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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的步骤是
    操作系统环境是 Ubuntu 10.10

1.1 安装工具链 GNU ToolChain

1.2 先从官网（Openrisc）下载 hello world 源代码，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

1.3 一个终端开启 sim（即 Or1ksim），同时开启 RSP 服务，具体开启命令如下

1.4 另开启一个终端，运行 gdb，加载（1）中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同时通过 RSP 服务   连

接到 Or1ksim，然后运行 hello world 这个程序

2.  具体细节如下
2.1 安装工具链

       使用的是官网的安装脚本 MOF_ORSOC_TCHN_v5c_or32-elf.sh(以附上)。开终端

输入 sudo bash ./MOF_ORSOC_TCHN_v5c_or32-elf.sh 这样的命令安装，安装过程

无非是选择 y/n，填安装路径之类的(我填的是/opt/or32-elf)，安装的时候需要从官网下载

文件，我就晚上开着电脑连着网，早晨起来就完成了，实际可能只要 1-2 小时。

        现在官网提供了新的安装方法(http://opencores.org/openrisc,gnu_toolchain)，

我使用的方法还是上一次提供方法。

2.2 工具链文件夹结构

       GNU ToolChain 的目录主要有 2 个，分别在/opt/or32-elf(安装的时候自己填的），

另一个是/home/comedian/or32-build。

       在/opt/or32-elf/or32-elf/bin 文件夹下有 or32-elf-gcc、or32-elf-gdb 等等。

       在/home/comedian/or32-build 文件夹下有很多子文件夹，主要的有 2 个。一个是

or1ksim- 0.4.0，这个文件夹中有一个程序 sim，即为常说的 or1ksim 或者 or32-

uclinux-sim；另一个文件夹是 linux-2.6.24，在这个文件夹中主要有两个文件，一个是

vmlinux，即为 uclinux 镜像文件，另一个是 or1ksim_linux.cfg 即为 or1ksim 的配置文

件。

2.3 得到 echo.or32

从官网下载 hello world 源代码。官网提供的是一个 zip 文件

demo_or32_sw.zip(http://opencores.org/download,or1k)。

          解压后为



              

        然后在终端中切到该目录，输入 make，生成 echo.or32 这个基于 OR1200 的可执行

文件。至此，得到了 hello world 的可执行文件。

2.4   在 Or1ksim 上模拟跑 uclinux 的两种方法

2.4.1  不使用 xtem

        开启一个终端输入 sim -f or1ksim_linux.cfg vmlinux，然后开启另一个终端输

入

        telnet 127.0.0.1 10084(想知道原因可以看看 or1ksim_linux.cfg 的 section 

uart 部分）,然后回车，就进入了 uclinux。
  



2.4.2   使用 xtem

          应该先修改 sim 配置文件 or1ksim_linux.cfg 中的
          section uart
                  enabled = 1
                   baseaddr = 0x90000000
                   irq = 2
                  /* channel = "file:uart0.rx,uart0.tx" */
                  channel = "tcp:10084"
                  /*channel = "xterm:"*/
                 jitter = -1                     /* async behaviour */
                 16550 = 1
           end

           为
           section uart
                  enabled = 1
                 baseaddr = 0x90000000
                 irq = 2
                 /* channel = "file:uart0.rx,uart0.tx" */
                 /*channel = "tcp:10084"*/
                 channel = "xterm:"
                 jitter = -1                     /* async behaviour */
                 16550 = 1
            end

        然后运行   sim -f or1ksim_linux.cfg vmlinux（当然要注意程序路径问题，这里只

是写出格式），然后自动弹出一个 xtem（原因看上面的修改），这样就能跑起来

uclinux。截图如下： 



2.5 下面正式开始调试 hello world

先继续修改 sim 配置文件 or1ksim_linux.cfg 中的
              section debug
                    enabled = 0
                    gdb_enabled = 0
                    server_port = 9999
               end

为
              section debug
                    enabled = 1
                    gdb_enabled = 1

                    rsp_enabled = 1    /*开启 rsp 服务*/
                    rsp_port = 51000
               end

同时修改
               section mc

                    enabled = 1
                    baseaddr = 0x93000000

                    POC = 0x00000008                 



                    index = 0

               end

为
               section mc

                    enabled = 0

                    baseaddr = 0x93000000

                    POC = 0x00000008                 

                    index = 0

               end

然后开启一个终端，输入 sim -f or1ksim_linux.cfg，截图如下

见最后一行可知，已开启了 RSP 服务，端口为 51000。

接着再开启另一个终端，打开 or32-elf-gdb(在/opt/or32-elf/or32-elf/bin 下)

接着输入 file echo.or32（即指定要调试的程序）(我已经把 echo.or32 拷贝到这个当前文

件夹下）

接着输入 target remote:51000(连接到刚开启 RSP 服务的 sim 仿真器上）

接着输入 load(加载调试程序到 target)

接着输入 set $pc=0x100(这里还没有弄明白)

接着输入 c(或者输入 continue，此为 gdb 的命令，可以 google 下其含义)

整个操作见下图



然后看看刚开启的另一个终端，就显示了 hello world，具体见下图



注释：这里显示的是 Hello World!11111，那是因为我修改了 demo_or32_sw 下的

main.c,重新 make 一下，生成了新的 echo.or32，目的是为了看看 echo.or32 到底是不

是这个 main.c 编译的结果。

3. 结束语
        由于所学甚浅，写的肯定漏洞百出，还望各位网友指教指教。

        所写的主要是参考了 http://www.socvista.com/bbs/viewthread.php?tid=2485 

        我写的这个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一些操作而已，不过作为新手，我的确摸索了一

段时间，特意记录下来，为其他和我一样的新手提供一丝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