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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RTOS在HSP430簟片机上的实现 
■ 北京工业大学 李 强 张俊谟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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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 ，信息家电 、智能仪表和 

智能安保系统等产品已经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人们的 

生活中 。可以预见，为了满足人们对舒适 、便捷 、 

安全生活环境的需求 ，嵌入式信息产品的设计 、应 

用将得到快速发展 。 

单片机作为嵌入式信息产品的一个重要应用方 

面，其使用 、设计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一方面，人 

们对嵌入式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稳定可靠 、功能 

丰富 、物美价廉的信息产品将成为人们的首选 。另 
一

方面，随着微电子工艺水平的发展，单片机处理 

器的能力不断提高 ，从最初的 8位单片机到 l 6位， 

进而 32位单片机，功能越来越强大 ，执行速度越 

来越快 ，集成度 、精确度也越来越高 ，应用领域进 
一 步拓宽 。可以说，单片机芯片的性能已经能够满 

足现代人们对嵌入式信息产品的更高要求 。为了能 

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嵌入式 RTOS的软件设计 

方法也取代了以前的前后台(超循环)设计方法，越 

来越受到重视和应用 。 

正如分时操作系统中 Linux的出现打破了Win． 

dows一统天下的局面一样，由美国Jean J．Labrosse 

先生设计和编写的 C／OS．II(Micro C OS 21的出现 

也给国内的RTOS应用者带来了惊喜 。la C／OS．II的 

最大优点与 Linux相同，即其源代码全部公开，使 

人们在应用它的同时能清楚地 了解 内部的实现细 

节，并且能够根据 自己的需求进行移植和修改 。特 

别重要的是 C／OS．II经过 8年的发展，已经成功 

地在 多个行业得到应用 ，保证了实用性和可靠性 。 

它的出现改变了以前人们在使用 RTOS时的态度， 

减少了经济上的顾虑，对于国内 RTOS的研究 、推 

广 、应用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 la C／OS．II采用 

微内核设计，使用 C语言编写 ，追求灵活性，可配 

置 、可裁剪 、可扩充 、移植性强 。需要强调的是 

la C／OS．II严格采用优先级抢 占式调度方案 。在创 

建任务时 ，根据任务的重要性给每个任务分配不同 

的优先级 。任务调度时 ，先执行高优先级的任务， 

然后按照优先级由高到低执行任务 。如果在某个任 

务执行中，激发了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任务 ，那么在 

该任务执行结束后 ，将由任务调度器调度去执行所 

激发的高优先级任务 ，而不是顺序执行 。 

下面就 C／OS．II在TI公司生产的MSP430F148 

芯片上的移植和应用来探讨在单片机上实现 RTOS 

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 

1 MSP430系列单片机简介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由 TI公司开发的 l6位单 

片机。其突出特点是超低功耗，非常适合于各种功 

率要求低的场合 。有 多个系列和型号，分别由一些 

基本功能模块按不同的应用 目标组合而成 。典型应 

用是流量计 、智能仪表 、医疗设备和保安系统等方 

面 。由于其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应用已日趋广泛 。 

MSP430F148是TI新近推出的MSP430F14x／13x系 

列单片机中的一款 。相对 MSP430系列的其它芯片， 

主要特点如下 ： 

◇ 超低功耗 。由于内置了功耗极低的快速闪 

存，因此，MSP430Fl4x／l3x系列在待机模式下所消 

耗的电能还少于电池未使用时的 自然损耗 。在正常 

的工作状态下，如果工作电压为2．2 v，其典型消耗 

电流仅为250 A／MIPS，而待机模式下工作电流降 

至仅 l A 以下 。 

◇ 执行速度快 。MSP430Fl3x／14x系列的工作电 

压范围为 1．8～3．6 V，性能可达8 MIPS。 

◇ 存储容量大 。MSP430F148片内内置了48 KB 

Flash ROM和2 KB RAM。RA M空间是 MSP430系列 

中最大的，基本符合运行 RTOS的需要 。 

◇ 高性能 A／D。包含了 1个具有 8个外部通道 

的 l 2位高性能 A／D转换器 。利用芯片内置的自动 

52 丰尊-J-入 ●t▲一-l_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扫描功能 ，A／D转换器可以不需要中央处理器的协 

助而独立工作 。 

◇ 集成度高 。该器件还包括 1个独立的看 门 

狗 、2个脉宽调制定时器(PWM1、1个比较器 、2个 

uSART口以及48个输入／输 出引脚等部件。 

◇ 在线支持强 。MSP43OF1 3x／14x系列均可由 

MSP．FET430P 1 40闪速仿真工具(FET)提供支持 。该 

FET是一种完整的集成开发环境 ，包括源代码级调 

试器 、仿真器 、汇编 ／连接器 、C编译器 、2种评估 

芯片 、目标板 、JTAG接 口以及编程单元等 。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出，MSP430F148属于一种中 

低端的单片机，只具备运行 RTOS的基本条件，所 

以在它上面运行 RTOS所遇见的一些问题 ，对于一 

般的单片机而言是具有代表性的 。 

2 中断堆栈的结构设计 

在 C／OS．II中，任务切换分为任务级切换和 

中断级切换 。其中任务级切换是通过发软中断指令 

或依靠处理器执行陷阱指令来完成的 。软中断指令 

会强制将一些处理器寄存器保存到当前任务的堆栈 

中，并执行任务调度 。其目的是使处于就绪态的任 

务的堆栈结构看起来就像刚发生过中断并将全部寄 

存器保存在堆栈的情形一样 。如MCS．51以及 x86芯 

片都有类似的指令 ，但问题出在有一些单片机芯片 

中没有软中断指令 ，并且在发生中断时保存寄存器 

的情况根据单片机芯片和所使用的编译器的不同而 

有很大区别 。 

MSP43OF 1 48中就没有软中断指令，所使用的 

IAR编译器在发生中断时也不保存所有的寄存器， 

而是只保存几个在中断中使用到的寄存器 。所有这 

些都是不符合 C／OS．II的移植条件的 。我们的解 

决方法是根据具体情况来自己定义一个中断结构 ， 

不论是在任务级调度还是中断发生或调度以及任务 

堆栈的初始化时，都要按照这个结构来执行 。代价 

是必须对所编写的中断程序的汇编代码进行人工修 

改 ，使之符合这个中断结构 。 

为设计一个符合要求的中断堆栈结构 ，首先必 

须清楚所使用的单片机在发生中断时执行了哪些操 

作 ，即向堆栈中保 存了哪些寄存器以及它们 的顺 

序 。当MSP430单片机发生中断时 ，只进行 2条基 

本操作，先将 SR(状态寄存器)压入堆栈中保存，然 

后将中断发生时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的 PC值压入 

堆栈保存 。其次，要清楚所使用的 C编译器在编译 

C语言编写的中断程序时 ，进行了哪些默认 的操 

作 。通过对所使用的IAR V2．1 3编译器编译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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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程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除了以上的 2条基 

本操作 以外 ，在 中断程序的开头 ，还 自动保存了 

R12～R1 5四个寄存器，余下的 R4～Rll八个寄存器 

中只保存在中断程序中用到的个别寄存器 ，而不是 

全部保存 。但在 RTOS中必须保存所有的寄存器 ， 

这样才能正确保存该任务的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定义了MSP430运行 u C／OS．II时的中断堆栈结 

构 ，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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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状态 哥存器 

PC退  地 址 

图 1 MSP430F148的自定义中断堆栈结构 

3 ~nt．--I保证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 

单片机在嵌入式方面的应用都非常强调单片机 

的超低功耗特性 。MSP430系列的特点也在于此 。如 

果由于运行 RTOS而破坏了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是 

得不偿失的 。一般的单片机都规定了几种不同功耗 

的工作模式，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来选择 。不同工 

作模式是通过读写 1个或 1组寄存器来控制CPU、时 

钟 、晶振 以及外围设备的运行来实现的 。 

MSP430系列单片机有6种不同的工作模式，都 

是通过对状态寄存器 SR的读写来实现的 。在 RTOS 

中 ，由于每个任务都可以分别保存 自己的状态，包 

括状态寄存器，所 以在实现低功耗工作模式时更加 

灵活方便 。首先 ，在设计每个任务时，都可以根据 

任务的具体要求定义它的工作模式 。其次 ，在整个 

系统设计中，设计一个最低优先级的任务，其作用 

就是使系统进入特定的低功耗工作模式 。这样 ，在 

其它任务都运行完毕后 ，系统会调用这个任务使整 

个系统进入低功耗工作模式 。当其它任务又恢复运 

行时(如延时结 束)，会 自动进入其特定的工作状 

态 ，以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 。 

4 如何减少RTOS在运行中占用的RAM空间 

影响 RTOS在单片机上应用的主要原 因是由于 

在单片机上运行 RTOS需要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 ， 

如系统时钟 、RAM 、Flash或 ROM 等，从而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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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  
应用系统对资源的利用 。特别是对 RAM 的占用 。一 

般而言 ，单 片机 上的内部 R A M 数 量都很少(如 

MSP43OF148是整个 MSP430中RAM最多的，也只 

有2 KB)，虽然可以通过外部扩展来增加 RAM 数量， 

但这样不仅增加了设计的难度和产品成本，而且有 

时还使系统应用无法进行扩展 。所以，最好的方法 

是能够充分利用单片机的内部 RAM 来运行 RTOS。 

通过分析 C／OS．II对 RAM 的使用情况可知， 

占用 RAM 空间最多的原因，是由于在设计 C／OS． 

I I时，要给每个任务都分配一个单独的任务堆栈 。 

特别在单片机的硬件设计没有将中断堆栈与任务堆 

栈分开时，计算任务堆栈的大小时不仅要计算任务 

中变量和函数嵌套所使用的 RAM 大小，还必须计 

算该任 务在运行时 发生 中断和 中断嵌套所需要的 

RAM 空间的大小 。由于每一个任务均需预留中断 

和中断嵌套所需要的 RAM 空 间的大小 ，所以使得 

大量 RAM 空间被浪费 。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利 

用软件来将任务堆栈和中断堆栈分离 ，使得在计算 

任务堆栈的大小时，只需计算任务本身 

所 需的 R A M 空间大小 ， 从而提高 了 

RAM的使用效率，增加了更多的应用任 中断后sP 

务 。 1．中断前sP 

所谓将 中断堆栈与任务堆栈 分离 ， 2到．中S断P, 

就是在内存中专门开辟 出一块区域作为 TsP指到此处 

中断堆栈使用 ，任何一个任务运行时发 

生中断都只使用它 。设计的原则 ：一是 

要尽量将中断任务与普通任务分开 ；二 

是模拟的中断堆栈指针必须一直保持在中断堆栈的 

顶部 ，即中断时中断堆栈指针要时刻保持与 SP的 

同步变化 。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单片机芯片必须具备以下 

2个条件 。 

首先 ，单片机芯片必须有一个通用寄存器和相 

应的指令能够模仿堆栈指针 SP的功能 ，即能实现 

软堆栈 。在 MSP430系列单片机中有以下指令可以 

仿真 SP的功能 (把 R4作为中断堆栈指针使用 )： 

MOV @Rl4+，SP ；将R4所指向地址中的内容存入 sP 

； 中，同时 R4中内容加 2 

MOV SP，0(R4)；将sP中的内容存入R4所指向的地址中 

MOV @R4+，PC ；将R4所指向地址中的内容存入PC 

； 中，同时 R4中内容加 2 

其次，作为模拟中断堆栈指针的寄存器 R4，必 

须在中断之外的任何情况下不被使用 。因为，此时 

的 R4必须时刻保持在中断堆栈的顶部，如果改变 

它的值 ，就会改变中断堆栈的结构 。一般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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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所使用的编译 器来保证的 ，在我们所使 用的 

IAR编译器中 有一个选项可以避免使用 R4和 ／或 

R5。 

具体设计时，我们在 C／OS．II每个任务的TCB 

(任务控制块)结构中加入以下几项 ： 

TSP一 任务堆栈指针 。发生中断后，指向该 

任务的任务堆栈的顶部 。 

ISP——中断堆栈指针 。如果在中断中发生任务 

切换，指向该任务在中断堆栈所保存状态的顶部 。 

FromInt标志——是否来自中断标志 。用来判断 

该任务的状态是保存在中断堆栈中(为 1)，还是保 

存在任务堆栈中(为0)。 

下面假设一 个普通任务 1在执行过程 发生 中 

断 ，对它在中断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进 

行分析 。 

在普通任务 1运行时引发中断 ，在中断中没 

有激活更高优先级的任务，而是正常结束中断，继 

续执行任务 1，如图 2所示 。 

1．中断操作后 

R4位置 

2．中断中任务 

切换时的ISP 

中断前R4位置 

图2 情况 1时的堆栈使用 

开始中断 ：将在中断发生时保存在当前任务堆 

栈的 SR和PC移到中断堆栈中保存，同时 SP回到 

中断前的位置并将它保存到该任务 TCB中的 TSP中 

(这是 为了在中断结 束后 ，保持 任务堆栈的连 续 

性1，然后将 SP指到目前中断堆栈的顶部，按照自 

定义堆栈结构的顺序依次将所有寄存器都保存到 中 

断堆栈中。保存的过程中R4必须与 SP保持同步变 

化，同时将 FromInt标志置 1。 

退 出中断 ：由于没有激活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所 以在 中断任 务完成后 ，将按正常的顺序退 出中 

断 ，即将保存在中断堆栈中的寄存器推出堆栈 ，将 

F romInt标志置0，SP重新指向该任务的任务堆栈 

中，最后，将 PC指针指向中断前的返回地址 ，继 

续程序运行 。 

② 在普通任务 1运行时引发中断 ，在中断中激 

活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2。中断结束时由任务调度器 

调度去执行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2，没有返回普通任 

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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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执行任务 2时 ，任务调度器会将任务 2保存 

在 自己任务堆栈中的状态恢复并执行任务 2。执行 

完后，如果没有激活更高优先级的任务，那么按照 

优先级高低的原则 ，调度器将调度执行任务 1。通 

过判断任务 1的 TCB中的 FromInt标志 ，可以知道 

任 务 1的状态是保存在任务堆栈中还是中断堆 栈 

中，从而可以将其状态恢复，继续运行 。 

④ 在普通任务 1运行时引发中断 ，在中断中激 

活更高优先级的任务2，执行任务 2时又发生中断 。 

由于 u C／OS—II是严格按照优先级抢 占式原则 

进行任务调度的，所以将任务状态保存在中断堆栈 

顶部的任务的优先级一定比状态保存在它下面的任 

务的优先级高 。在执行时 ，是由中断堆栈的顶部 向 

底部顺序执行。在这种假设中，一定先执行任务2， 

然后执行任务 1，如图 3所示 。 

中断后SP 

中断前SP 

中断后SP 

中断前SP 

图3 情况 3时的堆栈使用 

④ 在普通任务 1运行时引发中 

断 ，在中断中激活更高优先级的任 

务2。在执行任务 2时又发生中断， 

在中断过程中任务 2由于等待信号 

量而被挂起 。 

这种情况在系统最初设计时 已 

经被禁止 ，在中断中不允许使用信 

号量将中断挂起 。 

⑤ 在普通任务 1运行时引发中 

断 ，在中断中激活更高优先级的任 

务2。在执行任务 2时又发生中断， 

中断 中激活 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3。 

中断结束时由任务调度器调度去执 

行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3。 

这种情况与讨论的情况 2是一 

样的 。 

⑥ 高优先级任务 2被更高优先 

级的任务 3中止，在任务 3运行完 

后 ，任务调度器将直接调度执行任 

务 1(按照优先级调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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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个任务的ISP和 TSP在任务切换前都已 

经保存在该任务的 TCB中，任务 1的堆栈指针和 R4 

可以回到该任务在其任务堆栈和中断堆栈的正确的 

位 置 。 

任务 2被中止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任务 2被别 

的任务删除 ，此时任务 2在中断堆栈中占用的空间 

会自动释放 。二是任务2被别的任务挂起，此时应 

在将程序挂起的函数 TaskSuspend(1中添加一段代 

码，将其保存在中断堆栈中的状态移到 自己的任务 

堆栈中，同时将其TCB中的FromInt标志设为0。这 

样 ，在任务 2解除挂起后，会去任 务堆栈中恢复其 

状态 。 

⑦ 中断中发生中断嵌套 。 

发生中断嵌套时，要按照中断嵌套的机制进行 

处理 。首先，在中断嵌套中，不允许进行任务调度， 

这样 ， 即使在 中断嵌 套中激 发了更高优先级的任 

务，也必须等到最后中断退出前才进行调度执行 。 

这一点是由 u C／OS．II系统设计保证的 。其次，保 

存寄存器和函数调用所 占用的 RAM 字节全部在中 

断嵌套中 。在退出中断嵌套时 ，不必将 TCB中的 

FromInt标志复位 。 

5 程序设计流程 

① 中断程序结构和设计流程 ，如图 4所示 。 

② 普通任务间的任务切换程序流程 ，如图 5所 

将任务堆栈中发生中断时 

l拘状态保存到中断堆栈中， 

同时 SP回到中断前的位置 

现在的 R4(中 

堆栈顶部位置： 

保存到 R5中 

将现在的 SP，保存到 

TCB中的TSP中 

将 R4赋给 SP,即 SP 

指向中断堆栈的顶部 

将该任务的Fromlnt 

标志设为 1 

依次保存寄存器组， 

R4随着 SP一起变化 

行具体的中断任务程序 

为了使 R4与 SP 

同步变化，将 Sf 

的值赋给 R4 

退 出中断 

更高优先级的任务 >—‘ ——÷ 

＼  

N f正常结束中断任务 

将保存的R5～R15推出 

中断堆栈，R4随 SP变化 

N 

将该任务的Fromlnt 

标志设为0 

R5中中断嵌套 

前的R4恢复 

生 l RETI指令 
将TCB中的l l退出中断嵌套 
TSP赋给 sP I 一 

退出中断 

图4 中断堆栈与任务堆栈分离的中断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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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txsw()进入 调 度 

将寄存器组保存到 

该任务的任务堆栈 

中 (R4不变化) 

将 sP保存到该任务 

TCB中的 TSP 

切换到更高优先级 

任务的 TCB 

判断任务的 

FromInt标志， 

决定其状态 

、 保存在何处 

普通任务 

任务的 TSP赋给 SP 

将保存在任务堆栈中 

的寄存器推出堆栈 

PET结束子程序 

任务状态保存 

在主断堆栈中 

将任务的 ISP赋给 SP 

Fromlnt标志设为 1 

将保存在中断堆栈中 

的寄存器推出堆栈， 

R4同时发生变化 

TCB中的TSP赋给 SP 

l望当主堕I 

图5 任务级任务切换程序流程 

示 。 

③ 在中断中任务切换程序流程 ，如图 6所示 。 

我们已经在MSP430F 148上成功运行了u C／OS． 

II，在 RAM 只有 2 KB的情况下，能够运行 16个任 

务 ，可以满足一些复杂的应用 需求， 大大扩展 了 

MSP43OF l48的应用范围，并且提高了应用系统的 

实时性 。为了验证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 

几个常用的家庭仪表一 水表 、暖气表 、热水表集 

成在一起，运行效果良好，达到设计要求 。■  

OSlntCtxSwO进入调度程序 

将在中断任务中调用 

IntExitO和 OSIntCtxS 

占用的字节去掉 

l 

作系统 

2 

和应用 

3 

片机． 

R4值保存到该任 

务 TCB中的 ISP中 

切换到更高优先级 

任务的TCB 

／判断任务的＼ 

Fromlnt标志， 

决定其状态保存 

＼ 在何处 ／ 

普通任务 

任务的 TSP赋给 S 

将任务堆栈中的 

寄存器推出堆栈 

RET结束子程序 

任务状态保存 

在中断堆栈中 

将任务的 ISP赋给 SP 

FromLnt标志设为 

将中断堆栈中的寄存 

器推出堆栈，R4同利 

发生变化 

将保存在 TCB中 

的TSP赋给 SP 

l墨当主堑 

图6 中断级任务切换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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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II一 源代码公开的实时嵌入式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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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ACALL INIS ；判断存储容量是否达到过 

；最大值，同时发送指针复位 

M4： ACALL SLINE ；发送一条话单 

LJMP M1 ；再次进入 M1查询 

END 

结束语 

按照本设计方案制作的样机经过现场测试 ，达 

到了预定的设计 目标 ，并且已通过专家鉴定 ，具有 
一

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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