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章 预备知识
嵌人式系统的开发通常会涉及一些初学者不太熟悉的程序设计技术 ,所 以在正式介绍

uC/OS一 Ⅱ之前 ,本章先介绍几个预各知识。

本章的主要 内容有 :

● 开发工具简介 ;

● 连接文件、makefile文 件及批处理文件的基本概念 ;

● 利用连接文件、makeⅡe文件及批处理文件进行工程管理 ;

● 操作 系统常用数据结构——程序控制块、位图的概念。

2.1 开发工冥

众所周知 ,操作系统也是一种程序 ,它 的开发也就是程序的开发 ,因 此选用的开发工具合

适与否 ,将直接影响软件产品的最终质量。

2.1.1 BorIand C3.1及其精简版

鉴于 C语言的优点 ,使用 C语言来编写操作系统几乎是现在的普遍做法 ,uC/OS工 Ⅱ也

不例外。uC/OS— Ⅱ的原作者经过审慎的考虑 ,选用了当时性能极其优秀的 Borland C/C++

4.1(当 然 ,Turbo C也 不错 )。 但为了读者的方便 ,本书采用了 Borland C/C++3.1。

1.Borland C/C十 +3。 1简介

Borland C++3.1(简 称 BC3。 D是美国Borland公 司的一款经典产品,可应用于 xS6系列

CPU平台,配备的软件工具支持 C/C++及 汇编编程的集成开发和调试。该产品自推出以

来 ,就 以它卓越的编译性能及简单明了的操作界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深受广大开发工程师的

喜爱。

2.BC3。 1精简版

通常 ,人们所得到的 Borland C++3.1是 一种集成开发环境。但本书作者认为 ,对 于开

发嵌入式软件来说 ,使用集成开发环境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因 为集成开发环境为用户做了太多

的工作。对于个性化要求极高的嵌人式系统来说 ,集成开发环境为用户所做的这些工作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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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合适。

众所周知 ,一个程序的最终可执行代码是由程序设计者与开发工具共同完成的 ,开发者开

支的是源码 ,而二进制可执行代码却是由开发工具生成的。换言之 ,软件设计者不仅要在源码

设计阶段想方设法来满足嵌人式应用的个性化要求 ,而且还要在对源代码的编译及连接阶段

实施直接的操作和控制 ,甚至还需要在汇编语言级别对代码进行优化处理 ,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

吏最终产品符合嵌入式应用的某种个性化需求。

鉴于上述原因 ,作为嵌入式系统设计者应尽量使用一些基本开发工具 ,而不要过于依赖那

些已经为开发者做了很多工作的集成开发工具。换句话说 ,就是在系统的整个开发过程中 ,尽

可能做到事必躬亲 ,以 便对开发过程进行直接控制。

为达到上述 目的 ,本书使用了 BC3.1精简版。该精简版只保留了 BC3.1核心开发工具和

车,即 只保留了 BC3.1的 bin、 include和 hb三个 目录。bin目 录中为各个开发工具 ,include目

录中为库代码的头文件 ,lib目 录中为库文件。

bin目 录中的内容如图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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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BC3.1精简版 un文件夹中的主要工具

其 中 ,bcc。 exe为 C语言程序编译器 ;tasm。 exe为汇编器 ;tlink。 exe为连接器 。而 make。

exe则为用来执行 makefile文 件的执行工具 ,即 通常所说的工程管理器。

BC3.1精简版的安装相当简单 ,只需将其复制到相应的目录即可。本书作者把它复制到

了C盘 ,并将其目录命名为 BC,这样 ,当 开发者需要使用某个开发工具时 ,其命令格式如下 :

显然 ,这是一个使用编译器 bc⒍ exe对后面的文件进行编译的命令。

如果用户觉得每次都这样带着全路径输人命令很麻烦 ,也 可把命令所在路径设置到系统

的环境变量 PATH中 。这样 ,当 系统在 自己的系统中找不到命令时 ,就会到环境变量所指示

的路径中去查找 ;如 果用户在环境变量中设置了开发工具所在的路径 ,那 么系统也就能找到相

应命令了。于是 ,用 户在使用命令时就没有必要再键入很长的路径名了。

环境变量的设置方法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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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户系统是 Window⒛ 00或 Windows XP,则 按图 2-2所示 ,通过
“
我的电脑

”→

“
属性

”→“
高级

”-冫“
环境变量

”
,打开如图 2-3所示窗口。

图 2-2 打开环境变量设置对话框

图 2-3 环境变量的设置

在
“
环境变量

”
对话框的用户变量栏 目中选中变量 PATH,再按

“
编辑

”
按钮 ,打开

“
编辑

用户变量
”
对话框 ,在变量值中增加 C:\bc\bin,并 使用分号把它与环境变量中的其他

各项隔开 ,这样 ,环境变量就设置好了 ,从此用户便可以直接使用各个开发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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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效果,处理嚣计划`内 存便用,以及虚拟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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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C3。 1精简版使用示例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程序示例来说明 BC3.1精简版的使用方法。

例 2-1 一个简单的问候程序。

(1)程序代码

(2冫 编辑程序

使用任意一种文字编辑软件来书写程序 (这里使用了 Windows提供的写字板),待 程序编

≡完毕且检查无误后 ,用 test。 c名称将文件存放到事先创建的一个 目录中 ,例 如将 日录命名为
∶I∶ Γ2-1。

(3》 把程序编译成囝标程序

进人命令行环境并进人程序所在 目录 ,然 后使用如下命令对源文件 test。 c进行编译 :

￠

^琢

0△←Ⅱ畦△∷垂灬汹斌艹巾燕蚶△0|小沁式艹艹蛉轷|0∷|△△△∷I∷I∶△∷△∴ⅡI∷△∷ⅡⅡ∷∷∷∷∷∷

其中,bcc为编译命令 ,该命令将启动 bin目 录中的 bcc,exe。 命令行最后面的 test.c为 待

疝译的源文件名称。处在编译命令与源文件之间的那些字符则是编译命令的选项 ,这些选项

≡义了编译器具体芷作方式。也就是说 ,用户选择了不同的选项 ,同 一个源文件的编译结果将

空有所区别 9这也正是作者主张使用基本编译器来开发嵌人式软件的原因。

上述命令中使用的选项为 :

● 指定将源文件编译成 目标文件的选项-c;

● 指定内存模式的选项-ms、一mh、一ml(本书主要使用-ml);

● 指定包含文件路径的选项-1xxxx墨

● 指定库文件路径的选项-Lxxxx。

编译后 9在本 目录会产生一个 test。 o妫 文件。以 o妫 为扩展名的文件是一个中间文件 ,也

砹叫做 日标文件。

BC3。 1的其他编译请查阅 BC3。 1使用手册。

(4》 把囝标文件连接成可执行文件

为了形成扩展名为 exe的最后可执行文件 ,还 需要把 目标文件与生成可执行文件所需其

乜日标文件连接起来。为此 ,接下来要使用 BC提供的连接器 dink。 exe。 具体做法如下 :`

∷钭Ⅵ艹妍|△珈叭艹叭莳艹蝴 Ⅱ咖蛄0奶i△艹艹ⅡⅡ△恤艹∷蚺 吐∶
=0蛙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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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连接器的命令格式为 :

dink匚 选项⋯彐 目标文件名 匚目标文件名⋯彐,最 终可执行文件名 ,map文 件名 ,lib文件

名,def文件名

为了简单起见 ,本例并没有使用连接选项和 def文件 ,而 只列出了需要连接的两个 目标文

件和一个库文件。

对于经常使用集成开发环境的读者来说 ,连接命令中的目标文件 test。 obj和库文件 d。 lib

都容易理解 ,比较难理解的是 c:\bc\lib\cOl。 ○叻。原来 ,由 于历史的原因,PC机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内存模式 ,于 是就使同一源程序会因使用不同内存模式而使其可执行程序

代码有所区别 ,因 此为了形成不同的可执行代码 .开 发环境就在 目录 hb中 提供了一系列的特

殊 目标文件——启动模块。采用不同的内存模式 ,要 使用不同的启动模块。因为本例在编译

时指定了 ml内存模式 ,所 以在连接时就要使用支持 ml内 存模式的启动模块 cOl。 obj即 启

动器。

BC3.1中 几种不同内存模式所需的启动模块和相应的运行库见表 2-1。

表 2-1 BC3.1中 常用几种不同内存模式的启动模块和库

内存模式 启动 模 块 数学库 运行库

—mc(∞ mpact模 式 ) COC.OBJ,COFC,OBJ MATHC。 I'1B CC,I'IB

m̄l(large模 式 ) COL。 OBJ,COFL,OBJ MATHI冫 。LIB CL,LIB

—mh(huge模式 ) COH.OBJ,COFH,OBJ MATHH,LIB CH。 LIB

从表 2-1中可知 ,不 同的内存模式 ,其库文件也不同。因为本例需要使用运行库 ,所 以连

接命令中用到了与 ml模式对应的运行库 d。 lib。

本例最终产生了一个可执行文件和一个 map文 件 ,并 且其名称都被命名为 te哎 ,用 户可

通过 map文件来查看程序的内存映射。

本例的连接和运行见图 2一 4。

cIε ·

图 2-4 例 2-1程 序的连接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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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多文件程序的编译和迕接

左软件设计的实际工作中 ,一个工程通常都会有多个源文件 ,所以通常都会要经过编译和
三乓两个过程。

一个可执行文件的形成过程如图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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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可执行文件的形成

下面用一个简单示例体会一下多文件程序的生成过程 。

例 2-2 一个具有三个源文件应用程序的编译及连接示例 。
(1)pa程序代码

头文件 pa)h代 码如下 :

源文件 pa。 c代码如下 :



狼               /Os-II赝 畏理及应日目(刍急2糊艮》

(ω pb程序代码

头文件 pb。 h代码如下 :

源程序 pb。 c代码如下 :

(⑴ test6c稷眵代码

(4》 鲳羸 孑蔡

编译 1)a。 c以形戚 pa。 0叻 文件”命令为 :

Ⅱ∷∵》艹0△0|△|△蛄 扯Ⅵ抨
^泖

￠△△∷、△LC:\变 \lΙ  pa,c

编译 pb.c以形成 pb“ O钠 文件 -命令为 :

∷∷∷∷≯Ⅱ0||∷0∷|诬廴∷|i00锨△00亠|0￠∶△|、 |k:\。c\li廴  Pb、 c

编译 test。 c以形成 tt,st。 0劲 文件 ,命令为 :

∴∷∷|∴∷∷》∷琢廴∷△←|“||Ι￠∶、艹Ⅵ拙艹亦呤|l∵∶̌|每Ⅱ\Ⅱ

`廴

|0∷ test.￠

(5》 连接藏可执行文件 扯gt。 exe

生成 test。 exe的 命令为 :

oza。 ∷̈ ¨ 。̈ △̈



图 2-6 例 2-2程 序运行结果

可见 ,当 工程源文件较多时 9tlink命令会很长。为了程序设计人员的方便 ,BC3。 l允许把

三妥命令的内容写人一个叫做连接文件的文本文件 ,这样 。以后便可以通过对连接文件的引用

Ⅰ这行目标文件的连接I作 。其命令格式为 :

dink@连 接文件名

使用连接文件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连 接文件内容可以分行书写 ,即 以原命令中的逗号为界

干→行。对于本例来说 9连 接文件就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

如果分行后 ,一行仍然很长 ,那么还可用
“
+”号作为续行符再进行分行书写。例如 :

一

预备知识、乡
)Llh廴 oi\邮灬00⒈∷obj∷ o⒋∷∷曲 ∷V0obi-^Ⅱ∷∷∷ob⒈ ,∷

∷∷∷∷哈 0∴Ⅱ|艹0=0∶吣 ∷|土斌0∴ i0∷Ⅱ∷∷∷∷∷∷∷

(6)运  行

刊 2-2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2-6所示。

吖廿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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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白主定义连接文件的名称和扩展名 ,例 如本例为 testlink。 于是 ,在使用连接命

令时 ,其格式就如下所示 :

2.2 工程管理工冥 make及 makeⅢe

与使用连接文件类似 ,为了减轻工作量 ,BC也允许把源文件的编译及 目标文件的连接全

部工作写成一种叫做 makefile的 文件 ,并提供了可以执行这种文件的工具 make。 exe,从 而实

现了所谓的
“
自动

”
编译和连接。

1.make工 具

make工具也叫做工程管理工具或项目管理工具 ,实质上就是开发工具所提供的一个实用

程序。该实用程序可按照∵个由用户所编写的脚本文件来对工程项目进行管理。

众所周知 ,稍 大一些的软件工程都会有多个源文件 ,有 时其数量可多达数百乃至数千 ,对

数量如此巨大的文件进行编译、连接和管理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因程序中的错误

而需要多次重复做相同的管理工作时 ,更是使人不胜其烦。

为了摆脱上述窘境 ,现代开发工具都配有上述工程管理工具 make。 exe。 该工具的功能就

是运行一种叫做 makefile的 文本文件。该文仵由软件项目开发者编写 ,并在其中说明了工程

项目源文件的编译、连接步骤以及一些相应的管理工作步骤。这样 ,当 用户需要时 ,便可以使

用命令 make启 动工程管理工具 meke,exe,该 工具就会去查找用户编写的 mOkefile并 执行

它 ;从而实现了项目文件的
“
自动

”
管理。

可能是经常使用集成开发环境(IpE)的 原因,目 前很多人(尤其是学生)都不太清楚 make

工具及 makefile,因 为 IDE都为用户做好了这些工作 ,通常用户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必须

指出,作为嵌人式系统的开发则不能完全依赖这些 IDE,因为嵌入式应用常常会有一些个性化

需求 ,而 IDE所产生的代码往往不能满足这些需求。所以,嵌 入式系统的设计往往要求程序

设计人员必须事必躬亲 ,每一步设计工作都要心中有数。因而 ,对 于嵌人式系统设计人员来

说 ,如 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掌握 make和 makefi1e,那 么就不可能开发出合格的嵌人式软仵。昕

以作者希望读者应尽量使用精简版 BC3.1来进行本书的试验 ,以 防止不自觉地依赖那些方便

的集成环境 ,从而在面对实际工程的个性化需求时束手无策。

2。 血akefik的结构

其实 ,makefile就是对源文件进行编译和连接的脚本 ,这种文件所使用的命令就是我们

用的各种 DOS命令。也就是说 ,所谓的 makefile文 件就是用 DOS命令写出来一个文件 ,只

过这些命令表达了对工程文件的管理工作。

从结构上来看 ,一个 makefik由 若干个程序段组成 ,每个段都有一组用来完成工程管

·Bz-=       ∷ 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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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全令集。为了对程序段进行标注 ,程序段的前面必须有一个标号 (也 叫作 目标 )target。
∶
聂
=哇

序段需要关联时 ,在 target后 面还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与程序段关联程序段的标号 ,每

Ⅰ
=斥

号前面都要带有一个空格。

∷三kefile的 一个程序段的格式如下 :

锃字标号 :关联程序段标号 1关联程序段标号 2⋯

命令集

庄意 :命令集中的所有命令行必须以 TAB键开头。

3,标号的作用

f号可看作是一个程序段的名称 ,用户可在 make命令的后面用标号来指定要执行的程

咧 2-3 标号作用的示例。

(1)makefik代码

下面按照格式在文本编辑器中编写一个 mak曲 le。 其内容如下 :

检查无误后 ,将文件命名为 makeⅡ le(这是 mak曲le的 默认名称 )。

(2)说 明

在这个 makefile中 共编写了三个程序段 :target1、 target2和 target3。 从功能上看 ,第一

{要在本目录下创建一个名称为 11的 目录 ,第 二段要在本目录下建立一个名称为 22的 目录 ,

苒三段则是要删除 11和 22这两个目录。

(3)第一次运行

在命令行窗口中进人本 makefile所 在目录 ,然后在键入命令 m毖 e后 按回车键执行该命

⒈ 待执行完毕后 ,会看到本 目录中新创建了一个名为 11的 目录。由此可知,make执 行了

1keⅡ le中 的第一个段落 ,即 标号为 targed的 那个段 ,而其余两个段均未被执行。

(O第二次运行

这次键入命令 :

咖打蜘娘碗Ⅱ∷Ⅱ∷∷∷∷∷|∷∷∷∷∷∷∷∷∷∷∷∷∷∷∷∷∷∷∷∷∷∷∷∷∷∷∷∷∷∷∷∷∷∷∷∷∷∷∷Ⅱ∷∷∷∷∷∵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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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束后 ,可以看到本目录中又增加了一个目录 22。

(5)第三次运行

键入命令 :

∷∷∷∵|∵∷∶∶|∷∷∷∷∶∷∶∷∷|∷∷|=∷∵∷∷∷蟋 |∷嫩 蚺 :∶∷|∷∶|∶|∵|∴∶I|∵
=∶

|∷||∶||∶∵∶Ⅱ÷|∷∶∶0||∷∷|∷∶∶||∷∴I|∷∵∶∶∷||=∶|∶∶∷∷|∶∶∷∷∷∶||∶∷∷∵∶∶∵||∷||||∴●∷∶∴∷∷∷∷∷∷∷∷∷∴|∵∷|∷∷.△I0i△△△△△△△I△△△ⅡⅡⅡ△△ⅡⅡⅡ△△△I

运行后会发现 ,目 录 11和 22都被删除了。

(6)结 论

mak曲le的 首段为 make。 exe的 默认执行段 ,而其他段的执行则需要在 make命令中通过

标号来指定。另外 ,如果程序段只有标号和命令集 ,则该程序段的执行不会发生任何转移。

曲于可在 makefile中 使用任何命令行命令 ,当 然也包括 bcc和 dink等 BC命令 ,所 以用

户可把源文件的编译及目标文件的连接工作也写到 makeⅢe中 ,即通过执行 makefile文 件来

完成编译及连接工作。

例 2-4 为例 2-2设计一个具有 4个程序段的 makeⅡ le,并在该文件中实现源文件的编

译以及目标文件的连接 ,从而生成最终可执行文件。

(1)makeFih代 码

makefile代 码如下 :

(2冫 说 明

为了提高可读性 ,在这个 makefile中 使用了文件名来作为标号 ,而且这个文件名就是本

程序段的命令即所要完成的目标。第一个程序段完成各个 目标文件的连接 ,从而形成最终可

执行文件 TEST。 EXE,而另外三个程序段则分别完成了三个源文件的编译 ,从而形成三个目

标文件 PA。 OBJ、 PB。 OBJ和 TEST。 OBJ。

(3》 makefile的 执彳亍

根据代码可知 ,要想完成本例程序的编译和连接 ,用 户须在命令行下使用如下 砝个命令 :

俏

9

‖



由于使用了文件名作为标号 ,而这个文件名表示的又是该程序段命令集所要生成的文仵 ,

=此
这种标 号也 叫做

“
目标

”
,例 如上例 中的 TEST。 EXE、 PA。 OBJ、 PB。 OBJ和 TEST。

彐 等。

另外 ,由 于工程的编译、连接工作通常会需要多个程序段来完成 (例如上例用了 4个程序

较 .但遗憾的是 ,每生成一个文仵就要使用一次 make命令 ,所 以为了能把相关程序段关联起

嫌”丿、雨只使用一次 m钛e命令就能完成所有的编译及连接工作 ,makefile允 许把程序段写成

苄t形式 :

目标 :生成 目标所需要的文件名(依赖文件 )

命令集

为了强调 目标与其所需文件之间的关系 ,人们把生成 目标所需要的文件叫做
“
依赖文件

”
,

贤称
¨
依赖

”
。

对于例 2-4来说 ,如果要把生成 TEST。 EXE文件的程序段与生成其依赖的程序段关联

逦丧,那 么按照上述格式 ,例 2-4的第一段程序就为 :

其含义是 :本程序段的目标为 TEsT。 EXE,该 目标需要 由 PA。 OBJ、 PB。 OBJ和 TEST。

~娜 三个文件来生成 ,其命令则为 TLINK@TEsTLINK。 如果 目标所依赖的文件都存在 ,满

己圭成目标所需要的条件 ,则 连接命令 THNK被 执行 ,否则以 PA。 OBJ、 PB。 OBJ和 TEsT。

邓 为转移 目标转向以它们为标号的程序段。也就是说 ,“ 目标 :依赖文件名
”
的这种格式是

一砷多分支条件转移语句。也就是说 ,当 生成 目标的条件不满足 (依赖文件不存在)时 ,程序的

执行将要发生转移 ,其转移 日标就是以依赖文件名为标号或 目标的程序段。

为了对上述内容有一个初步了解和认识 ,下面先看一个示例。

例 2-5 为例 2-2程序编写一个 makeme文件 ,并利用依赖把用以完成工程文件编译及

连接工作的各程序段之间关联起来 ,从而使用户仅使用一
冖个 mal【e命令 ,便可完成编译及连接

匚务。                                    ∴

拣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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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kefik文 件

社

(2)说 明

在本例中,依赖与其他程序段之间的关系如图 2-7所示。

唧 E    oH

龃

芦

PB,oB

msTOBJ∶
bccˉ oˉ ml-IC∶ XBCXINCLUDE巳 C∶ XBCXLB11巳 sTC

图2-7 例0-4makeⅡle的 工作过程示意图

(3)makefiie的 执行过程

如果用户使用如下命令 :

则 makefilo的 执行过程如下 :

① 由于 make命令中没有任何参数 ,因 此最开始被执行的就是本 makeⅢe的第一程序段

落。如果目标 TEST.EXE后面的各个依赖义件 (PA。 OBJ、 PB。 OBJ和 TEST.OBJ)都 存在Ⅱ

则命令 TLINK将被执行 ,从而把各个依赖文件连接成最终可执行文件 TEST.EXE,随着程

序的执行即告结束。

② 如果依赖 (即 本例中的 PA。 OBJ、 PB。 OBJ和 TEsT.OBJ)并 不完全存在 ,那 么本段

的命令也就不会被执行 ,从而以依赖文件的指示转向以该依赖文件名汐 目标 (标号 )的 程序

生成本程序段的目标 PA.OBJ、 PB。 OBJ或 TEST.OBJ。

可以看到 ,makefile的这种执行方式特别像人们做菜 ,首 先指定最终 目标 (例 如做一盘

婴
¨ i¨¨̈

∶
。̈ ¨̈ 礁

生
成
依
赖
后
程
序
会
回
溯
生
成
日
标

当
依
赖
不
存
在
时
程
序
发
生
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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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叮I骨 )并在其后面指定所需原料 (依赖),对于糖醋排骨来说 ,所需依赖就是糖、醋、排骨。于

LlT makeⅡ le的 写法就是 :

掊醋排骨: 糖 醋 排骨

制作糖醋排骨

糖 :

到商店买糖

醋 :

到商店买醋

排骨 :

到商店买排骨

也就是说 ,当 用 make命令执行该 makefile时 ,首先执行第一段 ,如 果原料齐全 ,则 执行命

△来制作糖醋排骨 ,程序结束 ;如 果原料不齐全 ,则 不能执行本段命令而转向所缺原料为 目标

∷程序段来执行 ,当 所有原料都齐全时 ,程序回溯到第一段执行 ,制 作最终产品——糖醋排骨。

另外 ,为 了格式上的整齐 ,凡是以目标为标号的程序段都要写上 目标的依赖 ,对 于例 2-5

力 mak山 le,其规范的写法如下 :

∷∷∷il:||li;::;∶∶{∶|∶l:,|∶ !;i∶∶|i∶∶i丨:iiiiiii∶ |∶iii∶li∶ i∶{∶∶i甘丨iii∶,丨i∶丨||丨|||{|iil|∶ l||l|∶丨|∴∴∴∴∷∷                        ∷∷∷∷
5。 make工具对依赖文件 B寸 闾戳的检杳

上述的 mak曲le命令执行规则只是一个粗略表示 ,其实人们使用 makefile的 重要目的在

于减少重复的编译、连接工作 ,以便提高程序的开发效率。

实际上 ,make工具在执行 makefile的 各个程序段时 ,首 先会检查 目标 (target)文 件是否

已经存在 ,如 果存在 ,则会进一步检查该目标所依赖文件的时间戳 ,只 有当依赖文件比现有目

标新时 ,其命令集才会被执行。其目的就是 :尽量不做不必要的重复编译工作。

6.伪 目标

由上可知 ,make⒒ le的 target有 标号和目标两种作用 :当它是文件名时 ,它既是标号也是

目标 ;而 当它只是一个标识时 ,它就是标号。听起来很混乱 ,所 以为了明确起见 ,人们把 make

伍le中 的 target全部叫做目标 ,把那种仅起标号作用的目标则叫做
“
伪目标

”
。



狼
在 makeⅡle中 ,伪 目标所对应的程序段是一个不与其他程序段相关联的程序段 ,所 以在

需要执行它们时 ,必须在 make命令中显式地使用其标号 ,除非它是 makefik的 第=-个程序段

(几乎没人这样做 )。 它们通常被用来完成一些创建 目录、删除 目录、复制文件、移动文件及删

除文件等项 目管理任务。例如 ,可 以为例 2-5中 的 makefile添 加一个标号为 CLEAN的伪 目

标代码段 ,该段的任务就是为了用户 目录的整洁 ,在 已生成了最终可执行文件后 ,删 除那些中

间目标文件 PA。 OBJ、 PB。 OBJ和 TEsT。 OBJ。

修改后的 makefile如 下 :

如果用户在命令行环境中使用了如下命令 :

则上述 makefik文 件 的 CLEAN代码段便会被执行 ,3个 目标文件 (PA。 OBJ、 PB。 OBJ和

TEST。 OBJ)就 会从 目录中被删除。

7。 makeⅡ℃文件的命名

makefile是 make文件的默认名称,如果用户不喜欢该名称 ,则完全可以自行对其进行命

名(包括扩展名),但在 make命令中要使用参数 f,即 :

m8keˉ f 文件名

8.makefile中的变量

通常,在一个 makefile中 会有很多经常要重复使用的元素,例 如例 2-4中 的编译命令

BCC、 编 译 命 令 中 的参 数 -c-ml-℃ :\BC\INCLUDE -LC宫 \BC\LIB,等 等 。显 然 ,用 -些

比较简洁且语义清楚的符号变量来表示它们更好 ,因 此 make￡ ile允 许人们定义变量。
、

定义一个变量的格式为 :

饔
⋯ˉ⋯ ⋯⋯̌⋯ ⋯ 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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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值

引用变量的格式为 :

s(变 量名 )

如果在例 2-5的 make⒏ le中 使用变量 ,则 该 m戒 e伍le代码如下 :

:∶

∴岬 黼 昕犍璃̄酵 复交熹

》∴△↑∷∷、∵∷∷氵∵氵∷氵∷、疡晶嬷荡埸汤

髀鞲棒珥鼙蘩∷∷∷Ⅱ∷

赢

蜘

唧 呷擒鹦骧黯辔|阝∴||芒芒:芒I芒 l芒∷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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蛳 i

P窈亻泅σ∶

陬 姗

弘

骆

\∷

p\∷

=-∷

G

p⒏∶σ

夺 TEsT.C

△均枷漱曲蛐栅腑湘唰姗擀跚蜊蝌替料擀擀擀韩擀氓龄ⅡⅡ∷|-∷△|·̄
=∷
∷∷∵∷∷

其中 ,前面带有符号
“
‖
”
的为注释行 ;虫口果依赖文件表示行过长 9也可以反斜杠

“
\” 为换行

符分行书写。

关于 makefile的 内容还有很多 ,但上述内容已足够本书使用 ,因 此不再赘述 ,感兴趣的读

者可 自行参阅其他相关文献。

2.3 复杂工程顶目的管理

2.3.1 批处理文件与 makeⅢe的综台使用

相信大多数读者都熟悉批处理文仵 ,它不仅可以一次启动一批命令 ,而且还可以用鼠标顽

击图标的方式来启动 ,是一种很方便的命令行工具。因此 ,人们通常会把批处理文仵、mak⒈

⒒le和连接文件结合起来使用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程序开发效率。

例 2-6 使用批处理文件、makefile和 连接文件来处理例 2-2源程序的编译和连接 c

(D批处理文件

由于在前面已经介绍了本例所需的 makefile和 连接文件 ,所 以这里只介绍批处理文件 :

本例的批处理 MAKETEsT。 BAT文件如下 :

蘖



(2)说 明

为了逐步与本书的内容靠近,本例中的 make文 件被命名为 TEsT。 MAK,而连接文件被
舞名 为 TEST。 LNK。

(3)批处理文件的启动

批处理文件的启动如图 2-8所示。

鼽
徇

黝
鲮
谶

换睫方式

Li19··c夂 V‘ 1t
c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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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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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

图 2-8 批处理文件的使用

2.3。 2 复杂工程管理示例

在一个实际工程的创建和管理中 ,其众多的各种文件常会因各种原因而分别放在不同的

吕录中。例如 ,第三方代码通常不会与系统代码放置在同一个 目录 ,而用户代码也不会与系统

文件或第三方等其他文件混杂在一起。不仅如此 ,即 使同是用户文件 ,在编译过程中所产生的

各种中间临时文件也会被单独分类放置。总之 ,为 了清楚有序 ,开发人员应该为工程设置多个

目录 ,从而使不同的代码各有其所。也就是说 ,设计者应该充分利用批处理文件和 makefik

的强大功能 ,负 起对各个 目录的管理责任 ,使工程的创建工作规范有序 ,从 而尽可能减少不必

要的错误 ,提高工作效率。

下面使用一个示例来说明批处理文件和 makeⅡle文件在工程管理上的作用。

例 2-7 本例使用了两个来源不同的第三方源程序 ,一个存放在 目录 PORT\PT,另 ˉ个

存放在 目录 PC。 用 户 自己 的源 文 件 TEST。 C和 连 接 文 件 TEST。 LNK存 放 在 目录

SOURCE,批处理文件和 makefile文 件被存放在 目录 TEsT,同 时该 目录还要负责存放将来创

建tB来 的最终可执行文件 TEST。 EXE。

骢

禹
双击该文件即可启动自

动编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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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序囝录的组织

为了层次清晰 ,用 户的两个目录作为子目录设置在目录 MAIN,然后把全部 目录都设置

在本例的总目录 exp5中 。整个目录组织结构如图 2-9所示。

图 2-9 例 2-7工程文件的组织

从图中可以看到 ,为 了创建工程 ,在 MAIN下 还设置了两个临时 目录 :用 来暂存 中间文

件的 OBJ及进行文件编译和连接的场所 WORK。

其中,WORK也 常常被叫做工作 目录 ,其作用就是为编译和连接工作提供一种场所。之

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某些工程可能不会用到所有的基础文件 (源文件 、已存在的目标文件、头文

件等),因 此为了防止混乱 ,人们常常会把一个工程所需要的基础文件事先复制到 WORK目

录 ,然 后就在这个 目录中进行编译和连接 ,而 把得到的中间 目标文件复制到 0玎 目录以备

查询。

由于 WORK是 编译 和连接 的工作场所 ,所 以它总是 makefile工 作 的地点 ,为 了编写

n·ak羽k方便,图 2-9中 ,也 lE基于WQ尽K位置的其他目录的相对路径标注了出来。例如,

在 WORK中 访 问 SOURCE,则 该 目录 的路 径 就 为 。。\SOURCE,而 访 问 PC的 路 径 就 为 。

^。

.

\PC。

(2》 批处理文件

批处理文件要负责临时文件目录的创建及删除 ,同 时还要负责 makefile文 件的启动。本

例批处理文件代码如下 :

W
动

要

目标代码临
时目录

⋯⋯⋯ ⋯ ~¨ ¨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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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头两句创建了两个临时 目录 WORK和 OBJ。 接下来便用 CD命令进人 工作 目录
iⅡ ∷|RK,然后把存放在 TEsT中 的 MAKETEsT。 MAK复 制到工作 目录 WORK,接下来便启

=二
akeⅡ le文件进行编译和连接 ,以 创建本例的可执行文件。

最后 5条语句则用来删除临时 目录 ,当然在删除之前系统会向用户发出询问 :“是否真的
萼⒈ 涂 ?”

(3)makeFih文件

mak曲 le文件代码如下 :

:∶∶∶∶::::::∶ :::营营Ξ∶∶啻吾:章吾吾:雪雪:营::::::∶∶∶:∶∶∶∶∶∶∶∶∶∶∶∶∶∶∶∶∶∶∶|∶∶∶∷∶
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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玎⒃⒃i ∵FT
rEsT=c

抵赢 矿 赢 ∴
∷∷∷∷ COPY∷∷∷9(” 9`(PⅡ艹∷∷∷∷∷PT∵ Ⅱ ∷∷∷∷ ∷∷ ∷ ∷∷∷∷∷∷∷∷∷∷∷∷∷∷∷∷∷∷

(→ makefik的 说明

本洌 makeⅡ le的 代码与本章前几个示例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有两点 :一是使用了—些命
∷吁翁令来完成文件在不同目录中的复制 ;二 是最后一个代码段没有与目标 (target)编 译相
Ⅰ玎命令 ,只完成了一些头文件的复制工作。

2.4 常用数据结构

由于操作系统具有与普通软件不同的任务 ,因 此它也就有些不同的特点 ,包括一些不同的
圩居结构。及早掌握这些特点 ,对快速理解操作系统有很大的帮助。

2,4.1 程序控制块

众所周知 ,操作系统是一种管理软件。所谓管理 ,就是在 了解被管理对象的基本信息之
≡,在 需要时 ,按照某种规则对这些被管理对象进行分配、调度等操作。显然 ,管理工作的基础
Ⅰ于详细地掌握被管理对象的信息 ,而掌握这些信息的手段就是要对被管理对象进行登记、造
f.必要时还要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更新信息。既然要登记、造册 ,那就免不了需要使用一些
灵咯。因此 ,操作系统中使用的各种表格就是学习操作系统的要点。

目前 ,无论是什么操作系统 ,在它的诸多管理用表中,程 序控制块最为重要。之所以这么
t.是 因为操作系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系统中的软件进行管理 ,而对软件的管理实质上也
乏是对程序代码的管理。也就是说 ,要对这些代码分门别类地登记、造册 ,从 而使系统能够通
三各种表格 ,依照表格上所记录的信息来实施代码的管理。

从代码上来看 ,程序控制块就是一个结构体。例如 :

COPY∷∷∷9∷《Pc,\凹∵∷0 PC=羽

钐鳖鳘霪爹驴∷
∷

饣鎏奋裹』埴攵寇的指针
为了把这个结构与被管理代码关联起来 ,该结构包含了一个指向被管理代码的指针 (函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