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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inux 在 NiosⅡ上的移植—内核移植 

 

摘要：SOPC 必将成为未来 IC 发展的趋势，实时操作系统 uClinux 在软核 NiosⅡ上

的成功移植对于嵌入式产品的开发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 NiosⅡ和 uClinux 然后论述了 uClinux 和 DE2 开发板的一些重要

特性以及如何利用 QuartusⅡ、SOPC Builder 等软件工具来构建一个以 NiosⅡ处理器

为核心的硬件平台。 

这个硬件平台为 uClinux 操作系统提供了 4M 的 flash，8M 的 sdram 和 DM9000

以太网控制器等外围设备。在已经构建成功的硬件平台上编写的几个中断测试程序，

用于验证刚建立的硬件和熟悉如何在 NiosⅡIDE 中编写程序。 

接着分析嵌入式操作系统 uClinux 的内核结构、内存管理、多进程处理、针对实

时性的解决方案和开发环境，对 uClinux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会下一步研究开发很有

帮助。 

在从理论上叙述了内核、内核配置、文件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作用之后，

就详细介绍如何通过 NiosⅡIDE 和 NiosⅡSDK Shell 将 uClinux 操作系统下载到 flash

中。 

 

关键字：SOPC Builder    DE2    内核结构    NiosⅡ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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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ing uClinux Operating System into Nios Ⅱ 

—Porting Kernel  
 

Abstract: SOPC will be the main trend of IC designs in the future, porting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uClinux onto NiosⅡwill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bedded products.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what is NiosⅡ and uClinux, then introduces some 

significant performances about uClinux and DE2 development board. Next, it introduces 

how to build a hardware platform whose cpu core is NiosⅡin the use of Quartus2、SOPC 

Builder and other software tools.  
This hardware platform has supplied uClinux with 4M flash、8M sdram 、DM9000 

ethernet controller and other peripheral equipment. Several programs have been written in 

NiosⅡIDE to verify that whether the hardware platform can work good and to learn how to 

write programs in the NiosⅡIDE environment. 

Next, the article analyzes kernel architecture、 memory management、multiple tenors 

processing、the solutions of real time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Having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o uClinux will be helpfu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fter introduc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kernel、kernel configuration and filesystem 

and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 in theor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how to download uClinux into 

flash through NiosⅡ and NiosⅡSDK Shell detailedly. 

 

Keywords:  SOPC Builder    DE2    Kernel architecture    NiosⅡ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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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选题背景 

1 NiosⅡ和 uClinux 的介绍 

（1） 什么是 NiosⅡ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度末，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复杂度已经能够在单个可编

程器件内实现整个系统。完整的单芯片系统（SOC）概念是指在一个芯片中实现用户

定义的系统，它通常暗指包括片内存储器和外设的微处理器。 初宣称真正的

SOC――或可编程单芯片系统（SOPC）――能够提供基于 PLD 的处理器。在 2000

年，Altera 发布了 NiosⅠ处理器，这是 Altera Excalibur 嵌入处理器计划中第一个产

品，它成为业界第一款为可编程逻辑优化的可配置处理器。 

  NiosⅡ是建立在前一代基础之上，能以少量的资源提供更多性能的 32 位 CPU。 

NiosⅡ系列包括三种软CPU核，一种是 大系统性能的高速版(Fast)，一种是为 少逻

辑使用量优化的经济版(Economy)，还有一种是前两种CPU的平衡的标准版(Standard)。

所有核都是 100%代码兼容，让设计者根据系统需求变化改变CPU，而不会影响现有

的软件投入。另外，NiosⅡ处理器具有完善的软件开发套件，包括编译器、集成开发

环境(IDE)、JTAG调试器、实时操作系统(RTOS)和TCP/IP协议栈
[1]
。 

（2） 什么是 uClinux 

Linux 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操作系统，它与 UNIX 系统兼容，开放源代码。它原本

被设计为桌面系统，现在广泛应用于服务器领域。而更大的影响在于它正逐渐的应用

于嵌入式设备。uClinux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在 uClinux 这个英文单词中 u 表示

Micro，小的意思，C 表示 Control，控制的意思，所以 uClinux 就是 Micro-Control-Linux，

字面上的理解就是“针对微控制领域而设计的 Linux 系统”。 

uClinux 以其优异的性能、免费开放的代码等优点，博得众多嵌入式开发者的青

睐。和过去基于简单 RTOS 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程序设计相比，基于

uClinux 这样的成熟的、高效的、健壮的、可靠的、模块化的、易于配置的操作系统

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无疑能进一步提高效率，并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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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inux 是针对控制领域的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它从 Linux2.0/2.4 内核派生而

来，沿袭了主流 Linux 的绝大部分特性。适合不具备内存管理单元(MMU)的微处理器

/微控制器。没有 MMU 支持是 uClinux 与主流 Linux 的基本差异。标准 Linux 是针对

有 MMU 的处理器设计的。在这种处理器上，虚拟地址被送到 MMU，把虚拟地址映

射为物理地址。通过赋予每个任务不同的虚拟－物理地址转换映射，支持不同任务之

间的保护。 

对 uClinux 来说，其设计针对没有 MMU 的处理器，不能使用处理器的虚拟内存

管理技术。uClinux 仍然采用存储器的分页管理，系统在启动时把实际存储器进行分

页。在加载应用程序时程序分页加载。但是由于没有 MMU 管理，所以实际上 uClinux

采用实存储器管理策略。uClinux 系统对于内存的访问是直接的，所有程序中访问的

地址都是实际的物理地址。操作系统对内存空间没有保护，各个进程实际上共享一个

运行空间。一个进程在执行前，系统必须为进程分配足够的连续地址空间，然后全部

载入主存储器的连续空间中。 

同时，uClinux有着特别小的内核和用户软件空间。熟悉主流Linux的开发者会注

意到在uClinux下工作的微小差异，但同样也可以很快熟悉uClinux的一些特性。对于

设计内核或系统空间应用程序的开发者，要特别注意uClinux既没有内存保护，也没有

虚拟内存模型，而且有些内核的系统调用也有差异
[2]
。 

2 软核的优势 

如今，很多嵌入式厂家把目光投向了增长迅速的 32 位市场，发展 32 位嵌入式处

理器。除了传统的硬核产品外，软核也开始崭露头角。在FPGA世界，继Xilinx的

MicroBlaze之后，2004 年 5 月 19 日，Altera公司也正式推出了NiosⅡ 系列 32 位RSIC

嵌入式处理器。Altera这款第二代软核嵌入式处理器性能超过 200DMIPS，一个仅需

35 美分，而且在一块芯片中 多可集成 100 个NiosⅡ，因此为系统开发者提供了又一

个新选择
[3]
。 

据 Gartner Dataquest 估计，到 2007 年，含 16/32 位嵌入式处理器的 FPGA 市场

规模将达到 110 亿美元。FPGA 厂商先前都有硬核解决方案，为何还要发展软核？软

核的未来更加诱人。Gartner Dataquest 在 2003 年 11 月的报告指出：预期 2010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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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采用 FPGA 平台进行的设计开发中，3/4 将是带软核处理器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A. 软核可使用的处理器可 多达 100 个，而硬核在单个器件上的数量是固定的。 

B. 从 Altera 的角度说，所有 Altera FPGA 产品都支持软核处理器产品，从低成 

本到高性能产品，从低密度到高密度产品；而能支持硬核的套餐产品是固定有限的； 

C. 随着系统日益先进，基于标准处理器的方案会被淘汰，而象 NiosⅡ处理器的 

方案是基于 HDL 源码构建的，能够修改以满足新的系统需求，避免了被淘汰的命运。

将处理器实现为 HDL 的 IP 核，开发者能够完全定制 CPU 和外设，获得恰好满足需

求的处理器；相比之下，硬核处理器不可能让客户自己定义指令。 

D. 软核处理器可以实现高性价比的结构，对于 Altera 来说有多种版本软核可供 

选择：经济版、快速版与标准版，而硬核往往只有一个版本。 

至于软核的缺点，硬核作为单一处理器在频率上可能更高，不过，今天看到的

FPGA 厂商的硬核处理器在工艺上难以是 领先的，往往落后一、二代，所以性能的

优势无法落实在实际的产品上。例如，StratixⅡ上的 NiosⅡ速度与竞争对手的硬核处

理器在速度上是一样的，这是由于 StratixⅡ使用 90nm 技术，而竞争对手还难以达到

这么新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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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设计论证 

1 为什么要移植 uClinux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国际上就有一些 IT 组织、公司，开始进行商用嵌入式操

作系统和专用操作系统的研发。这其中涌现了一些著名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如

Microsoft 公司的 WinCE 和 WindRiver System 公司的 VxWorks 就分别是非实时和实

时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代表。但是商用产品的造价都十分昂贵，购买费用高，并且要付

版权费。用于一般用途会提高产品成本从而失去竞争力。而 uClinux，μC/OS 等源码

开放的嵌人式操作系统近年来受到很多公司的重视，发展十分迅速。 

  由表 2-1 可以看出，对于嵌入式应用，高端平台可直接采用Linux系统，其兼容性

和可移植度都较高，但对硬件处理速度和存储空间要求较高。低端平台的 佳选择是

uClinux，其性能稳定、移植性好、功能强大。低端平台如果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应用

相对简单，则可采用μC/OS或其他操作系统
[4]
。 

表 2-1 三种常用嵌入式操作系统系统比较 

三种常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比较 
参数 μC/OS uClinux Linux 

源代码开发特性 开放 开放 开放 
内核大小 50KB 500K 左右 1000K 左右 
实时性 实时操作系统 通过改进可实现 通过改进可实现 

程序可移植度 低 中 高 
硬件支持 较少 一般 多 

常用文件系统 无或非常简单 romfs、yaffs、jffs2 ext2、ext3 
网络支持 简单 完全支持 完全支持 
进程调度 可剥夺型 分时调度 分时调度 
 
uClinux 针对无 MMU 的处理器设计，支持多任务，具有完备的 TCP/IP 协议栈

并支持多种网络协议。uClinux 还支持多种文件系统，如 romfs，nfs 等。现在，uClinux

已经成功应用于路由器、机顶盒、PDA 等很多领域。uClinux 可移植性很强，用户可

以重新配置、编译内核，可以很方便将其移植到 68000、ColdFire、Power PC、ARM、 

NiosⅡ等多种嵌人式处理器。 

使用 uClinux 的原因？ 

为什么要使用 uClinux？有很多的理由使 uClinux 做为嵌入式操作系统。其中大部

分认为 uClinux 有以下好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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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便 

可以编译 linux2.6 的内核得到一个 300k 以下的内核镜像，它包括终端和一些基本

的设备驱动以及只读文件系统。并且由于使用了较少标准的 C 语言和 C 语言库，flat

格式的二进制 zImage 和应用程序要比 linux 传统使用的 elf 二进制小 30%～50%。 

快速 

可以在一个较小的 RAM 时执行内核镜像，甚至是应用程序。它能帮助快速的启

动，尽管 flash 的存取时间或是 rom 启动镜像足够快以及有足够的缓存大小，但相对

于 RAM 速度还是要慢些。(如果想找到它们 优化的平衡点，可以交换两者之间这些

变量。) 

便宜 

MMU 核心大小大约占典型的 ARM SoC wafer(晶体)的 30%。但是在典型的网

络和嵌入式系统里有一半以上的应用程序不需要 MMU。只有一个 CPU 的许多 RTOS

在默认情况下也不使用 MMU。不使用 MMU，uClinux 就可以在完成大部分的应用程

序的同时，节约了可观的资源。 

完全的 Linux 应用程序接口 

  除少数情况外，可以在uClinux平台上完全使用Linux应用程序接口。可以在uClibc

里使用多线程以及使用标准的系统调用。在用户盘里的uClinux发布包里有大量的应用

程序被移植到了uClinux系统上
[5]
。 

2 选用的开发板介绍 

（1） 为什么选用 DE2 开发板 

DE2 开发板使用了与大批量生产的高端产品(如 高 QC 标准的高密度 PC 主板和

汽车 infotainment 系统)相一致的严格设计与布线准则。 

主要的设计和布线思路如下： 

仔细安排器件及连接走线。这种良好的排版可增加制造产量，并简化主板调试流

程；无跳线设计提高鲁棒性。跳线易出错而且为不随时携带手册的用户带来不便；部

件的选择取决于片上容量，DE2 选择了在 PC 和 DVD 播放器中 常用的配置确保这

些部件将来能够得到持续供应；电源和 IO 口保护设计考虑到了大部分的现场意外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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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2） DE2 开发板的特性 

DE2 主板为用户提供了用于多媒体开发的多种特性。器件按照当前 流行的多媒

体产品设计来选择。DE2 平台能使用户迅速理解实时多媒体工业产品设计的所以内在

技巧。 

 Altera CycloneⅡ2C35 FPGA 带有 35000Les；Altera 系列配置（EPCS16）

CycloneⅡ2C35；板上 USB Blaster built 用于编程和用户 API 设计；支持 JTAG 模

式和 AS 模式；8Mbyte（1M×4×16）SDRAM；4Mbyte 闪存；SD 卡接口；4 按键开

关；18DPDT 转换器；9 个绿色 LED 灯；18 个红色 LED 灯；50Mhz 晶振和 27Mhz 晶

振提供给外边时钟源；24-bit CD 品质声道 CODEC 带有 line-in， line-out 和

microphone-in；VGA DAC（10 位高速 triple ADCs）带有 VGA 接口；TV 解码器

（NTSC/PAL）和 TV 接口；10/100 以太网接口；带有 A 类和 B 类 USB 接口的 USB

主从控制器；RS-232 收发器和 9 针连接器；PS/2 鼠标/键盘接口；lrDA 收发机；两个

40 脚扩展端口，带二及管保护。 

CYCLONEⅡ2C35 FPGA 

 有 35000 个逻辑单元；FineLine BGA 672 管脚封装；475 用户自定义 IO；

有 105 M4K RAM 块和 483Kbit SRAM；有 35 个嵌入式乘法器和四个锁相环。 

Alter 系列配置器件（EPCS16）和 USB Blaster 电路 

 用于编程和用户 API 控制的板上 USB Blaster；JTAG 模式和 AS 模式都支持；

提供 EPCS16 系列配置器件。 

8Mbyte SDRAM 

 单数据速率同步动态 RAM 存储芯；1M×4×16 位；NiosⅡ和 Terasic 高速率

多端 RAM 控制器均支持；4Mbyte 内存；带有 1Mbyte NAND 内存；可支持 4Mbyte 

SDRAM 的布线；8 位数据总线；NiosⅡ和 Terasic 高速率多端闪存控制器支持。 

SD 卡接口 

 提供 SPI 模式用于 SD 卡接入；NiosⅡ和 TerasicSD 卡均支持；带有 4 个按键；

施密特触发器实现防抖动；常态是高电平，按下按键时产生一个有效低电平脉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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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DE2 开发板区块 

时钟输入 

 带有一个 50Mhz 晶振；带有一个 27 Mhz 晶振；带有一个 SMA 外部时钟输

入；音频 CODEC；使用 Wolfson WM8731 24 位 sigma-delta 优品质音频 CODEC；

包括 line-in，line-out 和 microphone；8KHz-96 KHz 采样频率；可应用于 MP3 播放

器，录音器，PDA 和智能手机；XSGA DAC 输出；使用 AD17123 240MHz Triple 

10 位高速视频 DAC；带有 15 个管脚的高密度 D-sub 连接器； 佳性能和品质时支

持 100Hz 刷新频率下 1600×1200 分辨率；能由 CYCLONEⅡFPGA 实现高性能 TV 编

码器。 

NTSC/PAL 电视编码电路 

 使用 ADI718B 多格式 SDTV 视频编码器；支持 NTSC-(M，J，4.43)，

PAL-(B/D/G/H/I/M/N)，SECAM；集成了 3 个 54MHz，9 位 A/D；由单个 27 MHz

晶振输入提供时钟；多种可编程模拟输入格式，Composite video(CVBS)，S-Video(Y/C)

和 YPrPb 组件；支持以下数据输出格式（8 位/16 位）：ITU-R BT，656 YCrCb 4：

2：2 输出+HS，VS 和 FIELD；应用范围：DVD 接受器，液晶电视，置顶盒，数字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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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便携式视频设备；10/100 以太网控制器；集成了带有通用处理器接口的 MAC 和

PHY；支持 100Base-T 和 10Base-T 应用；带有 auto-MDIX，支持 10Mb/ s 和 100Mb/ 

s 的全双工操作；完全兼容 IEEE 802.3u Space；支持 IP/TCP/UDP 求和校验；支持

用于半双工模式数据流控制的背压；USB主从控制器；完全兼容USB Space 2.0 版

本；支持全速和低速数据传输；支持 USB 主从模式；支持 2 个 USB 端口（一个是 A

类用于主设备，一个是 B 类用于 DE2 上的设备）；提供大多数 CPU 的高速并行接口，

支持带驱动的 NiosⅡ核（由 Terasic 实现）。 

串口 

 提供两个串行端口：1 个RS-232 口，1 个PS/2 口；提供RS-232 端口的DB9 连

接器；提供连接DE2 PS/2 鼠标或键盘的PS/2 连接器；lrDA收发器；包括一个 115.2kb/s

的红外线收发器；32mA LED驱动电流；集成EMI保护；IEC825-1 级 1 Eye Safe

边沿检测输入
[6]
。 

3 移植方案选择 

（1） 移植方案一 

获得 uClinux 发布包，可以直接从网站上下载获得 新的内核及补丁，下载和安

装工具链，然后设计编译环境和编译工具，接着配置和编译 kernel， 后设置 bootloader,

编译文件系统，成功后全部下载到 DE2 开发板。 

（2） 移植方案二 

  采用 Microtronix 公司发行的 uClinucx1.4 和 Altera 公司发行的 QuartusⅡ、Nios

ⅡIDE 来完成包括硬件、软件设计，kernel 的配置，kernel 和 romfs 编译、下载所有的

工作。 

本文决定采用方案二，因为这样以来所做的工作就会大大的简化，不必费力的修

改和安装编译环境，Microtronix 公司已经把这一步做好了，只需要安装他们公司的软

件到 Windows 下就可以了，然后对 uClinux 做一些修改，这样以来就可以把更多的精

力放在应用程序和驱动的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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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计论述 

1 NiosⅡ设计规划 

设计流程的第一步，是设计规划。需要根据系统设计要求，划分好各个软硬件模

块。完整的基于 NiosⅡ的 SOPC 系统是一个软硬件复合的系统，在开发时可以分为硬

件、软件两个部分。对于通常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往往 CPU 是不可更改的，因而外

围设备的变动也受到 CPU 的限制，因而通常的嵌入式开发更多的是 PCB 设计及软件

开发。但 NiosⅡ是一个可灵活定制的 CPU，它的外设是可选的 IP 核或自定制逻辑，

可以根据系统设计要求，通过 SOPC Builder 向导式的界面定制裁剪得当的 SOPC 系

统。NiosⅡ的开发流程分为两个大部分：硬件开发与软件开发。 

NiosⅡ的硬件设计流程就是为了定制合适的 CPU 和外设，在 SOPC Builder 和

QuartusⅡ中完成。在这里可以灵活定制 NiosⅡ CPU 的各个特性甚至指令，可以使

用 Altera 提供的大量的 IP Core 来加快开发者开发 NiosⅡ外设的速度，提高外设的

性能，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 IP Core，或者使用 VHDL、Verilog 来自己定制外设。完

成 NiosⅡ的硬件开发后，SOPC Builder 可以帮助开发者生成相应的 SDK（软件开发

包）。这是由于在硬件开发中的 NiosⅡ CPU 及其外设构成的系统是自定制的，存储

器、外设地址的映射等都各不相同，需要的 SDK 也应是专有的，不过不用开发者操

心，SOPC Builder 自动生成 SDK。 

NiosⅡ嵌入式系统是自己定制的、裁剪过的，可能受到硬件的局限会小一些。开

发者可以使用汇编或 C 语言，甚至 C++，来进行嵌入式程序设计。当软、硬件开发都

完成了，接下来就需要在 NiosⅡ开发板上实现一个要求设计的系统的原型。在这个软、

硬件原型上，运行整个系统，测试是否达到要求。本文设计 uClinux 的硬件平台包括

以下几个部分： CPU(NiosⅡ)、Uart、EPCS16 控制器、定时器、Flash 存储器、Sdram

存储器、8 位输出 PIO、4 位输入 PIO 和定制了 IP 的 DM9000 以太网控制器。当然这

个硬件平台可以通过 QuartusⅡ和 SOPC Builder 很方便的扩展。 

这个硬件平台就是移植 uClinux 的基础，为了测试这个硬件平台，还特意编写了

一个小程序来测试它，附录部分给出了这个程序。下面将详细介绍 uClinux 在 NiosⅡ

上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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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植的概念 

在同一个硬件平台上可以嵌入不同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就好比 PC 既可以安装

Windows 又可以安装 Linux 一样。同样，有些操作系统经过移植后可以运行在不同的

硬件平台上。如果一个系统可以在不同硬件平台上运行，那么这个系统就是可移植的。

使某一个平台的代码运行在其他平台上的过程就叫移植。 

为什么要进行移植？在uClinux系统内核代码中有arch目录，其中包含了不同平台

的代码，arch目录中的代码的却是为多平台设计并使用的，与体系结构相关的代码，

都存放在 arch/<architecture>和 include/asm-<architecture>/目录中，<architecture>是

uClinux支持的体系结构的简称。比如说，NiosⅡ体系结构对应的简称是nios2。与这种

体系结构相关的代码都存放在arch/nios2nommu以及include/asm-nios2nommu目录下。

嵌入式系统是“硬件可剪裁”的，因此工程师设计的硬件电路会有所不同，从而这些

代码可能无法正确运行（比如内核解压的地址不同），本文必须要做的就是结合自己

的硬件电路，对已有的内核代码进行修改和移植
[7]
。 

3 uClinux 内核结构 

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嵌入式系统的灵魂，而且在同一个硬件平台上可以嵌入不同的

嵌入式操作系统。比如ARM7TDMI内核，可以嵌入Nucleus、VxWorks、uClinux等操

作系统。在此主要对uClinux的内核进行介绍，嵌入式uClinux操作系统主要有三个基

本部分组成：引导程序、uClinux内核（由内存管理、进程管理和中断处理等构成）和

文件系统。uClinux可以通过定制使内核小型化，还可以加上GUI(图形用户界面)和定

制应用程序，并将其放在ROM、RAM、FLASH或Disk On Chip中启动。由于嵌入

式uClinux操作系统内核定制的高度灵活性，开发者可以很容易地对其进行按需配置，

来满足实际应用需要。又由于uClinux是源代码公开，因此开发人员只要了解内核原理

就可以自己开发部分软件，例如增加各类驱动程序。下面将详细分析嵌入式操作系统

uClinux[8]
。 

（1） 嵌入式 uClinux 内核结构 

uClinux 内核结构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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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进程 

 
系统调用 

函数库 

 
 

进程管理 
文件系统 

内存管理 

 
图 3-1 内核的功能结构 

图 3-1 代表了内核的功能结构，与 Linux 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对内存管理和进

程管理进行改写，以满足无 MMU 处理器的要求。uClinux 是 Linux 操作系统的一种，

是由 Linux2.0 内核发展来的，是专为没有 MMU 的微处理器（如 ARM7TDMI、Coldfire

等）而设计的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另外，由于大多数内核源代码都被重写，uClinux

的内核要比原 Linux2.0 内核小的多，但保留了 Linux 操作系统的主要优点：稳定性、

优异的网络能力以及良好的文件系统支持。 

（2） uClinux 的内存管理 

uClinux 同标准 Linux 的 大区别就在于内存管理。标准 Linux 是针对有 MMU 的

处理器设计的。在这种处理器上，虚拟地址被送到 MMU，MMU 把虚拟地址映射为

物理地址。通过赋予每个任务不同的虚拟—物理地址转换映射，支持不同任务之间的

保护。对于 uClinux 来说，其设计针对没有 MMU 的处理器，不能使用处理器的虚拟

内存管理技术。 

uClinux 不能使用处理器的虚拟内存管理技术（应该说这种不带有 MMU 的处理

器在嵌入式设备中相当普遍）。 

uClinux 仍采用存储器的分页管理，系统在启动时把实际存储器进行分页。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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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应用程序时程序分页加载。但是由于没有 MMU 管理，所以实际上 uClinux 采用实

存储器管理策略(real memeory management)。这一点影响了系统工作的很多方面。 

uClinux 系统对于内存的访问是直接的（它对地址的访问不需要经过 MMU，而是

直接送到地址线上输出），所有程序中访问的地址都是实际的物理地址。操作系统对

内存空间没有保护（这实际上是很多嵌入式系统的特点），各个进程实际上共享一个

运行空间（没有独立的地址转换表）。 

一个进程在执行前，系统必须为进程分配足够的连续地址空间，然后全部载入主

存储器的连续空间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标准 Linux 系统在分配内存时没有必要保证实

际物理存储空间是连续的，而只要保证虚存地址空间连续就可以了。此外磁盘交换空

间也是无法使用的，系统执行时如果缺少内存将无法通过磁盘交换来得到改善。 

uClinux 对内存的管理减少同时就给开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从易用性

这一点来说，uClinux 的内存管理是一种倒退，退回了到了 UNIX 早期或是 Dos 系统

时代。开发人员不得不参与系统的内存管理。从编译内核开始，开发人员必须告诉系

统这块开发板到底拥有多少的内存（假如欺骗了系统，那将在后面运行程序时受到惩

罚），从而系统将在启动的初始化阶段对内存进行分页，并且标记已使用的和未使用

的内存。系统将在运行应用时使用这些分页内存。 

由于应用程序加载时必须分配连续的地址空间，而针对不同硬件平台的可一次成

块（连续地址）分配。内存大小限制是不同的（目前针对 EZ328 处理器的 uClinux 是

128k，而针对 Coldfire 处理器的系统内存则无此限制），所以开发人员在开发应用程序

时必须考虑内存的分配情况并关注应用程序需要运行空间的大小。另外由于采用实存

储器管理策略，用户程序同内核以及其它用户程序在一个地址空间，程序开发时要保

证不侵犯其它程序的地址空间，以使得程序不至于破坏系统的正常工作，或导致其它

程序的运行异常。 

从内存的访问角度来看，开发人员的权利增大了（开发人员在编程时可以访问任

意的地址空间），但与此同时系统的安全性也大为下降。此外，系统对多进程的管理

将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将在 uClinux 的多进程管理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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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Clinux 的多进程处理 

uClinux 没有 MMU 管理存储器，在实现多个进程时（fork 调用生成子进程）需

要实现数据保护。由于 uClinux的多进程管理是通过 vfork来实现，因此 fork等于 vfork。

这意味着 uClinux 系统 fork 调用完成后，要么子进程代替父进程执行（此时父进程已

经 sleep）直到子进程调用 exit 退出；要么调用 exec 执行一个新的进程，这个时候将

产生可执行文件的加载，即使这个进程只是父进程的拷贝，这个过程也不能避免。当

子进程执行 exit 或 exec 后，子进程使用 wakeup 把父进程唤醒，使父进程继续往下执

行。 

uClinux 的这种多进程实现机制同它的内存管理紧密相关。uClinux 针对没有 mmu

处理器开发，所以被迫使用一种 flat 方式的内存管理模式，启动新的应用程序时系统

必须为应用程序分配存储空间，并立即把应用程序加载到内存。缺少了 MMU 的内存

重映射机制，uClinux 必须在可执行文件加载阶段对可执行文件 reloc 处理，使得程序

执行时能够直接使用物理内存。 

（4） uClinux 针对实时性的解决方案 

uClinux本身并没有关注实时问题，它并不是为了Linux的实时性而提出的。另外

有一种Linux：RT－Linux关注实时问题。RT-Linux执行管理器把普通Linux的内核当成

一个任务运行，同时还管理了实时进程。而非实时进程则交给普通Linux内核处理。

这种方法已经应用于很多的操作系统用于增强操作系统的实时性，包括一些商用版

UNIX系统，Windows NT等等。这种方法优点之一是实现简单，且实时性能容易检

验。优点之二是由于非实时进程运行于标准Linux系统，同其它Linux商用版本之间保

持了很大的兼容性。优点之三是可以支持硬实时时钟的应用。uClinux可以使用

RT-Linux的patch，从而增强uClinux的实时性，使得uClinux可以应用于工业控制、进

程控制等一些实时要求较高的应用
[9]
。 

uClinux 的开发环境 

GNU 开发套件 

GNU 开发套件作为通用的 Linux 开放套件，包括一系列的开发调试工具。主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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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Gcc：编译器，可以做成交叉编译的形式，即在宿主机上开发编译目标上可运行

的二进制文件。 

Binutils：一些辅助工具，包括 objdump（可以反编译二进制文件），as（汇编编译

器），ld（连接器）等等。 

Gdb：调试器，可使用多种交叉调试方式，gdb-bdm（背景调试工具），gdbserver

（使用以太网络调试）。 

uClinux 的打印终端 

通常情况下，uClinux 的默认终端是串口，内核在启动时所有的信息都打印到串

口终端（使用 printf 函数打印），同时也可以通过串口终端与系统交互。 

uClinux 在启动时启动了 telnet（远程登录服务），操作者可以远程登录上系统，

从而控制系统的运行。至于是否允许远程登录可以通过烧写 romfs 文件系统时由用户

决定是否启动远程登录服务。 

交叉编译调试工具 

支持一种新的处理器，必须具备一些编译、汇编工具，使用这些工具可以形成可

运行于这种处理器的二进制文件。内核使用的编译工具同应用程序使用的有所不同。

在解释不同点之前，需要对 gcc 连接做一些说明： 

ld（link description）文件：ld 文件是指出连接时内存映象格式的文件。 

crt0.S：应用程序编译连接时需要的启动文件，主要是初始化应用程序栈。 

pic：position independence code ，与位置无关的二进制格式文件，在程序段

中必须包括 reloc 段，从而使的代码加载时可以进行重新定位。 

内核编译连接时，使用 ucsimm.ld 文件，形成可执行文件映象，所形成的代码段

既可以使用间接寻址方式（即使用 reloc 段进行寻址），也可以使用绝对寻址方式。这

样可以给编译器更多的优化空间。因为内核可能使用绝对寻址，所以内核加载到的内

存地址空间必须与 ld 文件中给定的内存空间完全相同。 

应用程序的连接与内核连接方式不同。应用程序由内核加载（可执行文件加载器

将在后面讨论），由于应用程序的 ld 文件给出的内存空间与应用程序实际被加载的内

存位置可能不同，这样在应用程序加载的过程中需要一个重新定位的过程，即对 re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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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修正，使得程序进行间接寻址时不至于出错（这个问题在 i386 等高级处理器上

方法有所不同）。 

由上述讨论，至少需要两套编译连接工具： 

1） 二进制工具（Binutils） 

GNU binutils 包包括了汇编工具、链接器和基本的目标文件处理工具。对 binutils

包的设置定义了所需的目标文件的格式和字节顺序。Binutils 包种的工具都使用了二

进制文件描述符库（BFD）来交换数据。通过设置文件 config.bfd，可以指定默认的二

进制文件格式和任何工具可用的格式。 

2） C 编译器 

GNU编译器集GCC是通过使用一种叫做“寄存器转换语言”（RTL）的方式实现的。

假定现在有一种基本的机器描述性文件，它已经能满足大家的需要。现在要做的仅仅

是设置默认情况下使用的参数和如何将文件组合成可执行文件的方式。GNU的文档提

供了所有必需的资料，使得用户可以为新型的处理器的指令集合提供支持。如果要针

对体系的机器建立一个新的目标机器，那么就必须指定默认编译参数和定制系统的特

定参数。对于特定的目标系统，可以使用TARGET_DEFAULT宏来在target.h文件中定

义编译器的开关。目标t-makefile段指定了应该构建哪一个额外的例程和其编译的方式

[10]
。 

（5） 可执行文件格式 

先对一些名词作一些说明： 

coff（common object file format）：一种通用的对象文件格式。 

elf（excutive linked file）：一种为 Linux 系统所采用的通用文件格式，支持动 

态连接。 

flat：elf 格式有很大的文件头，flat 文件对文件头和一些段信息做了简化。 

uClinux 系统使用 flat 可执行文件格式，gcc 的编译器不能直接形成这种文件格式，

但是可以形成 coff 或 elf 格式的可执行文件，这两种文件需要 coff2flt 或 elf2flt 工具进

行格式转化，形成 flat 文件。当用户执行一个应用时，内核的执行文件加载器将对 flat

文件进行进一步处理，主要是对 reloc 段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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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reloc段的根本原因是，程序在连接时连接器所假定的程序运行空间与实际程

序加载到的内存空间不同
[11]
。 

4 uClinux 采用的小型化方法 

（1） uClinux 的内核加载方式 

uClinux 的内核有两种可选的运行方式：可以在 flash 上直接运行，也可以加载到

内存中运行，这种做法可以减少内存需要。 

Flash 运行方式：把内核的可执行映象烧写到 flash 上，系统启动时从 flash 的某个

地址开始逐句执行。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很多嵌入式系统采用的方法。 

内核加载方式：把内核的压缩文件存放在 flash 上，系统启动时读取压缩文件在

内存里解压，然后开始执行，这种方式相对复杂一些，但是运行速度可能更快（ram

的存取速率要比 flash 高）。同时这也是标准 Linux 系统采用的启动方式。 

（2） uClinux 的根（root）文件系统 

uClinux 系统采用 romfs 文件系统，这种文件系统相对于一般的 ext2 文件系统要

求更少的空间。空间的节约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内核支持 romfs 文件系统比支持 ext2

文件系统需要更少的代码；其次 romfs 文件系统相对简单，在建立文件系统超级块

（superblock）需要更少的存储空间。romfs 文件系统不支持动态擦写保存，对于系统

需要动态保存的数据采用虚拟 ram 盘的方法进行处理（ram 盘将采用 ext2 文件系统）。 

（3） uClinux 的应用程序库 

  uClinux小型化的另一个做法是重写了应用程序库，相对于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全的

glibc库，uClibc对libc做了精简。uClinux对用户程序采用静态连接的形式，这种做法

会使应用程序变大，但是基于内存管理的问题，不得不这样做（这将在下文对uClinux

内存管理展开分析时进行说明），同时这种做法也更接近于通常嵌入式系统的做法
[12]
。 

5 建立 uClinux 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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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 uClinux 内核 

作为操作系统的核心，uClinux 内核负责管理系统的进程、内存、设备驱动程序、

文件系统和网络系统，决定着系统的各种性能。 

uClinux 内核采用模块化的组织结构，通过增减内核模块的方式来增减系统的功

能。因此，正确合理的设置内核的功能模块，从而只编译系统所需功能的代码，会对

系统的运行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优化： 

用户根据自身硬件系统的实际情况定制编译的内核因为具有更少的代码，一般会

获得更高的运行速度；由于内核代码在系统运行时会常驻内存，因此，更短小的内核

会获得更多的用户内存空间；减少内核中不必要的功能模块，可以减少系统的漏洞，

从而增加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下面的步骤就是关于如何建立内核工程，为配置内核和编译内核做准备： 

进入 IDE 环境后，选择 File－》New－》Project，选择 Linux Kernel Project，

点击“Next”。项目名称，输入 kernel_pro，步骤见图 3-2。 

 
图 3-2 建立内核工程 

图 3-3 为 uClinux 内核工程命名，点“Next”，在 SOPC Builder System 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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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说明书 

 
图 3-3 为 uClinux 内核工程命名 

选择 F：\de2＿projects\hardware\nios＿sys.ptf 文件，其它默认，详细步骤见图 3-4。 

 
图 3-4 设置内核工程的参数 

点击，“Finish”，生成内核。接下来就详细地介绍如何配置内核，编译内核，如何建

立文件系统工程，每个步骤都给出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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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内核 

要裁减 Linux 内核，首先必须对 Linux 内核的配置有一定的了解，只有在对配置

文件中各个选项的作用清楚之后，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内核进行配置，以达到缩

减内核的目的，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自己编译内核的目的就是为了量身定做一个适

应自己的 CPU 和硬件设备的内核。下面就是配置内核的具体步骤： 

选择新建的 kernel_pro 内核，右键单击选择“Configure Kernel”。并选择

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Platform，步骤见图 3-5。 

 
图 3-5 配置内核 

再选择“Microtronix Cyclone board support”，步骤见图 3-6。选择成功后就 

回到主界面。 

 
图 3-6 配置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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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Device Drivers”。 

 
图 3-7 Device Drivers 设置界面 

进入 ATA 选项，然后按空格键，取消这个选项，返回 Driver 选项。 

 
图 3-8 ATA 选项 

选择网络支持选项，进入后，选择网络支持。 

 
图 3-9 网络支持选项 

DE2 板支持网络应用，DE2 上配有 10/100 以太网接口 DM9000AE。使能 DM9000，

见下图 3-10。 

 
图 3-10 使能 DM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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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主界面，退出配置，保存。退出后，右键选择项目，选“Build Project”，编译

整个工程。 

（3） 建立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用于明确磁盘或分区上文件的方法和数据结构，即在磁盘上

组织文件的方法。 

uClinux 中的文件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常情况下，romfs 是使用 多的文件系

统，它是一种简单、紧凑和只读的文件系统。这种文件系统相对于一般的 ext2 文件系

统要求更少的空间。空间的节约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内核支持 romfs 文件系统比支

持 ext2 文件系统需要更少的代码，其次 romfs 文件系统相对简单，在建立文件系统超

级块(superblock)需要更少的存储空间。romfs 顺序存储文件数据，并可以在 uClinux

支持的存储设备上直接运行文件系统，这样可以在系统运行时节省许多 RAM 空间。

下面就是要建立 romfs 文件系统，以便获得内核支持的步骤。 

首先选择 File－》New－》Project，选择“Linux Filesystem Project”，步骤见 

 
图 3-11 Linux Filesystem Project 选项 

3-11 。 点 “ Next ” ， 在 SOPC  Builder  System 项 目 中 ， 选 择 F ：

\de2_projects\hardware\nios__sys.ptf 文件，其它默认步骤见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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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文件系统参数设置界面 

“Next”，选择“Install Minimal”。 按“Finish”，完成设置。然后，编译整个项目
[13]
。 

 
图 3-13 安装 小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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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载 uClinux 到开发板 

说明：由于针对与不同的软件版本，uClinux 的下载方式略有不同，下面的（1）--（4）

是针对于 QuartusⅡ5.0、NiosⅡ IDE 5.0 和 uClinux1.4 讲述的下载方法及结果。（5）

--（6）是针对于 QuartusⅡ5.1、NiosⅡ IDE 5.1 和 uClinux1.4 讲述的下载方法及结

果。 

（1） 下载硬件配置 

下载 Nios 开发板上已创建好的 NiosⅡ FPGA 设计。在 QuartusⅡ里面从工具菜

单中选择“Programmer”。然后选择文件 f：/de2_project/hardware/de2_top.sof 点击

“Open”。勾选“Program/Configure”检验栏，点击开始“Start”图标，开始下载，见

图 3-14。 

 
图 3-14 硬件配置下载界面 

（2） 上传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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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上传内核 

点开 kernel_pro 工程。选择“vmlinux.bin” 文件，右键，选择“upload”，下载到 

flash中去，下载成功后，窗口显示如下信息
[14]
。 

 
图 3-16 内核上载成功显示的信息 

（3） 上传文件系统 

同样的方法，上传 filesystem_pro 工程下面的“romfs.bin”文件。 

 
图 3-17 文件系统上载romfs.bin文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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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动 NiosⅡSDK Shell 

 
 

图 3-18 启动 NiosⅡSDK Shell 

选择 Tools－》NiosⅡSDK Shell，启动 Shell 界面。 

 

键入命令：nios2-terminal。 

3-20，其中的“#”表示用户已经以根目录的方式，

成功的进入到

（5） 通过 flash programmer 下载 

在 NiosⅡIDE 环境中，切换到 C/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进入“Tools”

菜单

 
图 3-19 Shell 界面

uClinux 开始启动，界面见图

uClinux 环境。其中的内核占据 flash 中前面 0x0—0x200000 的空间。 

选择“Flash Programmer”，如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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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uClinux 启动界面 

 
 

图 3-21 启动 Flash Programmer 

下面选择希望写入 flash

内核工程。然后检查 Program the FPGA 

conf

验栏里的 Program a file into flash 内存未被检验。在 Target 

Connection 下选择下载所需的电缆。点击 Apply 和 Program Flash，见图 3-22。 

中的软硬件。 

点击“New”，在“Main”下选择已建立的

iguration data in hardware region of flash momery，并从该工程中选择

sof 文件。 

确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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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配置 Flash Programmer 

（6） 建立串口控制台 

DE2 开发板连接起来，本设计是将串口接到了电脑的

COM2。然后建立一个超级终端，连接之后，控制台就会显示如下信息，见图 3-23。 

uCli

如果是压缩格式的内核，还要将之解

射为 0 地址，这时需要将 RAM

的起  

 

找一个串口线将电脑和

uCinux 的启动主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必须完成 CPU 和存储器的硬件初始化，

在系统 RAM 中建立程序堆栈和数据段，建立程序的运行时的环境；初始化完成之后，

nux 内核就取得了 CPU 的控制权，开始操作系统自身的初始化，这包括建立 RAM

中断矢量表、加载设备驱动程序、内存管理模块等等；这一切完成后，uClinux 启动

一个 初的 init 线程，进人到第三阶段，这时内核已经正常运行，外围模块也都就绪，

开始执行一些脚本文件(如/etc/rc 脚本文件)。 

具体来讲，在系统启动时主要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将操作系统内核从 flash 拷贝到 sdram 中，

压缩；改写系统的 memory map，原先 flash 起始地址映

始地址映射为 0；设置堆栈指针并将段寄存器清零。将来执行 C 语言程序和调用

子函数时要用到；改变 pc 值，使得 CPU 开始执行真正的操作系统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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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uClinux 移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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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整个 uClinux 的移植过程包括硬件平台的建立、测试，uClinux 的移植以及 DM9000

驱动的编写、应用程序的开发三个部分。这三个环节是紧密相连的，后续步骤都是建

在前一步骤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要想成功的移植 uClinux，就必须成功地建立

硬件

的

uClinux  

更何况有金山词

霸之类的工具软件，

总

立

平台，而 DM9000 驱动的编写以及应用程序的开发又是以 uClinux 的成功移植为

基础的。整个课题细分成了三个方向，本文侧重的是 uClinux 的移植，对于其他的两

个方向都只是简单的介绍。本文从移植，uClinux 内核结构等概念入手介绍了相关的

理论知识，为后文详细 移植过程和操作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相对来说，针对与 NiosⅡ的 uClinux 移植是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一种，因为我们

在方案选择中选用了 Microtronix 公司开发的 uClinux，它支持 NiosⅡ处理器，这样以

来，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就减少了很多。这对于 移植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毕业设计，的确也有很多的体会。首先我觉得学习任何东西，

只要具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付出艰辛努力、适当的方法都

是可以学好的，有这样的认识，我保证你已经学会一半了。 

关于资料，要学习总不能做无米之炊嘛，找资料途径还是很多的，但首先必须去

看软件本身的帮助！我想这里能解决一大半问题，一个小问题就是很多是英文看的不

如中文流畅，但这个不是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英语不成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单词都懂就是看不明白怎么办，有办法：书读千

遍，其意自现。看不懂我就反复看，还有就是问，不耻下问。第二个获取资料的途径

是：提供商的网站 http：//www.altera.com.cn，那里往往有丰富的资料范例等等，要经

常去逛逛，做个有心人，逛多了，网站新增一个资料你都发现。第三个资料的来源就

是论坛，论坛有个好处是互动，互通有无嘛。第四个资料来源是报刊杂志，有人会问：

现在电子媒体这么便捷，你真是老土，还去花这个冤枉钱啊，这可你有所不知了，电

子媒体信息是多，但太多了，好处变坏处，在信息的海洋里淹死，还不如少点信息。

杂志的一个优点是：杂志里的信息是经过编辑人员整理的，是检索出来相对有价值的

东西。第 N 个资料来源：遇到不管什么问题，先想好表述文字，在 GOOGLE 等搜索

工具上搜它一遍，信息海洋就是大呀，这一网下去不能捞个大鲸鱼，总能网到点虾米

什么的。找资料的途径还有很多，十八般兵器尽管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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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硬件和软件，要使 FPGA 工作的电路并不很复杂，但 FPGA 里面实现的电路

可以很复杂，学习 NiosⅡ要理清楚 QuartusⅡ、SOPC Builder、NiosⅡ IDE 这三个

软件的关系，明确他们具体做哪些事。跟 NiosⅡ开发密切相关的一些文档需要看一看，

大体

者 IP CORES 集成到系统中来，这就要求一个人有比较综合的技能，首先

要理

 

有 NiosⅡ处理器手册，外设手册，软件开发手册，AVALON 总线规范，当然 SOPC

使用手册也是必须的， 好能通读一遍 QuartusⅡ的手册，这些资料在 http：

//www.altera.com.cn 中都有。 

关于 NiosⅡ HAL 里面的设备，因为 NiosⅡHAL 整合了 C 的基础实现，所以它

的设备管理类似于 Unix 系统，如果熟悉 Linux/Unix 系统编程将有益于理解 NiosⅡ

HAL。 

综合应用能力，NiosⅡ的开发属于嵌入式开发范畴，但相比 ARM 等一些采用 SOC

芯片的开发又有了新的要求，NiosⅡ能自定义外设甚至指令，很自然的把 HDL 编写

的模块或

解这样一个环境，在软件开发和调试时需要综合使用硬件设计的能力、软件设计

的能力，两者互相配合调试往往会使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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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硬件平台的中断测试程序 
 

这是一个按键中断测试的程序，主要功能如下：DE2 板上右边的第一个按键按下

时，按键旁边的 LED0 灯点亮，并且终端输出信息。同样当再次按下第二、三、四个

按键时，分别点亮 LED1、LED2、LED3 并在终端输出信息。 

#include

.h" 

h" 

lon_pio_regs.h" 

t oid* context, alt_u32 id) 

UTTON_PIO_BASE, 0x0); 

//进入中断后,就屏蔽中断 

capture_ptr; 

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

将中断寄存器中的参数读出 

  //清除中断寄存器中的值   

  volatile alt_u8 interr_value=0; 

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 0x0); 

 "stdio.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alt_types

#include "sys/alt_irq.

#include "altera_ava

void but on_interrupts(v

{   

   printf("hello,fan!!");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B

   

   volatile int* edge_

   edge_capture_ptr=(int*)context; 

   //传递中断寄存器中参数 

   

*edge_capture_ptr=IORD_ALTERA_AV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 0x0); 

 

} 

int main() 

{ 

 

   IOWR

33 



毕业设计(论文)说明书 

   //清除中断寄存器中的值 

IRQ_MASK(BUTTON_PIO_BASE,0xf); 

PIO_IRQ, (void*)&interr_value, button_interrupts); 

) 

_value) 

     case  0x1  ：  

_EDGE_CAP(BUTTON_PIO_BASE, 0x0); 

      printf("lighten led 1!!"); 

rr_value=0; 

第一个灯并输出 

case  0x2  ：  

E_CAP(BUTTON_PIO_BASE, 0x0); 

rr_value=0; 

第一个灯并输出 

case  0x4  ：  

E_CAP(BUTTON_PIO_BASE, 0x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

   //开中断 

   alt_irq_register(BUTTON_

   //注册中断函数 

   while (1

   { 

    switch (interr

      { 

  

IOWR_ALTERA_AVALON_PIO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GREEN_BASE,0x01); 

             usleep(500000); 

             inte

             break; 

             //响应按键 1,点亮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

             printf("lighten led 2!!");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GREEN_BASE,0x02); 

             usleep(500000); 

             inte

             break; 

             //响应按键 2,点亮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

             printf("lighten led 3!!"); 

             

34 



毕业设计(论文)说明书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GREEN_BASE,0x04); 

             usleep(500000); 

             inte

             break; 

rr_value=0; 

第一个灯并输出 

case  0x8  ：  

E_CAP(BUTTON_PIO_BASE, 0x0); 

rr_value=0; 

第一个灯并输出 

PIO_BASE,0xf); 

应中断 

 
 
 

             //响应按键 3,点亮

       

IOWR_ALTERA_AVALON_PIO_EDG

             printf("lighten led 4!!");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ED_GREEN_BASE,0x08); 

             usleep(500000); 

             inte

             break; 

             //响应按键 4,点亮

       default  ：  ;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BUTTON_

    //再次开中断,以便能再次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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