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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软件开发 

Nios 嵌入式处理器是一个优化了的 CPU 软核，用于可编程逻辑器件上的 SOPC 设计。

Nios 处理器使用了 Altera 的 SOPC Builder 系统设计工具软件。SOPC Builder 是设计者开

发软件和硬件的基础，而用它生成的文件是 Nios 处理器系统开发应用软件的开端。 
SOPC Builder 生成一个 Nios 处理器后，会生成如下结果： 
 检查系统内存映像，外设地址和中断优先级。如果发生错误，会发出相应的错

误报告。 
 生成定制的软件开发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 
 为 Nios 处理器系统生成硬件设计文件，硬件设计者可以使用这些文件创建 Nios

的硬件系统。 

5.1 软件开发流程 

使用 Altera 公司提供的软件工具设计 Nios 软件一般按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 1：获取目标系统的 SDK 
从SOPC Builder的工程目录中获取目标系统的SDK或者从硬件设计者处得到。SOPC 

Builder 产生的 SDK 目录是软件开发的基础，用户从 SDK 中的 head 和 library 文件中可以

获取硬件配置信息和基本的子程序。 
步骤 2：创建并编译应用软件 
在文件编辑器中使用 C/C++或者汇编语言编写应用软件。利用 nios-build 工具或者

Makefile 编译源程序就可以生成可执行文件或者二进制文件以 S-record(.srec)格式存储。

nios-builder 一般用于小型或是中型的软件工程；对于比较大型的软件工程，可以使用

Makefile。 
步骤 3：下载可执行代码到目标板 
在 Nios 开发工具包中提供了 GERMS 监控程序，它允许用户运行可执行文件，从内

存中读取和写入数据，将代码或者数据下载到内存或者删除 flash 中的内容等。将 GERMS
控制程序设定为处理器启动地址，用户可以立即进行程序开发、下载和调试等工作。用

户利用 Nios-run 命令在可在目标板上下载和执行程序。 
步骤 4：调试代码 
如果使用了 GERMS 监控程序，调试信息通过 printf()函数由标准输入输出设备传送。

标准输入输出设备可以是 UART，也可以是 Nios OCI 调试模块。Nios-run 命令可以作为

一个显示调试信息的终端。 
如果调试更复杂的程序，通过 JTAG 下载数据线，可以使用 Nios OCI 调试模块访问

Nios CPU。使用 Nios OCI Debug 可以单步执行程序，检查内存和寄存器内容。 
也可以设置编译器，把调试参数设为 on，然后重新编译源程序，使用 GNU 调试器



GDB 调试。当然，还可以从第三方那获得更高级的调试程序。 
步骤 5：转换代码为自启动代码 
一旦应用程序经过充分地调试，用户可能希望将可执行程序代码存储到目标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中，Nios CPU 在复位后便可以执行应用程序。有两种方法可以将代码存入非

易失性存储器中： 
1．保存代码到片外存储器： 
Nios 开发工具包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用该工具，用户就可以将程序存入 flash 中。

在开启电源 CPU 完成初始化后，GERMS 监控程序会自动执行这些代码。以下介绍两种

把代码存入片外存储器的方法： 
1）使用 srec2flash 把可执行的.srec 文件转化为.flash 文件，就可以直接烧写在 flash

存储器中。srec2flash 同时添加一个复制可执行代码到 SRAM 的软件子程序，在上电启动

时，保存在 flash 中的代码就会调入 SRAM 中供 CPU 执行。 
2）移除 GERMS 监控程序，重新编译硬件，更改 Nios CPU 的复位地址，使其指向

flash 存储器中的程序地址。 
    2．保存代码到片上存储器： 
 当代码比较小时，保存代码到片上存储器这个方法比较简便。硬件设计者可以使用

SOPC Builder 把初始化文件放在片上 ROM 或 RAM 中。在这种情况下，设计人员可以完

全移除 GERMS 监控程序，并用自启动代码代替。 
步骤 6：将软件设计从目标板转到目标硬件 
当把软件设计从开发板转到目标硬件时，可以继续利用上面提到的方法执行下载和

调试程序。根据硬件的结构，可以选择用 nios-run 工具，或者 Nios OCI Debug Console，
或者 GERMS 监控器经过串行线把代码下载到硬件的 RAM。 

Nios OCI Debug Console 是 FS2 公司的一款基于 JTAG 接口的命令行调试工具。Nios 
OCI 调试模块执行控制功能，并能在程序执行时从内存和寄存器中读取和写入数据。通

过 Nios OCI Debug Console，可以启动、停止程序的执行，检查寄存器和内存中的内容，

还支持设置断点的方法。 
表格 5.1 列出了 Nios OCI Debug Console 指令： 
 
 
 
 
 
 
 
 
 
 
 



表 5.1 Nios OCI Debug Console Commands 

 

5.2 软件开发包 

5.2.1 SDK 文件结构 

SOPC编译器为Nios CPU产生一个 SDK，这个 SDK为工程开发提供基本的软件结构，

包括如下的： 
 C 头文件，包含每个外设在存储器中的地址映象和数据结构； 
 与外设相关的子程序被编译后生成的编译库； 
 用于重新编译库的 Makefile； 
 示例源程序和 Makefile 文件。 



SOPC Builder 生成的 SDK 为 QuartusII 工程的一个子目录，当然也可以将 SDK 复制

到其它目录下，此举并不影响使用。每一个 SDK 目录名是以 SOPC Builder 生成的 CPU
命名的，后面附加_sdk。例如，大多数硬件设计以 cpu 命名，这样 SOPC Builder 同时为

每一个工程产生一个 cpu_sdk。目录结构如下: 
…/_cpu_sdk/ 

| 
  +---inc/ 
  | 
  +---lib/ 
  | 
  +---src/ 

 
6.2.1.1  inc 目录 

SDK 中的 inc 目录包含了应用程序所需的头文件。这些文件定义了外围地址、中断优

先级、寄存器结构以及其他有用的变量和宏。如果在程序中应用这些特点，需要在 C 或

者 C++程序中包含 excalibur.h 文件；如果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话，则应该包含 excalibur.s
文件。 
图 5.1 描述了一个典型的 inc 文件，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将决定于具体的 Nios 系统。   

 
图 5.1  inc 文件夹 

excalibur.h&Excalibur.s 文件中，不仅包含了系统外设寄存器在存储器中的地址映像，

还包含了每个外设相关的 C 语言子程序。对 C 程序而言，寄存器映象以结构体的形式描

述。由于每个寄存器都定义为整型变量，无论是 32 位还是 16 位的 Nios 处理器，都可以

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该结构体。如果对寄存器进行位操作，还需要掩码和位数来控制这些

位。（位数对 Nios 汇编语言中的 SKP0 和 SKP1 非常有用）。图 5.2 描述了 excalibur.h 文件

中时钟模块的结构体，其物理地址由具体的系统而定。 
在 excalibur.h 和 excalibur.s 文件中，提供了所有外围的地址，中断向量和其他常量。

如图 5.3 摘录了 excalibur.h 部分内容。程序中各种变量、常量的命名都具有一定的规则，

提高了程序的可读性。比如，na_timer1 来源于外围的定时器 Timer1，而 na_则是“nios 
address”词头的第一个字母。数据类型为 np_timer*，因此可以用 na_timer1 作为一个指

向定时器结构的指针。下面是一段访问定时器的程序代码： 
int status = na_timer1->np_timerstatus;       /*get status of timer1*/ 
 



 
图 5.2 excalibur.h 文件例子 

 

 
图 5.3 excalibur.h 摘录 

Excalibur.h 中还包括如下几个开关选项，用来打开或关闭一些功能。 
#define __nios_catch_irqs__    1 
#define __nios_use_constructors__   1 
#define __nios_use_cwpmgr__   1 
#define __nios_use_fast_mul    1 
#define __nios_use_small_printf__   1 

当 nios_catch_irqs_设置为 1 时，系统自动为每一个中断装载一个默认的中断句柄，

如果一个系统中不需要使用中断，就可以将该项设置为 0，这样就可以节省代码空间。 
当_nios_use_constructors_设置为 1 时，Nios 库将调用一些启动代码用于静态 C++类的



初始化。参数默认设置为 1。如果不需要 C++类初始化时，改变这个设置为 0 可以减少

终的冗余代码。这对构建一个小容量的 ROM 系统非常有用。 
当_nios_use_cwpmgr_设置为 1 时，Nios 库将包含处理寄存器下溢的程序代码。设置

为 0，可以减少软件的冗余代码。只有调用深度不超过寄存器容量的子程序时才可以设为

0。 
_nios_use_fast_mul_ 在 excalibur.h 文件中设置，但需要与 …/lib/Makefile 中的

NIOS_USE_MULTIPLY 和 NIOS_USE_MSTEP 配合使用。 
GNU 库中的标准 printf()子程序大概占用４0Kbytes 的程序空间，支持完整的 ANSI 

printf()规范，包括浮点数的支持。当_nios_use_small_printf_设置为１时，一个精简的 printf()
连接到 Nios 库，占用大概１Kbytes 的空间。这个精简的 printf（）程序只支持整数和％

ｃ，％ｓ，％ｄ，％ｘ，％Ｘ格式。这个设置可以传送信息到标准输入输出设备，而不

会明显增加程序的大小。大凡调试过程序的人都知道，利用 printf（）可以加快调试程序

的进程。 
5.2.1.2 lib 目录 

SDK 中的 lib 目录下包含了 Makefile 档案文件以及 Nios 系统的源文件和目标文件。

如图 5.4 所示。 

 
图 5.4 lib 文件夹 

某些源文件是汇编语言编写的，其他的是 C 语言编写的。档案文件包含了已通过编

译的子程序，可以直接连接到目标系统。使用 nios-build 构建 32 位系统时，使用 libnios32.a
库，构建 16 位系统时使用 libnios16.a 库。Makefile 中包含了重新构建档案文件的指令。 
5.2.1.3 src 目录 

在使用 nios-build 命令时，所有的源代码必须存放在这个目录下。SDK 的 src 目录下

存放了可以用来测试系统的一些例子。在不需要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运行程序，可以直

接下载这些例子到开发板。 

5.2.2 GERMS 监控程序 

开发工具包中包含一个名为 GERMS 的监控程序。GERMS 控制程序是一个简单的控

制程序，为开发板提供基本的调试开发工具，值得说明的是也可以在 终系统中使用。



在上电启动时，GERMS 监控程序 先开始执行，控制启动过程。一旦启动后，GERMS
提供一种读写 SRAM 和 flash 的方法。 

GERMS 是 Nios 开发工具包中，监控程序命令的缩写： 
G  执行程序(Go) 
E  删除 flash 存储器中的内容（Erase flash） 
R  定位下一个下载地址（Relocate next download） 
M  查看更改存储器（Memory set and dump） 
S  发送 S-records 文件（Send S-records） 
： 发送 I-hex 记录（Send I-Hex records） 

5.2.2.1 监控命令 
在监控程序运行时，它就在不停地等待用户输入命令。用户以文本方式发送指令到

主机通讯端口 UART。命令是一个字母后跟一个或两个地址（用连字符分隔）组成。M
命令包含了一个地址，后跟冒号，然后是待写的数据。命令是边写边执行的，比如写入

内存，每个字符在写入时便已经存到内存了。GERMS 不认回退（backspace）键和删除

（delete）键，如果需要修改，按 ESC 键重新启动监控程序。监控指令详见表 5.2。 
 所有输入的数字和地址都是十六进制的。 
5.2.2.2 GERMS 启动过程 

当 GERMS 控制程序开始运行时，它通过如下步骤执行系统的初始化： 
1. 禁止中断，这样，来自于 UART、定时器、switch PIO 和其他外围设备的中断请

求就不会中断初始化程序。 
2. 设置当前窗口指针（CWP）为 HI_LIMIT，初始化寄存器窗口。 
3. 设置中断优先级（IPRI）为 63，这样一旦中断被重新使能，所有中断请求能得

到响应。 
4. 设置%sp 为 nasys_stack_top 初始化堆栈指针。 
5. 系统初始化作完成如下两个任务之一： 

 如果系统有 flash，则通过检查 nasy_main_flash+0x4000C 地址处两个字节的

内容来决定是否从 flash 启动。 
 如果系统有一个名为 na_button_pio 的 PIO，则首先检查 PIO 的 0 按钮。 

6. 如果 0 按钮没有按下，并且 flash 中那两个 byte 中包含有 N 和 I，那么监控程序

执行一个 CALL 语句，地址指针定位到 nasy_main_flash+0x040000 处。 
7. 如果第 6 步没有执行语句或者是代码返回了，那么：以#vvvvpppp 跟回车的格式，

在标准输出设备上输出输出一个 8 位数字。vvvv 是一个监控程序的伪版本号；

pppp 是处理器版本号，从处理器寄存器 CTL6 获得。 
8. 等待用户在标准输入设备端输入命令。 

5.2.2.3 利用 GERMS 从 flash 存储器启动 
    用户的应用程序可以存储在开发板的 flash 存储器中，并可以在系统上电启动或者重

启时自动执行。在启动过程中，GERMS 控制程序检查 flash 存储器中应用程序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处理器立刻执行该程序。用户利用软件工具 srec2flash 将程序转换成.flash 格



式，并在程序开头加入一小部分代码，用来把 flash 存储器中的应用程序复制到 SRAM，

在 SRAM 中运行。  
表 5.2 GERMS 监控指令 

 

 一旦进入用户程序，目标系统将不再响应 GERMS 命令，除非用户程序正常返回或

是系统复位。 

5.2.3 NIOS 程序结构 

用 Nios-build 编译 C 程序后，生成 S-record 文件，在存储器中的地址映像如表 5.3 所

示。 

5.2.4 NIOS 库函数 

Nios 系统的 SDK 包含了预编译的库文件 libnios32.a（32 位的 Nios 系统）或 libnios16.a
（16 位 NIOS 系统）。根据 Nios 系统外设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子程序。下面介绍一些

常用的子程序。 
5.2.4.1  C 运行支持函数 
 在一个编译好的程序运行之前，系统必须执行一些初始化操作。当用 nios_build 编译 
链接一个程序，首先执行子程序“_start”完成初始化，然后调用 main（）子程序。此外， 



表 5.3 内存映像 

 
标准的 C 语言库还依赖于几个底层与平台相关的子程序。表 5.4 列出了 NIOS 库提供底层

C 语言支持子程序。 
_start 

 Nios CPU 在启动时执行的第一条指令是跳转到_start 的跳转指令，然后才执行实际的

_start 代码指令。在编译的软件可以运行之前，_start 子程序必须执行系统的初始化工作。

步骤如下： 
1． 初始化堆栈指针，指向 nasys_stack_top； 
2． 清空_bss_start 和_end 之间的程序空间； 
3． 给“_end”设定一个内部变量“RAMLimit”； 
4． 选择性地安装 CWP 管理器； 
5． 选择性的调用 C++静态构造函数； 
6． 执行 Call 调用 main()程序，通常是用户 C 程序的主入口； 
7． 如果 main（）函数返回，忽略其返回值并重启监控程序。 
 
 
 
 



表 5.4  C 运行支持函数 

 
5.2.4.2 系统服务程序 
 Nios 库中包含了诸多系统服务子程序，通过在 Makefile 中作适当的设置，就可以决

定是否使用这些子程序。 
 1．中断服务子程序 
 Nios 处理器允许 63 个中断源，中断向量从 0 至 62。向量号越低，优先权越高。0 到

15 为系统服务保留，用户可以利用另外的 47 个中断。 
用户可以利用系统给定的函数 nr_installuserisr（）或 nr_installuserisr2（）装载中断

子程序。nr_installuserisr（）函数为特定的中断号装载用户中断子程序，该函数仅传送

context 参数值。如果 nr_installuserisr()用于建立中断向量表，标准的 C 函数就可以用于中

断服务子程序，这不需要对中断向量表的底层细节了解的比较清楚，因此对于软件开发

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该函数头文件在 excalibur.h 中声明。这种安装中断服务程序的方



法比较方便但是效率较低。 
函数原型： 
void nr_installuserisr(int trapNumber, void *nios_isrhandlerproc, int context)； 
形式参数： 

 
nr_installuserisr2（）函数与 nr_installuserisr（）相似，只是在此函数中，当用户中断

服务子程序被调用时，中断号、被中断处的 pc 指针值和 context 参数都被传递给用户中

断服务子程序。 
函数原型： 
void nr_installuserisr2(int trapNumber, void *nios_isrhandlerproc2, int context)； 
形式参数： 

 
2．CWP 管理器 
编写 Nios 软件并不需要详细地了解窗口寄存器文件。在调用子程序时，CWP 管理器

负责处理寄存器文件操作的细节。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用户的 终软件都会用到 CWP 管

理器函数 nr_installcwpmanager。 
如果函数_nios_use_cwpmgr_=1，该子程序就会自动被_start()函数调用。它用于处理

Nios CPU 下溢和上溢异常中断子程序的装载。该函数在 excaibur.h 中声明，函数原型为

void  nr_installcwpmanager(void); 
3．其他程序 
nr_delay()程序可以使程序暂停执行若干毫秒。该程序的执行基于 NIOS CPU 的时钟

频率，延时的多少由形式参数决定，属于软件延时。函数在 excalibur.h 中声明。原型为

void nr_delay(int milliseconds)，其中 milliseconds 参数是设定的延时长度。由于没有用硬

件定时器，所以定时不很精确。 



nr_zerorange()子程序的功能是从 rangStart 开始写入 rangeByteCount 个零。函数在头

文 件 excalibur.h 中 声 明 。 函 数 原 型 为 void nr_zerorange(char *rangeStart, int 
rangeByteCount)。 
5.2.4.3 高级 C 语言支持 
 Nios 库中含有如下两个子程序（表 5.5），可以在 Makefile 文件中决定是否使用它们。 

表 5.5 高级 C 语言支持 

 

5.3 Nios 软件指令 

Nios 软件是在 bash 环境下开发的。在 PC 平台上，Nios SDK Shell 提供一个类似 UNIX
的开发环境，包括大多数 UNIX 使用者熟悉的命令和工具。另外，在开发工具包中还有

很多生成和调试 Nios 软件的专用命令，这一节将介绍部分常用命令的用法。 
5.3.1 hexout2flash 
    由 Quartus II 和 MAX+PLUS II 软件生成的配置文件，都可以下载到 Altera PLD 板

上使用。配置文件格式为.hexout，hexout2flash 把.hexout 格式文件转换为适合于写到 Nios
开发板的 flash 上的.flash 格式文件。Hexout2flash 产生一系列的 GERMS 监控命令，擦除

一部分 flash 空间作为存储.hexout 文件所用。 
格式：hexout2flash [options] <filename> [.hexout] 
参数：见表 5.6 

表 5.6 hexout2flash 命令参数 

 
例子： 
1. 当对于一个命名为 my_design.hexout 的文件时，输入： 



    hexout2flash my_design.hexout 
    hexout2flash 将 my_design.hexout 转换为 my_design.hexout.flash 

2. 将.flash 文件下载到开发板，输入： 
    nios-run my_design.hexout.flash 

注意：设计文件写到 flash 上，并成为开发板的默认启动设计。 
5.3.2  nios-build 

nios-build 包括了汇编、编译、连接 nios 源码的工具，保证标准的 C 语言库和 Nios
库连接到用户源代码。另外，Nios 软件开发环境完全支持 Makefile 的使用。 

nios-build 用源文件名作为编译后的文件名，后 为.srec。这个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

Nios 开发板上，这个步骤必须在 GERMS 监控程序运行时执行。如果只指定了一个源文

件，那么 nios-build 在当前目录下寻找同样文件名和扩展名的文件。后 名为 s 或者 asm
的文件将给 nios-elf-as 处理；后 名为 c 的文件将给 nios-elf-gcc 处理；后 名为 o 的文

件将给 nios-elf-ld 处理。 
格式：nios-build [options] <sourcefile>.[sco]  
参数：见表 5.7 
例子： 
nios-build foo.c bar.c 这个文件产生可执行文件 bar.srec 
nios-build helloworld.c 
如果文件 helloworld_2.c 和 helloworld_3.c 在同一个目录下，那么它们都会被编译进

去，生成文件 helloworld.srec。 
表 5.7 nios-build 参数 

 



5.3.3  nios-console 
    使用 nios-console 将打开一个调试控制台，下载程序进行调试。Nios-console 启动 OCI 
Debug Console,下载.srec 文件到开发板。它可以设置 PC 指针和 ociBase 配置参数。 

使用 nios-console 将在/-sopc_builder/bin/FS2/bin 目录下产生一个.tcl 文件。这个文件

包含了 tcl 命令，在调试控制台启动后，它可在控制台上自动执行的。 
格式：nios-console [options] [filename] 
参数：见表 5.8 

表 5.8 nios-console 参数 

 

例子： 
nios-console foo.srec 
这个文件启动 Nios OCI Debug Console,并通过 JTAG 口下载 foo-srec 到目标系统。 

5.3.4  nios-convert: 
命令 nios-convert 将文件从一个格式转换为另一个格式，源文件可以是.srec 或者是.mif

格式，目标文件可以是.mif 或者.dat 格式。 
命令 Nios-convert 的主要作用： 
1. 将可执行的软件代码或者数据文件（srec 格式）转换为 Altera PLD 的片上初始化

文件。 
2. 改变数据宽度，比如将 32 位数据转换为 16 位数据。 
3. 将宽数据分成几个部分，例如将 32 位数据分成 2 个 16 位的数据段，以便写到两

个并行的 16 位片外 flash 中。 
如果没有目标文件，则系统自动确定其与源文件同名 
格式：nios-convert [options] <source file> [destfile] 
参数：见表 5.9 

表 5.9 nios-convert 参数 

 



例子： 
nios-convert bootcode.srec bootcode.mif 
这个命令将 bootcode.srec 转换为 bootcode.mif。 

5.3.5  nios-debug 
使用 nios-debug 进入图形调试环境，nios-debug 工具启动相应的调试环境，并把.out

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上。nios-debug 也可以指定一个.srec 文件，这种情况下，会自动搜索

与.srec 文件匹配的.out 文件。 
格式：nios-debug [options]<filename> 
参数：见表 5.10 

表 5.10 nios-debug 参数 

 
例子： 
nios-debug foo.out 
nios-debug foo.srec 

5.3.6 nios-run 
这个工具把代码或者数据下载到 Nios 开发板，并在 GERMS 监控程序控制下运行。

Nios-run 也可以作为一个终端，与运行于开发板上的 GERMS 或者其他程序通讯。 
当以文件名作为参数时，Nios-run 把文件中的内容传送到开发板。通常情况下，这些文件

是.srec 文件.flash 文件,分别写入 SRAM 或者是 flash 中。 
    格式：nios-run [options] [filename] 

参数：见表 5.11 
 
 
 



表 5.11 nios-run 参数 

 
    例子： 

nios-run hello_world.srec 
这个命令通过 OCI 调试模块将 hello_world 文件下载到开发板，默认通过 COM1 口。 
Nios-run –p com2 hello-world.srec 
这个命令通过 COM2 口将可执行文件 hello_world.srec 下载到开发板。 

5.3.7  srec2flash 
命令 srec2flash 将可执行的.srec 文件转换为.flash 文件，.flash 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开

发板上的 flash 存储器上。 
在系统启动时，控制程序首先查看 flash 中地址为 nasys_main_flash+0x40000 的程序。

如果在该地址中发现代码，GERMS 控制程序执行该程序。命令 srec2flash 将.srec 文件转

换为.flash 文件。这个.flash 文件包含了一系列的 GERMS 命令，用于初始化 flash 存储器。

命令 srec2flash 在用户程序的开头增加一个子程序。执行时，这个子程序将把用户程序从

flash 读入 SRAM 中，程序是在 SRAM 执行的。 
格式：srec2flash <srec file> [filename] 
例子： 
srec2flash hello_world.srec 
这个命令生成文件 hello_world.srec.flash。 

5.4 软件开发实例 

本节我们将通过一个实例让用户熟悉 Nios 软件的开发流程。 



5.4.1 开始前的准备 

在 Nios 开发板开发软件时，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SDK 工具包。SDK 包含了头文件、库文件和程序例子。 

本 节 利 用 SOPC Builder 产 生 的 SDK 。 这 些 文 件 在 <installation 
path>/tutorials/Nios_SW_Tutorial_<device family>_<device>_cpu_sdk 目录下可以找

到。 
 一个配有串行数据线和 ByteBlasterMV 或 ByteBlasterII 电缆的开发板。 
 开发板的硬件映像。 
 所用外设的文档资料。文档资料提供了寄存器和 SDK 中子程序的详细描述。这 

些都存放在<installation path>/documents 目录下面。 

5.4.2 打开 Nios SDK Shell 

Nios SDK Shell 是一个类似于 UNIX 的环境，在此环境下可以开发、下载软件，在开

发板上运行测试程序等。 
选择 Programs>Altera>Nios<version>>Nios SDK Shell（Windows 的开始按钮）。打开

后 会 显 示 路 径 信 息 和 程 序 例 子 的 信 息 。 Nios SDK Shell 默 认 打 开 的 是

/Altera/kits/nios/examples，见图 5.5 

 
图 5.5 Nios SDK Shell 



5.4.3 编译程序 

1. 在 Nios SDK Shell 中 键 入 cd ../tutorials/Nios_SW_Tutorial_<device 
family>_<device>/cpu_sdk/src,改变目录。 

2. 键入命令：nios-build lcd_demol.c 编译程序 lcd_demol.c。 
nios-build 命令编译并链接源程序 lcd_demol.c，生成可执行文件 lcd_demol.srec 和其它

一些文件（见表 5.12）。 
表 5.12 nios-build 生成的文件 

 
可以使用简化的 nb 命令代替 nios-build。 
3．  键入命令：nios-elf-size lcd_demol.out 可查看程序所需要的内存空间。 

5.4.4 用 Insight 调试程序 

设计文件使用串行口作为通讯口，使用 JTAG 口下载调试源程序（.srec）。打开一个

Nios SDK Shell 运行调试控制台，打开第二个 Nios SDK Shell 供主机通讯使用。 
如果 Insight 没有正常启动，检查 Nios 开发板上的安全指示灯 LED 是否亮，来判断

硬件设计是否已经下载到开发板上。 
在开始下载前，按住开发板上的 SW0，按一下 CPU 复位按钮重启系统。这个动作将

启动 GERMS 监控程序，等待命令输入。 
执行如下步骤下载、运行、调试程序： 

1.  择路径 Programe>Altera>Nios<version>>Nios SDK Shell，打开另一个 Nios SDK  
Shell。 

2.  在 Nios SDK Shell 窗口键入 nios-run –t –r 进入终端模式，连接到 PC 串行口。 
这条指令中的-t 参数表示进入终端模式，-r 参数表示强行连接到串行口。COM1 口是默认

的；如果要使用 COM2 口，使用命令 nios-run –t –p com2。 
3. 切换到另一个 Nios SDK Shell，这个 Shell 处于命令模式（不是终端模式）。 
4. 键入如下两条命令之一：nios-debug lcd_demol.srec 或 nios-debug lcd_demol.out， 

把 lcd_demol.srec 文件下载到开发板，并启动 Insight。 
Nios-debug 指令自动在 main（）函数中设置一个软件断点，左边有红色方框标记。 

可以用 nb 指令代替 nios-debug 命令。  



 
图 5.6 Insight 调试环境 

以绿色高亮显示的程序行代表要执行的程序行，显示绿色表明 Insight 已经正确的连

接到了 CPU 上。如果高亮区是紫色的，则表明存在通讯问题，不能执行程序调试。关闭

Insight,检查开发板和数据线是否正确连接，然后用 nios-debug 重新启动 Insight。 
可用 Control 菜单或工具栏上的按钮控制程序的启动和停止。见图 5.7。 

 
图 5.7 Insight 工具栏按钮 

Insight 的工具栏按钮功能如下： 
RUN—允许启动一个新的程序进行调试。对 Nios 调试来说，有专门的 script 启动调

试程序，所以这个键不常用。 
Stop—在程序执行时 Run 按钮转换为 Stop 按钮，stop 按钮用于停止程序的执行。 
Step—执行下一条源程序，进入调用函数。 
Next—执行下一条源程序，跳过调用函数。 
Finish—完成当前子程序的执行，如果在一个函数使用这个按钮，将执行完该函数并

返回。 
Continue—继续执行程序到断点。 
Step Assembly Inst—执行下一个汇编指令，可进入子程序。 



Next Assembly Inst—执行下一个汇编指令，跳过子程序。 
5． 用鼠标单击 23 行左边的空白处，在 23 行处设置一个断点，一个红色的方块 

将出现在左边空白处。 
6．按 continue 键开始执行程序，这将使程序运行到断点处。此时 Nios SDK Shell 的

终端会显示：now running lcd_demol 
7．按 step 键进入 printf 函数。调试窗口打开 nios_printf.c 文件， nr_printf 子程序的

第一行可执行程序加亮显示。 
8． 按 step 进入 PrivatePrintf 子程序。调试窗口打开 nios_sprintf.c 文件， PrivatePrintf

子程序中第一行可执行程序加亮显示。 
9．按 next 跳过部分语句。这个语句与 step 不同，它不能进入子程序。 

10．按 continue 继续执行程序，在 Nios SDK Shell 显示的如下信息： 
Press the buttons (not the reset!) to interrupt the program and show the time. 
在这些信息之后，程序执行时，*字符将不停的出现。下面的 3 行信息将在 LCD 屏幕

上显示： 
   Hello! This is Nios. 
   Your message goes here! 
   You could show another message, too! 
由于程序只设置了一个断点，所以之后程序将进入连续执行状态直到按 stop 键停止。 
 
Insight 提供了很多查看器，用于查看寄存器，堆栈内的内容。 

 
图 5.8 Insight 查看函数 

Insight 任务栏查看器功能如下： 
Open Console—给 GDB 提供传统的命令行接口。 
View Breakpoints—列出程序所有断点，可以方便修改和移除断点。 
View Logic Variable—列出所有的当前变量，可以察看和编辑当前变量。 
Set Watch—检查和编辑表达式，包括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当前变量、寄存器。 
View Stack—查看栈结构。 
View Memory Contents—显示和编辑内存内容。 
View Registers—显示所有的寄存器和它们的值。 
11. 按 stop 键停止程序的执行。 
12. 打开寄存器窗口，显示所有的寄存器及其值。 



13. 打开内存窗口，显示当前指令地址的内存内容。 
14. 打开当前变量窗口，显示所有的变量及其当前值。 
15. 跳过若干条指令，观察寄存器、内存、变量值变化，任何值改变的项将以绿色

加亮显示。 
在接下去的步骤中，我们将使用 Memory 窗口改变 Nios 开发板上的 LED（D0 到 D7）

的内存数据。可以在<CPU name>_sdk/inc 目录下的 excalibur.h 文件中找到外围 PIO 的基

址。 
1. 在 Memory 窗口的地址栏输入 0x920980。 
2. 按回车键显示上述地址的内容。 
3. 打开参数设置窗口。 
4. 在 Size 窗口选择 Byte，Memory 窗口以字节队列显示，这样方便了编辑 8 位 PIO 

的内容。 
5. 在地址 0x920980 输入 0x55，这个地址是 na_led_pio 数据存储器的地址。 
6. 按回车键将值写入内存。 
注意：按回车键之后，在地址 0x920980 处的值转换为 0xff，因为 PIO 仅作为输出口

用，只能对其进行写操作而不能进行读操作。 
从 D0 到 D7 的数码管，偶数号将发光。 
7. 按 Continue 键。 
8. 按 Nios 开发板上 SW0 到 SW3 中的任意键，LCD 屏幕显示如下信息： 

The time is now <time in milliseconds> 
9. 关闭 Insight 调试器继续执行其他的程序，Nios SDK Shell 转换为命令模式。 
注意：如果希望重新下载程序或者重新启动调试，则需要退出 Insight，再次使用 Nios 

SDK Shell 中的 nios-debug 命令。 

5.4.5 用 Nios OCI Debug Console 调试程序 

Nios OCI Debug Console 使用命令行方式进行调试程序,串行口作为基本的 host 通信

口 ，JTAG 口作为调试和下载源程序（.srec）的通信口。必须使用 JTAG 口与 Nios OCI 
Debug Module 连接进行调试。打开一个 Nios SDK Shell 运行 debug console，打开第二个

Nios SDK Shell 与 host 通信。 
注意：必须有两个 Nios SDK Shell 窗口打开。 
使用 Nios OCI Debug Console 下载、运行、调试程序，步骤如下： 

1. 在 Nios SDK Shell 窗口键入 nios-run –t –r 进入终端模式，连接到 PC 的串行口上。 
2. 切换到另一个 Nios SDK Shell。 
3. 键入命令 nios-debug lcd_demol.srec，通过 JTAG 口将文件 lcd_demol.srec 下载到

开发板并启动调试控制台。 
程序 lcd_demol 下载到了开发板，程序指针指向 srec 文件的起始地址。在这个设计中，

起始地址是 0x800278。 



注意：可以使用 nc 代替命令 nios-console。 

 
图 5.9 Nios OCI Debug Console 

表 5.13 简单介绍了了几个有用的 debug console 命令： 
表 5.14 Nios Debug Command 

 
 

4. 在 debug console 中键入 go 命令运行程序 lcd_demol，在终端模式的 Nios SDK 
Shell 中会显示如下信息： 

      Now running lcd_demol. 
      Press the buttons (not the reset) to 
      Interrupt the program and slow the time. 
在这些消息之后，将不断出现*符号，然后如下的 3 行信息将不断出现在 LCD 屏幕上： 

Hello!  This is Nios. 



Your message goes here! 
You could show another message, too. 

5. 按 Nios 开发板上的 SW0 到 SW3 中的任意键，观察 LCD 屏幕显示的信息： 
The time is now <time in millisecond> 

6. 在 debug console 中键入命令 bkpt setsw 0x80002e，将在 0x80002e 处设置一个软

断点。 
7. 用文档编辑器打开 SDK src.目录下的 lcd-demol.objdump 文件。可以看到在

0x80002e 处是显示“Press the buttons (not the reset!) to”的第一条指令。因此，在下一次

运行 lcd_demol 时，系统会在显示之前停止。 
8. 键入 halt 命令停止处理器运行。 
9. 接着执行两条指令 pc 0x800000，go。程序指针指向 lcd-demol 的开始，重新运

行 lcd_demol，在 debug console 会出现如下信息： 
      Emulation started. 
      Software breakpoint. 
      0080002E  988A  pfx %hi (0x1140) 
      00800030  3608  movi %o0, 0x10 
在 Nios SDK Shell 中显示如下信息： 

      Now running lcd_demol. 
处理器在断点处暂停运行。 
10. 执行命令 regs 检查寄存器的内容。 
11. 在 debug console 中连续执行 4 次 step 指令。在执行每一条 step 指令后，debug 

console 将显示所要执行的指令。可以将这个输出与 lcd_demol.objdump 作对比，查看程序

的执行情况。 
注意：可以键入 step <number>跳到指定的指令行。 
12. 执行命令 go 继续执行程序。 
13. 在 debug console 下键入 halt 暂停处理器。 
14. 执行命令 bkpt clear 0x80002e 清除断点。 
15. 执行 bkpt，罗列所有的断点。 
注意：bkpt clear all 将清除所有的断点。 
16. 执行命令 half 0x920980 0xe8cf，会把 0xe8cf 的半个字值写到七段数码管。 

5.4.6 重新编译软件 

如果需要修改软件，执行如下步骤。 
1. 键入 exit 关闭 debug console 窗口。 
2. 修改程序。例如修改 lcd_demol.c 文件中显示在 LCD 屏幕上的信息。 
3. 使用 nios-build 重新编译软件。 
4. 重新下载 srec 程序，用 nios-debug 或者 nios-console 调试程序。 



5.4.7 下载软件到 flash 

这一小节将把程序下载到 flash 中，以便系统启动后程序可以执行。用户需要把程序

下载到 flash 中位于 0x40000 的用户区。 
1. 在 Nios SDK Shell 中键入命令 srec2flash lcd_demol.srec，把 srec 文件转换为 flash

文件。 
2. 下载 flash 文件，nios-run –x lcd_demol.flash 
x 参数使 Nios SDK Shell 在程序下载完之后退出终端模式。 
3. 复位系统。在系统启动后，lcd_demol 复制到 SRAM 并开始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