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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嵌入式操作系统及板级支持包 

1.1 VxWorks 

OBT-BSP-VxWorks6.7是支持单核/多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系列的VxWorks操

作系统板级支持包（即BSP），基于VxWorks 6.7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可实现目

标系统的系统引导和设备驱动两大功能；OBT-BSP-VxWorks6.7既包含SPARC V8

内核通用板级支持包，还提供S698系列单核/多核SoC芯片中常见片内外设的

VxWorks6.7驱动程序。 

主要特点： 
 支持Linux和Windows两种HOST平台；  

 支持Workbench3.1集成开发环境； 

 支持多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M； 

 支持四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4； 

 支持单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T、S698-MIL等； 

 支持其它厂商的SPARC V8架构单核、多核处理器芯片； 

 根据不同的处理器进行了封装，选择处理器后对应驱动程序组件自动加

载； 

 提供处理器SOC芯片S698系列常见片内外设的驱动程序，包括：SPACEWIRE、

1553B、TM/TC、ARINC429、CAN、I2C、UART、ETHERNET、SPI、TIMER、

IRQCTRL等； 

 片内外设驱动程序的参数在Workbench开发环境中可配置，如波特率、设

备地址等； 

 提供驱动调用接口说明，对函数接口的定义和调用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 

 提供示例应用程序，引导用户便利地进行开发； 

 支持VxBus设备驱动框架； 

 支持ROMFS文件系统； 

 支持WDB调试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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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TEMS 

 OBT- BSP-RTEMS是支持单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系列RTEMS操作系统板级支

持包，基于RTEMS 4.6.5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主要特点： 
 支持单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系列； 

 提供Classic、POSIX、iTRON三种API接口，方便程序移植； 

 支持TCP/IP协议栈； 

 支持FTP、WebServer、NFS等网络应用； 

 与Orion高度集成，可通过Orion 3.0/4.0/5.0/6.0集成开发环境快速开

发RTEMS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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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napgear Linux 

OBT-BSP-Snapgear Linux基于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它由内核、库和应用

代码组成。通过专用板级支持包，实现了Snapgear Linux 对S698系列处理器的

全面支持。Snapgear Linux支持2.6.x和2.0.x的内核结构，其中，2.6.x适合运

用于具有MMU的S698系统处理器(S698PM)，而2.0.x适合运用于没有MMU 的S698

系统处理器(S698P4、S698-MIL、S698-T)。 

主要特点： 
 支持多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M、S698P4等； 

 支持单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T、S698-MIL等； 

 支持其他厂商的SPARC V8架构单核、多核处理器芯片； 

 支持MMU和NO MMU系统； 

 包含多个针对S698内部集成的设备驱动程序，包括：1553B、CAN、I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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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RT、ETHERNET、SPI等； 

 模块可配置，提供图形化的配置工具； 

 支持多用户、多任务； 

 具有丰富的网络功能； 

 提供大量的网络应用，包括FTP、httpd、gdbserver等； 

 支持nfs，可通过以太网动态更新文件系统 

 

1.4 eCos 

OBT-BSP-ECOS是支持S698系列单核/多核处理器SoC芯片的eCos 操作系统板

级支持包（即BSP），基于eCos 1.0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 

主要特点： 
 支持多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M、S698P4等； 

 支持单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T、S698-MIL等； 

 通过图形化配置工具可配置BSP基本参数； 

 API接口与Linux兼容，可以快速实现linux应用移植； 

 与Orion高度集成，可通过Orion 5.0/6.0集成开发环境快速开发eCos应

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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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发调试工具 

2.1 ORION6.0 集成开发环境 

 Orion6.0是针对新一代S698系列SOC处理器芯片的软件集成开发环境。

Orion6.0除了实现对多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M的全面支持外，同时支持其它处

理器SOC芯片S698系列(S698P4、S698-T、S698-MIL等)。 

 Orion6.0提供高效、清晰且图形化的嵌入式应用软件开发平台，包括一整套

完备的、面向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和调试工具：编辑器、编译器、链接器、调试器

和工程管理器等。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在Orion6.0集成开发环境中创建和打开工程；

建立、打开和编辑文件：编译、链接、运行、调试嵌入式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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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版本相比Orion6.0丰富了内嵌工具，对编译器、调试器、烧写工具

等多项内容进行了升级。 

主要特点： 
 运行于Windows操作系统； 

 支持多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M； 

 支持四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4； 

 支持单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T、S698-MIL等； 

 支持国际流行的DMON、GRMON调试器； 

 内部集成自主研制的V8MON调试器； 

 内部集成主流的SPARC V8编译器BCC及RCC； 

 同时集成Cygwin和MSYS两种模拟环境； 

 集成最新的boot工具mkprom和FLASH烧写工具mkflash； 

 根据工具链的不同，可以选择4种不同类型的工程向导； 

 支持eCos和RTEMS两种实时操作系统； 

 支持开发语言：C、C++或汇编； 

 支持多语言显示，可切换中/英文、简/繁体； 

 界面友好，使用方便； 

 支持源码显示和调试：断点设置、单步运行、反汇编、内存观察、寄存

器访问、变量自动跟踪、符号表分解等； 

 支持多种调试方式，包括本地仿真调试、本地目标系统在线调试、远程

网络目标系统在线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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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MON2 调试器 

DMON2是一种针对SPARC V8架构系列处理器的PC端监控调试软件；功能及接

口与流行的GRMON调试器兼容，可以实现内存读写、程序下载、运行等操作，

操作可以通过命令行进行也可以外接GDB调试工具完成。使用DMON2用户能够方便

的搭建一个简单易用的SPARC V8调试平台。 

DMON2由爱尔兰O.C.E. Technology公司独立开发而成。 

主要功能： 
 可直接对系统内的所有寄存器和内存进行读/写操作； 

 内建反汇编器，支持数据反汇编显示； 

 内建符号表管理单元，可动态解析ELF格式文件； 

 内建trace buffer管理单元,可跟踪数据的读写操作； 

 支持程序的下载和运行； 

 支持机器指令的单步执行操作； 

 支持Flash在线烧写； 

 提供软断点、硬断点、检测点三种断点处理模式； 

 支持RS232、以太网等多种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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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与GDB调试工具的远程连接； 

 提供多种片上外设的调试接口，包括：TIMER, ETH, 1553B, AD/DA, CAN, 

429等； 

主要特点： 
 在线交叉调试，无需硬件仿真器； 

 支持S698系列处理器（S698-MIL、S698-T、S698P4、S698PM等）； 

 支持SPARC V8架构处理器(leon2、leon3、leon4等)； 

 可运行于Linux桌面平台和Windows 2000/NT/XP平台； 

 实现了与国际流行调试器GRMON的全兼容； 

 接口命令允许自定义； 

 初始化过程用户可配置； 

 调试指令允许多线程并行操作； 

 支持与集成开发环境Orion3.0/4.0/5.0/6.0的连接。 

 

DMON2软件运行截图 

 

2.3 V8MON调试器 

   V8MON是由欧比特公司自主研制的针对S698系列SOC处理器芯片的PC端监控

调试软件，可以实现内存读写、程序下载、运行等操作，操作可以通过命令行进

行也可以外接GDB调试工具完成。使用V8MON用户能够方便的搭建一个简单易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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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C V8调试平台。 

主要特点： 
 支持多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M； 

 支持四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P4； 

 支持单核处理器SOC芯片S698-T、S698-MIL等； 

 支持LEON核处理器(leon2、leon3、leon4等)； 

 可运行于Linux桌面平台和Windows 2000/NT/XP桌面平台； 

 支持DSU在线交叉调试，无需硬件仿真器； 

 完全兼容国际流行的调试器工具DMON、GRMON； 

 自主知识产权，提供源码级解决方案； 

 支持与集成开发环境Orion3.0/4.0/5.0/6.0的连接； 

 可直接对系统内的所有寄存器和内存进行读/写操作； 

 支持数据反汇编显示，内建反汇编器； 

 可动态解析ELF格式文件，内建符号表管理单元； 

 可跟踪数据的读写操作，内建trace buffer管理单元； 

 支持程序的下载和运行； 

 支持机器指令的单步执行操作； 

 提供软断点、硬断点、检测点三种断点处理模式； 

 支持RS232、以太网等多种连接方式； 

 支持与GDB调试工具的远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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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LINK JTAG仿真器 

O-Link是欧比特公司为支持调试SPARC V8架构内核处理器（S698PM等）推出

的 JTAG 仿真器。配合ORION集成开发环境支持LEON3/LEON4内核芯片的仿真调试，

通过V8MON/DMON/GRMON等软件调试器可以快速连接目标板，操作方便、简单易学，

是开发调试SPARC V8架构处理器的实用开发工具。 

O-Link仿真器一端通过USB线与主机（PC机）连接，一端通过JTAG连接线与

SPARC目标板连接，通过O-Link仿真器主机可以访问到目标板处理器，完成程序

下载、程序调试等操作。 

 
O-Link 仿真器实物图 

 
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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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ON集成开发环境无缝连接JTAG 仿真器。 

 支持带JTAG接口的LEON3/LEON4内核芯片。 

 可通过V8MON/DMON/GRMON等多种软件调试器对目标板进行连接。 

 下载速度高达600kB/s。 

 最高 JTAG 速度 12 MHz。 

 自动速度识别功能。 

 完全即插即用。 

 使用 USB 电源（但不对目标板供电）。  

 带 USB 连接线和8芯扁平电缆。 

 标准 8 芯 JTAG 仿真插头。  

 
O-Link 连接调试过程示意图 

 

3. 驱动接口及演示验证程序 

3.1 设备驱动接口（API）及例程 

S698PM设备驱动接口软件包（API）提供一套针对S698PM片上外围设备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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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接口函数以及对应的例程，包括：GPIO、中断、定时器、串口、CAN总线、

1553B总线、SpaceWire总线、以太网等。S698PM设备驱动接口软件包可以帮助

用户快速、高效的开发基于S698PM的应用程序，用户不用过多了解各个硬件单

元的实际控制方式。同时设备驱动接口软件包中还包含接口函数实现源代码，用

户也可以参考自己的驱动驱动程序。 

S698PM设备驱动接口采用POSIX标准格式，简单易懂，方便移植，每个接

口函数都有对应的示例程序。 

S698PM设备驱动接口软件包的具体内容包括： 

序号 代号 模块名称 函数功能 

1 GPIO 通用输入输出接口 
包括GPIO端口的初始化、打开、关闭，GPIO端

口的的输入输出控制、中断控制等功能 

2 TIMER 定时器 
包括对定时器的初始化、打开、关闭，定时器设

置、定时控制等操作 

3 CACHE 1、2级缓存 
包括分别针对L1 CACHE和L2 CACHE的使能、

关闭、刷新、设置等操作 

4 UART 串口 
包括对串口的初始化、串口打开、串口关闭，串

口参数设置、数据接收、数据发送等操作 

5 I2C I2C总线接口 
包括对I2C接口的初始化、打开、关闭，I2C接口

参数设置，数据读、写等操作 

6 SPI SPI总线接口 
包括对SPI接口的初始化、打开、关闭，SPI接口

参数设置，数据读、写等操作 

7 CAN CAN总线接口 
包括对CAN接口的初始化、接口打开、接口关闭，

CAN接口参数设置、数据接收、数据发送等操作；

支持BasicCAN/PeliCAN两种工作模式 

8 1553B 1553B总线接口 

包括对1553B接口的初始化、接口打开、接口关

闭，1553B接口参数设置、数据接收、数据发送

等操作；支持BC/RT/BM三种工作模式 

9 SPACEWIRE 
SPACEWIRE 总线

接口 

包括对SpaceWire接口的初始化、接口打开、接

口关闭，SpaceWire接口参数设置、数据接收、

数据发送等操作；支持DMA/RMAP/TIME三种传输

方式 

10 ETHERNET 以太网 
实现了完整的TCP/IP协议栈，支持UDP协议和

TCP协议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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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捷联惯导数据解算演示程序 

捷联惯导数据解算演示程序是一款基于S698PM高性能多核处理器的演示验

证软件，验证了S698PM的高性能并行计算和处理能力。软件分为上位机和下位机，

下位机进行实时数据解算，上位机进行图形、数据显示。捷联惯导算法主要包括：

初始对准、姿态解算、位置解算三个主要部分。其中，初始对准得到载体初始位

置与初始姿态；姿态解算得到航向、姿态参数，姿态解算相当于建立数学平台，

是整个捷联惯导算法的核心；位置解算得到导航位置、速度参数。其算法原理图

如下图所示： 

 

游动方位捷联惯导算法原理图 

软件采取静基座对准，默认初始状态为静止，位置为经度110°E、纬度30°

N、高度为0。软件每周期接收一组输入参数，共有6个，分别是比力计3轴读数、

角速度陀螺仪3轴读数，经过下位机解算后得出一组输出参数，每隔100周期下位

机传输给上位机，共有11个，分别是飞行器速度、航程、经度、纬度、高度、俯

仰角，滚转角，偏航角及其系统工作的时间、负载和周期。程序模拟一个跟踪地

理坐标系数字稳定平台作为游动方位捷联惯性导航坐标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分

离、解算将重力加速度分离出来得到飞行器在导航坐标系各轴角加速度及角速度，

通过对时间积分得到飞行器的位置、姿态及其他相关信息，其中姿态矩阵积分采

用四元素法、四阶龙格库塔算法，位置矩阵积分采用余弦法、二阶龙格库塔法。 

软件实现采用SMP“对称多处理”技术，首先要进行设备初始化，然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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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任务分配，其具体任务分配如图所示(其中绿色为cpu0任务，橘色cpu1任务，

蓝色为cpu2任务，深黄色为cpu3任务)： 

 

四核任务分配流程图 

本软件采用0.5ms（四核）为一个周期的实时解算算法，软件模拟飞行器起

飞、巡航到降落的全过程，共约7分钟 。其完整轨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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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联惯导数据解算演示程序运行界面 

3.3 快速傅里叶（FFT）运算示例程序 

快速傅里叶（FFT）运算示例程序是一款基于S698PM高性能多核处理器的并

行开发示例软件，为用户提供了使用S698PM进行并行软件开发的范例，用户可以

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得到参考： 

1、FFT算法本身如何更好地并行化； 

2、基于S698PM处理器如何实现软件并行。 

FFT算法是频域图像处理中最重要的核心算法之一，是影响数字图像处理软

件系统整体效率的关键，工程实用性强。FFT具有原位性特征，较适合进行并行

运算处理。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实现FFT，但最典型的是时间抽取法。以8个数

据输入点的FFT变换为例，时间抽取的蝶形变换方法如下图：  



高性能 32 位多核处理器 SOC 芯片-S698PM 软件支持说明 
 

16 
 

 

FFT 时间抽取的蝶形变换图 

分析上图可以看出，如果是4 个CPU参与并行处理，并行处理可以进行到倒

数第二个阶段，之前都不需要进行数据交换。而倒数第二个阶段和最后一个阶段

开始之前都需要进行CPU同步，等待所有CPU处理完成后再进行。一般来说， 阶

段数M与输入点数N的关系为M=log2N。例如8192个输入点的FFT运算，则总共

有13个阶段需要处理。前11阶段，即大部分工作，可以完全独立地在4个CPU上

并行完成，每个CPU处理一块2048个点的输入。以上处理完后需要同步，再并行

完成倒数第二阶段运算，之后再同步，并行完成最后一个阶段的运算。 

具体的多核协同流程如下：CPU0开始运行，CPU1/CPU2/CPU3处于关闭模

式，CPU0执行其对应的应用程序，并启用一个任务，在任务中使能其它3个CPU。

其它的CPU被唤醒后，开始执行属于自己的应用程序，并启用一个任务，这个任

务用于FFT运算处理。任务最开始是等待一个信号量A，这个信号量由CPU0给出。

当CPU0在任务中建立了测试数据，完成了数据队列排序，初始化好共享内存中

的控制块后，向其它CPU发送信号量A，并进入运算流程。其它CPU得到信号量

A后开始并行处理当前阶段的FFT运算，运算完成后向CPU0发送信号量B，然后

返回到之前等待信号量A的状态。CPU0收到所有CPU发送过来的信号量B后，表

示所有CPU完成了工作，结束本阶段的运算处理，进入下一个运算阶段，下一阶

段的执行过程与上述相同。最后阶段完成后，FFT的运算结果会保持在制定内存

中，CPU0负责打印输出结果。输出结果中还包括通过比较单个CPU和4个CPU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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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完成同一个FFT的计算时间所得出的并行加速比。 

 

通过 DMON 调试器执行 FFT 算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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