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lipse+Cygwin+gcc构建 Windows下类 Unix开发平台 

http://bbs.chinaunix.net/thread-1265089-1-1.html 

这两天突发奇想，Eclipse 的 CDT 能够构建 C 开发平台，Cygwin 可以模拟 Unix 环境，为什么不结合使用，

构建一个在 Windows 下开发 Unix 程序的 IDE 平台呢？ 

说干就干，立刻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确实已经有很多人已经有过一些研究。感谢前人的栽树，让我有好大

的阴凉，哈哈。不过在实践过程中，还是发现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为防止大家也走这些弯路，我把自

己的一些经验总结一下，以飨大家。 

首先，下载 Cygwin 环境，可以在 http://www.cygwin.com 下载最新的版本，不过网上好像都是提供的网络

安装版。下载之后，执行安装，注意到选择安装部件的时候，选择开发包的安装，如下图所示： 

 

装完之后，设置一下环境变量，把 Cygwin 的 bin 目录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至此，Cygwin 已经安装完毕。 

然后，安装 CDT 插件，可以直接在 Eclipse 网站上下载单独的 Eclipse CDT 套装，也可以直接下载 CDT 插件

安装到原有的 Eclipse 目录下，需要注意的是 CDT 版本和 Eclipse 版本必须对应，否则加载插件不成功（没

试过，或许也有兼容性，不过 Eclipse 网站上提示需要版本对应）。 

CDT 插件安装完之后，能够在 Eclipse 的 Preferences 上看到 C/C++的配置，这表明，安装插件成功。 

 

现在，已经可以在 Eclipse 里面开发 C/C++项目了，神奇吧。 

下面讲几个有用的经验。 

1、 

自己编写 makefile 文件 

CDT 把很多操作都搞得比较自动化，默认情况下，它会自动生成两个目标目录，Debug 和 Release，在这两

个目录下，都会生成相应的 makefile 文件。比较恼火的是，你没有办法改它，修改完之后，又会恢复成原

来的内容。 

实际上，只需要把下面这个 Generate Makefile automatically 的 check 打勾去掉，我们就可以自由的修改

makefile 了。 

 

2、 

如何在 makefile 中加载动态库 

很多实际的工作不可能像 Hello World 这么简单，有很多工程我们都需要加载一些其他的库文件，比如操作

Oracle 数据库，我们需要链接 oci 库，在 unix 上，我们用-lclntsh，VC 工程中用 oci.dll，那么 Cygwin 中怎么

使用呢？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工具 pexports，用它来做一些辅助操作，使得 Windows 下的 Dll 能够为 Cygwin 的 Gcc

使用。 

Pexports 下载地址 http://www.emmestech.com/software/cygwin/pexports-0.43/moron1.html 

使用下面方法处理 dll 文件 

$ pexports.exe filename.dll > filename.def 

$ dlltool.exe --dllname filename.dll --def filename.def --output-lib libfilename.a 

3、 

如何进行调试 

调试实际上非常简单，直接用 eclipse 的 Debug As，选择 Local C/C++ Application。但是，可能会提示找不到

代码。这时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目录映射。 

在 Prefrences 窗口中找到 C/C++的 Debug 配置，有一个 Common Source Lookup Path 

 

增加一个类型为 Path Mapping 的设置， 

 

可以参考 Cygwin 的 mount 目录设置目录映射。 

现在，你应该能够在调试中跟踪到代码里了。 

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单步跟踪 Step Over 有点问题，它总是 Step Into，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http://www.cygwin.com/
http://www.emmestech.com/software/cygwin/pexports-0.43/moron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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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取自 Boost 的文档 

  
#include <boost/asio.hpp> 

#include <boost/date_time/posix_time/posix_time.hpp>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boost; 

int main() { 

 boost::asio::io_service io; 

 boost::asio::deadline_timer t(io, boost::posix_time::seconds(5)); 

 t.wait(); 

 std::cout << "Hello, world!\n"; 

 return 0; 

} 

  

问题 1:  

gcc 报需要__USE_W32_SOCKETS，同时我在 Boost 的文档上发现需要加上预编译__USE_W32_SOCKETS。问题

是我自己敲”_ USE_W32_SOCKETS”,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没发现错误。这里非常奇怪的，为什么使用”__”? 

  

问题 3: 报一系列的 

  

/usr/lib/gcc/i686-pc-cygwin/3.4.4/include/c++/bits/stl_iterator.h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end@1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WSAStartup@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inet_addr@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tons@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connect@12' 

需要加 gcc 预编译 ws2_32。原因是 boost.asio 运行在 windows 的环境下,实际也封装了 winsock，所有 gcc

编译的时候需要这个预编译。这个问题类似于 mingw 使用 winsock。 

  

问题 2:  

Linker 需要库文件 libboost_date_time.a, libboost_system.a, libboost_program_options.a 

  

警告：需加上预编译 _WIN32_WINNT 

Eclipse 的设置如下： 

1.Cygwin C++ Compiler->Preprocessor 

 

http://www.cnblogs.com/smartvessel/archive/2009/11/26/1611591.html
mailto:smartvessel@gmail.com


2. Cygwin C++ Linker->Libraries 

 

3. Cygwin C++ Linker->Miscellaneous 

 

 

 

 

 

 

 

 

 

 

 

 

 

 

 



 

在 eclipse 和 cygwin 环境下使用 winpcap 的开发包  

      环境的搭建其实很简单，将 winpcap 开发包的 lib 文件夹里的文件拷贝到 cygwin 目录下的 lib 文件夹中，将 include

文件夹中的文件拷贝到 cygwin 的/usr/include 中即可。然后在 eclipse 中正常建立 C 工程，在 build 的选项里把"-l"选项加

上“wpcap”，如果用到发包函数可能还需要加上“wsock32”，对应 gcc 里的"-lwpcap“ ”-lwsock32"。然后正常编译就可以了。

具体设置如下图： 

 

 

 

 

来自: http://hi.baidu.com/5shuang/blog/item/a437c46276b147d8e6113ae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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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win 和 eclipse CDT 安装好了后不能使用 cygwin 编译 

先安装了 cygwin 

在 path 中加入 cygwin\bin 

安装 eclipse CDT 7.0 

打开 eclipse  -> new project 

 

http://www.oschina.net/uploads/bbs/2010/0628/193717_whI2_86643.jpg


  

创建 hello world 后 

使用 build 报如下问题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fault for project test **** 

****  WARNING: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may not build  **** 

****  because it uses the "cdt.managedbuild.toolchain.gnu.cygwin.base"  **** 

****  tool-chain that is unsupported on this system.  **** 

****  Attempting to build...  **** 

 

(Cannot run program "make": Launching failed) 注：在 windows 的命令行下可用 

请问如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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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取自 Boost 的文档 

  

#include <boost/asio.hpp> 

#include <boost/date_time/posix_time/posix_time.hpp>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boost; 

int main() { 

    boost::asio::io_service io; 

    boost::asio::deadline_timer t(io, boost::posix_time::seconds(5)); 

    t.wait(); 

    std::cout << "Hello, world!\n"; 

    return 0; 

} 

  

问题 1:  

gcc 报需要__USE_W32_SOCKETS，同时我在 Boost 的文档上发现需要加上预编译__USE_W32_SOCKETS。问题是我自己敲”_ 

USE_W32_SOCKETS”,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没发现错误。这里非常奇怪的，为什么使用”__”? 

  

问题 3: 报一系列的 

  

/usr/lib/gcc/i686-pc-cygwin/3.4.4/include/c++/bits/stl_iterator.h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send@1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WSAStartup@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inet_addr@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htons@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connect@12' 

需要加 gcc 预编译 ws2_32。原因是 boost.asio 运行在 windows 的环境下,实际也封装了 winsock，所有 gcc 编译的时候需要

这个预编译。这个问题类似于 mingw 使用 winsock。 

  

问题 2:  

Linker 需要库文件 libboost_date_time.a, libboost_system.a, libboost_program_options.a 

  

警告：需加上预编译 _WIN32_WINNT 

Eclipse 的设置如下： 

1.Cygwin C++ Compiler->Pre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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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ygwin C++ Linker->Libraries 

 

  

3. Cygwin C++ Linker->Miscellane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