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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9gPM的 ⅤxWorks操作系统串口模块
应用与开发

肖文斌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 51⒇ sO)

摘要 :“98PM是欧比特公司生产的基于 sPARC Ⅴ8架构的高性能的 32位 RISC嵌入式 4核处理器。介
绍了基于 甾98PM硬件平台下 ⅤxWorks操作 系统的串口模块应用与开发 ,简 要分析 了ⅤxWorks的 I/0
系统及其相关操作 ,并从 ⅥP工程的建立到应用编程 ,讲述 ⅤxWo1·ks I/0系 统中的串口模块的应用与开
发流程。实现 甾9SPM平 台下 VxWorks操作 系统的串口通信 ,并得 出相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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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eveloplllent of the UART Module Under VxWorks

Based on s698PM

ⅩIAO Wen-bin
(Zhuhai Orbita Control Engineehng Co,,Ltd,,Zhuhai519080,China)

Abstract:S698PⅣ 【is a high-pefonmance32-bit RISC embedded4¨ core processor,which is based on sPARC

Ⅴ8 architecture,produced by orbita.The apph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ART module under 
、/xworks

based on S698PM hardware platfonn are introduced,The I/0system and related operation of l x1Vorks are an~

alyzed brieny,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VxlVorks I/0 system serial modules are descⅡ
bed

from the estabhshment of ⅤIP engineering to the apphcauon pr。 granlming。 The serial con1munication of Ⅴx~

Works based on s698PM platfonn is realized,and the appropriate conclusion is dra、
fn。

Key words:s698PM;SPARC Ⅴ8;Ⅴ x珥brks;L/0sy虻 em;Ⅴ IP

ⅤxWorks操作系统是美国Wind R⒒er公司于 1983  构 ,总线竞争和仲裁由硬件自动完成 ,不需要用户设
年设计开发的一种嵌人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高  置。它专为嵌人式应用而设计 ,具有高性能、低复杂度
性能的内核以及友好的用户开发环境 ,使其已广泛应  和低功耗的特点。
用在通信、国防、工业控制、医疗设各等嵌入式领域 ,特    这里分 3个步骤来讲述基于 “98PM处理器的
别是在现代各种嵌人式计算机系统中,比如军事指挥  ⅤxWorks操 作系统定时器模块应用与开发 :① 创建
系统、武器控制系统或工业控制系统中。在这些系统  ⅥP(ⅤxWorks枷 age pr丬∞t)工程、RTP(ⅤxWo1·ks red

中,往往不是单个计算机的控制 ,而是多个计算机以及  ume pr。 ce“ p哂∞t)工程和 R0MFS(Ⅴ xWorks R0M鸭
其他设各组成通信网络共同完成控制作用 ,因此,网络  丘k叩呲em p叼 ect)工程 ;② 屺98PM驱动应用编程 ;③
对于嵌人式操作系统极为重要。           胱98PM驱动应用程序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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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PM是基于 SPARC Ⅴ8架构的高性能的 32位
RISC嵌人式 4核处理器。采用 sMP“对称多处理

”
技

术 ,带 MMU,是在一个内核里集成 4个功能一样的处

理器核心 ,各 CPU之 间共享内存子系统以及总线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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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为 s刀RC Ⅴ8架构处理器嵌入式软件开发。

1 ⅤxWorks的 I/O系统

在ⅤxWorks中 ,I/0系 统向用户屏蔽了硬件层 ,为

用户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接口。对于应用层开发者
来说 ,只要了解了I/0系 统标准接口的使用方法,就可
以正确地操作外部设各。但对于底层驱动工程师而
言,必须要全面地了解 I/0系统 ,才能够更好地为上层
应用开发提供良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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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数据的流向来讲,I/0系 统可以分为 3个
层次 :面向用户的 I/0接 口层、硬件驱动层和具体硬
件。这 3个层次一起构成了I/0系统。

ⅤxWorks支持的 I/0设各基本上可以分为字符设
各和块设各。字符设各主要指以字符为单位进行数据
操作的设各 ,如 串口等;块设各是以大批量的

“
块

”
为

单位进行数据操作的设各 ,如 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
字符设各直接通过 I/o接 口和应用层进行交互 ,而块
设各要通过文件系统与 I/0接 口层进行交互。

串口设各属于 I/0设备中的字符设备 ,通过基本
的 I/0接 口便可以对其进行操作。在 ⅤxWorks中 ,设

备都是按照文件来操作的,打开一个设备需要知道它
的文件名,当成功打开某个设各时,会返回一个文件描
述符。

基本的I/o函数介绍如下。
(1)αeat():创建一个文件。
1nt creat

(

const char*name, /米 创建的文件名 米/

illt且鸭 /米 o RDoNLY,O WRoNLY,OR O RDwR米 /

)

creatO函 数在指定的设备上创建一个文件并且

打开这个文件 ,创建成功后则返 回文件描述符。其中
nag选项可以为 0~RDONLY(只 读操作 )、 O~WR0NLY
(只写操作)或 0~RDWR(可读可写操作 )。

(2)openO:打开一个文件。
int open

(

∞nst char来 nanle, /兴 要打开的文件名 */
int Πag, /米 O~RDONLY,0~环厂RONLY,O_RDwR or O

~CREAT米 /

洫 motie /*文 件模式 米/

)

通常 ,用 openO函数打开的是已经存在的文件 ,

对于 NFs文件 ,需要设置 m。de参数。其中 nag选项
可以为 0~RDONLY(只读操作 )、 0~WR0NLY(只 写操
作 )、 0~RDWR(可读可写操作)或 0~CREAT(创 建文
件 )。

(3)rem"e():删 除一个文件。
sTATUs remove

(∞灬t cllar苄 Ilame /*要 删除的文件名兴/)
(4)do∞ ():关闭一个文件。
STATUs close

(int fcl /米 要关闭的文件描述符 米/)

如果操作成功后返回 0Κ。
(5)read():从 文件或设各上读取数据。
int read

(

int±d, /米 要读的文件描述符来/

cllar沐 blIffer, /米 接收数据的 blIffer指 针米/
size」 max”诧s /米 读取到缓冲中的最大字节数米/

)

如果文件描述符不存在、没有读操作的驱动函数、
设各读操作返回错误都会返回 ERROR,否则返回所读
的字节数。

(6)wⅡteO:向 一个文件写数据。
lnt WrIte

(

洫 fd, /米 要写的文件描述符 米/

char米 btlffer, /米 要输出的数据缓冲指针 米/

sizeJ nby龋  /米 要写的字符数 米/

)

如果文件描述符不存在、没有写操作的驱动函数、
设备写操作返回错误都会返回ERROR,否则返回所写
人的字节数。

(7)沁ctl⑺ :执行 I/0控制函数。
int ioctl

(

lllt fd, /涞 文件描述符 米/

血 血ncticln, /*函数代码 米/

int arg /米 传人的参数 辛/

)

2 “98PM串 口应用开发

基于 “98PM处理器的ⅤxWorks串 口应用开发是
在 Workbellch环 境下进行的。VxWorks操作系统版本
为 6.7。 开发流程依次是创建 ⅤIP工程、应用编程和
执行结果分析。

2.1 创建 ⅤIPェ程

在 Workbench中单击
“
File” →“

New” →“
lxWo1·ks

Image Pr句 ect” 新建 ⅤIP工程 ,工程名称为 胱98PM~
UART。 再 根 据 “98PM开 发 板 硬 件 信 息 选 择
“
s698pm” BSP包和

“
gnulS” 编译工具 ,完成工程创建。

2.2 应用编程

完成 ⅥP工程创建后 ,需要对工程进行相关配置 ,

配置ⅤxWorks的 kemd。 依据 甾98PM Ⅴ6开发板上的
硬件信息修改以下参数 :在

“
Component Consguratit,n”

窗口中选择
“
hardware(dehult)” → “

nlem。叮 (de-

俩ult)” → “

"P Memo叩
con丘 gu⒙tion” 。修改其 中的

“RAM high Add∞ ss” 冫V Ox62003000“ RAM low Ad~
dre骆

”
为 0诵OOO3OOo,“ l∞d memo叩 addre$” 为

0诵0000000。 将
“
ⅤX~SMP~NUM~CPus” 改为 4。 再 到

“
P岣 ect hplorer” 窗口中选择工程下的

“
s698pm” ,双

击打开目录下的 ∞n丘g.h文件 ,修改
“RAM~ⅢGH~

ADRS” ;为 0x62003000,“ RAM~LOW~ADRS”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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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60003000,“ LOCAL~MEM_LOCAL~ADRS” 为

0x60000000。

然后对 “98PM的 UART1进行设置 ,将其波特率

设置为 38400bit/s,串 口工作模式为 RAW~MODE,
U盯r应用测试流程如图 1所示。

图2 运行控制台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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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UART应用流程图

在 ⅤxWorks中对 UART主要有以下操作程序 :

① 打开串口 1。

sd〓 open("/tyCo/1",O~RD硒 厂R,0);

② 设置串口波特率、工作模式和清除输入输出缓

冲。

status=ioct1(sd,FIOBAUDRATE,3gz100);〃 设置串口波特

率

s谢us=ioctl(妃 ,FIOsETOPrIONs,OPT~RAW);〃设置 串

口工作模式

status=ioctl(耐 ,E1OFLUsH,0);〃 清空输人输出缓冲

③ 串口发送。

w五te(sd,send_buIfer,sizeofl send_buffer));

④ 串口接收。

read(sd,rec⒍ve buf,1);

2.3 执行结果分析

编译 “98PM~UART工程 ,然后通过 叩哪in下载

到目标板上运行。通过串口助手打印 VxWorks控制

台 ,在控制台中可以运行【⒒p】 命令查看正在运行的

RTP任务。图2为串口调试助手打印的ⅤxWorks控制

截图。

此时对 “98PM的 UART1进行串口发送与接收

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 3所示。

3 结束语

“98PM是欧比特公司针对实时应用的嵌人式领

域研制的基于 SPARC Ⅶ 架构的高性能、低功耗的 32

位4核处理器。“98PM提供了内部看门狗、定时器、

图3 运行串口发送与接收截图

中断控制器以及串行通信接口;针对航空航天领域 ,

“98PM提供了 CAN`总线接口及以太网接口。详细介

绍了在 ⅤxWorks下 “98PM UART的应用开发。从

ⅤxWorks的 ⅥP工程建立 ,到 UART应用例程分析 ,再

到运行结果分析。详细分析了“98PM在 ⅤxWαks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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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ha1Task任务入口

UART1发送
‘‘s698PM UART tcst’’

将接收到的数通过
串口发送出去

设置波特率、串口工作
模式、清空输出缓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