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追加下面小节 

2.9b 低功耗与高能效( r2p0 修订版) 
 为了使我们的产品功耗更低，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更高，Cortex-M3 在设计时加入了很多

针对性的功能。 

首先，在节能模式上，它提供了睡眠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芯片以及整个系统在设计时

通过与内核的节能模式相呼应，就可以根据应用的要求，在空闲时降低功耗。第二，它精练

的设计使得门数很低，并且在工作状态下电路的活动更少，所以 CM3 自己也是“身先士卒”

地以身作则了。而且，由于 CM3 的程序代码密度高，程序容量也可以变得更少；同时，再

加上它强大的性能减少了程序执行时间，使得系统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睡眠中，以削低对能

源的用量。综上所述，Cortex-M3 的能效要高于大多的 8 位或 16 位单片机。 

 

 

第 14 章，“电源管理”节末尾，增加如下内容： 

 

16.5 跟踪组件：跟踪端口接口单元（TPIU） 
插入内容： 

 

Cortex-M3 r2p0修订版 

 在 SWV 模式下，会使用 SWV 协议。这时，输出信号就只需要 1 个比特了，但是跟

踪输出的最高带宽也会下降。另外，在使用串行线调试协议时，SWV 模式的输出可以和

TDO 共享信号线。这样一来，哪怕使用只带有标准 JTAG 接口的入门级调试器，也可以

通过 DWT 和 ITM 来捕捉跟踪信息。 

 

 

Cortex-M3 r2p0修订版的区别 

 在r2p0中，自动打开了“双字对齐的堆栈工作模式”，简称双字对齐模式。在双字

对齐的模式下，SP的值必须能被8整除。如果没有打开双字对齐，则与图9.1和表9.1所

示的相同。但如果打开了双字对齐，可是SP却不能被8整除，则没有对齐的一个字被空

出来，所有入栈寄存器的地址，依序减4。如：PC不再是N-8，而是N-12，其它寄存器亦

如此。 

 上文所提到的这个自动压入的8字数据块，通常被称作“异常堆栈帧（exception stack 

frame）”。在CM3修订版2之前，缺省配置下的堆栈帧可以始于任何字对齐的地址。到

了修订版2，则改为缺省配置下堆栈帧要双字对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满足AAPCS

所规定的过程调用标准。这个功能其实在CM3的修订版1中就有了，只是缺省时没有打

开。如欲在修订版1中开启此功能，需要手动在NVIC配置控制寄存器中置位STKALIGN位。

当需要除能此特性时，也只需清除此位。关于该寄存器的更多细节，请参阅第12章（双

字堆栈对齐节）。 

 



 

 

 

表 17.1 以及前面的自然段改为 

为了判定使用的单片机使用了哪个版本的 CM3内核，可以使用 NVIC中的 CPUID寄存器，

revison 和变种位段指出了具体使用的 CM3 修订版。如表 17.1 所示： 

表 17.1 CPUID 基寄存器 

表 17.1 CPUID 基寄存器（地址：0xE000_ED00） 

 实现者 

[31:24] 

变种 

[23:20] 

常数 

[19:16] 

PartNo 

[15:4] 

Revision 

[3:0] 

修订版 0(r0p0) 0x41 0x0 0xF 0xC23 0 

修订版 1(r1p0) 0x41 0x0 0xF 0xC23 1 

修订版 1 (r1p1) 0x41 0x1 0xF 0xC23 1 

修订版 2(r2p0) 0x41 0x2 0xF 0xC32 0 

 

 

12.2 双字的堆栈对齐方式 
 尾部追加： 

 在最新的修订版 2 中，该特性不需手动使能，而是在缺省时已使能。在使用 C 开发时，

如果程序包含了需要双字尺寸的数据类型（double, long long / INT64）时，推荐使能此特性。 

 

 

第 17 章追加如下小节 

17.2 Cortex-M3 修订版 1 与修订版 2 的区别 
 在 2008 年中期，Cortex-M3 的修订版 2 发布了。估计到 2008 年底，在市场上就能见到

基于修订版 2 的芯片了。修订版 2 新增了很多特性，它们大多数都致力于降低功耗以及提高

调试的灵活性。 

在修订版 2 中，程序员模式也跟着有以下的更新。 

17.2.1 双字堆栈对齐方式成为缺省值 

影响异常入栈顺序和内存使用的双字堆栈对齐方式，在修订版 2 中成为缺省使用的方式

（注意：芯片厂商可能会选择使用修订版 1 的方式）。使用此方式，会给大多数 C 程序减少

启动代码的额外开销（无需再在 NVIC 配置控制寄存器中置位 STKALIGN 比特）。 

 

17.2.2 新增辅助控制寄存器（Auxiliary Control Register） 

为了更细腻地调校处理器的行为方式，新增了辅助控制寄存器。比如，为了调试方便，

通过设置此寄存器，可以关闭 Cortex-M3 的写缓冲，从而使总线 faults 总是能与存储器访问

指令同步——也就是说使总线 faults 总是精确的。这样，就可以每次都能从入栈的返回地址

中精确地揪出肇事指令了。 



辅助控制寄存器的细节如下表所示： 

辅助控制寄存器（0xE000_E008） 

比特号 字段名 类型 初值 功能描述 

2 DISFOLD R/W 0 除能 IT折叠(folding)，使 IT指令与

下一条指令（在流水线中）的执行级

(execution phase)不会交迭 

1 DISDEFWBUF R/W 0 在缺省的存储器映射中除能写缓冲

（对由 MPU 映射的 regions 不起作

用） 

0 DISMCYCINT R/W 0 除能“指令可中断”功能。也就是不

再打断 LDM, STM, 64 位乘法，以及

除法指令。 

 

17.2.3 ID 寄存器的更新 

在 NVIC 以及调试组件中的很多 ID 寄存器都更新了。例如，在 NVIC 中的 CPUID 寄存器

变成了 

CPUID 寄存器（0xE000_ED00） 

 实现者 

[31:24] 

变种 

[23:20] 

常数 

[19:16] 

PartNo 

[15:4] 

Revision 

[3:0] 

修订版 2 

(r2p0) 

0x41 0x2 0xF 0xC23 0x0 

 

17.2.4 调试功能 

修订版 2 对调试功能有了好几处改进 

 DWT 中的观察点数据跟踪现在支持两种新的跟踪方式：仅跟踪读传送，以及仅跟

踪写传送。这样就可以仅在数据被改变或被读时才产生跟踪数据流，于是降低了数

据跟踪所需的带宽。 

 在实现调试特性时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比如，允许裁减可用的断点和观察点数，

这样就降低了所设计产品的尺寸，这对于超低功耗的设计非常有帮助。 

 对多核系统的调试，支持力度更大。为了实现多核同时重启和单步，新增了一个接

口（注意，在程序员眼中看不到这种改变）。 

17.2.5 睡眠特性 

 在系统级设计层上，现有的睡眠特性也得到了改进。在 r2p0 中，对处理器的唤醒可以

延迟，从而使得在芯片中可以更大面积地“停电”，并且在系统中所有其它部件都就绪后才

继续执行程序。这个改进主要是为了照顾下面一些应用：在它们里面，有一些硬件在低功耗

模式下需要关闭，但是重新打开这些硬件需要的时间比较久。 

 在睡眠功能的扩展之外，为降低功耗还有新招。在旧版的 CM3 中，为了让内核能醒来，

在睡眠期间，依然不能停止送往内核的“自由运行时钟”。尽管该时钟消耗的能量很低，但

总归还是关了更省电。 

 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处理器外面布设一个简单的中断控制器。这个控制器，取名为

“唤醒中断控制器（WIC）”。在深度睡眠期间，它要提供在 NVIC 中的，“中断掩蔽功能”



的镜像，并且负责告知电源管理系统何时需要唤醒。这样，就可以在深度睡眠期间关断所有

送往 CM3 处理器的时钟了。 

 除了可以停止时钟外，修订版 2 还可以使处理器的大多数部分都掉电，把它们的状态存

储在若干特殊的逻辑小室中。在中断到达时，WIC 往电源管理单元（PMU）发送一个唤醒请

求。在处理器重新上电后，先前的状态从特殊的逻辑小室中恢复，然后就可以响应这个中断

了。 

 可见，有了修订版 2 中这个新的掉电能力，CM3 可以在深度睡眠期间进一步降低功耗。

不过，这个特性还需要内核外的单元配合，因此不一定在所有修订版 2 的产品中都支持。 

17.2.5 使用修订版 2 带来的好处和注意事项 

 那么，上文所讲的这些新特性，又对嵌入式产品开发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是更低的功耗和更久的电池寿命。在进入了有 WIC 支持的深度睡眠后，整个电

路就只有很小一部分还在活动中。此外，在要求极低功耗的应用中（如体内植入式医疗设备），

芯片厂商可以通过减少断点和观察点的数量，来裁减芯片的尺寸。 

 第二，在调试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过程中，它提供了更好的灵活性。不仅体现在使用调试

器的数据跟踪特性上，还新增了一个辅助控制寄存器。通过它我们可以给写缓冲做个旁路手

术，从而使总线 faults 总是精确的。我们还可以使需要较多周期才能执行的指令不被打断，

如 LDM/STM 指令。这样一来，在分析存储器的内容时就可以放心了。最后，对于使用多个

Cortex-M3 内核的系统，修订版 2 带来的“同时重启”和“多核单步执行”的功能正好雪中

送炭。除此之外，在修订版 2 中还有若干个内部优化，以提高性能和改善接口特性。这样，

芯片供应商就可以设计出更快的 CM3 产品。 

 然而，在享受体贴的同时，也请嵌入式程序员们留意下面的问题： 

1. 双字堆栈对齐方式与异常堆栈帧 

在缺省情况下，异常堆栈帧会自动对齐到双字存储器位置。早期为修订版 0/1 写的汇编

程序，如果要通过堆栈来把数据传送给异常服务程序，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了准确判定

堆栈帧的起始位置是否往下挪移了一个字，异常服务例程要先读取入栈 PSR 的比特 9。

如果不想动旧的程序，也可以手工把 STKALIGN 比特清除，这样就与以前的一样了。与

EABI 标准兼容的应用程序不会受影响。这些程序通常是 C 程序，并且使用与 EABI 兼容

的编译器编译。 

2. SysTick 定时器也许会在深度睡眠期间停止。 

如果使用的 CM3 单片机确实包含了掉电功能，或者是其它原因使得送往内核的时钟全

体都在深度睡眠中停止，则 SysTick 定时器在深度睡眠期间就无法再运行。这样一来，

使用了 RTOS 的嵌入式应用程序就需要一个外部时钟，用它来在唤醒时提供调度所需的

滴答信号。 

3. 当处理器连接到一个调试器时，会自动除能新的掉电功能。这是因为调试器需要访问处

理器的调试相关寄存器。在调试会话中，能够控制内核停机或进入睡眠模式，但哪怕使

能了掉电功能，也不会触发掉电序列。为了准确地测试掉电操作时的功耗，必须解除被

测设备与调试器的连接。 

 

 

在附录 3 中追加如下小节 

E.3  在C中上报入栈的寄存器和各fault状态寄存器 



 大多数的 CM3 项目还是以 C 语言为主的。然而，在 C 中不方便定位和直接访问堆栈帧

（入栈的寄存器）。因为在标准 C 语言中是不能获取 SP 指针的。因此，如果使用 C 来写 fault

服务例程，最好配合一小段汇编码来获取 SP 的值，再把该值以一个参数传送给 fault 上报函

数。 

 译注：在使用 MDK 自带的 ARM 编译器时，可以使用__builtin_frame_address()函数来获取堆栈帧的地

址。在 GNU 工具中也可以这样做。此法方便，并且可取代上文的通用作法，但降低了编译器间的可移植

性。 

 这个机制与第 12 章讲的 SVC 范例相同（“在 C 中使用 SVC”）。下例就以嵌入式汇编

的方式来演示。这个例子可以在 RealView MDK 中编译。 

 示例程序的第一部分是个汇编封皮。在使用前，要在向量表中的硬 fault 入口地址项中，

填写好该封皮的入口地址。这个封皮代码把正确的堆栈指针值拷贝到 R0 中，以作为参数来

传送给 C 函数。 

 

// 使用汇编写就的硬 fault服务例程 

// 该例程提取堆栈帧的位置并且把它传递 

// 给 C程序 

__asm void hard_fault_handler_asm(void)  

{  

  IMPORT  hard_fault_handler_c  

  TST     LR, #4  

  ITE     EQ  

  MRSEQ   R0, MSP  

  MRSNE   R0, PSP  

  B       hard_fault_handler_c  

} 

示例程序的第二部分，也是主体部分，使用 C 语言来写。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演示如何

访问入栈的寄存器和 fault 状态寄存器。 

 

// 使用 C写就的硬 fault服务例程 

// 第一个参数即堆栈帧的位置 

void hard_fault_handler_c(unsigned int * hardfault_args)  

{  

 unsigned int stacked_r0;  

 unsigned int stacked_r1;  

 unsigned int stacked_r2;  

 unsigned int stacked_r3;  

 unsigned int stacked_r12;  

 unsigned int stacked_lr;  

 unsigned int stacked_pc;  

 unsigned int stacked_psr;  

  

 stacked_r0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0]);  

 stacked_r1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1]);  

 stacked_r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2]);  



 stacked_r3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3]);  

  

 stacked_r12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4]);  

 stacked_l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5]);  

 stacked_pc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6]);  

 stacked_psr = ((unsigned long) hardfault_args[7]);  

  

 printf ("[Hard fault handler]\n");  

 printf ("R0  = %x\n", stacked_r0);  

 printf ("R1  = %x\n", stacked_r1);  

 printf ("R2  = %x\n", stacked_r2);  

 printf ("R3  = %x\n", stacked_r3);  

 printf ("R12 = %x\n", stacked_r12);  

 printf ("LR  = %x\n", stacked_lr);  

 printf ("PC  = %x\n", stacked_pc);  

 printf ("PSR = %x\n", stacked_psr);  

 printf ("BFA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8))));  

 printf ("C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8))));  

 printf ("H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2C))));  

 printf ("D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0))));  

 printf ("AFSR = %x\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D3C))));  

  

 exit(0); // terminate  

 return;  

} 

请注意：如果发生了堆栈溢出或其它错误，使 SP 指向了无效的存储空对空区域，则上段代

码会失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错误都会影响 C 代码，因为所有 C 代码都需要堆栈。 

 

 

第 14 章，讲多机通信时，使用如下内容替换最后一个自然段。 

 

事实上，同步问题远远要复杂得多。如果只是按图 13.6 那样单单使用 WFE，只能应付小儿

科的任务同步问题。在复杂的应用程序中，为正确地同步任务还需要附加的代码。正如上文

所提到的，处理器也以被其它事件唤醒，比如中断和调试事件。因此，内部的事件寄存器的

当前状态常常是未知的，故而不能保证在执行 WFE 指令后就一定能进入睡眠。事实上，WFE

常常在循环中使用（用于降低系统的功耗），循环体中的代码检查状态，以判定需要同步的

任务是否应该在 WFE 后执行。 

 这种用法最典型示例就是多核系统中的信号量。在典型的情况下，需要一个系统级的互

斥访问监视器，在它的辅助下使用互斥访问指令来实现自旋锁（spin lock，熟悉 Linux 的读

者请给我你们的微笑），以一轮一轮地尝试锁住共享的存储器或外设。自旋锁设施由 RTOS

提供，通常由汇编语言写成。RTOS 提供类似 spin_lock()和 spin_unlock()的函数（如:Linux），

而任务则可以使用这两个函数来锁住所需的共享资源。 

 常规的自旋锁代码如下所示： 

spin_lock                   ; 获取自旋锁的汇编示例代码，r0指向自旋锁变量 



    MOVS   r2,  #1          ; r2待会要写入自旋锁变量，表示资源已锁 

spin_lock_loop 

    LDREX  r1, [r0] 

    CMP    r1,  #0 

    BNE    spin_lock_loop   ; 资源已被锁住，需重试 

    STREX  r1,  r2,  [r0]    ; 使用 STREX指令尝试设置 Lock_Variable为 1 

    CMP    r1,  #0          ; 检查 STREX指令的返回值 

    BNE    spin_lock_loop     ; STREX指令没有成功执行，重试 

    DMB                     ; 执行数据存储器隔离，以确保数据已落实到物理内存中。 

    BX     LR               ; 返回 

  

在共享资源使用完毕后，需要释放自旋锁： 

 

spin_unlock                  ; 释放自旋锁的汇编示例代码，r0指向自旋锁变量 

MOVS   r1, #0 

DMB

STR    r1, [r0]        ; Clear lock 

      ;原文DMB在这里使用，疑似不妥 

     DMB                     ; 执行数据存储器隔离，以确保数据已落实到物理内存中。 

     BX     LR               ; 返回 

 

自旋锁的副作用，就是会当（获取锁的）处理机空闲时使（等待锁的）处理机白白空转，

浪费能源。因此，我们在上例的自旋锁中加入 WFE/SEV 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在尝试

上锁的函数中，一旦发现已上锁就执行 WFE；而在释放锁的函数中（在另一个处理机中执

行此函数），释放后执行 SEV 指令以唤醒所有尝试上锁的处理机。 

spin_lock_with_WFE           ; 使用 WFE配合获取自旋锁的汇编示例代码，r0指向自旋锁变量 

    MOVS   r2,  #1          ; r2待会要写入自旋锁变量，表示资源已锁 

spin_lock_loop 

LDREX  r1, [r0]   

CBNZ   r1, lock_is_set ; 如果 r1!=0，则表示已上锁 

    STREX  r1,  r2,  [r0]    ; 使用 STREX指令尝试设置 Lock_Variable为 1 

    CMP    r1,  #0          ; 检查 STREX指令的返回值 

    BNE    spin_lock_loop     ; STREX指令没有成功执行，重试 

    DMB                     ; 执行数据存储器隔离，以确保数据已落实到物理内存中。 

BX     LR               ; 返回 

lock_is_set 

 WFE      ; 资源已锁。等待使用资源的处理机释放锁后使用 SEV发出信号 

 B  spin_lock_loop  ; 被唤醒，不管是不是被 SEV唤醒的，先去尝试上锁 

 

 在共享资源使用完毕后，需要释放自旋锁： 

 在解开自旋锁的函数中，需要使用 SEV 指令来唤醒其它所有需要该锁的处理机。 
spin_unlock_with_SEV     ; 释放自旋锁的汇编示例代码，r0指向自旋锁变量 

MOVS   r1, #0 

DMB
STR    r1, [r0]       ; Clear lock 

      ;原文DMB在这里使用，疑似不妥 



DMB                   ; 执行数据存储器隔离，以确保数据已落实到物理内存中。 

SEV 

    BX     LR             ; Return 

 通过在信号量代码中配合使用事件通信接口，就可以在使用自旋锁尝试获取共享资源时

消除不必要的功耗。类似的技术也可以用于创建消息队列等其它任务同步设施。 
 译者添加：自旋锁不是谁想用谁就能用的，必须分场合。如果是同一个处理机内的多个任务需要某共

享资源，且在其它处理机上没有需要此资源的任务，就不得使用带 WFE 的自旋锁，因为在执行 WFE 后，

该处理机已经睡眠了，无法再执行其它指令，更不要说调度其它任务让它调用 spin_unlock_with_SEV 了。

此时又没有“外力”，因此就很可能要“长眠”了！进一步地，单机场合下不得使用自旋锁。因为自旋锁

可能导致死循环：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如果使用自旋锁未果，则在按优先级调度的 RTOS 中，如果没有反优

先级倒转机制，就会使最高优先级的任务永远死循环，CPU 利用率 100%，却再也执行不了其它任务！ 

 在大多数 CM3 系统中，会只使用一个内核。此时，常常是把 RXEV 脚拉低，或者连接到

其它可以产生事件的外设上。 

 

 

图 15.3 后面添加： 

尽管 CM3 的调试组件在实现上与标准 CoreSight 系统的有些出入，但是通信接口与协议

是与 CoreSight 架构兼容的，并且可以直接挂接到 CoreSight 系统上，标准 CoreSight 的调试

组件也可以挂接到 CM3 上。例如，（标准）CoreSight 调试组件，诸如 TPIU，调试端口以及

跟踪基础设施等，可以供 CM3 使用，并且以此来把调试能力延伸到多核调试系统中。 

 

 

勘误 
 

 

在执行 PUSH 和 POP 操作时，那个通常被称为 SP 的地址寄存器，会由硬件自动调整它的值，

以避免后续操作破坏先前的数据。本书的后续章节还要围绕着堆栈展开更详细的论述。 

图 3.10 下面的文本框，改为 



 
 

表 4.4 的"STMIA: 存储多个字，并且在加载后自增基址寄存器" 应该是“STMIA: 存储多个字，

并且在存储后自增基址寄存器” 

 

表 5.3 SRAM 区中的位带地址映射 

表 5.3 片上外设区中的位带地址映射 

 

 

第 5 章互斥访问的选读文本框改为 

堆栈操作的进一步探讨 
如果参与的寄存器比较多，这种 PUSH 和 POP 岂不是又臭又长？放心，PUSH/POP 指令

足够体贴，支持一次操作多个寄存器。像这样： 

PUSH {R0-R2}   ;压入 R0-R2 

PUSH {R3-R5,R8, R12} ;压入 R3-R5,R8，以及 R12 

在 POP 时，可以如下操作： 

POP  {R3-R5,R8, R12} ;弹出 R3-R5，R8，以及 R12 

POP  {R0-R2}   ;弹出 R0-R2 

 注意：在寄存器列表中，不管寄存器的序号是以什么顺序给出的，汇编器都将把它们

升序排序。然后先 push 序号大的寄存器，所以也就先 pop 序号小的寄存器。（这是译者在

实验中发现的）。如果不按升序写寄存器，也许有些汇编器会给出语法错误。 

 PUSH/POP 对子还有这样一种特殊形式，形如 
 PUSH {R0-R3, LR} 

 POP  {R0-R3, PC} 

 请注意：POP 的最后一个寄存器是 PC，并不是先前 PUSH 的 LR。这其实是一个返回的小

技巧。与其按部就班地把先前 LR 的值弹回 LR，再复制给 PC 来返回；不如干脆绕过 LR，直接

传给 PC！那不怕 LR 的值没有被恢复吗？不怕，因为 LR 在子程序调用中的唯一用处，就是在

返回时提供返回地址。因此，在返回后，先前保存的返回地址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所以只要

PC 得到了正确的值，不恢复也没关系。 

 PUSH 指令等效于与使用 R13 作为地址指针的 STMDB 指令，而 POP 指令则等效于使用

R13 作为地址指针的 LDMIA 指令——STMDB/LDMIA 还可以使用其它寄存器作为地址指针。至

于这两个指令的细节，第 4 章讲到指令系统时再介绍。 



 

 

表 7.4 前面 

把其优先级分为个位段，改为 

把其优先级分为 2 个位段 

 

图 7.5 三位优先级，从比特 5处分组添加头部 

 

 

表 7.7 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VTOR)（地址：0xE000_ED08） 

位段 名称 类型 复位值 描述 

7-28 TBLOFF RW 0 向量表的起始地址 

29 TBLBASE R - 向量表是在 Code 区（0），还是在 RAM 区（1） 

 

 

表 D.12 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VTOR)  0xE000_ED08 

译者添加的选读材料——互斥访问的深入研究 

互斥访问可以递归使用，且最后一次递归的 LDREX/STREX 对子最先完成。如下例所示： 
LDREXTestRecursive 

 ldr  r3,  =N  ;递归次数 N，是一个预定义的常数 

LoopWrapper 

 push {r0-r2, lr} 

 ldr  r0,  =0x20003000 

 sub  r3,  #1 

TryInc 

 ldrex r1,  [r0] 

 add  r1,  #1 

 ldr  lr,  =DoSTREXRcsv 

 cmp  r3,  #0  

 bne  LoopWrapper 

DoSTREXRcsv 

 strex r2,  r1,  [r0] 

 cmp  r2,  #1 

 beq  TryInc 

 pop  {r0-r2, pc} 

若执行前(0x20003000)=0，则执行后(0x20003000)＝N，且函数被递归调用 N 次。这段
代码的工作流程难以用文字说清，一定要用模拟器跑过才容易理解 

本例只是为了抛砖引玉。在实际的程序中，极少会这样钻牛角尖地直接递归。但是在
多任务环境下，底层的函数库往往会“重入”，这也和递归的情形很相似。另外，当读
者在本书后面看到“自旋锁”的解释时，说不定也会回想起这里呢！ 



位段 名称 类型 复位值 描述 

7-28 TBLOFF RW 0 向量表起始地址 

29 TBLBASE R - 向量表是在 Code 区（0），还是在 RAM 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