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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View MDK 在中国推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作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必将取代

ADS1.2，成为工程师广泛应用的开发平台。但是好多工程师还习惯于用 ads环境来调试，

编译，我以前也是，但毕竟 ads软件已经没有技术支持了，这势必会在以后对开发工作有一

定影响，ARM将 Keil公司收购之后，正式推出了针对 ARM微控制器的开发工具 RealView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简称 RealView MDK 或者 MDK），它将 ARM开发工具

RealView Development Suite（简称 RVDS）的编译器 RVCT 与Keil 的工程管理、调试仿真工

具集成在一起，是一款非常强大的ARM 微控制器开发工具。所以将 ads工程转成 rvmdk工
程势必会成为开发道路上的难题。

第一步：分析一下 ads工程及环境。

这是我的工程文件，看一下 ads的设置，首先是 target setting 选项，选择 arm from elf



接下来编译器选项总平台都选择 arm920t，其余不需要修改。

如图

其余几个编译器（c，c＋＋）也相应都设置为 arm920t，其他地方不需要动。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 link选项了，最关键的是 ro，这个是程序运行地址，也就是在 ram 的哪

个地址运行，tq2440和 mini2440 都可以设置为 0x30000000，也可以比这个数值稍微大些，

看实际需要吧，

我们设置为 0x30000000.



在 option 标签页中添加程序入口点，这个入口点就是主程序运行的第一条指令的地方，在

2440init.s中可以找到是 entry，所以这里填写“__ENTRY”

接下来看 lay out 选项卡，设置如下：

到这里，设置基本完工了，但还不能生成文件，在 arm fromELF中我们选择 plain binary，

接可以生成与工程名字同名的 bin文件了。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目录

Inc文件夹下文件如下

Src如下

这里基本完工了，让我们把这个工程直接拷贝到 rv工程里边，命名工程名字为 2440study_rv



选择芯片为 susung的 s3c2440：

确定后会询问是否添加 start代码，选择 for（听说它的代码有问题，我还没验证）。



这是添加后的代码图，这个图上文件夹顺序没什么关

系，现在开始进入关键环节！！！！！！！！

进入 option for target：

这个页面理时钟频率随便设置，只与仿真有关。Os哪里选择 none，rom1这里是只读存储器 ，

我们不做调试就设置成 nor flash的地址，如果作为调试就务必设置成 0x30000000，这里不

用作调试，ram1里边开始地址设置为 sram 的开始地址 0x30000000，大小设置成 64兆，也

就是 0x4000000，这一页就 ok 了。

接下来是 user选项卡，这里因为我们要的是 bin文件，我喜欢用 dnw+secureCRT来玩程序，

所以在 run ＃1 那里添加 fromelf.exe --bin -o @p.bin output/@p.axf
设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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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把生成的bin文件, 通过 dnw+secureCRT 烧到nand flash中运行了
存储器配置还是按照上面的一样



别忘把前边的小勾打上。

接下来在 c/c++ 和 asm选项卡里边分别设置好路径，也就是头文件的路径，所有的头文件

必须都不放过！！！

如图：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asm里边少选了一项，就是 enable arm···那一项，因为选了这一项会在

编译 s文件有很多警告，所以去掉，对编译结果无影响!

接下来设置 link选项卡：



这里设置选择了 runinram配置文件，用此文件可以直接烧写程序到 nand 里边还可以直接用

uboot提供的 download and run 来测试运行，runinram 文件具体内容如下：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 Run in RAM

LR_ROM1 0x30000000 { ; load region
ER_ROM1 0x30000000 0x08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RAM1 0x30800000 0x0800000 { ; RW data
.ANY (+RW+ZI)
}
RW_IRAM1 0x40000000 0x00001000 {
.ANY (+RW+ZI)
}

}

呵呵，这就是 runinram，如果想让程序烧入 nor能执行，建议用 runinflash，具体内容如下：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Run in Flash

LR_ROM1 0x00000000 { ; load region
ER_ROM1 0x00000000 0x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RAM1 0x30000000 0x4000000 { ; RW data
.ANY (+RW+ZI)
}
RW_IRAM1 0x40000000 0x00001000 {
.ANY (+RW+ZI)
}

}
这个文件配置的 nor大小是 2mb，一般程序够用了

因为没有选用 debug，个人平时不怎么喜欢 debug ，所以 debug选项卡里边没有设置，好了 ，

完成了设置这堆东东，该进入正题，呵呵



1.先将整个程序 2440init.s文件的入口点由 Init改为 RESET
如图：

2.改完后就开始在每个 s文件开头都加上 PRESERVE8这么一句指令，每个s文件都要加，inc
文件不需要加，如图：

3.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儿，就是代码段 ro rw zi 三个在mdk里边和 ads里边所识别的不一样 ，

所以要将所有地方的

extern char Image$$RO$$Limit[];
extern char Image$$RO$$Base[];
extern char Image$$RW$$Limit[];
extern char Image$$RW$$Base[];
extern char Image$$ZI$$Limit[];
extern char Image$$ZI$$Base[];

都 改 为 ！！！！

extern char Image$$ER_ROM1$$RO$$Limit[];
extern char Image$$ER_ROM1$$RO$$Base[];
extern char Image$$RW_RAM1$$RW$$Limit[];
extern char Image$$RW_RAM1$$RW$$Base[];
extern char Image$$RW_RAM1$$ZI$$Limit[];
extern char Image$$RW_RAM1$$ZI$$Base[];
4.好了，这样就可以编译通过了，看看是不是生成了 bin 文件，如果没有的话重点检查

fromelf.exe --bin -o @p.bin @p.axf 指令，因为前边给的指令是工程文件中带一 output 的路径

的，有可能您的没设置路径，就直接敲上边指令就可以了。

5.编译出来会有好多警告，但生成的 bin 文件原在 ads里边是 28k，现在编译出来是 22k，

和原先一样运行！

6.本例子程序是 lcd 显示＋串口＋timer中断闪灯的，适合学习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