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走近WinCEWinCE BSPBSP开发开发

www.farsight.com.cn

http://www.farsight.com.cn


华清远见 目录

1. Windows CE系统概述
2. Windows Embedded家族产品介绍
3. 技术特点
4. Platform Builder开发环境简介
5. WinCE 5.0的内存管理架构
6. WinCE 6.0在内存管理方面的增强



华清远见 Windows CE系统概述

1. 良好的可裁剪性和可移植性
2. 具备足以满足绝大多数应用场合的
实时性

3. 与Win32 API的良好兼容性，包括
多语言、DirectX等的支持

4. 丰富的应用软件支持，包括对通
信，网络和多媒体等的支持



华清远见 良好的可裁剪性和可移植性

vWindows CE的最小可执行内核大小
约为200K，典型的内核大小为8M-
20M左右
v组件可以灵活的增减，开发环境会
自动处理它们之间的依赖性

vWindows CE目前支持大量的主流嵌
入式CPU如X86，MIPS，ARM，
SuperH
v提供了产品级BSP支持，最大限度
的减少移植时间



华清远见 Windows CE的实时性

v判断标准：最差响应时间，平均响
应时间

vWinCE实时性的设计目标
vWinCE的实时性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Ø采用抢占式多任务内核

Ø支持嵌套中断，高优先级中断优先执行
Ø ISR，IST机制
Ø强大的进程线程机制



华清远见 与桌面Windows的良好兼容性

v实现了Win32 API的子集
v提供了MFC，ATL等模板支持
v提供了.NET Framework的支持
vCOM/COM+，Win Socket等大量与
桌面Windows相兼容的技术
v提供了多语言支持

v通过ActiveSync等方式方便地与PC
连接



华清远见 丰富的应用软件支持

v提供了IE，MSN，MS Office，
Windows Media Player等大量的应用
软件支持

v提供了大量的应用支持库如VoIP支
持，各类多媒体编、解码器

v强大的IDE和调试工具，多种模拟
器，帮助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



华清远见 Windows Embedded家族产品介绍
vWindows Embedded
ØWindows Embedded CE
üWindows Embedded CE
§ Core
§ Pro(增加Media、IE和更丰富的GUI组件)
§ Pro+(增加Office相关组件)

üWindows Mobile
§ SmartPhone
§ Pocket PC

üWindows AutoMotive
ØWindows XP Embedded



华清远见 各类WinCE产品与WinCE的区别

v 更丰富的组件，针对不同应用场合
提供了更强大的支持

v 不同产品规定了相应的最小组件
集，这些组件是必须包含在最终产
品之内的



华清远见 各产品的主要区别

vWindows Embedded CE 是基础版本
vWindows Mobile 包含Smartphone 和

Pocket PC 两个平台，专为要求特殊硬件
配置的设备而设计。包含标准化的接口和
应用程序，可确保在各种硬件设计中的兼
容性。

vWindows Automotive 在共享Windows CE 
的丰富平台和服务的同时，还提供语音识
别技术、自动化电源管理功能以及其他自
动化特定的组件。



华清远见 Windows CE技术特点

v 层次化的体系结构

v 线程进程模型

v 内存管理模型

v 驱动管理与系统服务

v 存储管理与文件系统

v GUI
v 应用程序



华清远见 层次化的体系结构



华清远见 层次化的体系结构



华清远见 进程线程模型

v进程

v线程

v调度

v同步

v进程间通信



华清远见 进程

v进程是程序的运行实例，一个进程
中至少包含一个线程

vWinCE系统中进程并不参与调度，
也没有优先级和上下文

v各进程的虚拟内存空间是独立的

vWinCE 5.0系统最多允许32个进程同
时运行



华清远见 线程

v线程是系统调度的最小单位，进程
中的所有线程共享该进程中的资
源。线程还拥有独立的堆栈等资
源。

v线程可以运行在核心态或用户态，
运行在核心态时可以访问高端地址
(>0x80000000)
v线程的数量只受系统资源的限制



华清远见 调度

v作为抢占式多任务操作系统，
WinCE采用基于优先级的时间片轮
转算法调度线程

v线程优先级可以从0到255
v优先级反转与优先级继承



华清远见 同步

v可以跨进程
ØMutex（互斥体）
ØSemaphore（信号量）
ØEvent（事件）

v不能跨进程
ØCritical Section （临界区）
Ø Interlocked Functions （互锁函数）



华清远见 进程间通信

v方法有很多种，常用的是点对点消
息队列和内存映射文件

v内存映射文件的虚拟地址在
0x42000000到0x7FFFFFFF的范围内
v点对点消息队列是先入先出的buffer
队列，可以传递任意大小的数据，
有很大灵活性

v点对点消息队列意味着它无法进行
广播



华清远见 驱动管理与系统服务

vWinCE中所有驱动都是用户态下的
DLL
Ø允许动态加载卸载驱动程序

Ø增强稳定性
Ø可以使用包括Win32 API在内的大量系统资源

v所有的驱动程序DLL都是被
Device.exe、GWES.exe或者
FileSys.exe加载的
vGWES –DDI-> MDD –DDSI -> PDD
vGWES –DDI-> Monolithic Drivers



华清远见 其他技术特点

v对象存储
Ø注册表

Ø文件系统

Ø数据库

vGUI
v应用程序



华清远见 Platform Builder开发环境简介

v参照实际开发环境简要介绍IDE和命
令行的使用方式



华清远见 Windows CE的内存管理模型

v内存地址空间的划分与管理
Ø内核空间与用户空间
ØSlot的划分

v内存的分配与使用
Ømalloc/free与new/delete
Ø保留和提交
ØMemory Map File

v访问物理地址



华清远见 内存地址空间的划分与管理

v所有XIP DLL都会
被映射到Slot1中

v Slot2一般是映射
为FileSye.exe

v包括GWES，
Device和Service等
系统进程都会占用
Slot2-32中的某些
Slot



华清远见 内存地址空间的划分与管理

v每个进程的地址空间为64M
vXIP DLLs被加载到高地址的32M空
间内
其中全局变量会被加载到低地址的32M空间

内

vCode，Data和RAM DLLs被加载到
低地址的32M空间内
应用程序无法在32M空间外动态分配内存

v纯资源DLL不会被加载到当前进程
的地址空间



华清远见 内存的动态分配与使用

v临时变量，是在栈中分配的
v可以使用C/C++ Runtime Library中的
内存分配函数malloc/free与
new/delete，这些内存是在Heap中分
配的

v保留和提交(VirtualAlloc，
VirtualFree等)分配虚拟内存（保留
以64KB为单位，提交以页大小为单
位，如4KB）
vMemory Map File也可用来分配大内
存，可以被所有进程访问



华清远见 访问物理地址

v先用VirtualAlloc保留一段虚拟地
址，然后用VirtualCopy将虚拟地址
与物理地址绑定

v推荐使用MmMapIoSpace函数，它
的原型就是使用上述两个函数实现
的

vAllocPhysMem用来分配一段物理上
连续的内存，一般DMA buffer需要
这样的内存



华清远见 WinCE 6.0在内存管理方面的增强

v每个进程有2GB的虚拟地址空间，
同时去掉了原来的共享内存区域

v最多可以有32000个进程
v用于加载DLL的空间增加到512M
vDevice，FileSys，GWES等进程全部
放入内核地址空间中执行

v每个进程中的句柄不能被其他进程
使用

v采用了与桌面Windows相同的C运行
时库



华清远见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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