程可以减轻处理器负载，降低处理器温度，延长处理器寿命，如果是手提电脑，还能延长电池的寿命。
而且，延迟期间实际上进程是在执行的，因此进程在延迟中消耗的所有时间都会被纪录。运行命令 time
cat /proc/jitsched 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另一种情况下，如果系统很忙，驱动程序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预计多得多。一旦一个进程在调度时
让出了处理器，无法保证以后的某个时间就能重新分配给它。如果可接受的延迟时间有上限的话，用这
种方式调用 schedule，对驱动程序来说并不是一个安全的解决方案。
尽管有些毛病，这种循环延迟还是提供了一种有点“脏”但比较快的监视驱动程序工作的途径。
如果模块中的某个 bug 会锁死整个系统，则可在每个用于调试的 printk 语句后添加一小段延迟，这
样可以保证在处理器碰到令人厌恶的 bug 而被锁死之前，所有的打印消息都能进入系统日志。如果没
有这样的延迟，这些消息只能进入内存缓冲区，但在 klogd 得到运行前系统可能已经被锁住了。
获得延迟的最好方法，是请求内核为我们实现延迟。根据驱动程序是否在等待其他事件，有两种设
置短期延迟的办法。
如果驱动程序使用等待队列等待某个事件，而你又想确保在一段时间后一定运行该驱动程序，可以
使用 sleep 函数的超时版本，这在第５章“睡眠和唤醒”一节中已介绍过了：
sleep_on_timeout(wait_queue_head_t *q, unsigned long timeout);
interruptible_sleep_on_timeout(wait_queue_head_t *q, unsigned long timeout);

两种实现都能让进程在指定的等待队列上睡眠，并在超时期限（用jiffies表示）到达时返回。由
此它们就实现了一种有上限的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睡眠。注意超时值表示要等待的 jiffies 数量，而
不是绝对的时间值。这种方式的延迟可以在 /proc/jitqueue 的实现中看到：
wait_queue_head_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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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_waitqueue_head (&wait);
interruptible_sleep_on_timeout(&wait, jit_delay*HZ);

在通常的驱动程序中，可以以下列两种方式重新获得执行：在等待队列上调用一个 wake_up，或者
timout 超时。在这个特定实现中，没人会调用 wake_up（毕竟其它代码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
进程总是因 timeout 超时而被唤醒。这是一个完美有效的实现，不过，如果驱动程序无须等待其它事
件，可以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获取延迟，即使用schedule_timeout：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schedule_timeout (jit_delay*HZ);

上述代码行（在 /proc/jitself 中实现）使进程进入睡眠直到指定时间。schedule_timeout也是
处理一个时间增量而不是一个 jiffies 的绝对值。和前面一样，在从超时到达到进程实际被调度执行
之间，可能会消耗少量的额外时间-- 实际上这并不重要。

9.2.3.2 短延迟
有时驱动程序需要非常短的延迟来和硬件同步。此时，使用jiffies值无法达到目的。
这时就要用内核函数udelay 和 mdelay*。
u表示希腊字母“mu”(μ)，它代表“微”。

它们的原型如下：
#include <linux/delay.h>
void udelay(unsigned long usecs);
void mdelay(unsigned long msecs);
该函数在绝大多数体系结构上是作为内联函数编译的。前者使用软件循环延迟指定数目的微秒数，
后者使用 udelay 做循环，用于方便程序开发。udelay 函数里要用到 BogoMips 值：它的循环基于整
数值 loops_per_second，这个值是在引导阶段计算 BogoMips 时得到的结果。
udelay函数只能用于获取较短的时间延迟，因为loops_per_second值的精度只有8位，所以，当计
算更长的延迟时会积累出相当大的误差。尽管最大能允许的延迟将近1秒(因为更长的延迟就要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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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 udelay 函数的参数的最大值是取1000微秒(1毫秒)。延迟大于 11 毫秒时可以使用函数
mdelay。
要特别注意的是 udelay 是个忙等待函数（所以 mdelay 也是），在延迟的时间段内无法运行其他
的任务，因此要十分小心，尤其是 mdelay，除非别无他法，要尽量避免使用。
目前在支持大于几个微秒和小于1个时钟滴答的延迟时还是很低效的，但这通常不是个问题，因为
延迟需要足够长，以便能够让人或者硬件注意到。对人来说，百分之一秒的时间间隔是比较适合的精度，
而 1 毫秒对硬件动作来说也足够长了。
mdelay 在 Linux 2.0 中并不存在，头文件 sysdep.h 弥补了这一缺陷。

9.2.4 任务队列
许多驱动程序需要将任务延迟到以后处理，但又不想借助中断。Linux 为此提供了三种方法：任务
队列、tasklet（从内核 2.3.43 开始）和内核定时器。任务队列和 tasklet 的使用很灵活，可以或长
或短地延迟任务到以后处理，在编写中断处理程序时非常有用，我们还将在第9章“Tasklet和底半部处
理”一节中继续讨论。内核定时器则用来调度任务在未来某个指定时间执行，将在本章的“内核定时
器”一节中讨论。
使用任务队列或tasklet的一个典型情形是，硬件不产生中断，但仍希望提供阻塞型的读取。此时
需要对设备进行轮询，同时要小心地不使 CPU 负担过多无谓的操作。将读进程以固定的时间间隔唤醒
（例如，使用 current->timeout 变量）并不是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每次轮询需要两次上下文切换（一
次是切换到读进程中运行轮询代码，另一次是返回执行实际工作的某个进程），而且通常来讲，恰当的
轮询机制应该在进程上下文之外实现。
类似的情形还有象不时地给简单的硬件设备提供输入。例如，有一个直接连接到并口的步进马达，
要求该马达能一步步地移动，但马达每次只能移动一步。在这种情况下，由控制进程通知设备驱动程序
进行移动，但实际上，移动是在 write 返回后，才在周期性的时间间隔内一步一步进行的。
快速完成这类不定操作的恰当方法是注册任务在未来执行。内核提供了对“任务队列”的支持，任
务可以累积，而在运行队列时被“消耗”。我们可以声明自己的任务队列，并且在任意时刻触发它，或
者也可以将任务注册到预定义的任务队列中去，由内核来运行（触发）它。
这一节将首先概述任务队列，然后介绍预定义的任务队列，这使读者可以开始一些有趣的测试（如
果出错也可能挂起系统），最后介绍如何运行自己的任务队列。接着，我们来看看新的 tasklet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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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4 内核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取代了任务队列。

9.2.4.1 任务队列的本质
任务队列其实是一个任务链表，每个任务用一个函数指针和一个参数表示。任务运行时，它接受一
个void * 类型的参数，返回值类型为 void，而指针参数可用来将一个数据结构传入函数，或者可以被
忽略。队列本身是一个结构（即任务）链表，并由声明和操纵它们的内核模块所拥有。模块要全权负责
这些数据结构的分配和释放，为此一般使用静态的数据结构。
队列元素由下面这个结构来描述，这段代码是直接从头文件 <linux/tqueue.h> 拷贝下来的：
struct tq_struct {
struct tq_struct *next;

/* linked list of active bh's */

int sync;

/* must be initialized to zero */

void (*routine)(void *); /* function to call */
void *data;

/* argument to function */

};

第一个注释中的 bh 指的是底半部（bottom-half）。底半部是“中断处理程序的一半部”，我们
将在第9章的“tasklet和底半部”一节中介绍中断时详细讨论。现在，我们只要知道底半部是驱动程序
实现的一种机制就可以了，它用于处理异步任务，这些任务通常比较大，不适于在处理硬件中断时完成。
本章并不要求你理解底半部处理，但必要时也会偶尔提及。

译注：在2.4版本的内核中，tq_struct的第一个成员变量已经有所不同，改为 struct list_head list;
/* linked list of active bh's */ 这是因为通用的双向链表 list_head在内核中大量采用，在很多
情况下替代了数据结构中自行维护的链表。相应的task_queue的定义也改为 typedef struct list_head
task_queue;

上面的数据结构中最重要的成员是routine和data。为了将随后执行的任务排队，必须先设置好结
构的这些成员，并把 next 和 sync 两个字段清零。结构中的 sync 标志位由内核使用，以避免同一任
务被插入多次，因为这会破坏 next 指针。一旦任务被排队，该数据结构就被认为由内核“拥有”了，
不能再被修改，直到任务开始运行。
与任务队列有关的其他数据结构还有 task_queue，目前它实现为指向 tq_struct 结构的指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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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将这个指针(struct tq_struct* )定义成另一个数据结构（struct task_queue）是为了扩展的需
要, 在需要的时候，task_queue结构中可以增加别的内容。 在使用之前，必须将 task_queue 指针初
始化为 NULL。 下面汇总了所有可以在任务队列和 tq_struct 结构上执行的操作。
DECLARE_TASK_QUEUE(name);
这个宏用给定的名称 name 声明了一个任务队列，并把它初始化为空。
int queue_task(struct tq_struct *task, task_queue *list);
正如该函数的名字，它用于将任务排进队列中。如果队列中已有该任务，返回 0，否则返回非 0。
void run_task_queue(task_queue *list);
run_task_queue函数用于运行累积在队列上的任务。除非你要声明和维护自己的任务队列，否则
不必调用本函数。
在讨论使用任务队列的细节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它们在内核中是怎样工作的。

9.2.4.2 任务队列的运行
如前所述，一个任务队列，实际上是一个函数链表。当调用 run_task_queue 运行某个队列时，列
表中的每一项都会被执行。在编写和任务队列有关的函数时，必须牢记内核是在什么时候调用
run_task_queue的，而且当内核调用 run_task_queue 时，实际的上下文将限制能够进行的操作。也不
应对队列中任务的运行顺序做任何假定，它们每个都是独立完成自己的任务的。
那么任务队列在什么时候运行呢？如果使用的是下面一节介绍的预定义的任务队列，则答案是
“在内核轮到它那里时”。不同的队列在不同的时间运行，只要内核没有其他更紧要的任务，它们总是
会运行的。
更重要的是，当对任务进行排队的进程运行时，任务队列几乎肯定是不会运行的，相反，它们是异
步执行的。到现在为止，示例驱动例程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执行系统调用的进程上下文中完成的。
但当任务队列运行时，这个进程可能正在睡眠，或正在另一个处理器上运行，甚至可能已经完全退出了。
这种异步执行类似于硬件中断发生时的情景（我们会在第9章详细讨论）。实际上，任务队列常常
是作为“软件中断”的结果而运行的。在中断模式（或中断期间）下，代码的运行会受到许多限制。我
们现在介绍这些限制，这些限制还会在本书后面多次出现。我们也会多次重复，中断模式下的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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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遵守，否则系统会有大麻烦。 许多动作需要在进程上下文中才能执行。如果处于进程上下文之外
（比如在中断模式下），则必须遵守如下规则：
• 不允许访问用户空间。因为没有进程上下文，也就没有办法访问与任何一个特定进程相关联的用
户空间。
• current指针在中断模式下是无效的，不能使用。
• 不能执行睡眠或调度。中断模式代码不可以调用schedule或者sleep_on；也不能调用任何可能引
起睡眠的函数。例如，调用kmalloc(...,GFP_KERNEL)就不符合本规则。信号量也不能用，因为可能引
起睡眠。

内核代码可以通过调用函数in_interrupt( ) 来判断自己是否正运行于中断模式，该函数无需参
数，如果处理器在中断期间运行就返回非0值。
当前的任务队列实现还有一个特性，队列中的一个任务可以将自己重新插回到它原先所在的队列。
举个例子，定时器队列中的任务可以在运行时将自己插回到定时器队列中去，从而在下一个定时器滴答
又再次被运行。这是通过调用 queue_task 把自己放回队列来实现的。由于在处理任务队列之前，是先
用NULL指针替换队列的头指针，也就是将任务队列初始化了，另外，在执行队列中的任务之前，首先将
任务从队列中移出来，这样在任务将本身插入任务队列的时候，它其实是将指针指向新的任务队列。结
果就是，随着旧队列的执行，新的队列逐渐生成。
尽管一遍遍地重新调度同一个任务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意义，但有时这也有些用处。例如，步进马达
每次移动一步直到目的地，它的驱动程序就可以通过让任务在定时器队列上不断地重新调度自己来实
现。其他的例子还有 jiq 模块，该模块中的打印函数通过重新调度自己来产生输出――结果是利用定
时器队列产生多次迭代。

9.2.4.3 预定义的任务队列
延迟任务执行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由内核维护的任务队列。这种队列有好几种，但驱动程序只能使
用下面列出的其中三种。任务队列的定义在头文件 <linux/queue.h> 中，驱动程序代码需要包含该头
文件。
调度器队列
调度器队列在预定义任务队列中比较独特，它运行在进程上下文中，这意味着该队列中的任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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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多的事情。在Linux 2.4，该队列由一个专门的内核线程 keventd 管理，通过函数 schedule_task
访问。在较老的内核版本，没有用keventd，所以该队列（tq_scheduler）是直接操作的。
tq_timer
该队列由定时器处理程序（定时器嘀哒）运行。因为该处理程序（见函数do_timer）是在中断期间
运行的，因此该队列中的所有任务也是在中断期间运行的。
tq_immediate
立即队列是在系统调用返回时或调度器运行时得到处理，以便尽可能快地运行该队列。该队列在中
断期间得到处理。
还有其它的预定义队列，但驱动程序开发中通常不会涉及到它们。
使用任务队列的一个设备驱动程序的执行流程可见图6-1。该图演示了设备驱动程序是如何在中断
处理程序中将一个函数插入tq_immediate队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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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task_queue的使用流程
示例程序是如何工作的
延迟计算的示例程序包含在jiq(Just In Queue)模块中，本节中抽取了它的部分源码。该模块创建
/proc 文件，可以用 dd 或者其他工具来读，这点上与 jit 模块很相似。读 jiq 文件的进程被转入睡
眠状态直到缓冲区满*。
/proc文件的缓冲区是内存中的一页：4KB，或对应于使用平台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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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由一个简单的等待队列处理的，声明为
DECLARE_WAIT_QUEUE_HEAD (jiq_wait);

缓冲区由不断运行的任务队列来填充。任务队列的每次运行都会在要填充的缓冲区中添加一个字符
串，该字符串记录了当前时间（jiffies值），当前进程以及 in_interrupt的返回值。
填充缓冲区的代码都在jiq_print_tq函数中，任务队列的每遍运行都要调用它。打印函数没什么意
思，不在这里列出，我们还是来看看插入队列的任务的初始化代码：
struct tq_struct jiq_task; /* global: initialized to zero */

/* these lines are in jiq_init() */
jiq_task.routine = jiq_print_tq;
jiq_task.data = (void *)&jiq_data;

这里没必要对 jiq_task结构的 sync成员和next成员清零，因为静态变量已由编译器初始化为零
了。
调度器队列
最容易使用的任务队列是调度器（scheduler）队列，因为该队列中的任务不会在中断模式运行，
因此可以做更多事，特别是它们还能睡眠。内核中有多处使用该队列完成各种任务。
在内核2.4.0-test11，实际实现调度器队列的任务队列被内核的其余部分隐藏了。使用这个队列的
代码必须调用schedule_task把任务放入队列，而不能直接使用queue_task
int schedule_task(struct tq_struct *task);

其中的 task 当然就是要调度的任务。返回值直接来自queue_task：如果任务不在队列中就返回非
零。
再提一次，从版本 2.4.0-test11 开始内核使用了一个特殊进程 keventd，它唯一的任务就是运行
scheduler 队列中的任务。keventd 为它运行的任务提供了可预期的进程上下文，而不象以前的实现，
任务是在完全随机的进程上下文中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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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keventd 的执行有几点是值得牢记的。首先，这个队列中的任务可以睡眠，一些内核代码就
使用了这一优点。但是，好的代码应该只睡眠很短的时间，因为在 keventd 睡眠的时候，调度器队列
中的其他任务就不会再运行了。还有一点需要牢记，你的任务是和其它任务共享调度器队列，这些任务
也可以睡眠。正常情况下，调度器队列中的任务会很快运行（也许甚至在schedule_task返回之前）。
但如果其它某个任务睡眠了，轮到你的任务执行时，中间流逝的时间会显得很久。所以那些有严格的执
行时限的任务应该使用其它队列。
/proc/jiqsched 文件是使用调度器队列的示例文件，该文件对应的 read 函数以如下的方式将任
务放进队列中：
int jiq_read_sched(char *buf, char **start, off_t offset,
int len, int *eof, void *data)
{
jiq_data.len = 0; /* nothing printed, yet */
jiq_data.buf = buf; /* print in this place */
jiq_data.jiffies = jiffies; /* initial time */

/* jiq_print will queue_task() again in jiq_data.queue */
jiq_data.queue = SCHEDULER_QUEUE;

schedule_task(&jiq_task); /* ready to run */
interruptible_sleep_on(&jiq_wait); /* sleep till completion */

*eof = 1;
return jiq_data.len;
}

读取 /proc/jiqsched 文件产生如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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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delta interrupt pid cpu comman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601687 0 0 2 1 keventd

上面的输出中，time域是任务运行时的jiffies值，delta是自任务最近一次运行以来jiffies的增
量，interrupt是in_interrupt函数的输出，pid是运行进程的ID，cpu是正被使用的CPU的编号（在单处
理器系统中始终为 0），command是当前进程正在运行的命令。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任务总是在 keventd 进程中运行，而且运行得非常快，一个不断把自
己重复提交给调度器队列的任务可以在一次定时器滴答中运行数百甚至数千次。即使是在一个负载很重
的系统，调度器队列的延迟也是非常小的。
定时器队列
定时器队列的使用方法和调度器队列不同，它（tq_timer）是可以直接操作的。还有，定时器队列
是在中断模式下执行的。另外，该队列一定会在下一个时钟滴答被运行，这消除了可能因系统负载造成
的延迟。
示例代码使用定时器队列实现了/proc/jiqtimer。使用这个队列要用到 queue_task 函数。
int jiq_read_timer(char *buf, char **start, off_t offset,
int len, int *eof, void *data)
{
jiq_data.len = 0; /* nothing printed, yet */
jiq_data.buf = buf; /* print in this place */
jiq_data.jiffies = jiffies; /* initial time */
jiq_data.queue = &tq_timer; /* reregister yourself 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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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_task(&jiq_task, &tq_timer); /* ready to run */
interruptible_sleep_on(&jiq_wait); /* sleep till completion */

*eof = 1;
return jiq_data.len;
}

下面是在我的系统在编译一个新内核时运行命令head /proc/jiqtimer输出的结果：
time delta interrupt pid cpu command
45084845 1 1 8783 0 cc1
45084846 1 1 8783 0 cc1
45084847 1 1 8783 0 cc1
45084848 1 1 8783 0 cc1
45084849 1 1 8784 0 as
45084850 1 1 8758 1 cc1
45084851 1 1 8789 0 cpp
45084852 1 1 8758 1 cc1
45084853 1 1 8758 1 cc1
45084854 1 1 8758 1 cc1
45084855 1 1 8758 1 cc1

注意，这次在任务的每次执行之间正好都经过了一个定时器滴答，而且正在运行的可能是任意一个
进程。
立即队列
最后一个可由模块代码使用的预定义队列是立即队列。这个队列通过底半处理机制运行，所以要用
它还需额外的步骤。底半处理程序只有在通知内核需要它运行时才会运行，这是通过“标记”底半部完
成的。对于tq_immediate，必须调用mark_bh(IMMEDIATE_BH)。注意必须在任务插入队列后才能调用
mark_bh，否则可能在任务还没加入队列时内核就开始运行队列了。 立即队列是系统处理得最快的队
列――它反应最快并且在中断期间运行。立即队列既可以由调度器执行，也可以在一个进程从系统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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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时被尽快地执行，这取决于哪个事件先发生。典型的输出大致如下：
time delta interrupt pid cpu command
45129449 0 1 8883 0 head
45129453 4 1 0 0 swapper
45129453 0 1 601 0 X
45129453 0 1 601 0 X
45129453 0 1 601 0 X
45129453 0 1 601 0 X
45129454 1 1 0 0 swapper
45129454 0 1 601 0 X
45129454 0 1 601 0 X
45129454 0 1 601 0 X
45129454 0 1 601 0 X
45129454 0 1 601 0 X
45129454 0 1 601 0 X
45129454 0 1 601 0 X

显然该队列不能用于延迟任务的执行――它是个“立即”队列。相反，它的目的是使任务尽快地得
以执行，但是要在“安全的时间”内。这对中断处理非常有用，因为它提供了在实际的中断处理程序之
外执行处理程序代码的一个入口点，例如接收网络包的机制就类似这样。
注意不要把任务重新注册到立即队列中（尽管/proc/jiqimmed为了演示而这么做），这种做法没什
么好处，而且在某些版本／平台的搭配上运行时会锁死计算机。因为在有些实现中会不断重运行立即队
列直到它空为止。这种情况出现过，例如在PC上运行2.0版本的时候。

9.2.4.4 运行自己的工作队列
声明新的任务队列并不困难。驱动程序可以随意地声明一个甚至多个新任务队列。这些队列的使用和我
们前面讨论过的预定义队列差不多。
与预定义队列不同的是，内核不会自动处理定制的任务队列。定制的任务队列要由程序员自己维护，并
安排运行方法。

238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下面的宏声明一个定制队列并扩展为变量声明。最好把它放在文件开头的地方，所有函数的外面：
DECLARE_TASK_QUEUE(tq_custom);

声明完队列，就可以调用下面的函数对任务进行排队。上面的宏和下面的调用相匹配：
queue_task(&custom_task, &tq_custom);

当要运行累积的任务队列时，执行下面一行，运行tq_custom队列：
run_task_queue(&tq_custom);

如果现在想测试定制的任务队列，则需要在某个预定义的队列中注册一个函数来触发这个队列。尽
管看起来象绕了弯路，但其实并非如此。当需要累积任务以便同时得到执行时，定制的任务队列是非常
有用的，尽管需要用另一个队列来决定这个“同时”。

9.2.4.5 Tasklet
就在 2.4 内核发布之前，开发者们增加了一种用于内核任务延迟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称为
tasklet，现在是实现底半任务的推荐方法。实际上，现在的底半处理程序本身就是用 tasklet 实现的。
tasklet 在很多方面类似任务队列。它们都是把任务延迟到安全时间执行的一种方式，都在中断期
间运行。象任务队列一样，即使被调度多次，tasklet 也只运行一次，不过tasklet 可以在 SMP 系统
上和其它（不同的） tasklet 并行地运行。在SMP系统上，tasklet 还被确保在第一个调度它的 CPU 上
运行，因为这样可以提供更好的高速缓存行为，从而提高性能。
每个 tasklet 都与一个函数相联系，当 tasklet 要运行的时候该函数被调用。该函数只有一个
unsigned long 类型的参数，这多少使一些内核开发者的生活变得轻松；但对那些宁愿传递一个指针的
开发人员来说肯定是增加了苦恼。把long类型的参数转换为一个指针类型在所有已支持的平台上都是安
全的操作，在内存管理中（第13章讨论）更是普遍使用。这个tasklet的函数的类型是void，无返回值。
tasklet 的实现部分在 <linux/interrupt.h> 中，它自己必须用下列中的一种来声明：
DECLARE_TASKLET(name, function, data); 用指定的名字 name 声明一个 tasklet，在该 tasklet 执
行时（后面要讲到），指定的函数 function 被调用，传递的参数值为 (unsigned long) data 。
DECLARE_TASKLET_DISABLED(name, func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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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面一样声明一个 tasklet，不过初始状态是“禁止的”，意味着可以被调度但不会执行，直到被“使
能”以后才能执行。 用2.4的头文件编译 jiq 示例驱动程序，可以实现 /proc/jiqtasklet，它和其他
的 jiq 入口工作类似，只不过使用了tasklet。我们并没有在 sysdep.h 中为旧版本模拟实现 tasklet。
该模块如下定义它的 tasklet：
void jiq_print_tasklet (unsigned long); DECLARE_TASKLET (jiq_tasklet, jiq_print_tasklet,
(unsigned long) &jiq_data);

当驱动程序要调度一个 tasklet 运行的时候，它调用 tasklet_schedule：
tasklet_schedule(&jiq_tasklet);
一旦一个 tasklet 被调度，它就肯定会在一个安全时间运行一次（如果已经被使能）。tasklet 可
以重新调度自己，其方式和任务队列一样。在多处理器系统上，一个 tasklet 无须担心自己会在多个
处理器上同时运行，因为内核采取了措施确保任何 tasklet 都只能在一个地方运行。但是，如果驱动
程序中实现了多个 tasklet，那么就可能会有多个 tasklet 在同时运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自
旋锁来保护临界区代码（信号量是可以睡眠的，因为 tasklet 是在中断期间运行，所以不能用于
tasklet）。
/proc/jiqtasklet的输出如下：
time delta interrupt pid cpu command
45472377 0 1 8904 0 head
45472378 1 1 0 0 swapper
45472379 1 1 0 0 swapper
45472380 1 1 0 0 swapper
45472383 3 1 0 0 swapper
45472383 0 1 601 0 X
45472383 0 1 601 0 X
45472383 0 1 601 0 X
45472383 0 1 601 0 X
45472389 6 1 0 0 swapper
注意这个tasklet总是在同一个CPU上运行，即使输出来自双CPU系统。
tasklet 子系统提供了一些其它的函数，用于高级的tasklet操作： void tasklet_disable(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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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let_struct *t); 这个函数禁止指定的tasklet。该tasklet仍然可以用 tasklet_schedule 调度，
但执行被推迟，直到重新被使能。
void tasklet_enable(struct tasklet_struct *t);
使能一个先前被禁止的tasklet。如果该tastlet已经被调度，它很快就会运行（但tasklet_enable
返回就直接运行）。
void tasklet_kill(struct tasklet_struct *t);
该函数用于对付那些无休止地重新调度自己的 tasklet。tasklet_kill 把指定的 tasklet 从它所
在的所有队列删除。为避免与正重新调度自己的tasklet产生竞态，该函数会等到tasklet执行，然后再
把它移出队列。这样就可以确保 tasklet 不会在中途被打断。然而，如果目标 tasklet 当前既没有运
行也没有重调度自己，tasklet_kill会挂起。tasklet_kill不能在中断期间被调用。

9.2.5 内核定时器
内核中最终的计时资源还是定时器。定时器用于调度函数（定时器处理程序）在未来某个特定时间
执行。与任务队列和 tasklet 不同，我们可以指定某个函数在未来何时被调用，但不能确定队列中的
任务会在何时执行。另外，内核定时器与任务队列相似的是，注册的处理函数只执行一次――定时器不
是循环执行的。
有时候要执行的操作不在任何进程上下文内，比如关闭软驱马达和中止某个耗时的关闭操作，在这
些情况下，延迟从 close 调用的返回对于应用程序不合适，而且这时使用任务队列是非常浪费的，因
为直到完成该操作所必须的时间过去之前，队列中的任务需要不断重新注册自己。
这时，使用定时器就方便得多。注册处理函数一次，当定时器超时后内核就调用它一次。这种处理
一般较适合由内核完成，但有时驱动程序也需要，就象软驱马达的例子。
内核定时器被组织成双向链表。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加入任意多的定时器。定时器包括它的超时值(单
位是jiffies)和超时时要调用的函数。定时器处理程序需要接收一个参数，该参数和处理程序函数指针
本身一起存放在一个数据结构中。
定时器的数据结构如下，取自头文件 <linux/time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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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timer_list
{
struct timer_list *next; /* never touch this */
struct timer_list *prev; /* never touch this */
unsigned long expires; /* the timeout, in jiffies */
unsigned long data; /* argument to the handler */
void (*function)(unsigned long); /* handler of the timeout */
volatile int running; /* added in 2.4; don't touch */
};

定时器的超时值是个 jiffies值，当jiffies值大于等于timer->expires时，
timer->function函数就要运行。timeout值是个绝对数值，它通常是用 jiffies 的当前值加上需
要的延迟量计算出来的。
一旦完成对 timer_list 结构的初始化，add_timer 函数就将它插入一张有序链表中，该链表每
秒钟会被查询 100 次左右。即使某些系统（如Alpha）使用更高的时钟中断频率，也不会更频繁地检查
定时器列表。因为如果增加定时器分辨率，遍历链表的代价也会相应增加。 用于操作定时器的有如下
函数：
void init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该内联函数用来初始化定时器结构。目前，它只将prev和next指针清零（在SMP系统上还有运行标
志）。强烈建议程序员使用该函数来初始化定时器而不要显式地修改结构内的指针，以保证向前兼容。
void ad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该函数将定时器插入活动定时器的全局队列。
int mo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unsigned long expires);
如果要更改定时器的超时时间则调用它，调用后定时器使用新的 expires 值。
int del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如果需要在定时器超时前将它从列表中删除，则应调用 del_timer 函数。但当定时器超时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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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会自动地将它从链表中删除。
int del_timer_sync(struct timer_list *timer);
该函数的工作类似 del_time，不过它还确保了当它返回时，定时器函数不在任何 CPU 上运行。
当一个定时器函数在无法预料的时间运行时，使用del_timer_sync可避免产生竞态，大多数情况下都应
该使用这个函数。调用 del_timer_sync 时还必须保证定时器函数不会使用 add_timer 把它自己重新
加入队列。
使用定时器的一个例子是 jiq 示例模块。/proc/jitimer 文件使用一个定时器来产生两行数据，
所使用的打印函数和前面任务队列中用到的是同一个。第一行数据是由 read 调用产生的（由查看
/proc/jitimer的用户进程调用），而第二行是 1 秒后后定时器函数打印出的。 用于 /proc/jitimer
文件的代码如下所示：
struct timer_list jiq_timer;
void jiq_timedout(unsigned long ptr)
{
jiq_print((void *)ptr); /* print a line */
wake_up_interruptible(&jiq_wait); /* awaken the process */
}
int jiq_read_run_timer(char *buf, char **start, off_t offset, int len, int *eof,
void *data)
{
jiq_data.len = 0; /* prepare the argument for jiq_print() */
jiq_data.buf = buf;
jiq_data.jiffies = jiffies;
jiq_data.queue = NULL; /* don't requeue */
init_timer(&jiq_timer); /* init the timer structure */
jiq_timer.function = jiq_timedout;
jiq_timer.data = (unsigned long)&jiq_data;
jiq_timer.expires = jiffies + HZ; /* one second */
jiq_print(&jiq_data); /* print and go to sleep */
add_timer(&jiq_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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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uptible_sleep_on(&jiq_wait);
del_timer_sync(&jiq_timer); /* in case a signal woke us up */

*eof = 1;
return jiq_data.len;
}

运行命令 head /proc/jitimer得到如下输出结果：
time delta interrupt pid cpu command
45584582 0 0 8920 0 head
45584682 100 1 0 1 swapper

从输出中可以发现，打印出最后一行的定时器函数是在中断模式运行的。
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定时器总是可以正确地超时，即使处理器正在执行系统调用。我在前面
曾提到，运行在内核态的进程不会被调出，但时钟中断是个例外，它与当前进程无关，独立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读者可以试试同时在后台读 /proc/jitbusy 文件和在前台读 /proc/jitimer 文件会发生什
么。这时尽管看起来系统似乎被忙等待的系统调用给锁死住了，但定时器队列和内核定时器还是能不断
得到处理。
因此，定时器是另一个竞态资源，即使是在单处理器系统中。定时器函数访问的任何数据结构都要
进行保护以防止并发访问，保护方法可以用原子类型或者用自旋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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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定时器时也要小心避免竞态。考虑这样一种情况：某一模块的定时器函数正在一个处理器上运
行，这时在另一个处理器上发生了相关事件（文件被关闭或模块被删除）。结果是，定时器函数等待一
种已不再出现的状态，从而导致系统崩溃。为避免这种竞态，模块中应该用 del_timer_sync 代替
del_timer。如果定时器函数还能够重新启动自己的定时器（这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模式），则应该增加
一个“停止定时器”标志，并在调用del_timer_sync之前设置。这样定时器函数执行时就可以检查该标
志，如果已经设置，就不会用 add_timer 重新调度自己了。
还有一种会引起竞态的情况是修改定时器：先用 del_timer 删除定时器，再用 add_timer 加入一
个新的以达到修改目的。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使用 mod_timer 是更好的方法。

8.2.6 向后兼容性
任务队列和时间机制的实现多年来基本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不过，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改进。
sleep_on_timeout、interruptible_sleep_on_timeout和schedule_timeout这几个函数是在2.2版本内
核才加入的。在使用2.0的时期，超时值是通过 task 结构中的一个变量（timeout）处理的。作一个比
较，现在的代码是这样进行调用的：
interruptible_sleep_on_timeout(my_queue, timeout);

而以前则是如下这样编写：
current->timeout = jiffies + timeout; interruptible_sleep_on(my_queue);

头文件sysdep.h为2.4以前的内核重建了schedule_timeout，所以可以在2.0和2.2版本使用新语法并正
常运行：
extern inline void schedule_timeout(int timeout)
{
current->timeout = jiffies + timeout;
current->state = TASK_INTERRUPTIBLE; schedule();
current->timeout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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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版本还有另外两个函数可把函数放入任务队列。中断被禁止时可以用queue_task_irq代替
queue_task，这会提高一小点性能。queue_task_irq_off更快些，但在任务已经插入队列或正在运行时
会出错，所以只有在确保这类情况不会发生时才能使用。这两个函数在提升性能方面都没什么好处，从
内核 2.1.30 开始把它们去掉了。任何情况下，使用 queue_task 都能在所有内核版本下工作。（要注
意一点，在 2.2 及其以前内核中，queue_task 返回值的类型是void）
2.4内核之前不存在schedule_task函数及 keventd 进程，使用的是另一个预定义任务队列
tq_scheduler。tq_scheduler队列中的任务在 schedule 函数中执行，所以总是运行在进程上下文中。
然而，“提供”上下文的进程总是不同的，它有可能是当时正被CPU调度运行的任何一个进程。
tq_scheduler通常有比较大的延迟，特别是对那些会重复提交自己的任务更是如此。sysdep.h 在 2.0
和 2.2 系统上对 schedule_task 的实现如下：
extern inline int schedule_task(struct tq_struct *task)
{
queue_task(task, &tq_scheduler);
return 1;
}

前面已经提到，2.3内核系列中增加了tasklet机制。在此之前，只有任务队列可以用于“立即延迟”
的执行。底半处理部分也改动了，不过大多数改动对驱动程序开发人员是透明的。sysdep.h中不再模拟
tasklet在旧内核上的实现，它们对驱动程序操作来说并非严格必要。如果想要保持向后兼容，要么编
写自己的模拟代码，要么用任务队列代替。

Linux 2.0中没有 in_interrupt函数，代替它的是一个全局变量intr_count，记录着正运行的中断
处理程序的个数。查询 intr_count 的语法和调用 in_interrupt 差不多，所以在sysdep.h 中保持兼
容性是很容易实现的。

函数 del_timer_sync 在内核 2.4.0-test2 之前还没有引入。sysdep.h 中进行了一些替换，以便
使用旧的内核头文件也可以编译。2.0版本内核也没有mod_timer。这个问题也在兼容性头文件中得以解
决。

9.2.7 快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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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引入如下符号：
#include <linux/param.h>
HZ
HZ符号指出每秒钟产生的时钟滴答数。

#include <linux/sched.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jiffies
jiffies变量每个时钟滴答后加1，因此它每秒增加 HZ 次。

#include <asm/msr.h>
rdtsc(low,high);
rdtscl(low);
读取时间戳计数器或其低半部分。头文件和宏是 PC 类处理器特有的，其它平台可能需要用汇编语句实
现类似功能。

extern struct timeval xtime;
当前时间，由最近一次定时器滴答计算出。

#include <linux/time.h>
void do_gettimeofday(struct timeval *tv);
void get_fast_time(struct timeval *tv);
这两个函数返回当前时间。前者具有很高的分辨率，后者更快些，但分辨率较差。
#include <linux/delay.h>
void udelay(unsigned long usecs);
void mdelay(unsigned long msecs);
这两个函数引入整数数目的微秒或毫秒的延迟。前一个应用于不超过1毫秒的延迟；后一个使用时要格
外慎重，因为它们使用的都是忙等待循环。

int in_interrupt();
如果处理器正在中断模式运行，就返回非0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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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linux/tqueue.h>
DECLARE_TASK_QUEUE(variablename);
该宏声明一个新的变量并作初始化。
void queue_task(struct tq_struct *task, task_queue *list);
该函数注册一个稍后执行的任务。
void run_task_queue(task_queue *list);
该函数运行任务队列。
task_queue tq_immediate, tq_timer;
这些预定义的任务队列在内核调度新的进程前（tq_immediate）尽快地，或者在每个时钟滴答后
（tq_timer）得到执行。
int schedule_task(struct tq_struct *task);
调度一个任务在调度器队列运行。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DECLARE_TASKLET(name, function, data)
DECLARE_TASKLET_DISABLED(name, function, data)
声明一个 tasklet 结构，运行时它将调用指定的函数function（并将指定参数unsigned long data传
递给函数）。第二种形式把 tasklet 初始化为禁止状态，直到明确地使能后tasklet才能运行。
void tasklet_schedule(struct tasklet_struct *tasklet);
调度指定的 tasklet 运行。如果该 tasklet 没有被禁止，它将在调用了 tasklet_schedule 的CPU上
很快得到执行。
tasklet_enable(struct tasklet_struct *tasklet);
tasklet_disable(struct tasklet_struct *tasklet);
这两个函数分别使能和禁止指定的tasklet。被禁止的 tasklet 可以被调度，但只有使能后才能运行。
void tasklet_kill(struct tasklet_struct *tasklet);
使一个正“无休止重新调度”的tasklet停止执行。该函数可以阻塞，而且不能在中断期间调用。
#include <linux/timer.h>
void init_timer(struct timer_list * timer);
该函数初始化新分配的定时器。
void ad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 timer);
该函数将定时器插入待处理定时器的全局队列。
int mo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unsigned long expires);
该函数用于更改一个已调度的定时器结构中的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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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del_timer(struct timer_list * timer);
del_timer函数将定时器从待处理定时器队列中删除。如果队列中存在该定时器，
del_timer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del_timer_sync(struct timer_list *timer);

该函数类似del_timer，但是确保定时器函数当前不在其它 CPU 上运行。

9.3 获取内存
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用 kmalloc 和 kfree 来进行内存分配。当然，只用这些函数的确是管理内存
的捷径。本章将会介绍其他一些内存分配技术。但我们目前并不关心不同的体系结构实际上是如何进行
内存管理的。因为内核为设备驱动程序提供了一致的接口，本章的模块都不必涉及分段，分页等问题。
另外，本章我也不会介绍内存管理的内部细节，这些问题将留到后面“Mmap 和 DMA”的“Linux 的内存
管理”一节讨论。
kmalloc 函数的内幕

kmalloc 内存分配引擎功能强大，由于和 malloc 函数很相似，很容易就可以学会。这个函数运行
得很快－一除非它被阻塞－一它不清零它获得的内存空间；分配给它的区域仍存放着原有的数据。在下
面几节，我会详细介绍 kmalloc 函数，你可以将它和我后面要介绍的一些内存分配技术作个比较。
优先权参数

kmalloc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 size(大小)，我留在下个小节介绍。第二个参数，是优先权，更有意
思，因为它会使得 kmalloc 函数在寻找空闲页较困难时改变它的行为。

最常用的优先权是 GFP_KERNEL，它的意思是该内存分配(内部是通过调用 get_free_pages 来实现
的，所以名字中带 GFP)是由运行在内核态的进程调用的。也就是说，调用它的函数属于某个进程的，
使用 GFP_KERNEL 优先权允许 kmalloc 函数在系统空闲内存低于水平线 min_free_pages 时延迟分配函
数的返回。当空闲内存太少时，kmalloc 函数会使当前进程进入睡眠，等待空闲页的出现。
新的页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获得。一种方法是换出其他页；因为对换需要时间，进程会等待它
完成，这时内核可以调度执行其他的任务。因此，每个调用 kmalloc(GFP_KERNEL)的内核函数都应该是
可重入的。
并非使用 GFP_KERNEL 优先权后一定正确；有时 kmalloc 是在进程上下文之外调用的－一比如，在
中断处理，任务队列处理和内核定时器处理时发生。这些情况下，current 进程就不应该进入睡眠，这
时 应 该 就 使 用 优 先 权 GFP_ATOMIC 。 原 子 性 (atomic) 的 内 存 分 配 允 许 使 用 内 存 的 空 闲 位 ， 而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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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_free_pages 值无关。实际上，这个最低水平线值的存在就是为了能满足原子性的请求。但由于内
核并不允许通过换出数据或缩减文件系统缓冲区来满足这种分配请求，所以必须还有一些真正可以获得
的空闲内存。
为 kmalloc 还定义了其他一些优先权，但都不经常使用，其中一些只在内部的内存管理算法中使用。
另一个值的注意的优先权是 GFP_NFS，它会使得 NFS 文件系统缩减空闲列表到 min_free_pages 值以下。
显然，为使驱动程序“更快”而用 GFP_NFS 优先权取代 GFP_KERNEL 优先权会降低整个系统的性能。
除了这些常用的优先权，kmalloc 还可以识别一个位域：GFP_DMA。GFP_DMA 标志位要和 GFP_KERNEL
和 GFP_ATOMIC 优先权一起使用来分配用于直接内存访问(DMA)的内存页。我们将在 “直接内存访问”
一节讨论如何使用这个标志位。
size 参数
系统物理内存的管理是由内核负责的，物理内存只能按页大小进行分配。这就需要一个面向页的分
配技术以取得计算机内存管理上最大的灵活性。类似 malloc 函数的简单的线性的分配技术不再有效了；
在象 Unix 内核这样的面向页的系统中内存如果是线性分配的就很难维护。空洞的处理很快就会成为一
个问题，会导致内存浪费，降低系统的性能。
Linux 是通过维护页面池来处理 kmalloc 的分配要求的，这样页面就可以很容易地放进或者取出页
面池。为了能够满足超过 PAGE_SIZE 字节数大小的内存分配请求，fs/kmalloc.c 文件维护页面簇的列
表。每个页面簇都存放着连续若干页，可用于 DMA 分配。在这里我不介绍底层的实现细节，因为内部的
数据结构可以在不影响分配语义和驱动程序代码的前提下加以改变。
Linux 所使用的分配策略的最终方案是，内核只能分配一些预定义的固定大小的字节数组。如果你
申请任意大小的内存空间，那么很可能系统会多给你一点。
这些预定义的内存大小一般“稍小于 2 的某次方”(而在更新的实现中系统管理的内存大小恰好为
2 的各次方)。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就可以更有效地使用内存了。例如，如果在 Linux 2.0 上你需要
一个 2000 字节左右的缓冲区，你最好还是申请 2000 字节，而不要申请 2048 字节。在低与 2.1.38 版的
内核中，申请恰好是 2 的幂次的内存空间是最糟糕的情况了－内核会分配两倍于你申请空间大小的内存
给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示例程序 scull 中每个单元(quantum)要用 4000 字节而不是 4096 字节的原因
了。
你可以从文件 mm/malloc.c(或者 mm/slab.c)得到预定义的分配块大小的确切数值，但注意这些值
可能在以后的版本中被改变。
get_free_page 和相关函数
如果模块需要分配大块的内存，那使用面向页的分配技术会更好。请求整页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后
面 “mmap 设备驱动程序操作”一节将会介绍。
分配页面可使用下面一些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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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get_free_page 返回指向新页面的指针并将页面清零。

z

__get_free_pages 和 get_free_page 类似，但不清零页面。

z

__get_free_pages 返回一个指向大小为几个页的内存区域的第一个字节位置的指针，但也不清零

这段内存区域。
z

__get_dma_pages 返回一个指向大小为几个页的内存区域的第一个字节位置的指针；这些页面在物

理上是连续的，可用于 DMA 传输。
这些函数的原型在 Linux2.x 中定义如下：
unsigned long get_free_page(int priority);
unsigned long __get_free_page(int priority);
unsigned long __get_dma_pages(int priority, unsigned long order);
unsigned long __get_free_pages(int priority, unsigned long order, int dma);
实际上，除了__get_free_pages，这些函数或者是宏或者是最终调用了__get_free_pages 的内联函数。
当程序使用完分配给它的页面，就应该调用下面的函数。下面的第一个函数是个宏，其中调用了第二个
函数：
void free_page(unsigned long addr);
void free_pages(unsigned long addr, unsigned long order);
如果你希望代码在 1.2 版和 2.x 版的 Linux 上都能运行，那最好还是不要直接使用函数

__get_free_pages，因为它的调用方式在这两个版本间修改过 2 次。只使用函数 get_free_page(和
__get_free_page)更安全更可移植，而且也足够了。
分配函数中的 priority 参数和 kmalloc 函数中含义是一样的。__get_free_pages 函数中的 dma 参
数是零或非零；如果不是零，那么对分配的页面簇可以进行 DMA 传输。order 是你请求分配或释放的内
存空间相对 2 的幂次(即 log2N)。例如，如果需要 1 页，order 为 0；需要 8 页，order 为 3。如果 order
太大，分配就会失败。如果你释放的内存空间大小和分配得到的大小不同，那么有可能破坏内存映射。
在 Linux 目前的版本中，order 最大为 5(相当于 32 个页)。总之，order 越大，分配就越可能失败。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可以使用类似 kmalloc 函数中的 priority 参数调用 get_free_pages 和其他这
些函数。某些情况下内存分配会失败，最经常的情形就是优先权为 GFP_ATOMIC 的时候。因此，调用这
些函数的程序在分配出错时都应提供相应的的处理。
我们已经说过，如果不怕冒险的话，你可以假定按优先权 GFP_KERNEL 调用 kmalloc 和底层的

get_free_pages 函数都不会失败。除非你有足够的内存，想写个程序玩玩，否则我建议你总检查检查
调用分配函数的结果。
尽管 kmalloc(GFP_KERNEL)在没有空闲内存时有时会失败，但内核总是尽可能满足该内存分配请
求。因此，如果分配太多内存，系统的响应性能很容易就会降下来。例如，如果往 scull 设备写入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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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机可能就会死掉；为满足 kmalloc 分配请求而换出内存页，系统就会变得很慢。所有资源都
被贪婪的设备所吞噬，计算机很快就变的无法使用了；因为此时已经无法为你的 shell 生成新的进程了。
我没有在 scull 模块中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它只是个例子模块，并不能真的在多用户系统中使用。但作
为一个编程者，你必须要小心，因为模块是特权代码，会带来系统的安全漏洞(比如说，很可能会造成
DoS("denail-of-service")安全漏洞)。
使用一整页的 scull: scullp
至此，我们已经较完全地介绍了内存分配的原理，下面我会给出一些使用了页面分配技术的程序代
码。scullp 是 scull 模块的一个变种，它只实现了一个裸(bare)设备－持久性的内存区域。和 scull
不同，scullp 使用页面分配技术来获取内存；scullp_order 变量缺省为 0，也可以在编译时或装载模
块时指定。
尽管这是个实际的例子，但值的在这提到的只有两行代码，因为该设备其实只是分配和释放函数略
加改动的 scull 设备。下面给出了分配和释放页面的代码行及其相关的上下文：
/* 此处分配一个单位内存 */
if (!dptr->data[s_pos]) {
dptr->data[s_pos] = (void *)__get_free_pages(GFP_KERNEL, dptr->order,0);
if (!dptr->data[s_pos])
return -ENOMEM;
memset(dptr->data[s_pos], 0, PAGE_SIZE << dptr->order);

/* 这段代码释放所有分配单元 */
for (i = 0; i < qset; i++)
if (dptr->data[i])
free_pages((unsigned long)(dptr->data[i]), dptr->order);

从用户的角度看，可以感觉到的差异就是速度快了一些。
把 4M 字节的数据从 scull0 拷贝到 scull1,
然后再从 scullp0 拷贝到 scullp1；结果表明内核空间处理器的使用率有所提高。
但性能提高的并不多，因为 kmalloc 设计得也运行得很快。基于页的分配策略的优点实际不在速度
上，而是更有效地使用了内存。
使用__get_free_page 函数的最大优点是这些分配得到页面完全属于你，而且在理论上可以通过适
当地调整页表将它们合并成一个线性区域。结果就允许用户进程对这些分配得到的不连续内存区域进行

mmap。
vmalloc 和相关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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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介绍的内存分配函数是 vmalloc，它分配虚拟地址空间的连续区域。尽管这段区域在物理上
可能是不连续的(要访问其中的每个页面都必须独立地调用函数__get_free_page)，内核却认为它们在
地址上是连续的。分配的内存空间被映射进入内核数据段中，从用户空间是不可见的－这一点上与其他
分配技术不同。vmalloc 发生错误时返回 0(NULL 地址)，成功时返回一个指向一个大小为 size 的线性
地址空间的指针。
该函数及其相关函数的原型如下：
void* vmalloc(unsigned long size);
void vfree(void* addr);
void* ioremap(unsigned long offset, unsigned long size);
与其他内存分配函数不同的是，vmalloc 返回很“高”的地址值－这些地址要高于物理内存的顶部。
由于 vmalloc 对页表调整后允许用连续的“高”地址访问分配得到的页面，因此处理器是可以访问返回
得到的内存区域的。内核能和其他地址一样地使用 vmalloc 返回的地址，但程序中用到的这个地址与地
址总线上的地址并不相同。
用 vmalloc 分配得到的地址是不能在微处理器之外使用的，因为它们只有在处理器的分页单元之上
才有意义。但驱动程序需要真正的物理地址时(象外设用以驱动系统总线的 DMA 地址)，你就不能使用

vmalloc 了。正确使用 vmalloc 函数的场合是为软件分配一大块连续的用于缓冲的内存区域。注意
vmalloc 的开销要比__get_free_pages 大，因为它处理获取内存还要建立页表。因此，不值得用 vmalloc
函数只分配一页的内存空间。
使用 vmalloc 函数的一个例子函数是 create_module 系统调用，它利用 vmalloc 函数来获取被创建
模块需要的内存空间。而在 insmod 调用重定位模块代码后，将会调用 copy_from_user 函数把模块本身
拷贝进分配而得的空间内。
用 vmalloc 分配得到的内存空间用 vfree 函数来释放，这就象要用 kfree 函数来释放 kmalloc 函数
分配得到的内存空间。
和 vmalloc 一样，ioremap 也建立新的页表，但和 vmalloc 不同的是，ioremap 实际上并不分配内
存。ioremap 的返回值是个虚拟地址，可以用来访问指定的物理内存区域；得到的这个虚拟地址最后要
调用 vfree 来释放掉。

ioremap 用于将高内存空间的 PCI 缓冲区映射到用户空间。例如，如果 VGA 设备的帧缓冲区被映射到地
址 0xf0000000(典型的一个值)后，ioremap 就可以建立正确的页表让处理机可以访问。
对 vmalloc 和 ioremap 函数可分配的内存空间大小并没有什么限制，但为了能检测到程序员的犯下
的一些错误，vmalloc 不允许分配超过物理内存大小的内存空间。但是记着，vmalloc 函数请求过多的
内存空间会产生一些和调用 kmalloc 函数时相同的问题。

ioremap 和 vmalloc 函数都是面向页的(它们都会修改页表)；因此分配或释放的内存空间实际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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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调为最近的一个页边界。而且，vremap 函数并不考虑如何重映射不是页边界的物理地址。

vmalloc 函 数 的 一 个 小 缺 点 是 它 不 能 在 中 断 时 间 内 使 用 ， 因 为 它 的 内 部 实 现 调 用 了
kmalloc(GFP_KERNEL)来获取页表的存储空间。但这不是什么问题－如果__get_free_page 函数都还不
能满足你的中断处理程序的话，那你还是先修改一下你的软件设计吧。
使用虚拟地址的 scull: scullv
使用了 vmalloc 的示例程序是 scullv 模块。正如 scullp，这个模块也是 scull 的一个变种，只是
使用了不同的分配函数来获取设备用以储存数据的内存空间。
该模块每次分配 16 页的内存(在 Alpha 上是 128KB，x86 上是 64KB)。这里内存分配用了较大的数
据块，目的是获取比 scullp 更好的性能，并且表明此时使用其他可行的分配技术相对来说会更耗时。
用__get_free_pages 函数来分配一页以上的内存空间容易出错，而且即使成功了，也相对较慢。前面
我们已经看到，用 vmalloc 分配若干页比其他函数要快一些，但由于存在建立页表的开销，只分配一页
时却会慢一些。scullv 设计得和 scullp 很相似。order 参数指定分配的内存空间的“幂”，缺省为 4。

scullv 和 scullp 的唯一差别在下面一段代码：
/* 此处用虚拟地址来分配一个单位内存 */
if (!dptr->data[s_pos]) {
dptr->data[s_pos] = (void *)vmalloc(PAGE_SIZE <<order);
if (!dptr->data[s_pos])
return -ENOMEM;

/* 这段代码释放所有分配单元 */
for (i = 0; i < qset; i++)
if (dptr->data[i])
vfree (dptr->data[i]);

9.4 硬件管理
尽管摆弄 scull 和其他一些玩具程序对理解 Linux 设备驱动程序的软件接口很有帮助，但实现真正的
设备还是要涉及实际硬件。设备驱动程序是软件概念和硬件电路之间的一个抽象层，因此，两者都需要
谈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软件上的一些细节；本章将完成另外一部分，介绍驱动程序是
如何在保持可移植性的前提下访问 I/O 端口和 I/O 内存的。
和前面一样，本章尽可能不针对特定设备。在需要示例的场合，我们使用简单的数字 I/O 端口（比如
标准 PC 并口）来讲解 I/O 指令，使用普通的帧缓存显示内存来讲解内存映射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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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使用并口是因为它是最简单的输入/输出端口。几乎所有的计算机上都有并口，并实现了原始
的 I/O：写到设备的数据位出现在输出引脚上，而输入引脚的电压值可以由处理器直接获取。实践中，
我们必须将 LED 连接到并口上才能真正“看到”数字 I/O 操作的结果，相关底层硬件也非常容易使用。

9.4.1 I/O 端口和 I/O 内存
每种外设都通过读写寄存器进行控制。大部分外设都有几个寄存器，不管是在内存地址空间还是在
I/O 地址空间，这些寄存器的访问地址都是连续的。
在硬件级上，内存区域和 I/O 区域没有概念上的区别：它们都通过向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发送电
平信号进行访问（比如读和写信号）*，再通过数据总线读写数据。
注：并非所有的计算机平台都使用读和写信号；有些使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外部电路。不过这些区别
对软件是无关的，为简化讨论，这里假定所有平台都用读和写信号。

一些 CPU 制造厂商在它们的芯片中使用单一地址空间，另一些则为外设保留了独立的地址空间以
便和内存区分开来。一些处理器（主要是 x86 家族的）还为 I/O 端口的读和写使用分离的连线，并且
使用特殊的 CPU 指令访问端口。
因为外设要与外围总线相匹配，而最流行的 I/O 总线是基于个人计算机模型的，所以即使原本没
有独立的 I/O 端口地址空间的处理器，在访问外设时也要虚拟成读写 I/O 端口。这通常是由外部芯片
组或 CPU 核心中的附加电路来实现的。后一种方式只在嵌入式的微处理器中比较多见。
基于同样的原因，Linux 在所有的计算机平台上都实现了 I/O 端口，包括使用单一地址空间的
CPU 在内。端口操作的具体实现则依赖于宿主计算机的特定模型和制造了（因为不同的模型使用不同
的芯片组把总线操作映射到内存地址空间）
。
即使外设总线为 I/O 端口保留了分离的地址空间，也不是所有设备都会把寄存器映射到 I/O 端
口。ISA 设备普遍使用 I/O 端口，大多数 PCI 设备则把寄存器映射到某个内存地址区段。这种 I/O 内
存通常是首选方案，因为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器指令；而且 CPU 核心访问内存更有效率，访问内存时，
编译器在寄存器分配和寻址方式选择上也有更多的自由。

9.4.1.1 I/O 寄存器和常规内存
尽管硬件寄存器和内存非常相似，程序员在访问 I/O 寄存器的时候必须注意避免由于 CPU 或编
译器不恰当的优化而改变预期的 I/O 动作。
I/O 寄存器和 RAM 的最主要区别就是 I/O 操作具有边际效应，而内存操作则没有：内存写操作
的唯一结果就是在指定位置存储一个数值；内存读操作则仅仅返回指定位置最后一次写入的数值。由于
内存访问速度对 CPU 的性能至关重要，而且也没有边际效应，所以可用多种方法进行优化，如使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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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缓存保存数值，重新排序读/写指令等。
编译器能够将数值缓存在 CPU 寄存器中而不写入内存，即使存储数据，读写操作也都能在高速缓
存中进行而不用访问物理 RAM。无论在编译器一级或是硬件一级，指令的重新排序都有可能发生：一
个指令序列如果以不同于程序文本中的次序运行常常能执行得更快，例如在防止 RISC 处理器流水线
的互锁时就是如此。在 CISC 处理器上，耗时的操作则可以和运行较快的操作并发执行。
在对常规内存进行这些优化的时候，优化过程是透明的，而且效果良好（至少在单处理器系统上是
这样）
。但对 I/O 操作来说这些优化很可能造成致命的错误，因为它们会干扰“边际效应”，而这却是驱
动程序访问 I/O 寄存器的主要目的。处理器无法预料到某些其它进程（在另一个处理器上运行，或在
某个 I/O 控制器中）是否会依赖于内存访问的顺序。因此驱动程序必须确保不会使用高速缓存，并且
在访问寄存器时不会发生读或写指令的重新排序：编译器或 CPU 可能会自作聪明地重新排序所要求的
操作，结果是发生奇怪的错误，并且很难调试。
由硬件自身缓存引起的问题很好解决：底层硬件配置成（可以是自动的或是由 Linux 初始化代码
完成）访问 I/O 区域时（不管是内存还是端口）禁止硬件缓存就行了。
由编译器优化和硬件重新排序引起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从硬件角度看必须以特定顺序执行的操
作之间设置内存屏障。Linux 提供了 4 个宏来解决所有可能的排序问题。
#include <linux/kernel.h>
void barrier(void)
这个函数通知编译器插入一个内存屏障，但对硬件无效。编译后的代码会把当前 CPU 寄存器中的
所有修改过的数值存到内存，需要这些数据的时候再重新读出来。
#include <asm/system.h>
void rmb(void);
void wmb(void);
void mb(void);
这些函数在已编译的指令流中插入硬件内存屏障；具体的插入方法是平台相关的。rmb（读内存屏
障）保证了屏障之前的读操作一定会在后来的读操作执行之前完成。wmb 保证写操作不会乱序，mb 指
令保证了两者都不会。这些函数都是 barrier 的超集。 设备驱动程序中使用内存屏障的典型格式如下：
writel(dev->registers.addr, io_destination_address);
writel(dev->registers.size, io_size);
writel(dev->registers.operation, DEV_READ);
wmb();
writel(dev->registers.control, DEV_GO);
在这个例子中，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控制某特定操作的所有设备寄存器一定要在操作开始之前正确设
置。其中的内存屏障会强制写操作以必需的次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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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内存屏障会影响系统性能，所以应该只用于真正需要的地方。不同类型的内存屏障影响性能的
方面也不同，所以最好尽可能使用针对需要的特定类型。例如在当前的 x86 体系结构上，由于处理器
之外的写不会重新排序，wmb 就没什么用。可是读会重新排序，所以 mb 就会比 wmb 慢一些。
注意其它大多数的处理同步的内核原语，如 spinlock 和 atomic_t 操作，也能作为内存屏障使用。
在有些体系结构上允许把赋值语句和内存屏障进行合并以提高效率。2.4 版本内核提供了几个执行这种
合并的宏；它们默认情况下定义如下：
#define set_mb(var, value) do {var = value; mb();} while 0
#define set_wmb(var, value) do {var = value; wmb();} while 0
#define set_rmb(var, value) do {var = value; rmb();} while 0
在适当的地方，<asm/system.h> 中定义的这些宏可以利用体系结构特有的指令更快地完成任务。
头文件 sysdep.h 中定义了本节介绍的这些宏，可供缺少这些宏的平台和内核版本使用。

9.4.2 使用 I/O 端口
I/O 端口是驱动程序与许多设备的之间通信方式――至少在部分时间是这样。本节讲解了使用 I/O
端口的不同函数，另外也涉及到一些可移植性问题。
我们先回忆一下，I/O 端口必须先分配,然后才能由驱动程序使用。这在第 2 章的“I/O 端口 和 I/O
内存”一节已经讨论过了，用来分配和释放端口的函数是：
#include <linux/ioport.h>
int check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struct

resource

*request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char

*name);

void

release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驱动程序请求了需要使用的 I/O 端口范围后，它必须读并且/或者写这些端口。为此，大多数硬件
都把 8 位、16 位和 32 位的端口区分开来。它们不能象访问系统内存那样混淆*。因此，C 语言程序
必须调用不同的函数来访问大小不同的端口。如前一节所述，那些只支持映射到内存的 I/O 寄存器的
计算机体系结构通过把 I/O 端口地址重新映射到内存地址来模拟端口 I/O，并且为了易于移植，内核
对驱动程序隐藏了这些细节。Linux 内核头文件中(就在与体系结构相关的头文件 <asm/io.h> 中)定义
了如下一些访问 I/O 端口的内联函数。
注：有时 I/O 端口是和内存一样对待的，(例如)可以将 2 个 8 位的操作合并成一个 16 位的操作。例
如，PC 的显示卡就可以，但一般来说不能认为一定具有这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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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使用 unsigned 而不进一步指定类型信息的话，那么就是在谈及一个与体系
结构相关的定义，此时不必关心它的准确特性。这些函数基本是可移植的，因为编译器在赋值时会自动
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cast)－－强制转换成 unsigned 类型防止了编译时出现的警告信息。只要程序员赋
值时注意避免溢出，这种强制类型转换就不会丢失信息。在本章剩余部分将会一直保持这种“不完整的
类型定义”的方式。

unsigned inb(unsigned port);
void outb(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port);
按字节( 8 位宽度)读写端口。port 参数在一些平台上定义为 unsigned long，而在另一些平台上定
义为 unsigned short。不同平台上 inb 返回值的类型也不相同。
unsigned inw(unsigned port);
void outw(unsigned short word, unsigned port);
这些函数用于访问 16 位端口(“字宽度”)；不能用于 M68k 或 S390 平台，因为这些平台只支持字
节宽度的 I/O 操作。 unsigned inl(unsigned port); void outl(unsigned longword, unsigned port); 这些函数
用于访问 32 位端口。longword 参数根据不同平台定义成 unsigned long 类型或 unsigned int 类型。和
字宽度 I/O 一样，“长字”I/O 在 M68k 和 S390 平台上也不能用。 注意这里没有定义 64 位的 I/O 操
作。即使在 64 位的体系结构上，端口地址空间也只使用最大 32 位的数据通路。 上面这些函数主要
是提供给设备驱动程序使用的，但它们也可以在用户空间使用，至少在 PC 类计算机上可以使用。GNU
的 C 库在 <sys/io.h> 中定义了这些函数。如果要在用户空间代码中使用 inb 及其相关函数，必须满
足下面这些条件：
z

编译该程序时必须带 -O 选项来强制内联函数的展开。

z 必须用 ioperm 或 iopl 来获取对端口进行 I/O 操作的许可。ioperm 用来获取对单个端口的操作许
可，而 iopl 用来获取对整个 I/O 空间的操作许可。这两个函数都是 Intel 平台特有的。
z

必须以 root 身份运行该程序才能调用 ioperm 或 iopl*。或者，该程序的某个祖先已经以 root 身

份获取了对端口操作的权限。

注：从技术上说，必须有 CAP_SYS_RAWIO 的权能，不过这与在当前系统以 root 身份运行是一样的。

如果宿主平台没有 ioperm 和 iopl 系统调用，用户空间程序仍然可以使用 /dev/port 设备文件访问
I/O 端口。不过要注意，该设备文件的含义和平台的相关性是很强的，并且除 PC 上以外，它几乎没有
用处。
示例程序 misc-progs/inp.c 和 misc-progs/outp.c 是在用户空间通过命令行读写端口的一个小工具。
它们会以多个名字安装（如 inpb、inpw，inpl）并且按用户调用的名字分别操作字节端口、字端口或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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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端口。如果没有 ioperm，它们就使用 /dev/port。
如果想冒险，可以将它们设置上 SUID 位，这样，不用显式地获取特权就可以使用硬件了。

9.4.2.1串操作
以上的 I/O 操作都是一次传输一个数据，作为补充，有些处理器上实现了一次传输一个数据序列
的特殊指令，序列中的数据单位可以是字节、字或双字。这些指令称为串操作指令，它们执行这些任务
时比一个 C 语言写的循环语句快得多。下面列出的宏实现了串 I/O ，它们或者使用一条机器指令实现，
或者在没有串 I/O 指令的平台上使用紧凑循环实现。M68k 和 S390 平台上没有定义这些宏。这不会
影响可移植性，因为这些平台通常不会和其它平台使用同样的设备驱动程序，它们的外设总线不同。
串 I/O 函数的原型如下：
void insb(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outsb(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从内存地址 addr 开始连续读写 count 数目的字节。只对单一端口 port 读取或写入数据。
void insw(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outsw(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对一个 16 位端口读写 16 位数据。
void insl(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outsl(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对一个 32 位端口读写 32 位数据。

9.4.2.2 暂停式
I/O 某些平台，特别是 i386 平台上，当处理器和总线之间的数据传输太快时会引起问题。因为相
对于 ISA 总线，处理器的时钟频率太快，当设备板卡速度太慢时，这个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解决方法
是，如果一条 I/O 指令后还跟着另一条 I/O 指令，就在两条指令间插入一小段延迟。如果有设备丢失
数据的情况，或为了防止设备可能会丢失数据的情况，可以使用暂停式的 I/O 函数来取代通常的 I/O
函数。这些暂停式的 I/O 函数很象前面已经列出的那些 I/O 函数，不同之处是它们的名字用 _p 结尾；
如 inb_p，outb_p，等等。在 Linux 支持的大多数平台上都定义了这些函数，不过它们常常扩展为和非
暂停式 I/O 同样的代码，因为如果某种体系结构不使用过时的外设总线，就不需要额外的暂停。
9.4.2.3 平台相关性
由于自身的特性，I/O 指令是与处理器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的工作涉及到处理器移入移出数据的
细节，所以隐藏平台间的差异非常困难。因此，大部分与 I/O 端口有关的源代码都与平台相关。 回头
看看前面的函数列表，可以看到一处不兼容的地方：数据类型。函数的参数类型根据各平台体系结构上
的不同要相应地使用不同的数据类型。例如，port 参数在 x86 平台（处理器只支持 64KB 字节的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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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定义为 unsigned short，但在其它平台上定义为 unsigned long。在那些平台上端口是与内存在
同一地址空间内的一些特定区域。
其他一些与平台相关的问题来源于处理器基本结构上的差异，因此也无法避免。因为本书假定读者
不会在不了解底层硬件的情况下为特定的系统编写驱动程序，所以不会详细讨论这些差异。下面是内核
2.4 版本支持的体系结构可以使用的函数的总结：
IA-32 (x86)
该体系结构支持本章提到的所有函数。端口号的类型是 unsigned short。
IA-64 (Itanium)
支持所有函数；端口类型是 unsigned long（映射到内存）。串操作函数是用 C 语言实现的。
Alpha
支持所有函数，而 I/O 端口是映射到内存的。基于不同的 Alpha 平台上使用的芯片组的不同，端
口 I/O 操作的实现也有所不同。串操作是用 C 语言实现的，在文件 arch/alpha/lib/io.c 中定义。端口
类型是 unsigned long。
ARM
端口映射到内存，支持所有函数；串操作用 C 语言实现。端口类型是 unsigned int。
M68k
端口映射到内存，只支持字节类型的函数。不支持串操作，端口类型是 unsigned char *。
MIPS
MIPS64
MIPS 端口支持所有函数。因为该处理器不提供机器一级的串 I/O 操作，所以串操作是用汇编语
言写的紧凑循环（tight loop）实现的。端口映射到内存；端口类型在 32 位处理器上是 unsigned int，
在 64 位处理器上是 unsigned long。
PowerPC
支持所有函数；端口类型为 unsigned char *。
S390
类似于 M68k,该平台的头文件只支持字节宽度的端口 I/O，不支持串操作。端口类型是字符型
（char）指针，映射到内存。
Super-H
端口类型是 unsigned int（映射到内存）
，支持所有函数。
SPARC
SPARC64
和前面一样，I/O 空间映射到内存。端口操作函数的 port 参数类型是 unsigned long。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 io.h 文件获得更多信息，除了在本章介绍的函数，一些与体系结构相关的函
数有时也由该文件定义。不过要注意这些文件阅读起来会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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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x86 家族之外的处理器都不为端口提供不同的地址空间，尽管使用其中几种处理器
的机器带有 ISA 和 PCI 插槽（两种总线都实现了不同的 I/O 和内存地址空间）
。
除此以外，一些处理器（特别是早期的 Alpha 处理器）没有一次传输 1 或 2 个字节的指令*。因
此，它们的外设芯片通过把端口映射到内存地址空间的特殊地址范围来模拟 8 位和 16 位的 I/O 访
问。这样，对同一个端口的 inb 和 inw 指令实现为两个 32 位的读不同内存地址的操作。幸好，本章
前面介绍的宏的内部实现对驱动程序开发人员隐藏了这些细节，不过这个特点还是很有趣的。想进一步
深入的读者可以看 include/asm-alpha/core_lca.h 中的例子。
注：单字节 I/O 操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因为这种操作很少发生。为了读写任意地址空间的
单个字节，需要实现一条从寄存器组数据总线低位到外部数据总线任意字节地址的数据通路。这种数据
通路在每一次数据传输中都需要额外的逻辑门。不使用这类字节宽度的存取指令可以提升系统总体性
能。

I/O 操作在各个平台上执行的细节在对应平台的编程手册中有详细的叙述；也可从 Web 上下载这
些手册的 PDF 文件。

9.4.3 使用数字 I/O 端口
我们用来演示设备驱动程序的端口 I/O 的示例代码工作于通用的数字 I/O 端口上；这种端口在大
多数计算机平台上都能找到。
数字 I/O 端口最普通的形式是一个字节宽度的 I/O 区域，它或者映射到内存，或者映射到端口。
当数值写入到输出区域时，输出引脚上的电平信号随着写入的各位发生相应变化。从输入区域读到的数
据则是输入引脚各位当前的逻辑电平值。
这类 I/O 端口的具体实现和软件接口是因系统而异的。大多数情况下，I/O 引脚是由两个 I/O 区
域控制的：一个区域中可以选择用于输入和输出的引脚，另一个区域中可以读写实际逻辑电平。不过有
时候情况简单些，每个位不是输入就是输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称为“通用 I/O”了）；所有个人
计算机上都能找到的并口就是这样的非通用的 I/O 端口。我们随后介绍的示例代码要用到这些 I/O 引
脚。

9.4.3.1 并口简介
因为假定大多数读者使用的都是称为“个人计算机”的 x86 平台，所以解释一下 PC 并口的设计是
必要的。并口也是在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数字 I/O 示例代码选用的外设接口。尽管许多读者可能已经
有了并口规格说明，为了方便还是在这里概括一下。
并口的最小配置（不涉及 ECP 和 EPP 模式）由 3 个 8 位端口组成。PC 标准中第一个并口的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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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是从地址 0x378 开始，第二个端口是从地址 0x278 开始。第一个端口是一个双向的数据寄存器；
它直接连接到物理插口的 2 到 9 号引脚上。第二个端口是一个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当并口连接到打印
机时，该寄存器报告打印机的状态，如是否在线、缺纸、正忙等等。第三个端口是一个只用于输出的控
制寄存器，它的作用之一是控制是否打开中断。
在并行通信中使用的电平信号是标准的 TTL 电平：0 伏和 5 伏，逻辑阈值大约为 1.2 伏；端口要
求至少满足标准的 TTL LS 电流规格，而现代的大部分并口电流和电压都超过这个规格。
技巧：并口插座没有和计算机的内部电路隔离，这一点在试图把逻辑门直接连到端口时很有用。但要注
意正确连线；否则在测试自己定制的电路时，并口很容易被烧毁。如果担心会破坏主板的话，可以选用
可插拔的并行接口。

位规范显示在图 8-1 中。可以读写 12 个输出位和 5 个输入位，其中一些位在它们的信号通路上
会有逻辑上的翻转。唯一一个不与任何信号引脚有联系的位是 2 号端口的第 4 位(0x10)，它打开来自
并口的中断。我们将在第 9 章“中断处理”中的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实现中使用到它。

图 9-1：并口的插线引脚

9.4.3.2 示例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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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介绍的驱动程序叫做 short（Simple Hardware Operations and Raw Tests，简单硬件的操作和
原始测试）。它所做的就是读写几个 8 位端口，其中第一个是加载时选定的。默认情况下它使用的就是
分配给 PC 并口的端口范围。每个设备节点（拥有唯一的次设备号）访问一个不同的端口。short 设备
没有任何实际用途，使用它只是为了能用一条指令来从外部对端口进行操作。如果读者不太了解端口
I/O，那么可以通过使用 short 来熟悉它，可以测量它传输数据时消耗的时间或者进行其它的测试。
为使 short 在系统上工作，它必须能自由地访问底层硬件设备（默认情况就是并口），因此不能有
其它驱动程序在使用同一设备。现在的大多数 Linux 发布版本将并口驱动程序作为模块安装，并且只
在需要用到的时候才加载，所以一般不会发生争夺 I/O 地址的问题。不过，如果 short 给出一个“can't
get I/O address，无法获得 I/O 地址”错误（可能在控制台或者系统日志文件中）的话，说明可能已经有
其它驱动程序占用了这个端口。通过检查 /proc/ioports 一般可以找出这是哪个驱动程序。这种情况一
样适用于并口之外的其它 I/O 设备。
从现在开始，为简化讨论，我们所指的设备都是并口。不过也可以在模块加载时通过设置参数 base
把 short 重定向到其它 I/O 设备。这样示例代码可以在任何拥有对数字 I/O 接口访问权限的 Linux 平
台上运行，这些接口必须是能用 outb 和 inb 进行访问的（尽管实际硬件在除 x86 的所有平台上都是
映射到内存的）
。在随后的“使用 I/O 内存”中，我们还将展示 short 是如何用于通用的映射到内存的数
字 I/O 的。
为了观察并口插座上发生了什么，并且如果读者喜欢操作硬件，那么可以焊几个 LED 到输出引脚
上。每个 LED 都要串联一个 1KΩ的电阻到一个接地的引脚上（除非使用的 LED 已经有内建电阻）。
如果将输出引脚接到输入引脚上，就可以产生自己的输入供输入端口读取。
注意不能仅仅通过把打印机连到并口来观察送给 short 的数据。因为这个驱动程序只实现了简单的
I/O 端口访问，不能提供打印机操作数据时所需的握手信号。
如果读者想将 LED 焊到 D 型插座上来观察并行数据，建议不要使用 9 号和 10 号引脚，因为
在运行第 9 章的示例代码时我们要连上它们。
至于 short ，它通过 /dev/short0 读写位于 I/O 地址 base（除非加载时修改，否则就是 0x378）
的 8 位端口。/dev/short1 写位于 base＋1 的 8 位端口，依此类推，直到 base+7。
/dev/short0 实际执行的输出操作是一个使用 outb 的紧凑循环。这里还使用了内存屏障指令来确保
输出操作会实际执行而不是被优化掉。
while (count--)
{
outb(*(ptr++), address);
w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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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运行下面的命令来使 LED 发光：
echo -n "any string" > /dev/short0
每个 LED 监控输出端口的一个位。注意只有最后写的字符数据才会在输出引脚上稳定地保持下来
而被观察到。因此，建议将 -n 选项传给 echo 程序来制止输出字符后的自动换行。
读端口也是使用类似的函数，只是用 inb 代替了 outb。为了从并口读取“有意义的”值，需要将某
个硬件连到并口插座的输入引脚上来产生信号。如果没有输入信号，只会读到始终是相同字节的无穷输
出流。如果选择从输出端口读入，将会取回写到该端口的最后一个值（对并口和其它大多数普通数字 I/O
电路都是如此）
。因此，不想摆弄烙铁的读者可以运行下面的命令在端口 0x378 读取当前的输出值：
dd if=/dev/short0 bs=1 count=1 | od -t x1
为了示范所有 I/O 指令的使用，每个 short 设备都提供了 3 个变种：/dev/short0 执行的是上面的
循环；/dev/short0p 使用了 outb_p 和 inb_p 来替代前者使用的“较快的”函数，/dev/short0s 使用串指令。
这样的设备共有 8 个，
从 short0 到 short7。PC 并口只有三个端口，如果读者使用了其它不同的 I/O 设
备进行测试，就可能需要更多的端口。
虽然 short 驱动程序只完成了最低限度的硬件控制，但这对演示 I/O 端口指令的使用已经足够了。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 parport 和 parport_pc 两个模块的源码，看看实际上为支持使用并口的设备（打
印机、磁带备份，网络接口）所需的复杂工作。

9.4.4 使用 I/O 内存
除了 x86 上普遍使用的 I/O 端口，和设备通信的另一种主要机制是通过使用映射到内存的寄存器
或设备内存。这两种都称为 I/O 内存，因为寄存器和内存的差别对软件是透明的。
I/O 内存仅仅是类似 RAM 的一个区域，在那里处理器可以通过总线访问设备。这种内存有很多用
途，比如存放视频数据或网络包；这些用设备寄存器也能实现，其行为类似于 I/O 端口（比如，读写
时有边际效应）
。
访问 I/O 内存的方法和计算机体系结构、总线，以及设备是否正在使用有关，不过原理都是相同
的。本章主要讨论 ISA 和 PCI 内存，同时也试着介绍一些通用的知识。尽管这里介绍了 PCI 内存的
访问。
根据计算机平台和所使用总线的不同，I/O 内存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通过页表访问的。如果访问是
经由页表进行的，内核必须首先安排物理地址使其对设备驱动程序可见（这通常意味着在进行任何 I/O
之前必须先调用 ioremap）
。如果访问无需页表，那么 I/O 内存区域就很象 I/O 端口，可以使用适当形
式的函数读写它们。
不管访问 I/O 内存时是否需要调用 ioremap，都不鼓励直接使用指向 I/O 内存的指针。尽管（在“I/O
端口和 I/O 内存”介绍过）I/O 内存在硬件一级是象普通 RAM 一样寻址的，但在“I/O 寄存器和常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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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中描述过的那些需要额外小心的情况中已经建议不要使用普通指针。相反，使用“包装的”函数访问
I/O 内存，一方面在所有平台上都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在可以直接对指针指向的内存区域执行操作的
时候，该函数是经过优化的。
因此，即使在 x86 上直接使用指针（现在）可以工作（而不是使用正确的宏）
，这种做法也会影响
驱动程序的可移植性和可读性。
在第 2 章中说过，设备内存区域在使用前必须先分配。这和 I/O 端口注册过程类似，是由下列函
数完成的：
int check_mem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void request_mem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char *name);
void release_mem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传给函数的 start 参数是内存区的物理地址，此时还没有发生任何重映射。这些函数通常的使用方式
如下：
if (check_mem_region(mem_addr, mem_size))
{
printk("drivername: memory already in use\n");
return -EBUSY;
}

request_mem_region(mem_addr, mem_size, "drivername");
[...]

release_mem_region(mem_addr, mem_size);

9.4.4.1 直接映射的内存
几种计算机平台上保留了部分内存地址空间留给 I/O 区域，并且自动禁止对该内存范围内的任何
（虚拟）地址进行内存管理。
用在个人数字助理（PDA）中的 MIPS 处理器就是这种配置的一个有趣的实例。两个各为 512 MB
的地址段直接映射到物理地址，对这些地址范围内的任何内存访问都绕过 MMU，也绕过缓存。这些 512
MB 地址段中的一部分是为外设保留的，驱动程序可以用这些无缓存的地址范围直接访问设备的 I/O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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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平台使用另外的方式提供直接映射的地址段：有些使用特殊的地址空间来解析物理地址（例如，
SPARC64 就使用了一个特殊的“地址空间标识符”），还有一些则使用虚拟地址，这些虚拟地址被设置成
访问时绕过处理器缓存。
当需要访问直接映射的 I/O 内存区时，仍然不应该直接使用 I/O 指针指向的地址――即使在某些
体系结构这么做也能正常工作。为了编写出的代码在各种系统和内核版本都能工作，应该避免使用直接
访问的方式，而代之以下列函数。
unsigned readb(address);
unsigned readw(address);
unsigned readl(address);
这些宏用来从 I/O 内存接收 8 位、16 位和 32 位的数据。使用宏的好处是不用考虑参数的类型：
参数 address 是在使用前才强制转换的，因为这个值“不清楚是整数还是指针，所以两者都要接收”（摘
自 asm-alpha/io.h）
。读函数和写函数都不会检查参数 address 是否合法，因为这在解析指针指向区域的
同时就能知道（我们已经知道有时它们确实扩展成指针的反引用操作）
。
void writeb(unsigned value, address);
void writew(unsigned value, address);
void writel(unsigned value, address);
类似前面的函数，这些函数（宏）用来写 8 位、16 位和 32 位的数据。
memset_io(address, value, count);
当需要在 I/O 内存上调用 memset 时，这个函数可以满足需要，同时它保持了原来的 memset 的
语义。
memcpy_fromio(dest, source, num);
memcpy_toio(dest, source, num);
这两个函数用来和 I/O 内存交换成块的数据，功能类似于 C 库函数 memcpy。
在较新的内核版本中，这些函数在所有体系结构中都是可用的。当然具体实现会有不同：在一些平
台上是扩展成指针操作的宏，在另一些平台上是真正的函数。不过作为驱动程序开发人员，不需要关心
它们具体是怎样工作的，只要会用就行了。
一些 64 位平台还提供了 readq 和 writeq 用于 PCI 总线上的 4 字（8 字节）内存操作。这个 4
字（quad-word）的命名是个历史遗留问题，那时候所有的处理器都只有 16 位的字。实际上，现在把 32
位的数值命名为 L（长字）已经是不正确的了，不过如果对所有东西都重新命名，只会把事情搞得更
复杂。

9.4.4.2 在 short 中使用
I/O 内存 前面介绍的 short 示例模块访问的是 I/O 端口，它也可以访问 I/O 内存。为此必须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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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时通知它使用 I/O 内存，另外还要修改 base 的地址以使其指向 I/O 区域。 例如，我们用下列命令
在一块 MIPS 开发板上点亮调试用的 LED：
mips.root# ./short_load use_mem=1 base=0xb7ffffc0
mips.root# echo -n 7 > /dev/short0
在 short 中使用 I/O 内存和使用 I/O 端口是一样的；不过，因为没有给 I/O 内存使用的暂停式指
令和串操作指令，所以访问 /dev/short0p 和 /dev/short0s 时，操作和 /dev/short0 是一样的。 下列片段
显示了 short 写内存区域时使用的循环：
while (count--) {
writeb(*(ptr++), address); wmb(); }
注意这里用了写内存屏障。因为在许多体系结构上 writeb 会转化成一个直接赋值语句，为确保写
操作按照预想顺序执行，使用内存屏障是必要的。

9.4.4.3 通过软件映射的 I/O 内存
尽管 MIPS 类的处理器使用直接映射的 I/O 内存，但这种方式在现在的平台中是相当少见的；特
别是当使用外设总线处理映射到内存的设备时更是如此。
使用 I/O 内存时最普遍的硬件和软件处理方式是这样的：设备对应于某些约定的物理地址，但是
CPU 并没有预先定义访问它们的虚拟地址。这些约定的物理地址可以是硬连接到设备上的，也可以是
在启动时由系统固件（如 BIOS）指定的。前一种的例子有 ISA 设备，它的地址或者是固化在设备的
逻辑电路中，因而已经在局部设备内存中静态赋值，或者是通过物理跳线设置；后一种的例子有 PCI 设
备，它的地址是由系统软件赋值并写入设备内存的，只在设备加电时才存在。
不管哪种方式，为了让软件可以访问 I/O 内存，必须有一种把虚拟地址赋于设备的方法。这个任
务是由 ioremap 函数完成的，我们在“vmalloc 和相关函数”中已有介绍。这个函数因为与内存的使用相
关，所以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讲解过了，它就是为了把虚拟地址指定到 I/O 内存区域而专门设计的。
此外，由内核开发人员实现的 ioremap 在用于直接映射的 I/O 地址时不起任何作用。
一旦有了 ioremap 和 iounmap ，设备驱动程序就能访问任何 I/O 内存地址，而不管它是否直接
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不过要记住，这些地址不能直接引用，而应该使用象 readb 这样的函数。这样，
在设置了 use_mem 参数时，通过在 short 模块中使用 ioremap/iounmap 调用，就可以让 short 既能在
MIPS 的 I/O 内存方式下工作，也能在更普通的 ISA/PCI x86 I/O 内存方式下工作。
在示范 short 如何调用这些函数之前，先复习一下函数的原型，同时介绍一些在前面章节中忽略的
细节。 这些函数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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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asm/io.h>
void *ioremap(unsigned long phys_addr, unsigned long size);
void *ioremap_nocache(unsigned long phys_addr, unsigned long size);
void iounmap(void * addr);
首先，注意新函数 ioremap_nocache。第 7 章中没有具体讲解它，因为它的含义是与硬件相关的。
引用内核中的一个头文件的描述：“如果有某些控制寄存器在这个区域，并且不希望发生写操作合并或
读缓存的话，可以使用它。”实际上，在大多数计算机平台上这个函数的实现和 ioremap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在所有 I/O 内存都已经可以通过非缓存地址访问的情况下，就不必实现一个单独的，非缓存的
ioremap 了。
ioremap 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内核 2.0 中它的行为和后来内核中的不同。在 Linux 2.0 中，该函
数（那时称为 vremap）不能映射任何没有对齐页边界的内存区。这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 CPU 一
级所有操作都是以页面大小的粒度进行的。但是，有时候需要映射小的 I/O 寄存器区域，而这些寄存
器的（物理）地址不是按页面对齐的。为适应这种新需求，内核 2.1.131 及后续版本中允许重映射未对
齐的地址。
short 模块为了保持和 2.0 的兼容，同时为了能够访问非页面对
齐的寄存器，没有直接调用 ioremap，而是使用了下列代码： /*
Remap a not (necessarily) aligned port region */
void *short_remap(unsigned long phys_addr)
{
/* The code comes mainly from arch/any/mm/ioremap.c */
unsigned long offset, last_addr, size;

last_addr = phys_addr + SHORT_NR_PORTS - 1;
offset = phys_addr & ~PAGE_MASK;

/* Adjust the begin and end to remap a full page */
phys_addr &= PAGE_MASK;
size = PAGE_ALIGN(last_addr) - phys_addr;
return ioremap(phys_addr, size) + offset;
}

/* Unmap a region obtained with short_remap */
void short_unmap(void *virt_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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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unmap((void *)((unsigned long)virt_add & PAGE_MASK));
}

9.4.4.4 1M地址空间之下的ISA内存
最广为人知的 I/O 内存区之一就是个人计算机上的 ISA 内存段。它的内存范围在 640（0xA0000）
KB 到 1(0x100000)MB 之间。因此它正好出现在常规系统 RAM 的中间。这种地址安排看上去可能有
点奇怪；因为这个设计决策是 80 年代早期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没有人会用到 640 KB 以上的内存。
这个内存段属于非直接映射一类的内存*。可以利用 short 模块在该内存段中读写几个字节，前面
介绍过，在加载模块时要设置 use_mem 标志。
注：实际并非完全如此。因为该内存段很小而且使用频繁，所以内核在启动时就建立了访问这些地
址的页表。但是，访问它们使用的虚拟地址和实际物理地址并不相同，所以无论如何都是要使用 ioremap
的。另外，内核 2.0 对该地址段是直接映射的，见"向后兼容"与 2.0 版本相关的部分。

尽管 ISA I/O 内存只存在于 x86 类的计算机上，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并附以一个示例程序。
本章不讨论 PCI 内存，因为它是 I/O 内存中最“干净”的一种：只要知道了物理地址，就能简单地
重映射并访问它。PCI I/O 内存的“问题”在于，它不适合于用作本章的工作示例，因为无法预先知道 PCI
内存会映射到哪一段物理地址，也就不知道访问这些地址段是否安全。这里选择讲解 ISA 内存段，是
因为它不那么“干净”，更适合运行示例代码。
为了示范对 ISA 内存的访问，我们要用到另一个有点“愚笨”的小模块（是示例源码的一部分）。实
际上这个模块就叫作 silly，是“Simple Tool for Unloading and Printing ISA Data，卸载及打印 ISA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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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单工具”的简称。 这个模块补充了 short 的功能，它可以访问整个 384 KB 的内存空间，还演示
了所有不同的 I/O 函数。该模块包括四个用了不同的数据传输函数来完成相同任务的设备节点。silly 设
备就象 I/O 内存之上的一个窗口，与 /dev/mem 的工作有些类似。对该设备可以读、写数据或 lseek 到
一个任意的 I/O 内存地址。 因为 silly 提供对 ISA 内存的访问，所以启动它时必须把物理 ISA 地址
映射到内核虚拟地址中。在较早的 Linux 内核中，只需简单地把要用的 ISA 地址赋值给一个指针，然
后直接解析它就可以了。但在现在的内核中，必须配合虚拟内存系统工作，首先重新映射该地址段。这
种映射是由 ioremap 完成的，这在前面讲解 short 时已经介绍过了：
#define ISA_BASE 0xA0000
#define ISA_MAX 0x100000 /* for general memory access */
/* this line appears in silly_init */
io_base = ioremap(ISA_BASE, ISA_MAX - ISA_BASE);
ioremap 返回一个指针值，以供 readb 或其它在“直接映射的内存”一节中介绍的函数使用。
现在回头看看示例代码中这些函数是如何使用的。/dev/sillyb 的次设备号是 0，通过 readb 和
writeb 访问 I/O 内存。下面代码展示了读操作的实现，其中地址段 0xA0000-0xFFFFF 作为 0-0x5FFFF
段的一个虚拟文件对待。read 函数中包括一个 switch 语句来处理不同的访问模式。这里是 sillyb 的
case 语句：
case M_8:
while (count)
{
*ptr = readb(add);
add++; count--;
ptr++;
}
break;
下面的两个设备是 /dev/sillyw（次设备号为 1）和 /dev/sillyl（次设备号为 2）。它们和 /dev/sillyb
差不多，只不过分别使用了 16 位和 32 位的函数。下面是 sillyl 的 write 的实现，是 switch 语句中
的一部分：
case M_32:
while (count >= 4)
{
writel(*(u32 *)ptr, add);
add+=4;
count-=4;
pt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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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最后一个设备是 /dev/sillycp（次设备号为 3）
，它使用 memcpy_*io 函数完成相同任务。它的 read
实现的核心部分如下：
case M_memcpy:
memcpy_fromio(ptr, add, count);
break;
因为使用了 ioremap 来提供对 ISA 内存区的访问，silly 模块卸载时必须调用 iounmap:
iounmap(io_base);

9.4.4.5 isa_readb 及相关函数
看看内核源代码，可以发现一组函数，它们的名字类似于 isa_readb。实际上，上面描述的每个函
数都有一个等价的以

isa_

开头的函数。这些函数提供了一种不需要单独的 ioremap 步骤就能访问

ISA 内存的方法。不过内核开发人员解释说，这些函数只是暂时性的，用于帮助移植驱动程序，将来它
们会消失。所以，最好避免使用这些函数。

9.4.4.6 探测 ISA 内存
尽管现在的大多数设备都是基于更好的 I/O 总线结构的，比如 PCI，但是有时程序员还是得对付
ISA 设备和它们的 I/O 内存，所以我们为此花些篇幅。我们不涉及高端的 ISA 内存（称为 memory
hole，内存洞,在 14 MB 到 16 MB 的物理地址段中），因为现在那种 I/O 内存已经极其少见，而且现
在主流的主板和内核都不支持它了。为访问这种 I/O 内存段需要修改内核初始化代码，所以这里不再
讨论了。
当使用内存映射的 ISA 设备时，驱动程序开发人员常常会忽略对应的 I/O 内存在物理地址空间的
位置，因为实际地址通常是由用户从一个可能的地址范围中分配的。否则检查一个指定地址上是否存在
设备就很简单了。
内存资源管理配置是有助于内存探测的，因为它可以识别已经由其它设备使用的内存区段。但是，
资源管理器不能分辨哪些设备的驱动程序已经加载，或者一个给定的区域是否包含有你感兴趣的设备。
虽然如此，在实际探测内存、检查地址内容时它仍然是必需的。可能会遇到 3 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映
射到目标地址上的是 RAM，或者是 ROM（例如 VGA BIOS），或者该区域是空闲的。
skull 示例代码示范了处理这些内存的一种方法，由于 skull 和任何物理设备都不相关，它只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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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出 640 KB 到 1 MB 内存段的信息，然后就退出了。不过其中用来分析内存的代码是值得描述一下
的，它示范了如何进行内存探测。
检查 RAM 段的代码使用 cli 关闭了中断，因为这些内存段只能通过物理地写入数据随后重新读
出的方法才能识别，而在测试过程中，真正 RAM 中的内容可能被中断处理程序修改。下列的代码并
不总是正确，因为如果一个设备正在写它自己的内存段，同时测试代码又正在扫描这个区段，测试程序
就会误认为该板卡的 RAM 内存段是一个空的区段。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unsigned char oldval, newval; /* values read from memory */
unsigned long flags; /* used to hold system flags */
unsigned long add, i;
void *base;

/* Use ioremap to get a handle on our region */
base = ioremap(ISA_REGION_BEGIN, ISA_REGION_END - ISA_REGION_BEGIN);
base -= ISA_REGION_BEGIN; /* Do the offset once */

/* probe all the memory hole in 2-KB steps */
for (add = ISA_REGION_BEGIN; add < ISA_REGION_END; add += STEP)
{
/* * Check for an already allocated region. */
if (check_mem_region (add, 2048))
{ printk(KERN_INFO "%lx: Allocated\n", add);
continue;
}
/* Read and writ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gion and see what happens. */
save_flags(flags);
cli();
oldval = readb (base + add); /* Read a byte */
writeb (oldval^0xff, base + add);
mb();
newval = readb (base + add);
writeb (oldval, base + add);
restore_flags(flags);

if ((oldval^newval) == 0xff) { /* we reread our change: it's RAM */
printk(KERN_INFO "%lx: RAM\n",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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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
}

if ((oldval^newval) != 0) { /* random bits changed: it's empty */
printk(KERN_INFO "%lx: empty\n", add);
continue;
}

/* Expansion ROM (executed at boot time by the BIOS)
* has a signature where the first byte is 0x55, the second 0xaa,
* and the third byte indicates the size of such ROM
*/

if ( (oldval == 0x55) && (readb (base + add + 1) == 0xaa))
{
int size = 512 * readb (base + add + 2);
printk(KERN_INFO "%lx: Expansion ROM, %i bytes\n", add, size);
add += (size & ~2048) - 2048; /* skip it */
continue;
}
/*
* If the tests above failed, we still don't know if it is ROM or
* empty. Since empty memory can appear as 0x00, 0xff, or the low
* address byte, we must probe multiple bytes: if at least one of
* them is different from these three values, then this is ROM * (though not boot ROM).
*/
printk(KERN_INFO "%lx: ", add);
for (i=0; i<5; i++) {
unsigned long radd = add + 57*(i+1); /* a "random" value */
unsigned char val = readb (base + radd);
if (val && val != 0xFF && val != ((unsigned long) radd&0xFF))
break;
}
printk("%s\n", i==5 ? "empty" : "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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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注意恢复探测内存时修改的字节的原始值，这种探测并不会造成和其它设备的冲突。要注意的
是，写入另一个设备的内存可能会引发该设备的一些不可预测的动作。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可能，应该
尽量避免使用这种探测内存的方法，但在处理旧设备时经常不得不这样做。

9.4.5 向后兼容性
幸好，在基本硬件的访问方面变化很少。编写向后兼容的驱动程序时只需要记住有限的几点就行了。
硬件内存屏障在内核 2.0 版本是没有的。那时支持的平台上，不需要这类处理指令排序的功能。
通过在驱动程序中包含 sysdep.h 头文件可以修正这个问题，它把硬件屏障定义为与软件屏障相同。
类似的，在旧内核中并不是所有的端口访问函数（inb 和相关函数）在所有体系结构上都能支持。
特别是串操作指令，常常没有。我们没有在 sysdep.h 中提供这些函数：这不是个容易完成的任务，而
且也不太值得，因为这些函数依赖于具体的硬件。
在 Linux 2.0 中，ioremap 和 iounmap 分别称为 vremap 和 vfree。参数和功能则完全相同。因
此，通常把这两个函数定义成映射到旧的对应函数就行了。
不幸的是，尽管 vremap 在提供对“高端”内存（如 PCI 卡上的内存）的访问上和 ioremap 别无二
致，它却不能重映射 ISA 内存段。在以前，对该内存段的访问是通过直接使用指针完成的，所以不需
要重映射该地址空间。因此，一个更完整的 x86 平台、Linux 2.0 上实现 ioremap 的解决方法如下：
extern inline void *ioremap(unsigned long phys_addr, unsigned long size) {
if (phys_addr >= 0xA0000 && phys_addr + size <= 0x100000)
return (void *)phys_addr;
return vremap(phys_addr, size);
}

extern inline void iounmap(void *addr)
{
if ((unsigned long)addr >= 0xA0000 && (unsigned long)addr < 0x100000)
return;
vfree(addr);
}
如果在驱动程序中包含了 sysdep.h 头文件，就可以使用 ioremap 了，即使在访问 ISA 内存时也
不会出问题。
内存区段的分配（check_mem_region 及相关函数）是在内核 2.3.17 引入的。在 2.0 和 2.2 内核
没有这种内存分配的工具。如果包含了 sysdep.h 头文件，就可以随意使用这些宏了，因为在 2.0 和 2.2
上编译时，这三个宏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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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 快速参考
本章引入下列与操纵硬件有关的符号：
#include <linux/kernel.h>
void barrier(void)
这个“软件”内存屏障要求编译器考虑执行到该指令时相关的所有内存中的变化。

#include <asm/system.h>
void rmb(void);
void wmb(void);
void mb(void);
硬件内存屏障。要求 CPU（和编译器）执行该指令时检查所有必须的内存读、写（或二者兼有）
已经执行完毕。

#include <asm/io.h>
unsigned inb(unsigned port);
void outb(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port);
unsigned inw(unsigned port);
void outw(unsigned short word, unsigned port);
unsigned inl(unsigned port);
void outl(unsigned doubleword, unsigned port);
这些函数读写 I/O 端口。如果用户空间的程序有访问端口的权限，也可以调用这些函数。
unsigned inb_p(unsigned port);
...
有时候需要用到 SLOW_DOWN_IO 来处理 x86 平台上的低速 ISA 板卡。如果 I/O 操作之后需
要一小段延时，可以用上面介绍的函数的 6 个暂停式的变体。这些暂停式的函数都以 _p 结尾。
void insb(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outsb(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insw(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outsw(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insl(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outsl(unsigned port, void *addr, unsigned long count);
这些“串操作函数”为输入端口与内存区之间的数据传输做了优化。这类传输是通过对同一端口连续
读写 count 次实现的。
#include <linux/iop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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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heck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void request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char *name);
void release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为 I/O 端口分配资源的函数。check 函数在成功时返回 0，出错时返回负值。
int check_mem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void request_mem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char *name);
void release_mem_region(unsigned long start, unsigned long len);
这些函数处理对内存区的资源分配。
#include <asm/io.h>
void *ioremap(unsigned long phys_addr, unsigned long size);
void *ioremap_nocache(unsigned long phys_addr, unsigned long size);
void iounmap(void *virt_addr);
ioremap 把一个物理地址段重新映射到处理器的虚拟地址空间，以供内核使用。iounmap 用来解除
这个映射。

#include <linux/io.h>
unsigned readb(address);
unsigned readw(address);
unsigned readl(address);
void writeb(unsigned value, address);
void writew(unsigned value, address);
void writel(unsigned value, address);
memset_io(address, value, count);
memcpy_fromio(dest, source, nbytes);
memcpy_toio(dest, source, nbytes);
用这些函数可以访问 I/O 内存区，包括低端的 ISA 内存和高端的 PCI 缓冲区。

9.5 中断处理
尽管有些设备仅通过它们的 I/O 寄存器就可以控制，但现实中的大部分设备却要比这复杂一些。
设备需要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比如象旋转的磁盘、饶卷的磁带、远距离连接的电缆等等。这些设备的许
多工作通常是在与处理器完全不同的时间周期内完成的，并且总是要比处理器慢。这种让处理器等待外
部事件的情况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必须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设备在产生某个事件时通知处理器。
这种方法就是中断。一个“中断”仅仅是一个信号，当硬件需要获得处理器对它的关注时，就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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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这个信号。Linux 处理中断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与它在用户空间处理信号是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一
个驱动程序只需要为它自己设备的中断注册一个处理程序，并且在中断到达时进行正确的处理。当然，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还是有一些复杂性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中断处理程序运行方式的不同，
它们所能执行的动作将会受到不同的限制。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硬件设备产生中断，就很难示范中断的使用方法。因而，本章中的样例代码利
用并口来产生中断。我们将使用上一章的 short 模块来示范，作一些小的改动就可以通过并口来产生中
断并处理中断。模块的名字 short，实际是指 short int（很象 C 语言）
，提醒我们这个模块要处理中断。

9.5.1 中断的整体控制
由于设计上和硬件上的改变，Linux 处理中断的方法近几年来有所变化。早期 PC 中的中断处理
很简单，中断的处理仅仅涉及到一个处理器和 16 条中断信号线，而现代硬件则可以有更多的中断，并
且还可能装配价格高昂的高级可编程中断控制器（APIC）
，该控制器可以以一种智能（和可编程）的方
式在多个处理器之间分发中断。
令人高兴的是，Linux 能够处理所有这些变化，但在驱动程序级却没有引入太多的非兼容性问题。
这样，在不同的内核版本中，本章所描述的接口只有少许差别。有些情况下，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多年来，Unix 系列系统一直采用 cli 和 sti 函数来禁止和使能中断。在现代的 Linux 系统中，却
不鼓励直接使用它们，对任意一个例程来讲，想要知道在它被调用时，中断是否被打开，变得越来越不
可能。在每个例程返回时使用 sti 打开中断并不是好习惯，因为你的函数可能会返回到一个期望中断仍
然被禁止的函数。
因而，如果必须禁止中断，使用下列调用会是较好的选择：
unsigned long flags;
save_flags(flags);
restore_flags(flags);
cli(); /
* This code runs with interrupts disabled */
注意 save_flags 是一个宏，它直接将标志赋值给 flags 变量，而不进行“与”操作*。使用这些宏也
有一个重要的限制：save_flags 和 restore_flags 必须在同一个函数内被调用，换句话说，除非其它的函
数是内联的，否则不能将 flags 传给其它的函数。忽略这一限制的代码可能会在某些体系结构上正常工
作，但在其它的体系结构上会失败。
xshell：这儿是不是强调 save_flags 宏对 flags 变量的赋值是“直接”的 popl 操作，而没有任何“间
接”的寄存器使用？
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使用，我们都不鼓励读者使用前述的示例代码。在一个多处理器的系统中，
临界区的代码是不能仅仅通过禁止中断来保护的，一些锁机制还是必须使用的。例如 spin_lock_irq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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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本章后面“使用自旋锁”部分会论述）可以一起提供锁和中断控制。如果要在存在中断的情况下控
制并发操作，这些函数是唯一真正安全的方法。
cli 将禁止系统上所有处理器的中断，因此会在总体上影响系统性能*。因而，显式调用 cli 及其相
关函数的代码正逐渐在大多数的内核中消失。需要在设备驱动中使用它们的场合目前也为数不多。在调
用 cli 之前，应该考虑是否真的需要禁止系统上所有的中断。
注：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如果你正在处理一个中断，cli 调用只会在当前处理器上禁止中断。

9.5.2 准备并口
尽管并行口的接口很简单，但它也可以触发中断。打印机就是利用这种能力来通知 lp 驱动程序它
已经准备好接受缓冲区中的下一个字符了。
就象大多数设备一样，在没有设定产生中断之前，并口是不会产生中断的；并口标准规定设置端口
2（0x37a、0x27a 或者其它端口）的第 4 比特位将启动中断。short 模块在初始化的时候调用 outb 来
设置该位。
在中断被使能的情况下，每当引脚 10（叫做 ACK 位）的电平发生从低到高的改变，并口就会产
生一个中断，在没有把打印机连到端口上的情况下，强制接口产生中断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连接并口插座
的 9 脚和 10 脚。将一根短电线插入系统后面并口插座上的对应的孔，就可以连接这两个引脚。并口
的引出线在图 9-1 中说明。
引脚 9 是并口数据字节中的最高位，如果将二进制数据写入 /dev/short0，就会引发几个中断，将
ASCII 码文本写入端口则不会产生中断，因为此时没有设置这个最高位。
如果读者手头有一台打印机，并且想要避免焊接电线，则可以运行本章后面针对真实打印机的中断
处理程序。注意，我们将要介绍的探测函数依赖于在引脚 9 和 10 之间适当的跳线，因此，在使用这
些代码作探测试验的时候需要它。

9.5.3 安装中断处理程序
如果读者确实想“看到” 产生的中断，仅仅通过向硬件设备写入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系统中安装一
个软件处理程序。如果 Linux 内核没有被通知硬件中断的发生，那么内核只会简单应答并忽略该中断。
中断信号线是非常珍贵且有限的资源，尤其是在系统上只有 15 根或 16 根中断信号线时更为如
此。内核维护了一个中断信号线的注册表，它类似于 I/O 端口的注册表。模块在使用中断前要先申请
一个中断通道（或者中断请求 IRQ），然后在使用后释放该通道。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在很多场合下，
模块也希望可以和其它的驱动程序共享中断信号线。下列在头文件 <linux/sched.h> 中声明的函数实现
了该接口：
int request_irq(unsigned int i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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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handler)(int, void *, struct pt_regs *),
unsigned long flags,
const char *dev_name,
void *dev_id);
void free_irq(unsigned int irq, void *dev_id);
通常，从 request_irq 函数返回到调用函数的值，为 0 时表示申请成功，负值表示错误码。函数返
回 -EBUSY 表示已经有另一个驱动程序占用了你要申请的中断信号线。该函数的参数如下：
unsigned int irq 这是要申请的中断号。
void (*handler)(int, void *, struct pt_regs *)
这是要安装的中断处理函数指针，我们会在本章的后面部分讨论这个函数的参数含义。
unsigned long flags
如读者所想，这是一个与中断管理有关的位掩码选项（后面描述）
const char *dev_name
传递给 request_irq 的字符串，用来在 /proc/interrupts 中显示中断的所属设备（参看下节）
。
void *dev_id
这个指针用于共享的中断信号线。在释放中断信号线时，它是标识设备的唯一标识符，驱动程序也
可以使用它指向驱动程序自己的私有数据区（用来识别哪个设备产生中断）。在没有强制使用共享方式
时，dev_id 可以设置为 NULL，总之用它来指向设备的数据结构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我们会在本章
后面的“实现处理程序”中看到 dev_id 的实际应用。
可以在标志中设置的位如下所示：
SA_INTERRUPT
当该位被设置时，表明这是一个“快速”的中断处理程序，快速处理程序是运行在中断禁止状态下的
（更详细的主题将在本章后面的“快速和慢速处理程序”小节中讨论）
SA_SHIRQ
该位表示中断可以在设备之间共享。共享的概念将在本章后面的“中断共享”小节描述。
SA_SAMPLE_RANDOM
该位指出产生的中断能对 /dev/random 设备和 /dev/urandom 设备使用的熵池有贡献。从这些设备
读取数据，将会返回真正的随机数，从而有助于应用软件选择用于加密的安全密钥。这些随机数是从一
个熵池中得到的，各种随机事件都会对该熵池作出贡献，如果读者的设备以真正随机的周期产生中断，
就应该设置该标志位。另一方面，如果中断是可预期的（例如，帧捕获卡的垂直消隐），就不值得设置
这个标志位――它对系统的熵没有任何贡献。能受到攻击者影响的设备不应该设置该位，例如，网络驱
动程序会被外部的事件影响到预定的数据包的时间周期，因而也不会对熵池有贡献，更详细的信息请参
见 drivers/char/random.c 文件中的注释。
中断处理程序可在驱动程序初始化时或者设备第一次打开时安装。虽然在模块初始化函数中安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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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处理程序似乎是个好主意，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中断信号线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会想着肆
意浪费。计算机拥有的设备通常要比中断信号线多得多，如果一个模块在初始化时请求了 IRQ，即使
驱动程序只是占用它而从未使用，也将会阻止任意一个其它的驱动程序使用该中断。而在设备打开的时
候申请中断，则可以共享这些有限的资源。
这种情况很可能出现，例如，在运行一个与调制解调器共用同一中断的帧捕获卡驱动程序时，只要
不同时使用两个设备就可以。用户在系统启动时装载特殊的设备模块是一种普遍作法，即使该设备很少
使用。数据捕获卡可能会和第二个串口使用相同的中断，我们可以在捕获数据时，避免使用调制解调器
连接到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但是如果为了使用调制解调器而不得不卸载一个模块，却总是令人不
快的。
调用 request_irq 的正确位置应该是在设备第一次打开、硬件被告知产生中断之前，调用 free_irq
的位置是最后一次设备关闭、硬件被告知不要再中断处理器之后。这种技术的缺点是必须为每个设备保
存一个打开计数。如果使用一个模块控制两个或者更多的设备，那么仅仅使用模块计数是不够的。
尽管我们已经讨论了不应该在装载模块时调用 request_irq，但 short 模块还是在装载时申请了它的
中断信号线，这样做的方便之处是，我们可以直接运行测试程序，而不需要额外运行其它的进程来保持
设备的打开状态。因此，short 在它自己的初始化函数 short_init 中申请中断，而不是象真正的设备驱
动那样在 short_open 中申请中断。
下面这段代码要申请的中断是 short_irq，对这个变量（例如，决定使用哪个 IRQ）的实际赋值操
作会在后面给出，因此它与当前的讨论无关。short_base 是并口使用的 I/O 地址空间的基地址，向并
口的 2 号寄存器写入，可以打开中断报告。
if (short_irq >= 0) {
result = request_irq(short_irq, short_interrupt, SA_INTERRUPT, "short", NULL);
if (result) { printk(KERN_INFO "short: can't get assigned irq %i\n", short_irq); short_irq = -1;
}
else
{
/* actually enable it -- assume this *is* a parallel port */
outb(0x10,short_base+2);
}
}
从代码能够看出，已经安装的中断处理程序是一个快速的处理程序（SA_INTERRUPT），不支持中
断共享（没有设置 SA_SHIRQ）
，并且对系统的熵（也没有设置 SA_SAMPLE_RANDOM）没有贡献。
最后，代码执行 outb 调用打开并口的中断报告。

9.5.3.1 /proc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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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硬件的中断到达处理器时，某个对应的内部计数就会加 1，这为检查设备是否按预期工作提供了
一种方法，产生的中断报告显示在文件 /proc/interrupts 中。下面是一个双处理器的奔腾系统启动几天
后该文件的快照：
CPU0

CPU1

0:

34584323

34936135

IO-APIC-edge

timer

1:

224407

226473

IO-APIC-edge

keyboard

XT-PIC

cascade

IO-APIC-level

eth0

IO-APIC-level

acpi

2:

0

5:

0

5636751

9:

5636666

0

0

10:

565910

565269

IO-APIC-level

aic7xxx

12:

889091

884276

IO-APIC-edge

PS/2 Mouse

0

XT-PIC

fpu

IO-APIC-edge

ide1

13:

1

15:

1759669

1734520

NMI:

69520392

69520392

LOC:

69513717

69513716

ERR:

0

第一列是 IRQ 号，其中明显缺少一些中断，这说明该文件只会显示那些已经安装了中断处理程序
的中断。例如，第一个串口（使用中断号 4）没有显示，说明我没有使用调制解调器，实际上，即使早
些时候已经使用过调制解调器，而在显示文件快照的时候没有使用的话，也不会出现在这个文件中。串
口驱动程序具有良好的行为，当设备关闭的时候就会释放它们的中断处理程序。
文件 /proc/interrupts 给出了已经发送到系统上每一个 CPU 的中断数量，正如读者能从输出中看
到的，Linux 内核试图将中断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处理器上，而且比较成功。最后一列给出可编程中断控
制器（驱动作者不需要关心该控制器）处理中断的信息，还有已经注册了中断处理程序的设备名称（这
和传递给 request_irq 的参数 dev_name 一样）。
/proc 树结构中还包含其它与中断相关的文件，象 /proc/stat。你有时会发现某个文件很有用，有时
又会更喜欢使用其它的文件。/proc/stat 记录了一些系统活动的底层统计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从
系统启动开始接收到的中断数量，stat 文件的每行都以一个字符串开始，它是这行的关键字。intr 标记
正是我们需要的，下列（被截断和分行）快照是在前一个快照不久之后获得的：
intr 884865 695557 4527 0 3109 4907 112759 3 0 0 0 11314
0 17747 1 0 34941 0 0 0 0 0 0 0
第一个数是所有中断的总数，而其它的每个数都代表一个单独的 IRQ 信号线，从中断 0 开始。
这个快照显示 4 号中断已经发生 4907 次，尽管它的处理程序当前没有安装，如果测试的驱动程序在
每次打开、关闭设备的循环内请求和释放中断的话，读者就会发现 /proc/stat 比 /proc/interrupts 更有用。
两个文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 interrupts 文件不依赖于体系结构，而 stat 文件是依赖的：字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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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依赖于内核之下的硬件。可用的中断数量从 sparc 体系结构上的 15 个，到 IA-64 结构和一些其
它系统上的 256 个之间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当前 x86 体系结构上定义的中断数量是 224 个，而不
是读者猜测的 16 个。这可以从头文件 include/asm-386/irq.h 中得到解释，它取决于 Linux 使用的体
系结构的限制而不是特定实现的限制（象 16 个中断源的老式 PC 中断控制器）
。
下面是文件 /proc/interrupts 在一个 IA-64 系统上的快照，正如读者看见的，除了将常见中断源递交
不同的处理器处理之外，这里没有任何的平台依赖性。
CPU0

CPU1

27:

1705

34141

IO-SAPIC-level

qla1280

40:

0

0

SAPIC

perfmon

43:

913

6960

IO-SAPIC-level

eth0

47:

26722

146

IO-SAPIC-level

usb-uhci

64:

3

6

IO-SAPIC-edge

ide0

80:

4

2

IO-SAPIC-edge

keyboard

89:

0

0

IO-SAPIC-edge

PS/2 Mouse

239:

5606341

5606052

SAPIC timer

254:

67575

52815

SAPIC IPI

NMI:

0

ERR:

0

0

9.5.3.2 自动检测 IRQ 号
驱动程序初始化时，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决定设备将要使用哪条 IRQ 信号线。驱动程序需
要这个信息以便正确地安装处理程序，尽管程序员可以要求用户在装载时指定中断号，但这不是一个好
习惯，因为大部分时间用户不知道这个中断号，或者是因为他没有配置跳线或者是因为设备是无跳线的。
因此，中断号的自动检测对于驱动程序可用性来说是一个基本要求。
有时，自动检测依赖于一些设备拥有的默认特性。既然如此，驱动程序可以假定设备使用了这些默
认值。short 在检测并口时默认就是这么做的，正如 short 的代码所给出的，实现是很简单的：
if (short_irq < 0) /* not yet specified: force the default on */
switch(short_base) {
case 0x378: short_irq = 7; break;
case 0x278: short_irq = 2; break;
case 0x3bc: short_irq = 5; break;
}
这段代码根据选定的 I/O 地址的基地址分配中断号，也允许用户在装载时用 insmod ./short.o
short_irq=x 来覆盖默认值。short_base 默认为 0x378，所以 short_irq 默认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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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设备设计的更先进，会简单地“声明”它们要使用的中断。这样，驱动程序就可以通过从设备的
某个 I/O 端口或者 PCI 配置空间中读出一个状态字来获得中断号。当目标设备有能力告诉驱动程序它
将使用的中断号时，自动检测 IRQ 号只是意味着探测设备是否存在，而不需要额外的工作来探测中断。
值得注意到是，现代的设备提供了它们的中断配置信息，PCI 标准通过要求外围设备声明它们要使
用的中断信号线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对程序员很友好，自动检测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探测工作。这在
技术上很简单：驱动程序通知设备产生中断并观察会发生什么，如果一切正常，那么只有一条中断信号
线被激活。
尽管从理论上讲，探测过程很简单，但实际上实现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看看执行该任务的
两种方法：调用内核定义的辅助函数，或者实现我们自己的版本。
内核帮助下的探测
Linux 内核提供了一系列底层设施来探测中断号，它们只能在非共享中断的模式下工作，但是大多
数硬件有能力工作在共享中断的模式下，并提供更好的找到配置中断号的方法。内核提供的这一设施由
两个函数组成，在头文件 <linux/interrupt.h> 中声明（该文件也描述了探测方法）
：
unsigned long probe_irq_on(void);
这个函数返回一个未分配中断的位掩码。驱动程序必须保存返回的位掩码，并且将它传递给后面的
probe_irq_off 函数，调用该函数之后，驱动程序要安排设备产生至少一次中断。
int probe_irq_off(unsigned long);
在请求设备产生中断之后，驱动程序调用这个函数，并将前面 probe_irq_on 返回的位掩码作为参
数传递给它。probe_irq_off 返回“probe_irq_on”之后发生的中断编号，如果没有中断发生，就返回 0（因
此，IRQ 0 不能被探测，但在任何已支持的体系结构上，没有任何设备能够使用 IRQ 0）。如果产生了
多次中断（出现二义性）
，probe_irq_off 会返回一个负值。
程序员要注意在调用 probe_irq_on 之后启动设备上的中断，并在调用 probe_irq_off 之前禁止中
断。此外，要记住在 probe_irq_off 之后，需要处理设备上待处理的中断。 short 模块演示了如何进行
这样的探测。如果装载模块时指定 probe=1，并且并口连接器的引脚 9 和 10 相连，就会执行下面的
代码进行中断信号线的检测：
int count = 0;
do { unsigned long mask; mask = probe_irq_on();
outb_p(0x10,short_base+2); /* enable reporting */
outb_p(0x00,short_base); /* clear the bit */
outb_p(0xFF,short_base); /* set the bit: interrupt! */
outb_p(0x00,short_base+2); /* disable reporting */
udelay(5); /* give it some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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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_irq = probe_irq_off(mask);
if (short_irq == 0) { /* none of them? */
printk(KERN_INFO "short: no irq reported by probe\n");
short_irq = -1;
}
/*
* If more than one line has been activated, the result is
* negative. We should service the interrupt (no need for lpt port)
* and loop over again. Loop at most five times, then give up
*/
}
while (short_irq < 0 && count++ < 5);
if (short_irq < 0)
printk("short: probe failed %i times, giving up\n", count);
在调用 probe_irq_off 之前应该注意 udelay 的用法，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处理器速度，读者可能不
得不安排一个很短的延时，以保证留给中断足够的传递时间。
如果读者钻研过内核源代码，也许会偶然发现其中提及了一对不同的函数：
void autoirq_setup(int waittime);
该函数设置中断探测，在这里忽略了 waittime 参数。
int autoirq_report(int waittime);
该函数延迟给定的时间（以 jiffies 计算）
，然后返回自调用 autoirq_setup 以后产生的 IRQ 编号。
这些函数最初是在网络驱动程序的代码中使用，由于历史原因，它们现在使用 probe_irq_on 和
probe_irq_off 实现。通常没有必要使用 autoirq_ 函数，而应该使用 probe_irq_ 函数。
探测是一个很耗时的任务，尽管 short 的探测耗时不多，但是像帧捕获卡的探测就至少需要 20 毫
秒的延迟（这对处理器来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
，而探测其它的设备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因此，
最好的方法就是只在模块初始化的时候探测中断信号线一次，而不管你是在设备打开时（应该这样做）
，
还是在初始化函数内（不推荐这样做）安装中断处理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些平台（PowerPC、M68k、大部分 MIPS 的实现以及两个 SPARC 版本）上，探测是没有必
要的，因此前面的函数只是一些空的占位符，有时叫做“useless ISA nonsense”，在其它平台上，探测只
是为 ISA 设备准备的。总之，大多数体系结构都定义了这些函数（甚至是空的）来简化现有的设备驱
动程序的移植。
一般而言，探测是一种“黑客”行为，而象 PCI 总线这样成熟的体系结构会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
DIY 探测
探测也可以由驱动程序自己实现。如果装载时指定 probe=2，short 模块将对 IRQ 信号线进行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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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
这种机制与先前描述的内核帮助下的探测是一样的：启动所有未被占用的的中断，然后等着看会发
生什么。但是，我们要充分发挥对设备的了解。通常，设备可以使用 3 或 4 个 IRQ 号中的一个来进
行配置，探测这些 IRQ 号，
使我们能够不必测试所有可能的 IRQ 就检测到正确的 IRQ 号。 在 short 的实现中，我们假定可
能的 IRQ 值是 3、5、7 和 9，这些数实际上是一些并口设备允许用户选择的值。
下面的代码通过测试所有“可能”的中断并观察将要发生的事情来进行中断探测。trials 数组列出了
以 0 作为结束标志的需要测试的 IRQ，tried 数组用来记录哪个处理程序被驱动程序注册了。
int trials[] = {3, 5, 7, 9, 0};
int tried[] = {0, 0, 0, 0, 0};
int i, count = 0;
/*
* Install the probing handler for all possible lines. Remember
* what has been acquired
*/
for (i=0; trials[ i]; i++)
tried[ i] = request_irq(trials[ i], short_probing,
SA_INTERRUPT, "short probe", NULL);
do {
short_irq = 0; /* none obtained yet */
outb_p(0x10,short_base+2); /* enable */
outb_p(0x00,short_base);
outb_p(0xFF,short_base); /* toggle the bit */
outb_p(0x00,short_base+2); /* disable */
udelay(5);

/* give it some time */ /* the value has been set by the handler */
if (short_irq == 0)
{
/* none of them? */
printk(KERN_INFO "short: no irq reported by probe\n");
}
/*
* If more than one line has been activated, the result is
* negative. We should service the interrupt (but the lpt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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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n't need it) and loop over again. Do it at most 5 times
*/
}
while (short_irq <=0 && count++ < 5);

/* end of loop, uninstall the handler */
for (i=0; trials[ i]; i++)
if (tried[ i] == 0)
free_irq(trials[ i], NULL);
if (short_irq < 0)
printk("short: probe failed %i times, giving up\n", count);
有时，我们无法预知“可能的”IRQ 值，这种情况下，需要探测所有的空闲中断号，而不仅是一些
由 trials[] 数组列出的中断号。为了探测所有的中断，不得不从 IRQ 0 探测到 IRQ NR_IRQS-1，
NR_IRQS 是在头文件 <asm/irq.h> 中定义的具有平台相关性的常数。
现在我们就剩下探测处理程序本身了，处理程序的任务是根据实际收到的中断号更新 short_irq 变
量，short_irq 的值为 0 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负值意味着存在“二义性”，我们选择这些值是为了和
probe_irq_off 保持一致，并可以在 short.c 中使用同样的代码调用任何一种探测方法。
void short_probing(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if (short_irq == 0) short_irq = irq; /* found */
if (short_irq != irq) short_irq = -irq; /* ambiguous */
}
处理程序的参数稍后介绍。只要了解参数 irq 是要处理的中断号，就足以理解上面的函数了。

9.5.3.3 快速和慢速处理程序
老版本的 Linux 内核做了很多努力才区分出“快速”和“慢速”中断。快速中断是那些可以很快被处
理的中断，然而处理慢速中断就会明显花费更长的时间。当慢速中断正被处理时，可要求处理器再次使
能中断，否则的话，需要立即得到响应的中断将被过长时间地延时。
在现代内核里，很多快速中断和慢速中断的区别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快速中断（使用
SA_INTERRUPT 标志申请的中断）执行时，当前处理器上的其它所有中断都被禁止，注意其它的处理
器仍然可以处理中断，尽管从来不会看到两个处理器同时处理同一 IRQ 的情况。
总结慢速中断和快速中断的执行环境：
• 快速处理程序在微处理器的中断报告被禁止的状态下运行，并且在中断控制器上，也要禁止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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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中断。虽然如此，中断处理程序也可以通过调用 sti 来启动处理器上的中断报告。
• 一个慢速处理程序在使能处理器中断报告的状态下运行，并且在中断控制器上，正在处理的中断
被禁止。

那么，读者的驱动程序应该使用哪种中断处理程序呢？在现代的系统中，SA_INTERRUPT 只是在
少数几种特殊情况（例如定时器中断）下使用，读者不应该使用 SA_INTERRUPT 标志，除非有足够
必要的原因想要在其它中断被禁止的时候，运行自己的中断处理程序。
这段论述足以满足大多数读者,但有些熟悉硬件或者对计算机有着强烈兴趣的读者，需要深入了解
一些信息。如果不想了解内部细节，可以跳过下一节。 X
86 平台上中断处理的内幕
下面的描述是从 2.4 内核中的三个文件 arch/i386/kernel/irq.c
arch/i386/kernel/i8259.c 和 include/asm-i386/hw_irq.h 中得出的。虽然基本概念是相同的，但是硬
件细节还是与其它平台有所区别。
最底层的中断处理是在头文件 hw_irq.h 中声明为宏的一些汇编代码，这些宏在文件 i8259.c 中展
开。所有中断都被联系到文件 irq.c 中定义的 do_IRQ 函数。
do_IRQ 做的第一件事是应答中断，这样中断控制器就可以继续处理其它的事情了。然后该函数对
于给定的 IRQ 号获得一个自旋锁，这样就阻止了任何其它的 CPU 处理这个 IRQ。接着清除几个状态
位（包括一个我们很快就会讲到的 IRQ_WAITING），然后寻找这个特定 IRQ 的处理程序。如果没有
处理程序，就什么也不做，自旋锁被释放，任何待处理的 tasklet 和底半部处理程序会运行，最后 do_IRQ
返回。
通常，如果设备有一个已注册的处理程序并且发生了中断，函数 handle_IRQ_event 会被调用以调
用实际的处理程序。它首先检测一个全局中断锁的位，如果这个位被设置，处理器会等待该位被清除。
调用 cli 可以设置这个位，这样就能阻塞中断的处理；正常的中断处理机制是不设置这个位的，这样就
能允许对中断做进一步处理。如果处理程序是慢速类型，将重新启动硬件中断，并调用处理程序，然后
只是做一些清理工作，接着运行 tasklet 和底半部处理程序，最后返回到常规工作。由于中断的发生（例
如，处理程序可以 wake_up 一个进程），“常规工作”可能已经改变，所以，从中断返回时发生的最后一
件事情，可能就是一次处理器的重新调度。
IRQ 的探测是通过为每个缺少中断处理程序的 IRQ 设置 IRQ_WAITING 状态位来完成的。当中
断产生时，因为没有处理程序被注册，do_IRQ 清除该位然后返回。当 probe_irq_off 被一个驱动程序
调用的时候，只需要搜索那些没有设置 IRQ_WAITING 位的 IRQ。

9.5.4 实现中断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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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注册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但是还没有编写过中断处理程序，实际上，
处理程序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它们也是普通的 C 代码。
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处理程序是在中断期间运行的，因此它的行为会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与
我们在任务队列中看到的一样，处理程序不能向用户空间发送或者接收数据，因为它不是在任何进程的
上下文中执行的，处理程序也不能做任何可能发生睡眠的操作，例如调用 sleep_on，或者使用不带
GFP_ATOMIC 标志的内存分配操作，或者锁住一个信号量等等。最后，处理程序不能调用 schedule 函
数。
中断处理程序的功能就是将有关中断接收的信息反馈给设备，并根据正在服务的中断的不同含义对
数据进行相应的读写。第一步通常要清除接口卡上的一个位，大多数硬件设备在它们的“中断挂起
（interrupt-pending）”位被清除之前不会产生其它的中断。有些设备不需要这个步骤，因为它们没有“中
断挂起”位，这样的设备是很少的，但并口设备却是其中的一种。由于这个原因，short 不需要清除这样
的位。
中断处理程序的一个典型任务就是：如果中断通知进程所等待的事件已经发生，比如新的数据到达，
就会唤醒睡眠在该设备上的进程。
还是举帧捕获卡的例子，一个进程通过连续地读设备来获取一系列图象，在读每一帧数据前，read
调用都是阻塞的，每当新的数据帧到达时，中断处理程序就会唤醒进程。这假定捕获卡中断处理器以通
知每一帧数据的成功到达。
无论是快速还是慢速处理程序，程序员都应该编写执行时间尽可能短的处理例程。如果需要执行一
个长时间的计算任务，最好的方法是使用 tasklet 或者任务队列在更安全的时间内调度计算任务（具体
请参阅第 6 章的“任务队列”）
。
short 的示例代码中，中断处理程序调用了 do_gettimeofday，并打印当前时间到大小为一页的循环
缓冲区中，然后唤醒任何一个读进程，因为现在有新的数据可以读取。
void short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struct timeval tv;
int written;
do_gettimeofday(&tv);
/* Write a 16-byte record. Assume PAGE_SIZE is a multiple of 16 */
written = sprintf((char *)short_head,"%08u.%06u\n", (int)(tv.tv_sec % 100000000), (int)(tv.tv_usec));
short_incr_bp(&short_head, written); wake_up_interruptible(&short_queue);
/* wake any reading process */
}
尽管上述代码很简单，却代表了中断处理程序的典型工作流程。它所调用的 short_incr_bp 函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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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如下：
static inline void short_incr_bp(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dex, int delta)
{
unsigned long new = *index + delta;
barrier (); /* Don't optimize these two together */
*index = (new >= (short_buffer + PAGE_SIZE)) ? short_buffer : new;
}
这个函数的实现非常仔细，它可以将指针限制在循环缓冲区的范围之内，并且不会因为传递一个不
正确的值而返回。通过在最后赋值，并放置一个障碍函数（barrier()）来阻止编译器进行优化，这样，
在不使用锁的情况下，就可以安全地操作循环缓冲区指针。
用来读取我们在中断时间内填充的缓冲区的设备文件是 /dev/shortint。我们在第 8 章里并没有介绍
这个设备特殊文件以及 /dev/shortprint，因为它们的用法只是针对中断处理的。/dev/shortint 的内部实现
是专门针对中断的产生和报告的。每向设备写一个字节就产生一次中断，而读设备时则给出每次中断报
告产生时的时间。
如果读者连接并口连接器的引脚 9 和 10，通过拉高并口数据字的高位就会产生中断，这可以通过
向设备文件 /dev/short0 写入二进制数据或者向设备文件 /dev/shortint 写入任何数据来实现。*
注：shortint 设备通过交替地向并口写入 0x00 和 0xff 来完成它的任务。
下面的代码为 /dev/shortint 实现了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
ssize_t short_i_read (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int count0;
while (short_head == short_tail)
{
interruptible_sleep_on(&short_queue);
if (signal_pending (current)) /* a signal arrived */
return -ERESTARTSYS; /* tell the fs layer to handle it */
/* else, loop */
}
/* count0 is the number of readable data bytes */
count0 = short_head - short_tail;
if (count0 < 0) /* wrapped */
count0 = short_buffer + PAGE_SIZE - short_tail;

if (count0 < count)
count = cou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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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opy_to_user(buf, (char *)short_tail, count))
return -EFAULT;
short_incr_bp (&short_tail, count);
return count;
}
ssize_t short_i_write (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int written = 0, odd = *f_pos & 1;
unsigned long address = short_base; /* output to the parallel data latch */
if (use_mem)
{
while (written < count) writeb(0xff * ((++written + odd) & 1), address);
}
else
{
while (written < count) outb(0xff * ((++written + odd) & 1), address);
}
*f_pos += count;
return written;
}
其它的设备特殊文件，如 /dev/shortprint，则使用并口来驱动一个打印机，如果读者想避免在 D-25
连接器的引脚 9 和 10 之间焊接一根电线的话就可以使用打印机。shortprint 的 write 实现，使用了一
个循环缓冲区来存储被打印的数据，而 read 的实现是刚才介绍的那一种（所以读者可以读出打印机读
入每个字符的时间）。
为了支持打印机操作，上面列出的中断处理程序被做了少许修改，增加了发送下一个数据字到打印
机的能力（如果有更多的数据需要传送的话）。

9.5.4.1 使用参数
虽然 short 没有对参数进行处理，但还是有三个参数传给了中断处理程序：irq、dev_id 和 regs，
让我们看看每个参数的意义。
如果存在任何可以打印到日志的消息时，中断号（int irq）是很有用的，它主要用于 2.0 之前的内
核（还没有 dev_id 时）
，现在，dev_id 可以更好地完成这一工作。
第二个参数 void *dev_id，是 ClientData 类型（即驱动程序可用的私有数据）
。传递给 request_irq 函
数的 void * 参数，会在中断发生时作为参数传回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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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 dev_id 中传递一个指向自己设备的数据结构指针，所以一个管理若干同样设备的驱动程
序，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不需要任何额外的代码，就可以找出哪个设备产生了当前的中断事件。中断处理
程序中参数的典型用法如下：
static void sample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struct sample_dev *dev = dev_id;
/* now `dev' points to the right hardware item */
/* .... */
}
与这个处理程序相关联的典型 open 代码如下所示：
static void sample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struct sample_dev *dev = hwinfo + MINOR(inode->i_rdev);
request_irq(dev->irq, sample_interrupt, 0 /* flags */, "sample", dev /* dev_id */); /*....*/
return 0;
}
最后的参数 struct pt_reg *regs 很少使用，它保存了处理器进入中断代码之前的处理器上下文快照。
这些寄存器的值可被用作监视和调试，对一般的设备驱动程序任务来说通常不是必需的。

9.5.4.2 打开和禁止中断
我们已经了解了 sti 和 cli 函数，它们可以打开和禁止所有的中断。有时，对于驱动程序来说，仅
仅启动和禁止自己的 IRQ 信号线还是很有用的，内核为这一目的提供了三个函数，全部在头文件
<asm/irq.h> 中声明：
void disable_irq(int irq);
void disable_irq_nosync(int irq);
void enable_irq(int irq);
调用这些函数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更新可编程中断控制器（PIC）中指定中断的掩码，因而，这样就
可以在所有的处理器上禁止或者启动 IRQ。对这些函数的调用是可以嵌套的――如果 disable_irq 被成
功调用两次，在 IRQ 真正重新打开之前，需要执行两次 enable_irq 调用。从一个中断处理程序中调用
这些函数是可以的，但是在处理某个 IRQ 时使能这个 IRQ，并不是一个好习惯。
disable_irq 不但会禁止给定的中断，而且也会等待当前正在执行的中断处理程序完成。另一方面，
disable_irq_nosync 是立即返回的。这样，使用后者将会更快，但是可能会让你的驱动程序处于竞态下。
但为什么还要禁止中断呢？还是举并口的例子，先看看 plip 网络接口。一个 plip 设备使用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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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口传送数据，因为并口连接器上只有 5 个位可以读，它们被解释为 4 个数据位和一个时钟/握手信
号。当发起者（发送数据包的那个接口）送出一个包的头 4 个位时，时钟信号升高，造成接收方接口
去中断处理器，然后，plip 的处理程序就会被调用，以便处理最新到达的数据。
在设备被通知之后，数据的传输将继续进行。这里，plip 使用握手信号线和接收方保持同步（这可
能不是最好的实现，但是和其它使用并口的数据包驱动程序保持兼容是必要的）
。如果接收方每接收一
个字节都要处理两次中断，那么性能显然是不可忍受的。因此驱动程序在接收数据包的时候禁止中断，
否则，需要使用“轮询并延迟”循环来接收数据。
同样地，因为接收方到发送方的握手信号被用来应答数据的接收，所以发送接口也要在发送数据包
时禁止它自己的 IRQ 信号。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 SPARC 和 M68k 实现中，符号 disable_irq 和 enable_irq 被定义为指针
而不是函数，这个技巧允许内核在启动时根据实际运行的平台给指针赋值。在所有的 Linux 系统上，
不管是否使用这个技巧，函数在 C 语言中的语义都是相同的，这帮助我们避免编写那些单调乏味的条
件编译代码。

9.5.5 tasklet 和底半部处理
中断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处理程序内完成耗时的任务。响应一次设备中断需要完成一定数
量的工作，但是中断处理程序需要尽快结束而不要使中断被阻塞的时间过长，这两个需求（工作和速度）
彼此冲突，让驱动程序的作者有点困扰。
Linux（连同很多其它的操作系统）通过将中断处理程序分成两部分来解决这个问题，叫做“顶半部”
的部分，是实际响应中断的例程，也就是用 request_irq 注册的中断例程；“底半部”是一个被顶半部调
度，并在稍后更安全的时间内执行的例程。在 2.4 内核中，底半部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一点混乱，底半
部有时指是中断处理程序的第二部分，有时指一种用来实现这个第二部分的机制，或者两者都是。当我
们提到一个“底半部（bottom half）”时，通常我们的话题正围绕一个底半部。而提及过去老的 Linux 底
半部实现时，用只取首字母的缩写词 BH 来表示。
但是底半部有什么用处呢？
顶半部处理程序和底半部处理程序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当底半部处理程序执行时，所有的中断都
是打开的――这就是所谓的在更安全时间内运行。典型的情况是顶半部保存设备的数据到一个设备特有
的缓冲区并调度它的底半部，然后退出：这些处理是非常快的。然后，底半部执行其它必要的工作，例
如唤醒进程，启动另外的 I/O 操作等等。这种方式允许在底半部工作期间，顶半部还可以继续为新的
中断服务。
任何一个严格的中断处理程序都是以这种方式分成两部分的。例如，当一个网络接口报告有新数据
包到达时，处理程序仅仅接收数据并将它推到协议层上，实际的包处理过程是在底半部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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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应用于中断处理程序的限制也在底半部处理中适用。这样，底半部不
可以睡眠，不可以访问用户空间，不可以调用调度器。
Linux 内核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可以用来实现底半部处理。tasklet 将在稍后的 2.3 开发系列中介绍，
它们现在是进行底半部处理的首选方法，但是它们不能移植到早期的内核版本上。尽管 2.4 内核用
tasklet 实现了底半部，但较老的底半部（BH）实现存在于非常老的内核中，因此，我们将在这一节讨
论这两种机制。一般而言，如果可能的话，编写新代码的设备驱动程序应该尽量选择 tasklet 作为它们
的底半部处理手段，但如果从可移植性上考虑，则需要用 BH 机制替代 tasklet。
下面再用 short 驱动程序来进行我们的讨论。在使用某个模块选项装载时，可以通知 short 模块使
用一个 tasklet 或者底半部处理程序，并且使用顶/底半部的模式进行中断处理。因此，顶半部执行的就
很快，因为它仅保存当前时间并调度底半部处理，然后底半部管理这些时间的编码，并唤醒可能等待数
据的任何用户进程。

9.5.5.1 tasklet
我们已经在第 6 章中介绍了 tasklet，这里首先回顾一下。记住 tasklet 是一个可以在中断上下文、
在由系统决定的安全时刻被调度运行的特殊函数。它们可以被调度运行多次，但是实际只会运行一次。
不会有同一 tasklet 的多个实例并行地运行，因为它们只运行一次，但是 tasklet 可以与其它的 tasklet
并行地运行在对称多处理器系统上。这样，如果驱动程序有多个 tasklet，它们必须使用某种锁来避免
彼此冲突。
tasklet 可确保和第一次调度它们的函数运行在同样的 CPU 上。这样，因为 tasklet 在中断处理程
序结束前并不会开始运行，所以，此时的中断处理程序是安全的。不管怎样，在 tasklet 运行时，当然
可以有其它的中断发生，因此在 tasklet 和中断处理程序之间的锁还是需要的。
必须使用宏 DECLARE_TASKLET 声明 tasklet：
DECLARE_TASKLET(name, function, data);
name 是给 tasklet 起的名字，function 是执行 tasklet 时调用的函数（它带有一个 unsigned long 型
的参数并且返回 void）
，data 是一个用来传递给 tasklet 函数的 unsigned long 类型的值。
驱动程序 short 如下声明它自己的 tasklet：
void short_do_tasklet (unsigned long);
DECLARE_TASKLET (short_tasklet, short_do_tasklet, 0);
函数 tasklet_schedule 用来调度一个 tasklet 运行。如果装载 short 时指定 tasklet=1，它会安装一
个不同的中断处理程序，这个处理程序保存数据并如下调度 tasklet：
void short_tl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do_gettimeofday((struct timeval *) tv_head); /* cast to stop 'volatile' war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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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_incr_tv(&tv_head);
tasklet_schedule(&short_tasklet);
short_bh_count++; /* record that an interrupt arrived */
}
实际的 tasklet 例程，short_do_tasklet，将会在系统方便时得到执行。就象先前提到的，这个例程
执行中断处理的大多数任务，看起来这样：
void short_do_tasklet (unsigned long unused)
{
int savecount = short_bh_count, written;
short_bh_count = 0; /* we have already been removed from queue */
/*
* The bottom half reads the tv array, filled by the top half,
* and prints it to the circular text buffer, which is then consumed
* by reading processes
*/

/* First write the number of interrupts that occurred before this bh */

written = sprintf((char *)short_head,"%08u.%06u\n", (int)(tv_tail->tv_sec % 100000000),
(int)(tv_tail->tv_usec));
short_incr_bp(&short_head, written);

/*
* Then, write the time values. Write exactly 16 bytes at a time,
* so it aligns with PAGE_SIZE
*/
do {
written = sprintf((char *)short_head,
"bh after %6i\n",
savecount);
short_incr_bp(&short_head, written);
short_incr_tv(&tv_tail);
} while (tv_tail != tv_head);

wake_up_interruptible(&short_queue); /* wake any reading pro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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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它动作之外，这个 tasklet 记录了自从它上次被调用以来产生了多少次中断的记录。一个类似
于 short 的设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很多次中断，所以，在底半部被执行前，肯定会有多次中断发
生。驱动程序必须一直对这种情况有所准备，并且必须能根据顶半部保留的信息知道有多少工作需要完
成。

9.5.5.2 BH 机制
不象 tasklet，旧式的 BH 底半部存在的时间已经和内核本身一样长了，它们以很多种方式表现了
它们的长期存在。例如，所有 BH 底半部都在内核中被预先定义，并且可以最多有 32 个，因为它们
是预先定义的，所以底半部不能直接被模块使用，但是实际上这不是问题。
无论何时，只要有代码想要调度一个底半部去运行，它可以调用 mark_bh。在较老的 BH 实现中，
mark_bh 会设置位掩码中的一个位，使相应的底半部处理程序在需要运行的时刻可以快速定位。在现代
的内核中，它只是调用 tasklet_schedule 来调度底半部例程执行。
标记底半部的函数在头文件 <linux/interrupt.h> 中这样定义：
void mark_bh(int nr);
这里，nr 是要激活的 BH 的“编号”，这个数是一个定义在头文件 <linux/interrupt.h> 中的符号常
量，用来识别要运行的底半部。对应于每个底半部的函数，是由拥有底半部的驱动程序提供的。例如，
当 mark_bh(SCSI_BH) 被调用时，被调度执行的函数是 scsi_bottpm_half_handler，它是 SCSI 驱动程序
中的一部分。
前面提过，底半部是静态对象，所以一个模块化的驱动程序不能注册自己的 BH。目前还不支持 BH
底半部的动态分配，当然也未必永远是这样，幸运的是，我们可以使用立即任务队列来替代。
本节其余部分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底半部。它们描述了内核是怎样运行 BH 底半部的，为了正确
使用底半部，首先需要我们理解这些底半部。
内核声明了若干值得我们关注的 BH 底半部处理，先前曾提到，其中有几个甚至可以由驱动程序
使用。
下面简单描述几个最重要的 BH：
IMMEDIATE_BH
该底半部对驱动程序开发者来讲最为重要。被调度的函数通过调用 run_task_queue 函数而执行
tq_immediate 任务队列。一个不拥有自身底半部处理的驱动程序，比如某个定制模块，可以将该立即队
列看成是自己所拥有的 BH 那样使用。驱动程序在该队列当中注册了一个任务之后，它必须标记该
BH，以便使其代码得到实际执行。我们已经在第 6 章“立即对列”中对此进行过描述。
TQUEUE_BH
当有任务注册于 tq_timer 队列当中时，每一个时钟嘀哒都会激活该 BH。实际上，驱动程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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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tq_timer 实现自己的 BH。我们在第 6 章“定时器队列”当中介绍过的定时器队列就是这样一个
BH，但没有必要为该底半部处理调用 mark_bh 。
TIMER_BH
该 BH 由负责管理时钟嘀哒的 do_timer 函数标记。该 BH 所执行的函数也就是驱动内核定时器
的函数。除使用 add_timer 之外，驱动程序无法通过其它的途径使用这一内核设施。
其余的 BH 底半部处理由特定的内核驱动程序使用。对模块而言，没有任何的入口点可以使用这
些底半部处理，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意义去定义这样的入口点。随着越来越多的驱动程序转而使用
tasklet，这种底半部处理的数目正在稳步减少。
一旦某个 BH 被标记，该 BH 将在 bh_active (kernel/softirq.c) 被调用时得到执行，而这个过程发
生在 tasklet 得以运行的时候。整个过程又发生在某个进程从系统调用当中退出，或者某个中断处理过
程退出时。tasklet 始终作为定时器中断的一部分而执行，所以，当驱动程序调度某个底半例程之后，
通常该例程能够在最多 10ms 之后得以执行。

9.5.5.3 编写BH底半部
从前面“BH 机制”一节给出的可利用的底半部列表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实现了底半部的驱动程
序，可以通过使用立即队列来将它的代码挂在 IMMEDIATE_BH 上。
当 IMMEDIATE_BH 被标记，负责“立即”底半部的函数就会去处理立即队列。如果我们的中断处
理程序将它的 BH 处理程序排入 tq_immediate 队列，并且标记了 IMMEDIATE_BH 底半部，排队的
任务将会在适当的时间被调用。因为在所有我们感兴趣的内核中，都可以将相同的任务多次排队而不会
破坏任务队列，因此，可以在每次顶半部运行的时候将自己的底半部排队。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这种
方法。
需要特殊配置的驱动程序（多个底半部或者其它不能简单地用普通的 tq_immediate 来处理的驱动
程序）可以使用定制的任务队列。中断处理程序将任务排入自己的任务队列，并且当它准备运行这些任
务时，就将一个简单的对任务队列进行处理的函数插入立即队列。具体细节请看第 6 章“运行自己的任
务队列”一节。
现在让我们看看 short 模块的 BH 实现。如果指在装载时定 bh=1，那么模块就会安装一个使用了
BH 底半部的中断处理程序：
void short_bh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 cast to stop 'volatile' warning */
do_gettimeofday((struct timeval *) tv_head);
short_incr_tv(&tv_head);
/* Queue the bh. Don't care about multiple enqueueing */ queue_task(&short_task, &tq_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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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_bh(IMMEDIATE_BH);
short_bh_count++; /* record that an interrupt arrived */
}
正如所料，这段代码调用 queue_task 而没有检查任务是否已经排入队列。
然后，底半部处理余下的工作。这个 BH 实际上是同前面提到的 short_do_tasklet 是一样的。
下面是装载 short 模块时指定 bh=1 读者所看到的输出结果：
morgana% echo 1122334455 > /dev/shortint ; cat /dev/shortint
bh after

5

50588804.876653
50588804.876693
50588804.876720
50588804.876747
50588804.876774
读者所看到的实际时间会有所不同，当然，这取决于读者自己的系统。

9.5.6 中断共享
PC 架构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IRQ 冲突”这个问题。通常，PC 上的 IRQ 信号线不能为一
个以上的设备服务，因此，它们从来都是不够用的，结果，许多没有经验的用户总是花费很多时间，试
图找到一种方法使所有的硬件能够协同工作，这样，他们不得不总是打开着自己的计算机后盖。
但是实际上，从硬件本身的设计上看，并没有表明中断信号线不能被共享，问题出在软件这边。随
着 PCI 总线的出现，系统软件的作者不得不花费更多的功夫，因为所有的 PCI 中断都可以被共享。
Linux 支持中断的共享――而且是在所有它所关注的总线上，不仅仅是 PCI，这样，ISA 设备的驱动程
序也可以共享 IRQ 信号线。
在 ISA 总线下，中断共享的问题引出了边缘触发中断信号线和水平触发中断信号线之间的问题。
尽管前者对共享来说是安全的，但如果未经正确处理，还是可能导致软件锁住。而边缘触发的中断对共
享来说不是安全的，ISA 总线的中断是边缘触发类型的，因为这个触发信号动作在硬件级别上易于实现，
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通常的选择。这个问题与电平高低无关，为了支持共享，不管是水平触发还
是边缘触发，中断信号线必须能够被多个中断源驱动激活。
具有水平触发中断信号线的外围设备在软件清除待处理的中断（通常通过向设备的寄存器写入数
据）之前，会一直保持 IRQ 信号。因此，如果有多个设备同时激活信号线，那么只要 IRQ 是打开的，
CPU 就会发出中断直到所有的驱动程序已经完成对设备的服务。这种行为对于共享是安全的，但如果
一个驱动程序忘记清除它的中断源就可能导致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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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使用边缘触发类型的中断时，中断就有可能丢失：如果一个设备拉起信号线的时间过长，而这
时恰好有另一个设备试图拉起信号线时，就不会产生边缘，这样处理器会忽略第二个请求。一个共享的
处理程序也许正好没有看到第二个中断，而且如果硬件没有释放该 IRQ 线，则处理程序根本就不会注
意到其它共享设备的中断。
由于这个原因，即使中断共享在 ISA 上是支持的，却可能无法正常运行。当某些设备在一个时钟
周期内激活了 IRQ 信号线，而其它的设备却不能很好地配合，这样就会导致驱动程序编写者很难实现
共享 IRQ。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探讨，在本节余下的部分我们假定主机总线支持共享，或者
读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了开发能够处理共享中断信号线的驱动程序，需要考虑到一些细节。正如后面讨论的，使用共享
中断的设备不能使用本章描述的一些特性。只要有可能，最好还是支持共享，因为这样对最终用户比较
方便，某些情况下（例如，当使用 PCI 总线）
，中断共享是强制的。

9.5.6.1 安装共享的处理程序
就像普通中断一样，共享的中断也是通过 request_irq 安装的，但是有两处不同：
z

• 申请中断时，必须指定 flags 参数中的 SA_SHIRQ 位。

z

• dev_id 参数必须是唯一的。任何指向模块地址空间的指针都可以，但绝对不能设置成 NULL。
内核为每个中断维护了一个共享处理程序的列表，这些处理程序的 dev_id 各不相同，就像是设备

的签名。如果两个驱动程序在同一个中断上都注册 NULL 作为它们的签名，那么在卸载的时候就会发
生混淆，当中断到达时造成内核出现 oops 消息。由于这个原因，在注册共享中断时如果传递了值为
NULL 的 dev_id，现代内核会给出警告。
当请求一个共享中断时，如果中断信号线空闲，或者任何已经注册了该中断的处理程序标识了 IRQ
是共享的，那么 request_irq 就会成功。在内核 2.0，所有共享中断的处理程序都必须是快速的或都是
慢速的――两种模式不能被混合使用。
无论何时当两个或者更多的驱动程序共享同一根中断信号线，而硬件又通过这根信号线中断处理器
时，内核调用每一个为这个中断注册的处理程序，并将它们自己的 dev_id 传回去。因此，一个共享的
处理程序必须能够识别属于自己的中断，并且在自己的设备没有中断的时候迅速退出。
如果读者在申请中断请求信号线之前需要探测设备的话，内核不会有所帮助，对于共享的处理程序
是没有探测函数可以利用的。仅当要使用的中断信号线处于空闲时，标准的探测机制才能工作。但如果
信号线已经被其它具有共享特性的驱动程序占用的话，即使你的驱动已经可以很好的工作了，探测也会
失败。
在探测共享信号线时，唯一可以利用的技术是 DIY。驱动程序为每一个可能的 IRQ 信号线申请共
享处理程序，然后检查中断在何处报告，与 DIY 探测不同的是，探测处理函数必须检查设备是否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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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中断，因为它可能为了响应在同一根线上的其它设备的中断，而已经被调用了。
释放处理程序同样是通过执行 release_irq 来实现的。这里 dev_id 参数被用来从该中断的共享处
理程序列表中选择正确的处理程序来释放，这就是为什么 dev_id 指针必须唯一的原因。
使用共享处理程序的驱动程序需要小心一件事情：不能使用 enable_irq 和 disable_irq。如果使用
了，共享中断信号线的其它设备就无法正常工作了。通常，程序员必须记住他的驱动程序并不独占 IRQ，
所以它的行为必须比独占中断信号线时更“社会化”。

9.5.6.2 运行处理程序
如上所述，当内核收到中断，所有已注册的处理程序都被调用，一个共享处理程序必须能够将要处
理的中断和其它设备产生的中断区分开。
装载 short 时，如果指定 shared=1，将安装下面的处理程序而不是默认的处理程序：
void short_sh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int value, written;
struct timeval tv;

/* If it wasn't short, return immediately */
value = inb(short_base);
if (!(value & 0x80)) return;

/* clear the interrupting bit */
outb(value & 0x7F, short_base);

/* the rest is unchanged */

do_gettimeofday(&tv);
written = sprintf((char *)short_head,"%08u.%06u\n", (int)(tv.tv_sec % 100000000), (int)(tv.tv_usec));
short_incr_bp(&short_head, written);
wake_up_interruptible(&short_queue); /* wake any reading process */
}
解释如下，因为并口没有“中断挂起”位可以检查，为此处理程序使用 ACK 位，如果该位为高，报
告的中断就是送给 short 的，然后处理程序清除该位。
处理程序通过将并口的数据端口的高位清零来重新设置该位――short 假定并口的引脚 9 和 10
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与 short 共享 IRQ 的其它设备产生了中断，short 知道它自己的信号线并
没有被激活，所以不会做任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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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功能完整的驱动程序可能会将任务分成顶半部和底半部，当然这很容易添加，并且对用于实现
共享的代码没有任何影响。一个真正的驱动程序或许会使用 dev_id 参数来判断产生中断的某个或多个
设备。
注意，如果读者使用一个打印机（顶替跳线）来检验 short 的中断管理，这个共享的中断处理程序
不会按预期工作，因为打印机协议不允许共享，而且驱动程序也无从知道中断是否是由打印机产生的。

9.5.6.3 /proc 接口
在系统上安装共享的中断处理程序不会对 /proc/stat 造成影响，它甚至不知道哪些处理程序是共享
的，但是，/proc/interrupts 会有稍许改变。
所有为同一个中断号安装的处理程序会出现在 /proc/interrupts 文件的同一行上，下面的输出说明
了共享的中断处理程序是怎样显示的：
CPU0

CPU1

0:

22114216

22002860

IO-APIC-edge

timer

1:

135401

136582

IO-APIC-edge

keyboard

XT-PIC

cascade

2:

0

0

5:

5162076

5160039

IO-APIC-level

eth0

9:

0

0

IO-APIC-level

acpi, es1370

10:

310450

312222

IO-APIC-level

aic7xxx

12:

460372

471747

IO-APIC-edge

PS/2 Mouse

XT-PIC

fpu

IO-APIC-edge

ide1

13:

1

0

15:

1367555

1322398

NMI:

44117004

44117004

LOC:

44116987

44116986

ERR:

0

这里，被共享的中断信号线是 IRQ 9，活动的处理程序被列在同一行，用逗号分割。这里是由电源
管理子系统（“acpi”）与声卡（“es1370”）共享这个 IRQ。内核不能区分中断是从这两个中断源中的哪
个产生的，然后会为每次中断调用每一个驱动程序的中断处理程序。

9.5.7 中断驱动的 I/O
如果与驱动程序管理的硬件之间的数据传输因为某种原因被延迟的话，驱动程序作者应该实现缓
冲。数据缓冲区有助于将数据的传送和接收与系统调用 write 和 read 分离开来，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
性能。
一个好的缓冲机制需要采用中断驱动的 I/O，这种模式下，一个输入缓冲区在中断时间内被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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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读取该设备的进程取走缓冲区内的数据；一个输出缓冲区由写设备的进程填充，并在中断时间内取
走数据。一个中断驱动输出的例子是 /dev/shortint 的实现。
中断驱动的数据传输要正确的进行，要求硬件应该能按照下面的语义来产生中断：
• 对于输入来说，当新的数据已经到达并且处理器准备好接收它时，设备就中断处理器。实际执行
的动作取决于设备使用的是 I/O 端口、内存映射还是 DMA。
• 对于输出来说，当设备准备好接收新数据或者对成功的数据传送进行应答时，就要发出中断。内
存映射和具有 DMA 能力的设备，通常通过产生中断来通知系统它们对缓冲区的处理已经结束。
read 或者 write 与实际数据到达之间的时序关系已经在第 5 章“阻塞和非阻塞操作”一节中介绍
过。但是中断驱动的 I/O 引入了并发访问共享数据项的同步问题，以及所有涉及到竞态的问题。下一
节将进一步讨论这个主题。

9.5.8 竞态
我们已经看到竞态在前一章出现了很多次。鉴于竞态可以在对称多处理器系统中的任何时刻出现，
因此，尽管在单处理器系统上很少出现，但也不得不考虑竞态了。
注：注意，不管怎样，内核开发者正在认真考虑既使是在单处理器系统上，也应该确保所有的内核
代码几乎在任意的时刻都是可抢占的，同时应该遵循强制性的锁。
不管怎样，中断可以带来一系列新的竞态，甚至在单处理器系统上也是这样。因为中断可以在任何
时间产生，所以它会造成中断处理程序能在任何一段驱动程序代码的中间执行，这样，任何使用中断工
作的设备驱动程序――它们中的大部分――必须非常仔细地处理竞态。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将在本章更
详细地讨论竞态，并讨论如何防止它们。
处理竞态是编程中最麻烦的部分，因为相关的程序错误很微妙，并且难以再现，所以很难分辨出在
中断代码和驱动程序的方法之间什么时候会有竞态。程序员必须特别小心地避免数据或元数据的冲突。
防止数据冲突可以使用不同的技术，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几种最常用的方法。我们不会给出完整的代
码，因为各种情况下，最好的代码取决于被驱动的设备的操作模式，以及程序员的不同风格。本书中所
有的驱动程序都做了保护来防止竞态，在样例代码中能找到这样的例子。
最通用的保护数据并发访问的方法象下面这样：
• 使用循环缓冲区并且避免共享变量
• 使用自旋锁强制实现互斥访问
• 使用原子地增加或减少的锁变量
注意，信号量没有在这里列出，因为锁住一个信号量可能会造成一个处理器睡眠，信号量不应该在
中断处理程序中使用。
无论读者选择什么方法，在访问一个可以在中断时间内被修改的变量时，都需要决定如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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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的情况下，这样的变量可以简单地声明为 volatile 的，来阻止编译器对该值的访问进行优化（例
如，它阻止编译器在整个函数的运行期内将这个值放在寄存器中）
。但是，在使用 volatile 变量之后，
编译器会产生不理想的代码，所以读者可以选择求助于某种锁来替代，在更多复杂的情况下，没有其它
选择，只能使用某种锁。

9.5.8.1 使用循环缓冲区
使用循环缓冲区是一种可以有效处理并发访问问题的方法，处理并发访问最好的方法是不允许并发
访问。
循环缓冲区使用一种叫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算法：一个进程将数据放入缓冲区，另一个进程将数
据取出。如果只有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那就避免了并发访问，在 short 中有两个关于生产者和消
费者的例子。其中一个情形是，读进程等待取出中断时间内产生的数据。另一个情形是，底半部取出顶
半部产生的数据。
两个指针被用来寻址循环缓冲区：head 和 tail。head 是指向数据写入的位置并且只能被数据的生
产者更新的指针，数据被从 tail 读出，它只能被消费者更新。象前面提到的，如果数据在中断时间内
写入，当多次访问 head 时读者必须小心，或者作为 volatile 声明，或者使用某种锁。
循环缓冲区在填满之前运行的很好，如果缓冲区满了，就可能出现问题，读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解决
方法。short 的实现是并不检查溢出而直接丢弃数据。如果 head 超过 tail，整个缓冲区的数据被丢弃，
可替代的实现是丢弃最旧的数据，覆盖缓冲区的 tail，就像 printk 那样（请见第 4 章“消息是如何记录
的” 一节）
；或者阻塞生产者，就像 scullpipe 那样；或者分配临时的附加缓冲区来备份主缓冲区。最好
的解决方案取决于数据的重要程度和其它一些具体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尽管循环缓冲区能解决并发访问的问题，但是当 read 函数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产生竞态。这段
代码给出在 short 中这个问题出现的位置：
while (short_head == short_tail){
interruptible_sleep_on(&short_queue);
/* ... */
}
当执行到这一语句时，新的数据有可能在 while 条件被测试为真之后和进程进入睡眠之前到达，
中断中携带的信息就不会被进程读取，即使此时 head!=tail，进程也会进入睡眠，直到下一个数据项到
达时才能被唤醒。
我们没有为 short 实现正确的锁，因为 short_read 的源代码在第 8 章“样例驱动程序”一节中已经
包括了，在那时还没有讨论这一点，而且 short 所处理的数据也不值得这么做。
尽管 short 采集的数据不是很重要，而且在两条连续指令之间发生中断的可能性也常常可以忽略，
有些时候还是不能在有数据待处理的时候冒险地进入睡眠。这个问题通常还是值得特别对待的，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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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本章的后面“无竞争地进入睡眠”一节进行详细地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缓冲区只能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情形。程序员必须经常处理更复杂的数据结
构来解决并发访问的问题。生产者/消费者情形实际上是这类问题中最简单的一种。其它的数据结构，
例如链表，就不能简单的借用循环缓冲区的实现方案。

9.5.8.2 使用自旋锁
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过自旋锁，例如，在 scull 驱动程序中。之前的讨论只是给出了自旋锁的少许
用法，本节中我们将介绍更多的细节。
记住，一个自旋锁基于一个共享变量来工作。函数可以通过给变量设置一个特殊的值来获得锁，任
何其它需要锁的函数就会查询它并知道锁现在不可用，然后在一个忙等待的循环中“自旋”直到锁可用为
止。因此自旋锁应该小心使用，持有自旋锁过长时间的函数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因为其它的 CPU 被强
制等待。
自旋锁使用类型 spinlock_t 来描述，连同各种各样的自旋函数，都是在头文件 <asm/spinlock.h> 中
声明的。通常的，一个自旋锁象下面这行一样被声明和初始化为不加锁状态：
spinlock_t my_lock = SPIN_LOCK_UNLOCKED;
如果需要在运行时初始化一个自旋锁，可以使用 spin_lock_init：
spin_lock_init(&my_lock);
有很多处理自旋锁的函数（实际上是宏）：
spin_lock(spinlock_t *lock);
获得给定的锁，如果需要的话自旋，直到锁成为可用状态为止。在 spin_lock 返回之后，调用函数
将拥有该锁。

spin_lock_irqsave(spin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这个版本也是获得锁，另外，它还在本地处理器上禁止中断并在 flags 中保存当前的中断状态。注
意所有的自旋锁原语都被定义为宏，因此，flags 参数是直接传递的，而不是作为指针。

spin_lock_irq(spinlock_t *lock);
该 函 数 除 了 不 保 存 当 前 的 中 断 状 态 之 外 ， 其 它 动 作 类 似 spin_lock_irqsave 。 这 个 版 本 比
spin_lock_irqsave 更为有效，但是它应该最好用在如下情形下，即使用者知道中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
禁止。

spin_lock_bh(spinlock_t *lock);
获得给定的锁并且阻止底半部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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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_unlock(spinlock_t *lock);
spin_unlock_irqrestore(spin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spin_unlock_irq(spinlock_t *lock);
spin_unlock_bh(spinlock_t *lock);
这些函数与前面描述的各种处理锁的原语是配对的。spin_unlock 解开给定的锁而不做其它的工作，
spin_unlock_irqrestore 是否启动中断取决于 flags 的值（由 spin_lock_irqsave 保存的），spin_unlock_irq
无条件地启动中断，spin_unlock_bh 重新启动底半部处理。在每种情况下，函数在调用解锁函数之前应
该是占有锁的，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混乱。

spin_is_locked(spinlock_t *lock);
spin_trylock(spinlock_t *lock);
spin_unlock_wait(spinlock_t *lock);
spin_is_locked 查询自旋锁的状态而不改变它，如果当前锁忙它将返回非零值。如果不想等待而试
图获得一个锁，可以使用 spin_trylock，如果操作失败它将返回非零（锁处于忙状态）
。spin_unlock_wait
将等待直到锁变为空闲，但是不占有它。

很多自旋锁的用户都喜欢使用 spin_lock 和 spin_unlock。如果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使用了自旋锁，
无 论 如 何 ， 用 户 都 应 该 在 非 中 断 代 码 中 使 用 IRQ 被 禁 止 的 版 本 （ 通 常 是 spin_lock_irqsave 和
spin_unlock_irqsave）
，否则将陷入死锁的情形下。

现在我们考虑一个示例驱动程序。假定驱动程序正在它的 read 方法中运行，并且它用 spin_lock
获得了锁，当 read 方法持有锁时，设备产生了中断，中断处理程序在同一个处理器上执行。如果它试
图使用同一个锁，它就会进入忙等待循环，因为读者的 read 方法已经占有了这个锁。但是因为中断例
程抢先 read 方法而执行，锁将永远不会被释放并且处理器死锁，这可能是读者不希望看到的。
当锁被持有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使用 spin_lock_irqsave 禁止本地处理器上的中断来避免。在拿
不准的时候，使用 _irqsave 版本的函数，就不需要担心死锁了。记住，从 spin_lock_irqsave 返回的 flags
值绝对不能传给其它的函数。
常规的自旋锁对于大多数设备驱动程序作者遇到的情形都能很好地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对临
界区数据的特殊访问模式需要特殊对待。如果你有多个线索（进程、中断处理程序、底半部例程）需要
以只读的方式访问一个临界区数据，这时，你可能会担心使用自旋锁的开支。众多的读者之间不会彼此
干预，而只有写者会造成问题。此时，允许所有的读者同时地访问数据会是更有效的方法。
Linux 有一种不同类型的自旋锁，称为“读者/写者自旋锁”，这些锁是一种可以被初始化为
RW_LOCK_UNLOCKED 的 rwlock_t 类型。任意数量的线程可以在同一时间持有该锁进行读操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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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写进程出现，它会等待直到它可以获得互斥的访问。
处理读者/写者锁的函数如下：
read_lock(rwlock_t *lock);
read_lock_irqsav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read_lock_irq(rwlock_t *lock);
read_lock_bh(rwlock_t *lock);
函数的行为与常规的自旋锁是一样的。
read_unlock(rwlock_t *lock);
read_unlock_irqrestor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read_unlock_irq(rwlock_t *lock);
read_unlock_bh(rwlock_t *lock);
这些是释放读取锁的不同方法。
write_lock(rwlock_t *lock);
write_lock_irqsav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write_lock_irq(rwlock_t *lock);
write_lock_bh(rwlock_t *lock);
作为写者来获得锁。
write_unlock(rwlock_t *lock);
write_unlock_irqrestor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write_unlock_irq(rwlock_t *lock);
write_unlock_bh(rwlock_t *lock);
释放写者获得的锁。
如果中断处理程序仅仅使用读锁，那么不需要禁止中断，就可以让所有的代码用 read_lock 来获得
读锁。
任何写锁必须用 write_lock_irqsave 来获得，但是，应该避免死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单处理
器系统创建的内核中，自旋锁函数扩展为空，因而它们在这样的系统上没有什么开支（除了可能禁止中
断以外），也就可以忽略它们的存在。

9.5.8.3 使用锁变量
内核提供了一组函数可以用来对变量提供原子性（不可中断的）的访问。在需要执行的操作很简单
的时候，使用这些函数可以减少使用更复杂的锁方案的需求。通过手工的测试和循环，原子性的操作可
用来提供一种“穷人的自旋锁”。直接使用自旋锁通常比较好，因为它们已经为此目的进行了优化。
Linux 内核导出了两组函数来处理锁：位操作和对 “原子”数据类型的访问。
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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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个位的锁变量或者在中断时间内更新设备状态标志（而某个进程可能正在访问它们），都是
十分普遍的。内核提供一组原子地修改或检查单个位的函数。因为整个操作发生在一个单一指令中，没
有中断（或者其它处理器）能打断该操作。
原子的位操作是非常快的，只要底层平台允许这样做，它们甚至可以在不禁止中断的同时，使用
单条机器指令来完成操作。这些函数在头文件 <asm/bitops.h> 中定义，并且依赖于体系结构。甚至在
对称多处理器的计算机上，也能保证这些操作是原子的，并且它们有利于保持处理器间的一致性。
不幸的是，这些函数的数据类型也是体系结构相关的。nr 参数大部分都定义为 int，但在少数体系
结构上定义为 unsigned long。这是位操作的列表，它们出现在 2.1.37 和之后的内核中：
void set_bit(nr, void *addr);
这个函数在 addr 指向的数据项中设置 nr 位。函数作用在 unsigned long 变量上，尽管 addr 是
void 类型的指针。
void clear_bit(nr, void *addr);
函数清除 addr 指向的 unsigned long 数据中的指定位。它的语义与 set_bit 相反。
void change_bit(nr, void *addr);
这个函数切换该位。 test_bit(nr, void *addr); 这个函数是唯一不需要原子性的位操作函数，它简单
地返回该位当前的值。
int test_and_set_bit(nr, void *addr);
int test_and_clear_bit(nr, void *addr);
int test_and_change_bit(nr, void *addr);
就像前面列出的那些函数一样，这些函数原子地运行，只是它们返回该位的先前值。

当这些函数被用来访问和修改一个共享的标志时，除了调用这些函数之外，不需要做其它工作。而
使用位操作来管理锁变量（它控制对某个共享变量的访问）时，则更复杂些，需要举个例子加以说明。
大多数现代代码不会以下面这种方式使用位操作，但是内核中却仍然存在类似的代码。

需要访问一个共享数据项的代码段通过使用 test_and_set_bit 或者 test_and_clear_bit 来尝试原子地
获得锁。通常的实现如下，它假定锁位于地址 addr 的 nr 位上，还假定当锁空闲的时候该位为 0，锁
忙的时候为非零。
/* try to set lock */
while (test_and_set_bit(nr, addr) != 0)
wait_for_a_while();

/* do your work */
/* release lock, and ch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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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est_and_clear_bit(nr, addr) == 0)
something_went_wrong();
/*
如果阅读内核源代码，就会发现类似例子程序这样工作的代码。正如前面提及的，不管怎样，最好
在新的代码中使用自旋锁，除非在等待锁被释放时需要执行有用的工作（例如，在 wait_for_a_while() 中
列出的指令）
。
原子性的整数操作
内核程序员经常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和其它函数之间共享整型变量。内核已经提供了一组独立的函
数以实现这种共享，它们在头文件 <asm/atomic.h> 中定义。
atomic.h 提供的设施比刚刚讨论的位操作更健壮。atomic.h 定义了一个新的数据类型，atomic_t，
它只能通过原子操作来访问。在所有支持的体系结构上一个 atomic_t 都保存一个 int 值。因为在某些
处理器上，这种类型的工作方法可能不会用到全部的整数类型范围，这样，你不应该期望一个 atomic_t
可以保存多于 24 个位。下面的操作是为这个数据类型定义的，能保证 SMP 系统上的所有处理器都是
原子地对它进行访问。这些操作都很快，因为它们会尽可能地编译成单条机器指令。
void atomic_set(atomic_t *v, int i);
设置原子变量 v 为整型值 i。
int atomic_read(atomic_t *v);
返回 v 的当前值。
void atomic_add(int i, atomic_t *v);
将 v 指向的原子变量加上 i，返回值是 void 类型，因为大多数时间不需要知道新的值。这个函数
被网络代码用来更新套接字对象在内存使用上的统计信息。
void atomic_sub(int i, atomic_t *v);
从 *v 减去 i。
void atomic_inc(atomic_t *v);
void atomic_dec(atomic_t *v);
对一个原子变量进行增加或者减少操作。
int atomic_inc_and_test(atomic_t *v);
int atomic_dec_and_test(atomic_t *v);
int atomic_add_and_test(int i, atomic_t *v);
int atomic_sub_and_test(int i, atomic_t *v);
这些函数的行为就像前面列出的那些函数的一样，只是它们还返回原子数据类型的先前值*。
xshell：这儿我觉得它的原文和函数的实际意义有些出入，似乎应该为：“这些函数的行为就像前面
列出的那些函数的一样，但同时它们将返回作为计算结果的原子数据值是否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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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ima：经阅读源代码确认，xshell 的理解是正确的。 应该为：这些函数的行为就像前面列出的那
些函数的一样，同时它们的返回值表示计算结果是否为零。返回 true 表明结果为 0。
如前所述，atomic_t 数据项只能通过这些函数来访问。如果你将原子数据项传递给一个要求参数类
型为整型的函数，就会得到一个编译错误。

9.5.8.4 无竞争地进入睡眠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竞态，即进入睡眠的问题。通常来说，在驱动程序决定睡眠与
sleep_on 调用实际执行之间，会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候，进入睡眠的条件也许会在真正睡眠之前来到，
这将导致一个超过预期的长时间睡眠。这是一个比中断驱动的 I/O 问题更为普遍的问题，而有效的解
决方案需要对 sleep_on 的内部实现有些了解。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下面从 short 驱动程序中摘出的代码：
while (short_head == short_tail) {
interruptible_sleep_on(&short_queue);
/* ... */
}
在上面的代码中，short_head 的值可能在 while 语句中的检查和调用 interruptible_sleep_on 之间改
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新的数据可用，驱动程序也会进入睡眠；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这个条件判断
仅仅导致处理的延迟，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设备将会被锁住。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执行检查之前进入半睡眠状态。其想法是，进程可以将自己放入等待队列，
声明自己将要睡眠，然后执行它的检查。下面是典型的实现：
wait_queue_t wait;
init_waitqueue_entry(&wait, current);
add_wait_queue(&short_queue, &wait);
while (1) {
set_current_state(TASK_INTERRUPTIBLE);
if (short_head != short_tail) /* whatever test your driver needs */
break;
schedule();
}
set_current_state(TASK_RUNNING);
remove_wait_queue(&short_queue, &wait);
这段代码有点象是将 sleep_on 的内部实现展开了，这里我们将逐步说明上述代码。
代码首先声明了一个 wait_queue_t 变量，初始化它，然后将它加入到驱动程序的等待队列（读者
可能还有印象，它是一种 wait_queue_head_t）。一旦这些步骤被执行，一个在 short_queue 上对 wake_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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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用将会唤醒这个进程。
然而进程还没有睡眠。在调用 set_current_state 之后，将接近睡眠的状态，该函数设置进程状态为
TASK_INTERRUPTIBLE。接下来，系统将认为进程已经睡眠，调度器不会尝试运行它。在“进入睡眠”
的过程中，这是重要的一步，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现在发生的是代码检查它所等待的条件，也就是在缓冲区中是否有数据。如果没有数据存在，就调
用 schedule，以使其它的进程运行并让当前进程真正地进入睡眠。一旦进程被唤醒，它就会再次检查条
件，并且可能从循环中退出。
在循环之外，只有一点清理工作需要做。进程当前的状态被设置为 TASK_RUNNING 以反映该进
程不再是睡眠的。这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睡眠就退出循环，我们可能还是处于
TASK_INTERRUPTIBLE 状态。然后，remove_wait_queue 被用来从等待队列中删除进程。
但是，为什么这段代码不会产生竞态？当新的数据来临时，中断处理程序会在 short_queue 上调用
wake_up，这将把所有睡眠在该队列上的进程状态设置为 TASK_RUNNING。如果 wake_up 调用在检
查缓冲区之后发生，那么任务的状态会被改变并且 schedule 会使当前的进程继续运行――如果没有立
即运行的话，会在一个很短的延迟之后。
这种“半睡眠状态时的检查”模式在内核源代码中是很普通的，2.1 内核开发期间加入了一对宏，以
便实现这种策略更加容易：
wait_event(wq, condition);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wq, condition);
这两个宏实现刚才所讨论的代码，在“进入睡眠”过程的中间检查条件（因为这是一个宏，将在每次
反复循环中被求值）。

9.5.9 向后兼容性
就像我们在本章的开始部分说明的一样，Linux 目前的中断处理与老内核的中断处理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相对较少。但有几个需要我们在这里讨论。大多数的改变发生在内核的 2.0 版本与 2.2 版本之间，自
从那时起，中断处理就已经非常稳定了。

9.5.9.1 与 2.2 内核的区别
自从 2.2 系列以来最大的变化是 tasklet 被增加到内核 2.3.43 中。在这个改变之前，BH 底半部机制
是唯一的中断处理程序延期任务的方法。
在 Linux 2.2 中，set_current_state 函数已经不存在了（但是 sysdep.h 实现了它）。要操作当前进程的
状态，它需要直接操作任务结构。例如：
current->state = TASK_INTERRUP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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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2 与 2.0 内核的更多区别
在 Linux2.0 中，快速和慢速处理程序之间有很多不同。慢速处理程序在它们开始执行之前也很慢，
因为在内核中有额外的设置工作需要一些开支。快速处理程序不仅通过保持中断禁止来节省时间，而且
在从中断返回之前也不检查底半部。这样，在 2.0 内核中，标记在中断处理程序中的底半部实际得到
执行前的延迟就会更长一些。最后，当 2.0 内核的 IRQ 信号线被共享时，所有注册的处理程序必须都
是快速中断或者慢速中断，两种模式不能混在一起。
大多数 SMP 问题在 2.0 内核中并不存在，当然，中断处理程序只能每次在一个 CPU 上执行，
局部或者全局禁止中断是没有区别的。
disable_irq_nosync 函数在 2.0 的内核中并不存在，另外，不能嵌套调用 disable_irq 和 enable_irq
函数。
原子操作在 2.0 内核中是不同的。函数 test_and_set_bit、test_and_clear_bit 和 test_and_change_bit
并不存在，相反，set_bit、clear_bit 和 change_bit 返回一个值，就像现代的 test_and_ 版本一样。对于
整数操作，atomic_t 只是 typedef 为 int，并且 atomic_t 类型的变量能象 int 类型一样处理。atomic_set
和 atomic_read 函数也不存在。
wait_event 和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 宏在 Linux 2.0 中也不存在。

9.5.10 快速参考
本章介绍了与中断管理相关的符号。
#include <linux/sched.h>
int request_irq(unsigned int irq, void (*handler)(), unsigned long flags, const char *dev_name, void
*dev_id);
void free_irq(unsigned int irq, void *dev_id);
上面这些调用用来注册和注销中断处理程序。
SA_INTERRUPT
SA_SHIRQ
SA_SAMPLE_RANDOM
request_irq 的标志。SA_INTERRUPT 用来安装一个快速的处理程序（相对于慢速的），SA_SHIRQ
安装一个共享的处理程序，而第三个标志表明中断时间戳可用来产生系统熵。
/proc/interrupts
/proc/stat
这些文件系统节点用于汇报硬件中断和已安装处理程序的信息。
unsigned long probe_irq_on(void);
int probe_irq_off(unsigned long);
当驱动程序不得不探测设备，以确定该设备使用哪根中断信号线时，可以使用这些函数。在中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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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后，probe_irq_on 的返回值必须传给 probe_irq_off，probe_irq_off 的返回值就是检测到的中断号。
void disable_irq(int irq);
void disable_irq_nosync(int irq);
void enable_irq(int irq);
驱动程序可以启动和禁止中断报告。如果硬件试图在中断被禁止的时候产生中断，中断将永远丢失。
使用共享处理程序的驱动程序不能使用这些函数。
DECLARE_TASKLET(name, function, arg);
tasklet_schedule(struct tasklet_struct *);
处理 tasklet 的工具。DECLARE_TASKLET 用给定的 name 声明一个 tasklet，运行时，将传递 arg
参数调用给定的 function，而使用 tasklet_schedule 调度一个要执行的 tasklet。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void mark_bh(int nr);
这个函数标记一个要执行的底半部。
#include <linux/spinlock.h>
spinlock_t my_lock = SPINLOCK_UNLOCKED;
spin_lock_init(spinlock_t *lock);
spin_lock(spinlock_t *lock);
spin_lock_irqsave(spin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spin_lock_irq(spinlock_t *lock);
spin_lock_bh(spinlock_t *lock);
spin_unlock(spinlock_t *lock);
spin_unlock_irqrestore(spin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spin_unlock_irq(spinlock_t *lock);
spin_unlock_bh(spinlock_t *lock);
spin_is_locked(spinlock_t *lock);
spin_trylock(spinlock_t *lock);
spin_unlock_wait(spinlock_t *lock);
各种使用自旋锁的函数。
rwlock_t my_lock = RW_LOCK_UNLOCKED;
read_lock(rwlock_t *lock);
read_lock_irqsav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read_lock_irq(rwlock_t *lock);
read_lock_bh(rwlock_t *lock);
read_unlock(rwlock_t *lock);
read_unlock_irqrestor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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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_unlock_irq(rwlock_t *lock);
read_unlock_bh(rwlock_t *lock);
write_lock(rwlock_t *lock);
write_lock_irqsav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write_lock_irq(rwlock_t *lock);
write_lock_bh(rwlock_t *lock);
write_unlock(rwlock_t *lock);
write_unlock_irqrestore(rwlock_t *lock, unsigned long flags);
write_unlock_irq(rwlock_t *lock);
write_unlock_bh(rwlock_t *lock);
上述函数用于锁住和解开读者/写者自旋锁。
#include <asm/bitops.h>
void set_bit(nr, void *addr);
void clear_bit(nr, void *addr);
void change_bit(nr, void *addr);
test_bit(nr, void *addr);
int test_and_set_bit(nr, void *addr);
int test_and_clear_bit(nr, void *addr);
int test_and_change_bit(nr, void *addr);
这些函数原子地访问位的值，它们可以被用在标志或者锁变量上。使用这些函数可以防止任何对位
的并发访问相关的竞态。
#include <asm/atomic.h>
void atomic_add(atomic_t i, atomic_t *v);
void atomic_sub(atomic_t i, atomic_t *v);
void atomic_inc(atomic_t *v);
void atomic_dec(atomic_t *v);
int atomic_dec_and_test(atomic_t *v);
这些函数原子地访问整型变量。如果不想在编译时出现警告，则只能通过这些函数来访问 atomic_t
变量。
#include <linux/sched.h>
TASK_RUNNING
TASK_INTERRUPTIBLE
TASK_UNINTERRUPTIBLE
这些是当前任务最常用的状态，这些状态可由 schedule 使用。
set_current_state(in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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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给定的值设置当前任务的状态。
void add_wait_queue(struct wait_queue ** p, struct wait_queue * wait)
void remove_wait_queue(struct wait_queue ** p, struct wait_queue * wait)
void __add_wait_queue(struct wait_queue ** p, struct wait_queue * wait)
void __remove_wait_queue(struct wait_queue ** p, struct wait_queue * wait)
使用等待队列的最底层的函数。其中以下划线开头的函数是底层的，使用它们时，处理器上的中断报告
必须已被禁止。
wait_event(wait_queue_head_t queue, condition);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wait_queue_head_t queue, condition);
这些宏在给定的队列上等待，直到给定的条件为真。

9.6 块设备驱动程序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焦点一直是字符驱动程序。我们曾提到，字符驱动程序并不是 Linux 系
统所使用的唯一一种驱动程序，本章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块驱动程序。块驱动程序提供了对面向块的设
备的访问，这种设备以随机访问的方式传输数据，并且数据总是具有固定大小的块。典型的块设备是磁
盘驱动器，当然也有其它类型的块设备。
字符驱动程序的接口相对清晰而且易于使用，但相反的是，块驱动程序的接口要稍微复杂一些，内
核开发人员为此经常心生抱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因为其简单的历史――块驱动程序
接口从 Linux 第一个版本开始就一直存在于每个版本的核心，并且已经证明很难修改或改进；其二是
因为性能，一个慢字符设备驱动程序虽然不受欢迎，但仍可以接受，但一个慢的块驱动程序将影响整个
系统的性能。因此，块驱动程序的接口设计经常受到速度要求的影响。
在 Linux 内核开发过程中，块驱动程序接口发生过重大的演变。和本书其余部分一样，本章将主
要讲述 2.4 内核版本中的接口，而在最后讨论与其它早期版本之间的区别。但需要说明的是，本章的
示例驱动程序能够在 2.0 和 2.4 之间的任意一个内核上运行。
本章利用两个新的示例驱动程序讲述块驱动程序的创建。第一个称为 sbull（Simple Block Utility for
Loading Localities），该驱动程序实现了一个使用系统内存的块设备，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 RAM 磁
盘驱动程序。随后，我们将介绍该驱动程序的变种，称为 spull，该驱动程序说明了如何处理分区表
（partition table）
。
上述示例驱动程序避免了许多实际的块驱动程序会遇到的问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演示这类驱动程
序必须处理的接口。实际的驱动程序需要处理复杂的硬件，因此，第 9 章和第 9 章中的内容会对读者
有所帮助。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点技术上的说明：本书所使用的“块”这一术语，指的是由内核决定的一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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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通常来讲，块的大小是 2 的幂，但不同的磁盘可能具有不同的块大小。而“扇区”则是由底层硬件
决定的一个固定大小的数据单位，一个扇区通常都是 59.6 字节长。

9.6.1 注册驱动程序
和字符驱动程序一样，内核使用主设备号来标识块驱动程序，但块主设备号和字符主设备号是互不
相干的。一个主设备号为 32 的块设备可以和具有相同主设备号的字符设备同时存在，因为它们具有各
自独立的主设备号分配空间。
用来注册和注销块设备驱动程序的函数，与用于字符设备的函数看起来很类似，如下所示：
#include <linux/fs.h>

int register_blkdev(unsigned int major, const char *name,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bdops);
int unregister_blkdev(unsigned int major, const char *name);
上述函数中的参数意义和字符设备相同，而且可以通过一样的方式动态赋予主设备号。因此，注册
sbull 设备时所使用的方法几乎和 scull 设备一模一样：
result = register_blkdev(sbull_major, "sbull", &sbull_bdops);
if (result < 0) {
printk(KERN_WARNING "sbull: can't get major %d\n",sbull_major);
return result;
}
if (sbull_major == 0) sbull_major = result; /* dynamic */
major = sbull_major; /* Use `major' later on to save typing */
然而，类似之处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明显的不同：register_chrdev 使用一个指向
file_operations 结构的指针，而 register_blkdev 则使用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结构的指针――这个变
化从 2.3.38 版本就有了。在一些块驱动程序中，该接口有时仍然被称为 fops，但我们将称之为 dbops，
以便更加贴近该结构本身的含义，并遵循推荐的命名方式。该结构的定义如下：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
int (*open)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int (*release)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int (*ioctl)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unsigned command, unsigned long argument);
int (*check_media_change) (kdev_t dev);
int (*revalidate) (kdev_t dev);
};
这里列出的 open、release 和 ioctl 方法和字符设备的对应方法相同。其它两个方法是块设备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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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将在本章后面讨论。需要注意的是，该结构中没有 owner（所有者）成员，就算在 2.4 内核当
中，我们仍然要手工维护块设备驱动程序的使用计数。
sbull 使用的 bdops 接口定义如下：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sbull_bdops = {
open:

sbull_open,

release:

sbull_release,

ioctl:

sbull_ioctl,

check_media_change: sbull_check_change,
revalidate:

sbull_revalidate,

};
读者注意，block_device_operations 接口中没有 read 或者 write 操作。所有涉及到块设备的 I/O
通常由系统进行缓冲处理（唯一的例外是下一章要讲到的“raw（裸）”设备），用户进程不会对这些设备
执行直接的 I/O 操作。在用户模式下对块设备的访问，通常隐含在对文件系统的操作当中，而这些操
作能够从 I/O 缓冲当中获得明显的好处。但是，对块设备的“直接”I/O 访问，比如在创建文件系统时的
I/O 操作，也一样要通过 Linux 的缓冲区缓存*。为此，内核为块设备提供了一组单独的读写函数，驱
动程序不必理会这些函数。
注：实际上，2.3 开发系列增加了裸的 I/O 能力，以允许用户进程能够在不通过缓冲区缓存的情
况下将数据写入块设备。但块驱动程序全然不知裸 I/O 的存在，因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种机制。
显然，块驱动程序最终必须提供完成实际块 I/O 操作的机制。在 Linux 当中，用于这些 I/O 操作
的方法称为“request（请求）”，它和其它许多 Unix 系统当中的 strategy 函数等价。request 方法同时
处理读取和写入操作，因此要复杂一些。我们稍后将详细讲述 request。
但 在块 设 备的 注 册过 程 中 ，我 们 必须 告 诉内 核 实际 的 request 方 法 。 然 而 ，该 方 法并 不 在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结构中指定（这出于历史和性能两方面的考虑），相反，该方法和用于该设备的
挂起 I/O 操作队列关联在一起。默认情况下，对每个主设备号并没有这样一个对应的队列。块驱动程
序必须通过 blk_init_queue 初始化这一队列。队列的初始化和清除接口定义如下：
#include <linux/blkdev.h>
blk_init_queue(request_queue_t *queue, request_fn_proc *request);
blk_cleanup_queue(request_queue_t *queue);
init 函数建立队列，并将该驱动程序的 request 函数（通过第二个参数传递）关联到队列。在模块
的清除阶段，应调用 blk_cleanup_queue 函数。sbull 驱动程序使用下面的代码行初始化它的队列：
blk_init_queue(BLK_DEFAULT_QUEUE(major), sbull_request);
每个设备有一个默认使用的请求队列，必要时，可使用 BLK_DEFAULT_QUEUE(major) 宏得到该
默认队列。这个宏在 blk_dev_struct 结构形成的全局数组（该数组名为 blk_dev）中搜索得到对应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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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队列。blk_dev 数组由内核维护，并可通过主设备号索引。blk_dev_struct 接口定义如下：
struct blk_dev_struct {
request_queue_t request_queue;
queue_proc* queue; void* data;
};
request_queue 成员包含了初始化之后的 I/O 请求队列，我们将很快看到队列的成员。data 成员可
由驱动程序使用，以便保存一些私有数据，但很少有驱动程序使用该成员。
图 9.6-1 说明了注册和注销一个驱动程序模块时所要执行的主要步骤。如果和图 2-1 相比较，将
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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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blk_dev 之外，还有一些全局数组保存了块设备驱动程序的信息，这些数组通过主设备号索
引，有时也通过次设备号索引。这些数组在 drivers/block/ ll_rw_block.c 中声明和描述。
int blk_size[][];
该数组通过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索引。它描述了每个设备的大小，以千字节为单 位。如果
blk_size[major] 为 NULL，则不会检查该设备的大小（也就是说，内核可以访问超过设备尾部的数据）
。
int blksize_size[][];
该数组包含了每个设备所使用的块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和前述数组一样，该二维数组也通过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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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号和次设备号索引。如果 blksize_size[major] 为空指针，则假定块的尺寸为 BLOCK_SIZE（当前定
义为 1 KB）。设备的块大小必须是 2 的幂，这是因为内核使用位移操作将偏移量转换成块编号。
int hardsect_size[][];
和上述数组一样，该数组也通过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索引。默认的硬件扇区大小为 59.6 字节，2.2
和 2.4 内核也支持不同的扇区大小，但必须始终是一个大于或者等于 59.6 字节的 2 的幂。
int read_ahead[];
int max_readahead[][];
这两个数组定义了在顺序读取一个文件时，内核要预先读入的扇区数目。read_ahead 应用于某个给
定类型的所有设备，并由主设备号索引；max_readahead 应用于单独的设备，并由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
索引。
如果进程在真正读取某个数据之前预先读入该数据，则有助于提高系统性能和整体的吞吐率。在比
较慢的设备上，应该指定一个较大的 read-ahead 值，而在较快的设备上应该指定一个较小的值。
read-ahead 值越大，缓冲区缓存所使用的内存就越多。
这两个数组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read_ahead 应用于块 I/O 级，并控制在当前请求之前，应该从
磁盘上顺序读入多少数据块；max_readahead 工作在文件系统级，指的是文件中的块，而这些块在磁盘
上并不一定是顺序存放的。内核开发正在从块 I/O 级的预读转向文件系统级的预读。但在 2.4 内核中，
预读仍然在两个级别完成，因此要同时使用这两个数组。
每个主设备号有一个对应的 read_ahead[] 值，并应用于所有的次设备号，而 max_readahead 对每
个设备只有一个值，这些值均可通过设备驱动程序的 iotcl 方法进行改变。硬盘驱动程序通常将
read_ahead 设置为 8 个扇区，对应于 4 KB。相反，max_readahead 值则很少由驱动程序设置，它默认
设置为 MAX_READAHEAD，当前为 31 页。
int max_sectors[][];
该数组限制单个请求的最大尺寸。它通常应该设置为硬件所能处理的最大传输尺寸。
int max_segments[];
该数组控制一个集群请求中能够出现的段的数量，但该数组在 2.4 内核发布之前已被删除。
（有关
集群请求的详细信息，参阅本章“集群请求”一节）。
sbull 设备允许我们在装载期间设置这些值，而且这些值将应用于该示例驱动程序的所有次设备号。
sbull 所使用的变量名及其默认值定义如下：
size=2048 (kilobytes)
sbull 所建立的每个 RAM 磁盘使用两兆字节的 RAM。
blksize=1024 (bytes)
该模块所使用的软件“块”大小为一千字节，和系统默认值一样。
hardsect=59.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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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ull 的扇区大小为通常的 59.6 字节。
rahead=2 (sectors)
因为 RAM 磁盘是一个快速设备，默认的 read-ahead 值很小。
sbull 设备也允许我们选择要安装的设备个数。devs，即设备个数，默认设置为 2，这样，默认的
内存使用为 4 兆字节，因为每个磁盘使用 2 兆字节。
在 sbull 中，上述数组的初始化过程如下：
read_ahead[major] = sbull_rahead;
result = -ENOMEM; /* for the possible errors */
sbull_sizes = kmalloc(sbull_devs * sizeof(int), GFP_KERNEL);
if (!sbull_sizes)
goto fail_malloc;
for (i=0; i < sbull_devs; i++) /* all the same size */
sbull_sizes[ i] = sbull_size;
blk_size[major]=sbull_sizes;
sbull_blksizes = kmalloc(sbull_devs * sizeof(int), GFP_KERNEL);
if (!sbull_blksizes)
goto fail_malloc;
for (i=0; i < sbull_devs; i++) /* all the same blocksize */
sbull_blksizes[ i] = sbull_blksize;
blksize_size[major]=sbull_blksizes;
sbull_hardsects = kmalloc(sbull_devs * sizeof(int), GFP_KERNEL);
if (!sbull_hardsects)
goto fail_malloc;
for (i=0; i < sbull_devs; i++) /* all the same hardsect */
sbull_hardsects[ i] = sbull_hardsect;
hardsect_size[major]=sbull_hardsects;
出于简化，错误处理代码（即 goto 语句的 fail_malloc 目标）被忽略了，这段代码其实释放了所
有已经成功分配的内存，然后注销设备，并返回一个失败状态。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注册该驱动程序所提供的所有“磁盘”设备。sbull 如下调用 register_disk 函数：
for (i = 0; i < sbull_devs; i++) r
egister_disk(NULL, MKDEV(major, i), 1, &sbull_bdops, sbull_size << 1);
在 2.4.0 内核当中，register_disk 函数在上述调用方式下不做任何事情。register_disk 的真正目的
是用来设置分区表，但 sbull 并不支持分区。但是，所有的块设备驱动程序都需要调用这个函数，不管
它们是否支持分区，这是因为将来可能需要所有的块设备都必须支持分区。在 2.4.0 当中，没有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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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驱动程序不需要调用这个函数就能工作，但调用该函数更加安全一些。在本章后面讲到分区时，我们
将详细讲述 register_disk 函数，
sbull 所使用的清除函数定义如下：
for (i=0; i<sbull_devs; i++)
fsync_dev(MKDEV(sbull_major, i)); /* flush the devices */
unregister_blkdev(major, "sbull");
/*
* Fix up the request queue(s)
*/
blk_cleanup_queue(BLK_DEFAULT_QUEUE(major));
/* Clean up the global arrays */
read_ahead[major] = 0;
kfree(blk_size[major]); b
lk_size[major] = NULL;
kfree(blksize_size[major]);
blksize_size[major] = NULL;
kfree(hardsect_size[major]);
hardsect_size[major] = NULL;
这里，对 fsync_dev 函数的调用是必须的，它将释放由内核保存在各种缓存当中的对该设备的引
用。fsync_dev 是 block_fsync 的实现，而 block_fsync 则是用于块设备的 fsync 方法。

9.6.2 头文件 blk.h
所有的块设备驱动程序都应该包含头文件 <linux/blk.h>。该文件定义了许多可由块驱动程序使用的
常用代码，并提供了用来处理 I/O 请求队列的函数。
实际上，blk.h 头文件有点与众不同，因为它在符号 MAJOR_NR 的基础上定义了若干符号，而
MAJOR_NR 必须在包含该头文件之前由驱动程序声明。这一约定出现在早期的 Linux 当中，而那时
所有的块设备必须具有预先确定的主设备号，而不支持模块化的块驱动程序。
如果阅读 blk.h 头文件，将看到许多设备相关的符号是根据 MAJOR_NR 的值声明的，因此，需
要预先知道 MAJOR_NR 的值。但是，如果主设备号被动态赋予，驱动程序就无法在编译时知道被赋
于的主设备号，因此就不能正确定义 MAJOR_NR。如果 MAJOR_NR 没有被定义，blk.h 就不能正确
建立操作请求队列的某些宏。幸运的是，MAJOR_NR 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整型变量，这样，动态的块设
备驱动程序就能正常工作了。
blk.h 还使用了其它一些预先定义的、驱动程序相关的符号。下面描述了包含在 <linux/blk.h> 中必
须预先定义的符号，并在最后给出了 sbull 定义这些符号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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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_NR
该符号用来访问几个数组，尤其是 blk_dev 和 blksize_size。类似 sbull 这样的定制驱动程序，不
能赋于该符号一个固定值，而必须将其 #define 为保存主设备号的变量。对 sbull 而言，该变量为
sbull_major。
DEVICE_NAME
将要创建的设备名称。该字符串用于打印错误信息。
DEVICE_NR(kdev_t device)
该符号用于从 kdev_t 设备编号中获得物理设备的顺序号。该符号还被用来声明 CURRENT_DEV，
后者可在 request 函数中使用，用来确定哪个硬件设备拥有与某个数据传输请求相关联的次设备号。
这个宏的值可以是 MINOR(device) 或者其它表达式，这随着赋于设备和分区以次设备号的方式的
不同而不同。对同一物理设备上的所有分区，这个宏应该返回相同的设备编号，也就是说，DEVICE_NR
代表的是磁盘编号，而不是分区编号。可分区设备将在本章后面介绍。
DEVICE_INTR
该 符 号 用 来 声 明 一 个 指 向 当 前 底 半 处 理 程 序 的 指 针 变 量 。 可 使 用 SET_INTR(intr) 和
CLEAR_INTR 宏来对该变量赋值。当设备需要处理具有不同含义的中断时，使用多个处理程序是很方
便的。
DEVICE_ON(kdev_t device)
DEVICE_OFF(kdev_t device)
这两个宏用来帮助设备在执行一组数据传输之前或之后执行其它附加处理。比如，软盘驱动程序可
利用这两个宏在执行 I/O 之前启动驱动电机，或者在执行 I/O 之后关闭电机。现代的驱动程序不再使
用这两个宏，而且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调用 DEVICE_ON。但是，可移植的驱动程序应该定义这两个宏
（作为空符号）
，否则，在 2.0 和 2.2 内核上将出现编译错误。
DEVICE_NO_RANDOM
默认情况下，end_request 函数对系统熵（收集到的“随机性”总和）起作用，而系统熵将被
/dev/random 用 来 产 生 随 机 数 。 如 果 设 备 不 能 对 随 机 设 备 贡 献 足 够 多 的 熵 ， 则 应 该 定 义
DEVICE_NO_RANDOM 。 /dev/random 在 第 9 章 的 “ 安 装 中 断 处 理 程 序 ” 中 有 过 介 绍 ， 并 解 释 了
SA_SAMPLE_RANDOM。
DEVICE_REQUEST
用来指定驱动程序所使用的 request 函数名称。定义 DEVICE_REQUEST 之后，将立即声明一个
request 函数，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效果。这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大多数（或者所有）的驱动程序
无需考虑这个符号。
sbull 驱动程序如下声明这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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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MAJOR_NR sbull_major /* force definitions on in blk.h */
static int sbull_major; /* must be declared before including blk.h */
#define DEVICE_NR(device) MINOR(device) /* has no partition bits */
#define DEVICE_NAME "sbull" /* name for messaging */
#define DEVICE_INTR sbull_intrptr /* pointer to bottom half */
#define DEVICE_NO_RANDOM /* no entropy to contribute */
#define DEVICE_REQUEST sbull_request
#define DEVICE_OFF(d) /* do-nothing */
#include <linux/blk.h>
#include "sbull.h" /* local definitions */
blk.h 头文件使用上面列出的宏定义了驱动程序所使用的其它一些宏，在下面的章节当中，我们将
描述这些宏。

9.6.3 请求处理简介
块驱动程序中最重要的函数就是 request 函数，该函数执行数据读写相关的低层操作。这一小节我们将
讨论 request 函数的基本设计方法。

9.6.3.1 请求队列
在内核安排一次数据传输时，它首先在一个表中对该请求排队，并以最大化系统性能为原则进行排
序。然后，请求队列被传递到驱动程序的 request 函数，该函数的原型如下：
void request_fn(request_queue_t *queue);
request 函数就队列中的每个请求执行如下任务：
1. 测试请求的有效性。该测试通过定义在 blk.h 中的 INIT_REQUEST 完成，用来检查系统的请
求队列处理当中是否出现问题。
2. 执行实际的数据传输。CURRENT 变量（实际是一个宏）可用来检索当前请求的细节信息。
CURRENT 是指向 struct request 结构的指针，我们将在下一小节当中描述该结构的成员。
3. 清除已经处理过的请求。该操作由 end_request 函数执行，该函数是一个静态函数，代码位于
blk.h 文件中。end_request 管理请求队列并唤醒等待 I/O 操作的进程。该函数
同时管理 CURRENT 变量，确保它指向下一个未处理的请求。驱动程序只给该函数传递一个参数，
成功时为 1，失败时为 0。当 end_request 在参数为 0 时调用，则会向系统日志（使用 printk 函数）
递交一条“I/O error”消息。
4. 返回开头，开始处理下一条请求。
根据前面的描述，一个并不进行实际数据传输的最小 request 函数，应该如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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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bull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
{ while(1) {
INIT_REQUEST;
printk("<1>request %p: cmd %i sec %li (nr. %li)\n", CURRENT, CURRENT->cmd, CURRENT->sector,
CURRENT->current_nr_sectors);
end_request(1); /* success */
}
}
尽管上面的代码除了打印信息之外不做任何的事情，但我们能够从这个函数当中看到数据传输代码
的基本结构。上述代码还演示了 <linux/blk.h> 中所定义的宏的两个特点。首先，尽管代码中的 while 循
环看似永不终止，但实际上，INIT_REQUEST 宏将在请求队列为空时返回。这样，循环将跌代请求队
列中未处理的请求并最终从 request 函数中返回。其次，CURRENT 宏始终指向将要处理的请求。下一
小节当中，我们将具体讲述 CURRENT 宏。
使用前述 request 函数的块驱动程序马上就能真正工作了。我们可以在该设备上建立一个文件系
统，只要数据被保留在系统缓冲区缓存中，我们就可以访问该设备上的数据。
通过在编译阶段定义 SBULL_EMPTY_REQUEST 符号，我们仍可以在 sbull 中运行这个空的（但
却罗嗦的）request 函数。如果读者想理解内核处理不同块大小的方法，可以在 insmod 的命令行尝试
使用 blksize= 这个参数。空的 request 函数打印了每个请求的详细信息，借此可以看到内核的内部工
作情况。
request 函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它必须是原子的。通常，request 并不在响应用户请求时直接
调用，并且也不会在任何特定进程的上下文中运行。它可能在处理中断时被调用，也可能从 tasklet 中，
或者从其它许多地方调用。这样，在执行其任务时，该函数不能进入睡眠状态。

9.6.3.2 执行实际的数据传输
为了理解如何为 sbull 建立一个能工作的 request 函数，首先我们要分析内核是如何在 struct
requesst 结构中描述一个请求的。该结构在 <linux/blkdev.h> 中定义。通常，驱动程序通过 CURRENT
访问请求结构中的成员，通过这些成员，驱动程序可以了解到在缓冲区缓存和物理块设备之间进行数据
传输所需的所有信息*。
注：实际上，并不是传递到块驱动程序的所有块都必须通过缓冲区缓存，但我们不会在本章中讨论
这一特殊情况。
CURRENT 其实是一个指向 blk_dev[MAJOR_NR].request_queue 的指针。下面描述的这些结构成
员保存有 request 函数经常用到的一些信息：
kdev_t rq_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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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所访问的设备。默认情况下，某个特定驱动程序所管理的所有设备会使用相同的 request 函数。
也就是说，单个 request 函数将处理所有的次设备号，这时，rq_dev 可用来表示实际操作的次设备。
CURRENT_DEV 宏被简单定义为 DEVICE_NR(CURRENT->rq_dev)。
int cmd;
该成员描述了要执行的操作，它可以是 READ（从设备中读取）
，或者 WRITE（向设备写入）
。
unsigned long sector;
表示本次请求要传输的第一个扇区编号。
unsigned long current_nr_sectors;
unsigned long nr_sectors;
表示当前请求要传输的扇区数目。驱动程序应该使用 current_nr_sectors 而忽略 nr_sectors（该变量
只是为了完整性才列在这里）
。有关 nr_sectors 的详细描述，可参阅本章后面的“集群请求”一节。
char *buffer;
数据要被写入（cmd==READ），或者要被读出（cmd==WRITE）的缓冲区缓存区域。
struct buffer_head *bh;
该结构描述了本次请求对应的缓冲区链表的第一个缓冲区，即缓冲区头。缓冲区头在进行缓冲区缓
存管理时使用，我们稍后将在“请求结构和缓冲区缓存”中详细描述。
该结构中还有其它一些成员，但绝大部分由内核内部使用，驱动程序没有必要使用这些成员。
sbull 设备中能够完成实际工作的 request 函数列在下面。在下面的代码中，Sbull_Dev 和第 3 章
的“scull 的内存使用”中介绍的 Scull_Dev 的功能相同。
void sbull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 { Sbull_Dev *device; int status; while(1) { INIT_REQUEST; /*
returns when queue is empty */ /* Which "device" are we using? */ device = sbull_locate_device (CURRENT);
if (device == NULL) { end_request(0); continue; } /* Perform the transfer and clean up. */
spin_lock(&device->lock);

status

=

sbull_transfer(device,

CURRENT);

spin_unlock(&device->lock);

end_request(status); } }
上面的代码和前面给出的空 request 函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该函数本身集中于请求队列的管理
上，而将实际的工作交给其它函数完成。第一个函数是 sbull_locate_device，检索请求当中的设备编号，
并找出正确的 Sbull_Dev 结构：
static Sbull_Dev *sbull_locate_device(const struct request *req)
{ int devno;
Sbull_Dev *device;
/* Check if the minor number is in range */
devno = DEVICE_NR(req->rq_dev);
if (devno >= sbull_devs) {
static int cou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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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ount++ < 5) /* print the message at most five times */
printk(KERN_WARNING "sbull: request for unknown device\n");
return NULL;
}
device = sbull_devices + devno; /* Pick it out of device array */
return device;
}
该函数唯一“陌生”的功能是限制打印五次错误的条件语句。这是为了避免在系统日志当中生成太多
的消息，因为 end_request(0) 本身会在请求失败时打印一条“I/O error”消息。静态的计数器（变量 count）
是内核中经常用到的用来限制消息打印的一个标准方法。
请求的实际 I/O 由 sbull_transfer 函数完成：
static int sbull_transfer(Sbull_Dev *device, const struct request *req) {
int size;
u8 *ptr;
ptr = device->data + req->sector * sbull_hardsect;
size = req->current_nr_sectors * sbull_hardsect;
/* Make sure that the transfer fits within the device. */
if (ptr + size > device->data + sbull_blksize*sbull_size) {
static int count = 0;
if (count++ < 5)
printk(KERN_WARNING "sbull: request past end of device\n");
return 0;
}
/* Looks good, do the transfer. */
switch(req->cmd) {
case READ: memcpy(req->buffer, ptr, size); /* from sbull to buffer */ return 1;
case WRITE: memcpy(ptr, req->buffer, size); /* from buffer to sbull */ return 1; default:
/* can't happen */
return 0;
}
}
因为 sbull 只是一个 RAM 磁盘，因此，该设备的“数据传输”只是一个 memcpy 调用而已。

9.6.4 请求处理详解
先 前 讲 述 的 sbull 驱 动 程 序 能 够 很 好 地 工 作 。 在 类 似 sbull 这 样 的 简 单 情 形 下 ， 可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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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blk.h> 中的宏方便地建立一个 request 函数，并获得一个能够工作的驱动程序。但是，我们曾提
到，块驱动程序通常是内核中的性能关键部分。类似前面那样简单的驱动程序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很好地
执行，甚至可能导致系统整体性能的降低。在本小节中，我们将通过编写一个更快、更高效的驱动程序
而讲解 I/O 请求队列的工作细节。

9.6.4.1 I/O 请求队列
每个块驱动程序至少拥有一个 I/O 请求队列。在任意给定时刻，该队列包含了内核想在该驱动程
序的设备上完成的所有 I/0 操作。该队列的管理是复杂的，因此，系统性能依赖于队列的管理方式。
该队列是根据物理磁盘驱动器设计的。在磁盘中，传输一个数据块所需要的时间总量通常相对较短，
但定位磁头到达传输位置（seek）的操作所需的时间量却往往很长。这样，Linux 内核要试图最小化设
备定位的次数和长度。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完成两件事情。其一，需要将请求集群到相邻的磁盘扇区上。大部分现代
的文件系统会试图将文件保存在连续的扇区上，这样，位于磁盘相邻部分的请求将会很多。其二，内核
在处理请求时使用“电梯”算法。摩天大楼中的电梯不是升就是降，而且在满足所有“请求”（乘客上下）
之前，不会改变移动的方向。和电梯一样，内核也试图尽可能在一个方向移动磁头，这个方法在保证所
有的请求最终被满足的同时，趋向于最小化定位时间。
Linux 的每个 I/O 请求队列由一个 request_queue 类型的结构表示，该结构在 <linux/blkdev.h> 中
声明。request_queue 结构看起来类似 file_operations 或其它对象，其中包含有一组操作该队列的函数
指针，比如说，驱动程序的 request 函数就保存在这里。其中还包含有一个队列头（使用第 10 章的“链
表”中曾描述过的 <linux/list.h> 中的函数），该队列头指向该设备的未处理请求。
这些请求具有 request 结构类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该结构中的一些成员。request 结构实际上
要更加复杂一些，但是，要理解这个结构，首先要理解 Linux 的缓冲区缓存结构。
request 结构和缓冲区缓存
request 结构的设计和 Linux 内存管理方法有关。类似大部分的类 Unix 系统，Linux 维护一个缓
冲区缓存，它是一个内存区域，保存有磁盘数据块的复本。在内核的更高级别，会执行大量的“磁盘”
操作（比如在文件系统部分的代码中）
，但这些操作只在缓冲区缓存上进行，却不会生成任何实际的 I/O
操作。通过主动缓存，内核能够避免许多读取操作，而且多个写入操作也经常可以合并为单个物理的磁
盘写操作。
但是，缓冲区缓存不能避免的方面是，磁盘上相邻的数据块，在内存中肯定不会是相邻的。缓冲区
缓存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最终，内存中的数据块将大大分散。为了跟踪所有的事情，内核通过 buffer_head
结构管理缓冲区缓存，每个数据缓冲区关联有一个 buffer_head，该结构包含有大量的成员，但大部分
成员和驱动程序编写者无关。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成员，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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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b_data; 与该缓冲区头相关联的实际数据块。
unsigned long b_size;
b_data 所指向的数据块大小。
kdev_t b_rdev;
该缓冲区头所代表的数据块所在的设备。
unsigned long b_rsector;
该数据块在磁盘上的扇区编号。
struct buffer_head *b_reqnext;
指向请求队列中缓冲区头结构链表的指针，
void (*b_end_io)(struct buffer_head *bh, int uptodate);
指向一个函数的指针，当该缓冲区上的 I/O 操作结束时将调用这个函数。bh 是缓冲区头本身，而
uptodate 在 I/O 成功时取非零值。
传递到驱动程序 request 函数中的每个数据块，要么保存在缓冲区缓存中，要么在极少的情况下保
存在其它地方，但是却要使其看起来保存在缓冲区缓存中*。这样，传递到驱动程序的每个请求处理一
个或更多的 buffer_head 结构。request 结构包含有一个称为 bh 的成员，该成员指向由这些结构组成
的一个链表。为满足该请求，需要在该链表的每个缓冲区上执行指定的 I/O 操作。图 9.6-2 描述了请
求队列和 buffer_head 结构之间的关系。
注：例如，在我们 RAM 磁盘驱动程序中，需要使内存看起来位于缓冲区缓存中。因为该“磁盘”
缓冲区已经存在于系统 RAM 了，因此就没有必要在缓冲区缓存中保留复本。这样，我们的示例代码
比起一个正确实现的 RAM 磁盘来讲效率要低一些，因为根本没有考虑到 RAM 磁盘特有的性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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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2：I/O 请求队列当中的缓冲区

请求并不是由随机的缓冲区链表组成的，相反，所有关联到某单个请求的缓冲区头属于磁盘上一系
列相邻的数据块。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请求将是针对磁盘上一组（也许很长）数据块的单个操作。
分组之后的数据块称为“集群”，在结束请求链表的讨论之后，我们将详细讨论集群请求。
操作请求队列
在头文件 <linux/blkdev.h> 中定义了一些用来操作请求队列的函数，大部分实现为预处理程序的
宏。并不是所有的驱动程序需要在这个级别上操作请求队列，但熟悉它的工作方式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帮
助。大部分请求队列函数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讲述，但这里要介绍如下几个重要的函数：
struct request *blkdev_entry_next_request(struct list_head *head);
返回请求链表中的下一个入口。通常，head 参数是 request_queue 结构的 queue_head 成员，这种
情况下，该函数返回队列中的第一个入口。该函数使用 list_entry 宏在链表中执行检索。
struct request *blkdev_next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struct request *blkdev_prev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给定一个 request 结构，返回请求队列中的下一个或者前一个结构。
blkdev_dequeue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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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请求队列中删除一个请求。
blkdev_release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在一个请求被完整执行后，将该 request 结构释放给内核。每个请求队列维护有它自己的空闲
request 结构链表（实际上有两个：一个用于读取，一个用于写入）
，该函数把要释放的 request 结构放
回对应的空闲链表。blkdev_release_request 同时会唤醒任何等待在空闲请求结构上的进程。
上述所有函数均需要拥有 io_request_lock，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个请求锁。
I/O 请求锁
I/O 请求队列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结构，内核许多地方都要访问该结构。当你的驱动程序正在删除一
个请求的同时，内核完全有可能正要往队列中添加更多的请求。因此，该队列成为通常所说的竞态，为
此，必须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在 Linux 2.2 和 2.4 中，所有的请求队列通过一个单独的全局自旋锁 io_request_lock 来保护。所
有需要操作请求队列的代码，都必须拥有该锁并禁止中断，只有一个小的例外：请求队列当中的第一个
入口（默认情况下）被认为是由驱动程序所拥有。在操作请求队列之前未获取 io_request_lock，将导致
该队列被破坏，随之而来的会是系统的崩溃。
前面那个简单的 request 函数不需要考虑这个锁，因为内核在调用 request 函数的时候已经获取了
io_request_lock。这样，驱动程序就不会破坏请求队列，同时，也避免了对 request 函数的重入调用。
这种方法保证了未考虑 SMP 的驱动程序能够在多处理器系统上正常工作。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io_request_lock 是一个昂贵的资源。在驱动程序拥有这个锁的同时，其
它任何请求都不能排队到系统中的任何块设备上，也不会有其它任何 request 函数被调用。长时间拥有
这个锁的驱动程序将最终降低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
因此，好的块驱动程序经常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释放这个锁，我们马上会看到这种操作的示例。但
是，主动释放 io_request_lock 的块驱动程序必须处理两个重要的事情。首先，在 request 函数返回之
前，必须重新获得该锁，因为调用 request 的代码期望 request 仍然拥有这个锁。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
是，一旦 io_request_lock 被释放，对该 request 函数的重入调用就可能发生，因此，该函数必须能够
处理这种可能性。
后面这种情况也可能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发生，即当某个 I/O 请求仍然活动（正在被处理）的情况
下，request 函数返回。许多针对实际硬件的驱动程序会启动一个 I/O 操作然后返回，而该操作将会在
驱动程序的中断处理程序中完成。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中断驱动的块 I/O，但此处仍然要提醒读
者，request 函数可能在这些操作正在进行时被调用。
许多驱动程序通过维护一个内部的请求队列来处理 request 函数的重入性。request 函数只是简单
地将新请求从 I/O 请求队列当中删除，并将这些请求添加到内部的队列，然后，通过组合 tasklet 和中
断处理程序来处理这个内部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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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k.h 中的宏和函数是如何工作的
在我们前面那个简单的 request 函数中，我们没有考虑 buffer_head 结构或者链表。<linux/blk.h>
中的宏和函数隐藏了 I/O 请求队列的结构，以便简化块驱动程序的编写工作。这一小节，我们将讨论
操作请求队列时涉及到的实际步骤，其后的小节将讨论编写块 request 函数的一些更为高级的技术。
我们早先看到的 request 结构的几个成员，即 sector、current_nr_sectors 以及 buffer，实际是保存
在该链表第一个 buffer_head 结构中类似信息的复本。这样，一个通过 CURRENT 指针使用这些信息
的 request 函数，实际处理的是该请求当中可能存在的许多缓冲区的第一个。将多个缓冲区请求分离成
表面上独立的单个缓冲区请求的任务，由 <linux/blk.h> 中的两个重要的定义完成：INIT_REQUEST 宏
和 end_request 函数。
其中，INIT_REQUEST 更为简单一些，它所做的一切工作，实际就是在请求队列上完成几个一致
性检查，并且在队列为空时从 request 函数中返回。它仅仅确保还要进行其它的处理工作。
大量的队列管理工作由 end_request 完成。需要记住的是，该函数在驱动程序处理完单个“请求”（实
际是一个缓冲区）时调用，它要执行如下几个任务：
1. 完成当前缓冲区上的 I/O 处理。它传递当前操作的状态并调用 b_end_io 函数，该函数将唤醒
任何睡眠在该缓冲区上的进程。
2. 从请求的链表中删除该缓冲区。如果还有其它缓冲区需要处理，request 结构中的 sector、
current_nr_sectors 和 buffer 成员将被更新，以便反映出链表中的下一个 buffer_head 结构。在这种情
况下（即还有其它缓冲区需要传输）
，end_request 将结束本次跌代而不会执行第 3 步和第 5 步。
3. 调用 add_blkdev_randomness 更新熵池，除非 DEVICE_NO_RANDOM 已被定义（sbull 驱动
程序就定义了这个宏）。
4. 调用 blkdev_dequeue_request 函数，从请求队列当中删除已完成的请求。这个步骤将修改请求
队列，因此，一定要在拥有 io_request_lock 的情况下执行。 5. 将已完成的请求释放给系统，这里，
io_request_lock 也必须被获得。
内 核 为 end_request 定 义 了 两 个 辅 助 函 数 ， 它 们 可 完 成 大 部 分 的 工 作 。 第 一 个 称 为
end_that_request_first，它处理上面描述的前两个步骤。其原型为：
int end_that_request_first(struct request *req, int status, char *name);
status 是传递给 end_request 的请求状态，name 参数是设备名称，用于打印错误消息。如果当前
请求中没有其它缓冲区需要处理，该函数返回非零值，这时，整个工作结束。否则，要调用
end_that_request_last 解除排队，并释放请求。end_that_request_last 的原型如下：
void end_that_request_last(struct request *req);
在 end_request 中，这个步骤由下面的代码完成：
struct request *req = CURRENT; blkdev_dequeue_request(req); end_that_request_last(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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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end_request 函数的所有信息了。

9.6.4.2 集群请求
现在起，我们将讨论如何应用上面这些背景知识编写更好的块驱动程序，首先要讨论的是集群请求
的处理。先前曾提到，集群是将磁盘上相邻数据块的操作请求合并起来的一种方法。集群能带给我们两
个好处，首先，集群能够加速数据传输；其次，通过避免分配冗余的请求结构，集群可以节省内核中内
存的使用。
我们知道，块驱动程序根本不用关心集群，<linux/blk.h> 已经透明地将每个集群请求划分成对应的
多个组成片段。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驱动程序能够通过显式操作集群而获得好处。我们经常可以同时
为多个连续的数据块安排 I/O 操作，从而提高吞吐率。例如，Linux 软盘驱动程序努力做到在单个操
作中将整个磁道写入软盘。大部分高性能的磁盘控制器也可以完成“分散/聚集”I/O，从而将获得更大的
性能提高。
为了获得集群带来的好处，块驱动程序必须直接检查附加到某个请求上的 buffer_head 结构链表。
CURRENT->bh 指向该链表，而随后的缓冲区可通过每个 buffer_head 结构中的 b_reqnext 指针找到。
执行集群 I/O 的驱动程序应该大体采用下列顺序来操作集群中的每个缓冲区：
1. 准备传输地址 bn->b_data 处的数据块，该数据块大小为 bh->b_size 字节，数据传输方向为
CURRENT->cmd（要么为 READ，要么为 WRITE）。
2. 检索链表中的下一个缓冲区头：bn->b_reqnext，然后，从链表中解除已传输的缓冲区，可通过
对其 b_reqnext（刚刚检索到的指向新缓冲区的指针）指针的清零而实现。
3. 更新 request 结构，以反映出被删除缓冲区上的 I/O 结束。CURRENT->hard_nr_sectors 和
CURRENT->nr_sectors 应该减去从该缓冲区中传输的扇区数（不是块数目）
；而 CURRENT->hard_sector
和 CURRENT->sector 则应该加上相同的扇区数。执行上述操作可保持 request 结构的一致性。
4. 返回开头以传输下一个相邻数据块。
每个缓冲区上的 I/O 完成后，驱动程序应该调用该缓冲区的 I/O 结束例程来通知内核：
bh->b_end_io(bh, status);
在操作成功时，应传递 status 为非零值。当然，我们还得从队列当中将已完成操作的请求结构删
除掉。上述的步骤可在未获取 io_request_lock 的情况下完成，但对队列本身的修改，必须在获得该锁
的情况下进行。
在 I/O 操作结束时，驱动程序仍然可以使用 end_request（和直接操作队列相反），只要注意正确
设置 CURRENT->bh 指针即可。该指针应该取 NULL，或者指向最后一个被传输的 buffer_head 结构。
在后面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在最后的缓冲区上调用 b_end_io 函数，因为 end_request 将对该缓冲区调
用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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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完整的集群实现可见 drivers/block/floppy.c，而所需的操作总结可见 blk.h 中的 end_request
函数。floppy.c 和 blk.h 都不太容易理解，但后者较为容易一些。
活动的队列头
另外一个关于 I/O 请求队列的细节涉及到处理集群的块驱动程序。它必须处理队列头，也就是队
列中的第一个请求。考虑到历史遗留的兼容性原因，内核（几乎）总是假定块驱动程序会处理请求队列
当中的第一个入口。为避免因为冲突而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一旦内核获得某个请求队列的头，就不会修
改这个请求。在该请求上，不会发生其它的集群，而电梯算法代码也不会将其它请求放到它的前面。
许多块驱动程序在开始处理某个队列当中的请求之前，首先要删除这些请求。如果读者的驱动程序
恰好以这种方式工作，则应该特殊处理位于队列头部的请求。这种情况下，驱动程序应该调用
blk_queue_headactive 通知内核队列头不是活动的：
blk_queue_headactive(request_queue_t *queue, int active);
如果 active 是 0，内核可以对请求队列头进行修改。

9.6.4.2.1 多队列的块驱动程序
前面提到，内核默认时为每个主设备号维护一个单独的 I/O 请求队列。单个的队列对类似 sbull 这
样设备来讲是足够了，但在实际情况下，单个队列总不是最优的。
考虑一个处理实际磁盘设备的驱动程序，每个磁盘能够独立操作，如果驱动程序能够并行工作，则
系统性能肯定会更好一些。基于单个队列的简单驱动程序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它每次只能在单个
设备上执行操作。
对驱动程序而言，遍历请求队列，并找出独立驱动器的请求并不困难。但 2.4 内核通过允许驱动
程序为每个设备建立独立的队列而使得实现这个目标更加容易。许多高性能的驱动程序利用了这个多队
列功能。实现多队列并不困难，但仅仅 <linux/blk.h> 中的那些简单定义还不够。
如果在编译时定义了 SBULL_MULTIQUEUE 符号，则 sbull 驱动程序将在多队列模式下操作。它
不使用 <linux/blk.h> 中的宏，并且演示了本小节中描述过的许多特性。
要在多队列模式下工作，块驱动程序必须定义它自己的请求队列。为此，sbull 在 Sbull_Dev 结构
中添加了一个队列成员：
request_queue_t queue; int busy;
busy 标志用来保护 request 函数的重入，具体将在下面讲到。
当然，请求队列必须被初始化。sbull 以下面的方式初始化它的设备相关队列：
for (i = 0; i < sbull_devs; i++) { blk_init_queue(&sbull_devices[ i].queue, sbull_request);
blk_queue_headactive(&sbull_devices[ i].queue, 0); } blk_dev[major].queue = sbull_find_queue;
对 blk_init_queue 的调用和我们先前见过的一样，只是现在传递了设备相关的队列，而不是用于我
们这个主设备编号的默认队列。上面的代码同时将队列标记为没有活动的队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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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想知道内核是如何找到这些请求队列的，因为它们看起来隐藏在设备相关的私有结构当
中。这里的关键在于上述代码中的最后一行，它设置了全局 blk_dev 结构当中的 queue 成员，该成员
指向一个函数，这个函数为给定的设备编号找出正确的请求队列。使用默认队列的设备没有这样的函数，
但多队列设备必须实现这个函数：
request_queue_t *sbull_find_queue(kdev_t device) { int devno = DEVICE_NR(device); if (devno >=
sbull_devs) { static int count = 0; if (count++ < 5) /* print the message at most five times */
printk(KERN_WARNING

"sbull:

request

for

unknown

device\n");

return

NULL;

}

return

&sbull_devices[devno].queue; }
和 request 函数类似，sbull_find_queue 必须是原子的（不允许睡眠）
。
每个队列有自己的 request 函数，尽管通常驱动程序会对所有的队列使用相同的函数。内核会将实
际的请求队列作为参数传递到 request 函数中，这样，request 函数就能够知道它正在操作的设备是哪
一个。sbull 当中使用的多队列的 request 函数，看起来和我们先前看到的不太一样，这是因为这个
request 函数直接操作请求队列，同时，它还在执行传输时解除 io_request_lock 锁，以便内核能够执行
其它的块操作。最后，代码还要注意避免两个独立的危险：对 request 函数的多次调用以及对设备本身
的冲突访问。
void sbull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
{
Sbull_Dev *device;
struct request *req;
int status; /* Find our device */
device = sbull_locate_device (blkdev_entry_next_request(&q->queue_head));
if (device->busy) /* no race here - io_request_lock held */
return; device->busy = 1;
/* Process requests in the queue */
while(! list_empty(&q->queue_head)) {
/* Pull the next request off the list. */
req = blkdev_entry_next_request(&q->queue_head);
blkdev_dequeue_request(req);
spin_unlock_irq (&io_request_lock);
spin_lock(&device->lock); /* Process all of the buffers in this (possibly clustered) request. */
do { status = sbull_transfer(device, req); }
while (end_that_request_first(req, status, DEVICE_NAME));
spin_unlock(&device->lock);
spin_lock_irq (&io_request_lock);
end_that_request_last(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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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bu
上面

request 函 数 使 用 链 表 函 数

list_empty 来 测 试 特 定 的 请 求 队 列 ， 而 没 有 使 用

INIT_REQUEST。只要有请求存在，它使用 blkdev_dequeue_request 函数从队列中删除每个请求，紧接
着，一旦删除过程结束，就可以解除 io_request_lock 并获得设备相关的锁。实际的数据传输通过
sbull_transfer 完成，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这个函数。
每次对 sbull_transfer 的调用将处理附加到该请求上的一个 buffer_head 结构。然后，这个函数调
用 end_that_request_first 处置已传输的缓冲区，如果该请求全部完成，则调用 end_that_request_last 函
数整个清除该请求。
必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并行管理。busy 标志用于避免对 sbull_request 的多次调用。因为 sbull_request
始终在拥有 io_request_lock 的时候被调用，因此，不需要其它额外的保护就可以测试并设置 busy 标
志。
（否则，就需要使用 atomic_t）。在获得设备相关的锁之前，io_request_lock 被解除。这里，我们可
以获得多个锁，而不需要冒死锁的风险，但实现起来很困难，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在
获得另外一个锁之前释放当前的锁。
end_that_request_first 在 不 拥 有 io_request_lock 的 情 况 下 被 调 用 。 因 为 该 函 数 仅 仅 在 给 定 的
request 结 构 上 进 行 操 作 ， 因 此 ， 这 样 的 调 用 是 安 全 的 ― ― 只 要 该 请 求 不 在 队 列 上 。 但 是 ， 对
end_that_request_last 的调用，却需要获得 io_request_lock 锁，因为它会把该请求释放到请求队列的空
闲链表中。同时，该函数始终从外层循环中退出，这时，驱动程序拥有 io_request_lock，但释放了设备
锁。
当然，多队列驱动程序必须在删除模块时清除所有的队列：
for (i = 0; i < sbull_devs; i++) blk_cleanup_queue(&sbull_devices[ i].queue); blk_dev[major].queue =
NULL;
但是，这段代码可以编写得更加有效一些。现在，代码在初始化阶段就分配所有的请求队列，不管
其中一些是否会在将来用到。请求队列是非常大的数据结构，因为在队列初始化的时候，可能会分配许
多（也许是上千个）request 结构。更加巧妙的做法是在 open 方法或者 queue 函数中，只有在必要的
时候才分配请求队列。为了避免使代码复杂化，对 sbull 驱动程序，我们选择了一种更为简单的实现方
法。
本小节讲述了多队列驱动程序机制。当然，处理实际硬件的驱动程序可能还有其它需要处理的问题，
比如，对控制器的串行化访问等等。但是，多队列驱动程序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的。

9.6.4.3 没有请求队列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围绕 I/O 请求队列进行讨论。请求队列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让驱动器进
行异步操作，或者更关键的，通过合并（磁盘上）相邻的操作而提高性能。对于通常的磁盘设备，连续
块上的操作很常见，因此，这种优化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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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块设备都能从请求队列中获得好处。比如 sbull，进程同步请求而且在寻址时
间上没有任何问题。其实，对 sbull 来讲，请求队列实际上降低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其它类型的块设备
也可以在没有请求队列的情况下工作得更好。例如，由多个磁盘组成的 RAID 设备，经常将“连续”的
块分布在多个物理设备上。通过逻辑卷管理器（logical volume manager，LVM）功能（首次出现在 2.4 中）
实现的块设备，比起提供给内核其它部分的块结构来讲，也具有更加复杂的实现。
在 2.4 内核中，块 I/O 请求由函数 _ _make_request 放在队列当中，该函数还负责调用驱动程序
的 request 函数。但是，需要对请求的排队过程进行更多控制的块驱动程序，可以利用自己的“make
request”函数替代这个函数。RAID 和 LVM 驱动程序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它们最终就可以将每个 I/O
请求（根据不同的块设备号）重新排队到适当的底层设备上。而一个 RAM 磁盘驱动程序，则可以直
接执行 I/O 操作。
在 2.4 系统上使用 noqueue=1 选项装载 sbull 时，它将提供自己的“make request”函数，并在没有
请求队列的情况下工作。这种情况下，第一步首先要替换 _ _make_request 函数，“make request”函数指
针保存在请求队列当中，可通过 blk_queue_make_request 函数改变：
void blk_queue_make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ueue, make_request_fn *func);
其中，make_request_fn 类型的定义如下：
typedef int (make_request_fn) (request_queue_t *q, int rw, struct buffer_head *bh);
“make request”函数必须安排传输给定的数据块，并在传输完成时调用 b_end_io 函数。在调用
make_request_fn 函数的时候，内核并不获得 io_request_lock 锁，因此，如果该函数要自己操作请求队
列，则必须获取这个锁。如果传输已经建立（不一定完成）
，则该函数应该返回 0。
这里所说的“安排传输”这一短语，是经过仔细斟酌的。通常，驱动程序自己的“make request”函数不
会真正传输数据。考虑 RAID 设备的驱动程序，它的“make request”函数需要做的就是将 I/O 操作映射
到它的组成设备上，然后调用那个设备的驱动程序完成实际的工作。这个映射通过将 buffer_head 结构
中的 b_rdev 成员设置成完成传输的“真实”设备的编号而实现，然后，通过返回一个非零值来表示该数
据块仍然需要被写入。
当内核从“make request”函数中获得一个非零值时，它判断该工作尚未完成并且需要重试。但是，
它首先要查找 b_rdev 成员所代表的设备的“make request”函数。这样，对 RAID 设备来讲，RAID 驱
动程序的“make request”函数不会再次被调用，相反，内核将把这个数据块传递到底层设备的对应函数。
在初始化阶段，sbull 用下面的代码设置自己的“make request”函数：
if (noqueue) blk_queue_make_request(BLK_DEFAULT_QUEUE(major), sbull_make_request);
sbull_make_request);
在这种模式下，sbull 并没有调用 blk_init_queue，因为我们不会使用请求队列。
当内核产生一个对 sbull 设备的请求时，它将调用 sbull_make_request，该函数的定义如下：
int sbull_make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ueue, int rw, struct buffer_head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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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 *ptr;
/* Figure out what we are doing */
Sbull_Dev *device = sbull_devices + MINOR(bh->b_rdev);
ptr = device->data + bh->b_rsector * sbull_hardsect;
/* Paranoid check; this apparently can really happen */
if (ptr + bh->b_size > device->data + sbull_blksize*sbull_size)
{
static int count = 0;
if (count++ < 5) printk(KERN_WARNING "sbull: request past end of device\n");
bh->b_end_io(bh, 0);
return 0;
}
/* This could be a high-memory buffer; shift it down */
#if CONFIG_HIGHMEM bh = create_bounce(rw, bh);
#endif
/* Do the transfer */
switch(rw) {
case READ:
case READA: /* Read ahead */ memcpy(bh->b_data, ptr, bh->b_size);
/* from sbull to buffer */
bh->b_end_io(bh, 1);
break;
case WRITE: refile_buffer(bh);
int sbull_make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ueue, int rw, struct buffer_head *bh)
{
u8 *ptr; /* Figure out what we are doing */
Sbull_Dev *device = sbull_devices + MINOR(bh->b_rdev);
ptr = device->data + bh->b_rsector * sbull_hardsect;
/* Paranoid check; this apparently can really happen */
if (ptr + bh->b_size > device->data + sbull_blksize*sbull_size) {
static int count = 0;
if (count++ < 5)
printk(KERN_WARNING "sbull: request past end of device\n"); bh->b_end_io(bh, 0);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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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could be a high-memory buffer; shift it down */
#if CONFIG_HIGHMEM bh = create_bounce(rw, bh);
#endif /* Do the transfer */ switch(rw) {
case READ:
case READA: /
Read ahead */
memcpy(bh->b_data, ptr, bh->b_size);
/* from sbull to buffer */ bh->b_end_io(bh, 1);
break;
case WRITE: refile_buffer(bh);
break;
}
/* Nonzero return means we're done */ return 0;
}
memcpy(ptr, bh->b_data, bh->b_size);
/* from buffer to sbull */
mark_buffer_uptodate(bh, 1);
bh->b_end_io(bh, 1);
break;
default: /* can't happen */
bh->b_end_io(bh, 0);
上面的大部分代码一定看似熟悉。它包含了通常的计算以确定块在 sbull 中的位置，并使用
memcpy 执行操作。因为该操作将立即结束，所以它调用 bh->b_end_io 函数表示操作已完成，然后给
内核返回 0。
但是，这里有一个“make request”函数必须要注意的细节。要传输的缓冲区可能位于内存不能直接
访问的高端内存。高端内存的具体内容将在第 13 章中讲述，这里不会重复。读者只要知道处理这个问
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将高端内存中的缓冲区用一个可访问内存中的缓冲区替代。create_bounce 函数就
是用来完成这个工作的，并且对驱动程序来讲是透明的。内核通常在将缓冲区放到驱动程序的请求队列
之前使用 create_bounce，但是，如果驱动程序实现了自己的 make_request_fn 函数，则必须由自己完
成这个工作。

9.6.5 挂装和卸载是如何工作的
块设备和字符设别及普通文件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块设备可以被挂装到系统的文件系统上。挂
装提供了对字符设备来讲不可见的间接方法，后者通常通过由特定进程所拥有的 struct file 指针来访
问。而当文件系统被挂装时，没有任何进程拥有对应的 file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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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核挂装文件系统中的某个设备时，它调用标准的 open 方法访问驱动程序。但在这种情况下，
用以调用 open 的两个参数 filp 和 inode 均为哑变量。在 file 结构中，只有 f_mode 和 f_flags 成员
保存着有意义的值，而 inode 结构中，也只会用到 i_rdev。其余的成员含有随机值，因此不应该使用
这些成员。f_mode 的值告诉驱动程序，以只读方式（f_mode == FMODE_READ）还是以读/写方式
（f_mode == (FMODE_READ|FMODE_WRITE)）挂装设备。
这样，open 接口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有两个原因促使内核这样做。首先，进程可以以标准方式调
用 open 来直接访问设备，比如 mkfs 工具。另外一个原因源于历史遗留问题：块驱动程序使用了与字
符驱动程序一样的 file_operations 结构，因此，不得不遵循相同的接口。除了传递给 open 方法的有限
参数以外，驱动程序看不到任何挂装文件系统期间所发生的其它东西。设备被打开之后，内核就会调用
request 方法传输数据块，驱动程序其实无法了解发生在各种操作之间的区别，到底是在响应独立的进
程（比如 fsck）
，还是在处理源于内核文件系统层的操作。
对 umount 来讲，它只是刷新缓冲区缓存然后调用驱动程序的 release 方法。因为没有任何有具体
含义的 filp 可传递给 release 方法，所以，内核使用 NULL。因此，块驱动程序的 release 实现，不
能使用 filp->private_data 来访问设备信息，而只能使用 inode->i_rdev 来区别不同的设备。这样，sbull
的 release 方法如下实现：
int sbull_release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Sbull_Dev *dev = sbull_devices +
MINOR(inode->i_rdev);

spin_lock(&dev->lock);

dev->usage--;

MOD_DEC_USE_COUNT;

spin_unlock(&dev->lock); return 0; }
其它的驱动程序函数不会受到“不存在的 filp”问题的影响，因为它们根本不会涉及到文件系统的挂
装和卸载。例如，ioctl 只会被显式调用了 open 方法打开设备的进程调用。

9.6.6 ioctl 方法
和字符设备类似，我们也可以通过 ioctl 系统调用来操作块设备。块驱动程序和字符驱动程序在
ioctl 实现上的唯一不同，就是块设备驱动程序共享了大量常见的 ioctl 命令，大多数驱动程序都会支持
这些命令。
块驱动程序通常要处理的命令如下所示（在 <linux/fs.h> 中声明）：
BLKGETSIZE
检索当前设备的大小，以扇区数表示。系统调用传递的 arg 参数是一个指向长整数的指针，用来
将设备大小值复制到用户空间变量中。mkfs 可利用该 ioctl 命令了解将要创建的文件系统大小。
BLKFLSBUF
从字面上看，该命令的含义是“刷新缓冲区”。该命令的实现对所有设备来讲都是一样的，其代码可
在下面的全局 ioctl 命令示例代码中找到。
BLKRR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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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读取分区表。该命令仅对可分区设备有效，将在本章后面介绍。
BLKRAGET
BLKRASET
用来获取或者修改设备当前的块级预读值（即保存在 read_ahead 数组中的值）。对 GET，应该使
用传递到 ioctl 的 arg 参数的指针，将当前值写入用户空间的长整型变量；而对 SET，新的值作为参
数传递。
BLKFRAGET
BLKFRASET
获取或设置设备的文件系统级预读值（保存在 max_readahead 数组中的值）
。
BLKROSET
BLKROGET
上述命令用来修改或者检查设备的只读标志。
BLKSECTGET
BLKSECTSET
上述命令检索或设置每个请求的最大扇区数（保存在 max_sectors）
。
BLKSSZGET
通过指向调用者的整型变量指针，返回当前块设备的扇区大小，该大小值直接从 hardsect_size 数
组中获得。
BLKPG
BLKPG 命令允许用户模式的程序添加或者删除分区。它由 blk_ioctl（很快就会讲到）实现，内核
中的驱动程序不需要提供它们自己的实现。
BLKELVGET
BLKELVSET
通过这些命令可控制电梯请求排序算法的工作方式。和 BLKPG 类似，驱动程序不需要直接实现
该命令。
HDIO_GETGEO
定义在 <linux/hdreg.h> 中，用来检索磁盘的几何参数。应该通过一个 hd_geometry 结构将几何参
数写入用户空间，该结构也定义在 hdreg.h 中。sbull 给出了该命令的通常实现。
HDIO_GETGEO 命令是 <linux/hdreg.h> 中定义的一系列 HDIO_ 命令中最为常用的。感兴趣的读
者可以阅读 ide.c 和 hd.c 了解这些命令的相应信息。
对所有的块驱动程序，上述 ioctl 命令几乎以相同的方式实现。2.4 内核提供了一个函数，即
blk_ioctl，可调用该函数实现常见命令，该函数在 <linux/blkpg.h> 中声明。通常来说，需要由驱动程序
自己实现的命令是 BLKGETSIZE 和 HDIO_GETEO，而其它命令，都可以传递给 blk_ioctl 处理。
sbull 设备只支持刚刚列出的常用命令，因为设备特有命令的实现方法，和字符驱动程序的实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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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没有任何区别。sbull 的 ioctl 实现如下：
int sbull_ioctl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int err;
long size;
struct hd_geometry geo;
PDEBUG("ioctl 0x%x 0x%lx\n", cmd, arg);
switch(cmd) {
case BLKGETSIZE:
/* Return the device size, expressed in sectors */

if (!arg) return -EINVAL;
/* NULL pointer: not valid */

err = ! access_ok (VERIFY_WRITE, arg, sizeof(long));

if (err) return -EFAULT;
size = blksize*sbull_sizes[MINOR(inode->i_rdev)] / sbull_hardsects[MINOR(inode->i_rdev)];
if (copy_to_user((long *) arg, &size, sizeof (long)))
return -EFAULT;
return 0;
case BLKRRPART: /* reread partition table: can't do it */ r
eturn -ENOTTY;
case HDIO_GETGEO:
/*
* Get geometry: since we are a virtual device, we have to make

if (err) return -EFAULT;
size = sbull_size * blksize / sbull_hardsect;
geo.cylinders = (size & ~0x3f) >> 6;
geo.heads = 4;
geo.sectors = 16;
geo.start = 4;
if (copy_to_user((void *) arg, &geo, sizeof(geo))) return -EFAULT;
return 0;
default: /* * For ioctls we don't understand, let the block layer * handle them. */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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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k_ioctl(inode->i_rdev, cmd, arg);
}
return -ENOTTY;
/* unknown command */
}
* up something plausible. So we claim 16 sectors, four heads,
* and calculate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 of cylinders. We set
* the start of data at sector four. */ err = ! access_ok(VERIFY_WRITE, arg, sizeof(geo));
该函数开头的 PDEBUG 语句被保留，这样，在编译该模块时，可打开调试选项，从而能够看到该
设备上发生的 ioctl 命令。

8.6.7 可移动设备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忽略了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结构中的两个文件操作，它们用于支持可移
动介质设备，现在我们介绍这两个操作。sbull 其实根本不是一种移动设备，但它伪装成了移动设备，
因此，需要实现这两个操作。
这两个操作是 check_media_change 和 revilidate。前者用于检查自从上次访问以来，设备是否发生
过变化，而后者在磁盘变化之后，重新初始化驱动程序状态。
对 sbull 而言，在其使用计数减小为零后，稍后就会释放与某个设备相关联的数据区域，这样，就
可以通过保持设备被卸载（或关闭）足够长的时间来模拟磁盘变化，下一次对设备的访问，将分配一块
新的内存区域。
这种类型的“适时过期”方法使用内核定时器实现。
check_media_change
这个检查函数只有一个 kdev_t 型参数，用来标识设备。返回值为 1 表明介质变化，反之返回 0。
不支持移动设备的块驱动程序可将 bdops->check_media_change 设置为 NULL，从而无需声明该函数。
值得注意的是，当设备是可移动的，但又无法知道是否发生变化时，返回 1 是一种安全的选择。
这正是 IDE 驱动程序处理可移动磁盘的方法。
sbull 的实现是在设备因为定时器到期而从内存中删除时返回 1，而在数据仍然有效时返回 0。如
果打开调试选项，则会向系统日志打印一条消息，这样，用户可以验证该方法是由内核调用的。
int sbull_check_change(kdev_t i_rdev) {
int minor = MINOR(i_rdev);
Sbull_Dev *dev = sbull_devices + minor;
PDEBUG("check_change for dev %i\n",minor);
if (dev->data)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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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ll valid */ return 1;
/* expired */ }

8.6.7.1 revalidation
revalidation 函数在检测到磁盘变化时调用。内核 2.1 版本中实现的各种 stat 系统调用也会调用这
个函数。该函数的返回值目前还没有被使用，为了安全起见，应该返回 0 以表示成功，返回负的错误
值以表示错误。
由 revalidation 执行的操作是设备特有的，但 revalidation 通常用来更新内部的状态信息以便反映
出新的设备。
sbull 的 revalidation 方法在没有合法内存区域的情况下，将试着分配一个新的数据区。
int sbull_revalidate(kdev_t i_rdev)
{
Sbull_Dev *dev = sbull_devices + MINOR(i_rdev);
PDEBUG("revalidate for dev %i\n",MINOR(i_rdev));
if (dev->data) return 0;
dev->data = vmalloc(dev->size);
if (!dev->data) return -ENOMEM;
return 0;
}

9.6.7.2 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移动设备的驱动程序应该在设备被打开时检查磁盘变化情况。内核提供了一个函数，可致使检查的
发生：
int check_disk_change(kdev_t dev);
如果检测到磁盘变化，则返回非零值。内核在挂装期间会自动调用 check_disk_change，但不会在
open 期间自动调用。
但是，某些程序会直接访问磁盘数据，而不会首先挂装设备，比如：fsck、mcopy 和 fdisk 等等。
如果驱动程序在内存中保留了移动设备的状态信息，则应该在第一次打开设备时调用内核的
check_disk_change 函数。该函数使用驱动程序的 check_media_change 和 revalidation 方法，因此，没
有必要在 open 本身中实现特殊的代码。
下面是 sbull 的 open 方法实现，该方法处理了磁盘的变化情况：
int sbull_open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Sbull_Dev *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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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 information */
int num = MINOR(inode->i_rdev);
if (num >= sbull_devs) return -ENODEV;
dev = sbull_devices + num;
spin_lock(&dev->lock); /* revalidate on first open and fail if no data is there */
if (!dev->usage)
{
check_disk_change(inode->i_rdev);
if (!dev->data)
{ spin_unlock (&dev->lock);
return -ENOMEM;
}
}
dev->usage++;
spin_unlock(&dev->lock);
MOD_INC_USE_COUNT;
return 0;
/* success */
}
int sbull_open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Sbull_Dev *dev;
/* device information */
int num = MINOR(inode->i_rdev);
if (num >= sbull_devs) return -ENODEV;
dev = sbull_devices + num;
spin_lock(&dev->lock);
/* revalidate on first open and fail if no data is there */
驱动程序不需要为磁盘变化做其它额外的工作。如果在打开计数仍然大于零的情况下发生磁盘变
化，则数据将会被破坏。驱动程序能够避免发生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利用使用计数控制介质的门锁，
当然，物理设备要支持介质门的锁定。这样，open 和 close 就能够适当地禁止或者打开这个物理锁。

9.6.8 可分区设备
大多数块设备不会以整块方式使用，相反，系统管理员通常希望对该设备进行分区，也就是说，将
整个设备划分成若干独立的伪设备。如果读者试图在 sbull 设备上利用 fdisk 建立分区，就会遇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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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sk 程序称这些分区为 /dev/sbull01、/dev/sbull02 等等，但这些名称根本就不存在。还要指出的是，
目前还没有一种机制将这些名称和 sbull 设备当中的分区绑定在一起，因此，在一个块设备能够被分区
之前，必须完成一些准备工作。
为了演示如何支持分区，我们引入一个新的设备，称为“spull”，表示“Simple Paritionable Utility”。
这个设备比起 sbull 来更为简单，因为它缺少请求队列的管理以及其它一些灵活性（比如改变硬扇区大
小的能力）。该设备保存在 spull 目录中，虽然它和 sbull 共享某些代码，但和 sbull 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在某个设备上支持分区，我们必须赋于每个物理设备若干个次设备号。一个设备号用来访问整
个设备（例如，/dev/hda），而另外一些用来访问不同的分区（比如 /dev/hda1、/dev/hda2 等）
。因为 fdisk
通过在磁盘设备的整体名称后添加数字后缀来建立分区名称，因此，我们会在 spull 驱动程序中遵循同
样的命名习惯。
由 spull 实现的设备结点称为 pd，表示“partionable disk（可分区磁盘）”。四个整体设备（也称为
“单元（unit）”）分别命名为 /dev/pda 到 /dev/pdd，每个设备至多支持 15 个分区。次设备号的含义如
下：低四位代表分区编号（0 表示整个设备）
，高四位表示单元编号。这一约定在源文件中通过下面的
宏表示：
#define MAJOR_NR spull_major /* force definitions on in blk.h */
int spull_major; /* must be declared before including blk.h */
#define SPULL_SHIFT 4 /* max 16 partitions */
#define SPULL_MAXNRDEV 4 /* max 4 device units */
#define DEVICE_NR(device) (MINOR(device)>>SPULL_SHIFT)
#define DEVICE_NAME "pd" /* name for messaging */
spull 驱动程序同时将硬扇区大小硬编码在代码中，以便简化编程：
#define SPULL_HARDSECT 59.6 /* 59.6-byte hardware sectors */

9.6.8.1 一般性硬盘
所有的可分区设备都需要知道具体的分区结果，该信息可从分区表中获得，其初始化过程的一部分
包括对分区表的解码，并更新内部数据结构来反映出分区信息。
解码并不简单，但所幸的是内核提供了可被所有块设备使用的“一般性硬盘（generic hard disk）”支
持。这种支持最终减少了驱动程序中用以处理分区的代码量。这种一般性支持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驱动
程序编写者不需要理解具体的分区方法，而且还可以在无需修改驱动程序代码的情况下，在内核中添加
新的分区方案。
支持分区的块驱动程序必须包含 <linux/genhd.h> 头文件，并声明一个 struct gendisk 结构，该结
构描述了驱动程序所提供的磁盘之布局。内核维护这类结构的一个全局链表，这样，可查询该结构而获
得系统中可用的磁盘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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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首先了解一下 struct gendisk 中的一些成员。在利用一般性设备支持之前，
我们需要首先理解这些成员。
int major
该结构所指的主设备编号。
const char *major_name
属于该主设备号的设备基本名称（base name）
。每个设备的名称通过在基本名称之后添加一个表示
单元的字母，以及一个表示分区的编号而形成。例如，“hd”是用来建立 /dev/hda1 和 /dev/hdb3 的基本
名称。在现代模块中，磁盘名称的总长度可达 32 个字符，但 2.0 内核要小一些。如果驱动程序希望
能够移植到 2.0 内核，则应该将
major_name 成员限制在五个字符之内。spull 的基本名称是 pd（“partitionable disk”）。
int minor_shift
minor_shift 表示从次设备编号中得出驱动器编号时的位移数。在 spull 中，该数值为 4。该成员
的值应该和宏 DEVICE_NR(device) （见“头文件 blk.h”一节）的定义保持一致。spull 中，这个宏将展
开成 device>>4。
int max_p
分区的最大个数。在我们的例子中，max_p 是 16，或者更为一般些，即 1 << minor_shift。
struct hd_struct *part
该设备解码后的分区表。驱动程序可以利用这一成员确定通过每个次设备号能够访问的磁盘扇区范
围。驱动程序负责分配和释放该数组，大多数驱动程序将其实现为静态的数组，数组中共有 max_nr <<
minor_shift 个结构。在内核解码分区表之前，驱动程序应该将该数组初始化为零。
int *sizes
是个整型数组，其中包含了与全局 blk_size 数组一样信息，实际上，它们经常是同一个数组。驱
动程序负责分配和释放 sizes 数组。注意设备的分区检查代码将把该指针复制到 blk_size，因此，处理
可分区设备的驱动程序不必分配后一个数组。
int nr_real
实际存在的设备（单元）个数。
void *real_devices
驱动程序可使用此成员保存任何附加的私有数据。
void struct gendisk *next
用来实现一般性硬盘结构链表的指针。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fops;
指向设备块操作结构的指针。
许多 gendisk 结构中的成员在初始化阶段进行设置，因此，编译阶段的设置相对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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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gendisk spull_gendisk = { major: 0, /* Major number assigned later */ major_name: "pd", /* Name
of the major device */ minor_shift: SPULL_SHIFT, /* Shift to get device number */ max_p: 1 <<
SPULL_SHIFT, /* Number of partitions */ fops: &spull_bdops, /* Block dev operations */ /* everything else
is dynamic */ };

9.6.8.2 分区检测
在模块初始化其本身时，它必须为分区检测进行适当的设置。首先，spull 为 gendisk 结构设置
spull_sizes 数组（该数组也将赋于 blk_size[MAJOR_NR] 以及 gendisk 结构的 sizes 成员）以及
spull_partitions 数组，该数组保存了实际的分区信息（也将赋于 gendisk 结构的 part 成员）。这两个数
组在这个阶段被初始化为零，其代码如下：
spull_sizes = kmalloc( (spull_devs << SPULL_SHIFT) * sizeof(int), GFP_KERNEL);
if (!spull_sizes) goto fail_malloc;
/* Start with zero-sized partitions, and correctly sized units */
memset(spull_sizes, 0, (spull_devs << SPULL_SHIFT) * sizeof(int));
for (i=0; i< spull_devs; i++) spull_sizes[i<<SPULL_SHIFT] = spull_size; blk_size[MAJOR_NR] =
spull_gendisk.sizes = spull_sizes;
/* Allocate the partitions array. */
spull_partitions = kmalloc( (spull_devs << SPULL_SHIFT) * sizeof(struct hd_struct), GFP_KERNEL);
if (!spull_partitions) goto fail_malloc;
memset(spull_partitions, 0, (spull_devs << SPULL_SHIFT) * sizeof(struct hd_struct));

/* fill in whole-disk entries */ for (i=0; i < spull_devs; i++) spull_partitions[i << SPULL_SHIFT].nr_sects
=
spull_size*(blksize/SPULL_HARDSECT);
spull_gendisk.part = spull_partitions;
spull_gendisk.nr_real = spull_devs;
驱动程序也应该将其 gendisk 结构包含到全局链表中。因为内核没有提供函数添加 gendisk 结构
到该链表中，因此，必须手工完成：
spull_gendisk.next = gendisk_head; gendisk_head = &spull_gendisk;
在实际系统中，系统仅仅利用该链表实现了 /proc/partitions。
我们在前面看到的 register_disk 函数，用来读取磁盘的分区表。
register_disk(struct gendisk *gd, int drive, unsigned minors,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ops, long
size);
这里，gd 就是我们先前准备好的 gendisk 结构，drive 是设备编号，minors 是所支持的分区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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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 是驱动程序的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结构，而 size 则是设备以扇区计的大小。
固定磁盘可在模块初始化阶段以及 BLKRRPART 被调用时读取分区表，而移动设备的驱动程序还
需要在 revalidate 方法中调用该函数。不管是哪种方法，都需要注意 register_disk 将调用驱动程序的
request 函数读取分区表，因此，驱动程序都应该在这点上经过足够的初始化以处理请求。我们还需注
意不能在这时拥有任何可能与 request 函数中获得的锁冲突的锁。register_disk 必须为系统中实际存在
的每个磁盘调用一次。
spull 在 revalidate 方法中建立分区：
int spull_revalidate(kdev_t i_rdev) {
/* first partition,# of partitions */
int part1 = (DEVICE_NR(i_rdev) << SPULL_SHIFT) + 1;
int npart = (1 << SPULL_SHIFT) -1;
/* first clear old partition information */
memset(spull_gendisk.sizes+part1, 0, npart*sizeof(int));
memset(spull_gendisk.part +part1, 0, npart*sizeof(struct hd_struct));
spull_gendisk.part[DEVICE_NR(i_rdev) << SPULL_SHIFT].nr_sects = spull_size << 1;
/* then fill new info */
printk(KERN_INFO "Spull partition check: (%d) ", DEVICE_NR(i_rdev));
register_disk(&spull_gendisk, i_rdev, SPULL_MAXNRDEV, &spull_bdops, spull_size << 1); return 0;
}
值得注意的是，register_disk 通过重复调用 printk 函数来打印分区信息：
printk(" %s", disk_name(hd, minor, buf));
这就是为什么 spull 会打印一个前导字符串的原因，这些额外的上下文信息也许会填满系统日志。
在卸载可分区模块时，驱动程序应该对每对它所支持的主/次设备编号调用 fsync_dev，以便刷新所
有的分区，当然，还应该释放所有相关的内存。spull 的清除函数定义如下：
for (i = 0; i < (spull_devs << SPULL_SHIFT); i++) fsync_dev(MKDEV(spull_major, i)); /* flush the
devices */
blk_cleanup_queue(BLK_DEFAULT_QUEUE(major));
read_ahead[major] = 0;
kfree(blk_size[major]);
/* which is gendisk->sizes as well */
blk_size[major] = NULL;
kfree(spull_gendisk.part);
kfree(blksize_size[major]);
blksize_size[major] = NULL;
还需要从全局链表中删除 gendisk 结构。因为没有提供函数来完成该工作，因此需要手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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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dp = &gendisk_head;
*gdp;
gdp = &((*gdp)->next)) if (*gdp == &spull_gendisk) { *gdp = (*gdp)->next;
break;
}
注意没有和 register_disk 函数相对应的 unregister_disk 函数。register_disk 得到的所有结果保存在
驱动程序自己的数组中，所以在卸载阶段没有任何清除工作需要完成。

9.6.8.3 使用 initrd 完成分区检测
如果我们想从某个设备上挂装根文件系统，而该设备的驱动程序只以模块形式存在，这时，我们就
必须使用现代 Linux 内核提供的 initrd 设施。我们不会在这里介绍 initrd，所以，这个小节是针对了
解 initrd，并且想知道它是如何影响块驱动程序的读者的。initrd 的详细信息可在内核源代码的
Documentation/initrd.txt 中找到。
当我们使用 initrd 引导内核时，它会在挂装实际的根文件系统之前建立一个临时的运行环境。通
常，我们从用作临时根文件系统的 RAM 磁盘上装载模块。
因为 initrd 过程在所有引导阶段的初始化完成之后（但在挂装实际的根文件系统之前）运行，因
此，在装载一个通常的模块与装载一个存在于 initrd RAM 磁盘上的模块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
能够正确装载并以模块的方式使用某个驱动程序，所有支持 initrd 的 Linux 发行版就会将该驱动程序
包含在安装磁盘中，而不需要我们自己去 hack 内核源代码。

9.6.8.4 spull 的设备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如何初始化可分区设备，但还不知道如何访问分区中的数据。为此，我们需要使用由
register_disk 保存在 gendisk->part 数组中的分区信息。该数组由 hd_struct 结构组成，并由次设备号索
引。hd_struct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成员：start_sect 告诉我们给定分区在该磁盘上的起始位置，而 nr_sects
给出了该分区的大小。
这里我们将描述 spull 如何使用这些信息。下面的代码仅仅包含了 spull 不同于 sbull 的那些代
码，因为大部分代码其实是一样的。
首先，open 和 close 保持每个设备的使用计数。因为使用计数是针对物理设备（单元）的，因此，
下面的声明和赋值用于 dev 变量：
Spull_Dev *dev = spull_devices + DEVICE_NR(inode->i_rdev);
这里使用的 DEVICE_NR 宏是必须在包含 <linux/blk.h> 之前声明的宏之一，它定义了物理的设备
编号，而不需要考虑正在使用哪个分区。
尽管几乎每个设备方法都可以将物理设备作为一个整体而处理，但 ioctl 需要访问每个分区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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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例如，当 mkfs 调用 ioctl 检索要建立文件系统的设备大小时，它应该告诉 mkfs 对应分区的大
小，而不是整个设备的大小。下面的代码说明了 ioctl 的 BLKGETSIZE 命令，如何受到每设备一个次
设备号到多个次设备号这一改变的影响的。读者可能会想到，spull_gendisk->part 将用来获得分区大小。
case BLKGETSIZE:
/* Return the device size, expressed in sectors */
err = ! access_ok (VERIFY_WRITE, arg, sizeof(long));
if (err) return -EFAULT;
size = spull_gendisk.part[MINOR(inode->i_rdev)].nr_sects;
if (copy_to_user((long *) arg, &size, sizeof (long))) return -EFAULT;
return 0;
另外一个类似的 ioctl 命令是 BLKRRPART。对可分区设备来讲，重新读取分区表非常有意义，并
且等价于在磁盘发生变化时的重生成（revalidate）操作：
case BLKRRPART: /* re-read partition table */
return spull_revalidate(inode->i_rdev);
然而，sbull 和 spull 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 request 函数。在 spull 中，request 函数要使用分区信
息以便从不同的次设备中传输数据。传输的定位，只需在请求所提供的扇区上加上分区的起始扇区，分
区的大小信息也可用来确保请求发生在分区内部。在上述工作完成之后，其余的实现和 sbull 是一样的。
下面是 spull_request 中的相关代码行：
ptr = device->data + (spull_partitions[minor].start_sect + req->sector)*SPULL_HARDSECT;
size = req->current_nr_sectors*SPULL_HARDSECT;
/*
/*Make sure that the transfer fits within the device.
*/
if (req->sector + req->current_nr_sectors > spull_partitions[minor].nr_sects) {
static int count = 0;
if (count++ < 5) printk(KERN_WARNING "spull: request past end of partition\n"); return 0;
}
扇区数乘以硬件的扇区大小（spull 中，该数值是硬编码的）可获得分区以字节计的大小。

9.6.9 中断驱动的块驱动程序
在一个驱动程序控制真正的硬件设备时，其操作通常是由中断驱动的。使用中断，可以在执行 I/O
操作过程中释放处理器，从而帮助提高系统性能。为了 I/O 能够以中断驱动的方式工作，所控制的设
备必须能够异步传输数据并产生中断。
如果驱动程序是中断驱动的，request 函数应该提交一次数据传输并立即返回，而无需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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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_request。但是，在没有调用 end_request（或其组成部分）之前，不会认为请求已经完成。因此，
在设备告诉驱动程序已完成数据传输时，顶半或底半中断处理程序需要调用 end_request。
sbull 和 spull 在不使用系统微处理器的情况下，都无法传输数据，但是，如果用户在装载 spull 的
时候指定 irq=1 选项，则 spull 可以模拟中断驱动的操作。当 irq 为非零值时，驱动程序使用内核定
时器来延迟当前请求的满足，延迟的长度就是 irq 的值：其值越大，延迟越长。
块的传输始终在内核调用驱动程序的 request 函数时开始。中断驱动设备的 request 函数指示硬件
执行传输，然后返回，而不会等待传输的完成。spull 的 request 函数执行通常的错误检查，然后调用
spull_transfer 传输数据（相当于驱动程序指示实际的硬件执行异步传输）
，然后，spull 延迟请求完成确
认，直到发生中断的那一刻：
void spull_irqdriven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 {
spull_timer.expires = jiffies + spull_irq;
add_timer(&spull_timer); spull_busy = 1;
Spull_Dev *device; int status;
long flags;
/* If we are already processing requests, don't do any more now. */
if (spull_busy) return;
while(1)
{ INIT_REQUEST;
/* returns when queue is empty */
/* Which "device" are we using? */
device = spull_locate_device (CURRENT);
if (device == NULL)
{ end_request(0);
continue;
} spin_lock_irqsave(&device->lock, flags);
/* Perform the transfer and clean up. */ s
tatus = spull_transfer(device, CURRENT);
spin_unlock_irqrestore(&device->lock, flags);
/* ... and wait for the timer to expire -- no end_request(1) */
return;
}
}
在设备处理当前请求时，还可以累积新的请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总会发生重入调用，因此，
request 函 数 设 置 spull_busy 标 志 ， 以 确 保 给 定 时 间 内 只 发 生 一 次 传 输 。 因 为 整 个 函 数 在 拥 有
io_request_lock 锁（内核在调用 request 函数前获取该锁）的情况下运行，因此无需对该忙标志使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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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并设置操作。否则，为了避免竞态的发生，我们必须使用 atomic_t 类型的变量，而不是 int 变量。
中断处理程序要执行许多任务。首先，它必须检查未完成传输的状态，并清除该请求。然后，如果
还有其它需要处理的请求，中断处理程序就要负责获得下一个已启动的请求。为了避免代码的重复，处
理程序通常会调用 request 函数来启动下一个传输。需要注意的是，request 函数希望调用者拥有
io_request_lock 锁，因此，中断处理程序必须获得该锁。当然，end_reqeust 函数也需要获得该锁。
在我们的示例模块中，中断处理程序的角色由定时器到期时所调用的函数担当，该函数调用
end_request 并调用 request 函数安排下一个数据传输。在这段简单的代码中，spull 的中断处理程序在
“中断”期间执行其所有的工作，一个实际的驱动程序几乎肯定会推迟这些工作，并在任务队列或者
tasklet 中执行。
/* this is invoked when the timer expires */
void spull_interrupt(unsigned long unused)
{
unsigned long flags spin_lock_irqsave(&io_request_lock, flags);
end_request(1);
/* This request is done - we always succeed */
spull_busy = 0;
/* We have io_request_lock, no request conflict */
if (! QUEUE_EMPTY)
/* more of them? */
spull_irqdriven_request(NULL);
/* Start the next transfer */
spin_unlock_irqrestore(&io_request_lock, flags);
}
如果读者要让 spull 模块以中断驱动方式运行，几乎不可能注意到我们添加的延迟。该设备几乎和
先前的一样快，因为缓冲区缓存避免了内存和设备之间的大多数数据传输。如果读者想感受到慢设备的
行为，则可以在装载 spull 时为 irq= 指定一个较大的值。

9.6.10 向后兼容性
块设备层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大部分变化发生在 2.2 和 2.4 稳定版本之间。这一小节将总结前
面版本的不同之处。读者可以阅读示例源代码中可运行在 2.0、2.2 和 2.4 上的驱动程序，这样能看到
移植性是如何处理的。
Linux 2.2 中不存在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结构，相反，块驱动程序使用的是和字符驱动程序一
样的 file_operations 结构，check_media_change 和 revalidate 也是该结构的一部分。内核同时提供了一
组一般性函数，包括 block_read、block_write 和 block_fsync，大部分驱动程序可以在其 file_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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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使用这些函数。2.2 或 2.0 file_operations 结构的典型初始化代码如下：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bull_bdops = {
read: block_read,
write: block_write,
ioctl: sbull_ioctl,
open: sbull_open,
release: sbull_release,
fsync: block_fsync,
check_media_change: sbull_check_change,
revalidate: sbull_revalidate
};
需要注意的是，块驱动程序也一样经历了 2.0 和 2.2 版本之间的 file_operations 原型变化，这和
字符驱动程序是一样的。
在 2.2 及其先前内核中，request 函数保存在 blk_dev 全局数组中，因此，初始化时需要下面代码
行：
blk_dev[major].request_fn = sbull_request;
因为该方法仅仅允许每个主设备号拥有一个队列，因此，2.4 内核中的多队列能力在先前版本中并
不存在。因为只有一个队列，request 函数不需要将队列作为一个参数，所以该函数没有任何参数，它
的原型如下：
void (*request) (void);
同时，所有的队列都拥有活动头，因此 blk_queue_headactive 也不存在。
在 2.2 及其先前版本中没有 blk_ioctl 函数。但是，有个称为 RO_IOCTLS 的宏可插入 switch 语
句来实现 BLKROSET 和 BLKROGET。示例源代码中的 sysdep.h 包含了一个使用 RO_IOCTLS 的
blk_ioctl 实现，并且实现了其它一些标准的 ioctl 命令：
#ifdef RO_IOCTLS static inline int blk_ioctl(kdev_t dev,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int err;
}
#endif /* RO_IOCTLS */
switch (cmd)
{
case BLKRAGET:
/* return the read-ahead value */ i
f (!arg) return -EINVAL; err = ! access_ok(VERIFY_WRITE, arg, sizeof(long));
if (err) return -EFAULT;
PUT_USER(read_ahead[MAJOR(dev)],(long *) 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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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0;
case BLKRASET: /
set the read-ahead value */
if (!capable(CAP_SYS_ADMIN)) return -EACCES;
if (arg > 0xff) return -EINVAL;
/* limit it */
read_ahead[MAJOR(dev)] = arg;
return 0;
case BLKFLSBUF: /* flush */
if (! capable(CAP_SYS_ADMIN))
return -EACCES;
/* only root */
fsync_dev(dev);
invalidate_buffers(dev);
return 0;
RO_IOCTLS(dev, arg);
}
return -ENOTTY;
BLKFRAGET、BLKFRASET、BLKSECTGET、BLKSECTSET、BLKELVGET 和 BLKELVSET 命
令是 Linux 2.2 添加的，BLKPG 是在 2.4 中添加的。
Linux 2.0 中没有 max_readahead 数组，而是有一个 max_segments 数组，并在 Linux 2.0 和 2.2
中使用该数组，但设备驱动程序通常不需要设置这个数组。
最后，register_disk 直到在 Linux 2.4 中才出现。前面版本中有一个称为 resetup_one_dev 的函数，
可完成类似的功能：
resetup_one_dev(struct gendisk *gd, int drive);
sysdep.h 利用下面的代码来模拟 register_disk 函数：
static inline void register_disk(struct gendisk *gdev, kdev_t dev, unsigned minors, struct file_operations
*ops, long size)
{
if (! gdev) return;
resetup_one_dev(gdev, MINOR(dev) >> gdev->minor_shift);
}
当然，因为 Linux 2.0 中不存在任何类型的 SMP 支持，所以没有 io_request_lock，也不需要为 I/O
请求队列的并行访问而担心。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尽管还没有人知道 2.5 开发系列版本中会发生什么，但块设备处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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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的整修则是肯定的。许多人不太喜欢这个层的设计，因此有许多压力迫使内核开发人员重新编写
块设备处理层。

9.6.11 快速参考
这里将总结编写块驱动程序时要用到的最重要的函数和宏，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并不会列出
struct request、struct buffer_head 以及 struct genhd 的成员，而且还略去了预定义的 ioctl 命令。
#include <linux/fs.h>
int register_blkdev(unsigned int major, const char *name,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bdops);
int unregister_blkdev(unsigned int major, const char *name);
这些函数负责设备注册（在模块的初始化函数中）和删除设备（在模块的清除函数中）
。
#include <linux/blkdev.h>
blk_init_queue(request_queue_t *queue, request_fn_proc *request);
blk_cleanup_queue(request_queue_t *queue);
第一个函数初始化队列并建立 request 函数，第二个函数在清除阶段使用。
BLK_DEFAULT_QUEUE(major)
整个宏返回给定主设备号的默认 I/O 请求队列。
struct blk_dev_struct blk_dev[MAX_BLKDEV];
该数组由内核用来检索给定请求的适当队列。

int read_ahead[];
int max_readahead[][];
read_ahead 包含每个主设备号的块级预读值。对硬盘这样的设备，取值为 9 是比较合理的；对比
较慢的介质，该值应该取得较大。max_readahead 包含了每个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的文件系统级预读值，
通常无需改变系统所设置的默认值。
int max_sectors[][];
该数组由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索引，含有可合并到单个 I/O 请求中的最大扇区数。
int blksize_size[][];
int blk_size[][];
int hardsect_size[][];
这些二维数组由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索引。驱动程序负责分配和释放矩阵中与其主设备号相关联的
行。这些数组分别代表设备块以字节计的大小（通常为 1 KB）
、每个次设备以千字节计的大小（不是
块）
，以及硬件扇区以字节计的大小。
MAJOR_NR
DEVICE_NAME
354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DEVICE_NR(kdev_t device)
DEVICE_INTR
#include <linux/blk.h>
驱动程序必须在包含 <linux/blk.h> 之前定义这些宏，因为该头文件要使用这些宏。其中，
MAJOR_NR 是设备的主设备号，DEVICE_NAME 是错误消息中使用的设备名称，DEVICE_NR 返回
某设备号对应的“物理”设备的编号（对非可分区设备来讲就是次设备号）
，而 DEVICE_INTR 是一个较
少使用的符号，它指向设备的底半中断处理程序。
spinlock_t io_request_lock; 操作 I/O 请求队列时必须获得的自旋锁。
struct request *CURRENT;
在使用默认队列时，这个宏指向当前请求。request 结构描述了要传输的数据块，并在驱动程序的
request 函数中使用。
INIT_REQUEST;
end_request(int status);
INIT_REQUEST 检查队列中的下一个请求，并在没有其它请求需要处理时返回。end_request 在块
请求完成时调用。
spinlock_t io_request_lock;
在操作请求队列时，必须获得这个 I/O 请求锁。*
译者注：和前面重复。
struct request *blkdev_entry_next_request(struct list_head *head);
struct request *blkdev_next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struct request *blkdev_prev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blkdev_dequeue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blkdev_release_request(struct request *req);
用来处理 I/O 请求队列的各种函数。
blk_queue_headactive(request_queue_t *queue, int active);
该函数指出队列中的第一个请求是否正在由驱动程序处理，即活动头。
void blk_queue_make_request(request_queue_t *queue, make_request_fn *func);
该函数指定使用某个函数超越内核而直接处理块 I/O 请求。
end_that_request_first(struct request *req, int status, char *name);
end_that_request_last(struct request *req);
上述函数用于块 I/O 请求完成的阶段。end_that_request_last 在请求中的所有缓冲区被处理后调用，
也就是当 end_that_request_first 返回 0 时。
bh->b_end_io(struct buffer_head *bh, int status);
通知内核给定缓冲区上的 I/O 操作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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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blk_ioctl(kdev_t dev,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实现大部分标准块设备 ioctl 命令的辅助函数。
int check_disk_change(kdev_t dev);
该函数检查给定设备上是否发生介质变化，在检测到变化时，将调用驱动程序的 revalidation 方法。
#include<linux/gendisk.h>
struct gendisk;
struct gendisk *gendisk_head;
一般性硬盘可让 Linux 轻松支持可分区设备。gendisk 结构描述一个一般性磁盘，gendisk_head 是
gendisk 结构形成的链表，用来描述系统中所有的一般性磁盘。
void register_disk(struct gendisk *gd, int drive, unsigned minors, struct block_device_operations *ops,
long size);
该函数扫描磁盘的分区表并重写 genhd->part 以反映出新的分区情况。

9.7 mmap 和 DMA
本章将深入探讨 Linux 内存管理部分，并强调了对设备驱动程序编写者非常有帮助的技术重点。
这一章内容属于高级主题，不需要所有人都掌握它，虽然如此，很多任务只能通过更深入地研究内存管
理子系统而做到，同时本章也帮助读者了解内核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作方式。
本章内容分为三节。第一节讲述了 mmap 系统调用的实现，mmap 允许直接将设备内存映射到用
户进程的地址空间中。然后我们讨论内核 kiobuf 机制，它能提供从内核空间对用户内存的直接访问，
kiobuf 系统可用于为某些种类的设备实现"裸（raw）I/O"。最后一节讲述直接内存访问（DMA）I/O 操
作，它本质上提供了外围设备直接访问系统内存的能力。
当然，所有的这些技术都需要先了解 Linux 的内存管理是如何工作的，所以我们从内存子系统来
开始本章的讨论。

9.7.1 Linux 的内存管理
这一节不是描述操作系统中内存管理的理论，而是关注于该理论在 Linux 实现中的主要特点。尽管为
了实现 mmap，你无需成为 Linux 虚拟内存方面的专家，但是，了解它们工作的基本概况还有很有帮
助的。然后我们将用较长的篇幅描述 Linux 用于内存管理的数据结构。一旦具备了必要的背景知识，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结构来实现 mmap。

9.7.1.1 地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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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是一个使用虚拟内存的系统，这意味着用户程序看到的地址不是直接对应于硬件使用的物理
地址。虚拟内存提出了一个间接的层，这对许多事情都是有利的。如果有虚拟内存，运行在系统上的程
序就可以分配到比可用物理内存更多的内存。甚至一个单独的进程都可以拥有比系统的物理内存更大的
虚拟地址空间，虚拟内存也能在进程地址空间上使用很多技巧，包括映射设备的内存。
迄今，我们已经讨论了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但是很多细节被掩盖而没有提及。Linux 系统使用几
种类型的地址，每种都有自己的语义。不幸地是，内核代码中关于哪种类型的地址应该在何种情形下使
用的问题一直不是十分清晰，所以程序员必需谨慎地使用。

图 9.7-1：Linux 中使用的地址类型

下面列出了 Linux 用到的地址类型。图 9.7-1 描述了这些地址类型和物理内存之间的关系。

用户虚拟地址
该地址是用户空间的程序所能看到的常规地址。根据低层硬件体系结构的不同，用户地址可以是 32
位或者 64 位长，并且每个进程拥有自己独立的虚拟地址空间。
物理地址
该地址在处理器和系统内存之间使用。物理地址也是 32 或者 64 位长，在某些情况下，32 位系
统也可以使用 64 位的物理地址。
总线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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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址在外设总线和内存之间使用。通常情况下，该地址和处理器所使用的物理地址是一样的，但
并不总是这样。显然，总线地址非常依赖于体系结构。
内核逻辑地址
内核逻辑地址组成了常规的内核地址空间，这些地址映射了大部分乃至所有的主内存，并被视为物
理内存使用。在大多数的体系结构中，逻辑地址及其所关联的物理地址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常数
的偏移量。逻辑地址使用硬件特有的指针大小，所以，在配置有大量内存的 32 位系统上，仅通过逻辑
地址可能无法寻址所有的物理内存。在内核中，逻辑地址通常保存在 unsigned long 或者 void * 这样
的变量中。由 kmalloc 返回的内存就是逻辑地址。
内核虚拟地址
这种地址和逻辑地址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一定能够直接映射到物理地址。所有的逻辑地址可看
成是内核虚拟地址；由函数 vmalloc 分配的内存具有虚拟地址，这种地址却不一定能直接映射到物理
内存。本章后面要讲到的 kmap 函数也返回虚拟地址。虚拟地址通常保存在指针变量中。
如果我们拥有一个逻辑地址，可通过定义在 <asm/page.h> 中的宏 _ _pa() 返回与其关联的物理地
址。我们也可以使用 _ _va() 宏将物理地址映射回逻辑地址，但只能用于低端内存页。
不同的内核函数要求不同类型的地址。如果已经存在有定义好的 C 数据类型来明确表达我们所要
求的地址类型，代码将变得更为清晰可读，但事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将
会了解到哪种情况下应该使用哪种地址类型。

9.7.1.2 高端与低端内存
逻辑地址和内核虚拟地址的区别在装配了大量内存的 32 位系统上比较突出。使用 32 位来表示地
址，就可以寻址 4GB 大小的内存。到最近为止，在 32 位的系统上 Linux 一直被限制使用少于 4GB
的内存，这是由于设置虚拟地址空间的方式导致的。系统不能处理比设置的逻辑地址更多的内存，因为
它需要为全部内存直接映射内核地址。
近来的开发工作已经将这个内存上的限制排除掉了， 32 位系统现在能够在超过 4GB 的系统内存
（当然需要假定处理器自己能够寻址这些内存）上很好的工作了。但是关于多少内存可以以逻辑地址的
形式直接映射的限制还是保留下来了，只有内存的最低一部分（一直到 1 或 2GB，依赖于硬件和内核
配置）有逻辑地址，剩下部分没有。高端内存应该需要 64 位物理地址，并且内核必须明确地设置映射
的虚拟地址来操作高端内存。这样，就限制很多内核函数只能使用低端内存，高端内存常常是保留给用
户空间的进程页。
术语"高端内存"可能造成混淆，特别是它在 PC 方面还具有其他的含义。所以，为了解释清楚，我
们将在这里定义这些术语：
低端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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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存在于内核空间的逻辑地址的内存。几乎在每种系统上读者都可能遇到，所有的内存都是低端
内存。
高端内存
那些不存在逻辑地址的内存，因为相对于能够用 32 位来寻址的内存，系统通常有更多的物理内存。
在 i386 系统上，低端内存和高端内存的之间的界限通常设置为 1GB。这个界限与最初的 PC 上老的
640KB 限制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它是内核本身设置的限制，用于将 32 位地址空间分割为内核空间
和用户空间。
我们将指出本章中我们遇到的高端内存的限制。

9.7.1.3 内存映射和页结构
历史上，内核在提到内存页时都是使用逻辑地址。另外的高端内存的支持方法已经暴露了明显的问
题――逻辑地址不能用于高端内存。这样，处理内存的内核函数趋向于使用指向 struct page 的指针。
这个数据结构用于保存物理内存的所有信息，系统上的每一个物理内存页都有一个 struct page，该结构
的部分成员如下：
atomic_t count;
对该页的访问计数。当计数下降到零，该页就返还给空闲链表。
wait_queue_head_t wait;
等待这个页的进程链表。尽管进程能够在内核函数出于某种原因锁住该页时等待，但通常驱动程序
不需要考虑等待页。
void *virtual;
如果页面被映射，该成员就是页的内核虚拟地址，否则就是 NULL。低端内存页总是被映射的，高
端内存页通常不是。
unsigned long flags;
描述页状态的一组位标志。其中包括表明内存中的页已经锁住的 PG_locked，以及完全阻止内存管
理系统处理该页的 PG_reserved。
struct page 中还有更多的信息，但它们只是技巧性很强的内存管理的一部分，与驱动程序编写者关
系不大。
内核维护了一个或者更多由 struct page 项构成的数组，它们跟踪系统上所有的物理内存。在大多
数系统上，只有一个叫做 mem_map 的数组。然而在某些系统上，情况更为复杂，非一致性内存访问
（Nonuniform Memory Access，NUMA）系统与具有普遍的不连续的物理内存的系统，都可以有多于一
个的内存映射数组，所以可移植代码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直接访问数组。令人高兴的是，只是使用 struct
page 指针而不用关心它们是从哪里获得，通常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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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函数和宏可用来在 struct page 和虚拟地址之间进行转换：
struct page *virt_to_page(void *kaddr);
这个宏在头文件 <asm/page.h> 中定义，它接受一个内核逻辑地址，并返回与其关联的 struct page
指针。因为它需要一个逻辑地址，它对 vmalloc 返回的内存和高端内存无效。
void *page_address(struct page *page);
如果这个地址存在的话，返回该页的内核虚拟地址。对于高端内存，仅在该页已经被映射的情况下，
其地址才存在。
#include <linux/highmem.h>
void *kmap(struct page *page);
void kunmap(struct page *page);
对于系统中任意一个页，kmap 都返回一个内核虚拟地址。对于低端内存页，它只是返回页的逻辑
地址；对于高端内存页，kmap 建立一个特殊的映射，kmap 建立的映射应该总是使用 kunmap 来释放。
有限数量的这种映射是有用的，所以最好不要长时间地持有它们。kmap 调用是附加式的，所以如果两
个或者更多的函数对同一页面调用 kmap 也是正确的。注意，如果没有映射可用，kmap 会进入睡眠。
在本章后面我们研究样例代码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函数的一些用法。

9.7.1.4 页表
当有一个程序对虚拟地址进行查询时，CPU 必须把该虚拟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这样才能对物理
内存进行访问。这可以通过把地址分割成位字段（bitfield）的方法来实现。每一个位字段是一个数组的
索引，该数组被称为"页表（page table）"。通过这些位字段可以获得下一个页表的地址或保存虚拟地址
的物理页的地址。
为了将虚拟地址映射为物理地址，Linux 内核对三级页表进行管理。这种多级管理的方式可使内存
范围得到稀疏利用；现代系统将会把进程扩展到一个大范围的虚拟内存上。这种方法很有意义，因为它
考虑了内存页处理的运行时灵活性。
需要指出，在只支持两级页表的硬件中，或使用其他不同方法把虚拟地址映射成物理地址的硬件
中，都可以使用三级系统。在不依赖于处理器的实现中使用三级系统，可以使 Linux 能够同时支持两
级和三级页表的处理器，而不必使用大量的 #ifdef 语句进行编码。当内核在两级处理器中运行时，这
种保守的编码并不会导致额外的开销，因为编译器实际上已经对不使用的级进行了优化。
现在来看一下实现内存分页系统所使用的数据结构。下面的列表概述了在 Linux 中三级管理的实
现，图表 9.7-2 对此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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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2：Linux 的三级页表
页目录（PGD）
顶级页表。PGD 是由 pgd_t 项组成的数组，其中每一项指向一个二级页表。每一个进程有自己的页
目录，内核空间也有一个自己的页目录。可以把页目录看作一个页对齐的 pgd_t 数组。
中级页目录（PMD）
第二级表，PMD 是页对齐的 pmd_t 数组。一个 pmd_t 项是指向第三级页表的一个指针，两级处
理器没有物理的 PMD，它们将自己的 PMD 作为一个单元素的数组，其值是 PMD 本身。在下面的部
分将会看到在 C 语言中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编译器怎样对该级进行优化。
页表
一个页对齐项的数组，每一项称为一个页表项，内核为这些项使用 pte_t 类型。一个 pte_t
包含了数据页的物理地址。
这里所介绍的类型在头文件 <asm/page.h> 中定义，每一个有关页处理的源文件必须包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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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程序执行过程中，内核不必对页表进行查询，因为这可以由硬件来完成。但是，内核必须
合理安排工作，这样硬件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一旦处理器报告了一个页故障，也就是说，处理器所需
要的与虚拟地址关联的页当前不在内存中，内核就必须建立页表，并且对它们进行查询。在实现 mmap
时，设备驱动程序必须建立页表并处理页故障。
值得注意的是，软件内存管理是如何利用 CPU 本身所使用的同一页表的。如果 CPU 不实现页表，
这种区别只会隐藏在最底层的体系结构特有的代码中。所以，在 Linux 内存管理中，我们总是讨论三级
页表，而忽略页表和硬件之间的关系。不使用页表的 CPU 家族的一个例子就是 PowerPC。PowerPC 设
计者通过实现一个哈希算法，可以将虚拟地址映射为一个一级页表。在访问一个已位于内存，但其物理
地址已经从 CPU 的高速缓冲存储器中去除的页时，CPU 只需读一次内存即可，这与在一个多级页表
要进行两次或三次的访问是相反的。与多级表相似，在将虚拟地址映射为物理地址的过程中，哈希算法
减少了所需要使用的内存数量。
不考虑 CPU 所使用的机制，Linux 软件实现是建立在三级页表基础上的，可用使用下面的符号来
访问它们。必须包含头文件<asm/page.h> 和 <asm/pgtable.h>，以便对所有的符号进行访问。
PTRS_PER_PGD
PTRS_PER_PMD
PTRS_PER_PTE
代表每一个表的大小。两级处理器将 PTRS_PER_PMD 设置为 1，以避免对中级页目录进行处理。
unsigned pgd_val(pgd_t pgd)
unsigned pmd_val(pmd_t pmd)
unsigned pte_val(pte_t pte)
这三个宏用来从类型化数据项中获得 unsigned 值。由于依赖于底层的体系结构和内核配置选项，
实际使用的类型也是多样化的；通常可以是 unsigned long，也可以是支持高端内存的 32 位处理器中的
unsigned long long。SPARC64 处理器使用 unsigned int。这些宏有助于在源代码中使用严格的数据类型，
而不会引入计算开销。
pgd_t * pgd_offset(struct mm_struct * mm, unsigned long address)
pmd_t * pmd_offset(pgd_t * dir, unsigned long address)
pte_t * pte_offset(pmd_t * dir, unsigned long address)
这些内联函数*用来获得与给定 address 相关的 pgd、pmd 和 pte 项。页表查询以指向 struct
mm_struct 的指针为起点，与当前进程的内存映射相关联的指针是 current->mm，而指向内核空间的指
针使用 &init_mm 来描述。两级处理器将 pmd_offset(dir,add) 定义为 (pmd_t *)dir，这样可以将 pmd 与
pgd 合并起来。扫描页表的函数总是声明为内联的，这样，编译器就能针对 pmd 查询进行优化。*
注：在 32 位的 SPARC 处理器中，这些函数不是内联函数，而是真正的外部函数，但这些函数不能
输出到模块化的代码中。所以不能在 SPARC 上运行的模块中使用这些函数，但是通常也不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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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page *pte_page(pte_t pte)
该函数会为页表项中的页返回一个指向 struct page 项的指针。处理页表的代码通常使用 pte_page，
而不是 pte_val，这是因为 pte_page 处理依赖于处理器的页表项格式，并且返回 struct page 指针，而这
通常是必须的。
pte_present(pte_t pte)
该宏返回一个布尔值，该布尔值用来表明数据页当前是否在内存中。在访问 pte 低位（这些位被
pte_page 丢弃）的几个函数当中，这是最常用的函数。当然这些页也许并不存在，如果内核已经把它
们交换到磁盘，或者它们根本没有被装载的话。然而，页表本身总是出现在当前的 Linux 实现中。把页
表保存在内存中简化了内核代码，因为 pgd_offset 和其它相关项从来都不会失效。另一方面，一个"驻
留存储大小"为零的进程也会在 RAM 中保存它的页表，这样，虽然浪费了一些内存，但总比用在其它
方面要好些。
系统中的每个进程都有一个 struct mm_struct 结构体，在结构体中包含了进程的页表和许多其它的
大量信息。其中也包含一个叫做 page_table_lock 的自旋锁，在移动或修改页表时，应该持有该自旋锁。
只了解这些函数还不足以让读者精通 Linux 的内存管理算法。真正的内存管理要复杂的多，而且
必须处理其它的复杂情况，比如说高速缓存的一致性。但是前面列出的函数足以给读者一个关于页管理
实现的初步印象。作为要经常与页表打交道的设备驱动程序作者来说，这些是必须要了解的。从内核源
代码的 include/asm 和 include/mm 子树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9.7.1.5 虚拟内存区域
尽管内存分页位于内存管理的最底层，在能有效的使用计算机资源之前，还是需要了解更多的东西。
内核需要一个更高级的机制来处理进程自己的内存，在 Linux 中，这种机制是通过虚拟内存区域的方法
来实现的，它们被称为区域或 VMA。
一个区域是在进程虚拟内存中的一个同构区间，一个具有相同许可标志的地址的连续范围。它和"
段"的概念有点相当，尽管将后者描述为"具有自有属性的内存对象"更为贴切些。进程的内存映射由下
面几个区域构成：
• 程序的执行代码区域（通常称作 text 段）。
• 每种类型的数据对应一个区域，其中包括初始化数据（在执行之初已经明确赋值的数据）、未初
始化的数据（BSS）*、程序栈。
• 每一个有效的内存映射区域。
注：使用 BSS 这个名字有其历史原因，它源于以前的一个名为“Block started by symbol”的汇编运
算符。可执行文件的 BSS 段并不会存储在磁盘中，而是由内核将零页映射到 BSS 地址区间中
一个进程的内存区域可以从 /proc/pid/maps 中看到（这里的 pid 也可以用进程的 ID 来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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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self 是 /proc/pid 的特殊情况，因为它总是指向当前的进程。下面是一组内存映射的例子，在#字
后面添加了一些短注释：
morgana.root# cat /proc/1/maps

# look at init

08048000-0804e000 r-xp 00000000 08:01 51297

/sbin/init # text

0804e000-08050000 rw-p 00005000 08:01 51297

/sbin/init # data

08050000-08054000 rwxp 00000000 00:00 0

# zero-mapped bss

40000000-40013000 r-xp 00000000 08:01 39003

/lib/ld-2.1.3.so # text

40013000-40014000 rw-p 00012000 08:01 39003

/lib/ld-2.1.3.so # data

40014000-40015000 rw-p 00000000 00:00 0

# bss for ld.so

4001b000-40108000 r-xp 00000000 08:01 39006

/lib/libc-2.1.3.so # text

40108000-4010c000 rw-p 000ec000 08:01 39006

/lib/libc-2.1.3.so # data

4010c000-40110000 rw-p 00000000 00:00 0

# bss for libc.so

bfffe000-c0000000 rwxp fffff000 00:00 0

# zero-mapped stack

morgana.root# rsh wolf head /proc/self/maps #### alpha-axp: static ecoff
000000011fffe000-0000000120000000 rwxp 0000000000000000 00:00 0

# stack

0000000120000000-0000000120014000 r-xp 0000000000000000 08:03 2844 # text
0000000140000000-0000000140002000 rwxp 0000000000014000 08:03 2844 # data
0000000140002000-0000000140008000 rwxp 0000000000000000 00:00 0

# bss

每行中的字段如下：
start－end perm offset major minor inode image
/proc/*/maps （映像名字本身除外）中的每一个字段都与 struct vm_area_struct 中的一个成员相对应，
下面用一个列表对每个字段进行描述。
start
end
该内存区域的起始和结束虚拟地址。
perm
内存区域的读、写和执行许可的位掩码。该字段描述了允许进程对属于该区域的页所能进行的操作。
字段中的最后一个字符既可以是 p（代表私有）
，也可以是 s（代表共享）
。

offset
这里是内存区域在被映射文件中的起始位置。零偏移量表示内存区域的第一页与文件的第一页相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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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minor
对应于被映射文件所在设备的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主设备号和次设备号是由用户打开的设备特殊
文件所在的磁盘分区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设备本身所决定，这一点很容易混淆。

inode
被映射文件的索引节点号。

image
已被映射的文件（通常是一个可执行映像）的名字。
实现 mmap 方法的驱动程序，要在映射其设备的进程的地址空间中填充一个 VMA 结构体。所以，
驱动程序作者应该对 VMA 有一点了解，这样才能使用它们。

下面介绍一下在结构 vm_area_struct（在头文件 <linux/mm.h> 中定义）中最重要的几个成员。这
些成员可能会在 mmap 实现中被设备驱动程序用到。需要指出，内核维护 VMA 链表和树以便优化对
区域的查询，vm_area_struct 的几个成员则用来维护这种组织形式。因此，驱动程序不能随便地生成
VMA，否则结构体会遭到破坏。VMA 的主要成员如下（注意这些成员和刚看到的 /proc 输出之间的
类似性）：

unsigned long vm_start
unsigned long vm_end
VMA 所覆盖的虚拟地址区间。这些成员是在 /proc/*/maps 中最先显示的两个字段。

struct file *vm_file;
指向与该区域（如果有的话）相关联的 struct file 结构体的一个指针。

unsigned long vm_pgoff
文件或页中的区域偏移量。在映射一个文件或设备时，这是在该区域中被映射文件的第一页的位置。

unsigned long vm_flags
一 组 描 述 该 区 域 的 标 记 。 对 设 备 驱 动 程 序 作 者 来 说 ， 最 有 意 思 的 标 志 是 VM_IO 和
VM_RESERVED。VM_IO 将一个 VMA 标记为一个内存映射的 I/O 区域。VM_IO 会阻止系统将该
区域包含在进程的 core dump 中。VM_RESERVED 会告诉内存管理系统不要试图把该 VMA 交换出去，
在大多数的设备映射中都应该对它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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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vm_operations_struct *vm_ops
内核可能调用的一组函数，用来对内存区域进行操作。它的存在说明内存区域是一个内核"对象"，
就像本书中一直使用的 structure file 一样。

void *vm_private_data
可以被驱动程序用来存储自身信息的成员。

与结构 vm_area_struct 一样，vm_operations_struct 也是在头文件 <linux/mm.h> 中定义的，它包
含了下面所列出的操作，这些操作是处理进程内存所必须的。这里按声明顺序将它们列在下面。本章后
面将实现其中一些函数，并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描述。

void (*open)(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内核调用 open 方法以允许子系统实现 VMA 对区域的初始化，调整引用计数等等。在每次产生
一个 VMA 的新引用（例如进程分叉）时，该方法就被调用。一个例外就是用 mmap 首次生成 VMA 的
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调用驱动程序的 mmap 方法。

void (*clos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当一个区域被销毁时，内核会调用 close 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并没有与 VMA 相关联的使用计数；
区域由使用它的每个进程正确地打开和关闭。

void (*unmap)(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addr, size_t len)
内核调用该方法来撤销一个区域的部分或全部映射。如果整个区域的映射被撤销，内核在
vm_ops->unmap 返回时调用 vm_ops->close。

void (*protect)(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size_t, unsigned int newprot); 这种方法的目
的是改变内存区域的保护权限，但是当前并未被使用。页表负责内存保护，而内核则分别创建各个页表
项。

int (*sync)(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size_t, unsigned int flags);
系统调用 msync 会调用该方法将一个脏的内存区域保存到存储介质中。如果返回值为 0，则表示
该方法成功；如果为负，则表示有错误产生。

struct page *(*nopag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address, int write_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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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进程试图访问属于另一个当前并不在内存中的有效 VMA 页时，nopage 方法（如果它被定
义的话）就会被调用以处理相关区域。这个方法返回物理页的 struct page 指针，然后就可能从辅助存
储器中将其读入。如果没有为该区域定义 nopage 方法， 内核就会分配一个空页。第三个参数
write_access 被当作"非共享"：一个非零值意味着该页必须为当前进程所有，为零则表示共享是可能的。

struct page *(*wppag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address, struct page *page);
该方法处理写保护的页故障，但是当前并未使用。内核不需要调用区域特有的回调函数，就可以处
理向一个被保护页面上写入的企图。写保护故障用来实现写时复制。一个私有页可以在进程之间共享，
直到其中一个进程对该页进行写操作为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该页被复制，进程会向自己的复制页上
写入。如果整个区域被标志为只读，则会向进程发送 -SIGSEGV 信号，并且不执行任何写时复制操作。

int (*swapout)(struct page *page, struct file *file); 当内核选择一个页交换出去时，就会调用该方法。
如果返回零值，则表示调用成功，而其他任何的返回值都表示出现错误。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内核会
向拥有该页的进程发送一个 SIGBUS 信号。对驱动程序来说，没有多少必要去实现 swapout 方法；设
备映射并不是内核能写入磁盘的东西。

我们总结了 Linux 内存管理的数据结构的概要，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讨论"mmap"系统调用的实现
了。

9.7.2 mmap设备操作
内存映射是现代 Unix 系统最有趣的特征之一。对于驱动程序来说，内存映射可以提供给用户程序
直接访问设备内存的能力。
看一下 X Window 系统服务器的虚拟内存区域，就可以看到 mmap 用法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cat /proc/731/maps
08048000-08327000 r-xp 00000000 08:01 55505 /usr/X11R6/bin/XF86_SVGA
08327000-08369000 rw-p 002de000 08:01 55505 /usr/X11R6/bin/XF86_SVGA
40015000-40019000 rw-s fe2fc000 08:01 10778 /dev/mem

40141000-40941000 rw-s f4000000 08:01 10778 /dev/mem ...
40131000-40141000 rw-s 000a0000 08:01 10778 /dev/mem
40141000-40941000 rw-s f4000000 08:01 10778 /dev/mem ...
40131000-40141000 rw-s 000a0000 08:01 10778 /dev/mem
X 服务器的 VMA 的整个列表是很长的，但是这里我们对大部分的项都不感兴趣。然而，确实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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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dev/mem 的三个独立的映射，它可以使我们对 X 服务器怎样与显示卡协同工作有一些了解。第
一个映射显示了映射到 fe2fc000 的一个 16KB 区域，这个地址远远高于系统上最高的 RAM 地址，
它是 PCI 外围设备（显示卡）的一段内存区域，它是该卡的控制区域。中间的映射位于 a0000，它是
在 640KB ISA 空洞中的标准位置。最后的 /dev/mem 映射是位于 f4000000 位置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
而且是显示内存本身。这些区域也可以在 /proc/iomem 中看到：
000a0000-000bffff : Video RAM area
f4000000-f4ffffff : Matrox Graphics, Inc. MGA G200 AGP
fe2fc000-fe2fffff : Matrox Graphics, Inc. MGA G200 AGP
映射一个设备，意味着使用户空间的一段地址关联到设备内存上。无论何时，只要程序在分配的地
址范围内进行读取或者写入，实际上就是对设备的访问。在 X 服务器的例子中，使用 mmap 可以既
快速又简单地访问显示卡的内存。对于象这样的性能要求比较严格的应用来说，直接访问能给我们提供
很大不同。
正如读者所怀疑的，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能进行 mmap 抽象；例如，象串口设备和其它面向流的
设备，就无法实现这种抽象。mmap 的另一个限制是映射都是以 PAGE_SIZE 为单位的。内核只能在
页表一级上处理虚拟地址；因此，被映射的区域必须是 PAGE_SIZE 的整数倍，而且必须位于起始于
PAGE_SIZE 整数倍地址的物理内存内。如果区域的大小不是页大小的整数倍，内核可通过生成一个稍
微大一些的区域来调节页面大小粒度。
这些限制对于驱动程序来说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程序访问设备的动作总是依赖于设备的，它需
要知道如何使得被映射的内存区域有意义，所以 PAGE_SIZE 对齐不是一个问题。在 ISA 设备用于某
些非 x86 平台时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因为它们对于 ISA 硬件的开发并不一样。例如，某些 Alpha
计算机将 ISA 内存看成是不能直接映射的、离散的 8 位、16 位或者 32 位项的集合。这种情况下，根
本不能使用 mmap。不能直接将 ISA 地址映射到 Alpha 地址的原因，是由于两种系统间不兼容的数据
传输规范导致的。早期的 Alpha 处理器只能进行 32 位和 64 位的内存访问，而 ISA 只能进行 8 位
和 16 位的数据传输，并且没有透明地将一个协议映射到另一个之上的方法。

在能够使用 mmap 的情况下，使用 mmap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例如，我们已经讨论了 X 服务器，
它可以与显示内存进行大量的数据交换。相对于 lseek/write 实现来说，将图形显示映射到用户空间可
以显著提高吞吐量，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受程序控制的 PCI 设备。大多数 PCI 外围设备都将它们自
己的控制寄存器映射到内存地址上，而苛刻的应用程序可能更喜欢直接访问寄存器，而不是重复调用
ioctl 来完成它的工作。
mmap 方法是 file_operations 结构中的一员，并且在执行 mmap 系统调用时就会调用该方法。在
调用实际方法之前，内核会完成很多工作，而且该方法的原型与其系统调用的原型具有很大区别。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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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系统调用如 ioctl 和 poll 不同，在调用它们之前内核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
系统调用声明如下（就像在 mmap（2） 手册页中描述的一样）：
mmap (caddr_t addr, size_t len, int prot, int flags, int fd, off_t offset)
另一方面，文件操作却声明为
int (*mmap) (struct file *filp, 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该方法中的参数 filp 与在第 3 章中介绍的一样，而 vma 包含了用于访问设备虚拟地址区间的信
息。大部分工作已经由内核完成了；要实现 mmap，驱动程序只要为这一地址范围构造合适的页表，如
果需要的话，用一个新的操作集替换 vma->vm_ops。
有两种建立页表的方法：使用 remap_page_range 函数可一次建立所有的页表，或者通过 nopage
VMA 方法每次建立一个页表。这两种方法有它各自的优势，我们从"一次建立所有"的方法开始谈起，
因为这个方法很简单。接下来我们会针对实际的实现增加复杂性。

9.7.2.1 使用remap_page_range
构造用于映射一段物理地址的新页表的工作，是由 remap_page_range 完成的，它的原型如下：
int remap_page_range(unsigned long virt_add, unsigned long phys_add,
unsigned long size, pgprot_t prot);
函数返回的值通常是 0 或者一个负的错误码。让我们看看该函数参数的确切含义：

virt_add
重映射起始处的用户虚拟地址。函数为虚拟地址 virt_add 和 virt_add + size 之间的区间构造页表。

phys_add
虚拟地址所映射的物理地址。函数影响从 phys_add 到 phys_add + size 的物理地址。

Size
被重映射的区域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prot
新 VMA 的"保护（protection）"。驱动程序可以（或者应该）使用 vma->vm_page_prot 中的值。

remap_page_range 的参数还算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并且在你的 mmap 方法被调用时，它们中的大
部分已经在 VMA 中提供给你了。一种复杂一些的情形涉及到高速缓存：通常，对设备内存的引用不
应该被处理器缓存。系统的 BIOS 会正确的设置它，但是也可以通过 protection 成员来禁止指定 V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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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缓存。不幸的是，在这一级上禁止高速缓存是高度依赖于处理器的。感兴趣的读者可查看
drivers/char/mem.c 中的函数 pgprot_noncached 来了解这个过程所涉及到的内容。我们在这里不会进一
步讨论这个话题。

9.7.2.2 一个简单的实现
如果读者的驱动程序需要实现一个简单的、设备内存的线性映射到用户地址空间 中，调用
remap_page_range 几乎就是需要做的所有工作了。下面的代码是从文件 drivers/char/mem.c 中摘取的，
并说明了在一个典型的名为"simple"（Simple Implementation Mapping Pages with Little Enthusiasm）的模
块中这个任务是如何执行的：
#include <linux/mm.h>
int simple_mmap(struct file *filp, 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unsigned long offset = vma->vm_pgoff << PAGE_SHIFT;
if (offset >= _&thinsp;_pa(high_memory) || (filp->f_flags & O_SYNC)) vma->vm_flags |= VM_IO;
vma->vm_flags |= VM_RESERVED;

if (remap_page_range(vma->vm_start, offset, vma->vm_end-vma->vm_start, vma->vm_page_prot))
return -EAGAIN;
return 0;
}
/dev/mem 的代码进行了检查，以查看所请求的偏移量是否超出了物理内存；如果是的话，则设置
VMA 的 VM_IO 标志，以标记该区域为 I/O 内存。VM_RESERVED 标志总是被设置以防止系统将该
区域交换出去，然后它必然调用 remap_page_range 来构造必需的页表。

9.7.2.3 增加VMA操作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结构 vm_area_struct 包含了一系列可以应用于 VMA 的操作。现在我们会
着眼于以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提供那些操作，更详细的例子会在后面给出。
这里，我们会为我们的 VMA 提供 open 和 close 操作。这些操作会在进程打开或关闭 VMA 的任
何时候被调用，特别地，open 方法会在进程分叉并创建该 VMA 的新引用时被调用。VMA 的 open 和
close 方法在内核执行的处理之外调用，因此不必在这里重新实现内核完成的这些工作。它们的存在，
只是提供给驱动程序程序一个途径，以便完成一些额外的、必需的处理。
我们将使用这些方法，在 VMA 被打开时增加模块的使用计数，而在被关闭时减少使用计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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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内核中，这个工作并不是严格必需的；只要 VMA 保持打开状态，内核就不会调用驱动程序的
release 方法，因此，直到对 VMA 的所有引用都被关闭之后，使用计数才会下降到零。但 2.0 内核中
没有执行该跟踪，所以可移植代码仍会希望维护使用计数。
所以，我们会用跟踪使用计数的操作来覆盖默认的 vma->vm_ops。代码相当简单――对模块化
/dev/mem 的一个完整 mmap 实现，如下所示：
void simple_vma_open(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MOD_INC_USE_COUNT; }
void simple_vma_clos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MOD_DEC_USE_COUNT; }
static struct vm_operations_struct simple_remap_vm_ops = {
open: simple_vma_open,
close: simple_vma_close,
};
int simple_remap_mmap(struct file *filp, 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unsigned long offset = VMA_OFFSET(vma);
if (offset >= _ _pa(high_memory) || (filp->f_flags & O_SYNC))
vma->vm_flags |= VM_IO;
vma->vm_flags |= VM_RESERVED;
if (remap_page_range(vma->vm_start, offset, vma->vm_end-vma->vm_start, vma->vm_page_prot))
return -EAGAIN;
vma->vm_ops = &simple_remap_vm_ops;
simple_vma_open(vma);
return 0;
}
这段代码依赖于这一事实：在调用 f_op->mmap 之前，内核将最近创建的区域中的 vm_ops 成员
初始化为 NULL。为安全起见，上述代码检查了指针的当前值，这在将来的内核中可能需要做一些改
动。
出现在这段代码中的 VMA_OFFSET 宏，用来隐藏 vma 结构在不同内核版本之间的差异。因为
偏移量在 2.4 中是以页为单位的，而在 2.2 和更早的内核中是以字节为单位的，为此，头文件
<sysdep.h> 声明了这个宏以便这个差异能够被透明处理（其结果以字节表达）。

9.7.2.4 使用 nopage 映射内存
尽管 remap_page_range 能够在多数情况下工作良好，但并不是能够适合所有的情况。驱动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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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p 实现有时必须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在这种情形下，提倡使用 VMA 的 nopage 方法实现内存映射。
nopage 方法具有如下原型：
struct page (*nopag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address, int write_access);
当一个用户进程试图访问当前不在内存中的 VMA 页面时，就会调用关联的 nopage 函数。参数
address 包含导致失效的虚拟地址，该地址向下圆整到所在页的起始地址。函数 nopage 必须定位并返
回指向用户所期望的页的 struct page 指针。这个函数还要调用 get_page 宏，增加它返回的页面的使用
计数：
get_page(struct page *pageptr);
这一步骤是必要的，以保证被映射页面上的正确引用计数。内核为每个页维护这个计数；当这个计
数降为 0 时，内核知道该页应该被置入空闲链表。在一个 VMA 被取消映射时，内核会为该区域中的
每一页减少使用计数。如果在向区域中添加一页时，驱动程序没有增加计数，那么使用计数就可能过早
地变为零，从而危及到系统的完整性。
nopage 方法在 mremap 系统调用中非常有用。应用程序使用 mremap 来改变一个映射区域的边界
地址。如果驱动程序希望处理 mremap，先前的实现就不能正确工作，这是因为驱动程序没有办法知道
被映射的区域已经改变了。
Linux 的 mremap 实现没有通知驱动程序被映射区域的变化。事实上，当区域减小时，它会通过
unmap 方法通知驱动程序；但如果区域变大，却没有相应的回调函数可以利用。
将区域减少的变化通知驱动程序，这种做法背后的基本思想是，驱动程序（或者将一个常规文件映
射到内存的文件系统）需要知道何时区域被撤销映射，以便采取适当的动作，例如将页面刷新到磁盘上
等等。另一方面，映射区域的增长，在程序调用 mremap 访问新的虚拟地址之前，对于驱动程序来说却
没有实际意义。在实际情况中，经常会出现映射区域从来不会被用到的情况（例如，一段无用的程序代
码）
。因此，在映射区域增长时，Linux 内核并不会通知驱动程序，因为在实际访问这样的页面时，nopage
方法会处理这种情况。
换句话说，在映射区域增长时驱动程序不会得到通知，因为 nopage 方法会在将来完成相应的工作，
从而不必在真正需要之前使用内存。这个优化主要时针对常规文件的，因为它们使用真正的 RAM 进
行映射。
因此，如果我们要支持 mremap 系统调用，就必须实现 nopage 方法。但是，一旦拥有 nopage 方
法，我们就可以选择广泛使用该方法，当然会有一些限制（后面描述）
。这个方法在下面的代码段中给
出。在这个 mmap 实现中，设备方法仅仅替换了 vma->vm_ops。而 nopage 方法每次重映射一个页面，
并返回它的 struct page 结构的地址。因为这里我们只是实现了物理内存之上的一个窗口，因此，重映
射步骤非常简单――我们仅需要查找并返回一个指向预期 struct page 地址的指针。
使用 nopage 的 /dev/mem 实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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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page *simple_vma_nopag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address, int write_access)
{
struct page *pageptr;
unsigned long physaddr = address - vma->vm_start + VMA_OFFSET(vma);
pageptr = virt_to_page(_ _va(physaddr));
get_page(pageptr);
return pageptr;
}
int simple_nopage_mmap(struct file *filp, 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unsigned long offset = VMA_OFFSET(vma);
if (offset >= _ _pa(high_memory) || (filp->f_flags & O_SYNC))
vma->vm_flags |= VM_IO;
vma->vm_flags |= VM_RESERVED;
vma->vm_ops = &simple_nopage_vm_ops;
simple_vma_open(vma);
return 0;
}
这里，我们再次简单地映射主内存，因此，nopage 函数只要找到对应于失效地址的正确 struct page，
并增加它的引用计数。这样，必要的处理顺序如下：首先计算想得到的物理地址，然后用 _ _va 将它
转换成逻辑地址，最后用 virt_to_page 将逻辑地址转成一个 struct page。一般而言，直接从物理地址获
得 struct page 是可能的，但这样的代码很难在不同的体系结构之间移植。如果有人试图映射高端内存，
那么这样的代码或许还是需要的，因为高端内存没有逻辑地址。"simple"很简单，因此不需要考虑此种
情况。
如果 nopage 方法被置为 NULL，处理页故障的内核代码就会将零页映射到失效的虚拟地址。零页
是一个读取时为零的写时复制页，可以用来映射 BSS 段。因此，如果一个进程通过调用 mremap 来扩
展一个已被映射的区域，并且驱动程序还没有实现 nopage 方法，它就会得到零页而不是段错误。
nopage 方法通常会返回一个指向 struct page 的指针。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返回正常的页（例如，
请求的地址超出了设备的内存区域）
，就可以返回 NOPAGE_SIGBUS 以报告错误。nopage 也可以返回
NOPAGE_OOM，来指出由于资源限制造成的失败。
注意，对于 ISA 内存区域，这个实现会正常工作，而在 PCI 总线上却不行。PCI 内存被映射到
系统内存最高端之上，因此在系统内存映射中没有这些地址的入口。因为无法返回一个指向 struct page
的指针，所以 nopage 不能用于此种情形；这种情况下，读者必须使用 remap_page_range。

9.7.2.5 重映射特定的 I/O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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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例子都是 /dev/mem 的再次实现，它们将物理地址重映射到用户空间。
然而，典型的驱动程序只想映射对应外围设备的小地址区间，而不是所有的内存。为了向用户空间映射
整个内存区间的一个子集，驱动程序仅仅需要处理偏移量。下面几行为映射起始于物理地址
simple_region_start、大小为 simple_region_size 字节的区域的驱动程序完成了这项工作。
unsigned long off = vma->vm_pgoff << PAGE_SHIFT;
unsigned long physical = simple_region_start + off;
unsigned long vsize = vma->vm_end - vma->vm_start;
unsigned long psize = simple_region_size - off;
if (vsize > psize)
return -EINVAL; /* spans too high */
remap_page_range(vma_>vm_start, physical, vsize, vma->vm_page_prot);
除了计算偏移量，这段代码还引入了检测，可以在程序试图映射多于目标设备 I/O 区域可用内存
时报告一个错误。在本段代码中，psize 是指定偏移之后剩余的物理 I/O 大小，而 vsize 是请求的虚拟
内存大小，该函数拒绝映射超出允许内存范围的地址。
注意，用户程序总是能够使用 mremap 来扩展它的映射，从而可能超越物理设备区域的末端。如
果驱动程没有 nopage 方法，就永远不会获得关于这个扩展的通知，而且附加的区域会映射到零页。作
为驱动程序作者，读者可能希望阻止这种行为；将零页映射到区域的末端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
是程序员也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阻止扩展映射的最简单办法是实现一个简单的 nopage 方法，它总是向错误进程发送一个总线错误
信号。这个简单的 nopage 方法如下所示：
struct page *simple_nopag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address, int write_access);
{ return NOPAGE_SIGBUS; /* send a SIGBUS */}

9.7.2.6 重映射 RAM
当然，一个更彻底的实现应该检查出错的地址是否位于设备区域中，如果是，则执行重映射。然而
需要再次说明，nopage 不会处理 PCI 内存区域，所以 PCI 映射的扩充是不可能的。
在 Linux 中，如果内存映像中的一页物理地址被标记为"reserved（保留的）"，就表明该页对内存
管理来说不可用。例如在 PC 上，640 KB 到 1 MB 之间的部分被标记为保留的，因为这个范围是位
于内核自身代码的页。
remap_page_range 的一个有意思的限制是，它只能对保留页和物理内存之上的物理地址给予访问。
保留页被锁在内存中，是仅有的能安全映射到用户空间的页，这个限制是系统稳定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因此，remap_page_range 不会允许重映射常规地址――包括通过调用 get_free_page 获得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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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改为映射到零页，虽然如此，该函数还是做了大多数硬件驱动程序需要它做的事情，因为它能够重
映射高端 PCI 缓冲区和 ISA 内存。
remap_page_range 的限制能够通过运行 mapper 看到，mapper 是 O'Reilly FTP 站点上提供的
misc-progs 目录下的一个样例程序。mapper 是一个可以用来快速检验 mmap 系统调用的简单工具，它
根据命令行选项映射一个文件中的只读部分，并把映射区域的内容列在标准输出上。例如，下面这个会
话过程表明，/dev/mem 没有映射位于 64 KB 地址处的物理页――而我们看到的是完全是零的页（这
个例子中的主机是 PC，但在其它平台上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
morgana.root# ./mapper /dev/mem 0x10000 0x1000 | od -Ax -t x1
mapped "/dev/mem" from 65536 to 69632
000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000
remap_page_range 对处理 RAM 的无能为力表明，类似 scullp 这样的设备不能简单地实现 mmap，
因为它的设备内存是常规 RAM，而不是 I/O 内存。幸运的是，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那些需要
映射 RAM 到用户空间的驱动程序，就是使用我们先前看到的 nopage 方法。
使用 nopage 方法重映射 RAM
将实际的 RAM 映射到用户空间的方法是使用 vm_ops->nopage 来处理每个页故障。作为 scullp
模块的一部分。
scullp 是面向页的字符设备。正因为它是面向页的，所以能够在它的内存中实现 mmap。实现内存
映射的代码使用一些先前在"Linux 中的内存管理"一节中介绍过的概念。
在查看代码之前，让我们看一下影响 scullp 中 mmap 实现的设计选择。
只要设备是被映射的，scullp 就不会释放设备内存。这与其说是需求，不如说是策略，而且这与 scull
及类似设备的行为不同，因为它们的长度会在写打开时截为零。拒绝释放被映射的 scullp 设备这一行
为，能够允许一个进程改写正在被另一个进程映射的区域，这样读者就能够测试并看到进程与设备内存
之间是如何交互的。为了避免释放已映射的设备，驱动程序必须保存一个活动映射的计数，这可以使用
设备结构中的 vmas 成员实现。
只有在 scullp 的 order 参数为 0 时，才执行映射内存。该参数控制如何调用 get_free_pages（参
见第 7 章"get_free_page 及相关函数"），而这种选择是由 get_free_pages 的内部实现决定的，而这个函
数是 scullp 使用的分配引擎。为了取得最佳的分配性能，Linux 内核为每一个分配幂次维护一个空闲
页的列表，而且只有簇中的第一个页的页计数可以由 get_free_pages 增加，并由 free_pages 减少。如
果分配幂次大于 0，那么对于 scullp 设备来说 mmap 方法是关闭的，因为 nopage 只处理单页而不处
理一簇页面（如果读者需要复习一下 scullp 和内存分配幂次的值，可以返回到第 7 章的"使用一整页
的 scull: scullp"一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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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选择主要是保证代码简洁。通过处理页的使用计数，也有可能为多页分配正确地实现
"mmap"，但那样只能增加例子的复杂性，而不能带来任何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如果代码想要按照上面描述的规则来映射 RAM，就需要实现 open、close 和 nopage 等方法，它
也需要访问内存映像来调整页的使用计数。
这个 scullp_mmap 的实现是很简洁的，因为它依赖 nopage 函数来完成所有的工作：
int scullp_mmap(struct file *filp, 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struct inode *inode = INODE_FROM_F(filp);
/* refuse to map if order is not 0 */
if (scullp_devices[MINOR(inode->i_rdev)].order)
return -ENODEV;
/* don't do anything here: "nopage" will fill the holes */
vma->vm_ops = &scullp_vm_ops;
vma->vm_flags |= VM_RESERVED;
vma->vm_private_data = scullp_devices + MINOR(inode->i_rdev);
scullp_vma_open(vma);
return 0;
}
开头的条件语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映射分配幂次不为 0 的设备。scullp 的操作被存储在 vm_ops
成员中，而且一个指向设备结构的指针被存储在 vm_private_data 成员中。最后，vm_ops->open 被调
用以更新模块的使用计数和设备的活动映射计数。
open 和 close 只是简单地跟踪这些计数，这些方法定义如下：
void scullp_vma_open(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ScullP_Dev *dev = scullp_vma_to_dev(vma);
dev->vmas++;
MOD_INC_USE_COUNT;
}
void scullp_vma_clos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
ScullP_Dev *dev = scullp_vma_to_dev(vma);
dev->vmas--;
MOD_DEC_USE_COUNT;
}
函数 sculls_vma_to_dev 简单地返回成员 vm_private_data 的内容。因为在 2.4 之前的内核版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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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vm_private_data 成员，所以 sculls_vma_to_dev 以一个单独的函数的形式提供，实际上它只是用
来获得成员 vm_private_data 的指针。更详细的内容请看本章最后部分的"向后兼容性"小节。

大部分工作由 nopage 完成。在 scullp 的实现中，nopage 的参数 address 用来计算设备里的偏移
量，然后该偏移量可在 scullp 的内存树中查找正确的页.
struct page *scullp_vma_nopage(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unsigned long address, int write)
{
unsigned long offset;
ScullP_Dev *ptr, *dev = scullp_vma_to_dev(vma);
struct page *page = NOPAGE_SIGBUS;
void *pageptr = NULL; /* default to "missing" */

down(&dev->sem);
offset = (address - vma->vm_start) + VMA_OFFSET(vma);
if (offset >= dev->size) goto out; /* out of range */
/*
* Now retrieve the scullp device from the list, then the page.
* If the device has holes, the process receives a SIGBUS when
* accessing the hole.
*/
offset >>= PAGE_SHIFT; /* offset is a number of pages */
for (ptr = dev; ptr && offset >= dev->qset;) {
ptr = ptr->next;
offset -= dev->qset;
}
if (ptr && ptr->data)
pageptr = ptr->data[offset];
if (!pageptr)
goto out; /* hole or end-of-file */
page = virt_to_page(pageptr);

/* got it, now increment the count */
get_page(page);
out:
up(&dev->sem);
retur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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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ullp 使用由 get_free_pages 获得的内存。该内存使用逻辑地址寻址，所以所有的 scullp_nopage
不得不调用 virt_to_page 来获得一个 struct page 指针。

现在 scullp 设备可以按预期工作了，正如读者在工具 mapper 的如下示例输出中所看到的。这里，
我们发送一个 /dev （很长的）目录清单给 scullp 设备，然后使用工具 mapper 来查看 mmap 生成的
清单片断。
morgana% ls -l /dev > /dev/scullp
morgana% ./mapper /dev/scullp 0 140
mapped "/dev/scullp" from 0 to 140
total 77
-rwxr-xr-x 1 root root 26689 Mar 2 2000 MAKEDEV
crw-rw-rw- 1 root root 14, 14 Aug 10 20:55 admmidi0
morgana% ./mapper /dev/scullp 8192 200
mapped "/dev/scullp" from 8192 to 8392
0
crw------- 1 root root 113, 1 Mar 26 1999 cum1
crw------- 1 root root 113, 2 Mar 26 1999 cum2
crw------- 1 root root 113, 3 Mar 26 1999 cum3

9.7.2.7 重映射虚拟地址
尽管很少需要重映射虚拟地址，但看看驱动程序是如何使用 mmap 将虚拟地址映射到用户空间还
是很有意义的。记住，一个真正的虚拟地址是由函数 vmalloc 或者 kmap 等返回的地址――也就是已
经被映射到内核页表的虚拟地址。本节中的代码是取自 scullv，这个模块完成与 scullp 类似的工作，
只是它是通过 vmalloc 来分配它的存储空间。

scullv 的大部分实现与我们刚刚看到的 scullp 基本类似，除了不需要检查控制内存分配的 order
参数之外。原因是 vmalloc 每次只分配一页，因为单页分配比多页分配容易成功的多。因此，分配的
幂次问题在 vmalloc 分配的空间中不存在。

vmalloc 的大部分工作是构造页表，从而可以象连续地址空间一样访问分配的页。为了向调用者返
回一个 struct page 指针，nopage 方法必须将页表打散。因此，scullv 的 nopage 实现必须扫描页表以取
得与页相关联的页映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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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结尾部分，这个函数与我们在 scullp 中看到的一样。这个代码的节选只包括了 nopage 中与
scullp 不同的部分：
pgd_t *pgd; pmd_t *pmd; pte_t *pte;
unsigned long lpage;

/*
* After scullv lookup, "page" is now the address of the page
* needed by the current process. Since it's a vmalloc address,
* first retrieve the unsigned long value to be looked up
* in page tables.
*/
lpage = VMALLOC_VMADDR(pageptr);
spin_lock(&init_mm.page_table_lock);
pgd = pgd_offset(&init_mm, lpage);
pmd = pmd_offset(pgd, lpage);
pte = pte_offset(pmd, lpage);
page = pte_page(*pte);
spin_unlock(&init_mm.page_table_lock);

/* got it, now increment the count */ get_page(page);
out:
up(&dev->sem);
return page;
页表由本章开头介绍的函数来查询。为这一目的而使用的页目录储存在内核空间的内存结构
init_mm 中。注意，scullv 要在访问页表之前获得 page_table_lock，如果没有持有该锁，在 scullv 查
找过程进行的中途，其它的处理器可能会改变页表，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

宏 VMALLOC_VMADDR(pageptr) 返回正确的 unsigned long 值，用于 vmalloc 地址的页表上查
询。由于一个内存管理的小问题，对该值的强制类型转换在早于 2.1 的 x86 内核上不能正常工作。2.1.1
版本的 x86 内存管理做了改动，和其它平台一样，现在的 VMALLOC_VMADDR 被定义为一个实体
函数。然而，为了编写可移植性代码，我们仍然建议使用这个宏。

基于上述讨论，读者可能也希望将 ioremap 返回的地址映射到用户空间。这种映射很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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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读 者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remap_page_range ， 而 不 用 实 现 虚 拟 内 存 区 域 的 方 法 。 换 句 话 说 ，
remap_page_range 已经可用于构造将 I/O 内存映射到用户空间的新页表，并不需要象我们在 scullv 中
那样查看由 vremap 构造的内核页表。

9.7.3 kiobuf 接口
从版本 2.3.12 开始，Linux 内核支持一种叫做内核 I/O 缓冲区或者 kiobuf 的 I/O 抽象对象。kiobuf
接口用来从设备驱动程序（以及系统的其它 I/O 部分）中隐藏虚拟内存系统的复杂性。开发人员打算
为 kiobuf 实现很多特性，但是它们最初用于 2.4 内核是为了便于将用户空间的缓冲区映射到内核。

9.7.3.1 kiobuf 结构
任何使用 kiobuf 的代码必须包含头文件 <linux/iobuf.h>。该文件定义了 struct kiobuf 结构，它是
kiobuf 接口的核心部分。这个结构描述了构成 I/O 操作的一个页面数组，它的成员有：
int nr_pages;
该 kiobuf 中页的数量

int length;
在缓冲区中数据的字节数量

int offset;
相对于缓冲区中第一个有效字节的偏移量

struct page **maplist;
一个 struct page 结构数组，每一项代表 kiobuf 中的一个数据页。

kiobuf 接口的关键之处就是 maplist 数组。那些用来操作存储在 kiobuf 中的页的函数，直接处理 page
结构，这样，就可以跳过所有的虚拟内存系统开支。这种实现允许驱动程序独立于复杂的内存管理，并
且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运行。

在使用之前，必须对 kiobuf 进行初始化。很少会初始化单个的 kiobuf，但如果需要，这种初始化可通
过 kiobuf_init 来执行：
void kiobuf_init(struct kiobuf *iobuf);
通常，kiobuf 以组的方式被分配为一个内核 I/O 向量（即 kiovec）的一部分。通过调用 alloc_kio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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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分配和初始化一个 kiovec。
int alloc_kiovec(int nr, struct kiobuf **iovec);
照常，返回值是 0 或一个错误码。在代码结束 kiovec 结构的使用时，就应该将它返还给
系统：
void free_kiovec(int nr, struct kiobuf **);
内核提供一对函数来锁住和解锁 kiovec 中被映射的页：
int lock_kiovec(int nr, struct kiobuf *iovec[], int wait);
int unlock_kiovec(int nr, struct kiobuf *iovec[]);
然而，对于在设备驱动程序中看到的大多数 kiobuf 应用来说，以这种方式锁住一个 kiobuf 是多余的。

9.7.3.2 映射用户空间缓冲区以及裸I/O
Unix 系统已经对某些设备提供了"裸"接口――特别是块设备――它直接从用户空间缓冲区执行
I/O，从而避免了经由内核复制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大大地提高性能，尤其在被传输
的数据近期不会被再次使用的情况下。例如，典型的磁盘备份只是从磁盘一次性的读入大量数据，然后
就不会处理这些数据了，通过裸接口运行备份会避免无用的数据占用系统缓冲区的高速缓存。

出于很多原因，早期的 Linux 内核没有提供裸接口。然而，由于系统获得了普及，并且更多的希
望能处理裸 I/O 的应用程序（例如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被移植过来。所以 2.3 开发系列最终还是增
加了裸 I/O；为了增加这种裸 I/O 能力，才有了 kiobuf 接口。

裸 I/O 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总是高性能的推进措施，驱动程序作者不应该只因为它能够增进
性能而总是采用。设置裸传输的开支也是很明显的，而且内核缓冲数据的优势也就丢失了。例如，裸 I/O
操作几乎总是必须同步的――write 系统调用直到操作结束后才能返回。当前，Linux 还缺少可以让用
户程序能够在用户缓冲区上安全地执行异步裸 I/O 的机制。

本节中，我们为块设备驱动程序范例 sbull 增加了裸 I/O 能力。在 kiobuf 可用时， sbull 实际上
注册了两个设备。我们已经在第 12 章中详细讨论了块的 sbull 设备。我们上一章没有看到的是第二个
字符设备（叫做"sbullr"），它提供了对 RAM 磁盘设备的裸访问。这样，/dev/sbull0 和 /dev/sbullr0 访
问同一块内存，前面的样例使用传统的缓冲模式，而第二个样例通过 kiobuf 机制提供了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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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系统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块设备驱动程序来说，我们不需要提供这种接口。在源文件
drivers/char/raw.c 中，raw 设备为所有块设备以精美而通用的方法提供了这种能力。块驱动程序甚至不
需要知道它们是否正在处理裸 I/O。出于示范的目的，sbull 中的裸 I/O 代码本质上是 raw 设备代码
的简化版本。

块设备的裸 I/O 必须始终是扇区对齐的，而且它的长度必须是扇区大小的整数倍。其它类型的设
备，例如磁带驱动程序可以没有这样的限制。sbullr 象块设备一样运转，而且必须符合对齐和长度的要
求，为此，它定义了几个符号：
# define SBULLR_SECTOR 512 /* insist on this */
# define SBULLR_SECTOR_MASK (SBULLR_SECTOR - 1)
# define SBULLR_SECTOR_SHIFT 9
裸设备 sbullr 只有在硬扇区尺寸等于 SBULLR_SECTOR 时才会被注册。没有真正的原因为什么
不支持大的硬扇区尺寸，只是因为这样会导致示例代码复杂化。

sbullr 实现只是对现存的 sbull 增加了少量代码。特别地，sbull 中的 open 和 close 方法未经修
改而直接使用。因为 sbullr 是一个字符设备，所以它需要 read 和 write 方法。它们都被定义为使用一
个单独的传输函数，就像下面这样：
ssize_t sbullr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size, loff_t *off)
{
Sbull_Dev *dev = sbull_devices + MINOR(filp->f_dentry->d_inode->i_rdev);
return sbullr_transfer(dev, buf, size, off, READ);
}
ssize_t sbullr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buf, size_t size, loff_t *off) { Sbull_Dev *dev =
sbull_devices + MINOR(filp->f_dentry->d_inode->i_rdev);
return sbullr_transfer(dev, (char *) buf, size, off, WRITE);
}
在将实际的数据传送给另一个函数时，函数 sbullr_transfer 处理所有的组装和拆卸任务。
该函数实现如下：
static int sbullr_transfer (Sbull_Dev *dev,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offset, int rw)
{
struct kiobuf *iobuf;
int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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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block alignment and size allowed */
if ((*offset & SBULLR_SECTOR_MASK) || (count & SBULLR_SECTOR_MASK))
return -EINVAL;
if ((unsigned long) buf & SBULLR_SECTOR_MASK)
return -EINVAL;

/* Allocate an I/O vector */
result = alloc_kiovec(1, &iobuf);
if (result)
return result;

/* Map the user I/O buffer and do the I/O. */
result = map_user_kiobuf(rw, iobuf, (unsigned long) buf, count);
if (result)
{
free_kiovec(1, &iobuf);
return result;
}
spin_lock(&dev->lock);
result = sbullr_rw_iovec(dev, iobuf, rw, *offset >> SBULLR_SECTOR_SHIFT, count >>
SBULLR_SECTOR_SHIFT);
spin_unlock(&dev->lock);

/* Clean up and return. */
unmap_kiobuf(iobuf);
free_kiovec(1, &iobuf);
if (result > 0)
*offset += result << SBULLR_SECTOR_SHIFT;
return result << SBULLR_SECTOR_SHIFT; }
在作两个常规检查之后，代码使用 alloc_kiovec 创建了一个 kiovec（包含单个 kiobuf）。
然后它调用 map_user_kiobuf 将用户缓冲区映射到该 kiovec：
int map_user_kiobuf(int rw, struct kiobuf *iobuf, unsigned long address, size_t len);
如果所有工作正常进行，这个调用的结果是将给定（用户虚拟） address 且长度为 len 的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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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到给定的 iobuf。该操作可能进入睡眠，因为用户缓冲区很可能会需要经过页故障处理以装入内存。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映射的 kiobuf 最终必须被撤销映射以保持页引用计数的连贯性。在代码中可
以看到，这个撤销映射的过程通过将 kiobuf 传递给 unmap_kiobuf 而实现。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如何为 I/O 准备 kiobuf，但没有看到如何去实际执行这个 I/O。最后一
个步骤涉及到 kiobuf 中的每一页，并完成所请求的传送；在 sbullr 中，该任务通过 sbullr_rw_iovec 处
理。本质上，这个函数遍历每一页，将它拆分成扇区大小的块，并通过一个伪请求结构将这些块传递给
sbull_transfer：
static int sbullr_rw_iovec(Sbull_Dev *dev, struct kiobuf *iobuf, int rw, int sector, int nsectors)
{
struct request fakereq;
struct page *page;
int offset = iobuf->offset, ndone = 0, pageno, result;

/* Perform I/O on each sector */
fakereq.sector = sector;
fakereq.current_nr_sectors = 1;
fakereq.cmd = rw;

for (pageno = 0; pageno < iobuf->nr_pages; pageno++) {
page = iobuf->maplist[pageno];
while (ndone < nsectors) {
/* Fake up a request structure for the operation */
fakereq.buffer = (void *) (kmap(page) + offset);
result = sbull_transfer(dev, &fakereq);
kunmap(page);
if (result == 0)
return ndone;
/* Move on to the next one */
ndone++;
fakereq.sector++;
offset += SBULLR_SECTOR;
if (offset >= PAGE_SIZE) {
offse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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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k;
}
}
}
return ndone;
}
这里，kiobuf 结构的 nr_pages 成员告诉我们有多少页需要传送，而 maplist 数组可以让我们访问
每一页。这样，我们就能够方便地遍历这些页了。但要注意，kmap 被用于为每一页获得内核的虚拟地
址，这样，即使用户缓冲区处在高端内存，函数也能正常工作。

一些对于复制数据的快速测试表明：一次与 sbullr 设备之间的数据复制相比于与 sbull 块设备的
同样复制只会大约花费后者三分之二的系统时间。这个时间上的节省是通过避免了额外的经由缓冲区高
速缓存的复制而获得的。注意，如果同样的数据被几次重复读取的话，那么这种节省就没有了――特别
是对于一个真正的硬件设备。裸设备访问常常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对于某些应用来说，它能够提供很
大的性能改进。

尽管 kiobuf 在内核开发团体中存有争议，在很多情况下使用它们还是很有意思的。例如，有一个
用 kiobuf 实现 Unix 管道的补丁――数据被直接从一个进程的地址空间复制到另一个进程的地址空
间而根本没有经过内核的缓冲。还有一个补丁，它能够方便地将内核虚拟地址映射到进程的地址空间，
这样，就消除了使用前述 nopage 实现的需求。

9.7.4 直接内存访问和总线控制
直接内存访问，或者 DMA，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高级主题。DMA 是一种硬件机制，它允许外围
设备和主内存之间直接传输它们的 I/O 数据，而不需要在传输中使用系统处理器。使用这种机制可以
大大提高与设备通讯的吞吐量，因为免除了大量的计算开支。

为了利用硬件的 DMA 能力，设备驱动程序需要能够正确地设置 DMA 传输并能够与硬件同步。
不幸的是，由于硬件本身的性质，DMA 是高度依赖于系统的。每一种体系结构都有它自己的管理 DMA
传输的技术，而且彼此的编程接口也是不同的。内核不能提供统一的接口，因为驱动程序很难将底层的
硬件机制适当地抽象。然而在最近的内核中，

某些步骤已经被向这个方向发展。 本章主要集中在 PCI 总线上，因为它是当前可用的外围总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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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流行的一种，但很多概念是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会简单谈到其它总线处理 DMA 的方式，例如 ISA 和
Sbus。

9.7.4.1 DMA 数据传输概览
在介绍编程细节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 DMA 传输是如何进行的。为简化讨论，只考虑输入传输。
数据传输可以以两种方式触发：或者软件请求数据（例如通过函数 read）或者由硬件将数据异步地推
向系统。

在第一种情况下，调用的步骤可以概括如下：
1.在进程调用 read 时，驱动程序的方法分配一个 DMA 缓冲区，随后指示硬件传送它的数据。进程进
入睡眠。
2.硬件将数据写入 DMA 缓冲区并在完成时产生一个中断。
3.中断处理程序获得输入数据，应答中断，最后唤醒进程，该进程现在可以读取数据了。

第二种情形是在 DMA 被异步使用时发生的。例如，数据采集设备持续地推入数据，即使没有进程读
取它。这种情况下，驱动程序应该维护一个缓冲区，使得接下来的 read 调用可以将所有累积的数据取
回到用户空间。这种传送的调用步骤稍有不同：
1.硬件发出中断来通知新的数据已经到达。
2.中断处理程序分配一个缓冲区并且通知硬件将数据传往何处。
3.外围设备将数据写入缓冲区，然后在完成时发出另一个中断。
4.处理程序分发新的数据，唤醒任何相关进程，然后处理一些杂务。

不同的异步方法常常可以在网卡的代码中看到。这些网卡经常期望能有一个循环缓冲区（通常叫做
DMA 环形缓冲区）建立在与处理器共享的内存中。每一个输入数据包被放置在环形缓冲区中下一个可
用缓冲区，并且发出中断。然后驱动程序将网络数据包传给内核的其它部分处理，并在环形缓冲区中放
置一个新的 DMA 缓冲区。

上面这两种情况下的处理步骤都强调：高效的 DMA 处理依赖于中断报告。尽管可以用一个轮询驱动
程序来实现 DMA，但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个轮询驱动程序会将 DMA 相对于简单的处理器
驱动 I/O 获得的性能优势抵消掉。 这里介绍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 DMA 缓冲区。为了利用直接内存
访问，设备驱动程序必须能够分配一个或者更多的适合 DMA 的特殊缓冲区。注意，很多驱动程序在
初始化时分配它们的缓冲区，并使用它们直到停止运行－－因此在前面涉及到的"分配"一词意味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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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个先前分配的缓冲区"

9.7.4.2 分配 DMA 缓冲区
本节主要讨论在较低层的 DMA 缓冲区分配方法，很快我们就会介绍一个较高层的接口，但是正确
理解这里介绍的内容还是很重要的。
DMA 缓冲区的主要问题是，当它大于一页时，它必须占据物理内存中的连续页，因为设备使用 ISA
或者 PCI 系统总线传送数据，它们都使用的是物理地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限制对于 SBus 并不适
用（见第 15 章中的"SBus"小节），它在外围总线上使用虚拟地址。一些体系结构也能够在 PCI 总线上
使用虚拟地址，但是一个可移植的驱动程序不能依靠这种能力。
尽管 DMA 缓冲区可以在系统引导或者运行时分配，但模块只能在运行时分配它们的缓冲区。第 7
章介绍了这些技术："系统启动时的内存分配"一节讲述了系统引导时的分配，而"kmalloc 函数的内幕"
和"get_free_page 和相关函数"描述了运行时分配。驱动程序作者必须小心分配可以应用于 DMA 操作
的正确内存类型－－不是所有的内存区段都适合。特别地，高端内存在大多数系统上不能用于 DMA－
－外围设备不能使用高端地址工作。
现代总线上的大部分设备都能够处理 32 位地址，这就意味着普通的内存分配就会很好地为其工
作。然而某些 PCI 设备未能实现完整的 PCI 标准，因而不能使用 32 位地址工作。而 ISA 设备却只
能限制在 16 位地址上。
对于具有该限制的设备，通过给调用 kmalloc 和 get_free_pages 增加 GFP_DMA 标志就可以从
DMA 区段中分配内存。当该标志存在时，只会分配可使用 16 位寻址的内存。

DIY 分配
我们已经明白为什么 get_free_pages（所以 kmalloc）不能返回多于 129 KB 的连续内存空间（或
者更普遍而言，32 页）
。即使在分配小于 128 KB 的缓冲区时，这个请求也很容易失败，因为随着时
间的推移，系统内存会成为一些碎片。*

注：“碎片”这个词一般用于磁盘，表达文件在磁性介质上不连续地存放。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内存，即
当每个虚拟地址空间都散布在整个物理 RAM 中时，就很难为 DMA 的缓冲区请求分配连续的空闲页
面。

在内核不能返回要求数量的内存时，或者在我们需要多于 128 KB 的内存时（例如，PCI 帧捕获卡的
普遍请求），相对于返回 -ENOMEM，另外一个可选的方法是在引导时分配内存或者为缓冲区保留物理
RAM 的顶部。我们已经在第 7 章的"系统启动时的内存分配"小节描述了引导时的分配，但是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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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于模块是不可用的。通过在引导时给内核传递一个"mem="参数可以保留 RAM 的顶部。例如，如
果系统有 32MB 内存，参数"mem=31M"阻止内核使用最顶部的一兆字节。稍后，模块可以使用下面的
代码来访问这些保留的内存：
dmabuf = ioremap( 0x1F00000 /* 31M */, 0x100000 /* 1M */);
实际上，还有另一种分配 DMA 空间的方法：不断地执行分配，直到能够获得足够的连续页面来构造
缓冲区。如果有任意其它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则不应该使用这种分配技术。不断地分配会导致很高
的系统负荷，如果这种作法没有被正确地调整，也可能导致系统锁住。但另一方面，有时确实没有别的
方法可以利用。
在实践中，代码调用 kmalloc（GFP_ATOMIC） 直到失败为止，然后它等待内核释放若干页面，
接下来再一次进行分配。如果密切注意已分配的页面池，迟早会发现由连续页面组成的 DMA 缓冲区已
经出现；这时，我们可以释放除了被选中的缓冲区之外的所有页面。这种行为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会
导致死锁。我们建议使用内核定时器来释放每一页，以防在给定时间内分配还不能成功。
这里，我们不准备给出代码，但是读者会在 misc-modules/allocator.c 中找到；代码被注释得很详细，
而且被设计为可以被其他模块调用。不同于本书中给出的其他源程序，allocator 适用于 GPL 条款。我
们决定将源程序置于 GPL 条款之下的理由既不是由于它特别优美也不是由于它特别有技巧，而是如果
有人想要使用它，我们希望代码同模块一起发行。

8.7.4.3 总线地址
一个使用 DMA 的设备驱动程序通常会与连接到接口总线上的硬件通讯，这些硬件使用物理地址，
而程序代码使用虚拟地址。

事实上，情况还要更复杂些。基于 DMA 的硬件使用总线地址而不是物理地址，尽管在 PC 上，
ISA 和 PCI 地址与物理地址一样，但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这样。有时，接口总线是通过将 I/O 地址映
射到不同物理地址的桥接电路连接的。甚至某些系统有一个页面映射方案，能够使任意页面在外围总线
上表现为连续的。

在最低层（相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个高层的解决方案），通过导出下列在头文件 <asm/io.h> 中
定义的函数，Linux 内核提供了一个可移植的解决方案：
unsigned long virt_to_bus(volatile void * address);
void * bus_to_virt(unsigned long address);
当驱动程序需要向一个 I/O 设备（例如扩展板或者 DMA 控制器）发送地址信息时，必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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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_to_bus 转换，在接受到来自连接到总线上硬件的地址信息时，必须使用 bus_to_virt 了。

9.7.4.4 PCI 总线上的 DMA
2.4 内核包含一个支持 PCI DMA 的灵活机制（也称作"总线控制"）。它处理缓冲区分配的细节，也能够
为支持多页传送的硬件进行总线硬件设置。这些代码也能处理缓冲区位于不具有 DMA 能力的内存区
域的情形，尽管这只在某些平台上实现，并且还有一些额外的计算开支（稍后会看到）。

本节中的函数需要一个用于我们的设备的 struct pci_dev 结构。设置 PCI 设备的细节会在第 15 章中
讲述。注意，这里描述的例程也能够用于 ISA 设备，这种情况下，只需将 struct pci_dev 指针赋值为
NULL。

使用下面这些函数的驱动程序应该包含头文件 <linux/pci.h>。

处理不同硬件
在执行 DMA 之前，第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是否给定的设备在当前主机上具备执行这些操作的能
力。很多 PCI 设备不能实现完整的 32 位总线地址空间，常常是因为它们其实是老式 ISA 硬件的修
订版本。Linux 内核会试图与这些设备协同工作，但不总是能成功的。

函数 pci_dma_supported 应该为任何具有地址限制的设备所调用：
int pci_dma_supported(struct pci_dev *pdev, dma_addr_t mask);
这里，mask 仅仅是描述哪些地址位可以被设备使用的位掩码。如果返回值非零，表示 DMA 可用，我
们的驱动程序应该将 PCI 设备结构中的 dma_mask 成员设置为该掩码值（即 mask）
。对于只能处理 16
位地址的设备，我们应该使用类似如下的调用：
if (pci_dma_supported (pdev, 0xffff))
pdev->dma_mask = 0xffff;
else {
card->use_dma = 0; /* We'll have to live without DMA */
printk (KERN_WARN, "mydev: DMA not supported\n");
}
内核 2.4.3 中提供了一个新的函数 pci_set_dma_mask。这个函数具有如下原型：
int pci_set_dma_mask(struct pci_dev *pdev, dma_addr_t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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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给定的掩码能够支持 DMA，这个函数返回 0 并且设置 dma_mask 成员；否则，返回 -EIO。
对于能够处理 32 位地址的设备，就没有调用 pci_dma_supported 函数的必要了。

DMA 映射
一个 DMA 映射就是分配一个 DMA 缓冲区并为该缓冲区生成一个能够被设备访问的地址的组合操
作。很多情况下，简单地调用 virt_to_bus 就可以获得需要的地址，然而有些硬件要求映射寄存器也被
设置在总线硬件中。映射寄存器（mapping register）是一个类似于外围设备的虚拟内存等价物。在使用
这些寄存器的系统上，外围设备有一个相对较小的、专用的地址区段，可以在此区段执行 DMA。通过
映射寄存器，这些地址被重映射到系统 RAM。映射寄存器具有一些好的特性，包括使分散的页面在设
备地址空间看起来是连续的。但不是所有的体系结构都有映射寄存器，特别地，PC 平台没有映射寄存
器。

在某些情况下，为设备设置有用的地址也意味着需要构造一个反弹（bounce）缓冲区。例如，当驱动程
序试图在一个不能被外围设备访问的地址（一个高端内存地址）上执行 DMA 时，反弹缓冲区被创建。
然后，按照需要，数据被复制到反弹缓冲区，或者从反弹缓冲区复制。如果想要代码在反弹缓冲区上正
常工作，就应该符合某些规则，正如我们很快会看到的。

DMA 映射提出了一个新的类型（dma_addr_t）来表示总线地址。dma_addr_t 类型的变量应该被驱动
程序作为不透明物来对待；只有允许的操作会被传给 DMA 支持例程或者传给驱动程序自己。 根据
DMA 缓冲区期望保留的时间长短，PCI 代码区分两种类型的 DMA 映射：
• 一致 DMA 映射 它们存在于驱动程序的生命周期内。一个被一致映射的缓冲区必须同时可被 CPU
和外围设备访问（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其他类型的映射在给定的时间只能用于一个或另一个）
。如
果可能，缓冲区也应该没有高速缓存问题－－即能够造成一个（如 CPU）不会看到另一个（如外设）
所作的更新的问题。
• 流式 DMA 映射 流式 DMA 映射是为单个操作进行的设置。在使用流式映射时，某些体系结构允许
重要优化，但是，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些映射也要服从一组更加严格的访问规则。内核开发者推荐应
尽可能使用流式映射，而不是一致映射。这个推荐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支持一致映射的系统上，
每个 DMA 映射会使用总线上一个或多个映射寄存器。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的一致映射，会独占这些寄
存器很长时间――即使它们没有被使用。其次，在某些硬件上，流式映射能够可以以某种方式优化，而
一致映射却不能。

两种映射类型必须以不同的方法操作，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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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致 DMA 映射
驱动程序可调用 pci_alloc_consistent 设置一致映射：
void *pci_alloc_consistent(struct pci_dev *pdev, size_t size, dma_addr_t *bus_addr);
这个函数能够处理缓冲区的分配和映射。前两个参数是我们的 PCI 设备结构以及所需缓冲区大小，函
数在两处返回 DMA 映射的结果，返回值是缓冲区的内核虚拟地址，它可以被驱动程序使用；而相关
的总线地址在 bus_addr 中返回。该函数对分配的缓冲区做了一些处理，从而缓冲区可用于 DMA；通
常只是通过 get_free_pages 分配内存（但是要注意，大小以字节计算而不是幂次的值）。

大多数支持 PCI 的体系结构以 GFP_ATOMIC 优先级执行分配，而且这样不会睡眠。但是，内核的
ARM 移植是个例外。

当不再需要缓冲区时（通常在模块卸载时）
，应该调用 pci_free_consitent 将它返还给系统：
void pci_free_consistent(struct pci_dev *pdev, size_t size, void *cpu_addr, dma_handle_t bus_addr);
注意这个函数需要提供 CPU 地址和总线地址。
建立流式 DMA 映射
由于多种原因，流式映射具有比一致映射更复杂的接口。这些映射希望能与已经由驱动程序分配的缓冲
区协同工作，因而不得不处理它们没有选择的地址。在某些体系结构上，流式映射也能够由多个不连续
的页和多个"分散/集中"缓冲区。

在设置流式映射时，我们必须通知内核数据将向哪个方向传送。已经为此定义了如下符号：
PCI_DMA_TODEVICE
PCI_DMA_FROMDEVICE
这 两 个 符 号 无 需 多 做 说 明 。 如 果 数 据 被 发 送 到 设 备 （ 也 许 为 响 应 系 统 调 用 write ）， 应 该 使 用
PCI_DMA_TODEVICE；相反，如果数据将发送到 CPU，则应标记 PCI_DMA_FROMDEVICE。

PCI_DMA_BIDIRECTIONAL
如果数据能够进行两个方向的移动，就使用 PCI_DMA_BIDIRECTIONAL。

PCI_DMA_NONE
这个符号只是为帮助调试而提供。试图以这个"方向"使用缓冲区会造成内核 panic。

出于许多我们很快就会遇到的原因，为流式 DMA 映射选取正确的方向值是很重要的。虽然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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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选取 PCI_DMA_BIDIRECTIONAL 是很诱人的，但在某些体系结构上，会因这种选择而损失性能。

在只有单个用于传送的缓冲区时，应该使用 pci_map_single 来映射它：
dma_addr_t pci_map_single(struct pci_dev *pdev, void *buffer, size_t size, int direction);
返回值是可以传递给设备的总线地址，如果出错的话就为 NULL。
一旦传送完成，应该使用 pci_unmap_single 删除映射：
void pci_unmap_single(struct pci_dev *pdev, dma_addr_t bus_addr, size_t size, int direction);
这里，size 和 direction 参数必须匹配于它们用来映射缓冲区时的值。 下面是一些应用于流式 DMA 映
射的重要规则：
• 缓冲区只能用于这样的传送，即其传送方向匹配于映射时给定的方向值。
• 一旦缓冲区已经被映射，它就属于设备而不再属于处理器了。在缓冲区被撤销映射之前，驱动程序不
应该以任何方式触及其内容。只有在 pci_unmap_single 被调用之后，对驱动程序来说，访问缓冲区内
容才是安全的（但我们将很快看到一个例外）
。尤其要说明的是，这条规则意味着要写入设备的缓冲区
在包含所有要写入的数据之前，不能映射该缓冲区。
• 在 DMA 仍然进行时，缓冲区不能被撤销映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系统不稳定性。

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旦缓冲区被映射驱动程序就不能够再使用它。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使得出
现这个规则。第一，在缓冲区为 DMA 映射时，内核必须确保缓冲区中所有的数据已经被实际写到内
存。可能有些数据还会保留在处理器的高速缓冲存储器中，因此必须显式刷新。在刷新之后，由处理器
写入缓冲区的数据对设备来说也许是不可见的。

第二，如果欲映射的缓冲区位于设备不能访问的内存区段时，我们考虑会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情况下，
某些体系结构仅仅会操作失败，而其它的体系结构会创建一个反弹缓冲区。反弹缓冲区只是一个可被设
备访问的独立内存区域。如果一个缓冲区使用 PCI_DMA_TODEVICE 方向映射，并且需要一个反弹缓
冲区，则原始缓冲区的内容作为映射操作的一部分被复制。很明显，原始缓冲区在复制之后的变化对设
备来说是不可见的。同样地，PCI_DMA_FROMDEVICE 反弹缓冲区通过 pci_unmap_single 被复制回
原始缓冲区；直到复制完成后，来自设备的数据才可用。

顺便提及，反弹缓冲的存在，是"为什么获得正确的方向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PCI_DMA_BIDIRECTIONAL 反弹缓冲区会在操作的前后被复制，而这常常是一种不必要的 CPU 时钟
周期的浪费。 有时候，驱动程序需要不经过撤销映射就访问流式 DMA 缓冲区的内容，为此，内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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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如下调用：
void pci_sync_single(struct pci_dev *pdev, dma_handle_t bus_addr, size_t size, int direction);
该函数应该在处理器访问 PCI_DMA_FROMDEVICE 缓冲区之前，或者在访问 PCI_DMA_TODEVICE
缓冲区之后调用。

分散/集中映射
分散/集中映射是流式 DMA 映射的一种特例。假设你有几个缓冲区，而它们需要传送到设备或者
从设备传送回来。这种情形可能以几种途径产生，包括从 readv 或者 writev 系统调用产生，从集群的
磁盘 I/O 请求产生，或者从映射的内核 I/O 缓冲区中的页面表产生。我们可以简单地依次映射每一个
缓冲区并且执行请求的操作，但是一次映射整个缓冲区表还是很有利的。

一个原因是一些设计巧妙的设备能够接受由数组指针和长度组成的"分散表（scatterlist）"并在一个
DMA 操作中传送所有数据；例如，如果数据包能够组装成多块，那么"零拷贝"网络是很容易的实现的。
Linux 将来很可能会很好地利用这些设备。另一个整个映射分散表的原因是，可以利用总线硬件上具有
映射寄存器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上，物理上不连续的页面能够被装配成从设备角度看是单个的连续数
组。这种技术只能用在分散表中的项在长度上等于页面大小的时候（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之外）
，但
是在其工作时，它能够将多个操作转化成单个 DMA 操作，因而能够加速处理工作。

最后，如果必须使用反弹缓冲区，将整个表接合成一个单个缓冲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无论如何它
也会被复制）
。

所以现在你可以确信在某些情况下分散表的映射是值得做的。映射分散表的第一步是建立并填充一
个 描 述 被 传 送 缓 冲 区 的 struct scatterlist 数 组 。 该 结 构 是 体 系 结 构 相 关 的 ， 并 且 在 头 文 件
<linux/scatterlist.h> 中描述。然而，该结构会始终包含两个成员：

char *address;
用在分散/集中操作中的缓冲区地址

unsigned int length;
该缓冲区的长度 为了映射一个分散/集中的 DMA 操作，驱动程序应该为每个欲传送的缓冲区准备
的 struct scatterlist 项中设置 address 和 length 成员。然后调用：
int pci_map_sg(struct pci_dev *pdev, struct scatterlist *list, int nents, i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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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是要传送的 DMA 缓冲区数；它可能会小于 nents，也就是传入的分散表项的数量。
驱动程序应该传送每一个 pci_map_sg 返回的缓冲区。每一个缓冲区的总线地址和长度会被存储在
struct scatterlist 项中，但是它们在结构中的位置在不同的体系结构中是不同的。已经定义的两个宏使得
编写可移植代码成为可能：
dma_addr_t sg_dma_address(struct scatterlist *sg);
从该分散表项中返回总线地址

unsigned int sg_dma_len(struct scatterlist *sg);
返回该缓冲区的长度

此外，记住准备传送的缓冲区的地址和长度可能会不同于传入 pci_map_sg 的值。

一旦传输完成，分散/集中映射通过调用 pci_unmap_sg 来撤销映射：
void pci_unmap_sg(struct pci_dev *pdev, struct scatterlist *list, int nents, int direction);
注意，nents 必须是原先传给 pci_map_sg 的项的数量，而不是函数返回给我们的 DMA 缓冲区的
数量。

分散/集中映射是流式 DMA 映射，关于单个种类，同样的访问规则适用于它们。如果读者必须访
问一个已映射的分散/集中链表，就必须首先同步它：
void pci_dma_sync_sg(struct pci_dev *pdev, struct scatterlist *sg, int nents, int direction);
支持 PCI DMA 的不同体系结构 正如我们在本节开始是说明的，DMA 是硬件特有的操作。我们
刚才描述的 PCI DMA 接口试图将很多硬件依赖性尽可能地抽象出来，然而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M68K
S/390
Super-H 到 2.4.0 版本为止，这些体系结构不支持 PCI 总线。
IA-32 (x86)
MIPS
PowerPC
ARM
这些平台支持 PCI DMA 接口，但是其接口主要是骗人的外表。总线接口中没有映射寄存器，所
以分散表不能被组合而且不能使用虚拟地址。也没有反弹缓冲区支持，所以不能完成高端地址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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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 体系结构上的映射函数能够睡眠，而在其它平台上这些函数不能睡眠。

IA-64
Itanium 体系结构也缺少映射寄存器。这个 64 位体系结构能够容易地生成 PCI 外围设备不能使
用的地址，因而在此平台上的 PCI 接口实现了反弹缓冲区，允许任意地址被 DMA 操作所使用（表面
上）
。
Alpha
MIPS64
SPARC
这些体系结构支持 I/O 内存管理单元。自 2.4.0 起，MIPS64 内核实际不再利用这个功能，所以
它的 PCI DMA 实现看起来就象 IA-32 的实现。尽管 Alpha 和 SPARC 内核能够利用正确的分散/集
中支持来实现完整的缓冲区映射。

这里列出的区别对于大多数驱动程序作者都不是问题，只要遵从接口的一些规则即可。

一个简单的 PCI DMA 例子
在 PCI 总线上 DMA 操作的实际形式非常依赖于被驱动的设备。这样，这个例子不能应用于任何
真实设备；它只是一个叫做"dad（DMA Acquisition Device）"的假想设备的一部分。该设备的驱动程序
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传输函数：
int dad_transfer(struct dad_dev *dev, int write, void *buffer, size_t count) { dma_addr_t bus_addr;
unsigned long flags;

/* Map the buffer for DMA */
dev->dma_dir = (write ? PCI_DMA_TODEVICE : PCI_DMA_FROMDEVICE); dev->dma_size =
count;
bus_addr = pci_map_single(dev->pci_dev, buffer, count, dev->dma_dir); dev->dma_addr = bus_addr;

/* Set up the device */
writeb(dev->registers.command, DAD_CMD_DISABLEDMA);
writeb(dev->registers.command, write ? DAD_CMD_WR : DAD_CMD_RD);
writel(dev->registers.addr, cpu_to_le32(bus_addr));
writel(dev->registers.len, cpu_to_le32(count));

/* Start the operation */
writeb(dev->registers.command, DAD_CMD_ENABLEDMA); retur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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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函数映射了准备进行传输的缓冲区并且开始设备操作。另一半工作必须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完成，
它看起来有点类似这样：

void dad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struct dad_dev *dev = (struct dad_dev *) dev_id;

/* Make sure it's really our device interrupting */
/* Unmap the DMA buffer */
pci_unmap_single(dev->pci_dev, dev->dma_addr, dev->dma_size, dev->dma_dir);
/* Only now is it safe to access the buffer, copy to user, etc. */
...
}
显而易见地，在这个例子中已经忽略了大量细节，包括用来阻止同时开始多个 DMA 操作的必要
步骤。

简单看看 Sbus 上的情况
传统上，基于 SPARC 的系统包括一个由 Sun 公司设计的叫做 SBus 的总线。该总线超出了本章
的讨论范围，但是简单的讨论还是值得的。有一组在 Sbus 总线上执行 DMA 映射的函数（在头文件
<asm/sbus.h> 中描述）；它们的名称类似 sbus_alloc_consistent 和 sbus_map_sg。换句话说，SBus 总线
的 DMA API 看起来很象 PCI 接口。在使用 SBus 总线上的 DMA 之前，还是需要详细地看看这些函
数的定义，但是概念会与先前对 PCI 总线的讨论相似。

9.7.4.5 ISA 设备的 DMA
ISA 总线允许两种 DMA 传输：本地（native）DMA 和 ISA 总线控制（bus-master）DMA。本地
DMA 使用主板上的标准 DMA 控制器电路驱动 ISA 总线上的信号线；另一方面，ISA 总线控制 DMA
则完全由外围设备处理。后一种 DMA 类型很少使用，所以就不在这里不讨论了，因为它类似于 PCI 设
备的 DMA，至少从驱动程序的角度看是这样的。ISA 总线控制的一个例子是 1542 SCSI 控制器，它
的驱动程序是内核源代码中的 drivers/scsi/aha1542.c。

至于本地 DMA，有三种实体涉及到 ISA 总线上的 DMA 数据传输：
• 8237 DMA 控制器（DMAC） 控制器存有有关 DMA 传送的信息，例如传送方向、内存地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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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大小。它也包含一个跟踪传送状态的计数器。在控制器收到一个 DMA 请求信号时，它获得总线
的控制权并且驱动信号线以使设备能够读写数据。
• 外围设备 设备在准备好传送数据时，必须激活 DMA 请求信号。实际的传输由 DMAC 负责管
理，当控制器选通设备后，硬件设备就可以顺序地读/写总线上的数据。传输结束时，设备通常会发出
中断。
• 设备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只需做好如下几点：它向 DMA 控制器提供方向、总线地址和传送大小。
它还告诉外围设备准备好传送数据，并在 DMA 结束时响应中断。

原先在 PC 中使用的 DMA 控制器能够管理 4 个通道，每一个通道与一组 DMA 寄存器关联。
因此 4 个设备能够同时在控制器中保存它们的 DMA 信息。新的 PC 有两套相当于 DMAC 的设备：
*第二个（主）控制器被连接到系统处理器上，第一个（从）控制器被连接到第二个控制器的通道 0 上。
*
注 1：现在，这些电路是主板芯片的一部分，但是几年前它们还是两个独立的 8237 芯片。 注 2：
最初的 PC 只有一个控制器，第二个控制器在基于 286 的平台上加入。然而，第二个控制器被作为主
控制器连接是因为它能够处理 16 位传输。而第一个控制器一次只能传送 8 位，它的存在是为了向后
兼容。

通道编号为 0 到 7。因为通道 4 是内部用于将从控制器级联到主控制器上的，所以它对于 ISA 外
围设备不可用。这样，可用的通道是从控制器上的 0 到 3（8 位通道）和主控制器上的 5 到 7（16
位通道）。每次 DMA 传送的大小保存在控制器中，是一个 16 位的数值，表示总线周期数。因此，从
控制器的最大传输大小为 64 KB，主控制器的最大传输大小为 128KB。

因为 DMA 控制器是一个系统级的资源，所以内核协助处理这一资源。内核使用 DMA 注册表为
DMA 通道提供了请求/释放机制，并且提供了一组函数在 DMA 控制器中配置通道信息。

注册 DMA 的方法
读者应该对内核注册表（registry）很熟悉了－－我们已经在 I/O 端口和中断信号线部分接触过它
们，DMA 通道的注册与它们很相似。在包含头文件 <asm/dma.h> 之后，就可以使用下面的函数来获
取和释放 DMA 通道的所有权：
int request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const char *name);
void free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参数 channel 是一个 0 到 7 的数值，确切的说，是一个小于 MAX_DMA_CHANNELS 的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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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C 上，为了和硬件相匹配，MAX_DMA_CHANNELS 被定义为 8。参数 name 是一个用来识别设
备的字符串，它所标识的名字出现在文件 /proc/dma 中，该文件可以被用户程序读取。

request_dma 函数的返回值可能是：0 表示成功，-EINVAL 或者 -EBUSY 表示失败。返回 -EINVAL
表示请求的通道超出范围，返回 -EBUSY 表示该通道正在被其它设备所使用。

我们建议读者象对待 I/O 端口和中断信号线一样地小心处理 DMA 通道。在 open 时请求 DMA
通道要比在模块初始化时请求更为有利，推迟请求会为驱动程序间共享 DMA 通道创造条件，例如，
声卡可以和相类似的 I/O 接口共享同一 DMA 通道，只要它们不在同一时间使用该通道。

我们同样建议读者在请求了中断线之后请求 DMA 通道，并且在释放中断线之前释放它。这是请
求两种资源的通常顺序，依照惯例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死锁。注意，每一个使用 DMA 的设备同时也需
要中断信号线，否则就无法发出数据传输完成的通知。

典型的情况下的 open 代码如下所示。这段代码引用了我们假想的 dad 模块，dad 设备使用了一
个快速中断处理并且不支持共享 IRQ 信号线。
int dad_open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struct dad_device *my_device;
/* ... */
if ( (error = request_irq(my_device.irq, dad_interrupt, SA_INTERRUPT, "dad", NULL)) )
return error;

/* or implement blocking open */
if ( (error = request_dma(my_device.dma, "dad")) ) {
free_irq(my_device.irq, NULL);
return error; /* or implement blocking open */
}
/* ... */
return 0;
}
与 open 相对应的 close 实现如下所示：
void dad_close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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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dad_device *my_device;
/* ... */
free_dma(my_device.dma);
free_irq(my_device.irq, NULL);
/* ... */
}
关注一下 /proc/dma 文件，这是安装了声卡的系统上该文件的内容：
merlino% cat /proc/dma
1: Sound Blaster8
4: cascade
值得注意的是，默认的声卡驱动程序在系统启动时就获取了 DMA 通道，并且一直没有释放它。
正如前面解释过得那样，显示的 cascade 项是一个占位符，表示通道 4 不能被其他设备所使用。

与 DMA 控制器通讯
在注册之后，驱动程序的主要工作包括配置 DMA 控制器以使其正常工作。这一工作非常重要，
但幸运的是内核导出了典型驱动程序需要的所有函数。

在调用 read 或 write 时，或者准备进行异步传输时，驱动程序都需要配置 DMA 控制器。依驱动
程序和其所实现的策略的不同，这一工作可以在打开设备时，或者在应答 ioctl 命令时进行。这里给出
的代码是驱动程序的 read 和 write 方法所调用的典型代码。

这一小节提供了 DMA 控制器内部的概貌，这样，读者就能理解这里所给出的代码。如果读者想
学习关于这部分的更多知识，我们强烈推荐读者去阅读头文件 <asm/dma.h> 以及一些描述 PC 体系结
构的硬件手册。尤其是，我们不会在这里处理与 16 位数据传输相对的 8 位传输问题，如果你正在为
ISA 设备板卡编写设备驱动程序，则应该在该设备的硬件手册中查找相关的信息。

DMA 控制器是一个共享资源，如果多个处理器同时试图对其进行操作，将会引起混乱。有鉴于此，
DMA 控制器被一个叫做 dma_spin_lock 的自旋锁所保护。然而，驱动程序不应直接对该锁进行操作，
内核提供了两个对其操作的函数：
unsigned long claim_dma_lock();
获取 DMA 自旋锁，该函数会阻塞本地处理器上的中断，因此，其返回值是"标志"值，在重新打
开中断时必须使用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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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release_dma_lock(unsigned long flags);
释放 DMA 自旋锁，并且恢复以前的中断状态。

在使用接下来描述的那些函数时，应该持有自旋锁。然而，在驱动程序做真正的 I/O 操作时，不
应该持有自旋锁。驱动程序在持有自旋锁时绝对不能进入睡眠。

必须装载到 DMA 控制器的信息由三部分组成：RAM 地址、必须传输的原子项个数（以字节或字
为单位），以及传输的方向。最后，头文件 <asm/dma.h> 导出了下面几个函数：

void set_dma_mode(unsigned int channel, char mode);
指出通道要从设备读出（DMA_MODE_WRITE）数据，还是向设备写入数据。还存在有第三种模
式，即 DMA_MODE_CASCADE，用于释放对总线的控制。级联就是将第一个控制器连接到第二个控
制器的顶端的方式，但是也能够被真正的 ISA 总线控制设备使用。这里，我们不讨论总线控制。

void set_dma_addr(unsigned int channel, unsigned int addr);
该函数给 DMA 缓冲区的地址赋值。该函数将 addr 的最低 24 位存储到控制器中。参数 addr 必
须是总线地址（参照本章前面"总线地址"小节
void set_dma_count(unsigned int channel, unsigned int count);
该函数对传输的字节数赋值。参数 count 也代表 16 位通道的字节数，在此情况下，这个数字必
须是偶数。

除这些函数之外，在处理 DMA 设备时，还必须使用很多处理杂项的工具函数：

void disable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DMA 通道可以在控制器内被禁止掉。通道应该在配置 DMA 控制器之前被禁止，以防止进行不正
确的操作（控制器是通过 8 位数据传送进行编程的，这样，前面所有的函数都不会原子地执行）
。

void enable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该函数通知 DMA 控制器 DMA 通道中包含了合法的数据。

int get_dma_residue(unsigned int channel);
有时，驱动程序需要知道一个 DMA 传输是否已经完成。该函数返回尚未传送的字节数。函数在
传输成功时的返回值是 0，当控制器正在工作时的返回值是不可预知的（但不是 0）
。返回值的不可预测
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剩余量是一个 16 位数，它是通过两个 8 位输入操作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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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clear_dma_ff(unsigned int channel)
该函数清除 DMA 触发器（flip-flop），该触发器用来控制对 16 位寄存器的访问。可以通过两个
连续的 8 位操作来访问这些寄存器，触发器被清除时用来选择低字节，触发器被置位时用来选择高字
节。在传输 8 位后，触发器会自动反转；在访问 DMA 寄存器之前，程序员必须清除触发器（将它设
置为某个已知状态）。

使用这些函数，驱动程序可以实现一个类似下面代码所示的函数为 DMA 传输作准备：
int dad_dma_prepare(int channel, int mode, unsigned int buf, 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long flags;
flags = claim_dma_lock();
disable_dma(channel);
clear_dma_ff(channel);
set_dma_mode(channel, mode);
set_dma_addr(channel, virt_to_bus(buf));
set_dma_count(channel, count);
enable_dma(channel);
release_dma_lock(flags);
return 0;
}
然后，类似下面的函数会被用来检查 DMA 传输是否成功结束。
int dad_dma_isdone(int channel)
{
int residue; unsigned long flags = claim_dma_lock ();
residue = get_dma_residue(channel);
release_dma_lock(flags);
return (residue == 0);
}
剩下的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配置设备板卡了。这种设备特有的任务通常仅仅是对少数 I/O 端口的
读写操作，但不同的设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某些设备需要程序员通知硬件 DMA 的缓冲区
有多大，而有时，驱动程序不得不读出固化在设备里的值。配置板卡时，硬件手册是我们唯一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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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 向后兼容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内核中的其它部分一样，内存映射和 DMA 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本节将描述一些
驱动程序作者在编写可移植代码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9.7.5.1 内存管理部分的改变
2.3 开发系列的主要变化发生在内存管理部分。2.2 内核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它能使用的内存数量，
尤其在 32 位处理器上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对于 2.4 版本，这种限制被减轻了；现在，Linux 能够管
理处理器所能够寻址的所有内存，而且某些事情不得不为此改变以使其实现这种能力；但是，API 层
的改动比例是很小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4 版内核广泛使用了指向 page 结构的指针来在内存中查阅特定的页面。这
个结构已经存在于 Linux 中很长时间了，但是先前并没有用这个结构来指代页面本身，
相反，内核使用的是逻辑地址。

例如，pte_page 返回一个 unsigned long 值而不是 struct page *。宏 virt_to_page 根本就不存在了，
如果需要找到一个 struct page 项，就不得不直接从内存映射中查找。宏 MAP_NR 会将逻辑地址变成
mem_map 中的索引；这样，当前的 virt_to_page 宏可以被如下定义（在示例代码的 sysdep.h 头文件
中）
：
#ifdef MAP_NR
#define virt_to_page(page) (mem_map + MAP_NR(page))
#endif
在 virt_to_page 被引入时，宏 MAP_NR 就没有用了。宏 get_page 在 2.4 内核之前也不存在，所
以 sysdep.h 如下定义它：
#ifndef get_page
# define get_page(p) atomic_inc(&(p)->count)
#endif
struct page 也已经随时间而改变，特别，virtual 成员仅出现在 2.4 内核的 Linux 中。

page_table_lock 在 2.3.10 版本中引入。先前的代码在穿越页表之前应该获得"大的内核锁"（在遍
历页表前后调用 lock_kernle 和 unlock_ker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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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vm_area_struct 在 2.3 开发系列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在 2.1 系列中变化更多。这些变化包括：
• 在 2.2 和之前的版本中，成员 vm_pgoff 叫做 vm_offset。它是字节的偏移量而不是页面的偏移
量。
• 成员 vm_private_data 在 2.2 版本的 linux 中并不存在，所以驱动程序并没有在 VMA 中保存
自身信息的方法。许多驱动程序使用 vm_pte 成员。但是，从 vm_file 中获得次设备号，并使用它来
获取需要的信息，这种方法更安全些。 2.4 版本内核在调用 mmap 方法之前初始化 vm_file 指针。在
2.2 版本的内核中，驱动程序不得不自己赋值，并使用 file 结构作为参数传递进入。
• 在 2.0 版本的内核中，vm_file 指针更本不存在；替代地，有一个 vm_inode 指针指向 inode 结
构。该成员需要由驱动程序赋值，它也必须在 mmap 方法中增加成员 inode->i_count 的值。
• 标志 VM_RESERVED 在内核版本 2.4.0-test10 中加入。

对于存储在 VMA 中的各个 vm_ops 方法来说，发生的改变如下：
• 2.2 和之前版本的内核有一个叫做 advise 的方法，但实际上内核从来没有使用它。还有一个
swapin 方法，它用来将数据从备用存储器上读入内存，通常，这对于驱动程序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 在 2.2 版本的内核中，nopage 和 wppage 方法返回 unsigned long，而不是 struct page *。
• NOPAGE_SIGBUS 和 NOPAGE_OOM 返回代码表示 nopage 并不存在。nopage 简单地返回 0
来指出问题并给受影响的进程发送一个总线信号。

因为 nopage 以前返回 unsigned long，它的工作是返回页的逻辑地址而不是它的 mem_map 项。

当然，在老内核中没有高端内存支持。所有内存都有逻辑地址，而且 kmap 和 kunmap 函数也不
存在。

在 2.0 版本内核中，结构 init_mm 没有为模块导出。这样，想要访问 init_mm 的模块为了找到它
不得不在任务表中搜索（作为"init"进程的一部分）。在 2.0 内核上运行时，scullp 通过下面这段代码找
到 init_mm：
static struct mm_struct *init_mm_ptr;
#define init_mm (*init_mm_ptr) /* to avoid ifdefs later */

static void retrieve_init_mm_ptr(void)
{
struct task_struct *p;
for (p = current ; (p = p->next_task) != curr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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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p->pid == 0)
break;
init_mm_ptr = p->mm;
}
2.0 版本内核在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也缺少明显的区别，所以宏 _ _va 和 _ _pa 也不存在。
那时也不需要它们。

在 2.0 版本的内核中不存在的另一个处理就是，在映射内存区域中并没有维护模块的使用计数。
在低于 2.0 版本的内核中，实现了 mmap 的驱动程序需要提供 open 和 close VMA 操作并调整使用
计数。实现了 mmap 的示例模块提供了这些操作。

最后，就像大多数其它的方法，驱动程序的 mmap 方法的 2.0 版本有一个 struct inode 参数，方
法的原型是：
int (*mmap)(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struct vm_area_struct *vma);

9.7.5.2 DMA 的变化
正如先前描述的，PCI 的 DMA 接口在 2.3.41 版本之前并不存在。然而之前，DMA 以更直接的
（而且依赖于系统的）方式处理。缓冲区通过调用 virt_to_bus 来映射，而且没有通用接口来处理总线
映射寄存器。

对于那些想要写可移植的 PCI 驱动程序的人来说，样例代码中文件 sysdep.h 包括有 2.4 版本的
DMA 接口的一个简单实现，该实现可用于老的内核。

另一方面，ISA 接口自从 2.0 版本的 Linux 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ISA 是一种老的体系结构，毕
竟，有许许多多的变化没有跟上。在 2.2 版本中唯一增加的是 DMA 自旋锁，在该内核之前，不需要
对 DMA 控制器的冲突访问进行保护。这些函数的版本已经在文件 sysdep.h 中定义，它们禁止和恢复
中断，而不执行其他功能。

9.7.6 快速参考
本章介绍了与内存处理有关的下列符号。因为第一节本身是一个大的列表并且它们的符号对于设备
驱动程序来说很少使用，所以在第一节中介绍的符号没有在下面列出。
#include <linux/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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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内存管理有关的函数和结构在这个头文件中定义并给出原型。

int remap_page_range(unsigned long virt_add, unsigned long phys_add, unsigned long size, pgprot_t
prot);
这些函数是 mmap 的核心。它将大小为 size 字节、起始地址为 phys_addr 的物理内存映射到虚
拟地址 virt_add。与虚拟空间相联系的保护位在 prot 中指定。

struct page *virt_to_page(void *kaddr);
void *page_address(struct page *page);
这些宏在内核逻辑地址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内存映射入口之间进行转换。page_address 只能处理低
端内存页或者已经被显式映射的高端内存页。

void *_ _va(unsigned long physaddr);
unsigned long _ _pa(void *kaddr);
这些宏在内核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进行转换。

unsigned long kmap(struct page *page);
void kunmap(struct page *page);
kmap 返回一个被映射到给定页的内核虚拟地址，如果需要的话，建立该映射。kunmap 删除给定
页的映射。

#include <linux/iobuf.h>
void kiobuf_init(struct kiobuf *iobuf);
int alloc_kiovec(int number, struct kiobuf **iobuf);
void free_kiovec(int number, struct kiobuf **iobuf);
这些函数处理内核 I/O 缓冲区的分配、初始化和释放。kiobuf_init 初始化单个 kiobuf，但是很少
使用。替代地，可使用 alloc_kiovec 来分配并初始化一个 kiobuf 向量，并使用 free_kiovec 释放 kiobuf
向量。

int lock_kiovec(int nr, struct kiobuf *iovec[], int wait);
int unlock_kiovec(int nr, struct kiobuf *iovec[]);
这两个函数分别锁住并释放内存中的 kiovec。在使用 kiobuf 进行用户空间内存的 I/O 时，不必使
用这两个函数。

int map_user_kiobuf(int rw, struct kiobuf *iobuf, unsigned long address, size_t len);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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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ap_kiobuf(struct kiobuf *iobuf);
map_user_kiobuf 将一个用户空间的缓冲区映射成给定的内核 I/O 缓冲区，unmap_kiobuf 撤销该
映射。

#include <asm/io.h>
unsigned long virt_to_bus(volatile void * address);
void * bus_to_virt(unsigned long address);
这些函数完成内核虚拟地址和总线地址之间的转换。必须使用总线地址来和外围设备对话。
#include <linux/pci.h>
使用下面这些函数时，必须包含该头文件。
int pci_dma_supported(struct pci_dev *pdev, dma_addr_t mask);
对于那些不能对全部的 32 位地址空间寻址的外围设备来说，这个函数决定了主机系统上是否支持
DMA。

void *pci_alloc_consistent(struct pci_dev *pdev, size_t size, dma_addr_t *bus_addr)
void pci_free_consistent(struct pci_dev *pdev, size_t size, void *cpuaddr, dma_handle_t bus_addr);
这些函数为驱动程序生命期中一直有效的缓冲区分配和释放一致 DMA 映射。

PCI_DMA_TODEVICE
PCI_DMA_FROMDEVICE
PCI_DMA_BIDIRECTIONAL
PCI_DMA_NONE
这些符号用来告诉流式映射函数数据从缓冲区中移入或者移出的方向。

dma_addr_t pci_map_single(struct pci_dev *pdev, void *buffer, size_t size, int direction);
void pci_unmap_single(struct pci_dev *pdev, dma_addr_t bus_addr, size_t size, int direction);
建立和销毁一个独家使用的流式 DMA 映射。

void pci_sync_single(struct pci_dev *pdev, dma_handle_t bus_addr, size_t size, int direction)
同步一个具有流式映射的缓冲区。如果处理器必须访问一个正在使用流式映射的缓冲区（亦即，设
备拥有该缓冲区）
，则必须使用这个函数。

struct scatterlist { /* ... */ };
dma_addr_t sg_dma_address(struct scatterlist *sg);
unsigned int sg_dma_len(struct scatterlist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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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tterlist 结 构 描 述 了 调 用 多 于 一 个 缓 冲 区 的 I/O 操 作 。 在 实 现 分 散 / 集 中 操 作 时 ， 宏
sg_dma_address 和 sg_dma_len 可以用来获得总线地址和缓冲区长度，并传递给驱动程序。

pci_map_sg(struct pci_dev *pdev, struct scatterlist *list, int nents, int direction); pci_unmap_sg(struct
pci_dev *pdev, struct scatterlist *list, int nents, int direction); pci_dma_sync_sg(struct pci_dev *pdev, struct
scatterlist *sg, int nents, int direction) pci_map_sg 映射一个分散/集中操作，并且由 pci_unmap_sg 来取消
映射。如果需要在映射有效时访问缓冲区，pci_map_sync_sg 可用来同步上述操作。
/proc/dma
这个文件包含了 DMA 控制器中已分配通道的文本快照。由于每个 PCI 板卡独立工作并且不需要
在 DMA 控制器中分配通道，所以基于 PCI 的 DMA 不会显示在这个文件中。

#include <asm/dma.h>
所有关于 DMA 的函数和宏，都在这个头文件定义或给出了原型。如果要使用下述符号，就必须
包含这个头文件。

int request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const char *name);
void free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这些函数访问 DMA 注册表。注册必须在使用 ISA DMA 通道之前执行。

unsigned long claim_dma_lock();
void release_dma_lock(unsigned long flags);
这些函数获得和释放 DMA 自旋锁。在调用其他的 ISA DMA 函数（后面描述）期间必须持有该
自旋锁。它们同时在本地处理器上禁止并重新打开中断。

void set_dma_mode(unsigned int channel, char mode);
void set_dma_addr(unsigned int channel, unsigned int addr);
void set_dma_count(unsigned int channel, unsigned int count);
这些函数用来在 DMA 控制器中设置 DMA 信息。addr 是总线地址。

void disable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void enable_dma(unsigned int channel);
在配置期间，DMA 通道必须被禁止。这些函数用来改变 DMA 通道的状态。

int get_dma_residue(unsigned int channel);
如果驱动程序需要了解 DMA 传输进行的当前状态，则可以调用这个函数。该函数返回尚未传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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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数量。在 DMA 成功完成之后，函数返回 0；在数据传输正在进行时，这个值是不可预知的。

void clear_dma_ff(unsigned int channel)
控制器用 DMA 触发器来传输 16 位值，这可以由两个 8 位的操作来进行。在给控制器发送任何
数据之前必须将该触发器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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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网络编程
10.1 套接口
套接口是一种使用Linux系统中的文件描述符和系统进程通信的一种方法。
Linux系统中，文件可以是一个真正存储在磁盘上的文件、一个FIFO、一个管道、一个终端、一个
网络连接或者系统中的任何其他的东西。文件描述符是一个和打开的文件相关连的整数。因为在Linux
系统中，所有的I/O操作都是通过读写文件描述符而产生的。所以，
通过网络和其他的程序进行通信，也必须使用文件描述符。
使用系统调用socket，可以得到socket描述符。然后可以使用send和recv调用与其他的程序通信，
也可以使用一般的文件操作来调用read和write与其他的程序进行通信，但send和recv调用可以提供一
种更好的数据通信的控制手段。
有两种最常用的套接口，
“数据流套接口”和“数据报套接口”，分别用“SOCK_STREAM”和“SOCK_DGRAM”
代表。数据报套接口有时也叫做“无连接的套接口”。
数据流套接口是可靠的双向连接的通信数据流。如果你在套接口中以“ 1, 2”的顺序放入两个数据，
它们在另一端也会以“1, 2”的顺序到达。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无错误的传输。经常使用的telnet应用
程序就是使用数据流套接口的一个例子。数据流套接口使用TCP得到这种高质量的数据传输。数据报套
接口使用UDP，顺序是没有保障的。数据报是按一种应答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的。

10.2 网络协议分层
网络中的协议是分层的，上层的协议是依赖于下一层所提供的服务的。也就是说，可以在不同的物
理网络中使用同样的套接口程序，因为下层的协议是透明的。Linux系统中的网络协议是这样分层的：
z

应用层(telnet、ftp等)。

z

主机到主机传输层(TCP、UDP)。

z

Internet层(IP和路由)。

z

网络访问层(网络、数据链路和物理层)。

10.3 客户机/服务器模型
大部分网络应用程序在编写时都假设一端是客户，另一端是服务器，其目的是为了让服务器为客户
提供一些特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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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这种服务分为两种类型：串行服务器和并发服务器。
串行服务器模型如下图所示：

等待一个客户端
请求到来

处理客户端请求

发送应答给客户端

并发服务器模型如下图所示：

等待一个客户端
请求到来

fork 子进程

子进程处理客户
端请求

发送应答给客户端

对服务器，而不是对客户进行分类的原因是因为对于一个客户来说，它通常并不能够辨别自己是与
一个串行服务器或并发服务器进行对话。

10.4 数据结构
套接口描述符：一个套接口描述符是一个整型（int）的数值。
数据结构struct sockaddr中保存着套接口的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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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ys/socket.h>
struct sockaddr {
sa_family_t sa_family;
char sa_data[14];

/* address family, AF_xxx */
/* 14 bytes of protocol address */

};
sa_family指示使用的地址协议族，一般赋值为“AF_INET”，表示Internet IP协议。sa_data包括
一个目的地址和一个端口地址。

也可以使用另一个数据结构sockaddr_in，如下所示：
#include <netinet/in.h>
struct in_addr {
__u32

s_addr;

};
typedef uint16_t in_port_t;
struct sockaddr_in {
sa_family_t sin_family;

/* Address family */

in_port_t sin_port;

/* Port number */

struct in_addr sin_addr;

/* Internet address */

/* Pad to size of `struct sockaddr'. */
unsigned char sin_zero[sizeof(struct sockaddr) - sizeof(in_port_t) sizeof(unsigned short int) - sizeof(struct in_addr)];
};
这个数据结构使得使用其中的各个元素更为方便。

一个指向sockaddr_in数据结构的指针可以投射到一个指向数据结构sockaddr的指针，反之亦然。

10.5 常用网络通信接口
10.5.1 IP地址格式转换接口
可以使用inet_addr程序把诸如“192.168.5.10”形式的IP地址转化为无符号的整型数。
struct sockaddr_in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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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92.168.5.10");
如果出错，inet_addr程序将返回-1。

也可以调用inet_ntoa把地址转换成数字和句点的形式：
printf("%s", inet_ntoa(ina.sin_addr));
这将会打印出IP地址。它返回的是一个指向字符串的指针。

10.5.2 socket()
使用系统调用socket()来获得文件描述符：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socket(int domain, int type, int protocol);
第一个参数domain设置为“AF_INET”。第二个参数是套接口的类型：SOCK_STREAM或SOCK_DGRAM。
第三个参数设置为0。
系统调用socket()返回一个套接口描述符，如果出错，则返回-1。

10.5.3 bind()
有了一个套接口以后，下一步就是把套接口绑定到本地计算机的某一个端口上。这是在服务器端的
动作，如果是在客户端，下一步的动作是connect服务器。
下面是系统调用bind的使用方法：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bind(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 *my_addr, int addrlen);
第一个参数sockfd是由socket()调用返回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my_addr是指向数据结
构sockaddr的指针。数据结构sockaddr中包括了关于地址、端口和IP地址的信息。第三个参数addrlen
可以设置成sizeof(struct sockaddr)。

下面是一个例子：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412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define MYPORT 3490

main()
{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my_addr;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my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y_addr.sin_port = htons(MYPORT);
my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92.168.5.10");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 *)&my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
.
如果出错，bind()也返回-1。

10.5.4 connect()
系统调用connect()的用法如下：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connect(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 *serv_addr, int addrlen);
第一个参数还是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serv_addr是指向数据结构sockaddr的指针，其中
包括目的端口和IP地址。第三个参数可以使用sizeof(struct sockaddr)而获得。下面是一个例子：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define DEST_IP "192.168.5.11"
#define DEST_POR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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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
{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dest_addr; /* will hold the destination addr */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dest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dest_addr.sin_port = htons(DEST_PORT);
dest_addr. 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DEST_IP);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dest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
.
如果出错，connect()将会返回-1。

10.5.5 listen()
服务器总是等待一个进入的连接请求，然后再处理它。这样，通过首先调用listen()，然后再调用
accept()来实现。
系统调用listen()的形式如下：
#include <sys/socket.h>
int listen(int sockfd, int backlog);
第一个参数是系统调用socket()返回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是进入队列中允许的连接的
个数。进入的连接请求在使用系统调用accept()应答之前要在进入队列中等待。这个值是队列中最多可
以拥有的请求的个数，一般设置为5或者10。
当出错时，listen()将会返回-1。

在使用系统调用listen()之前，需要调用bind()绑定到需要的端口，否则系统内核将会让我们监听
一个随机的端口。所以，如果希望监听一个端口，下面是应该使用的系统调用的顺序：
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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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d();
listen();
/* accept() goes here */

10.5.6 accept()
系统调用accept()比较起来有点复杂。在远程的客户端可能试图使用connect()连接服务器使用
listen()正在监听的端口。但此连接将会在队列中等待，直到使用accept()处理它。调用accept()之后，
将会返回一个全新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来处理这个单个的连接。这样，对于同一个连接来说，就有了两
个文件描述符。原先的一个文件描述符正在监听指定的端口，新的文件描述符可以用来调用send()和
recv()。
调用的形式如下：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accept(int sockfd, void *addr, int *addrlen);
第一个参数是正在监听端口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addr是指向本地的数据结构
sockaddr_in的指针。调用connect()中的信息将存储在这里。通过它可以了解哪个客户端在哪个端口呼
叫服务器。第三个参数同样可以使用sizeof(struct sockaddr_in)来获得。
如果出错，accept()返回-1。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define MYPORT 3490 /* the port users will be connecting to */
#define BACKLOG 10 /* how many pending connections queue will hold */

main()
{
int sockfd, new_fd; /* listen on sock_fd, new connection on new_fd */
struct sockaddr_in my_addr; /* my address information */
struct sockaddr_in their_addr; /* connector's address information */
int sin_size;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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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y_addr.sin_port = htons(MYPORT);
my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 auto-fill with my IP */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 *)&my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listen(sockfd, BACKLOG);
sin_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new_fd = accept(sockfd, &their_addr, &sin_size);
.
.
.

下面，将可以使用新创建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new_fd来调用send()和recv()。

10.5.7 send()和recv()
系统调用send()的用法如下：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send(int sockfd, const void *msg, int len, int flags);
第一个参数是发送数据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它可以是通过socket()系统调用返回的，也可以是通
过accept()系统调用得到的。第二个参数是指向希望发送的数据的指针。第三个参数是数据的字节长度。
第四个参数标志一般设置为0，其他的取值及意义可以查看Linux关于send的联机帮助手册。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char *msg = "Just a example!";
int len, bytes_sent;
…
len = strlen(msg);
bytes_sent = send(sockfd, msg, len, 0);
…
系统调用send()返回实际发送的字节数，这可能比实际想要发送的字节数少。如果返回的字节数比
要发送的字节数少，必须接着发送剩下的数据。当send()出错时，将返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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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用recv()的使用方法和send()类似：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recv(int sockfd, void *buf, int len, int flags);
第一个参数是要读取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是保存读入信息的地址。第三个参数是缓冲
区的最大长度。第四个参数设置为0。系统调用recv()返回实际读取到缓冲区的字节数，如果出错则返
回-1。
通过使用上面的系统调用，你可以通过数据流套接口来发送和接受信息。

10.5.8 sendto()和recvfrom()
因为数据报套接口并不连接到远程的主机上，所以在发送数据包之前，必须首先给出目的地址：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sendto(int sockfd, const void *msg, int len, int flags，const struct sockaddr *to,
int tolen);
除了两个参数以外，其他的参数和系统调用send()时相同。参数to是指向包含目的IP地址和端口号
的数据结构sockaddr的指针。参数tolen可以设置为sizeof(struct sockaddr)。
系统调用sendto()返回实际发送的字节数，如果出错则返回-1。

系统调用recvfrom()的使用方法也和recv()的十分近似：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recvfrom(int sockfd, void *buf, int len, int flags,
struct sockaddr *from, int *fromlen);
参数from是指向本地计算机中包含源IP地址和端口号的数据结构sockaddr的指针。参数fromlen设
置为sizeof(struct sockaddr)。
系统调用recvfrom()返回接收到的字节数，如果出错则返回-1。

10.5.9 close()和shutdown()
可以使用close()调用关闭连接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
#include <unistd.h>
int close(sockfd);
这样就不能再对此套接口做任何的读写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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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统调用shutdown()，可有更多的控制权。它允许在某一个方向切断通信，或者切断双方的通
信：
#include <sys/socket.h>
int shutdown(int sockfd, int how);
第一个参数是希望切断通信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how值如下：
z

SHUT_RD: Further receives are disallowed

z

SHUT_WR: Further sends are disallowed

z

SHUT_RDWR: Further sends and receives are disallowed (like close())
shutdown()如果成功则返回0，如果失败则返回-1。

10.5.10 getpeername()
这个系统调用报告是谁在连接的另一端：
#include <sys/socket.h>
int getpeername(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 *addr, int *addrlen);
第一个参数是连接的数据流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是指向包含另一端的信息的数据结构
sockaddr的指针。第三个参数可以设置为sizeof(struct sockaddr)。
如果出错，系统调用将返回-1。
一旦你获得了它们的地址，就可以使用inet_ntoa()或者gethostbyaddr()来得到更多的信息。

10.5.11 gethostname()
系统调用gethostname()返回程序正在运行的主机的名字。系统调用gethostbyname()可以使用这个
名字来决定机器的IP地址。
#include <unistd.h>
int gethostname(char *hostname, size_t size);
如果成功，gethostname将返回0。如果失败，它将返回-1。

10.5.12 gethostbyname()
系统调用gethostbyname()可以将主机名翻译成IP地址。
#include <netdb.h>
struct hostent *gethostbyname(const char *name);
它返回一个指向数据结构hostent的指针，数据结构hostent如下：
struct hostent {
char *h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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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h_aliases;
int h_addrtype;
int h_length;
char **h_addr_list;
#define h_addr h_addr_list[0]
};
h_name —主机的正式名称。
h_aliases —主机的别名。
h_addrtype—将要返回的地址的类型，一般是AF_INET。
h_length—地址的字节长度。
h_addr_list—主机的网络地址。
h_addr —h_addr_list中的第一个地址。
系统调用gethostbyname()返回一个指向填充好的数据结构hostent的指针。当发生错误时，则返回
一个NULL指针。下面是一个例子：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netd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hostent *h;

if (argc != 2) { /* error check the command line */
fprintf(stderr, "usage: getip address\n");
exit(1);
}

if ((h=gethostbyname(argv[1])) == NULL) { /* get the host info */
herror( " gethostbyna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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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1);
}
printf("Host name : %s\n", h->h_name);
printf("IP Address : %s\n",inet_ntoa(*((struct in_addr *)h->h_addr)));
return 0;
}
在使用gethostbyname()时，不能使用perror()来打印错误信息，而要使用函数herror()。
10.5.13 setsockopt()
系统调用 setsockopt()被用来设置套接口的属性：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t setsockopt(int s, int level, int optname, const void *optval, socklen_t optlen);
第一个参数是套接口文件描述符，第二个参数是指示操作哪一个协议层的属性，第三个参数是操作的类
型，第四个参数是操作的参数，第五个参数是具体的操作参数的长度。
一个常用的操作是将套接口设置成地址可以重用的，这样重新启动服务器程序时，能够立刻绑定服务端
口。下面是一个例子：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define MYPORT 3490

main()
{
int sockfd, on = 1;
struct sockaddr_in my_addr;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my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y_addr.sin_port = htons(MY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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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 *)&my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setsockopt(sockfd, SOL_SOCKET, SO_REUSEADDR, (char *) &on, sizeof (on));
.
.
.
如果出错，setsockopt()返回-1。

10.5.14 select()
select()用于同步I/O多路复用。系统调用select()使得可以同时监视几个套接口。它可以报告哪
一个套接口已经准备好了以供读取，哪一个套接口已经可以写入。
select()本身带有超时机制，因此也常常被用来及时发现网络故障。例如，程序在某个套接口等待
接收数据，这时如果网络中断的话，程序是无法知道的，会继续等待（如果程序通过这个套接口发送数
据的话，会失败，所以能够立刻发现故障）。为此可以在接收数据的动作之前，调用select()监视这个
套接口，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该套接口上都没有数据来到，则认为有故障发生。
下面是select()的用法：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unistd.h>
int select(int numfds, fd_set *readfds, fd_set *writefds, fd_set *exceptfds, struct
timeval *timeout);
此函数监视几个文件描述符集，分别是readfds、writefds和exceptfds。例如，如果希望检查是否
可以从标准输入中和一些其他的套接口文件描述符sockfd中读取数据，只需把文件描述符0和sockfd添
加到readfds中。参数numfds应该设置为最高的文件描述符的值加1。当select()返回时，readfds将会
被修改以便反映你选择的那一个文件描述符已经准备好了以供读取。可以使用FD_ISSET()测试。
下面是一些操作文件描述符集的宏：
FD_ZERO(fd_set *set)—清除文件描述符集。
FD_SET(int fd, fd_set *set)—把fd 添加到文件描述符集中。
FD_CLR(int fd, fd_set *set)—把fd 从文件描述符中移走。
FD_ISSET(int fd, fd_set *set)—检测fd 是否在文件描述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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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timeval包含下面的字段：
struct timeval {
int tv_sec; /* seconds */
int tv_usec; /* microseconds */
};
把tv_sec设置成需要等待的时间秒数，tv_usec设置成需要等待的微秒数。一秒中包括
1,000,000µs 。下面的程序等待2.5s：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unistd.h>

#define STDIN 0 /* file descriptor for standard input */

main()
{
struct timeval tv;
fd_set readfds, testfds;

tv.tv_sec = 2;
tv.tv_usec = 500000;

FD_ZERO (&readfds);
FD_SET(STDIN, &readfds);
/* don't care about writefds and exceptfds: */

while (1) {
testfds = readfs;
select(STDIN+1, &testfds, NULL, NULL, &tv);
if (FD_ISSET(STDIN, &testfds))
printf("A key was pressed!\n");
else
printf ( " Timed ou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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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当被监视的文件描述符集有事件发生时，select()会修改对应的文件描述符集的值，如果在处理
了事件以后，仍然希望继续对原来的文件描述符集进行监视，必须重新初始化文件描述符集参数。

10.5.15 自定义接口readn()和writen()
除了send()和recv()，也可以使用read()和write()通过数据流套接口来接受和发送信息。
网络设备有下列两种性质：
1) 一次read操作所返回的数据可能少于所要求的数据，即使还没达到文件尾端。这不是一个错误，
应当继续读该设备。
2）一次write操作的返回值也可能少于指定输出的字节数。这可能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例如，下
游模块的流量控制限制。这也不是错误，应当继续写余下的数据至该设备。（通常，只有对非阻塞描述
符，或捕捉到一个信号时，才发生这种write返回。）
考虑到这些特性,引入下面两个函数readn和writen，功能是读、写指定的N字节数据，并处理返回
值小于要求值的情况。这两个函数只是按需多次调用read和write直至读、写了N字节数据。下面是这两
个函数的一种实现。
同样的，也可以引入sendn()和recvn()。

#include <unistd.h>

ssize_t written(int fd, const void *vptr, size_t n)
{
size_t nleft;
ssize_t nwritten;
const char *ptr;

ptr = vptr;
nleft = n;
while (nleft > 0) {
if ( (nwritten = write(fd, ptr, nleft)) <= 0)
return (nwritten);

nleft -= n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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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r += nwritten;
}
return(n);
}

ssize_t readn(int fd, const void *vptr, size_t n)
{
size_t nleft;
ssize_t nread;
const char *ptr;

ptr = vptr;
nleft = n;
while (nleft > 0) {
if ( (nread = read(fd, ptr, nleft)) <= 0)
return (nread);

nleft -= nread;
ptr += nread;
}
return(n - nleft);
}

10.6 简单的TCP服务程序
此服务器程序所作的事情就是通过一个数据流连接发送字符串“Hello, World!\n”。下面是此程
序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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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wait.h>

#define MYPORT 3490 /* the port users will be connecting to */
#define BACKLOG 10 /* how many pending connections queue will hold */

main()
{
int sockfd, new_fd; /* listen on sock_fd, new connection on new_fd */
struct sockaddr_in my_addr; /* my address information */
struct sockaddr_in their_addr; /* connector's address information */
int sin_size;

if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perror ( " socket " ) ;
exit(1) ;
}

my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y_addr.sin_port = htons(MYPORT);
my_addr. 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 auto-fill with my IP */

if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 *)&my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perror ( " bind" ) ;
exit(1) ;
}

if (listen(sockfd, BACKLOG) == -1) {
perror ( " listen " ) ;
exit(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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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1) { /* main accept() loop */
sin_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if ((new_fd = accept(sockfd, (struct sockaddr *)&their_addr,
&sin_size)) == -1) {
perror ( " accept " ) ;
continue ;
}
printf("server: got connection from %s\n", inet_ntoa(their_addr.sin_addr) ) ;
if (!fork()) { /* this is the child process */
if (send(new_fd, "Hello, world!\n", 14, 0) == -1)
perror( " send " ) ;
close( new_fd ) ;
exit ( 0 ) ;
}
close(new_fd); /* parent doesn't need this */
while(waitpid(-1,NULL,WNOHANG) > 0); /* clean up child processes */
}
}

10.7 简单的TCP客户端程序
客户机所做的是连接到在命令行中指定的主机的3490端口。它读取服务器发送的字符串。下面是客
户机程序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etd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sys/socket.h>

#define PORT 3490 /* the port client will be connecting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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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MAXDATASIZE 100 /* max number of bytes we can get at onc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ockfd, numbytes;
char buf[MAXDATASIZE] ;
struct hostent *he;
struct sockaddr_in their_addr; /* connector's address information */

if (argc != 2) {
fprintf ( stderr,"usage: client hostname\n");
exit ( 1 ) ;
}

if ((he=gethostbyname(argv[1])) == NULL) { /* get the host info */
herror ( " gethostbyname " ) ;
exit ( 1 ) ;
}

if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 -1) {
perror ( " socket " ) ;
exit ( 1 ) ;
}

thei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their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thei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he->h_addr); //inet_addr

if (connect(sockfd, (struct sockaddr *)&thei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perror ( " connect " ) ;
exit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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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numbytes=recv(sockfd, buf, MAXDATASIZE, 0)) == -1) {
perror ( " recv " ) ;
exit ( 1 ) ;
}
buf[numbytes] = '\0';
printf("Received: %s",buf);
close ( sockfd ) ;
return 0;
}
如果在运行服务器程序之前运行客户机程序，则将会得到一个“Connection refused”的出错信息。

10.8 简单的UDP客户机/服务器程序
程序listener在机器中等待端口4950到来的数据包。程序talker向指定的机器的4950端口发送数据
包。
下面是listener.c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wait.h>

#define MYPORT 4950 /* the port users will be sending to */
#define MAXBUFLEN 100

main ()
{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my_addr; /* my address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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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sockaddr_in their_addr; /* connector's address information */
int addr_len, numbytes;
char buf[MAXBUFLEN];

if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1) {
perror ( " socket " ) ;
exit (1) ;
}

my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my_addr.sin_port = htons(MYPORT);
my_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 auto-fill with my IP */

if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 *)&my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perror ( " bind " ) ;
exit (1) ;
}

addr_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
if ((numbytes=recvfrom(sockfd, buf, MAXBUFLEN, 0, (struct sockaddr *)&their_addr, &addr_len))
== -1) {
perror ( " recvfrom " ) ;
exit (1) ;
}
printf("got packet from %s\n",inet_ntoa(their_addr.sin_addr ) ) ;
printf("packet is %d bytes long\n",numbytes);
buf[numbytes] = '\0';
printf("packet contains \"%s\"\n",buf);
close ( sockfd ) ;
}

下面是talker.c的代码：

429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netdb.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sys/wait.h>

#define MYPORT 4950 /* the port users will be sending to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ockfd;
struct sockaddr_in their_addr; /* connector's address information */
struct hostent *he;
int numbytes;

if (argc != 3) {
fprintf ( stderr,"usage: talker hostname message\n");
exit (1) ;
}

if ((he=gethostbyname(argv[1])) == NULL) { /* get the host info */
herror ( " gethostbyname " ) ;
exit ( 1 ) ;
}

if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1) {
perror ( " socket " ) ;
exi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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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their_addr.sin_port = htons(MYPORT);
thei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he->h_addr);

if ((numbytes=sendto(sockfd, argv[2], strlen(argv[2]), 0, (struct sockaddr *)&their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 -1) {
perror ( " sendto " ) ;
exit (1) ;
}
printf("sent %d bytes to %s\n", numbytes,
inet_ntoa(their_addr. sin_addr ) ) ;
close ( sockfd ) ;
return 0;
}

10.9 阻塞
当使用上面的listener程序时，此程序在等待直到一个数据包到来。这是因为它调用了recvfrom()，
如果没有数据，recvfrom()就一直阻塞，直到有数据到来。
很多函数都有阻塞。系统调用accept()阻塞，所有的recv类的函数(recv()、recvmsg()、read())
都可以阻塞。它们之所以可以阻塞是因为系统内核允许它们阻塞。当第一次创建一个套接口文件描述符
时，系统内核将它设置为可以阻塞。如果不希望套接口阻塞，可以使用系统调用fcntl()：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
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fcntl(sockfd, F_SETFL, O_NONBLOCK);
…
如果设置为不阻塞，那么就得频繁地询问套接口以便检查有无信息到来，这时试图读取一个没有阻塞的
套接口，同时它又没有数据，那么将得到-1。
询问套接口以检查有无信息得到来可能会占用太多的CPU时间。另一个可以使用的方法是select()，
可以同时监视几个套接口，并可以设置监视的时间长短，具体的用法在前面通信接口中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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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Qt 嵌入式图形开发
Qt 是Trolltech 公司的一个标志性产品。Trolltech 公司1994 年成立于挪威，但是公司的核
心开发团队已经在1992年开始了Qt产品的研发，并于1995 年推出了Qt的第一个商业版，直到现在
Qt 已经被世界各地的跨平台软件开发人员使用，而Qt 的功能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提高。
Qt 是一个支持多操作系统平台的应用程序开发框架，它的开发语言是C++。Qt最初主要是为跨
平台的软件开发者提供统一的，精美的图形用户编程接口，但是现在它也提供了统一的网络和数据
库操作的编程接口。正如微软当年为操作系统提供了友好，精致的用户界面一样，今天由于
Trolltech 的跨平台开发框架Qt 的出现，也使得UNIX、LINUX 这些操作系统以更加方便、精美的
人机界面走近普通用户。
Qt 是以工具开发包的形式提供给开发者的，这些工具开发包包括了图形设计器，Makefile制
作工具，字体国际化工具，Qt的C++类库等等；谈到C++的类库我们自然会想到MFC，是的，Qt 的类
库也是等价于MFC 的开发库，但是Qt 的类库是支持跨平台的类库，也就是说Qt 类库封装了适应不
同操作系统的访问细节，这正是Qt的魅力所在。目前，Qt可以支持的操作系统平台如下：
◆ MS/Windows 95、Windows 98、WindowsNT 4.0、Windows 2000、Windows XP；
◆ Unix/X11 Linux、Sun Solaris、HP-UX、Compaq True64Unix、IBM AIX、SGI IRIX和很多
其它X11平台；
◆ Macintoshi Mac OSX；
◆ 嵌入式的，包含有FramBuffer的Linux平台。
Qt 的资源
trolltech 的主页：http://www. trolltech.com/
支持匿名访问的FTP: ftp://ftp.trolltech.com
新闻组服务器：nntp.trolltech.com
非官方的Qt文档中文翻译小组：http://www.qiliang.net/qt/index.html

11.1 认识Qt/Embedded嵌入式工具开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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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介绍
Qt/Embedded 是一个为嵌入式设备上的图形用户接口和应用开发而订做的C＋＋工具开发包. 它通
常可以运行在多种不同的处理器上部署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上。如果不考虑X窗口系统的需要，居于
Qt/Embedded 的应用程序可以直接对缓冲帧进行写操作。除了类库以外，Qt/Embedded还包括了几个提
高开发速度的工具，使用标准的Qt API,我们可以非常熟练的在Windows和Unix编程环境里开发应用程
序。

Qt/Embedded 是一组用于访问嵌入式设备的 Qt C++ API；Qt/Embedded 的Qt/X11,Qt/Windows
和Qt/Mac版本提供的都是相同的API和工具。Qt/Embedded还包括类库以及支持嵌入式开发的工具。
Qt/Embedded提供了一种类型安全的被称之为信号与插槽的真正的组件化编程机制，这种机制
和以前的回调函数有所不同。Qt/Embedded还提供了一个通用的widgets类，这个类可以很容易的被
子类化为客户自己的组件或是对话框。针对一些通用的任务，Qt还预先为客户定制了像消息框和向
导这样的对话框。
运行Qt/Embedded 所需的系统资源可以很小，相对X窗口下的嵌入解决方案而言，Qt/Embedded
只要求一个较小的存储空间（Flash）和内存。Qt/Embedded可以运行在不同的处理器上部署的Linux
系统，只要这个系统有一个线性地址的缓冲帧并支持C＋＋的编译器。你可以选择不编译
Qt/Embedded某些你不需要的功能，从而大大减小了它的内存占有量。
Qt/Embedded包括了它自身的窗口系统，并支持多种不同的输入设备。
开发者可以使用他们熟悉的开发环境来编写代码。Qt的图形设计器(designer)可以用来可视
化地设计用户接口，设计器中有一个布局系统，它可以使你设计的窗口和组件自动根据屏幕空间的
大小而改变布局。开发者可以选择一个预定义的视觉风格，或是建立自已独特的视觉风格。使用
UNIX/LINUX操作系统的用户，可以在工作站上通过一个虚拟缓冲帧的应用程序仿真嵌入式系统的显
示终端。
Qt/Embedded也提供了许多特定用途的非图形组件，例如国际化，网络和数据库交互组件。
Qt/Embedded是成熟可靠的工具开发包，它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除了在商业上的许多应用
以外，Qt/Embedded还是为小型设备提供的Qtopia应用环境的基础。Qt/Embedded以简洁的系统，可
视化的表单设计和详致的API让编写代码变得愉快和舒畅。

11.1.2 系统要求
Qt/Embedded很省内存，因为它不需要一个X 服务器或是 Xlib库，相反它可以直接的写缓冲帧，它
的内存消耗可以通过不编译某些不使用的功能来动态调节，它甚至可以把全部的应用功能编译链接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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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单的静态链接的可执行程序中，从而能够最大的节省内存。
Qt/Embedded可以运行在被Linux支持的所有的处理器上，当然我们所说的“Linux支持某个处理器”
是指已经有一个Linux的c＋＋编译器支持产生该处理器的目标代码以及Linux操作系统已经顺利移植到
这个处理器上。目前Qt/Embedded可以运行在Intel x86, MIPS, ARM,StrongARM, Motorola 68000 and
PowerPC等处理器上。
Qt/Embedded的应用程序可以直接的写内核缓冲帧，它支持的线性的缓冲帧包括1, 4, 8,15, 16, 24
和32位深度以及VGA16的缓冲帧，任何被内核支持的图形卡也可以工作，通过Qt/Embedded进行客户化的
定制可以使得它从图形加速系统获得好处。Qt/Embedded对显示屏幕的尺寸并无限制，另外它还有许多
先进的功能，例如反别名字体、alpha-blended位图和屏幕旋转等。Qt/Embedded的库可以通过在编译时
去除不需要的功能来进行精简。例如，要想不编译QlistView，我们可以通过定义一个QT_NO_LISTVIEW 的
预处理标记来达到此目的；如果我们不想编译支持国际化的功能，那么我们可以定义QT_NO_I18N 的预
处理标记。.Qt/Embedded 提供了大约200个可配置的特征，由此在Intel x86平台上库的大小范围会在
700KB到5000KB之间。大部分客户选择的配置使得库的大小在1500 KB 到 4000 KB之间。

Qt/Embedded 还使用了一些节省内存空间的技术，例如隐式共享(写时复制)和缓存。 在Qt中
有超过20个类, 包括 QBitmap, QMap, QPalette, QPicture,QPixmap 和QString, 使用了隐式共享
技术，目的是避免不需要的复制和最小的内存需求。隐式共享过程会自动的发生，从而使编程更简
单并且避免了处理指针和最优化时带来的危险。许多的Qt组件都会被编译成为库的形式或者是插件
的形式，客户视觉组件，数据库驱动，字体格式读写，图形格式转换，文本解码和窗体可以被编译
成插件，从而减小核心库的大小并提供了更大的弹性。作为一种选择，如果对组件和应用了解得很
深入的话，它们也可以被编译并和Qt/Embedde的库静态链接到一个简单的可执行程序，从而节省
ROM,RAM和CPU的使用。

11.1.3 架构
Qt/Embedded 为带有轻量级窗口系统的嵌入式设备提供了一个标准的 Qt API. 。Qt/Embedded的面
向对象的设计使得它一直能不断的向前支持像键盘，鼠标和图形加速卡这样的额外设备。
通过使用Qt/Embedded, 开发者可以感受到在Qt/X11, Qt/Windows和 Qt/Mac等不同的版本下使

用相同的API编程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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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Qt/Embedded与 Qt/X11 的Linux版本的比较

使用单一的API进行跨平台的编程可以有很多好处。提供嵌入式设备和桌面计算机环境下应用的公
司可以培训开发人员使用同一套工具开发包，这有利于开发人员之间共享开发经验与知识，也使得管理
人员在分配开发人员到项目中的时候增加灵活性。更远一步来说，针对某个平台而开发的应用和组件也
可以销售到Qt支持的其它平台上，从而以低廉的成本扩大了产品的市场。

11.1.3.1 窗口系统
一个 Qt/Embedded窗口系统包含了一个或多个进程，其中的一个进程可作为服务器。这个服务

进程会分配客户显示区域，以及产生鼠标和键盘事件。这个服务进程还能够提供输入方法和一个用
户接口给运行起来的客户应用程序。这个服务进程其实就是一个有某些额外权限的客户进程。任何
程序都可以在命令行上加上“－qws”的选项来把它作为一个服务器运行。
客户与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使用共享内存的方法实现，通信量应该保持最小，例如客户进程直接
访问帧缓冲来完成全部的绘制操作，而不会通过服务器，客户程序需要负责绘制它们自己的标题栏
和其它式样。这就是Qt/Embedded库内部层次分明的处理过程。
客户可以使用QCOP通道交换消息。服务进程简单的广播QCOP消息给所有监听指定通道的应用进程，
接着应用进程可以把一个插槽连接到一个负责接收的信号上，从而对消息做出响应。消息的传递通常伴
随着二进制数据的传输，这是通过一个QDataStream类的序列化过程
来实现的，有关这个类的的描述，见28页的“非图形类”。
QProcess类提供了另外一种异步的进程间通信的机制。它用于启动一个外部的程序并且通过写一个
标准的输入和读取外部程序的标准输出和错误码来和它们通信。

11.1.3.2 字体
Qt/Embedded支持四种不同的字体格式：True Type字体（TTF）,Postscript Type1字体，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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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字体（BDF）和Qt 的预呈现（Pre-rendered）字体（QPF）。Qt还可以通过增加QFontFactory
的子类来支持其它字体，也可以支持以插件方式出现的反别名字体。
每个TTF或者TYPE1类型的字体首次在图形或者文本方式的环境下被使用时，这些字体的字形都
会以指定的大小被预先呈现出来，呈现的结果会被缓冲。根据给定的字体尺寸（例如10或12点阵）
预先呈现TTF或者TYPE1类型的字体文件并把结果以QPF的格式保存，这样将可以节省内存和CPU处理
时间。QPF文件包含了一些必要的字体，这些字体可以通过makeqpf工具取得，或者通过运行程序时
加上“－savefonts”选项获取。如果应用程序中使用到的字体都是QPF格式，那么Qt/Embedded将
被重新配置，并排除对TTF和TYPE1类型的字体的编译，这样就可以减少Qt/Embedded的库的大小和
存储字体的空间。例如一个10点阵大小的包含所有ASII字符的QPF字体文件的大小为1300字节，这
个文件可以直接从物理存储格式映射成为内存存储格式。
Qt/Embedded的字体通常包括Unicode字体的一部分子集，ASII和Latin-1。一个完整的16点阵
的Unicode字体的存储空间通常超过1M，我们应尽可能存储一个字体的子集，而不是存储所有的字，
例如在你的应用中，你仅仅需要以Cappuccino字体、粗体的方式显示你的产品的名称，但是你却有
一个包含了全部字形的字体文件。

11.1.3.3 输入设备
Qt/Embedded 3.0支持几种鼠标协议：BusMouse, IntelliMouse,Microsoft和MouseMan.
Qt/Embedded 还支持 NEC Vr41XX 和 iPAQ 的触摸屏。通过从QWSMouseHandler 或者
QcalibratedMouseHandler派生子类，开发人员可以让Qt/Embedded支持更多的客户指示
设备。
Qt/Embedded支持标准的101键盘和Vr41XX按键，通过子类化QWSKeyboardHandler可以让
Qt/Embedded支持更多的客户键盘和其它的非指示设备。

11.1.3.4 输入方法
对于非拉丁语系字符（例如阿拉伯，中文，希伯来和日语）的输入法，需要把它写成过滤器的方式，
并改变键盘的输入。输入法的作者应该对全部的Qt API的使用有完全的认识。
在一个无键盘的设备上，输入法成了唯一的输入字符的手段。Qtpia提供了四种输入方法：笔迹识别
器，图形化的标准键盘，Unicode键盘，居于字典方式提取的键盘。这些键盘的样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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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5 屏幕加速
通过子类化QScreen 和 QgfxRaster 可以实现硬件加速，从而为屏幕操作带来好处。Trolltech

提供了Mach64 和 Voodoo3 视频卡的硬件加速的驱动例子，同时可以按照协议编写其它的驱动程
序。

11.2 Qt/Embedded 开发环境的安装
一般来说，居于Qt/Embedded开发的应用程序最终会发布到安装有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的
小型设备上，所以使用装有Linux操作系统的PC机或者工作站来完成Qt/Embedded开发当然是最
理想的环境，尽管Qt/Embedded也可以安装在Unix和Windows系统上。
下面我们将介绍如何在一台装有Linux操作系统的机器上建立Qt/Embedded开发环境。
首先，您需要拥有三个软件安装包：tmake工具安装包，Qt/Embedded 安装包，Qt的X11版的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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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这些软件安装包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您要注意由于版本的不同导致这些软件在使
用时可能造成的冲突，为此我们将告诉您一些基本的安装原则：当您选择或下载了Qt/Embedded
的某个版本的安装包之后，您下一步要选择安装的Qt for X11的安装包的版本必须比您最先下
载的Qt/Embedded 的版本要旧，这是因为Qtfor X11的安装包的两个工具uic和designer产生的
源文件会和Qt/Embedded的库一起被编译链接，本着“向前兼容”的原则，Qt for X11的版本应比
Qt/Embedded的版本旧。
我们将以下面所列版本的安装包，一步一步介绍Qt/Embedded开发环境建立的过程（这些软件可以
免费从trolltech的WEB或FTP服务器上下载），
◆ tmake 1.11 或更高版本；（生成Qt/Embedded应用工程的Makefile文件）
◆ Qt/Embedded 2.3.7 （Qt/Embedded 安装包）
◆ Qt 2.3.2 for X11； （Qt的X11版的安装包, 它将产生x11开发环境所需要的两个工
具）
1 安装tmake
在Linux命令模式下运行以下命令
Tar xfz tmake-1.11.tar.gz
Export TMAKEDIR=$pwd/tmake-1.11
Export TMAKEPATH=&TMAKEDIR/lib/qws/linux-X86-g++
Expoer PATH=$TMAKEDIR/bin:$PATH
2 安装Qt/Embedded 2.3.7
在Linux 命令模式下运行以下命令：
tar xfz qt-embedded-2.3.7.tar.gz
cd qt-2.3.7
export QTDIR=$PWD
export QTEDIR=$QTDIR
export PATH=$QTDIR/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configure -qconfig -qvfb -depths 4,8,16,32
make sub-src
cd ..

上述命令 ./configure -qconfig -qvfb -depths 4,8,16,32 指定Qt 嵌入式开发包生
成虚拟缓冲帧工具qvfb，并支持4，8，16，32 位的显示颜色深度。另外我们也可以在

configure 的参数中添加－system－jpeg 和gif，使Qt/Embedded 平台能支持jpeg、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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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的图形。
上述命令 make sub-src 指定按精简方式编译开发包，也就是说有些Qt 类未被编
译。Qt 嵌入式开发包有5 种编译范围的选项，使用这些选项，可控制Qt 生成的库文件的大
小，但是您的应用所使用到的一些Qt 类将可能因此在Qt 的库中找不到链接。编译选项的具
体用法可运行./configure －help 命令查看。

3 安装Qt/X11 2.3.2
在Linux 命令模式下运行以下命令：
tar xfz qt-x11-2.3.2.tar.gz
cd qt-2.3.2
export QTDIR=$PWD
export PATH=$QTDIR/bi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DIR/lib:$LD_LIBRARY_PATH
./configure -no-opengl
make
make -C tools/qvfb
mv tools/qvfb/qvfb bin
cp bin/uic $QTEDIR/bin
cd ..

根据开发者本身的开发环境，也可以在configure 的参数中添加别的参数，比如
-no-opengl 或-no-xfs，可以键入./configure -help 来获得一些帮助信息。

11.3 认识Qt/Embedded 开发环境
Qt/Embedded 的开发环境可以取代那些我们熟知的UNIX 和WINDOWS 开发工具。它提供了几个跨平
台的工具使得开发变得迅速和方便，尤其是它的图形设计器。Unix 下的开发者可以在PC 机或者工作站
使用虚拟缓冲帧，从而可以仿真一个和嵌入式设备的显示终端大小，象素相同的显示环境。

嵌入式设备的应用可以在安装了一个跨平台开发工具链的不同的平台上编译。最通常的做法是
在一个UNIX系统上安装跨平台的带有libc库的GNU c++编译器和二进制工具。在开发的许多阶段，
一个可替代的做法是使用Qt的桌面版本，例如Qt/X11或是Qt/Windows来进行开发。这样开发人员就
可以使用他们熟悉的开发环境，例如微软的Visual C++ 或者 Borland C++；在UNIX操作系统下，
许多环境也是可用的，例如Kdevelop，它也支持交互式开发。
如果Qt/Embedded 的应用是在UNIX 平台下开发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在开发的机器上以一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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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控制台或者虚拟缓冲帧的方式来运行，对于后者来说，其实是有一个X11的应用程序虚拟了一
个缓冲帧。通过指定显示设备的宽度，高度和颜色深度，虚拟出来的缓冲帧将和物理的显示设备在
每个像素上保持一致。这样每次调试应用时开发人员就不用总是刷新嵌入式设备的FLASH 存储空
间，从而加速了应用的编译、链接和运行周期。
运行Qt 的虚拟缓冲帧工具的方法是：在Linux 的图形模式下运行命令：
qvfb (回车)
当Qt 嵌入式的应用程序要把显示结果输出到虚拟缓冲帧时，我们在命令行运行这
个程序时，在程序名后加上-qws 的选项。例如： $> hello –qws

11.3.1 QT 的支撑工具
Qt 包含了许多支持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工具，其中一些工具我们会在别的地方介绍。
有两个最实用的工具（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虚拟缓冲帧）是 qmake 和Qt designer(图
形设计器)。
qmake 是一个为编译Qt/Embedded 库和应用而提供的Makefile 生成器。它能够根据
一个工程文件（.pro）产生不同平台下的Makefile 文件。qmake 支持跨平台开发和影子
生成（shadow builds），影子生成是指当工程的源代码共享给网络上的多台机器时，每
台机器编译链接这个工程的代码将在不同的子路径下完成，这样就不会覆盖别人的编译
链接生成的文件。qmake 还易于在不同的配置之间切换。
开发者可以使用Qt 图形设计器可视化地设计对话框而不需编写一行代码。使用Qt
图形设计器的布局管理可以生成具有平滑改变尺寸的对话框，qmake 和Qt 图形设计器是
完全集成在一起的。

11.3.2 信号与插槽
信号与插槽机制提供了对象间的通信机制，它易于理解和使用，并完全被Qt 图形
设计器所支持。
图形用户接口的应用需要对用户的动作做出响应。例如，当用户点击了一个菜单项
或是工具栏的按钮时，应用程序会执行某些代码。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希望不同类型的
对象之间能够进行通信。程序员必须把事件和相关代码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对事件做出
响应。以前的工具开发包使用的事件响应机制是易崩溃的，不够健壮的，同时也不是面
向对象的。Trolltech 已经创立了一种新的机制，叫做“信号与插槽”。信号与插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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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强有力的对象间通信机制，它完全可以取代原始的回调和消息映射机制；信号与插槽
是迅速的，类型安全的，健壮的，完全面向对象并用C++来实现的一种机制。
在以前，当我们使用回调函数机制来把某段响应代码和一个按钮的动作相关联时，
我们通常把那段响应代码写成一个函数，然后把这个函数的地址指针传给按钮，当那个
按钮被按下时，这个函数就会被执行。对于这种方式，以前的开发包不能够确保回调函
数被执行时所传递进来的函数参数就是正确的类型，因此容易造成进程崩溃，另外一个
问题是，回调这种方式紧紧的绑定了图形用户接口的功能元素，因而很难把开发进行独
立的分类。
Qt的信号与插槽机制是不同的。Qt的窗口在事件发生后会激发信号。例如一个按钮
被点击时会激发一个“clicked”信号。程序员通过建立一个函数（称作一个插槽）.

然后调用connect()函数把这个插槽和一个信号连接起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事件和响
应代码的连接。信号与插槽机制并不要求类之间互相知道细节，这样就可以相对容易的
开发出代码可高重用的类。信号与插槽机制是类型安全的，它以警告的方式报告类型错
误，而不会使系统产生崩溃。
例如，如果一个退出按钮的clicked() 信号被连接到了一个应用的退出函数－
quit() 插槽。那么一个用户点击退出键将使应用程序终止运行。上述的连接过程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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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写出来就是这样

connect( button, SIGNAL(clicked()), qApp, SLOT(quit()) );
我们可以在Qt应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增加或是减少信号与插槽的连接。
信号与插槽的实现扩展了C++的语法，同时也完全利用了C++面向对象的特征。信号与插槽可以
被重载或者重新实现，它们可以定义为类的公有，私有或是保护成员。

11.3.2.1 信号与插槽的例子
如果一个类要使用信号与插槽机制，它就必须是从QObject或者QObject的子类继承，而
且在类的定义中必须加上Q_OBJECT宏。信号被定义在类的信号部分，而插槽则定义在public
slots, protected slots 或者 private slots 部分。
下面定义一个使用到信号与插槽机制的类。
class BankAccount : public QObject
{
Q_OBJECT
public:
BankAccount() { curBalance = 0; }
int balance() const { return curBalance; }
public slots:
void setBalance( int newBalance );
signals:
void balanceChanged( int newBalance );
private:
int curBalance;
};
和大部分的C++的类一样，BankAccount类有一个构造函数，还有一个取值的函数balance()，一个
设置值的函数setBalance( int newBalance )。
这个类有一个信号balanceChanged(),这个信号声明了它在BankAccount类的成员curBalance的值
被改变时产生。信号不需要被实现，当信号被激发时，和该信号连接的插槽将被执行。
上面用来设置值的函数setBalance( int newBalance )定义在类的“public slots”部分，因此它
是一个插槽。插槽是一个需要实现的标准的成员函数，它可以像其它函数一样被调用，也可以和信号相
连接。
下面就是该插槽函数setBalance( int newBalance )的实现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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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BankAccount::setBalance( int newBalance )
{
if ( newBalance != curBalance )
{
curBalance = newBalance;
emit balanceChanged( curBalance );
}
}
其中的一段代码emit balanceChanged( curBalance );它的作用是当curBalance 的值被改变后，
将新的curBalance 的值作为参数去激活balanceChanged（）信号。对于关键词“emit”，它和信号、
插槽一样是由Qt 提供的，这些关键词都会被c＋＋的预处理机制转换为c＋＋代码。
一个对象的信号可以被多个不同的插槽连接，而多个信号也可以被连接到相同的插槽。当信号和插
槽被连接起来时，应当确保它们的参数类型是相同的，如果插槽的参数个数小于和它连接在一起的信号
的参数个数，那么从信号传递插槽的多余的参数将被忽略。

11.3.2.2 元对象编译器
信号与插槽机制是以纯C++代码来实现的，实现的过程使用到了Qt 开发工具包提供的
预处理器和元对象编译器（moc）。
moc 读取应用程序的头文件，并产生支持信号与插槽的必要的代码。开发者没必要编辑
或是浏览这些自动产生的代码，当有需要时，qmake 生成的Makefile 文件里会显式的包含
了运行moc 的规则。
除了可以处理信号与插槽机制之外，moc 还支持翻译机制，属性系统和运行时的信息。

11.3.3 窗体
Qt 拥有丰富的满足不同需求的窗体（按钮，滚动条等等），Qt 的窗体使用起来很灵
活，为了满足特别的要求，它很容易就可以被子类化。
窗体是Qwidget类或它子类的实例，客户自己的窗体类需要从Qwidget它的子类继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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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窗体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子窗体，子窗体可以显示在父窗体的客户区，一个没父窗体的窗
体我们称之为顶级窗体（一个“窗口”），一个窗体通常有一个边框和标题栏作为装饰。Qt 并未
对一个窗体有什么限制，任何类型的窗体可以是顶级窗体，任何类型的窗体可以是别的窗体的子窗
体。在父窗体显示区域的子窗体的位置可以通过布局管理自动的进行设置，也可以人为的指定。当
父窗体无效，隐藏或被删除后，它的子窗体都会进行同样的动作。
标签，消息框，工具栏等等等，并未被限制使用什么颜色，字体和语言。Qt的文本
呈现窗体可以使用HTML子集显示一个多语言的宽文本。

11.3.3.1 一个Hello 的例子

下面是一个显示“Hello Qt/Embedded!”的程序的完整的源代码：

图三 Hello Qt/Embedded

#include <qapplication.h>
#include <qlabel.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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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pplication app( argc, argv );
QLabel *hello = new QLabel( "<font color=blue>Hello"
" <i>Qt/Embedded!</i></font>", 0 );
app.setMainWidget( hello );
hello->show();
return app.exec();
}

11.3.3.2 通用窗体
下面是一些主要的Qt 窗体的截屏图，这些窗体使用了窗口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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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在进行字符输入时，我们希望输入的字符满足了某种规则才能使输入被确认。Qt提供了解
决的办法，例如QComboBox, QLineEdit 和 QspinBox 的字符输入可以通过Qvalidator的子类来进行约
束和有效性检查。
通过继承QScrollView ，QTable, QListView, QTextEdit 和其它窗体就能够显示大量的数据，并
且自动的拥有了一个滚动条。
许多Qt创建的窗体能够显示图像，例如按钮，标签，菜单项等等。Qimage类支持几种图形格式的输
入、输出和操作，它目前支持的图形格式有BMP, GIF*, JPEG, MNG, PNG, PNM, XBM和 XPM。

11.3.3.3 画布
QCanvas 类提供了一个高级的平面图形编程接口，它可以处理大量的像线条、矩形、椭圆、文本、
位图、动画等这些画布项，画布项可以较容易的做成交互式的（例如做成支持用户移动的）。
画布项是QcanvasItem子类的实例，它们比窗体类Qwidget更显得轻量级，它们能够被快速的移动，
隐藏和显示。Qcanvas可以更有效的支持冲突检测，它能够列出一个指定区域里面的所有的画布项。
QcanvasItem可以被子类化，从而可以提供更多的客户画布项类型，或者扩展已有的画布项的功能。
Qcanvas对象是由QcanvasView进行绘制的，QcanvasView对象可以以不同的译文、比例、旋转角度，
剪切方式去显示同一个画布。
Qcanvas 对象是理想的数据表现方式，它已经被消费者用于绘制地图和显示网络拓扑结
构。它也可用于制作快节奏的且有大量角色的平面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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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4 客户窗体
通过对Qwidget或者它的子类进行子类化，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客户窗体或者对话框。下面是一个
完整的源代码例子，它示例了如何通过子类化窗体，绘制一个模拟的时钟。
AnalogClock 窗体类是Qwidget的子类，它显示当前时间，并且可以自动地更新时间。
在 analogclock.h头文件中, AnalogClock 以这样地形式定义：:

#include <qwidget.h>
class AnalogClock : public QWidget
{
public:
AnalogClock( QWidget *parent = 0, const char *name = 0 );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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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void timerEvent( QTimerEvent *event );
virtual void paintEvent( QPaintEvent *event );
};
AnalogClock 类继承了Qwidget, 它有一个典型的窗体类构造函数，这个函数有父窗口对象指针和
名字指针两个参数。(如果设置了名字的话，测试和调试起来就会容易些)
timerEvent() 函数是从QObject （Qwidget的父类）对象继承而来的，这个函数会被系统定期调用。
paintEvent() 函数是从QWidget 继承而来的并且当窗体需要重画时这个函数就会
被调用。
timerEvent() 和 paintEvent() 函数是“事件句柄”的两个例子。应用对象以重载父类对象的虚
拟函数events (QEvent objects) 的形式接收系统的事件。大约有超过50个的系统事件是较常用的，例
如 MouseButtonPress, MouseButtonRelease,KeyPress, KeyRelease, Paint, Resize 和Close. 对象
可以对发给它们的事件做出响应或者筛选一些事件后再发送给别的对象。
analogclock.cpp 文件是定义在analogclock.h中的函数的实现源文件
#include <qdatetime.h>
#include <qpainter.h>
#include "analogclock.h"
AnalogClock::AnalogClock( QWidget *parent, const char *name )
: QWidget( parent, name )
{
startTimer( 12000 );
resize( 100, 100 );
}
void AnalogClock::timerEvent( QTimerEvent * )
{
update();
}
void AnalogClock::paintEvent( QPaintEvent * )
{
QCOORD hourHand[8] = { 2, 0, 0, 2, -2, 0, 0, -25 };
QCOORD minuteHand[8] = { 1, 0, 0, 1, -1, 0, 0, -40 };
QTime time = QTime::currentTime();
QPainter painter(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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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er.setWindow( -50, -50, 100, 100 );
painter.setBrush( black );
for ( int i = 0; i < 12; i++ )
{
painter.drawLine( 44, 0, 46, 0 );
painter.rotate( 30 );
}
painter.save();
painter.rotate( 30 * (time.hour() % 12) + time.minute() / 2 );
painter.drawConvexPolygon( QPointArray(4, hourHand) );
painter.restore();
painter.save();
painter.rotate( 6 * time.minute() );
painter.drawConvexPolygon( QPointArray(4, minuteHand) );
painter.restore();
}
构造函数设置窗口的尺寸大小为100 x 100，并且告诉系统每隔12秒调用一次timerEvent()函数，
从而对模拟钟的窗体进行刷新。
在 timerEvent()函数中, 通过调用QWidget的函数 update()就可以告诉Qt，窗体需要立即重画，
紧接着Qt就会产生一个绘制事件并且调用paintEvent()函数。
在paintEvent()函数中，一个Qpainter对象用于在窗体上绘制12个刻度以及分针，时针。Qpainter
类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方式用于绘制窗体，位图，矢量图等，它提供了绘制点，线，
椭圆，多边形，弧，贝塞尔曲线等功能，一个Qpainter的坐标系可以被转变，缩放，旋转，
和剪切，这样对象就可以根据它在窗口或者窗体上的位置绘制出一个剪切的视图。剪切可以
使窗体绘制时减少闪烁。使用QPainter 的子类QdirectPainter可以锁定和直接访问帧缓冲
区域。
文件 analogclock.h 和 analogclock.cpp 完全的定义和实现了
AnalogClock 客户窗体类，这个窗体是现在就可以使用的。
#include <qapplication.h>
#include "analogclock.h"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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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pplication app( argc, argv );
AnalogClock *clock = new AnalogClock;
app.setMainWidget( clock );
clock->show();
return app.exec();
}

11.3.3.5 主窗口
QMainWindow类是为应用的主窗口提供一个摆放相关窗体的框架。
一个主窗口包含了一组标准窗体的集合。主窗口的顶部包含一个菜单栏，它的下方放置着一个工具
栏，工具栏可以移动到其它的停靠区域。主窗口允许停靠的位置有顶部，左边，右边和底部。工具栏可
以被拖放到一个停靠的位置，从而形成一个浮动的工具面板。主窗口的下方，也就是在底部的停靠位置
之下有一个状态栏。主窗口的中间区域可以包含其它的窗体。提示工具和“这是什么”帮助按钮以旁述
的方式阐述了用户接口的使用方法。
对于小屏幕的设备，使用Qt图形设计器定义的标准的Qwidget模板比使用主窗口类更好一些。典型
的模板包含有菜单栏，工具栏，可能没有状态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任务栏，标题栏来显示状态）

11.3.3.6 菜单
弹出式菜单QpopupMenu类以垂直列表的方式显示菜单项，它可以是单个的（例如上下文相关菜单），
可以以菜单栏的方式出现，或者是别的弹出式菜单的子菜单出现。
每个菜单项可以有一个图标，一个复选框和一个加速器（快捷键），菜单项通常对应一个动作（例
如存盘），分隔器通常显示成一条竖线，它用于把一组相关联的动作菜单分立成组。
下面是一个建立包含有New，Open 和Exit 菜单项的文件菜单的例子。
QPopupMenu *fileMenu = new QPopupMenu( this );
fileMenu->insertItem( "&New", this, SLOT(newFile()), CTRL+Key_N );
fileMenu->insertItem( "&Open...", this, SLOT(open()), CTRL+Key_O );
fileMenu->insertSeparator();
fileMenu->insertItem( "E&xit", qApp, SLOT(quit()), CTRL+Key_Q );
当一个菜单项被选中，和它相关的插槽将被执行。加速器(快捷键)很少在一个没有键盘输入的设
备上使用，Qt/Embedded 的典型配置并未包含对加速器的支持。上面出现的代码“&New”意思是在桌面
机器上以“New”的方式显示出来，但是在嵌入式设备上，它只会显示为“New”。
QmenuBar类实现了一个菜单栏，它会自动的设置几何尺寸并在它的父窗体的顶部显示出来，如果父

451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窗体的宽度不够宽以致不能显示一个完整的菜单栏，那么菜单栏将会分为多行显示出来。Qt内置的布局
管理能够自动的调整菜单栏。
Qt的菜单系统是非常灵活的，菜单项可以被动态的使能，失效，添加或者删除。通过子类化
QcustomMenuItem，我们可以建立客户化外观和功能的菜单项。

11.3.3.7 工具栏
QtoolButton类实现了一个带有图标，3维边框和可选标签的工具栏按钮。切换工具栏按钮具有
开、关的特征，其它的按钮则执行一个命令。不同的图标用来表示按钮的活动，无效、使能模式，
或者是开或关的状态。如果你仅为按钮指定了一个图标，那么Qt会使用可视提示来表现按钮不同的
状态，例如按钮失效时显示灰色。
工具栏按钮通常以一排的形式显示在工具栏上，对于一个有几组工具栏的应用，用户可以随便
的到处移动这些工具栏，工具栏差不多可以包含所有的窗体，例如QComboBoxes 和 QspinBoxes。

11.3.3.8 旁述
现代的应用主要使用旁述的方式去解释用户接口的用法。Qt 提供了两种旁述的方式： “提示栏”
和“这是什么”帮助按钮。
“提示栏”是小的，通常是黄色的矩形，当鼠标在窗体的一些位置游动时它就会自动出现。它主要
用于解释工具栏按钮，特别是那些缺少文字标签说明的工具栏按钮的用途。下面就是如何设置一个“存
盘”按钮的提示的代码。
QToolTip::add( saveButton, "Save" );
当提示字符出现之后，你还可以在状态栏显示更详细的文字说明。
对于一些没有鼠标的设备（例如那些使用触点输入的设备），就不会有鼠标的光标在窗体上进行游
动，这样就不能激活提示栏。对于这些设备也许就需要使用“这是什么”帮助按钮，或者使用一种姿态
来表示输入设备正在进行游动，例如用按下或者握住的姿态来表示现在正在进行游动。
“这是什么”帮助按钮和提示栏有些相似，只不过前者是要用户点击它才会显示旁述。在小屏幕设
备上，要想点击“这是什么”帮助按钮，具体的方法是，在靠近应用的X 窗口的关闭按钮“x”附近你
会看到一个“？”符号的小按钮，这个按钮就是“这是什么”帮助按钮。一般来说，“这是什么”帮助
按钮按下后要显示的提示信息应该比提示栏要多一些。下面是设置一个存盘按钮的“这是什么”文本提
示信息的方法:
QWhatsThis::add( saveButton, "Saves the current file." );

QToolTip 和 QWhatsThis 类提供了虚拟函数以供开发者重新实现更多的特定的用途。
Qtopia并未使用上述提及的两种帮助（旁述）机制。它在应用窗口的标题栏上放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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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按钮来代替上述的旁述机制，这个“？”按钮可以启动一个浏览器来显示和当前应用相关的
HTML页面。Qtopia使用按下和握住的姿态来调用上下文菜单（右击）和属性对话框。

11.3.3.9 动作
应用程序通常提供给用户几种不同的方式去执行特别的动作。例如，大部分应用提供了一个“Save”
动作给用于存盘的菜单(File|Save)以及工具栏（一个“软盘”图标的工具栏按钮）和快捷键(Ctrl+S)。
Qaction类可以让上述过程变得简洁，它允许程序员在一个地方定义一个动作，然后把这个动作加入到
菜单或者工具栏，这个过程与把菜单项加入到菜单的道理是一样的。
下面的代码实现了一个“Save”菜单项和一个“Save”工具按钮，旁述系统和快捷键可以很容易的
添加进去，但是我们没添加，因为它们很少在嵌入式设备上使用。
QAction *saveAct = new QAction( this );
saveAct->setText( "Save" );
saveAct->setIconSet( QPixmap("save.png") );
connect( saveAct, SIGNAL(activated()), this, SLOT(save()) );
saveAct->addTo( fileMenu );
saveAct->addTo( toolbar );
除了不用复制代码，使用Qaction 还可以确保菜单的状态与工具栏按钮的状态保持一致，必要的时
候还可显示提示栏。使一个动作（Action）失效将导致和该动作相关联的菜单项以及工具按钮的失效。
同样的，如果用户切换一个工具按钮的状态，那么相关的菜单项的也会跟着被选中或不选中。

11.3.4 对话框
使用Qt 图形设计器这个可视化设计工具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对话框。Qt 使用布局管理自动的
设置窗体与别的窗体之间相对的尺寸和位置，这样可以确保对话框能够最好的利用屏幕上的可用空
间。使用布局管理意味着按钮和标签可以根据要显示的文字自动的改变自身大小，而用户完全不用
考虑文字是那一种语言。

11.3.4.1 布局
Qt 的布局管理用于组织管理一个父窗体区域内的子窗体。它的特点是可以自动的设置子窗体
的位置和大小，并可判断出一个顶级窗体的最小和缺省的尺寸，当窗体的字体或内容变化后，它可
以重置一个窗体的布局。
使用布局管理，开发者可以编写独立于屏幕大小和方向之外的程序，从而不需要浪费代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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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复编写代码。对于一些国际化的应用程序，使用布局管理，可以确保按钮和标签在不同的语言
环境下有足够的空间显示文本，不会造成部分文字被剪掉。
布局管理使得提供部分用户接口组件，例如输入法和任务栏变得更容易。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
子说明这一点，当Qtopia的用户正在输入文字时，输入法会占用一定的文字空间，应用程序这时也

会根据可用的屏幕尺寸的变化调整自己。
Qt提供了三种用于布局管理的类：QHBoxLayout, QVBoxLayout 和 QgridLayout。
QHBoxLayout 布局管理把窗体按照水平方向从左至右排成一行
QVBoxLayout 布局管理把窗体按照垂直方向从上至下排成一列
QGridLayout 布局管理以网格的方式来排列窗体，一个窗体可以占据多个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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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情况下，布局管理在管理窗体时执行最优化的尺寸，这样窗口看起来就更好看而且可以尺寸
变化会更平滑。使用以下的机制可以简化窗口布局的过程：

1、 为一些子窗口设置一个最小的尺寸，一个最大的或者固定的尺寸。
2、 增加拉伸项（stretch items）或者间隔项 (spacer item)。拉伸项和间隔项可以填充一个排
列的空间。
3、 改变子窗口的尺寸策略，程序员可以调整窗体尺寸改变时的一些策略。子窗体可以被设置为扩
展，紧缩和保持相同尺寸等策略。
4、 改变子窗口的尺寸提示。QWidget::sizeHint() 和 QWidget::minimumSize-Hint() 函数返回

一个窗体根据自身内容计算出的首选尺寸和首选最小尺寸,我们在建立窗体时可考虑重新实现这两
个函数。
5、设置拉伸比例系数。设置拉伸比例系数是指允许开发者设置窗体之间占据空间大小的比例系数，
例如我们设定可用空间的2/3 分配给窗体A，剩下的1/3 则分配给窗体B。
布局管理也可按照从右至左，从下到上的方式来进行。当一些国际化的应用需要支持从右至左
阅读习惯的语言文字（例如阿拉伯和希伯来）时，使用从右至左的布局排列是更方便的。
布局是可以嵌套的和随意进行的。下面是一个对话框的例子，它以两种不同尺寸大小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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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话框使用了三种排列方式。QVBoxLayout管理一组按钮，QHBoxLayout管理一个显示国家名称
的列表框和右边那组按钮，QVBoxLayout管理窗体上剩下的组件“Now pleaseselect a country”标签。
在“< Prev”和“Help”按钮之间放置了一个拉伸项（stretch items），使得两者之间保持了一定比
例的间隔。
建立这个对话框窗体和布局管理的实现代码如下：
QVBoxLayout *buttonBox = new QVBoxLayout( 6 );
buttonBox->addWidget( new QPushButton("Next >", this) );
buttonBox->addWidget( new QPushButton("< Prev", this) );
buttonBox->addStretch( 1 );
buttonBox->addWidget( new QPushButton("Help", this) );
QListBox *countryList = new QListBox( this );
countryList->insertItem( "Canada" );
/* … */
countryList->insertIte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QHBoxLayout *middleBox = new QHBoxLayout( 11 );
middleBox->addWidget( countryList );
middleBox->addLayout( buttonBox );
QVBoxLayout *topLevelBox = new QVBoxLayout( this, 6, 11 );
topLevelBox->addWidget( new QLabel("Now please select a country",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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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evelBox->addLayout( middleBox );

使用Qt 图形设计器设计的这个对话框，显示如下

11.3.4.2 Qt 图形设计器
Qt 图形设计器是一个具有可视化用户接口的设计工具。Qt 的应用程序可以完全用源代码来编写，
或者使用Qt 图形设计器来加速开发工作。启动Qt 图形设计器的方法是：在Linux 命令模式下，键入以
下命令(假设Qt X11 安装在/usr/local 下)：
cd qt-2.3.2/bin
./designer
这样就可以启动一个与Windows 下的Delphi 相类似界面。 下图是使用Qt 图形设计器设计一个表
单的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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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Qt 图形设计器
开发者点击工具栏上的代表不同功能的子窗体/组件的按钮，然后把它放到一个表单上面，这样就
可以把一个子窗体/组件放到表单上了。开发者可以使用属性对话框来设置子窗体的属性。精确的设置
子窗体的位置和尺寸大小是没必要的。开发者可以选择一组窗体，然后对他们进行排列。例如，我们选
定了一些按钮窗体，然后使用“水平排列（lay out horizontally）”选项对它们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水
平排列。这样做使得设计工作变得更快，而且完成后的窗体将能够按照属性设置的比例填充窗口的可用
尺寸范围。
使用Qt 图形设计器进行图形用户接口的设计可以消除应用的编译，链接和运行时间，同时使得修
改图形用户接口的设计变得更容易。Qt 图形设计器的预览功能可以使开发者能够在开发阶段看到各种
样式的图形用户界面，包括客户样式的用户界面。通过Qt集成的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类，Qt 图形设计器
还可提供生动的数据库数据浏览和编辑操作。
开发者可以建立同时包含有对话框和主窗口的应用，其中主窗口可以放置菜单，工具栏，旁述帮助
等等的子窗口部件。Qt 图形设计器提供了几种表单模板，如果窗体会被多个不同的应用反复使用，那
么开发者也可建立自己的表单模板，以确保窗体的一致性。
458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Qt 图形设计器使用向导来帮助人们更快更方便的建立包含有工具栏、菜单和数据库等方面的应用。
程序员可以建立自己的客户窗体，并把它集成到Qt 图形设计器中。
Qt 图形设计器设计的图形界面以扩展名为“ui”的文件进行保存，这个文件有良好的可读性，这
个文件可被uic（Qt 提供的用户接口编译工具）编译成为C＋＋的头文件和源文件。Qmake 工具在它为
工程生成的Makefile 文件中自动的包含了uic 生成头文件和源文件的规则。
另一种可选的做法是，在应用程序运行期间载入ui 文件，然后把它转变为具备原先全部功能的表
单。这样开发者就可以在程序运行期间动态修改应用的界面，而不需重新编译应用，另一方面，也使得
应用的文件尺寸减小了。

11.3.4.3 建立对话框
Qt 为许多通用的任务提供了现成的包含了实用的静态函数的对话框类，下边是一些Qt 的标准的对
话框的截屏图。
QmessageBox类是一个用于向用户提供信息或是给用户进行一些简单选择（例如“yes”或“no”）
的对话框类。

图十五 一个QMessageBox 对话框
progressDialog对话框包含了一个进度栏和一个“Cancel”按钮

图十六 一个QprogressDialog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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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izard类提供了一个向导对话框的框架

图十七 一个向导类
Qt提供的对话框还包括QColorDialog, QFileDialog, QFontDialog 和QprintDialog。这些类通常
适用于桌面应用，一般不会在Qt/Embedded中编译使用它们。

11.3.5 外形与感觉
Qt桌面应用随着执行环境（例如Windows XP, Mac OS X, Linux）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样式，
或者叫做外形与感觉。Qt/Embedded 的应用可以使用不同操作环境提供的样式，也可以以静态或插
件的方式使用客户样式。开发者可以设计自己窗体的样式和窗口装饰。

11.3.5.1 窗体样式
一个样式是一个实现Qt窗体外形与视觉效果的类Qstyle的子类。Qt/Embedded 程序员可以自由
的使用和修改目前存在的样式，也可以使用Qt样式设计引擎实现自己的样式。目前Qt/Embedded提
供的样式类型有EmbeddedareWindows, Motif, MotifPlus,CDE,Platinum 和 SGI。样式可以被动态
的设置到一个应用中，甚至可以设置到特定的窗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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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八 以不同样式建立的下拉框
通过给一组相关的应用编写一个客户样式，可以让这些应用的外观具有与众不同的感觉。建立
客户样式可以通过子类化QStyle，QcommonStyle或者QcommonStyle的派生类来实现。通过重新实现
现有样式基类的一两个虚函数可以很容易对现有样式做一些小的修改。
一个样式可以编译成为一个插件，在Qt 图形设计器中，把样式做成插件的话，开发者就可以
以设备的客户样式来预览设计出来的表单。样式插件使得开发者不需重新编译就可改变设备的外
观。

Qt发布的窗体都是样式已知的，当它们的样式改变后，窗体会自动重绘。客户窗体和对话框大
多数都是Qt原先发布的窗体和布局的重新整合。它们也是自动的获得原先的样式。在少数场合，当
有必要写一个外观上很随意的窗体时，开发者可以使用QStyle去写一些用户接口元素，而不是直接
的绘制固有的矩形。

11.3.5.2 窗口装饰
顶级窗口的装饰是由一个标题栏和一个框架组成的。Qt/Embedded 包括了这些窗口样式：BeOS,
Hydro, KDE 和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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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配置不同的窗口使用不同的窗口装饰。通过子类化QWSDecoration,
我们可以建立客户的装饰样式，并且把它们以插件的形式进行发布。为了在窗口管理器之外进行更
多的控制行为，开发者需要子类化QWSManager。

11.3.6 国际化
Qt/Embedded完全支持Unicode，一个国际标准的字符集。开发者在他们的应用中可以自由的混
合使用被Unicode字符集支持的语言，例如阿拉伯文，英文，中文，希伯来文，日文和俄文等。为
了有助于公司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Qt还提供了将应用翻译成支持多种语言环境的工具。

11.3.6.1 Unicode
Qt 使用QString 存储Unicode 编码的字符串，Qstring 取代了粗糙的const char *；
它提供了用于处理Qstring 和const char *之间相互转换的构造函数和操作符。因为Qt 使
用了隐式共享(写时复制)技术来减少内存的使用,所以直接复制Qstring 的值是不会产生问
题的。为有效率的存储ASII 码字符串，Qt 还提供了QCString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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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 为所有要显示在屏幕上的文本，包括最简单的文字标签到最复杂的宽文本编辑器，提供了一个
强大的Unicode 文本呈现引擎。这个引擎支持一些先进的特征，例如特殊的间隔线、双向写和区别标记。
它几乎支持世界上所有的书写系统，包括阿拉伯文，中文，古斯拉夫文，英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日
文，韩文，拉丁和越南文。体现这个引擎的最优化性能的常用的例子就是：在带有加速功能的文字的下
方显示一条下划线（例如File）。
QtextCodec 的子类用于处理不同编码类型的字符集之间的转换。Qt 3.0 支持37 种不同的编码方
式，包括中文的Big5 和GBK,日文的EUC-JP、JIS 和Shift-JIS，俄罗斯的KOI8-R和ISO 8859 系列。它
们可以以库的一部分或者插件的形式编译，或者使用“feature”机制去除这些编译。

11.3.6.2 应用的翻译
Qt 提供了相应的工具和函数用于帮助开发者以他们的本地语言推出应用。
要使一个字符串可以被翻译，你需要把这个字符串作为一个参数放到tr（）函数中调用。例如：
saveButton->setText( tr("Save") );
Qt 尝试寻找字符串"Save"的译文，如果找到的话，就会把它的译文显示出来，如果找不到，就用
原来的字符串"Save"进行显示。例如我们把英文作为源语言，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源语言翻译成中文，即
中文为翻译的目标语言，以此类推。这样当我们调用tr（）函数后，函数的参数的原先的缺省编码就会
转变为Unicode 编码。Tr()函数的通常用法为：
Context::tr("source text", "comment")
上面的 “Context” 是指一个QObject 对象的子类的名称。如果在一个包含了tr（）成员
函数的类的上下文环境中使用tr（）函数时，“Context”通常可以省略掉。例如：
Context：：func1（）
{
setText( tr("Save") );
}
“source text”是指要翻译的文本的内容
“comment”是一个可选项，它用于给手工翻译者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
说了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没谈，就是tr（）函数如何寻找到译文。我们要把一个源字符
串翻译为和它对应的译文（目标语言的字符串）时，我们需要让Qt 知道这些译文放在哪里。Qt 规定了
译文存储在QTranslator 对象中，这个对象是从一个内存映射文件（扩展名为pm）中读取译文。每个pm
文件包含了某种语言的译文信息。所以开发者需要建立一个pm 文件来存储应用中需要翻译的字符串的
译文。
Qt 提供了3 种工具帮助人们建立译文存储文件（.pm 文件），这3 个工具是lupdate, 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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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uist 和 lrelease.
(1) lupdate 自动地从源代码文件（.cpp）和界面接口文件（.ui）中获取所有需要翻译的对象，
即上述的（“Context”）；同时还获取要翻译的所有的字符串（源语言的字符串），即上述的“source
text”;“comment”选项如果被使用的话，也会被纳入收集的范围。当这些信息收集完毕后，lupdate 最
后会生成一个.ts 文件（翻译源文件），这个文件是直接可阅读的。
(2) 开发者使用Qt Linguist 工具提供的良好的人机界面打开一个.ts 文件（翻译源文件），然
后开发者根据每一个source text 填写上相对应的译文，这样一个.ts 文件（翻译源文件）就包含了完
整的“Context”，“source text”和译文信息。
(3) 最后通过运行lrelease 去把一个.ts 文件（翻译源文件）压缩为一个.pm 文件（译文存储文
件），生成的.pm 文件可用在嵌入式设备上。
在一个应用的生存期间里，上述的步骤有可能根据需要会被反复执行。多次运行lupdate 是很安全
的，你可以重复使用已经存在的译文（.pm）文件，或者当你不想使用某些翻译文件时你可以标记这些
翻译源文件为旧文件，而不需要删除它们。

11.4 Qt 嵌入式图形开发（实战篇）
前面我们详细介绍了Qt 嵌入式工具开发包的安装和使用方法，但是这个介绍对于要真正进行一次
商业的嵌入式应用开发来说并不足够。嵌入式应用的开发工作基本上是在工作站或是PC 机上完成的，
我们在工作的机器上调试运行嵌入式应用,并将输出结果显示在一个仿真小型设备显示终端的模拟器
上。在开发的后期，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嵌入式硬件平台，将嵌入式应用编译链接成适合在这个硬件
平台上运行的二进制目标代码，另外由于应用使用到了Qt/Embedded 的库，所以我们还要将Qt/Embedded
库的源代码编译链接成为适合在这个硬件平台上使用的二进制目标代码库。当一个Qt/Embedded 应用被
部署到小型设备上，并可靠的运行，这样一个开发过程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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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Qt/Embedded开发一个嵌入式应用的过程大体可用下面的流程图表示：
在以下的篇幅，我们将按照上述的流程完整的介绍使用Qt/Embedded 开发一个嵌入式应用例子的过

程。

11.4.1 嵌入式硬件开发平台的选择
嵌入式系统的核心部件是各种类型的嵌入式处理器，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嵌入式处理器的品
种总量已经超过1000 多种，流行体系结构有30 几个系列，如何在种类纷繁的嵌入式处理器中选择适合
应用需求的处理器呢？在应用的需求分析过程中，有几项因素决定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嵌入式处理器：
①嵌入式处理器能否在技术上实现应用②嵌入式处理器的成本是否符合应用要求。对于嵌入式处理器能
否在技术上实现应用需要考虑到应用在运行时的特点，比如应用对实时性的要求，对计算量和计算速度
的要求，对外围接口电路的要求，对图形用户接口的要求等。当我们选定了一个嵌入式处理器之后，我
们还要考虑选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在选择操作系统时我们也要注意嵌入式处理器能否被所选的操作系
统支持，有没有合适的编译器能够生成支持这种操作系统和嵌入式处理器的二进制目标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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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EDI 的推广和VLSI 设计的普及化，及半导体工艺的迅速发展，在一个硅片上实现一
个更为复杂的系统的时代已来临，这就是System On Chip(SOC)。各种通用处理器内核将作为SOC 设计
公司的标准库，和许多其它嵌入式系统外设一样，成为 VLSI 设计中一种标准的器件，用标准的 VHDL 等
语言描述，存储在器件库中。用户只需定义出其整个应用系统，仿真通过后就可以将设计图交给半导体
工厂制作样品。这样除个别无法集成的器件以外，整个嵌入式系统大部分均可集成到一块或几块芯片中
去，应用系统电路板将变得很简洁，对于减小体积和功耗、提高可靠性非常有利。
SOC 可以分为通用和专用两类。通用系列包括Infineon 的TriCore，Motorola 的M-Core，某些ARM
系列器件，Echelon 和Motorola 联合研制的Neuron 芯片等。专用SOC 一般专用于某个或某类系统中，
不为一般用户所知。一个有代表性的产品是Philips 的Smart XA，它将XA 单片机内核和支持超过2048
位复杂RSA 算法的CCU 单元制作在一块硅片上，形成一个可加载JAVA 或C 语言的专用的SOC，可用于公
众互联网如Internet 安全方面。
由于SOC 芯片集成了处理器和许多常用的外围接口芯片，使得它的功能变得很强大，能够应用的领
域和场合变得很广，所以嵌入式开发板的厂商选择SOC 芯片作为开发板的核心芯片。三星的S3C2410 就
是这样一款带有ARM920T 处理器内核的SOC 芯片，由于它主频高，内置LCD 和触摸屏控制器，以及声音
控制器等外围电路，因而用在对图形用户接口有较高要求的场合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支持ARM9 处理器
的linux 编译器早已发布，所以S3C2410 可以很好的支持linux 和Qt/Embedded 的运行。
深圳优龙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开发的FS2410 嵌入式开发板是一个成熟稳定的嵌入式开发硬件平台，
它使用了三星的S3C2410 作为核心芯片。以下是FS2410 的一些资料（更详细的资料可参考优龙公司的
《FS2410 开发板使用手册》）。在本文提及的Qt/Embedded 应用例子都是居于FS2410 嵌入式硬件开发
平台的。

11.4.2 安装Qt/Embedded 工具开发包
我们要进行Qt/Embedded 开发，就需要在我们工作的机器上安装Qt/Embedded 工具开发包，这一步
已在《Qt 嵌入式开发（入门篇）》的第一节中谈及，在此不在敖述。

11.4.3 交叉编译Qt/Embedded 的库
开发居于Qt/Embedded 的应用程序要使用到Qt/Embedded 的库，我们编写的Qt 嵌入式应用程序最
终是在FS2411 开发板上运行的，因此在把Qt 嵌入式应用程序编译成支持FS2410的目标代码之前，我们
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arm9 的linux 编译器，另一个是经arm9 的linux 编译器编译过的Qt/Embedded
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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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装交叉编译工具
我们需要arm9的linux编译器去编译工程并产生arm9处理器的目标代码，而我们却是在一台PC机或
者工作站上（这个机器有可能是x86的处理器）使用这个编译器，这个过程被称为交叉编译。交叉编译
的实际定义是在一个处理器平台上编译产生一个工程代码的另一个处理器的目标代码。关于如何安装一
个arm9的linux编译器请参考《FS2410开发板使用手册》第七章“如何编译linux”,但是需要特别提醒
读者注意，使用toolchain做为交叉编译工具时，最好使用cross-3.3.2及其以后的版本，这样才能对
qt/embeded有良好支持。
②交叉编译Qt/Embedded库
当我们有了arm9的linux编译器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编译器交叉编译Qt/Embedded库的源代
码，从而产生一个以ARM9为目标代码的Qt/Embedded库。具体过程如下
1、 解包Qt/Embedded（以Qt/Embedded2.3.7 为例）
解包这个Qt/Embedded2.3.7 压缩包时，应把它解压缩到不同于你的机器的处理器使用的
Qt/Embedded2.3.7 的安装路径。
在Linux 命令模式下运行以下命令：
tar xfz qt-embedded-2.3.7.tar.gz

2、配置Qt/Embedded2.3.7 的安装
Qt/Embedded 的安装选项有很多个，你可以在命令行下直接输入“./configure”来运行配置，这
时安装程序会一步一步提示你输入安装选项。你也可以在“./configure”后输入多个安装选项直接完
成安装的配置。在这些选项中有一个选项决定了编译Qt/Embedded库的范围，即可以指定以最小，小，
中，大，完全5 种方式编译Qt/Embedded 库。另外Qt/Embedded 的安装选项还允许我们自己定制一个配
置文件，来有选择的编译Qt/Embedded库，这个安装选项是“-qconfig local”；当我们指定这个选项
时，Qt/Embedded 库在安装过程中会寻找qt-2.3.7/src/tools/qconfig-local.h 这个文件，如找到这
个文件，就会以该文件里面定义的宏，来编译链接Qt/Embedded 库。
因为我们使用了优龙公司的FS2410 嵌入式开发板，所以为了支持触摸屏的显示，我们需要定义一
些宏，为了避免初学者在一开始就直接接触到Qt/Embedde 的复杂的宏编译选项，我们把这些宏定义到
一个名为qconfig-local.h 的安装配置文件中，当读者在安装Qt/Embedded 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文件复
制到Qt/Embedded 的安装路径的/src/tools 子路径下。例如您安装的是Qt/Embedded2.3.7，那么您应
该把我们提供给您的qconfig-local.h安装配置文件复制到qt-2.3.7/src/tools 路径下。
具体过程如下：
cd qt-2.3.7
export QTDIR=$PWD
export QTEDIR=$QT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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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配置文件所在路径/qconfig-local.h ./src/tools
make clean
./configure –xplatform linux-arm-g++ -shared –debug （接下行）
-qconfig local -qvfb -depths 4,8,16,32
make
cd ..

11.4.4 一个Hello,World 的例子
下面我们将通过编写一个跳动的“Hello,World”字符串，来讲解Qt 嵌入式应用的开发过程。
① 生成一个工程文件（.pro 文件）
一个应用通常对应一个工程文件，生成一个工程文件，并对它做一些简单的编辑，然后使用一个专
门的工具（例如tmake）处理这个工程文件，就可以生成一个Makefile 文件。产生一个工程文件的其中
一个方法是使用progen 命令(progen 程序可在tmake 的安装路径下找到)。下面我们使用progen 产生
一个名为hello 的工程文件
产生的hello.pro 工程文件并不完整，开发者还需手动往里添加工程所包含的头文件，源文
progen –t app.t –o hello.pro件等信息。
② 新建一个窗体
在qt-2.3.x for x11 的安装路径的bin 目录下运行“./designer”命令，就启动了一个Qt 图形编
辑器。点击编辑器的“new”菜单，弹出了一个“new Form”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里我们选择“Widget”，
然后点击“OK”按钮，这样我们就新建了一个窗体。接着我们对这个窗体的属性进行设置，注意把窗体
的“name”属性设为“Hello”；窗体的各种尺寸设为宽“240”，高“320”，目的是使窗体大小和FS2410
带的显示屏大小一致；窗体背景颜色设置为白色。具体设置可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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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Hello 窗体的属性设置

设置完成后，将其保存为hello.ui 文件,这个文件就是Hello 窗体的界面存储文件。
③ 生成Hello 窗体类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的界面文件hello.ui 使用uic 工具产生出Hello 窗体类的头文件和实现文件，具
体方法是：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Hello 窗体类的头文件hello.h 和实现文件hello.cpp。下面我们就可以根据我
们要实现的具体功能，在hello.cpp 文件里添加相应的代码。
比如我们要在Hello 的窗体上显示一个动态的字符串“Hello，World”，那么我们需要重新实现
paintEvent( QPaintEvent * )方法，同时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定时器Qtimer 实例，以周期性刷新屏幕，
从而得到动画得效果。下面是我们修改后的hello.h 和hello.cpp文件。
/****************************************************************************
** 以下是 hello.h 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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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ndef HELLO_H
#define HELLO_H
#include <qvariant.h>
#include <qwidget.h>
class QVBoxLayout;
class QHBoxLayout;
class QGridLayout;
class Hello : public QWidget
{
Q_OBJECT
public:
Hello( QWidget* parent = 0, const char* name = 0, WFlags fl = 0 );
~Hello();
//以下是手动添加的代码
signals:
void clicked();
protected:
void mouseReleaseEvent( QMouseEvent * );
void paintEvent( QPaintEvent * );
private slots:
void animate();
private:
QString t;
int b;
cd qt-2.3.7/bin
uic –o hello.h hello.ui
uic –o hello.cpp –impl hello.h hello.ui
};
#endif // HELLO_H
/****************************************************************************
** 以下是 hello.cpp 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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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hello.h"
#include <qlayout.h>
#include <qvariant.h>
#include <qtooltip.h>
#include <qwhatsthis.h>
#include <qpushbutton.h>
#include <qtimer.h>
#include <qpainter.h>
#include <qpixmap.h>
/*
* Constructs a Hello which is a child of 'parent', with the
* name 'name' and widget flags set to 'f'
*/
Hello::Hello( QWidget* parent, const char* name, WFlags fl )
: QWidget( parent, name, fl )
{
if ( !name )
setName( "Hello" );
resize( 240, 320 );
setMinimumSize( QSize( 240, 320 ) );
setMaximumSize( QSize( 240, 320 ) );
setSizeIncrement( QSize( 240, 320 ) );
setBaseSize( QSize( 240, 320 ) );
QPalette pal;
QColorGroup cg;
cg.setColor( QColorGroup::Foreground,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utton, QColor( 192, 192, 192) );
cg.setColor( QColorGroup::Light,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Midlight, QColor( 223, 223, 223) );
cg.setColor( QColorGroup::Dark, QColor( 96, 96, 96) );
cg.setColor( QColorGroup::Mid, QColor( 128, 128,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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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etColor( QColorGroup::Tex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rightText,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uttonTex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ase,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ackground,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Shadow,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Highligh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HighlightedText, white );
pal.setActive( cg );
cg.setColor( QColorGroup::Foreground,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utton, QColor( 192, 192, 192) );
cg.setColor( QColorGroup::Light,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Midlight, QColor( 220, 220, 220) );
cg.setColor( QColorGroup::Dark, QColor( 96, 96, 96) );
cg.setColor( QColorGroup::Mid, QColor( 128, 128, 128) );
cg.setColor( QColorGroup::Tex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rightText,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uttonTex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ase,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ackground,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Shadow,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Highligh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HighlightedText, white );
pal.setInactive( cg );
cg.setColor( QColorGroup::Foreground, QColor( 128, 128, 128)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utton, QColor( 192, 192, 192) );
cg.setColor( QColorGroup::Light,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Midlight, QColor( 220, 220, 220) );
cg.setColor( QColorGroup::Dark, QColor( 96, 96, 96) );
cg.setColor( QColorGroup::Mid, QColor( 128, 128, 128) );
cg.setColor( QColorGroup::Tex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rightText, wh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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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etColor( QColorGroup::ButtonText, QColor( 128, 128, 128)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ase,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Background, white );
cg.setColor( QColorGroup::Shadow,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Highlight, black );
cg.setColor( QColorGroup::HighlightedText, white );
pal.setDisabled( cg );
setPalette( pal );
QFont f( font() );
f.setFamily( "adobe-helvetica" );
f.setPointSize( 29 );
f.setBold( TRUE );
setFont( f );
setCaption( tr( "" ) );
//以下是手动添加的代码
t = "Hello,World";
b = 0;
QTimer *timer = new QTimer(this);
connect( timer, SIGNAL(timeout()), SLOT(animate()) );
timer->start( 40 );
}
/*
* Destroys the object and frees any allocated resources
*/
Hello::~Hello()
{
}
/*
This private slot is called each time the timer fires.
*/
//以下至结尾是手动添加的代码
void Hello::an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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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b + 1) & 15;
repaint( FALSE );
}
/*
Handles mouse button release events for the Hello widget.
We emit the clicked() signal when the mouse is released inside
the widget.
*/
void Hello::mouseReleaseEvent( QMouseEvent *e )
{
if ( rect().contains( e->pos() ) )
emit clicked();
}
/* Handles paint events for the Hello widget.
Flicker-free update. The text is first drawn in the pixmap and the
pixmap is then blt'ed to the screen.
*/
void Hello::paintEvent( QPaintEvent * )
{
static int sin_tbl[16] = {
0, 38, 71, 92, 100, 92, 71, 38, 0, -38, -71, -92, -100, -92, -71, -38};
if ( t.isEmpty() )
return;
// 1: Compute some sizes, positions etc.
QFontMetrics fm = fontMetrics();
int w = fm.width(t) + 20;
int h = fm.height() * 2;
int pmx = width()/2 - w/2;
int pmy = height()/2 - h/2;
// 2: Create the pixmap and fill it with the widget's background
QPixmap pm( w, h );

474

嵌入式 linux 培训教材第 2 版
pm.fill( this, pmx, pmy );
// 3: Paint the pixmap. Cool wave effect
QPainter p;
int x = 10;
int y = h/2 + fm.descent();
int i = 0;
p.begin( &pm );
p.setFont( font() );
while ( !t[i].isNull() ) {
int i16 = (b+i) & 15;
p.setPen( QColor((15-i16)*16,255,255,QColor::Hsv) );
p.drawText( x, y-sin_tbl[i16]*h/800, t.mid(i,1), 1 );
x += fm.width( t[i] );
i++;
}
p.end();
// 4: Copy the pixmap to the Hello widget
bitBlt( this, pmx, pmy, &pm );
}
④ 编写主函数main()
一个Qt/Embeded 应用程序应该包含一个主函数，主函数所在的文件名是main.cpp。主函数是应用
程序执行的入口点。以下是Hello,World 例子的主函数文件main.cpp 的实现代码。
/****************************************************************************
** 以下是 main.cpp 源代码
****************************************************************************/
#include "hello.h"
#include <qapplication.h>
/*
The program starts here. It parses the command line and builds a message
string to be displayed by the Hello widget.
*/
#define QT_NO_WI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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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
QApplication a(argc,argv);
Hello dlg;
QObject::connect( &dlg, SIGNAL(clicked()), &a, SLOT(quit()) );
a.setMainWidget( &dlg );
dlg.show();
return a.exec();
}
⑤ 编辑工程文件hello.pro 文件
到目前为止，我们为Hello,World 例子编写了一个头文件和两个源文件，这3 个文件应该被包括在
工程文件中， 因此我们需要编辑hello.pro 文件， 加入这hello.h,hello.cpp,main.cpp 这三个文件
名。具体定义如下
/****************************************************************************
** 以下是 hello.pro 文件的内容
****************************************************************************/
TEMPLATE = app
CONFIG = qt warn_on release
HEADERS = hello.h
SOURCES = hello.cpp \
main.cpp
INTERFACES =
⑥ 生成Makefile 文件
编译器是根据Makefile 文件内容来进行编译的，所以我们需要生成Makefile 文件。Qt提供的tmake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工程文件（.pro 文件）中产生Makefile 文件。结合当前例子，我们要从
hello.pro 生成一个Makefile 文件的做法是：首先查看环境变量$TMAKEPATH 是否指向arm 编译器的配
置目录，在命令行下输入以下命令

如果返回的结果的末尾不是 。。。。/qws/linux-arm-g++ 的字符串，那你需要把环境变量$TMAK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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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目录设置为指向arm 编译器的配置目录，过程如下，
同时，我们还要确保当前的QTDIR 环境变量指向Qt/Embedded 的安装路径,如果不是，则需要执行
以下过程
export QTDIR = ……/qt-2.3.7
上述步骤完成后，我们就可以使用tmake 生成Makefile 文件，具体做法是在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当前目录下新生成了一个名为Makefile 的文件。下一步，我们需要打开这个文
件，做一些小的修改。

（1）将LINK = arm-linux-gcc 这句话改为
LINK = arm-linux-g++
这样做是因为要是用arm-linux-g++进行链接
（2）将LIBS = $(SUBLIBS) -L$(QTDIR)/lib -lm –lqte 这句话改为
LIBS = $(SUBLIBS) -L/usr/local/arm/2.95.3/lib -L$(QTDIR)/lib -lm –lqte
这是因为链接时要用到交叉编译工具toolchain 的库。
⑦ 编译链接整个工程
最后我们就可以在命令行下输入make 命令对整个工程进行编译链接了。
make
make 生成的二进制文件hello 就是可以在FS2410 上运行的可执行文件。下面我们将介
绍如何将这个文件发布到FS2410 上。

11.4.5 Embeded 应用到FS2410
在优龙公司的《FS2410 开发板使用手册》的第六章“Linux 的引导和烧写”介绍了如何把Linux 的
引导和内核程序的映象文件烧写到FS2410 的FLASH 上。一个Qt/Embedded 应用的运行需要有Linux 操
作系统和Qt/Embedded 库的支持。所以我们除了要烧写Linux 到FS2410 的FLASH 存储空间之外，我们
还要烧写Qt/Embedded 的二进制库到FS2410 的FLASH。一般来说，我们先把Qt/Embedded 的二进制库复
制到某个目录下，然后再把这个目录制成某种类型的根文件系统，最后把这个根文件系统烧写到FS2410
的FLASH 上，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制作根文件系统的工具，例如mkcramfs。在优龙公司的FS2410 开
发套件中附有的一张光盘中，有一个叫Linux 的文件夹，包含了一个名为qtopia.cramfs 的根文件系统
映象，这个根文件系统包含了trolltech 公司使用Qt/Embedded 开发的一个PDA 应用环境（简称QPE），
当用户把这个根文件系统映象烧写到FS2410 的FLASH 存储空间后，在FS2410 的根文件系统下就包含了
一个Qt/Embedded 2.3.7 版本的二进制库文件。
鉴于目前发行的套件中的uClinux 均采用ROMFS 作为其根文件系统，因此其目录大多是不可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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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var，/tmp 是RAM 盘可写，但板子一掉电里面的内容就丢失了，因此只能作临时文件保存，无法
永久的保存数据，例如配置文件等。但是/var，/tmp 这些目录可作为我们调试程序的安装目录，我们
可以把编译好的Qt/Embedded 应用程序传送到这些目录，并运行。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如何把一个Qt/Embedded 应用程序传送到uClinux 的根文件系统的/tmp 目
录。
①用FS2410 开发套间中的串口线连接好开发用的机器的串口和FS2410 开发板的串口。
② 在WINDOWS 操作系统的程序|附件|通讯中运行一个超级终端，并设定通过串口x 与
FS2410 进行连接。具体设置过程见下列图示：

图三 输入连接名称图

四 输入连接所使用的串口的端口号

图五 设置串口通讯的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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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打开FS2410 的电源，或者复位FS2410，这时可在超级终端的窗口中看到BIOS 引导信息，
如下图

④待Linux 引导完成后，在当前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下，运行“cd tmp”命令，进入到tmp
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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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当前命令行下输入“rz”命令，开始一个文件传输过程；接着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
点击“发送文件”子菜单，然后选择你要传送到tmp 目录的Qt/Embedded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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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图是正在传送Hello,World 例子的可执行文件到tmp 目录
⑤ 最后我们就可以在tmp 目录下运行传送过来的一个Qt/Embedded 应用程序。

11.4.6 添加一个Qt/Embedded 应用到QPE
前面我们提到了优龙光盘里面有一个名为qtopia.cramfs 的根文件系统映象，烧写这个根文件系统
到FS2410 的FLASH，就会安装有QT PDA 应用环境（简称 QPE）。我们可以在QPE里添加我们自己编写的
应用，不过添加的过程需要重新交叉编译QPE 的源文件。下面我们介绍如何在QPE 里添加我们编写的
Hello，World 的例子。
在工作的机器上解包qtopia

注意在上面我们已经设定环境变量QPEDIR 为QPE 的安装（解包）路径。
② 建立Hello，World 的例子程序的图标文件
方法是： 制作一个32 X 32 大小的PNG 格式的图标文件， 将该文件存放在$QPEDIR/pics/inline 目
录下，然后使用以下命令将$QPEDIR/pics/inline 目录下的所有图形文件转换成为一个c 语言的头文
件，这个头文件包含了该目录下的图形文件的rgb 信息。
注意上述的qembed 是在qt3.x.x for x11 上才发布有的工具

③ 交叉编译qtopia
在$QPEDIR 路径下，运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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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建立应用启动器（.desktop）文件
方法是：建立一个文本文件，在文件中添加以下的内容，这些内容指明了应用的名称，图标名等信
息，然后将文件更名为xxxx.desktop,保存在$QPEDIR/apps/applications 目录下。以下是我们例子程序
的启动器文件（hello.desktop）：

⑥ 建立根文件系统
在这里我们利用原有的qtopia.cramfs 的根文件系统映象，把我们新建的应用的相关文件添加到这
个根文件系统中。首先我们先要把qtopia.cramfs 的根文件系统mount 到我们工作机器上来，然后复制
这个文件系统的内容到一个临时的temp 目录，这时我们可以在temp\Qtopia 目录下看到一个
qtopia-free-1.7.0 目录，这就是qtopia.cramfs 的根文件系统里的qpe 安装目录，接着把我们的新建
的应用的相关文件（包括启动器文件，包含了图标的库文件libqte.so.*，和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
复制到temp/Qtopia/ qtopia-free-1.7.0的对应的目录。具体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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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成的新的根文件系统烧写到FS2410 的FLASH 根文件系统区，复位，OK,就可以看到QPE里有我
们编写的应用的图标了，点击这个图标，程序就成功运行了。当然为了使我们的应用和原先的QPE 的应
用具备统一的界面风格，我们在编写我们自己的应用的主函数文件（main.cpp）时，不妨使用QPE 提供
的宏，具体可参考QPE 应用程序的源文件。下面是我们编写的Hello,world 程序在qvfb 的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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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

开发Qt/Embedded 应用对初学者可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过程，因为需要安装和设置很多的内容，有
时候某一过程没有进行可能会导致一些莫名奇妙的出错提示。尽管我们的开发文档详细的介绍了嵌入式
Qt 的开发过程，然而我们还是不能保证初学者一步一步按照我们所描述的去做便可以在编译应用时万
无一失，因为linux 开发包之间有一定的依赖性，这些开发包又从属不同的开发商或组织。我们的建议
是您在您的机器上安装linux 并准备进行开发时，至少要安装一个工作站版的linux。您需要注意您的
机器上安装有libjpeg, e2fsprogs,Freetypes 等开发包有否安装，因为上述我们谈到的Qt 嵌入式的软
件都用到了这些开发包。您不必为这些繁琐的工作感到沮丧，因为这些工作会让你有机会认识嵌入式软
件工作的底层细节。您会把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过程当作是在玩一个锻炼智力的玩具吗？您很快会有喜欢
上这种玩具的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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