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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是 ARM 嵌入式技术

系列教程之一。该教程教材采用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创维特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 JXARM9-2410 嵌入式教学实验系统作为教

学实践平台。 

 Windows CE 嵌入式操作系统是目前嵌入式主流操作系统之一，

它以超强的性能、友好的 Windows 人机界面以及标准化、可视化的

软件开发过程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在手机、PDA 等产品中，本书结合

ARM9 嵌入式处理器的特点，介绍了在其上进行 Windows CE 开发

的过程和方法。 

 本书详细地讲解了 Windows CE BSP 开发平台 Platform Build 4.2

的建立过程、Windows CE BSP 板级支持包的开发、驱动程序的设计

以及基于 Embedded Visual C++嵌入式 Windows CE 应用程序的设计

和开发等，内容覆盖 Windows CE 开发的全过程，它不仅可以作为

嵌入式Windows CE开发的初学者作为实践教程，而且对于Windows 

CE 开发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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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安装 Windows CE BSP 

1.1 安装 WINDOWS CE 4.2 

本节讲述如何安装 Windows CE 4.2 以及 Platform Builder。 

将 WINDOWS CE 4.2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打开并运行 DVD 驱动器中

的 setup.exe 程序。启动安装界面如下，点击“Install”。 
 
 
 
 
 
 
 
 
 
 
 
 

按照提示进行设置，并选择安装路径，安装过程请使用“Custom Setup”，

并在“Custom Setup”对话框中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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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安装过程请按照提示完成。本文假设 WINCE420 安装在 E 盘的

WINCE420 目录下。 

注意事项： 

安装过程中请将系统中安装的杀毒软件关闭。 

1.2 安装 WINDOWS CE 4.2 BSP 

本节讲述 BSP 安装步骤： 

（1）在 WINCE420\PLATFORM 目录下新建一个名为“SMDK2410”的目录，

如果该目录下已有名为 SMDK2410 的目录，将其改名备份。 

（2）拷贝光盘中的 WINCE420\2410WinCE4.2BSP 目录中的内容到上一步

创建的 SMDK2410 目录中。 

（3）去掉 SMDK2410 目录中所有文件的只读属性。 

 
注意事项： 

只读属性一定要去掉，而且包括 SMDK2410 及其下所有目录和文件。 

在 WINDWOS 2000 或者 WINDOWS XP 中请点击 SMDK2410 的右键菜单属

性，如下图对话框中，去掉“只读”，并点击“确定”按钮。并在新弹出的对话

框中选择“将更改应用于文件夹、子文件夹和文件”，并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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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Windows CE 内核定制实验 

2.1 特性安装（Catalog Installation） 

（1）打开“Platform Builder 4.2”，选择“File”菜单下的“Manage Catalog 

Features”。 

 
（2）在弹出的对话框列表中选择“smdk2410.cec”，点“Remove”按钮，删除

PB4.2 自带的“smdk2410.cec”(即 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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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Import 按钮”，导入“platform\smdk2410\smdk2410.cec”文件 

 
在特性目录区将可以看到 “Samsung SMDK2410:ARMV4”和 “Samsung 

SMDK2410:ARMV4I”两项。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2.2 创建和编译新项目 

（1）选择“File”菜单中的“New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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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弹出“New Platform Wizard – Step1”选择“Next” 

 
（ 3 ） 在 “New Platform Wizard – Step2” 中 ， 选 择 “SAMSUNG 

SMDK2410:ARMV4” BSP 按“Next”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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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选择 “Available configurations” 列表中的配置，在此为 “Mobile 

Handheld”，并输入“Platform name”，在此为“SMDK2410”，点“Next”继续。 

 
（5）在“New Platform Wizard – Step 4”中选择你所需要的配置，点“Next”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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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New Platform Wizard – Step5”中选择你所需要的网络通信配置，点

“Next”继续。 

 

（7）点“Next”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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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点“Finish”结束新平台建立。 

 
（9）在菜单“Platform”或者右键点“SMDK2410 features”选项的“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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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对话框中按照如图改变编译选项(Build Options)： 

[Enable CE Target Control Support] -> Unchecked 

[Enable KITL] -> Unchecked 

 
（11）点击“Build Platform”按钮或者点击”Build”->”Build Platform”菜单开始

编译新平台。 

第 16 页  共 99 页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12）编译完成后，在 

WINCE420\PUBLIC\SMDK2410\RelDir\SAMSUNG_SMDK2410_ARMV4R
elease 目录下将生成 nk.bin、nk.nb0 等文件。 

2.3 运行 image 文件 

WINDOWS CE 核心映象文件为上一节生成的 nk.nb0，如果没有编译也可以

使用光盘中的 image 文件，目录为 WINCE420/image/。 

2.3.1 设置并建立 tftp 服务器 

设置之前请将您的注意的 IP 地址修改为 192.168.1.180。 

下载和运行 image 文件需要首先在主机端建立 tftp 服务器，在 Windows 环

境中建立 tftp 服务器请使用光盘中 tools\tftpd32j\tftpd32.exe 文件。运行后请点

击“Browse”按钮选择 tftp 服务器目录，如下图所示，设置 d:\tftpboot\目录为 tftp

服务器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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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通过 uboot 下载 nk.nb0 

首先将 nk.nb0 拷贝到 tftp 服务器目录 d:\tftpboot。 

如下所示为 uboot 界面： 

 
在如下 uboot 界面中输入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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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约为 5 至 6 分钟。下载完成后将重新进入到 uboot 命令行界面。

在界面中输入如下命令： 

 
然后系统将执行 Windows CE，如下图所示为其串口中的打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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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编译光盘中的实例 

 在 JXARM9-2410 的配套光盘中提供了一个 WINCE 的示例程序，本节

讲述如何编译该示例程序。 

 如果 WINCE 的安装路径为 E:\WINCE420，请按照如下提示，直接拷贝

光盘中的示例代码，然后编译即可。 
 

编译光盘示例程序： 

 
该示例程序位于 WINCE420\2410WinCE4.2Public 目录下。 

(1) 拷贝文件： 

将E:\WINCE420\PUBLIC目录下的SMDK2410目录改名为SMDK2410bak。

将 WINCE420\2410WinCE4.2Public 目录拷贝到 E:\WINCE420\PUBLIC 目录下，

并将该目录改名为 SMDK2410。 

(2) 编译 SMDK2410 

打开 PB，按照下图所示，点击“File”菜单下的“Open Workspace…”。并

在对话框中选择 E:\WINCE420\PUBLIC\SMDK2410\目录下的工作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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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Build”菜单的“Rebuild All”。进行编译。 

(3)按照上节提示将生成的 nk.nb0 下载到 ARM 中运行。 
 

如果 WINCE 的安装路径为不是 E:\WINCE420，则需要重新定制内核并编

译，定制内核可在 2.2 节定制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在 Step 4 中按照如下

提示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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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View”->“Catalog”菜单，并按照下图提示在“USB HID Keyboard 

and Mouse”上右击菜单“Add To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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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WINCE 和桌面系统通讯实验 

本节介绍如何通过微软公司提供的 ACTIVESYNC 同步传输工具实现在

JXARM9-2410 WINCE 操作系统和 WINDOWS 桌面系统之间进行通讯连接。 

3.1 硬件连接 

连接 PC USB 到 JXARM9-2410 的 J11 SLAVE USB SOCKET，同时将 JP3

和 JP4 跳线跳到 SLAVE 一端。 

3.2 WINCE 端设置 

(1) 运行 WINCE 

如 果 教 学 系 统 采 用 5.7 寸 STN LCD ， 请 下 载 并 运 行 光 盘 中

WINCE420\image\nk.nb0.stn，如果教学系统采用 8 寸 TFT LCD，请下载并运行

光盘中 WINCE420\image\nk.nb0.tft 文件。运行 WINCE 的方法请参照上个实验。 

(2) 按照如下提示在 WINCE 中进行设置： 

打开【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网络和拨号连接】->【新建连接】，

并在“新建连接”设置对话框中，选择连接类型为“直接连接”，并点击“下一步”

按钮。 

系统将弹出一个“设备对话框”，在该对话框的“选择设备”下拉列表中选择

“S3C2410 USB CABLE:”，然后点击“完成”按钮。这时将在“连接”中添加“我的

连接”图标。 

回到“控制面板”，点击【PC 连接】图标，进入“PC 连接属性”设置对话框，

选中“启用与桌面计算机的直接连接”的复选框，然后再点击“更改连接”按钮，

在“更改连接”设置对话框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刚才建立的连接“我的连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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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OK”按钮退出。 

注意： 

(1) 如果此时触摸屏出现校准不正确的情况，请参考附录 G 进行触摸屏的

校准工作。 

(2) 请使用光盘中的 WINCE 映象文件或者 2.4 节编译出来的映象文件，不

能使用 2.2 节章中的映象文件，2.2 中生成的映象文件有许多特性不支持，需要

添加进去才可以。 

3.3 activeSync 安装 

 首先在主机端安装 activeSync 程序。该安装程序在 WINCE420\tools 目录

下的 MSASYNC.exe。双击该文件开始安装。 

3.4 USB 驱动程序安装 

在对 WINCE 端设置正确且硬件连接正确后，系统将提示找到新的硬件，

如下图所示。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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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目 录 ：

E:\WINCE420\PLATFORM\SMDK2410\DRIVERS\USB\FUNCTION\ 

 
安装过程提示可以不管，直接“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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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 

然后请打开 activeSync 程序，将提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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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否”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在“我的电脑”中将添加“移动设备”，它对应于目标系统的 WINCE 文件系

统。 

第 29 页  共 99 页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注意： 

如果 WINCE 运行以前 USB 线已经连接到 PC 机的 USB 插座，可能导致连

接不上，此时，请将 USB 线拔下然后重新插入即可。 

3.5 通讯 

在上图我的电脑中双击“移动设备”将打开 WINCE 同步目录，可以和操

作 WINDOWS 其它目录一样操作该目录，包括拷贝文件到该目录已经将文件从

该目录拷贝到 PC 机。 
 

第 30 页  共 99 页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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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Windows CE 应用程序实验 

4.1 下载并安装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1)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简介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工具软件为创建用于 Windows CE.NET 

设备的应用程序和系统组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桌面开发环境。 

这一工具软件引入了很多新特性。比如 C++异常处理、运行时类型信息（Run 

Time Type Information）等，此外，软件包括了 STL 库组件和最新的调试功能，

eMbedded Visual C++ 4.0 令开发人员方便而灵活地为 Windows CE .NET 创建大

量的高级应用程序。  

了解有关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地址 ： 
http://msdn.microsoft.com/vstudio/device/datasheet.asp 

 

2) 系统需求 

装备 Pentium-II 主频为 450 MHz 或更高类型处理器的桌面计算机。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2、Microsoft Window 2000 Server 

SP2 或者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或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环境下至少需要 96 

MB （建议装备 128 MB）内存。在 Windows 2000 Server 环境下至少需要 192 MB

（建议装备 256 MB）内存。 

需要 CD-ROM 

VGA 或更高解像度监视器。建议采用 Super VGA（800 x 600 或更高）监视

器。 

鼠标或其他兼容定位设备。 

360 MB 硬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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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请从如下地址下载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WindowsCENETPlatformBuilder/Install/4.0/NT5

XP/EN-US/eVC4.exe 
 

4) 下载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请从如下地址下载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a/7/3/a735c7fb-dcbd-429f-9090-d09b3b15d3fa/e

vc4sp4.exe 
 

5) 安装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1) 先将 eVC4.exe 解压缩。 

(2) 然后执行解压后目录的 setup.exe 文件开始安装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安装之前必须已经正确安装 PB4.2，且关闭了所有的 PB 程序。

另外，请关闭 norton 等杀毒工具。安装过程建议使用缺省设置。安装过程请使

用 cdkey.txt 文件中的 cdkey。 

(3) 执行 sdk 目录下的 setup.exe 文件开始安装 Platform SDK。安装过程建

议使用缺省设置。 
 

6) 安装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1) 先将 eVC4SP4.exe 解压缩。 

(2) 然后执行解压后目录的 setup.exe 文件开始安装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 SP4。安装之前必须已经正确安装 PB4.2 以及 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且关闭了所有的 PB 程序。另外，请关闭 norton 等杀毒工具。

安装过程建议使用缺省设置。 

 
7) 检查安装： 

如果安装正确，如下图所示执行开始菜单下的 eMbedded Visual C++ 4.0 

第 33 页  共 99 页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WindowsCENETPlatformBuilder/Install/4.0/NT5XP/EN-US/eVC4.ex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WindowsCENETPlatformBuilder/Install/4.0/NT5XP/EN-US/eVC4.ex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a/7/3/a735c7fb-dcbd-429f-9090-d09b3b15d3fa/evc4sp4.exe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a/7/3/a735c7fb-dcbd-429f-9090-d09b3b15d3fa/evc4sp4.exe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将出现 eMbedded Visual C++ 4.0 的界面，如下图所示，如果出现该界面表

示安装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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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立 HelloWorld 工程 

1) 创建 HelloWorld 工程 

 (1) 选择 File 菜单的 New 菜单项，出现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按照下面的提示输入：在左边请选择“WCE Application”，在 Location 中输

入工程保存路径，在 CPUs 中请选择所有的选项。然后点击 OK 按钮。 

 

 (2) 在接着出现的对话框中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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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译 HelloWorld 工程 

 (1) 选择编译版本，请按照下图所示选择“Win32 [WCE ARMV4]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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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 Build 菜单下的 Rebuild All 菜单项对工程进行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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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下载并运行 HelloWorld 

(1)首先检查硬件连接，要求： 
▲ JXARM9-2410 的 UART0 连接至计算机串口； 
▲ JXARM9-2410 与计算机连接至局域网并建立 tftp 服务器。 
▲ 将 JXARM9-2410 实验箱左上角的 JP3 和 JP4 跳线分别跳到右边（核

心板一侧）。 
▲ 用 USB 线将 JXARM9-2410 实验箱的 SLAVE USB 插座与计算机

USB 接口相连。 
(2) 按照第二章的内容通过 uboot 下载 nk.nb0，并运行 WinCE image 文件。

运行的结果将在 LCD 上出现 WINCE 启动界面。 
(3) 按照“第 3 章”的内容实现 WINCE 和桌面系统之间的连接并正确安装

activeSync。 
 (4) 如果连接正确，将上节生成的 HelloWorld.exe 文件拷贝到“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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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My Documents”目录。如下面两图所示。 

 

 

(5) 此时 HelloWorld.exe 文件已经被拷贝到 WINCE 中，在 WINCE 中，点

击“我的电脑”中的“My Documents”目录，如果已经存在 HelloWorld.exe 程

序请双击该文件，将开始运行 HelloWorld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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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如果此时触摸屏出现校准不正确的情况，请参考附录 G 进行触摸屏的

校准工作。 
(2) 请使用光盘中的 WINCE 映象文件或者 2.4 节编译出来的映象文件，不

能使用 2.2 节章中的映象文件，2.2 中生成的映象文件有许多特性不支持，需要

添加进去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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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Windows CE 多媒体播放实验 

5.1 安装媒体播放器 

要能够在 WINCE 中播放视频，必须安装媒体播放器，如果当前 WINCE 中

没有安装媒体播放器则需要进行本节操作，否则跳过本节即可。 
注意： 
请使用光盘中的 WINCE 映象文件或者 2.4 节编译出来的映象文件，不能使

用 2.2 节章中的映象文件，2.2 中生成的映象文件有许多特性不支持，需要添加

进去才可以。 
检查 WINCE 中是否已经安装媒体播放器的方法为： 
启动 WINCE 后如果桌面上有“Media Player”图标，则表示已经安装了媒

体播放器，否则没有安装。 
安装方法如下： 
(1) 打开 PB，并点击“Open Workspace”，选择第 1 章中的 SMDK2410 工

程。目录为 E:\WINCE420\PUBLIC\SMDK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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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View”下的“Catalog”菜单打开 Catalog 窗口，如下图所示。 
 

 
(3) 按照下图提示将“Basic Multimedia” 下三个选项添加到 Platform 中，

方法为点击右键菜单“Add to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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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上图提示将“Multimedia Components” 下所有选项添加到 Platform

中，方法同上。 
(5) 点击“Build”的“Rebuild Platform”菜单编译整个工程。 
(6) 将编译生成的 nk.nb0 下载到教学系统中运行，如果正确在桌面上有

“Media Player”图标。 

5.2 建立 WINCE 和桌面系统之间的通讯连接 

参见第 3 章内容。 

5.3 拷贝视频文件到 WINCE My Documents 

拷贝使用文件到 WINCE 的 My Documents 目录下，在 WINCE420\image 目

录下有测试用视频文件，可以拷贝该文件到 WINCE 中。 

5.4 播放视频文件 

播放视频文件的方法和在桌面机上一样，只要 WINCE 已经安装媒体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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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可以到 My Documents 目录下双击待播放的文件即可。 
注意： 
(1) 由于视频和音频压缩算法很多，对于必须在当前 WINCE 媒体播放器已

经安装了解码器的视频和音频文件才能正确播放，否则不能正确播放。如果要

播放，必须安装正确的解码器或者将其转换为支持的格式。 
(2)如果此时触摸屏出现校准不正确的情况，请参考附录 G 进行触摸屏的校

准工作。 
(3)可以直接使用光盘中的 WINCE 映象文件，该映象文件中已经加入媒体

播放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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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Windows CE 驱动程序实验 

6.1 WINCE 驱动程序模型 

基于 WINCE 的驱动程序有两种模型，它们是本机设备驱动程序和流接口

驱动程序。 
不同的驱动模型只能通过它们支持的软件接口来区别，而不是它们所适用

的设备，驱动程序模型决定了指定驱动程序输出的软件接口。 
WINCE 是可移植的，将它移植到目标平台上，必须为在平台上已建立的设

备提供驱动程序。一些类型的设备，如键盘、显示器等，对操作系统都有一定

的接口。因为这些接口是专门用于 WINCE 的，所以这类设备的驱动程序称作

本机设备驱动程序。本机驱动设备驱动程序适于集成到基于 WINCE 平台的设

备，通用 LED 驱动和电源驱动就是这样的例子。通用 LED 驱动由 nleddrv.lib
连接，电源驱动由 battery.lib 连接。还有一些样本本机驱动程序，例如显示驱动

程序和键盘驱动程序，他们表现在一个 DLL 的文件上由 GWES 统一加载和管

理。因为本机设备驱动程序通常与基于 WINCE 的平台有着紧密的连接，而每

种本机设备驱动程序都有精确的和特殊的目的，微软提供了定制接口的方式来

支持内部设备驱动程序，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开发人员不需要编写本机设备驱

动程序。但是把 WINCE 定制到新平台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除外，他们

可以创建自己的本机设备驱动程序，也可以将微软的本机设备驱动程序的例子

移植到他们基于 WINCE 的平台上。本机设备驱动程序总是在基于 WINCE 的

平台启动时加载。 
流接口驱动程序是一般类型的设备驱动程序。流接口驱动程序表现为在用

户一级的动态链接库 DLL，用来实现一组固定的函数称为流接口函数，这些流

接口函数使得应用程序可以通过文件系统访问这些驱动程序。流接口驱动程序

几乎支持任何类型的可以连接到基于 WINCE 的平台外部设备。同时用户还可

以定制出不支持任何外围设备的流接口驱动程序，这些驱动只是提供某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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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机设备驱动程序的系统结构 

 对于本机设备驱动程序，PB 提供了一些驱动程序的样本。PB 中包含的样

本设备驱动程序分为两种类型：单片驱动程序和分层的驱动程序。正如其设备

表明的，单片驱动程序基于单个码片，该码片直接把硬件设备的功能性传递给

操作系统。与单片驱动程序相比，分层驱动程序由两个设置好的层组成；上层

是模型设备驱动程序（Model Device Driver, MDD），下层是依赖平台的驱动程

序（Platform Dependent Driver, PDD）。大多数的样本设备驱动程序都配置成分

层的，而不是单片的。 
 下图说明了单片驱动和分层驱动如何在 WINCE 中集成的。 
 
 
 
 

DDSI 函数DDSI 函数

PDD 层

MDD 层

设备驱动程序 

PDD 层

MDD 层

设备驱动程序 单片设备

驱动程序 

流接口函数DDI 函数 DDI 函数

硬件 

设备管理器 GWES  
 
 
 
 
 
 
 
 
 
 
 
 

6.3 流接口驱动程序的系统结构 

6.3.1 设备管理器 

 流接口驱动程序是以动态链接库形式存在的，由设备管理器统一加载、管

第 47 页  共 99 页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理和卸载。 
 流接口驱动程序是为连接到基于 WINCE 的平台的外围设备而设计的。这

些外围设备包括 MODEM、打印机、数字相机和 PC 卡等。外围设备的驱动程

序就像桌面计算机的打印机驱动程序一样，都当作用户模式的程序来运行，所

以载某种情况下可以说 WINCE 的驱动是在用户模式下运行的。这些程序使用

内置硬件的服务来控制他们的设备。串行设备的驱动程序使用串行口。为了与

外围设备进行交互，流接口驱动程序通常使用本机设备驱动程序所提供的DDSI
函数来使用本机设备驱动程序。 
 流接口驱动程序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外设的使用传递给应用程序，这是通过

把设备表示为文件系统的一个特殊文件实现的。对于串口 1 在用户级别的程序

里面通常被描述为 COM1。WINCE 的设备文件通常保存在固定的路径\Windows
目录下，通过注册表机制来完成特殊的命名惯例。 
 设备管理器使用存储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键中的注册键

来管理驱动程序。该键下面主要由如下几个子键： 
 (1) Active\: 此键包含由设备管理程序加载的跟踪当前活动的驱动程序。当

加载一个设备驱动程序的时候，设备管理器会在这个键记录加载的驱动程序信

息。通常这个键下面的子键都为数字 1，2，3…这代表加载驱动程序的顺序，

每一个数字键都有可能包含下面这些子键。 
 Hnd：ActiveDeviceEx 函数返回的设备句柄值。 
 Name：设备文件名，例如“COM1”和“COM2”。 

Key：HKEY_LOCAL_MACHINE 中的设备驱动程序键的注册表路径。 
一旦一个设备驱动程序被加载，设备管理器会在 Active\键下面增加一个子

键，这个子键的名称就是在原有的 Active\键下面的数字键最大数加一。在设备

驱动程序卸载时，设备管理器就删除 Active\键下面关于这个驱动程序的所有键

值。 
(2) Builtin\:此键包含由基于 WINCE 的平台制造商提供的流接口驱动程序，

这里面的驱动程序都是在系统启动时就加载的。 
(3) PCMCIA\：此键含有与 PC 卡及其流接口驱动程序有关的子键。 
(4) Resource\:此键记录了系统的中断和 IO 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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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设备文件名 

 在 WINCE 中应用程序通过文件系统里的特殊入口访问外围设备。WINCE
中的文件系统代码包括那些识别特殊文件名并重定向 IO 操作到适当的流接口

驱动程序的代码。 
 WINCE 的设备文件名是由三个大写字母、一个数字和冒号组成的，例如

“COM1:”。WINCE 使用前面三个字母来识别与特殊流接口驱动程序相对应的

特殊设备。文件名前缀存储在称作“Prefix”的注册表键值中，一般来说如果用

户想生成自己的流接口驱动程序，就要指定这三个字母的前缀。它可以是任意

三个字母。 
 WINCE 设备文件名中的数字是用来区分由同一个流接口驱动程序管理的

所有设备。设备管理器对索引的编号默认是从 1 到 9，1 用于第一个设备文件名，

如果需要 10 个文件名可以把 0 也用上。 

6.3.3 流接口驱动程序入口函数 

 每个流接口驱动程序必须实现一组标准的函数，用来完成标准的文件 IO 函

数和电源管理函数，这些函数提供给 WINCE 内核使用。这些函数通常叫做流

接口驱动程序的 DLL 接口。下面将分别描述，其中函数名称前面的 XXX 表示

设备文件名前缀。 
 (1) DWORD XXX_Open (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参数：DWORD hDeviceContext，设备驱动的句柄，由 XXX_Init 函数创建

的时候返回。 
DWORD AccessCode，传给设备驱动程序使用的地址，这个地址和读

写有关。 
DWORD ShareMode，共享模式，这个参数用于一些特殊的设备。例

如一些 PC 卡的设备读写的时候是否可以共享。 
 返回值：返回驱动程序引用事例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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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OOL XXX_Close (DWORD hOpenContext) 
 参数：DWORD hOpenContext，设备驱动的引用事例句柄，由 XXX_Open
创建。 
 返回值：调用成功返回 TRUE，失败返回 FALSE。 
 描述：这个函数用于关闭一个驱动程序的引用事例。应用程序通过

CloseHandle 来调用这个函数，当执行完成这个函数的时候驱动程序引用的事

例，hOpenContext 将不再有效。 
 (3) DWORD XXX_Init (DWORD dwContext) 
 参数：DWORD dwContext，指向字符串的指针。通常这个参数都为一个流

接口驱动在注册表那的设置。 
 返回值：如果调用成功返回一个驱动程序的句柄。 
 描述：当用户开始使用一个设备的时候，设备管理器调用这个函数来初始

化该设备。这个函数并不是由应用程序直接调用的，而是通过设备管理器提供

的 ActivateDeviceEx 函数来调用的。函数执行后如果成功则返回一个设备的句

柄。 
 (4) BOOL XXX_Deinit (DWORD hDeviceContext) 
 参数：DWORD hDeviceContext，由 XXX_Init 创建时生成的设备句柄。 
 返回值：调用成功返回 TRUE，失败返回 FALSE。 
 描述：当一个用户需要卸载一个驱动程序的时候，设备管理器调用这个函

数来卸载这个驱动程序，应用程序不能够直接调用这个函数，设备管理器通过

DeactivateDevice 函数调用这个函数。 
 (5) DWORD XXX_Read (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参数：DWORD hOpenContext, 由 CreateFile 函数返回的句柄。 

LPVOID pBuffer, 一个缓冲区地址用于从驱动读数据。 
DWORD Count，需要读缓冲区的长度。 

 返回值：实际读取字节的长度。 
 描述：这个函数与 ReadFile 很相似，当一个流接口驱动程序已经被打开后，

可以使用 ReadFile 函数对这个设备进行读操作，ReadFile 里面的 hFile 参数就

是这个设备的引用实例句柄 hOpenContext，而参数 lpBuffer 将传给 pBuffer，用

于表示要读写缓冲区的地址，参数 nNumberOfBytesToRead 将传送给 Count，用

于表示要读写的缓冲区的长度。同样，返回的参数：如果操作成功则返回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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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的地址，如果操作失败则返回值为-1。 
 (6)DWORD XXX_Write (DWORD hOpenContext, LPCVOID pSourceBytes, 
DWORD NumberOfBytes) 
 参数：DWORD hOpenContext, 由 CreateFile 函数返回的句柄。 

LPVOID pBuffer, 一个缓冲区地址用于往驱动写数据。 
DWORD NumberOfBytes，需要写缓冲区的长度。 

 返回值：实际写入字节的长度。 
 描述：这个函数与 WriteFile 很相似，当一个流接口驱动程序已经被打开后，

可以使用 WriteFile 函数对这个设备进行写操作，WriteFile 里面的 hFile 参数就

是这个设备的引用实例句柄 hOpenContext，而参数 lpBuffer 将传给 pBuffer，用

于表示要读写缓冲区的地址，参数 Count 将传送给 NumberOfBytes，用于表示

要读写的缓冲区的长度。同样，返回的参数：如果操作成功则返回实际读写的

地址，如果操作失败则返回值为-1。 
 (7) BOOL XXX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参数：DWORD hOpenContext, 由 CreateFile 函数返回的句柄。 
    DWORD dwCode,特殊的标识用于描述这次 IOControl 操作的语义，

一般由用户自己定义。 
    PBYTE pBufIn,缓冲区指针指向需要传送给驱动程序使用的数据。 
    DWORD dwLenIn,要传送给驱动程序使用数据的长度。 
    PBYTE pBufOut,缓冲区指针指向驱动程序传给应用程序使用的数

据。 
    DWORD dwLenOut, 要传送给应用程序使用数据的长度。 
    PDWORD pdwActualOut，用于返回实际处理数据的长度的指针。 
 返回值：调用成功返回 TRUE，失败返回 FALSE。 
 描述：这个函数通常用于向设备发送一个命令。应用程序使用

DeviceIOControl 函数来同志操作系统调用这个函数。通过参数 dwCode 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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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程序要执行的操作。这个函数扩展了流接口驱动程序的功能。 

6.4 流接口驱动程序开发 

(1) 在 EVC 中新建一个工程： 
打开 EVC，单击菜单中的“File”，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New…”，后

弹出新建工程向导对话框。如下图所示。由于流接口驱动程序是以动态链接库

形式出现的，所以这里选择“WCE Dynamic-Link Library”。然后点击“OK”。 

 

 (2) 在新弹出的对话框中按照下图进行选择，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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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次点击菜单中的“File”，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New…”弹出新

建工程向导对话框，按照下图进行设置。这时就会为建立的工程创建一个文件

名称为 TestDRV.cpp。 

 

(4) 编辑 TestDRV.cpp 文件如下： 
#include <window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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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tchar.h> 
 
#define BUF_SIZE    256 
 
WCHAR strBuff[BUF_SIZE]; 
BOOL WINAPI DllEntryPoint (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 
  switch(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 (TEXT ("CALLED:DLL_PROCESS_ATTACH\n"))); 
   return TRUE; 
  case DLL_THREAD_ATTACH: 
   RETAILMSG(1, (TEXT ("CALLED:DLL_THREAD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DETACH: 
   RETAILMSG(1, (TEXT ("CALLED:DLL_THREAD_DETACH\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 (TEXT ("CALLED:DLL_PROCESS_DETACH\n"))); 
   break; 
#ifdef UNDER_CE 
  case DLL_PROCESS_EXITING: 
   RETAILMSG(1, (TEXT ("CALLED:DLL_PROCESS_EXITING\n"))); 
   break; 
  case DLL_SYSTEM_STARTED: 
   RETAILMSG(1, (TEXT ("CALLED:DLL_SYSTEM_STARTED\n"))); 
   break; 
#endif 
  } 
} 
 
DWORD TST_Init (DWORD dwCon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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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ORD dwRet=0;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Init\n"))); 
 
  // 初始化驱动程序 
  memset(strBuff, 0, BUF_SIZE * sizeof(WCHAR)); 
 
  // 返回一个不为零的数 
  dwRet=1; 
  return dwRet; 
} 
 
BOOL TST_Deinit (DWORD hDeviceContext) 
{ 
  BOOL bRet=TRUE;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Deinit\n"))); 
  return bRet; 
} 
 
DWORD TST_Open (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AccessCode, DWORD 

ShareMode) 
{ 
  DWORD dwRet=0;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Open\n"))); 
  dwRet=1; 
  return dwRet; 
} 
 
BOOL TST_Close (DWORD hOpenContext) 
{ 
  BOOL bRet=TRUE;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Close\n"))); 
  return bRet; 
} 
 
BOOL TST_IOContro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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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BOOL bRet=TRUE;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IOControl\n"))); 
  return bRet; 
} 
 
void TST_PowerDown (DWORD hDeviceContext) 
{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PowerDown\n"))); 
} 
 
void TST_PowerUp (DWORD hDeviceContext) 
{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PowerUp\n"))); 
} 
 
DWORD TST_Read (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DWORD dwRet=0;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Read\n"))); 
 
  // 确定实际要读取的字节的大小读取数据 
  DWORD cbBuffer=wcslen(strBuff); 
  dwRet=min(cbBuffer, Count); 
  wcsncpy((LPWSTR)pBuffer, strBuff, dwRet); 
 
  // 返回实际读取的字节数 
  return dwRet; 
} 
 
DWORD TST_Seek (DWORD hOpenContext, long Amount, DWORD Type) 
{ 
  DWORD dwR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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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Seek\n"))); 
 
  return dwRet; 
} 
 
DWORD TST_Write (DWORD hOpenContext, LPCVOID pSourceBytes, DWORD 

NumberOfBytes) 
{ 
  DWORD dwRet=0; 
  RETAILMSG (1, (TEXT ("CALLED:TST_Write\n"))); 
 
  // 确定实际要读入的字节数，写入数据 
  dwRet=min(BUF_SIZE, NumberOfBytes); 
  wcsncpy(strBuff, (LPWSTR)pSourceBytes, dwRet); 
 
  // 返回实际写入的字节数 
  return dwRet; 
} 

(5) 新建并编辑 TestDRV.def 文件如下： 
重复步骤 3，建立一个 TestDRV.def 文件到 TestDRV 工程中。并编辑该文件

如下所示： 
LIBRARY TestDRV 
EXPORTS 
TST_Close 
TST_Deinit 
TST_Init 
TST_IOControl 
TST_Open 
TST_PowerDown 
TST_PowerUp 
TST_Read 
TST_Seek 
TST_Write 

(6) 编译工程： 
如下图所示，选择编译配置，然后点击“Build”菜单下的“Rebuild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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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结果如上图所示。 
在相应目录下将生成 TestDRV.dll 文件，如下图所示： 

 
(7) 打开 PB，并点击“Open Workspace”，选择第 1 章中的 SMDK2410 工

程。目录为 E:\WINCE420\PUBLIC\SMDK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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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修改 platform.bib 文件： 
如下图所示，双击 platform.bib 文件，并在该文件尾部添加如下内容： 
testdrv.dll   E:\EVC\TestDRV\ARMV4Rel\testdrv.dll   

 NK SH 
testdrv.exe       E:\EVC\TestDRVApp\ARMV4Dbg\testdrv.exe         

NK   U 
注意： 
(1) 此 处 E:\EVC\TestDRV\ARMV4Rel\testdrv.dll 和

E:\EVC\TestDRVApp\ARMV4Dbg\testdrv.exe 文件名的路径视具体应用的路径而

定，可能需要修改。 
(2) 编译 PB 之前必须保证 testdrv.dll 和 test.drv.exe 已经编译成功。 
(3) 此处后面一句可以不加，而是通过运行 WINCE 后将 testdrv.exe 放到

WINCE 中。 
(4) 可 以 不 用 编 译 testdrv.exe ， 而 直 接 使 用 光 盘 中 的

WINCE420\image\testdrv.exe ， 方 法 是 直 接 将 该 文 件 拷 贝 到

e:\EVC\TestDRVApp\ARMV4Dbg\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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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修改 platform.reg 文件： 
如下图所示，双击 platform.reg 文件，并添加如下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TestDRV] 
 "Index"=dword:1 
 "Prefix"="TST" 
 "Dll"="TestDRV.dll" 
 "Order"=dwor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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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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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流接口驱动程序调用实例 

接下来需要编写测试程序以测试上节编写的驱动程序，仍然使用 EVC 来编

写这个调用程序。 
这 里 只 是 对 每 一 个 调 用 过 程 进 行 简 单 说明，源程序见光盘的

WINCE420\TestDRVApp\目录。 
下面是相关的代码： 

void CTestDRVDlg::OnBtnOpen()  
{ 
 // Open the device file 
 hStr=CreateFile(TEXT("TST1"),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NULL,OPEN_EXISTING,0,0); 
 if(INVALID_HANDLE_VALUE==hStr) 
 { 
  ::MessageBox(NULL, _T("Cannot open TST1:"),_T("TestDRV"), MB_OK); 
 }else 
 { 
  ::MessageBox(NULL, _T("Open TEST1: Succed"),_T("TestDRV"), MB_OK); 
 } 
} 
 
void CTestDRVDlg::OnBtnClose()  
{ 
 if(hStr!=NULL) 
 { 
  CloseHandle(hStr); 
  hStr=NULL; 
 } 
} 
 
void CTestDRVDlg::OnBtnRead()  
{ 
 WCHAR wch[256]; 
 DWORD dwBytesRead=256; 
 memset(&wch, '\0', 256*sizeof(WCHAR)); 
 ::ReadFile(hStr, wch, sizeof(wch), &dwBytesRead, NULL); 

第 62 页  共 99 页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MessageBox(NULL, wch, TEXT("TestDRV"), MB_OK); 
} 
 
void CTestDRVDlg::OnBtnWrite()  
{ 
 DWORD dwWritten=0; 
 WCHAR* pString = TEXT("This is a test of WINCE device driver. This is only a test"); 
 ::WriteFile(hStr, pString, (_tcslen(pString) + 1), &dwWritten, NULL); 
} 
 
void CTestDRVDlg::OnBTNIOControl()  
{ 
 ::DeviceIoControl(hStr,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 

 此程序完成了打开、关闭、写字符、读取字符以及调用 IOControl 这 4
个流接口驱动程序的功能。 

6.6 运行 

(1) 将 6.3 节编译生成的 nk.nb0 下载到教学系统中运行。 
(2) 拷贝 6.4 节编译生成的 TestDRV.exe 文件到 WINCE 的 My Documents 目

录下，在 WINCE420\image 目录下有该文件，可以拷贝该文件到 WINC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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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Windows CE以太网驱动程序实验 

7.1 JXARM9-2410 网卡 

JXARM9-2410 教学实验系统采用 RTL8019AS 网卡驱动芯片，它是 NE2000
兼容类型芯片，是通用的网卡芯片，在 Windows CE 中已经包含改芯片的驱动

程序，其源代码目录在如下目录中。 
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NE2000。 
该驱动程序编译后生成 ne2000.dll 动态链接库。 

7.2 NE2000 兼容网卡驱动程序中断处理 

JXARM9-2410 采用 EINT4 中断引脚，必须正确处理该中断，中断处理函数

在下面的文件中实现。 
E:\WINCE420\PLATFORM\SMDK2410\KERNEL\HAL\ARM\armint.c 
中断处理函数为 
int OEMInterruptHandler(unsigned int ra) 
在该函数中处理对于 EINT4 中断的处理： 
 else if (IntPendVal == INTSRC_EINT4_7)  // 产生 EINT4 ~ 7 中之一 
 { 
  s2410INT->rINTMSK |= BIT_EINT4_7; //关闭 EINT4-7 
  submask = s2410IOP->rEINTPEND;     //获取子掩码 
   
  if ( submask & (1 << 4)) // 0x10 EINT4 : NE2000，产生 EINT4 中断，

即网卡中断 
  { 
   s2410IOP->rEINTMASK |= 0x10; 
   s2410IOP->rEINTPEND = 0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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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410INT->rSRCPND = BIT_EINT4_7;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4_7)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4_7; 
 
   return SYSINTR_ETHER;   // 报告系统产生网卡中断 
  } 
 } 
另外，中断使能程序也必须正确处理。 
该函数在 E:\WINCE420\PLATFORM\SMDK2410\KERNEL\HAL\cfw.c 文件

中实现，原型为： 
BOOL  
OEMInterruptEnable(DWORD  idInt,// @parm Interrupt ID to be enabled. See 

<l Interrupt ID's.Interrupt ID's>  for a list of possble values. 
       LPVOID pvData, // @parm ptr to data passed in in the <f 

InterruptInitialize> call 
             DWORD  cbData) // @parm Size of data pointed to be 

<p pvData> 
在该函数中处理对于 EINT4 中断的处理： 
    case SYSINTR_ETHER:   // Ethernet on EINT4. 
  s2410IOP->rGPFCON &= ~(3<<8);   
  s2410IOP->rGPFCON |= (2<<8);    // 设置中断引脚功能 
  s2410IOP->rEXTINT0 &= ~(7 << 16); 
  s2410IOP->rEXTINT0 |= (4 << 16);  // 设置 EINT4 为上升沿触发 
  s2410IOP->rEINTPEND   = 0x10; 
  s2410IOP->rEINTMASK  &= ~0x10; 
  s2410INT->rSRCPND     = BIT_EINT4_7;  
  // S3C2410X Developer Notice (page 4) warns against writing a 1 to a 

0 bit in the INTPND register. 
  if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4_7) s2410INT->rINTPND = 

BIT_EINT4_7; 
  s2410INT->rINTMSK    &= ~BIT_EINT4_7; // 清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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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7.3 NE2000 兼容网卡驱动程序硬件地址 

NE2000 兼 容 网 卡 驱 动 程 序 硬 件 访 问 地 址 由 注 册 表 项 ：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1\Parms]下的 "IoBaseAddress"键值

决定，在 JXARM9-2410 中为 0xA7000300，该键在 platform.reg 文件中定义。 

7.4 NE2000 兼容网卡驱动程序的编译 

如果修改了 ne2000 驱动源代码，必须重新编译 ne2000 驱动程序，方法如

下： 
1、首先点击”Build”->”Open Build Release Directory”  

 
将进入命令行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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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该命令行下分别输入如下命令： 
cd E:\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NE2000 
build –c 

7.5 网络连接的添加 

驱动程序加入到系统后，还必须在“网络和拨号连接”中添加 NE2000 的

网络连接，可以在运行后手动建立，建立方式和 Windws 类似。也可以直接修

改注册表并启动时自动建立，下面介绍修改注册表的方法。 
在 platform.reg 文件中添加如下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 
   "DisplayName"="NE2000" 
   "Group"="NDIS" 
   "ImagePath"="NE20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Linkage] 
   "Route"=multi_sz:"NE20001"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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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Name"="NE2000" 
   "Group"="NDIS" 
   "ImagePath"="NE20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InterruptNumber"=dword:1A 
   "IoBaseAddress"=dword:A7000300 
   "Transceiver"=dword:3 
   "CardTyp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254" 
   "LLInterface"=""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45" 
   "Subnetmask"="255.255.255.0" 
   "DNS"="202.103.24.68"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NE20001" 
下面分别说明： 
1、设置 NE2000 网络设备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 
   "DisplayName"="NE2000" 
   "Group"="NDIS" 
   "ImagePath"="NE2000.dll" 
该项设置 NE2000 网络设备，注册设备名称为"DisplayName"键值，即

"NE2000"。动态链接库为"ImagePath"键值，即"NE2000.d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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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 NE20001 连接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1] 
   "DisplayName"="NE2000" 
   "Group"="NDIS" 
   "ImagePath"="NE2000.dll" 
注册设备名称为 "DisplayName" 键值，即 "NE2000" 。动态链接库为

"ImagePath"键值，即"NE20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InterruptNumber"=dword:1A 
   "IoBaseAddress"=dword:A7000300 
   "Transceiver"=dword:3 
   "CardType"=dword:1 
设置网络设备参数，包括硬件访问地址 0xA7000300，和中断号 0x1A。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254" 
   "LLInterface"=""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45" 
   "Subnetmask"="255.255.255.0" 
   "DNS"="202.103.24.68" 
设置 TCPIP 连接参数，包括网关、IP 地址、子网掩码、DNS 等参数。 
3、使用 NE20001 连接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NE20001" 
[HKEY_LOCAL_MACHINE\Comm\NE2000\Linkage] 
   "Route"=multi_sz:"NE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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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网络驱动程序编译和测试 

1、编译。 
 2、下载并运行。 
 3、按照如下提示测试网卡驱动程序： 

Windows CE 的网卡地址设置为 192.168.1.45，请将主机 IP 地址设置为

192.168.1.xxx，其中 xxx 不等于 45。并使用直连网线连接主机和 JXARM9-2410，
然后在主机上开启一个命令行窗口，并输入如下命令： 

ping 192.168.1.45 
下图为成功连接时 ping 的结果。此时表示以太网连接成功，如果将其接入

网络，并正确设置 DNS，即能够使用浏览器上网，此操作和 Windows 类似。 

 

注意： 
1、如果修改了 NE2000 驱动程序的源代码，必须参照 7.4 节内容重新编译

NE2000.dll。 
2、如果修改了 platform.reg 文件，请重新“Rebuild All”，或者先“Clean”

后在“Build”，否则 platform.reg 将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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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使用 Eboot 通过以太网下载 

首先将 eboot.nb0 拷贝到 tftp 服务器目录。 
在 uboot 中，分别输入如下命令： 
JX2410# tftp 30080000 eboot.nb0 
JX2410# go 30080000 
将看到 Eboot 启动界面。 

 
下面是一个配置的示例，IP 地址请根据您的网络设置，其余的可以设置为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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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D”开始下载 Windows CE Image 文件 

 
在 Platform Builder 4.2 中建立远程连接，请在“Target”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Remot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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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ownload:” 下拉列表框中选择“Ethernet”。 

 
在“Kernel” 下拉列表框中选择“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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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Configure…”按钮。 

 
然后将看到一个“Configure Ethernet Download Service”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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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秒钟将出现“SMDK2410?????”。 

 
在“Available Devices:”列表框钟选择“SMDK2410?????”并按下“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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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arget”菜单中选择“Download / Initialize”，将开始下载“nk.bin” image 到

目标板。 

 
然后将在 DNW 中看到如下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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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载完成后，Windows CE 4.2 从目标板上启动，下面是其启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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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通过 USB 下载 nk.nb0 

使用 USB 调试下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前提条件： 
1) 首先必须保证“u2410mon.bin”image 文件已经烧写到 flash 中，烧写方法

请参考“附录 C”。 
2) 必须在您的计算机上正确安装 USB 驱动程序，安装驱动程序的方法请

参考“附录 E”。 
3) 必须已经安装 dnw 程序。 

 
首先设置“Download Address”到“0x3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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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后 选 择 Serial Port/Connect ， 然 后 在 标 题 栏 将 看 到 [COM1, 

115200bps][USB:OK] 

 

选择“USB port”菜单的“Transmit”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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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选择 
“WINCE420\PUBLIC\SMDK2410\RelDir\SAMSUNG_SMDK2410_ARMV4

Release”目录中的“nk.nb0”文件。 

 

然后开始传送 nk.nb0 文件，并将显示进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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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完成后，WindowsCE 4.2 将启动，在 DNW 中可以看到其启动提示信息，

在 LCD 上可以看到启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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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通过 uboot 烧写 u2410mon.bin 

首先将 WINCE420\image\u2410mon.bin 文件拷贝到 tftp 服务器目录

d:\tftpboot。 
然后启动 uboot，并在 uboot 命令行中输入如下命令： 
JX2410 # protect off 1:0 
JX2410 # tftp 30000000 u2410mon.bin 
JX2410 # erase 1:0 
JX2410 # cp.b 30000000 0 40000 
然后重新启动教学系统，运行的就是 u2410mon.bin 程序。 
注意： 
(1) u2410mon.bin 程序运行以后在串口中有打印信息提示，但是并没有对系

统中的跑马灯和数码管进行控制，因此，跑马灯和数码管不会熄灭且可能会处

于无序状态。 
(2) 烧写 u2410mon.bin 程序以后就将 flash 中的 uboot 破坏掉了，如果要使

用 uboot，必须重新烧写 uboot。烧写方法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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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通过仿真器烧写 uboot 

(1) 连接仿真器，请参考教学实验系统用户手册。 
(2) 关闭电源，将 JP1 跳线跳到 NGCS1 一侧。 
(3) 打开 Flash Programmer，并按照如下设置，请注意 Start 中为 0x08000000，

一定不能错，然后点击 Erase 按钮进行擦除，擦除成功后将提示“Erase OK”。 

 
(4) 关闭 Flash Programmer 对话框，关闭电源，将 JP1 跳线跳到 NGCS0 一

侧。 
(5) 打开 Flash Programmer，并按照如下设置，请注意 Start 中为 0x00000000，

一定不能错，然后点击 Program 按钮进行擦除，擦除成功后将提示“Program 
OK”。 

(6) 重新启动教学系统，将自动运行 u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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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SMDK2410 USB 驱动安装 

请注意，本节内容只有在使用 u2410mon.bin bootloader 程序时有效，请参

考附录 C 烧写 u2410mon.bin。 
(1) 硬件连接： 
连接串口到 PC； 
连接 PC USB 到 JXARM9-2410 的 J11 SLAVE USB SOCKET； 
将 JP3 和 JP4 跳线跳到 SLAVE 一端； 
(2) 打开 DNW 并连接，然后将 JXARM9-2410 上电，DNW 显示如下图所

示： 

 
系统将提示找到新硬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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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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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光盘 WINCE420\Usb Driver\usb.2k\secbulk\sys 目录，然后点击下一步。 

 
如果提示如下所示，选择“取消”按钮。 

第 87 页  共 99 页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然后将提示安装完成。 

 
在 DNW 中将可以看到提示 USB 连接信息，并在标题栏中有 USB:OK 的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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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驱动程序编译 

以编译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NE2000
目录下的驱动程序为例。 

首先点击”Build”->”Open Build Release Directory”  

 
将进入命令行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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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命令行下分别输入如下命令： 
cd E:\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NE2000 
build –c 
sysgen –p common n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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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SMDK2410 触摸屏校准 

即使是相同型号的 LCD 触摸屏，它们的校验数值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使用

触摸屏触摸前必须进行校验工作。 
校验之前的点击动作请使用 USB 鼠标进行。 
在 WINCE 桌面中，用鼠标点击 WINCE 桌面图标【我的电脑】，然后在出

现的窗口中点击图标【控制面板】，然后点击【笔针】，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校准】标签页，点击“再校准”按钮，如下图所示： 

 
在出现的校验画面中，将看到一个“+”号，用触摸笔点击这个加号的中心位

置，点击时，请按下以后过 2 至 3 秒钟再提起来。当点击成功后，加号将移到

屏幕的其它地方，根据该符号依次点击，并最终完成整个校验过程。校验完成

后就可以使用触摸笔进行操作了。 
校验得到的数据保存在系统的注册表中，但是并不是永久保存。重新上电

后必须重新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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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将 WINCE 烧写到 norflash 中运行 

本节介绍如何将 WINCE 映象文件 nk.nb0 烧写到 norflash 中并设置从

norflash 运行。 
（1）下载 WINCE 映象到 SDRAM 

 
（2）擦除 flash 
WINCE 映象约需占用 30 兆左右 flash 空间，烧写时请从扇区 2 开始到 127

扇区之间，如下图所示。请不要烧写第 0 和第 1 扇区，这两个扇区分别为 uboot
和 uboot 环境变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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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烧写 flash 
在 uboot 中输入如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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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 flash 中启动 WINCE 
烧写完成后重新上电并在 uboot 中输入如下命令启动 WINCE： 
JX2410# cp.b 80000 30200000 1d00000 
JX2410# go 3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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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Windows CE LCD 支持代码说明 

JXARM9-2410 WINCE 同时支持 5.7 寸 STN LCD 和 8.0 寸 TFT LCD，根据

使用的屏的不同必须修改相应代码。本章介绍如何修改代码以支持不同的

LCD。 
打开 E:\WINCE420\PLATFORM\SMDK2410\INC\S2410.h 文件。找到下面这

段代码： 
如果使用 STN LCD 请将前面的一个#if 0 修改为#if 1，后面的修改为#if 0； 
如果使用 TFT LCD 请将后面的一个#if 1 修改为#if 1，前面的修改为#if 0。 
然后点击“Build”下的“Rebuild All”重新编译。 
#if 0   // STN  
#define LCD_TYPE  LCD_STN 
#define TFT_TYPE  TFT_NULL 
#endif 
 
#if 1   // 8cun TFT 
#define LCD_TYPE  LCD_TFT 
#define TFT_TYPE  TFT_8_0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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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将 WINCE 烧写到 CF 中运行 

本节介绍如何将 WINCE 映象文件 nk.nb0 烧写到 CF 卡中并设置从 CF 卡中

运行。本节内容仅适用于 JXARM9-2410 教学实验系统，EB2410 开发板由于没

有 CF 卡接口，因此，不能采用这种方法运行 WINCE。 
（1）烧写 cfloader.bin 文件到 flash 中 
首先将 tools\cfloader.bin 文件拷贝到 tftp 服务器目录。 
在 uboot 中使用下面的命令将 tools\cfloader.bin 文件烧写到 flash 中。 
JX2410# tftp 30000000 cfloader.bin 
JX2410# erase 1:2-3 
JX2410# cp.b 30000000 80000 80000 
（2）下载 WINCE 映象到 SDRAM 

 
（3）启动 cfloader.bin 
将 CF 卡插入 CF 插座，CF 卡容量至少为 32Mbytes。 
在 uboot 中输入命令启动 cfloade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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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2410# run bootuser 
启动后界面如下： 

 
在 dnw 中输入’1’然后输入’y’开始烧写程序（从 0x30200000 开始）到 CF

卡中，烧写过程会比较长，写完成后将读取进行校验，如果校验没有通过将重

新写再校验。如下界面为烧写过程，烧写完成后将重新回到上图界面。 

第 98 页  共 99 页 



         ARM 嵌入式 WINDOWS CE 实践教程 

 
（4）从 CF 卡中启动 WINCE 
将已经烧写 WINCE 映象文件的 CF 卡插入 CF 卡座，然后启动 uboot 并在

uboot 中启动 cfloader.bin 进入 cfloader.bin 界面，在该界面中输入’2’从 CF 卡中

启动 WINCE。该过程大约为 1 分钟，它将 CF 卡中的 WINCE 映象文件数据读

取到 SDRAM 中，读取过程中跑马灯不断闪烁，读取结束后将自动启动 W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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