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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说：真正有所发现的航行不在于寻找一片新的风景，
而在于拥有一双新的眼睛。1

几年前，我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是不是需要改变一直沿用的顺序式程序架构？因为随着市

场的成长，产品需要更多的特征，更短的交货时间，更少的缺陷，更低的功耗，以及更少的成

本。而使用当时流行的 RTOS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这时我知道了QP并很快发现，基于
UML状态机的QP框架可能是我需要的新架构。QP架构以及在它后面的UML，让我从新的角
度观察，分析然后高效并成功的实现了各种应用。

UML本身非常庞大，学习UML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更不要说挑选UML中合适的工具去对
实际的问题进行并建模了。绝大多数UML书籍主要涉及概念，大型系统或数据库的开发等，
少数的几本涉及UML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的书又只关注某些厂商的辅助设计工具的应用。同
时，国内大多数嵌入式开发者具有很强的硬件开发的背景而非软件专业科班出身，难以把

UML和手头的实际项目联系起来，对先进的UML建模方法论总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

我已多次阅读QP代码以及本书，它让我深入理解并熟练的使用UML工具去解决我的实际问
题。同时它们本身也是作者崭新思维的产物，在我开发过程中思路阻塞时，我会阅读它们去寻

找灵感。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带给你思维的飞跃，解决你的实际开发问题，实现具有竞争力的产

品。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家庭，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本书的翻译不可能完成。同时，我也

想感谢 BJHKHTDX出版社的HXB先生以及他的编辑团队对我的信任和帮助。2

最后，我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对书中可能存在的翻译疏漏和错误给予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邮

箱是 anymcu@gmail.com，我也会在 http://www.anymcu.com  上维护本书的一个勘误表。

CFH

2010年 11月于深圳

1 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 but in having new eyes.
2 由于本书未能在国内出版，特隐去出版社和编辑先生的信息。不过还是要多谢H编辑的帮助。译者 201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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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嵌入式系统的事件驱动编程

 关注核心概念

 提供一个完整的立即可用的开源软件架构

 包括了一个使用ARM Cortex-M3的详尽的实例。

3 原书封面翻译件。



“这本书绝对是让我对状态机大开眼界。我最近使用(包含在本书内)的QP框架改写了代码的
主要部分，它带来了奇迹。我以前的代码使用了许多传统的状态机，并很快演变成意大利面条

式代码。层次式状态机方法令新代码更小，更健壮，并且更易于维护和扩展。优秀的书和代

码！”
——Bob Bradley, Apple Computer, Inc., 

4本书的目标人群为以下对事件驱动型编程和现代状态机感兴趣的软件开发者：

 嵌入式程序员和顾问会发现一个完整的，立即可以用的事件驱动型构架，用来开发应用系

统。本书描叙了状态机编码策略，和同样重要的，一个与之配套的执行并发状态机的实时

框架。这两个因素是互补的，离开了对方，每个因素都不能发挥它的最大潜能。

 寻求一个实时内核或实时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者会发现，QP事件驱动型平台可以
做到RTOS可以做到的任何事情，而且事实上，QP包含了一个完全可抢占的实时内核和
一个简单的协作式调度器。

 无线传感器网络等超低功耗系统的设计者会发现，如何把基于事件驱动状态机的解决方案

裁剪以适合最小的微控制器。超轻量级的QP-nano版本（第十二章）在仅 1-2KB字节的
ROM中融合了一个层次式事件处理器，一个实时框架和一个协作式或者完全可抢占式的
内核。

 对于复杂性的应用，大规模的大型并行服务应用的设计者会发现，结合了层次式状态机的

事件驱动型解决方法很容易扩展，在管理非常大数目的状态化构件，例如客户任务方面，

它非常理想。可以证明，QP的嵌入式设计理念对每个构件的时间和空间性能都提供了关
键的支持。

 开源社区会发现QP辅助了其他的开源软件，比如 LINUX或 BSD。QP到 LINUX（和
POSIX兼容的操作系统）的移植在第八章描叙。

 使用C或C++的图形用户界面开发者和计算机游戏程序员会发现QP很优雅的辅助了GUI
库。QP提供了高层的基于层次式状态机的“屏幕逻辑”，而由GUI库处理底层的窗口部件
(widget)并在屏幕上画图。

 系统构架师会发现QP是大型自动化设计工具的一个超轻量化的替代。
 自动化设计工具的用户会获得对他们使用工具的内部工作方法更深的理解。看到“帽子下
面”的内容会帮助他们更加自信的更有效的使用工具。

由于代码为中心的解决方法，本书主要吸引那些需要创建实际的可工作代码，而不是

仅仅建模的软件开发者。许多其他关于UML的书籍已经在描叙模型驱动分析和设计，以及其
他相关问题，比如软件开发过程和建模工具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本书不提供另一个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CASE)工具。相反，本书讨论关于对层次式状
态机的实用的，可维护的编码技术，并使用一个实时框架把状态机和健壮的事件驱动型系统结

合起来。

Miro Samek博士是Quantum Leaps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这是一家提供轻量化的基于状态机
的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框架的开源公司。他是“Practical Statecharts in C/C++”第一版(CMP
出版社，2002)的作者，他为包括C/C++Users Journal在内的许多杂志撰写专栏，他是
Embedded Systems Conferences的定期演讲者，并任职于 Embedded Systems Design杂志
的编辑审查委员会。多年以来，他在多家硅谷公司从事嵌入式软件架构师的工作，在此之前他

是GE Medical Systems (现在是 GE Healthcare)的一名嵌入式软件工程师。Samek博士在
GSI(亥姆霍兹重离子研究中心，位于德国Darmstadt)获得核物理博士学位。

4 原书封面翻译件。



5本书在UML高层次抽象概念和现代层次式状态机的实际编程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本书
描叙了一个名为QP的轻量级开源的事件驱动型基础架构，它可以让用户不需使用大型工具，
就可以使用 C或 C++语言对UML状态图和并发型事件驱动应用程序进行直接的手工编码。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它通过多个可执行实例，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描叙了传统的有

限状态机概念和现代的UML状态机概念，以及和每种状态机概念相对应的状态机编码技术和
状态机设计模式。在第二部分，它对一个可以把多个并发型事件驱动型状态机组合成健壮的应

用程序的通用的实时框架QP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分析。QP事件驱动型框架和传统的实时操作
系统 RTOS相比有多个更加优异的特征。QP的最简配置可以完全取代 RTOS直接运行在裸的
微处理器或DSP上。QP也可以在几乎所有OS/RTOS上工作，从而利用现有的设备驱动程序，
通讯堆栈和其他中间件。

然后它解释了轻量级可抢占型实时内核QK。软件跟踪工具QS本身是一个强大的调试工具，
如果读者想了解如何实现一个复杂高效的通讯协议，它也是一个经典的学习范例。QP-nano则
是事件驱动基础架构的超轻量级版本，它可以运行在低端的 8位和 16位MCU上。

本书的网站(www.state-machine.com/psicc2)提供了QP的源代码，对流行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移
植代码，以及在本书描叙的各种实例代码。

本书关注UML状态机的核心概念而不是那些一直在改变的具体工具，从而允许读者在不同的
项目中继续使用本书的知识。

本书为各种小型和大型的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立即可用的开源实时软件架构。

本书包括了一个使用 ARM Cortex-M3的大型实例，并通过它着重强调了在日常编程活动中程
序员和架构师可能遇到的问题。

5 原书内容简介翻译件。



6嵌入式/编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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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嵌入式系统的事件驱动型编程方法

使用本书，轻松实现从传统的顺序式编程到现代的事件驱动型编程的转变。

实用UML状态图 C/C++实现第二版，在UML的高层次抽象概念和现代的层次式状态机(UML
状态图)的实际编程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本书描述了一个名为QP的轻量级开源事件驱
动架构。这个架构不需使用大型的工具，即可实现对UML状态图和并发型事件驱动应用程序
的手工编码。

 理解状态机概念

从传统的有限状态机到现代的UML状态机

 掌握编写状态机的技术和设计模式

使用各种可执行的实例学习

 详解事件驱动编程的关键概念

包括控制的反转，阻塞和非阻塞代码，运行到完成(RTC)语义

 让您彻底融入QP架构
QP可以和绝大多数OS/RTOS一起工作，从而利用它们现有的驱动程序，通讯堆栈和其他中间
件

 结合实际的学习网站 http://elsevierdirect.com/companions/9780750687065
本书的网站包括了QP完整的开源源代码，到 80x86，ARM Cortex-M3,MSP430和 LINUX的移
植代码，以及本书所有的实例代码。

Miro Samek博士是Quantum Leaps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这是一家提供轻量化的基于状态机的
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框架的开源公司。他是“Practical Statecharts in C/C++”第一版(CMP出版
社，2002)的作者，他为包括 C/C++Users Journal在内的许多杂志撰写专栏，他是 Embedded 
Systems Conferences的定期演讲者，并任职于 Embedded Systems Design杂志的编辑审查委员会。
多年以来，他在多家硅谷公司从事嵌入式软件架构师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是GE Medical 
Systems (现在是 GE Healthcare)的一名嵌入式软件工程师。Samek博士在GSI(亥姆霍兹重离子
研究中心，位于德国Darmstadt)获得核物理博士学位。

6 原书封底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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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过程中，有多位网友通过电子邮件询问本书的出版情况。在此非常感谢。

译者邮箱： anymcu@gmail.com

2010-02-24

This page is intented for this note only and it will be removed later.

本页仅用于放置这条备注，今后会删除这一页。

- 译者

中文版本更新和勘误表网址：

http://hi.baidu.com/new/anymcu  

作者网址：

http://www.anymc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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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创建一个可用的软件，你不得不和每个修改，每个特征，每个微小的调节做斗争，

直到别人满意为止。没有捷径可走。有运气的成分，但你的成功不是因为幸运，而是

由于你的尽力争取。

--Dave Winer

许多年以来，我在寻找一本书或者杂志，它讲解如何用主流的编程语言比如 C/C++来进行完全实际可

用的现代状态机（ UML1 Statechart ）编程。我从没找到这种技术。

2002年，我写了《 PSICC ：嵌入式系统量子编程》（本书中文版已于 2004年出版）。它作为

当时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书，介绍了长久以来被期待的技术—实现了一个紧凑的，高效率的，高度可移植

的 UML 状态机，并对状态的层次式嵌套提供了完全的支持。 PSICC也第一个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一

套完整的，通用的，基于状态机的实时应用程序框架的 C/C++ 源代码。

据我所知，在嵌入式系统编程方面， PSICC 一直是关于状态图和事件驱动型编程技术的最流行

的书籍之一。在第一版出版后几年内， PSICC被翻译成中文，之后一年内它又被翻译成韩文。我收到并

回答了几千封世界各地读者的电子邮件，他们在消费，医疗，工业，无线，网络，研究，国防，机器人，

汽车空间探索和许多其他的应用中成功的使用了书中的代码。从 2003年开始，我开始在美国东西两岸的

嵌入式系统会议演讲这个主题。我也开始为许多公司提供顾问服务。所有这些活动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

到现场了解工程师们在广泛的应用领域是如何实际使用已发行代码的。

你现在在阅读的是 PSICC 的第二版。它是我接收到的大量的反馈和过去 5年“大规模并行测

试”及“现场实战调查”的直接产物。

本书第二版的新增内容

如我在 PSICC 第一版中所承诺的，我持续的改进了代码并完善了设计技术。这份经过完全修订过的第二

版采纳了这些先进技术和大量从读者中得到的经验。

全新的代码

首先，本书提供了一套名为量子平台 QP 的全新的软件，它包含层次式事件处理器 QEP和实时框架

QF ，以及 2 个新的构件。从 6年前本书第一版发行后 QP 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改进。 PSICC 第一

1 UML 代表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它是Object Management Group 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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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发行后引进的改进太多不能在前言中一一列举。改进的主要方面包括更高的效率，可测试性，和在不

同处理器，编译器和操作系统中更好的移植性。 2 个新的 QP 构件是在第十章描叙的轻量级可抢占实

时内核 QK 和在第十一章描叙的软件跟踪工具 QS 。最后，我十分激动能引入一个全新的超轻量级简

化版 QP--为从最低端的 8位直到 16位 MCU 而量身定做的 QP-nano 。我在第十二章描叙 QP-

nano。

开源和双许可证策略

2004年，我决定在自由软件基金的GNU通用公众许可证 GPL第 2 版条款下，把全部 QP 代码作为开

源软件发行。同时， QP 源代码也可以在独立的传统商业许可证下使用。商业许可证可以替代 GPL，

这是为那些需要保护他们基于 QP 的资产的用户特别设计的。把开源和商业许可结合起来的策略正在逐

步流行，这被称为双许可证 (daul-licensing)，在附录 A中有对它的详细解释。

用      C      语言作为主要的开发语言

PSICC 第一版中的绝大多数代码实例是用 C++ 实现的。然而，我在开发现场发现，很多嵌入式软件开发

者（绝大多数是电子工程师）都有硬件工作背景而且他们常常不喜欢使用 C++ 。

在这一版中，我决定交换 C 和 C++ 的角色。和从前一样，本书网站有 C 和 C++ 版本的完整源

程序。但是现在，书中的绝大多数代码实例使用 C 版本，仅当 C++ 和 C 的实现代码之间的差别显著和

重要时，才会讨论 C++ 代码的实例。

由于使用 C 代码，我不再使用在第一版中应用和介绍的 C+ 面向对象的扩展。新代码继续和

C+ 兼容，但是已不再使用 C+ 宏。

更多的实例

和第一版相比，这一版提供了更多的事件驱动型系统的实例，这些例子更加完整。我尽力使实例不琐碎

的同时，也不把理论细节搞得模糊不清。同时，我所选的实例不需要任何特定领域的知识，从而我不用

浪费纸面和你的注意力去解释问题的规格说明 (specification) 。

支持可抢占式多任务调度

像 QP 这样的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 (event-driven infrastructure) ，可以和不同的并发机制一起工作，从简

单的“超级循环”，到完全可抢占的基于优先级的多任务调度。 QP 的早期版本天然的支持简单的非可

抢占调度，但是如果需要这个功能的话，它需要一个外部的 RTOS 来提供可抢占的多任务调度。

在第十章，我描叙了这个新的实时内核 QK 构件，它可以为 QP 提供可确定的，完全可抢占的，

基于优先级的调度。 QK 是一个很特殊的，非常简单的，运行到完成 (run-to-completion) ，单堆栈的

内核，完美的符合对状态机执行时的运行到完成语义的一般性的设定。

支持全面的测试

建立在并行执行状态机上的运行着的应用程序是个高度结构化的事务，在它里面所有重要的系统交互作

用都是通过一些把所有状态机链接起来的，由事件驱动型框架所提供的管道来进行的。通过监视这些

“管道”代码，你可以获得对运行态系统的深入了解。事实上，从一个被监视的事件驱动型框架上得到

的跟踪数据可以告诉你更多关于应用程序的信息，超过其他任何传统的实时操作系统 (RTOS)，因为现在

框架非常“了解”应用程序。

在第十一章，我描叙了新的 QS （ spy ）构件，它为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提供了一个高级的软

件跟踪工具。 QS 产生的跟踪数据允许你只用最少的目标系统资源开销，在不停止或显著的降低代码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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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情况下，对你在运行中的实时嵌入式系统进行现场分析。和其他工具一起使用它，你可以重新构建

你系统中全部主动对象的完整的序列图，和详细的带有时间戳 (time-stamp)的状态机活动行为。你可以监

视所有的事件交换，事件队列，事件池，时间事件（定时器），可抢占性，以及上下文切换。你也可以

用 QP 向应用层代码添加你自己的监测工具。

超轻量级      QP-nano      版本

使用状态机的事件驱动型解决方法和其他常规的实时内核或实时操作系统相比，它更加精简。为了在非

常小的嵌入式系统中使用它， QP 的简化版 QP-nano 实现了 QP/C 或 QP/C++ 特性的一个子集。

QP-nano 被特别设计成可在低端 8位和 16位微控制器，比如

AVR， MSP430 ， 8051k ，PICMICROk， 68HC(S)08 ， M16C 和其他型号上，使用层次式状态机实

现事件驱动型编程。 QP-nano 通常需要大约 1 到 2KB字节 ROM 和每个状态机几个字节的

RAM 。我在第十二章描叙 QP-nano 。

去掉了量子比喻

在 PSICC 第一版中我提供了利用量子机制的比喻，用来帮助读者理解事件驱动型系统。虽然我仍然相信

这个比喻十分精确，而且提供这样一个比喻是极限编程 XP 和敏捷方法的关键方法，但是却它并不吸引

读者。

根据读者的反馈，我决定从这版本中去掉量子比喻。由于历史的原因，“量子”一词继续在软件

中出现，前缀 Q在代码中用来标识类型和函数名，以便把 QP 和其他代码区分，但是这些名字并不再

有其他的含义。

使用      QP      所需的条件

本书提供的绝大多数代码使用高度可移植的 C或 C++ 编写，独立于任何特定的 CPU，操作系统或编

译器。然而，为了便于讨论，我提供了运行在任何版本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DOS上的可执行实例。选

择这个古老的 16位DOS作为演示平台的理由是，它允许在一台标准的 X86电脑上从硬件层开始编程，

并可以直接操作 IO空间。没有别的其他现代 32位标准电脑开发环境可以如此容易的做到这点。

使用古老的 DOS平台的其他优点是可以用到许多成熟的免费工具。由于这点，我使用了古老的

Borland C++ 1.01工具套件编译了所有的实例，这个套件可以从 Borland免费下载。

为了演示在现代嵌入式系统上使用 QP 编程，我也提供了相关的实例，使用从 Luminary MICRO

公司的便宜的2 基于 ARM Cortex-M3 的 Stellaris 芯片的 EKI-LM3S811评估套件。 Cortex-M3 实例使

用和 DOS平台实例完全相同的源代码，只是 BSP稍有不同。 Cortex-M3 实例需要使用 32KB 限制的

KickStart 版本的 IAR EWARM 工具套件，它包含在 Stellaris 套件中，也可以从 IAR免费下载。

最后，书中的一些实例运行于LINUX和任何其他 POSIX兼容的操作系统上，比如 BSD,QNX, 

MAX OS X,或 SOLARIS。你也可以在 CYGWIN环境下，在 Windows上生成这些 LINUX实例。

本书的网站 www.state-machine.com/PSICC2  提供了书中使用工具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连接。网站

也包含了大量的，到不同的CPU，操作系统和编译器的 QP 移植代码的连接。请经常访问这个网站，

因为它常常增添新的移植代码。

目标人群

本书的目标人群为以下对事件驱动型编程和现代状态机感兴趣的软件开发者：

2在本书的写作期间，EKI-LM3S811 的价格是 49美元 (www.luminarymic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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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程序员和顾问会发现一个完整的，立即可以用的事件驱动型构架，用来开发应用系统。

本书描叙了状态机编码策略，和同样重要的，一个与之配套的执行并发状态机的实时框架。

这两个因素是互补的，离开了对方，每个因素都不能发挥它的最大潜能。

 寻求一个实时内核或实时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者会发现，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可以

做到 RTOS 可以做到的任何事情，而且事实上， QP 包含了一个完全可抢占的实时内核和

一个简单的协作式调度器。

 无线传感器网络等超低功耗系统的设计者会发现，如何把基于事件驱动状态机的解决方案裁

剪以适合最小的微控制器。超轻量级的 QP-nano 版本（第十二章）在仅 1-2KB字节的

ROM 中融合了一个层次式事件处理器，一个实时框架和一个协作式或者完全可抢占式的内

核。

 对于复杂性的应用，大规模的大型并行服务应用的设计者会发现，结合了层次式状态机的事

件驱动型解决方法很容易扩展，在管理非常大数目的状态化构件，例如客户任务方面，它非

常理想。可以证明， QP 的嵌入式设计理念对每个构件的时间和空间性能都提供了关键的

支持。

 开源社区会发现 QP 辅助了其他的开源软件，比如LINUX或 BSD。 QP 到LINUX（和

POSIX兼容的操作系统）的移植在第八章描叙。

 使用 C或 C++ 的图形用户界面开发者和计算机游戏程序员会发现 QP 很优雅的辅助了

GUI库。 QP 提供了高层的基于层次式状态机的“屏幕逻辑”，而由GUI库处理底层的窗

口部件 (widget) 并在屏幕上画图。

 系统构架师会发现 QP 是大型自动化设计工具的一个超轻量化的替代。

 自动化设计工具的用户会获得对他们使用工具的内部工作方法更深的理解。看到“帽子下

面”的内容会帮助他们更加自信的更有效的使用工具。

由于代码为中心的解决方法，本书主要吸引那些需要创建实际的可工作代码，而不是仅仅建模的

软件开发者。许多其他关于 UML 的书籍已经在描叙模型驱动分析和设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比如软

件开发过程和建模工具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本书不提供另一个 CASE 工具。相反，本书讨论关于对层次式状态机的实用的，可维护的编码

技术，并使用一个实时框架把状态机和健壮的事件驱动型系统结合起来。

为了能从书中有所收获，你必须合理的掌握 C或 C++ 语言，并对计算机结构有大体的理解。我

没预设你对 UML 状态机有初步的了解，在第二章我将对底层概念有一个速成课程式的解释。我会在第

六章介绍基本的多任务，互斥，和阻塞等实时概念。

本书的网站

本书的网站是 http://www.state-machine.com/psicc2, 包含如下信息：

 QP/C ， QP/C++ 和 QP-nano 的源代码下载

 本书中描叙的全部 QP 移植代码和实例

 HTML 和 CHM 格式的 QP/C ， QP/C++ 和 QP-NANO 的参考手册

 本书中使用的编译器和其他工具的下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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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反馈和评论精选

 勘误表

另外， http://www.state-machine.com 在 2002年本书第一版发行后就一直支持 QP 用户社区。网

站提供如下资源：

 最新的 QP 下载

 QP 移植代码和开发套件

 程序员手册

 应用笔记

 资源和小工具，比如 VISIO 的 UML 模板，设计模式，其他有关书和文章的连接等

 商业许可证和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的顾问和培训

 新闻和事件

 论坛

 时事快报

 博客

 其他有关网站的连接

 其他

最后， QP 也被放在 sourceforge.net—世界上最大的开源代码和应用数据库里。 QP 项目位于：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qpc/。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家庭，他们对这些年来编写软件和本书的两个版本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支持。

我也要感谢 ELSEVIER 的团队， RACHEL ROUMELIOTIS, HEATHER SCHERER, 和 

JOHN(JAY) DONAHUE 。

最后，我想感谢所有联系我的软件开发者，他们给我启发思考的问题，缺陷报告，无数改善代码

和文档的建议。软件开发的规则是，一个软件系统只有在它被不同的用户在不同的实际项目中使用和仔

细检查后才会变得更好。

MIRO SAMEK

CHAPEL HILL, NORHT CAROLINA

APRI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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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几乎所有计算机系统，特别是嵌入式系统，是事件驱动型的，这意味着它们持续等待某些外部或者内部

的事件发生，比如一个时钟节拍 (tick)，一个数据包的到来，一个按键被按下，或者一次鼠标的点击。确

认事件后，这类系统产生相应的反应，去执行相应的计算，去操作硬件，或者去产生“软”事件去触发

其他的内部软件构件。（这就是为什么事件驱动型系统也被称作反应系统 (reactive system) 的原因）。

软件一旦完成了事件处理，就退回到等待下一个事件发生的状态。

你无疑肯定熟悉基本的顺序控制，使用这种方法时，一个程序在它执行路径的不同地方等待事件，

它或者主动的轮询事件，或者被动的阻塞于一个旗语 (semaphore)或其他的操作系统原语。尽管这种事

件驱动型系统的编程方法在很多情况下起作用，但是，当系统有许多可能的事件源，而你也不能预测事

件的到达时间和次序，而且及时处理事件变得至关重要时，这种方法不能很好的工作。问题在于，当顺

序式程序在等待某类事件时，它没做任何其他工作，也不对其他事件起反应。

显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程序结构，它可以对不同的可能事件反应，任何事件可以在不能预测的

时刻以不能预测的次序到达。在嵌入式系统里，比如家用电器，手机，工业控制器，医疗设备和其他系

统中，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在现代桌面计算机中，比如在使用一个网页浏览器，文字处理器，或者速算

表时，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绝大多数这些程序有一个现代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它显然可以处理多

种事件。所有当代的 GUI 系统以及许多嵌入式应用，都采用了一个共同的程序结构，可以优雅的解决

需要及时的处理异步事件的难题。这种程序结构通常被称为“事件驱动型编程”。

控制的倒置      (Inversion of Control)  

事件驱动型编程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它和传统的顺序式编程方法例如“超级循环”，或传统

的 RTOS 的任务不同。绝大多数的现代事件驱动型系统根据好莱坞原则被构造，“不要呼叫（调用）我

们，我们会呼叫（调用）您” (Don’t call us, we will call you.)。因此，当它等待一个事件时，这个事件驱

动型系统没有控制权，事实上，它甚至没有被激活。仅当一个事件到达了，程序才被调用去处理这个事

件，然后它又很快的放弃控制权。这种安排允许这个事件驱动型系统同时等待许多事件，结果系统对所

有需要处理的事件都能保持反应。

这个方案有三个重要的后果。第一，它意味着一个事件驱动型系统被自然的分解到应用程序里面，

由应用程序处理事件，而监督者是事件驱动的平台，由它等待事件并把它们分发给应用程序。第二，控

制存在于事件驱动平台的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中，因此从应用程序的角度看，和传统的顺序式程序相

比，控制被倒置了。第三，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必须在处理完每个事件后交出控制权，因此和顺序式程

序不同的是，运行时上下文和程序计数器不能被保留在基于堆栈的变量中。相反，事件驱动应用程序变

成了一个状态机，或者实际上一组合作的状态机，并在静态变量里保留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的上下

文。

事件驱动型框架的重要性

控制的倒置 (inversion of control)，在所有事件驱动型系统中是如此典型，因此它使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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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具有了一个应用程序框架 (framework) 的全部特性，而不再是一个工具集。当你使用工

具集时，比如使用传统的操作系统或 RTOS ，你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部分，当你需要重用 (reuse) 时，

你调用工具集。而当你使用框架时，你重用应用程序的主要部分，只需编写它调用的代码。

另一个重点是，如果你想把许多事件驱动型状态机组合到一个系统中，事件驱动型框架就是必需

的。要执行并发状态机，不能仅仅是像使用传统的 RTOS 那样只需调用 API 。状态机需要一个底层

构架（框架）为每一个状态机，事件队列，以及基于事件的时间服务提供最小的，运行到完成的执行上

下文。这点非常关键。状态机不能在“真空”中操作，而且如果没有一个事件驱动型框架的支持，它就

没有实用性。

主动对象计算模型

本书提供了分解事件驱动型系统的两个最有效的技术：层次式状态机和事件驱动型框架。这两个要素的

结合被称为主动对象计算模型 (active object computing model)。术语“主动对象”是从 UML 而来，表

示一个自治的 (autonomous) 对象，它和其他主动对象通过事件进行异步交互。 UML 还提议使用状

态图的 UML 变体为事件驱动型主动对象的行为建模。

本书中，主动对象使用事件驱动型框架 QF 实现， QF 是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的主要构件。

QF 框架依次的执行主动对象，处理全部线程安全的事件交换细节，以及主动对象的内部处理过程。通

过对事件进行排队，并依次把它们（以每次一个的方式）派发给主动对象的内部状态机， QF 保证状态

机执行预设的运行到完成的语义。

层次式状态机和事件驱动型框架结合的概念基础早已有之。事实上，它们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了最

少20年。几乎今天市场上全部成功的设计自动化工具都是基于层次式状态机（状态图），并在内部包含

一个类似 QF 的事件驱动型实时框架。

以代码为中心的开发方式

本书所采取的实现方法是以代码为中心的 (code-centric) ，简约的和底层的。这个特征不是贬义的，它

只是意味你将会学到在不用巨型工具的情况下，如何把层次式状态机和主动对象直接映射成 C或者 C++

代码。问题的关键不是工具――问题是“理解”。

现代化的设计自动化工具确实很强大，但是它们不适合所有人。对有些开发者来说，这些工具太

庞大而只能被放弃。本书展示的以代码为中心的实现方法为这些开发者提供了一个重量级工具的轻量级

替代品。

然而最重要的是，没有工具能替代你对概念的理解。例如，在某个关键的状态转换中，确定哪个

进入 / 退出动作以什么序列执行，这些不是你能通过运行设计工具显示的动画能发现的。答案来自于你

对底层状态机实现（在第三，四章讨论）的理解。即使你决定以后使用自动化设计工具，即使它使用和

本书不同的状态图实现技术，因为你具有对底层实现机理的理解，你将会有更大的信心和更有效率。

尽管现有用户给我许多压力，我坚持保持 QP 事件驱动平台的简洁，只直接实现庞大的 UML

规格的必要元素，从而支持最精细的设计模式。保持内核实现小而简单有现实的好处。程序员可以很快

的学习并部署 QP 而不需在工具和培训上大量投资。他们能很容易的根据实际情况，包括资源约束很严

的嵌入式系统，改写和定制框架的源代码。他们可以理解并实际使用所有提供的特征。

关注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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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机和事件驱动型框架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些特征的集合，因为有些特征被隔离开来后并没有意义。

只有你考虑设计而不是编码时，你才能有效的使用这些强大的概念。为了从这个角度理解状态机，你必

须从事件驱动型编程的角度来理解问题。本书讨论事件驱动型编程的问题，为什么它们是问题，以及状

态机和主动对象计算模式如何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从要讨论的编程问题开始许多章节。这样，

我希望可以使你前进，每次一小步，直到最后层次式状态机和事件驱动型框架成为你的解决问题的自然

地思考方法，并放弃那种使用传统的多层嵌套的 if 和 else 编程方式，或者在传统的 RTOS 中通过旗

语和事件标志来传递事件的方法。

面向对象

即使我使用 C 作为主要的编程语言，我也彻底地使用面向对象的设计原则。同实际上所有的应用框架一

样， QP 使用基本的封装概念（类）和单一继承作为主要的，为实际应用定制，特例化和扩展框架的实

现机制。使用 C 语言的读者请不要担心这些概念可能对你太新了。在 C 语言的层次，封装和继承是很

简单的编码技术，我在第一章会介绍它们。在 C 版本里我明确的避免了多态性 (polymorphism)，因为在

C 里实现后绑定 (late binding)有些复杂。当然， C++ 版本直接使用类和继承， QP/C++ 应用程序可

以直接使用多态性。

更加有趣

当你开始使用本书描叙的技术时，你的问题将会改变。你不再纠缠于复杂的 15层 if-else 语句，你停止

担忧旗语或其他底层的 RTOS 机理。相反，你开始在更高的层次式状态机，事件和主动对象的抽象层

来思考问题。当你体验了这种飞跃，你将发现，和我已经体验的一样，编程可以更有趣。你再也不会想

回到“意大利面条”式的代码或者简陋的 RTOS 里去了。

如何联系作者？

如果你对本书，本书的代码或一般的事件驱动型编程方法有任何意见或者问题，我很高兴能听到它们。

请给我发电子邮件， miro@quantum-lea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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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rtoonStock.com

第一部分         UML      状态机

状态机是最众所周知的，描叙和实现必须及时地对外界输入事件反应的事件驱动型系统的方法。先进的

UML 状态机展示了状态机理论和符号的当前状态。

本书第一部分展示了如何在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中实际使用 UML 状态机的方法，帮助你写出高

效的，具有被充分理解的行为，并且可维护的软件，而不是编写有着复杂的 if-else 的“意大利面条”

代码。第一章使用一个工作实例介绍这个方法的概况。第二章介绍状态机的概念和 UML 的表示方法。

第三章展示编写状态机的标准方法，第四章介绍一个一般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第五章介绍五个状态设

计模式的迷你分类表。你将了解到，即使你没有复杂的代码合成工具， UML 状态机也是你可以使用

的一个强大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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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UML      状态机和事件驱动型编程技术初探

作为常识，我们采取一种方法并尝试它。如果它失败了，坦率的承认这点再去试别的

办法。但最重要的是，去试一些方法。

--Franklin D. Roosevelt

本章展示一个完全使用 UML 状态机和事件驱动型范型的应用项目实例。这个应用程序实例是一个交

互式“飞行和射击”游戏，我决定尽早把它放在本书的开始处，这样你可以尽快的开始“玩”代码。本

章的目的在于用一个实际的程序来展示这个方法的基本要素，但不会陷入到细节，规则和例外里面。以

此为出发点，我不试着巨细无遗，但是这个实例和本书其他的实例都展示了一个良好的设计和被推荐的

编码风格。我不假设你已经知道很多关于 UML 状态机， UML 符号或者事件驱动型编程的知识。我

将在需要时简要介绍这些概念，或者告诉你如何在本书其他地方寻找详细的解释。

“飞行和射击”游戏是基于 Stellaris 的演示版套件中 Quickstart应用软件的源码 [Luminary 

06] 。我尽量使“飞行和射击”游戏的行为十分接近原来的Quickstart应用程序，这样你就可以在相同的

问题说明规范上，直接比较事件驱动型编程方法和传统的解决方法。

1.1        安装本书代码

本书网站 http://www.state-machine.com/psicc2  有自解压文件，包含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和本书中所有实

例的可执行的完整源代码，以及文档，开发工具，资源和其他资源。你可以把文件解压到任何目录下。

你选择的安装目录被作为 QP 的根目录 <qp>。

注： 尽管本书中我主要使用 C 语言的实现代码，本书网站上也包含等效的 C++ 版本的实现。

C++ 代码和相应的 C 代码有同样的目录结构，只不过它们位于 <qp>\qpcpp\... 目录下。

对于“飞行和射击”游戏实例，附带代码有 2 个版本。我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基于 Windows 的

DOS窗口的实现（图 1.1 ），这样你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嵌入式系统板就可以玩这个游戏并实验这些代

码。

注： 我选择古老的 16位DOS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使你在一台标准的 PC 上从硬件层开始编

程。你不用离开你的书桌，就可以使用中断，直接操作CPU寄存器，直接访问 I/O 空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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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代的 32位标准 PC 开发平台不容易做到这点。运行在 DOS（或者其他版本 Windows 的

DOS）上的 PC 模拟了传统的 80X86硬件。而且，你可以使用免费的成熟工具比如 Borland

C/C++ 编译器。

我也为便宜的基于 ARM Cortex-M3 的 Stellaris EV-LM3S811演示版提供了游戏的一个嵌入式版

本（图 1.2 ）。 PC 版和 Cortex-M3 版使用完全相同的应用程序源代码，唯一的差别在于 BSP不同。

1.2        开始玩吧

下面对“飞行和射击”游戏的描叙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解释如何玩这个游戏，再就是作为问题说明规范，

在本章后面用来设计和实现软件。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我需要详细的解释，所以请耐心阅读。

你在游戏中的目标是指挥一艘太空飞船通过一个没有尽头的，布满鱼雷的水平隧道。飞船同隧道

或者鱼雷的任何碰撞都会毁灭飞船。你可以使用 PC 键盘上的 UP 或者 DOWN箭头按键，或者 EV-

LM3S811板上的旋钮，使飞船向上或向下移动 ( 图 1.1) 。你也可以按 PC 键盘的空格键，或者 EV-

LM3S811上的 USER 按钮，发射一枚导弹去消灭隧道里的鱼雷。分数根据游戏的时间 ( 速率是每秒获

得30分 ) 和炸毁鱼雷的数量递增，每次游戏只有一艘飞船。

游戏开始时是演示模式，隧道以正常的速度从右到左卷动， Press Button字符串在屏幕中间闪烁。

你需要产生 fire missile 事件让游戏开始（在 PC 上按空格键，在 EV-LM3S811 板上按 USER 按

钮）。

在飞行时你每次只能有一枚导弹，因此当导弹在飞行时，你不能再发射导弹。导弹击中隧道墙壁

没有分数，但是击毁鱼雷可以得分。

游戏中有 2 种不同功能的鱼雷。在原版 Luminary QuckStart 应用程序中， 2 种鱼雷的行为一样，

但是我想演示状态机如何能优雅的处理具有不同行为的鱼雷。

鱼雷 1 型较小，但是可以被导弹击中它的任何像素点而被击毁。击毁鱼雷 1 型你获得 25分。鱼

雷 2 型较大，但是它比较狡猾，只有击中它的中心部分而不是触角才能击毁它。当然，鱼雷的任何一点

都可以攻击飞船。击毁鱼雷 2 型你获得 45分

当你碰到墙壁或者鱼雷而损毁掉飞船时，游戏结束，显示闪烁的 Game Over 字符串和你的最后

得分。闪烁 5秒后， Game Over 屏幕变回演示画面，等待重新开始游戏。

另外，这个应用程序带有一个屏幕保护功能，因为原 EV-LM3S811 板的 OLED 显示器有和

CRT类似的烧毁特性。如果在演示模式 20秒内没有开始游戏，游戏屏保就被激活（换言之，屏保在游戏

过程中不会出现）。屏保是个简单的随机像素的显示，使用和 EV-LMS3S811版的应用程序生命游戏

(Game of Live)一样的算法。我决定简化这个实现，因为像素的混合算法不能带给我们别的新的或有趣的

行为表现。在屏保运行了一分钟后，显示器被清空，只有一个随机点出现在屏幕上。这一点和原版

QuickStart应用程序不一样，原程序清空屏幕并开始闪烁 USER 发光二极管。我改变了这个表现，因为

USER 发光二极管有更好的用途（去显示 IDLE 循环的活动状态）。

图     1         运行在      Windows XP      的      DOS      窗口中的“飞行和射击”游戏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3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图     2         运行于      Stellaris EV-LM3S811      演示板上的“飞行和射击”游戏

1.2.1 运行游戏的      DOS      版本

使用 C 语言的 DOS下的“飞行和射击”游戏代码位于 <qp>\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game\ 目录，

这里 <qp>是你安装本书软件时选择的路径。

编译后的可执行程序也提供了，你可以在任何 Windows平台的 PC 上双击位于

<qp>\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game\dbg\ 目录的可执行文件 game.exe 。你看到的第一个屏幕

是游戏运行于演示模式， Push Button字符串在屏幕中间闪烁。在屏幕顶部是应用程序可以接受的按键

的符号。你需要按空格建开始游戏。要退出游戏可以按ESC按键。

在 Windows 的窗口模式玩“飞行和射击”游戏，和 Stellaris 版本相比，它的动画效果可能有点

不流畅。切换到全屏模式可以明显的让游戏运行的更加流畅。按下 ALT不放再按 ENTER键可以切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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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模式。再次使用 ALT-ENTER 组合键可以切换回窗口模式。

如你在图 1.1 所看到的， DOS版的游戏使用简单的 VGA文本模式去模拟 EV-LM3S811 演示

版的 OLED 显示器。 DOS窗口的屏幕下方被当作一个 80x16 字符的“像素”矩阵，比 OLED 显示器

的 96X16像素稍微小，但是足够玩这个游戏了。我特意避免在这个早期的实例里使用任何有趣的图形，

因为我有一条更大的“鱼”要烤给你，这比操心无关的复杂的图形编程更重要。

我的主要目标是使你容易的理解事件驱动型代码并用它做实验。为此我选择了 Borland Turbo C+

+ 1.01 工具集去创建这个实例和本书的的其他几个实例。尽管 Borland Turbo C++ 1.01 是个较老的编译

器，它可以演示 C 和 C++ 版本的所有特征。最后它可以从 Borland网站

http://bdn.borland.com/article/0,1410,21751,00.html  免费下载。

这个工具集很容易安装。你从Borland下载 Turbo C++ 1.01安装文件后，你需要把它解压到你的硬

盘。然后你运行 INSTALL.EXE并遵照它的安装提示即可。

注： 我强烈推荐你把 Turbo C++1.01工具套件安装在目录 C:\tools\tcpp101\ 这样，你可以直接使

用本书所提供的项目文件和MAKE文件。

也许实验“飞行和射击”代码的最容易的方法是运行 Turbo C++ IDE (TC.EXE)并打开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game\ 的项目文件 GAME-DGB.PRJ.你可以在 IDE 里修改，重新

编译，执行和调试。然而，你应该避免在调试器里结束程序，因为这样不会恢复标准的 DOS下的时钟节

拍和键盘中断向量。你应该使用用 ESC按键来退出这个应用程序。

在下一节，我简要的说明如何运行游戏的嵌入式版本。如果你对 Cortex-M3 版本不感兴趣，可

以跳过 1.3 节，后面是对应用代码的解释。

1.2.2 运行游戏的      Stellaris      版本

和运行在古老的实模式 80X86 处理器的 DOS版本的“飞行和射击”游戏不同，这份完全相同的代码运

行在当代工业界最先进的处理器之一 ARM Cortex-M3 上。

Stellaris Ev-LM3S811 版本的代码位于 <qp>\qpc\examples\cortex-m3\vanilla\iar\game-ev-lm3s811\

目录， <qp>代表你选择安装本书代码的根目录。

Stellaris 套件的代码已经使用 EM-lm3s811演示版附带的 32KB 限制版 IAR 嵌入式 ARM 工

作平台（ IAR EWARM ） v5.11 编译。你也可以在在线注册后免费从 IAR公司网站 (www.iar.com)直

接下载这个 IDE 。

IAR EWARM 的安装使用它附带的安装工具是很简单的。你还需要根据 EV-LM3S811 板的文档

说明安装它的硬件调试 USB驱动。

注： 我强烈的推荐你在 c:\tools\iar\arm_ks_5.11目录安装 IAR EWARM 工具。这样，你可以直接使

用本书提供的 workspace文件和 MAKE文件。

在你对 EV-LM3S811 进行“飞行和射击“游戏前，你也许想先玩一会儿板上原来的

QUICKSTART应用程序。

要把“飞行和射击”游戏编程到 EV-LM3S811 的FLASH里，你首先使用套件提供的USB线缆连

接 EM-LM3S811 和你的 PC ，并确认电源 LED已点亮（图 1.2 ）。然后，你需要启动 IAR 

EWARM ，打开位于 <qp>\qpc\examples\cortex-m3\vanilla\iar\game-ev-lm3s811\ 的 game-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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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3s811.eww 。从这时开始，你应该看到和图 1.3 类似的屏幕显示。 Game-ev-lm3s811项目设置为使

用 EM-LM3S811 上的 LMI FTDI集成调试器（图 1.2 ）。你可以通过 PROJECT->OPTIONS菜单里的

OPTIONS对话框验证这个设置。在 OPTIONS对话框里你需要选择左面的调试器页面，这里你可以选择

DOWNLOAD 页面来验证装载 FLASH已被打开。选中的 Use flash loader(s)意味着 IAR提供的 flash 

loader 应用程序会首先被装入 MCU 的 RAM 中，并且这个程序会用你的应用程序的映像来对

FLASH进行编程。

选择 PROJECT->DEBUG菜单，或者单击工具条上的 DEBUG 按钮（图 1.3 ）开始 FLASH编程。

IAR WORKBENCH应该显示 FLASH编程进度条，如图 1.3 所示。但 FLASH编程结束， IAR切换到

IAR C-SPY 调试器，程序停止在 main() 入口。你可以单击调试器里的 GO 按钮或者关掉调试器，按板

上的 RESET按钮重启演示版，来开始玩游戏。这样，“飞行和射击”游戏现在已经被下载到 EV-

LM3S811板，并且以后每次上电它都会自动运行。

图 3 使用 IAR EWARM IDE装入”飞行和射击”游戏到 LM3S811MCU 的 FLASH

IAR 嵌入式工作台使你很容易的实验“飞行和射击”游戏的代码。你可以编辑并单击 F7按钮编

译应用程序。唯一的要求是在安装 IAR工具集后你需要从源代码生成 Luminary Micro 驱动库。在

<IAR-EWARM>\ARM\examples\Luminary\Stellaris\boards\ek-lm3s811目录装入 ek-lm3s811.eww 工作台文

件， <IAR-EWARM> 是你安装 IAR工具集的目录。在 ev-lm3s811.eww 工作台，你选择上方下拉列表

的 driverlib – debug 项目，再按 F7生成库文件。

1.3               main()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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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开始解释“飞行和射击”游戏代码的最佳地方是位于文件 main.c 里的 main() 函数。本章中除非特

别说明，你可以浏览 DOS版或者 EV-LM3S811 版的代码，因为两个版本里的应用程序代码是一样的。

完整的 main.c 文件请看列表 1.1 。

注： 为了解释代码，我在感兴趣的代码左边写了在括号里的数字。在后面有对这些标签的解释。有

时，为了区分特定段和解释段的列表，我使用了完整的，包含列表序号和标签的引用。例如：

列表 1.1 （21）引用列表 1.1 的标签（ 21）。

代码列表 1 飞行和射击游戏的 main.c 文件

 (1) #include "qp_port.h"                                         /* QP 移植头文件 */

 (2) #include "bsp.h"                                   /* 板支持包 */

 (3) #include "game.h"                                       /* 这个应用程序 

*/

     /* Local-scope objects -----------------------------------------------------*/

 (4) static QEvent const * l_missileQueueSto[2];                  /* event queue */

 (5) static QEvent const * l_shipQueueSto[3];                     /* event queue */

 (6) static QEvent const * l_tunnelQueueSto[GAME_MINES_MAX + 5];  /* event queue */

 (7) static ObjectPosEvt   l_smlPoolSto[GAME_MINES_MAX + 8];  /* small-size pool */

 (8) static ObjectImageEvt l_medPoolSto[GAME_MINES_MAX + 8]; /* medium-size pool */

 (9) static QSubscrList    l_subscrSto[MAX_PUB_SIG];        /* publish-subscribe */

     /*..........................................................................*/

     void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explicitly invoke the active objects' ctors... */

(10)     Missile_ctor();

(11)     Ship_ctor();

(12)     Tunnel_ctor();

(13)     BSP_init(argc, argv);           /* initialize the Board Support Package */

(14)     QF_init();     /* initialize the framework and the underlying RT kernel */

                                                /* initialize the event pools... */

(15)     QF_poolInit(l_smlPoolSto, sizeof(l_smlPoolSto), sizeof(l_smlPoolSto[0]));

(16)     QF_poolInit(l_medPoolSto, sizeof(l_medPoolSto), sizeof(l_medPoolSto[0]));

(17)     QF_psInit(l_subscrSto, Q_DIM(l_subscrSto));   /* init publish-subscribe */

                                                  /* start the active objects... */

(18)     QActive_start(AO_Missile,/* global pointer to the Missile active object */

                       1,                                   /* priority (low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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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_missileQueueSto, Q_DIM(l_missileQueueSto), /* evt queue */

                       (void *)0, 0,                      /* no per-thread stack */

                       (QEvent *)0);                  /* no initialization event */

(19)     QActive_start(AO_Ship,      /* global pointer to the Ship active object */

                       2,                                            /* priority */

                       l_shipQueueSto,    Q_DIM(l_shipQueueSto),    /* evt queue */

                       (void *)0, 0,                      /* no per-thread stack */

                       (QEvent *)0);                  /* no initialization event */

(20)     QActive_start(AO_Tunnel,  /* global pointer to the Tunnel active object */

                       3,                                            /* priority */

                       l_tunnelQueueSto,  Q_DIM(l_tunnelQueueSto),  /* evt queue */

                       (void *)0, 0,                      /* no per-thread stack */

                       (QEvent *)0);                  /* no initialization event */

(21)     QF_run();                                     /* run the QF application */

    }

(1) “飞行和射击”游戏是一个使用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实现的实例。每个使用 QP 的 C 文件必

须包含 qp_port.h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包括了 QP 对指定处理器操作系统和编译器的特别修改，

也就是移植。每个 QP 移植位于单独的目录下，编译器通过提供给它的搜索路径找到相应的

qp_port.ht头文件 ( 通常是通过 -I 编译开关 ) 。这样我不需要为不同的处理器或编译器修改

源代码。我只需告诉编译器在不同的目录下寻找 qp_port.h头文件，例如 DOS版从

<qp>\qpc\ports\80x86\dos\tcpp101\l\引入 qp_port.h头文件， EV-LM3S811 版从

<qp>\qpc\ports\cortex-m3\vanilla\iar\引入头文件。

(2) bsp.h头文件包含了对 BSP 的接口，它位于应用程序目录下。

(3) game.h头文件包含了对事件和程序的其他共享工具的声明。我将在 1.6 节讨论这个头文件。

它位于应用程序目录下。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是一些构件的集合，包括根据 UML 语法执行状态机的 QEP事件处理器

以及实现主动对象计算模型的 QF 实时框架。在 QF 里的主动对象是封装后的状态机（每个主动对象

都有一个事件队列，一个单独的任务上下文以及自己的优先级），它们通过发送和接收事件进行异步通

讯， QF 处理全部线程安全的事件交换和排队的细节。在一个主动对象内部，事件通过 QEP事件处理

器被依次通过运行到完成（Run-To-Complete）方式处理，这意味着在处理下一个事件前，当前正被处理

的事件必须被处理完。

(4-6) 应用程序必须为所有它使用的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提供存储空间。这里的存储是在编译时通过

分配不变的（ const），指向事件的指针数组实现的，因为 QF 事件队列只拥有指向事件的指

针，而不是事件本身。事件是在 qp_port.h头文件里声明的 QEvent结构的实例。每个主动对象

能有不同大小 (size) 的事件队列，你可以根据你的应用程序的情况来决定这个大小。我将在

第 6 和第 7 章讨论事件队列。

(7-8) 应用程序必须对框架使用的事件池的快速和可确定的事件的动态分配提供存储空间。每个事件

池可以提供固定大小的内存块。为了避免为小的事件浪费内存， QF 框架可以管理 3 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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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块的事件池（小的，中等的和大的事件池）。“飞行和射击”应用程序只使用其中 2 种

（小的和中等的池）。

QF 框架支持两种事件派送 (delivery) 机制：简单的直接发送 (direct post) 事件给主动对象，

和更高级的以便把事件产生者和消费者分开的“发行 - 订阅” (post-subscribe)机制。在“发行 - 订

阅”机制里，主动对象通过框架订阅事件。事件生产者发行事件给框架。对每一个发行请求，框架发送

事件给所有已订阅这个事件的主动对象。“发行 - 订阅”的一个显然的要求是，框架必须存储订阅者

的信息，因为它必须能处理对任何给定事件类型的多重订阅者。在第 6 章和第 7 章讨论事件派发机制。

(9) 飞行和射击游戏使用 QF 支持的“发行 - 订阅”事件派送机制，因此它需要对订阅者列表

提供存储空间。订阅者列表记住对每个事件订阅的主动对象。订阅者数据库的大小取决于在

game.h头文件里使用 MAX_PUB_SIG 常数定义发行事件的数量，和由 QF 配置变量

QF_MAX_ACTIVE 定义的系统中允许的主动对象的最大数量。

(10-12) 这些函数执行对系统中主动对象的初步初始化。它们扮演静态“构建者”的角色，在 C 语言中

你需要明确的调用它们。 (C++在进入 main() 函数前隐含的调用这些静态构建函数 ) 。

(13) 函数 BSP_init()在bsp.c文件中定义，对硬件进行初始化。

(14) 函数 QF_init() 初始化 QF 构件和底层的 RTOS/ 内核，如果有使用它们的话。你需要在调用

任何 QF 服务前执行 QF_init().

(15-16) 函数 QF_poolInit() 初始化事件池。函数的参数是，指向事件池存储空间的指针，存储空间的

大小和池的块大小。你可以最多 3 次调用这个函数，去初始化至多 3 个事件池。调用

QF_poolInit() 的次序必须按块的大小递增的次序。例如，小事件池块必须在中等事件池块之

前被初始化。

(17) 函数 QF_poolInit() 初始化 QF 的发行 - 订阅事件派发机制。函数的参数是指向订阅者列表

数组的指针和这个数组的维数。

宏Q_DIM(a)通过 sizeof(a)/sizeof(a[0])计算出一维数组 a[] 的大小，这是个编译时间常数。这个

宏简化了代码，因为它允许我不用去写很多 #define常数，否则我需要对不同的数组提供维数。我唯一

需要提供维数的时候是在定义一个数组时对数组的维数进行硬编码。然后，当我需要在代码中使用这个

维数时，使用宏 Q_DIM() 。

(18-20) 函数 QActive_start()告诉 QF 框架开始管理作为应用程序的组成部分的一个主动对象。这个函数

使用如下参数：指向主动对象结构的指针，主动对象的优先级，指向它的事件队列的指针，队

列的维度（长度），和其他三个我将在第 7 章解释的参数，因为它们和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

QF 里的主动对象优先级是从 1 开始递增到并包括 QF_MAX_ACTIVE ，较高的优先级数

字表示主动对象有较高的优先级。常数 QF_MAX_ACTIVE在 QF 移植头文件 qf_port.h 中定

义，当前版本中它不能超过63。

我喜欢把每个主动对象的代码和数据严格的封装在它自己的 C 文件中。例如，主动对象 Ship的

全部代码和数据都放在文件 ship.c 里，和外部的界面是函数 Ship_ctor() 和指针 AO_Ship.

(21) 从这里开始，你为框架提供了它管理你的应用程序所需的全部存储空间和信息。最后你必须要

做的就是调用函数 QF_run()把控制权交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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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用 QF_run() 后，框架获得完全的控制权。框架通过调用你的代码而不是其他方法来运行应

用程序。在 DOS版本的“飞行和射击”游戏里，你可以按下 ESC按键来结束程序，这里 QF_run() 退

回到 DOS而不是 main() 。在嵌入式系统里，比如在 Stellaris 演示版里， QF_run()会一直运行，直到

电源关闭为止。

注： 为了获得最好的平台间可移植性，源代码使用了 UNIX 风格的行尾结束规范（代码行只使用

LF 结束， 0xA字符）。这个规范看来适合全部 C/C++ 编译器和交叉编译器，包括古老的

DOS时代的工具。相反， DOS/WINDWOS 结尾规范 ( 代码行使用 CR LF 结束，

0xD ， 0xA字符对 ) ，现在已知会这在 UNIX 类的平台，特别是在多行预处理器宏上造成

问题。

1.4            “      飞行和射击”游戏的设计

为了更深入的解释“飞行和射击”应用程序，我需要进入到设计层面。这里我需要解释应用程序是如何

被分解为各个主动对象，以及它们如何交换事件从而实现“飞行和射击”游戏的功能。

一般来说，把问题分解成主动对象并不简单。通常在任何分解中，你的目的是实现在各个主动对

象间尽可能松散的耦合（理想情况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共享的资源），而且你需要尽量减少它们之间通

讯的频度和需要交换的事件的大小。

在“飞行和射击”游戏实例里，我需要首先确定所有拥有反应行为的对象（换言之，拥有一个状

态机）。我应用最简单的确定对象的面向对象技术，也就是挑选问题说明规范里被频繁使用的名词。从

1.2 节里，我确定了 Ship， Missile，Mine和 Tunnel 。然而，不是系统中的每一个状态机都需要是一

个主动对象（并拥有单独的任务上下文，一个事件队列和唯一的优先级），并且，当性能或空间上有限

制时，融合它们是一个有效的选择。作为这个方法的一个例子，我把 Mine融合到 Tunnel 主动对象中，

从而我把 Mine作为主动对象 Tunnel 里面独立的状态机构件。这样我使用了在第 5 章里描叙的“正交

构件”设计模式。

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设计的下一步是给每一个被确定的主动对象分配职责和资源。避免共享资源

的总的设计策略是，把每一个资源封装在某个指定的主动对象里面，并让这个主动对象为应用程序的其

他部分管理这个资源。这样，程序通过事件来共享指定的主动对象而不是直接共享资源。

所以作为例子，我决定让主动对象 Tunnel来管理显示器。其他的主动对象和状态机构件，比如

Ship， Missile和Mine，不直接在屏幕上绘图，而是给对象 Tunnel 发送事件，请求在显示器指定的坐标

点 (x,y)描绘 Ship， Missile或者 Mine的位图。

在理解了主动对象的职责和分配的资源后，我可以进一步规划对象之间不同的事件交换场景。也

许这个阶段最好的思考过程的指导是在图 1.4 里描叙的 UML 顺序图 (sequence diagram) 。这份顺序

图展示了在“飞行和射击”游戏（主要的用例 use case ）里最常见的事件交换场景。在顺序图后面的

解释部分阐明了一些有趣的地方。

注： 类似图 1.4 的 UML 顺序图有 2 个维度。水平方向排列的方格表示这个场景里不同的对象，

黑实线的方格表示是主动对象。通常在 UML 里，对象名使用下划线。从方格往下的垂直点

划线表明时间的方向。事件用水平箭头表示，从发送对象开始，到接收对象结束。围绕实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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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选的细框表示控制的焦点。

图 4  “飞行和射击”游戏的顺序图

注： 为了解释图例，我在图中感兴趣的地方放入带括号的数字记号。然后我使用这些标记在随后解

释部分引用。为了在特定的文字段引用特定图的指定元素，我使用全引用。比如，图 1.4(12)表

示应用在图 1.4 里的元素（ 12）。

(1) TIME_TICK是游戏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由 QF 框架从系统事件节拍中断生成，速率是

每秒 30次，从而可以流畅的驱动显示器上的动画。因为 TIME_TICK事件对应用程序中全部

对象都有用，它被框架发行给所有的主动对象。 (QF 里的“发行 - 订阅”事件派送机制在

第 6 章描叙 ) 。

(2) 在收到 TIME_TICK事件后，对象 Ship朝前一步移动它的位置，并发送事件 SHIP_IMG(x, y, 

bmp)给对象 Tunnel 。事件 SHIP_IMG 具有参数 x 和 y ，它们是 Ship在显示器上的坐标，

还有需要在这个坐标画出的位图序号 bmp 。

(3) 对象 Missile还没有飞行，因此这个时刻它简单的忽略事件 TIME_TICK。

(4) 对象 Tunnel 执行对应事件 TIME_TICK最繁重的工作。首先， Tunnel根据当前的帧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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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buffer）重新画整个显示器。这个动作每秒执行 30次，从而提供显示动画的效果。然后，

Tunnel清空帧缓冲区，并开始为下帧显示时刻填充帧缓冲区。 Tunnel 向前一步移动隧道墙壁，

然后把墙壁复制到帧缓冲区。 Tunnel也派送事件 TIME_TICK给所有它的 Mine状态机构件。

(5) 每个 Mine向前移动一步它的位置，并发行事件 MINE_IMG(x, y, bmp)给 Tunnel ，在当前的帧

缓存中的位置 (x,y)画出合适的鱼雷位图。 1 型鱼雷送出位图序号 MINE1_BMP ， 2 型鱼

雷送出位图序号 MINE2_BMP 。

(6) 对象 Tunnel在从 Ship收到事件 SHIP_IMG(x, y, bmp) 后，它在帧缓存里画出飞船的位图，并

检查飞船位图和隧道墙壁是否有碰撞。 Tunnel再发布原事件 SHIP_IMG(x, y, bmp) 给全部活

动的 Mine。

(7) 每个 Mine确定 Ship是否和它本身有碰撞。

(8) 当用户可靠的按下按钮时（按钮已被消抖），产生事件PLAYER_TRIGGER。这个事件被 QF

框架发行，并派送给对象 Ship和对象 Tunnel ，这 2 个对象都订阅了事件

PLAYER_TRIGGER.

(9) 对象 Ship产生事件 MISSILE_FIRE(x, y)给对象 Missile。这个事件的参数是 Ship当前的座标

(x, y)， 它也是 Missile的出发点座标。

(10) Tunnel 接收被发行的 PLAYER_TRIGGER事件，因为有时候，它需要这个事件来启动游戏或

者结束屏保模式。

(11) Missile对事件 MISSILE_FIRE(x, y)的反应是开始飞行，它根据 Ship发行给它的事件参数 (x, y)

设置自己的初始位置。

(12) 从这时开始，当 Missile在飞行时，事件 TIME_TICK到达。 Missile发送事件

MISSILE_IMG(x, y, bmp)给 Tunnel 。

(13) Tunnel在当前帧缓存里画出 Missile的位图，并派送事件 MISSILE_IMG(x, y, bmp)给所有的

Mine，让它们测试自己和 Missile有否碰撞。这种测试和 Mine的类型有关。在这个场景里，

一个特定的对象 Mine[n] 检测到一次击中，并发行事件HIT_MINE(score)给Missile。Mine把

击毁这个特定类型鱼雷获得的分数作为这个事件的参数。

(14) Missile处理事件 HIT_MINE(score)，它立刻可以预备发射，并且它让 Mine执行爆炸。因为我

决定让 Ship负责维护分数， Missile也产生事件 DESTROYED_MINE(score)给 Ship，报告击

毁Mine获得的分数。

(15) 在收到事件 DESTROYED_MINE(score)后， Ship根据 Missile的报告更新分数。

(16) 对象 Ship处理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根据事件的参数更新它自己的位置。

(17) 当对象 Tunnel 处理事件 SHIP_IMG(x, y, bmp_id) 时，它检测到在 Ship和隧道墙壁之间有碰

撞。这种情况下，它发送事件 HIT_WALL给 Ship。

(18) Ship对事件 HIT_WALL 反应，它转换到 exploding状态。

尽管图 1.4 的顺序图展示了飞行设计游戏里很少的几个特意挑选的场景，我希望这个解说能给你

一个程序是如何工作的总体印象。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开始掌握一些如何使用主动对象和事件来设计一

个事件驱动系统的一般性的思考方法。

1.5            “      飞行和射击”游戏中的主动对象

我希望对图 1.4 顺序图的分析能清楚的说明，一个主动对象执行的行为取决于它接收到的事件和它内部

的状态。例如，主动对象 Missile处理事件 TIME_TICK的方式，当它在飞行时 ( 图 1.4(12)和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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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时（图 1.4(3) ，是完全不同的。

已知的最佳的处理这类模式行为的机制是通过状态机，因为状态机使表现完全的取决于事件和对

象的状态。在第二章，我会更加具体的介绍 UML 状态机概念。本节里，我对“飞行和射击”游戏里

和每个对象结合的状态机做个简要的解说。

1.5.1 Missile  主动对象

我从图 1.5 的 Missile状态机开始，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图片后面的解说部分展示了有趣的要点。

注： 类似图 1.5 的 UML 状态图保留传统状态转换图的一般外形，状态用节点表示，转换用弧线

连接在节点间。在 UML 里，状态节点用圆角方框表示。状态名是粗体字，在状态框顶部的

名字格 (name compartment) 里。在名字下面，一个状态可以有可选的内部转换格 (internal 

transition compartment ），用一条水平线和名字格分开。内部转换格包含进入动作（在保留符

号 entry后的动作）退出动作（在保留符号 exit 后的动作）和其他内部转换（比如在图 1.5(3)

里被 TIME_TICK触发的那些动作）。状态转换用从源状态边界指向目的状态边界的箭头表示。

最低要求，一个转换必须用触发事件来做标签。触发可以有可选的多个事件参数，一个监护条

件和一个动作列表。

图 5  Missile 状态机图

(1) 从实心黑点开始的状态转换被称为初始转换 (initial transition) 。这种转换表明状态机被建立后

的第一个活动状态。初始转换可以有相应的动作，根据 UML 符号，它在 / 后列出。在本例

中， Missile状态机开始于默认状态，相应的动作是订阅事件 TIME_TICK。订阅一个事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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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每次当这个事件被发行给框架时，框架就把它发行给 Missile主动对象。

(2) 标注了事件 MISSILE_FIRE(x, y)的箭头说明一个状态转换，也就是说，从 armed 状态转换到

flying 状态。当用户触发 Missile( 参考图 1.4 的顺序图 ) 时，对象 Ship产生事件

MISSILE_FIRE(x, y)。在 MISSILE_FIRE 事件里， Ship通过参数 (x,y)提供给 Missile的初始

座标。

注： UML 没有特意规定动作的符号。实际应用中，动作常常使用要对这个状态机进行编程的语言

书写。我将用 C 语言编写本书中所有的状态机。而且在用 C 表达时，我通过前缀“ me->”

来引用和状态机对象有关的数据成员，用前缀 e-> 来表示事件变量。例如，动作 me->x = e-

>x; 表示用事件变量 x给主动对象 Missile的内部数据成员 x赋值。

(3) 在状态名下方的事件名 TIME_TICK标识一个内部转换。内部转换是没有状态改变的简单的事

件反应。内部转换，和正常的转换一样，可以拥有一个监护条件 (guard condition) ，它用方括

号围住。监护条件是一个在运行时评估的布尔量。如果监护条件为真，转换就发生。否则，转

换不会发生，在 / 后面的动作也不会执行。在我们的例子里，监护条件检查在 Missile的速度

影响下，它的 x座标是否还在显示器的可视范围内。如果在，就执行动作。这些动作包括，

步进增加 Missile位置并发送 MISSILE_IMG事件，使用当前 Missile的位置和 MISSILE_BMP

位图序号作为参数，给主动对象 Tunnel 。直接发送事件给一个主动对象是通过 QF 函数

QActive_postFIFO()完成的，这个函数将在 7 章讨论。

(4) 相同的事件 TIME_TICK, 带有 [else] 监护条件，表明一个常规的状态转换，它的监护条件是

和其他在相同状态并发的 TIME_TICK事件的互补。这个例子里，TIME_TICK转换到 armed

状态只有在对象 Missile飞出显示器外面才发生。

(5) 事件 HIT_MINE(score)触发了另一个到 armed 状态的转换。和这个转换相连的动作发送事件

DESTROYED_MIND ，参数是 e->score ，向对象 Ship报告鱼雷被摧毁。

(6) 事件 HIT_WALL触发了一个到 exploding状态的转换，目的是在显示器上显示爆炸位图。

(7) 标签 entry表明在进入 exploding状态时进入动作必须无条件执行。这个动作是清除对象Missile

的爆炸计数器 (me->exp_ctr) 成员。

(8) TIME_TICK内部转换的监护条件是，爆炸不会移出到屏幕外面并且爆炸计数器低于 16。相应

的动作是产生爆炸的位置并发送事件 EXPLOSION_IMG 给主动对象 Tunnel 。请注意当爆炸

计数器增大时，爆炸位图相应的改变。

(9) 带有监护条件的 TIME_TICK常规转换使状态回到 armed 状态。这个转换在爆炸动画完成后

发生。

1.5.2     Ship      主动对象

主动对象 Ship的状态机如图 1.6 所示。这个状态机引入了层次式状态机的概念。状态嵌套的威力在于

它被设计于用来排除可能会发生的重复。

主动对象 Ship的一个主要责任是维护 Ship的当前位置数据。在原 EV-LM3S811 板，这个位

置用电位器转轮确定（图 1.2 ）。只要转轮的位置改变，就会产生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对象 Ship必须一直跟踪轮的位置，这意味着 Ship状态机的所有状态都必须处理

PLAYER_SHIP_MOV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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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有限状态机（ Finite State Machine ）方法里，你需要在 Ship的每个状态里根据事件

PLAYER_SHIP_MOVE(x,y)来重复更新它的位置。这种重复使状态机变得很庞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状态图和代码里需要同时维护的地方也相应的增多。这种重复和 DRY(Don’t Repeat Yourself. 不要重复

你自己 ) 原理相抵触，这个原理对灵活的和可维护的代码是非常重要的。

层次式状态嵌套解决了这个问题。考虑在图 1.6 里包含所有其他状态的 active 状态。高层的

active 状态被称为超状态 (superstate) ，它的抽象定义是，状态机不能直接在这个状态里，只能在它里

面嵌套的某一个状态里，这个状态被称为活动子状态。 UML 和状态嵌套有关的语法说明，任何事件先

被当前正在活动的子状态 (substate) 处理，如果这个子状态不能处理这个事件，状态机尝试在较高一层

超状态的上下文处理这个事件。当然， UML 里的状态嵌套不限于仅一层，而且，这个处理事件的简单

规则可以递归的应用于任何多层的嵌套。

对图 1.6 展示的 Ship状态机来说，假设当状态机在 parked 状态时刻，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到达。 parked 状态不处理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在传统的

有限状态机里，这可能就这样结束了—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被默默的丢弃。然而，图

1.6 里的状态机有另外一层 active 超状态。根据状态嵌套的语法，较高层的超状态会处理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完全同样的方法也应用于超状态 active 的所有子状

态，如 flying 或 exploding，因为这些子状态都不处理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相反，超状

态 active 在同一个地方而不用重复的处理这个事件。

图 6  Ship 状态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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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初始转换时，状态机 Ship进入到超状态 active ，并订阅事件 TIME_TICK和

PLAYER_TRIGGER。

(2) 在嵌套状态的每一层超状态都可以有一个私有的初始转换，用来指定直接进入这个超状态后的

活动子状态。这里， active 状态的初始转换指定子状态 parked 作为初始活动子状态。

(3) 超状态 active 把处理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作为一个内部转换，这里它根据事件

参数 e->x和 e->y相应的更新内部数据成员 me->x 和 me->y.

(4) 事件 TAKE_OFF触发到 flying 的转换。当玩家开始游戏时（见 1.2 节对游戏的描叙），对

象 Tunnel产生这个事件。

(5) flying 的进入动作包括清除数据成员me->score，并发送事件 SCORE，用 me->score作参数，

给主动对象 Tunnel 。

(6) TIME_TICK内部转换会发送事件 SHIP_IMG ，使用当前 Ship的位置和 SHIP_BMP 位图序

号作参数，给主动对象 Tunnel 。另外，因为飞船在这个事件片继续存活，分数也相应的被增

加。最后，当分数要“进位”（可被 10整除）时，这个消息也被发送给主动对象 Tunnel 。这

样发送事件 SCORE的目的是减少通讯的所需的带宽，因为主动对象 Tunnel只需要在游戏里

告诉用户一个大概的分数。

(7) 内部转换 PLAYER_TRIGGER会发送参数，当前 Ship位置和事件 MISSILE_FIRE ，给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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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Missile。 Ship使用参数 (me->x, me->y)给Missile提供初始的位置值。

(8) 内部转换 DESTORYED_MINE(score)更新由 Ship维护的分数。在这一刻，分数没有被发送给

Tunnel ，因为下一个 TIME_TICK将会送出“凑整”的分数，已经足够给玩家近似的分数了。

(9) 事件 HIT_WALL触发到 exploding的转换。

(10) 事件 HIT_MINE(type)也触发到 exploding的转换。

(11) Ship状态机的 exploding状态和 Missile的 exploding状态十分相似。（见图 1.5 （ 7-

9 ））。

(12) 转换 TIME_TICK[else]在 Ship完成爆炸后发生。在这个转换里，对象 Ship发送事件

GAME_OVER(me->score) 给主动对象 Tunnel ，结束游戏，并向玩家显示最后得分。

1.5.3 主动对象      Tunnel   

如图 1.7 所示，主动对象 Tunnel拥有最复杂的状态机。和前面的状态图不同，图 1.7 仅显示了高层

的状态并忽略了许多细节，如绝大多数入口 / 出口动作，内部转换，监护条件，或在转换时的动作。这

类“缩小”视图在 UML 是合法的。因为 UML 允许你选择你想包含在图里的细节的层次。

Tunnel 状态机比图 1.6 的 Ship状态机更加彻底的使用了状态层次。在图 1.7 后的解说说明了

状态嵌套的新用法，以及在其他状态图里还没解释过的新元素。

图 7 Tunnel 状态机图

(1) 一个初始转换能到达层次式状态的任何层的子状态，而不仅仅是次一级的子状态。这里，最顶

层的初始转换向下两层到达子状态 dem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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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状态 active 处理事件 PLAYER_QUIT ，转换到最终状态（见第（ 3 ）行的解释）。请注

意 PLAYE_QUIT 转换适用于超状态 active 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嵌套的子状态。因为一个状态

转换总是包含状态的所有退出动作，高层 PLAYER_QUIT 转换保证对当前状态上下文正确的

清理，无论在 PLAYER_QUIT 事件到达时哪个子状态是活动态。

(3) 最终状态在 UML 符号里是牛眼 (bull’s eye) 符号，通常的用法是指示状态机对象的析构

(destruction)。这里， PLAYER_QUIT 事件表明了游戏的结束。

(4) 事件 MINE_DISABLED(mine_id)在状态 active 高层被处理，意味着这个内部转换适用嵌套在

超状态 active 的所有子状态机。（请看下一节的对象 Mine讨论）。

(5) 到状态 demo 的进入动作在 20秒内启动屏幕 time 事件（计时器） me->screenTimerEvt。时

间事件由应用程序分配，但是由 QF 框架管理。 QF 提供函数去启动 (arming）一个时间事

情，例如一次性超时的 QTimeEvt-postIn() ，和周期性时间事件的 QTimeEvt_postEvery() 。

启动一个时间事件实际上通知 QF 框架，例如“ 20秒内提醒我”。 QF 然后在请求的时钟

时刻后，发送时间事件 ( 本例里是 me->screenTimeEvt)给主动对象。第 6 章和第 7 章谈论

时间事件的细节。

(6) 从 demo 状态的退出动作取消 me->screenTimeEvt 事件事件。当一个状态可以因为和时间事

件不同的另外的事件而退出时，比如 PLAYER_TRIGGER转换，这个清理是必须的。

(7) 到 screen saver 的 SCREEN_TIMEOUT 转换由于 me->screenTimerEvt时间事件的到期而被触

发。信号 SCREEN_TIMEROUT在初始化时被赋予这个时间事件并不能再被修改。

(8) 由PLAYER_TRIGGER触发的转换统一适用于超状态的 2 个子状态。

1.5.4     Mine      构件

Mine也被建模成层次式状态机，但不是主动对象。相反， Mine是主动对象 Tunnel 的构件，共享它的

事件队列和优先级。主动对象 Tunnel 和Mine的同步通讯是通过函数 QHsm_dispatch()给它们派送事件。

Mine和 Tunnel还有其他所有主动对象的异步通讯方式是通过函数 QActive_postFIFO()给它们的事件队

列发送事件。

注： 主动对象异步地交换事件，意味着事件的发送者仅发送事件给接收者的事件队列，而不用等待

事件处理过程结束。同步事件处理对应着一个函数调用（如 QHsm_dispatch() ），它在调用者

的执行线程里处理事件。

图 8  Tunnel 主动对象管理 2 类鱼雷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38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如图 1.8 所示， Tunnel维护数据成员 mines[]，这是一个指向层次式状态机 (QHsm*) 的指针数

组。数组的每一个指针能指向一个 Mine1 对象或者一个 Mine2 对象，如果单元没有被使用，它是空指

针。请注意， Tunnel仅“知道” Mine是一个一般的状态机 ( 指向在 QP 定义的 QHsm 结构 ) 。

Tunnel 一致地派送事件给 Mine，而不去区分 Mine的类型有何不同。还有，每个Mine状态机按它自己

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件。例如， Mine类型 2 使用不同的方法检查与 Missile的碰撞和与 Ship的碰撞，

Mine类型 1在处理这 2 类碰撞时的反应是一样的。

注： 最后一点很有趣。发送同样的事件给不同的 Mine对象导致不同的行为，比如相对于不同 Mine

的类型反应不同，在 OOP里这叫多态性（ polymorphism ）。我将在第 3 章里讨论这点。

每个 Mine对象都是自治 (autonomous) 的。 Mine维护它自己的位置并负责通知 Tunnel 对象，它

自己何时爆炸或何时移出显示画面。这个信息对 Tunnel 对象是非常有用的，它能以此跟踪未用的鱼雷。

图 1.9 显示了 Mine2 状态机的层次状态图。 Mine1 和它很相似，只不过它使用同样的位图来

测试和 Missile和 Ship的碰撞。

图 9  Mine2 状态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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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开始时 Mine在 unused 状态。

(2) 对象 Tunnel 通过给 Mine派发事件 MINE_PLANT(x, y)布下一个 Mine。 Tunnel 为Mine的初始

位置提供 (x, y)坐标。

(3) 当Mine卷动并离开了显示区时，状态机转换到 unused 。

(4) 当Mine击中 Ship，状态机转换到 unused 。

(5) 当Mine卷动时，结束了爆炸过程，状态机转换到 unused 。

(6) 当Mine被对象 Tunnel回收，状态机转换到 unused 。

(7) 在 unused 状态的退出动作发送 MINE_DISABLED(mine_id)事件给活动对象 Tunnel 。通过这

个事件， Mine通知 Tunnel 自己已经被禁止，因此 Tunnel 可以更新它的 mines[]数组 ( 也可

参考图 1.8(4)) 。事件的 mine_id 参数是 mines[]数组的索引。请注意，从状态 used的退出动

作里生成 MINE_DISABLED(mine_id)，这和在不同的转换 (3) ， (4) ， (5) 和 (6) 里重复

这个动作相比，更加安全和更加容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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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飞行和射击”游戏中的事件

“飞行和射击”游戏中关键的事件 (event)已在序列图 1.4 中标示出来。其他的事件在状态机的设计阶

段确定。任何情况下，你应该注意到，事件实际包含两个部分。事件里被称为信号 (signal)的部分，表达

已发生事件的类型（什么发生了）。例如， TIME_TICK信号表达一个时刻的到来，而

PLAYER_SHIP_MOVE 信号表达玩家想移动飞船。一个事件也能通过事件参数(event parameters)的形式

来包含已发生事件的量化信息。例如， PLAYER_SHIP_MOVE 信号携带变量 (x, y)，它包含着把 Ship

移动到何处的量化信息。

在 QP 里，事件被表示为使用框架提供的 QEvent结构的实例。具体来说， QEvent结构包含成

员 sig ，它表示事件的信号。通过继承过程来添加事件参数。如下文“ C 语言里的单一继承”所描叙。

C      语言里的单一继承      (Single Inheritance)  

继承是基于已有结构派生新的结构，从而重用和组织代码的一种能力。你可以非常简单的在 C 里实现单

继承，只要字面上把基础结构作为派生结构的第一个成员即可。例如，图 1.10 （ a ）显示了通过把

QEvent实例作为 ScoreEvt 的第一个成员嵌入，从而从基础结构 QEvent派生出结构 ScoreEvt 。为了使

这个用法更加突出，我总是把基本结构成员命名为 super。

图表     1      .10  (a) C      里的结构派生，      (b)      内存配置         (c)UML      类图

如图 1.10(b)所示，这种结构的嵌套总是把数据成员 super放在派生结构的每一个实例的开始处，这是被

C 标准保证的。具体来说， WG14/N1124 的 6.7.2.1.13小节说：“…指向一个结构对象的指针，在

适当的转换后，指向它的最初的成员。在一个结构对象中可能有未命名的填充部分，但不是放在开始

处” [ISO/IEC 9899:TC2]. 这种内存配置，使你可以把一个指向派生的 ScoreEvt 结构的指针当作一

个指向 QEvent基本结构的指针一样处理。这些都是合法的，可移植的，而且是 C 标准所保证的。因此，

你总是可以安全的传递一个指向 ScoreEvt 的指针，给任何需要一个指向 QEvent的指针的函数。（严格

来讲，在 C 里你应该显式的转换这个指针。在 OOP里，这种转换被称为向上类型转换 (upcasting) ，而

且它总是安全的。）结果，所有为 QEvent结构设计的函数自动的适用于 ScoreEvt 结构和其他从 QEvent

派生的结构。图 1.10(c) 的 UML 类图，说明了 ScoreEvt 结构和 QEvent结构的继承关系。

QP 非常广泛的使用单继承，不仅用来派生带有变量的事件，也用来派生状态机和主动对象。当然，

QP 的 C++ 版本使用固有的 C++ 类派生而不是“结构的派生”。你将在本章后面和全书看到更多的继

承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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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件在大多数应用构件间是共享的，在如列表 1.2 所示的一个单独的头文件声明它们会带

来便利。紧跟在列表后的解释部分揭示了一些有趣的要点。

代码列表 2在文件 game.h 里定义的信号，事件结构和主动对象接口

 (1) enum GameSignals {                              /* signals used in the game */

 (2)     TIME_TICK_SIG = Q_USER_SIG,                  /* published from tick ISR */

         PLAYER_TRIGGER_SIG, /* published by Player (ISR) to trigger the Missile */

         PLAYER_QUIT_SIG,          /* published by Player (ISR) to quit the game */

         GAME_OVER_SIG,          /* published by Ship when it finishes exploding */

         /* insert other published signals here ... */

 (3)     MAX_PUB_SIG,                               /* the last published signal */

         PLAYER_SHIP_MOVE_SIG,  /* posted by Player (ISR) to the Ship to move it */

         BLINK_TIMEOUT_SIG,           /* signal for Tunnel's blink timeout event */

         SCREEN_TIMEOUT_SIG,         /* signal for Tunnel's screen timeout event */

         TAKE_OFF_SIG,    /* from Tunnel to Ship to grant permission to take off */

         HIT_WALL_SIG,            /* from Tunnel to Ship when Ship hits the wall */

         HIT_MINE_SIG,     /* from Mine to Ship or Missile when it hits the mine */

         SHIP_IMG_SIG,     /* from Ship to the Tunnel to draw and check for hits */

         MISSILE_IMG_SIG,  /* from Missile the Tunnel to draw and check for hits */

         MINE_IMG_SIG,            /* sent by Mine to the Tunnel to draw the mine */

         MISSILE_FIRE_SIG,                /* sent by Ship to the Missile to fire */

         DESTROYED_MINE_SIG, /* from Missile to Ship when Missile destroyed Mine */

         EXPLOSION_SIG,     /* from any exploding object to render the explosion */

         MINE_PLANT_SIG,                  /* from Tunnel to the Mine to plant it */

         MINE_DISABLED_SIG,      /* from Mine to Tunnel when it becomes disabled */

         MINE_RECYCLE_SIG,         /* sent by Tunnel to Mine to recycle the mine */

         SCORE_SIG,   /* from Ship to Tunnel to adjust game level based on score */

         /* insert other signals here ... */

 (4)     MAX_SIG                           /* the last signal (keep always last) */

     };

 (5) typedef struct ObjectPosEvtTag {

 (6)     QEvent super;                                /* extend the QEvent class */

 (7)     uint8_t x;                              /* the x-position of the object */

 (8)     uint8_t y;                              /* new y-position of the object */

     } ObjectPosEvt;

     typedef struct ObjectImageEvtTag {

         QEvent super;                                /* extend the QEvent class */

         uint8_t x;                              /* the x-position of the object */

         int8_t  y;                              /* the y-position of the 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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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t8_t bmp;                   /* the bitmap ID representing the object */

     } ObjectImageEvt;

     typedef struct MineEvtTag {

         QEvent super;                                /* extend the QEvent class */

         uint8_t id;                                       /* the ID of the Mine */

     } MineEvt;

     typedef struct ScoreEvtTag {

         QEvent super;                                /* extend the QEvent class */

         uint16_t score;                                    /* the current score */

     } ScoreEvt;

     /* opaque pointers to active objects in the application */

 (9) extern QActive * const AO_Tunnel;

(10) extern QActive * const AO_Ship;

(11) extern QActive * const AO_Missile;

     /* active objects' "constructors" */

(12) void Tunnel_ctor(void);

(13) void Ship_ctor(void);

(14) void Missile_ctor(void);

(1) 在 QP 里，事件的信号是简单的枚举常数。把所有的信号放在一个枚举里特别便于避免无意间

重叠不同信号之间的数值。

(2) 应用程序的信号不是从 0 开始，而是有常数为 Q_USER_SIG 的偏移。这是因为 QP 保留

了最低的几个信号给内部使用，并提供常数 Q_USER_SIG 作为偏移值，用户信号从它开始枚

举。另外请注意，按照惯例我在所有的信号后加上后缀_SIG，这样我可以很容易的把信号和其

他常量分开。在状态图里我去掉了后缀 _SIG以便让版面清晰。

(3) 常数 MAX_PUB_SIG 限定了需要发行的信号。“发行 - 订阅”事件递送机制消耗一些

RAM ，它的大小和被发行信号数量成正比。我提供被发行信号的较小的数值给

QP(MAX_PUB_SIG) ，而不是程序里被使用的全部信号的最大值。

(4) 最后一个枚举 MAX_SIG 标示程序里被使用的全部信号的最大值。

(5) 事件结构 ObjectPosEvt 定义了一个事件的类，在事件的参数里携带着对象在显示屏的位置。

(6) 结构 ObjectPosEvt 从基本结构 QEvent派生，解释请参考侧栏“ C 语言里的单一继承”。

(7-8) 结构 ObjectPosEvt 增加了参数 x 和 y,它们是对象在显示屏上的座标。

注： 在全书里我使用以下标准的整数类型 (WG14/N843 C99标准， 7.18.1.1节 )[ISO/IEC 9899:TC2]:

exact size unsigned signed

8-bits uint8_t int8_t

16-bits uint16_t int16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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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bits uint32_t int32_t

如果你的（非标准）编译器没有提供 <stdint.h>头文件，你也能 typedef标准的 C 语言数据类

型如 signed/unsigned char, short, int 和 long ，从而得到这些实际宽度整数类型。

(9-11) 这些全局指针代表在应用程序里的主动对象，并被用来直接发送事件给主动对象。因为这些指

针可以在编译时间被初始化，我喜欢把它们声明为 const，这样它们能被放在 ROM 里。这

些主动对象指针是“不透明的” (opaque) ，因为它们不能访问整个主动对象，只能访问从

QActive 结构继承的那部分。我将在下一节更深入的解释这一点。

(12-14) 这些函数对在系统里的活动对象执行一个早期的初始化。它们扮演了静态“构造函数”的角色，

在 C 语言里你需要明确的调用它们，通常在 main() 的开始处（见清单 1.1(10-12)) 。

1.6.1 事件的生成，发布和出版

QF 框架支持 2 种类型的事件交换。

1. 比较简单的机制，通过函数QActive_postFIFO()和 QAcive_postLIFO()直接进行事件发布，

一个事件的产生者直接把这个事件发布到作为这个事件消费者的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2. 更加灵活的发行 - 订阅事件传递机制，通过函数QF_publish()和 QActive_subscribe() 支持。

事件的产生者把事件发行给框架，框架然后把它传递给所有订阅了这些事件的主动对象。

在 QF 里，系统的任何部分，而不仅局限于主动对象，都能够产生事件。例如，中断服务程序

(ISR) 或设备驱动程序也能产生事件。另一方面，只有主动对象能消费事件，因为只有主动对象才拥有

事件队列。

注： QF 也提供了“原生”的线程安全事件对列 (QEQueue队列 ) ，它也能消费事件。这些“原

生”的队列不能被阻塞，而且它们被特意用来派送事件给 ISR 或者设备驱动程序。详细内容请

参考第 7 章。

QF 的事件管理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框架只传递指向事件的指针，而不是事件本身。 QF 从不

复制事件（零复制策略），即使在发行事件从而常常需要把同样的事件发送到多个订阅者时也是如此。

实际的事件实例，是在编译时静态分配的固定事件，或者是在运行时从一个框架管理的事件池里分配的

动态事件。代码列表 1.3 提供了在 Stellaris 版本 ( 文件 <qp>\qpc\examples\cortex-m3\vanilla\iar\game-

ev-lm3s811\bsp.c)的“飞行和射击”游戏里，发行静态事件的实例和从 ISR 里发送动态事件的实例。在

下一节 1.7.3你将看到在状态机代码里从主动对象里发送事件的其他例子。

代码列表 3  Stellaris 版本的游戏代码从 ISR 中产生，发送和发行事件
 (1) void ISR_SysTick(void) {

 (2)     static QEvent const tickEvt = { TIME_TICK_SIG, 0 };

 (3)     QF_publish(&tickEvt);      /* publish the tick event to all subscribers */

 (4)     QF_tick();                             /* process all armed time ev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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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void ISR_ADC(void) {
         static uint32_t adcLPS = 0;            /* Low-Pass-Filtered ADC reading */

         static uint32_t wheel = 0;                   /* the last wheel position */

         unsigned long tmp;

         ADCIntClear(ADC_BASE, 3);                    /* clear the ADC interrupt */

 (6)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 3, &tmp);   /* read the data from the ADC */

         /* 1st order low-pass filter: time constant ~= 2^n samples

          * TF = (1/2^n)/(z-((2^n - 1)/2^n)),

          * e.g., n=3, y(k+1) = y(k) - y(k)/8 + x(k)/8 => y += (x - y)/8

          */

 (7)     adcLPS += (((int)tmp - (int)adcLPS + 4) >> 3);       /* Low-Pass-Filter */

         /* compute the next position of the wheel */

 (8)     tmp = (((1 << 10) - adcLPS)*(BSP_SCREEN_HEIGHT - 2)) >> 10;

         if (tmp != wheel) {                   /* did the wheel position change? */

 (9)         ObjectPosEvt *ope = Q_NEW(ObjectPosEvt, PLAYER_SHIP_MOVE_SIG);

(10)         ope->x = (uint8_t)GAME_SHIP_X;               /* x-position is fixed */

(11)         ope->y = (uint8_t)tmp;

(12)         QActive_postFIFO(AO_ship, (QEvent *)ope);    /* post to the Ship AO */

             wheel = tmp;                 /* save the last position of the wheel */

         }

         . . .

     }

(1) 在 Stellaris 版里，函数 ISR_SysTick() 为 Cortex-M3 系统节拍定时器产生的系统时钟节拍

ISR 提供服务。

(2) TIME_TICK事件从不改变，因此它可以被一次性静态分配。这个事件被声明为 const，意味着

它可以被放在 ROM 区。这个事件的初始化列表包含信号 TIME_TICK_SIG，附带一个 0 ，

这个 0告诉 QF 框架，这个事件是静态的并且不用被回收到某个事件池里。

(3) ISR 调用框架函数 QF_publish()，这个函数把指向 tickEvt 事件的指针传递给所有订阅者。

(4) ISR 调用函数 QF_tick() ，在这个函数里框架管理有准备的时间事件。

(5) 函数 ISR_ADC() 提供 ADC转换服务。它最后派送 Ship的位置。

(6) 这个 ISR 从ADC读出数据。

(7-8) 一个低通滤波器被用于读出的原始 ADC数据，从而计算出电位器转盘的位置。

(9) QF 宏 Q_NEW(ObjectPostEvt, PLAYER_SHIP_MOVE_SIG) 动态的从由 QF 框架管理的事件

池内分配一个 ObjectPostEvt 事件的实例。这个宏也把信号 PLAYER_SHIP_MOVE_SIG 和分

配的事件联合起来。宏 Q_NEW()返回一个指向这个刚分配事件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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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事件 PLAYER_SHIP_MOVE(x, y) 是一个带有可变参数的事件的例子。一般来说这类事件不能

被静态的分配（如表 (2) 里的 TIME_TICK），因为它能在下次 ISR 运行时异步的改变。

系统里的一些主动对象可能继续通过指针引用事件，因此事件不能变化。 QF 的动态事件分

配解决了所有这些并发性问题，因为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事件被分配。 QF 然后在确定所有

要访问这个事件的主动对象结束使用这个事件后，回收这个动态的事件。

(10-11)

事件参数 x ， y被赋值。

(12) 从 Ship主动对象直接发布动态事件。

1.7        编写  层次状态机

和广泛流传的误解相反，你不需要大型设计自动化工具去把层次式状态图 (UML 状态图 ) 转换成高效

的高度可维护的 C或者 C++ 代码。本节说明如何利用 QF 实时框架和作为 QF 事件驱动平台一部

分的 QEP层次处理器，从图 1.6 来对 Ship状态机进行手工编码。一旦你知道如何编写这个状态机，你

就知道如何编写对所有状态机。

Ship状态机的源代码可在 DOS版或者 Stellaris 的“飞行和射击”游戏的文件 ship.c 找到。我

对这个文件的解释分为 3 步。

1.7.1 第一步：定义      Ship      的结构

在第一步你需要定义 Ship的数据结构。和事件的例子一样，你使用继承，从框架的数据结构 QActive

派生出 Ship的数据结构（参考“ C 语言的单一继承”）。建立这样的继承关系令 Ship结构连接到

QF 框架。

QActive 基本结构的主要任务是储存状态机的当前活动状态的信息，以及 Ship主动对象的事件

队列和优先级。事实上， QActive 本身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 QEP结构 QHsm 派生的，这个 QHsm

表示一个层次状态机的当前活动状态。在这些信息的上层，几乎每一个状态机都必须储存其他的“扩展

状态” (extended-state)信息。例如， Ship对象负责维护 Ship的位置和在游戏里累积的分数。你通过在

基本结构成员 super后加入其他数据成员来提供这些附加的信息，如代码列表 1.4 所示。

代码列表 4  在 ship.c 里派生Ship结构
(1) #include "qp_port.h"                                         /* the QP port */

 (2) #include "bsp.h"                                   /* Board Support Package */

 (3) #include "game.h"                                       /* this application */

     /* local objects -----------------------------------------------------------*/

 (4) typedef struct ShipTag {

 (5)     QActive super;                        /* derive from the QActive struct */

 (6)     uint8_t x;          /* x-coordinate of the Ship position on the disp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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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uint8_t y;          /* y-coordinate of the Ship position on the display */

 (8)     uint8_t exp_ctr;       /* explosion counter, used to animate explosions */

 (9)     uint16_t score;                            /* running score of the game */

(10) } Ship;                          /* the typedef-ed name for the Ship struct */

                                                   /* state handler functions... */

(11) static QState Ship_active   (Ship *me, QEvent const *e);

(12) static QState Ship_parked   (Ship *me, QEvent const *e);

(13) static QState Ship_flying   (Ship *me, QEvent const *e);

(14) static QState Ship_exploding(Ship *me, QEvent const *e);

(15) static QState Ship_initial  (Ship *me, QEvent const *e);

(16) static Ship l_ship;          /* the sole instance of the Ship active object */

     /* global objects ----------------------------------------------------------*/

(17) QActive * const AO_ship = (QActive *)&l_ship;  /* opaque pointer to Ship AO */

(1) 每一个使用 QP 平台的应用层 C 文件必须包含 qp_port.h头文件。

(2) bsp.h头文件包含 BSP 的接口。

(3) game.h头文件包含事件和其他在应用程序的构件间共享的功能的声明（见清单 1.2 ）。

(4) 这个结构定义了 Ship主动对象。

注： 我喜欢严格的封装主动对象，甚至所有状态机对象（比如 Mines ）。所以我不在头文件里放入

状态机的结构定义，而是在实现文件比如 ship.c 里定义它们。这样我能确保 Ship结构的内部

数据成员不被应用程序的其他部分知道。

(5) Ship主动对象结构从框架的 QActive 结构派生，如在“ C 语言的单一继承”所叙。

(6-7) 数据成员 x 和 y 代表 Ship在显示屏的位置。

(8) 成员 exp_ctr被用来记录爆炸动画的进度（请看在图 1.6 里 Ship状态图的 exploding状态）。

(9) score成员储存游戏里累积的分数。

(10) 我使用 typedef来定义 struct ShipTag 得到较短的名字 Ship。

(11-14) 这 4 个函数被称为状态处理函数，因为它们和图 1.6Ship状态机的状态一一对应。例如函数

Ship_active()代表 activ状态。 QEP事件处理器调用这些状态处理函数从而实现 UML 的状态

机执行语义。所有的状态处理函数有一样的特征。一个状态处理函数使用状态机指针和事件指

针作为参数量，并把操作的状态返回给事件处理器，例如事件是否被处理了或没有被处理。返

回 QState 类型在头文件 <qp>\qpc\¬include\¬qep.h. 被定义为 uint8_t 。

注： 我使用一个简单的命名约定来加强结构和用来操作这些结构的函数之间的联系。首先，我使用

typedef把结构名和操作名结合起来（如 Ship_active ）。第二，我总是把指向这个结构的指针

作为相关函数的第一个参数，并且这个参数总是被命名为 me （如， Ship_active(Ship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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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除了状态处理函数外，每个状态机必须声明初始化伪状态， QEP使用它执行最顶初始化转换

( 见图 1.6(1)) 。初始伪状态处理函数和一般的状态处理函数是一样的写法。

(16) 在这里我静态分配储存给 Ship主动对象。请注意对象 l_ship 被定义为 static, 因此它只能

在文件 ship.c 内部被访问。

(17) 这里我定义并初始化全局指针 AO_Ship 指向 Ship主动对象 ( 见清单 1.2 （10） ). 这个指针

是“不透明的”，因为它把 Ship对象当作一般的 QActive 基本结构对待，而不是具体的 Ship

结构。一个“不透明”指针的威力在于它允许我完全隐藏 Ship结构的定义并使它不能被程序的

其他部分访问。当然，其他的程序构件能通过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函数直接发布事件给它从而访问 Ship对象。

1.7.2 第二步：初始化状态机

状态机的初始化被分为以下 2 步，以便增加灵活性，更好的控制初始化时间线：

3. 状态机“构造函数”；

4. 最顶层初始化转换。

状态机“构造函数”，如 Ship_ctor() 特意不去执行在初始伪状态里定义的最顶层初始转换

(topmost initial transition) ，因为在那时刻可能缺少一些重要的对象，并且硬件也许没有被适当的初始化。

相反，状态机的“构造函数”仅仅把状态机放到初始伪状态。然后，用户代码必须明确的触发最顶层初

始转换，这在函数 QActive_start()函数内部发生 ( 见清单 1.1(18-20)) 。清单 1.5 展示了 Ship主动对

象的实例化（构造函数）和初始化（初始伪状态）。

代码列表 5  ship.c 里Ship主动对象的实例化和初始化
(1) void Ship_ctor(void) {                                     /* instantiation */

 (2)     Ship *me = &l_ship;

 (3)     QActive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Ship_initial);

 (4)     me->x = GAME_SHIP_X;

 (5)     me->y = GAME_SHIP_Y;

     }

     /*..........................................................................*/

 (6) QState Ship_initial(Ship *me, QEvent const *e) {          /* initialization */

 (7)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me, TIME_TICK_SIG);

 (8)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me, PLAYER_TRIGGER_SIG);

 (9)     return Q_TRAN(&Ship_active);             /* top-most initial transition */

     }

(1) 全局函数 Ship_ctor() 原型在 game.h，并在 main() 开始处被调用。

(2) me 指针指向静态分配的 Ship对象（见清单 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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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一个派生的结构负责初始化从基本结构继承过来的部分。构造函数 QActive_ctor()把状态机

放到初始伪状态 &Ship_initial( 见清单 1.4(15))。

(4-5) 初始化 Ship的位置。

(6) 函数 Ship_initial()定义 Ship状态机的最顶层初始化转换（见图 1.6(1) ） .

(7-8) Ship主动对象订阅信号 TIME_TICK_SIG和PLAYER_TRIGGER_SIG，如图 1.3 （ 1 ）的状

态图所示。

(9) 通过调用 QP 宏 Q_TRAN() 指定初始状态 active 。

注： 宏 Q_TRAN() 必须一直放在 return 语句后。

1.7.3 第三步：定义状态处理函数

在最后一步，你每次把一个状态作为一个状态处理函数实现，从而对 Ship状态机进行实际编码。为了决

定什么元素属于哪个给定的状态处理函数，你检查状态图里每个状态的边界（图 1.6 ）。你需要实现

所有从边界开始的转换，任何在状态里定义的入口和出口动作，还有在状态里列出的所有内部转换。另

外，如果有一个直接嵌进这个状态的初始转换 (initial transition) ，你同样需要实现它。

以图 1.6 里的状态 flying 为例。这个状态有一个进入动作和两个从它边界开始的转换：

HIT_WALL 和 HIT_MINE(type) ，和三个内部转换 TIME_TICK，PLAYER_TRIGGER和

DESTOYED_MIND(score) 。状态 flying 嵌套在超状态 active 里。

清单 1.6 展示了在图 1.6 的 Ship状态机的两个状态处理函数。这些状态处理函数分别对应于

active 状态和 flying 状态。紧随其后的解释部分说明了一些重要的实现技巧。

代码列表 6  ship.c 里 active 和 flying 的状态处理函数
 (1) QState Ship_active(Ship *me, QEvent const *e) {

 (2)     switch (e->sig) {

 (3)         case Q_INIT_SIG: {                     /* nested initial transition */

 (4)             /* any ac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initial transition */

 (5)             return Q_TRAN(&Ship_parked);

             }

 (6)         case PLAYER_SHIP_MOVE_SIG: {

 (7)             me->x = ((ObjectPosEvt const *)e)->x;

 (8)             me->y = ((ObjectPosEvt const *)e)->y;

 (9)             return Q_HANDLED();

             }

         }

(10)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return the superstate */

     }

     /*..........................................................................*/

     QState Ship_flying(Ship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11)         case Q_ENTRY_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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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coreEvt *sev;

                 me->score = 0;                               /* reset the score */

(13)             sev = Q_NEW(ScoreEvt, SCORE_SIG);

(14)             sev->score = me->score;

(15)             QActive_postFIFO(AO_Tunnel, (QEvent *)sev);

(16)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IME_TICK_SIG: {

                 /* tell the Tunnel to draw the Ship and test for hits */

                 ObjectImageEvt *oie = Q_NEW(ObjectImageEvt, SHIP_IMG_SIG);

                 oie->x   = me->x;

                 oie->y   = me->y;

                 oie->bmp = SHIP_BMP;

                 QActive_postFIFO(AO_Tunnel, (QEvent *)oie);

                 ++me->score;  /* increment the score for surviving another tick */

                 if ((me->score % 10) == 0) {           /* is the score "round"? */

                     ScoreEvt *sev = Q_NEW(ScoreEvt, SCORE_SIG);

                     sev->score = me->score;

                     QActive_postFIFO(AO_Tunnel, (QEvent *)sev);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PLAYER_TRIGGER_SIG: {                   /* trigger the Missile */

                 ObjectPosEvt *ope = Q_NEW(ObjectPosEvt, MISSILE_FIRE_SIG);

                 ope->x = me->x;

                 ope->y = me->y + SHIP_HEIGHT - 1;

                 QActive_postFIFO(AO_Missile, (QEvent *)ope);

                 return Q_HANDLED();

             }

             case DESTROYED_MINE_SIG: {

                 me->score += ((ScoreEvt const *)e)->score;

                 /* the score will be sent to the Tunnel by the next TIME_TICK */

                 return Q_HANDLED();

             }

(17)         case HIT_WALL_SIG:

(18)         case HIT_MINE_SIG: {

(19)             /* any ac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ition */

(20)             return Q_TRAN(&Ship_explo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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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return Q_SUPER(&Ship_active);                  /* return the superstate */

     }

(1) 每个状态处理函数必须有相同的声明。也就是说，它必须带有 2 个参数：状态机指针 me 和

指向 QEvent的指针。在事件指针声明 * 前的关键字 const意味着这个指针指向的 event不能

在状态处理函数内部被改变（换言之，这个事件是只读的）。状态处理函数必须返回 QState ，

它把事件处理的情况传回给QEP事件处理器。

(2) 每一个状态处理函数通常由 switch 语句构成，用来处理事件 e->sig 的信号部分。

(3) 这条代码属于嵌套的初始转换图 1.6(2) 。 QEP提供一个保留的信号 Q_INIT_SIG，框架在需

要某个状态处理函数执行初始转换时会传递给这个函数。

(4) 你能加入和这个初始转换有关的任何动作 ( 本例里没有 ) 。

(5) 你使用宏 Q_TRAN() 指定目标子状态。这个宏必须在 return 语句后面，状态处理函数通过它

告诉 QEP事件处理器转换已经发生了。

注： 初始转换必须以某个给定状态的直接的或嵌套的子状态作为目标 (target)。初始转换不能以同

级状态或上级状态为目标，否则会形成在 UML 里所说的“畸形” (malformed) 状态机。

(6) 这条代码处理图 1.6(3) 的初始转换 PLAYER_SHIP_MOVE_SIG(x, y) 。

(7-8) 你通过状态处理函数的 me 参数来访问 Ship状态机的数据成员。通过 e 参数访问事件参

数。你需要把事件指针从通用 QEvent基本结构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到特定的需要

PLAYER_SHIP_MOVE_SIG 的事件结构上，本例里这个结构是 ObjectPosEvt 。

注： 事件信号和事件结构（事件变量）的关系在事件发生时被建立起来。所有这个事件的接收者必

须知道这个联系从而把它转换到正确的事件结构类型。

(9) 你使用 return Q_HANDLED() 结束 case 语句，这会通知 QEP事件处理器这个事件已经被处理

了（但是没有转换发生）。

(10) 从一个状态处理函数最后的 renturn 语句通过 QEP宏 Q_SUPER()指定它的超状态。这条状态处

理函数最后的那条 return 语句是改变某个给定状态的嵌套层次的唯一的维护点。在图 1.6 的

active 状态没有显式的超状态，意味着它隐式的嵌套于 top 状态。 top 状态是 UML 的概

念，表明在一个层次式状态机里的状态层次的终极根 (ultimate root) 。 QPE提供的 top 状态

是状态处理函数 QHsm_top() ，因此 Ship_active()状态处理函数返回指针 &QHsm_top.

注： 在 C 和 C++ 里，一个函数指针 QHsm_top() 可以写成 QHsm_top 或 &QHsm_top。尽管

QHsm_top 表达更加简洁，我更喜欢使用表达式 &QHsm_top，以表明这里我确实需要一个函

数指针 &QHsm_top.

(11) 本行代码处理进到状态 flying 的进入动作（图 1.6(5) ）。 QEP提供了一个保留的信号

Q_ENTRY_SIG ，当某个状态处理函数想执行进入动作时，由框架传送给它。

(12) 到 flying 的进入动作发送 SCORE事件到 Tunnel 主动对象（图 1.6(5) ）本行代码定义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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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向事件结构 ScoreEvt 的临时指针。

(13) QF 宏 Q_NEW(ScoreEvt, SCORE_SIG)从一个由 QF 管理的事件池里动态分配了 ScoreEvt 的

一个实例。这个宏把 SCORE_SIG和被分配的事件联合起来。宏Q_NEW()返回一个指向被分

配的事件的指针。

(14) ScoreEvt 的 score参数根据状态机成员 me->score设定。

(15) 事件 SCORE(me->score) 通过 QP 函数 QActive_postFIFO()被直接发送给主动对象 Tunnel 。

这个函数的参数是接收者主动对象（这里是 AO_Tunnel ） , 和指向这个事件的指针（这里是

临时指针 sev ）。

(16) 你使用 return Q_HANDLED() 结束 case 语句，这会通知 QEP进入动作已经被处理了。

(17-18) 这两条代码处理从 flying 到 exploding的状态转换（图 1.6(9,10) ）。

(19) 你可以加入和这个转换有关的任何动作。（本例这里没有别的动作）。

(20) 你使用宏 Q_TRAN() 指定转换的目的。

(21) 一个状态处理函数的最后一个 return 指定了这个状态的超状态。图 1.6 的状态 flying 嵌套在

状态 active 里，因此状态处理函数 Ship_flying()返回指针 &Ship_active 。

当实现状态处理函数时你需要注意在这些函数由 QEP事件处理器而不是你的代码管理。 QEP将

根据不同的原因调用某个状态处理函数：层次事件处理，执行入口和出口动作，触发初始转换，或仅仅

引出某给定状态处理函数的超状态。因此，你不能假设某个状态处理函数仅仅用来处理在那些在 case 语

句后的信号。你必须避免任何在 switch 语句之外的代码，特别是那些有副作用的代码。

1.8        执行  模型      (Execution Model)  

如你在程序列表 1.1(21)看到的， main() 函数最后通过调用 QF_run()把控制权交给了事件驱动框架。

本节里我简要的解释 QF 如何给系统里不同的任务分配 CUP时间，以及你在选择执行模型时拥有的选

项。

1.8.1 简单的非抢占式      (Nonpreemptive)Vanilla      调度器

飞行和射击实例程序使用了最简单的 QF 配置，这种配置里 QF 直接运行于目标处理器上，而不用任

何底层的操作系统或者内核3 。我把这种 QF 配置称做 plain vanilla或 vanilla 。

QF 包含一个简单的非抢占式 vanilla 内核，它使用一个无限循环（和超级循环有点类似），每

次执行一个主动对象。在每个事件以运行 - 到 - 完成 (RTC) 方式被处理后， Vanilla内核开始选择下

一个准备处理下个事件的主动对象。 Vanilla调度器是合作式的。这意味着所有的主动对象合作分享一个

单独的 CPU并在每一个 RTC步骤后把控制转让给别的对象。内核是非抢占式的，意味着每一个主动对

象必须在任何其他主动对象能开始处理别的事件之前处理完一个事件。

中断服务程序 ISR 能在任何时候抢占一个主动对象的执行，但是由于 vanilla 内核的简单化性

质，每个 ISR 精确的返回到抢占入口点。如果 ISR 发送或发行一个事件给任何主动对象，对这个事件

的处理只有在当前的 RTC步骤完成后才会开始。一个最高优先级主动对象的事件能被延迟的最大时间

被称为任务级响应。当使用非抢占式 vanilla 内核时，任务级响应等于系统中所有主动对象的最长的RTC

步骤。请注意 vanilla 的任务级响应还是比传统的“超级循环“（即 main+ISR）构架要好很多。我在

3 80x86 版的飞行和射击游戏运行于DOS上面，但是DOS并不提供任何的多任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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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 1.9 节对此有更多的解释，那里我会比较事件驱动式飞行和射击实例和传统的 Quickstart应用程

序。

简单的 vanilla 内核的任务级响应适合非常多的应用程序，因为状态机本身处理事件非常快不需要

为事件而忙等待。（一个状态机简单的运行 - 到 - 完成然后保持静止直到下个事件到达）。还请注意

你也可以通过把较长的 RTC步骤分解成较短的 RTC从而使任务级响应如你所需的快速。（例如使用

在第 5 章描叙的 Reminder 状态模式）。

1.8.2     QK      抢占式内核      (Preemptive Kernel)  

某些情况下，把较长的 RTC步骤分解成足够短的片段也许很困难，从而非抢占式 vanilla 内核的任务

级响应会太长了。以一个 GPS接收机系统为例。这个接收机在一个定点 CUP上执行大量的浮点运算

去计算 GPS的位置。同时， GPS接收机必须跟踪 GPS卫星的信号，这牵涉到在小于毫秒级间隔内的

闭环控制回路。很明显我们不容易把位置计算分解成足够短的 RTC步骤从而允许可靠的信号跟踪。

但是状态机执行的 RTC语义不意味着一个状态机在RTC步骤时一定要垄断 CUP。一个抢占式

内核可以在一个较长的 RTC步骤中间进行一个上下文切换，让一个较高优先级的主动对象开始运行。

只要这些主动对象没有共享资源，它们可以并发的运行，并且独立的完成它们各自的 RTC步骤。

QP 事件驱动平台包含了一个名为 QK 的，微小的，完全可抢占的，基于优先级的实时内核构件，

它被明确的设计成使用 RTC方式处理事件。配置 QP 使用抢占式 QK 内核非常容易，但是使用任何

完全可抢占式内核时，你必须十分注意在主动对象之间共享的任何资源4 。“飞行和射击”实例被特意设

计成避免在主动对象之间共享任何资源，因此这个应用程序代码可以不需改动而运行在 QK 抢占式内核

上，或任何其他的抢占式内核或实时操作系统。本书代码包含了使用 QK 的“飞行和射击”游戏实例，

它们在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game\ 目录。你可以在任何标准的 Windows 个人电脑上的

DOS上运行它。

1.8.3 传统的操作系统      /      实时操作系统

QP 也可以和传统的操作系统 (OS)，如 Windows或 Linux 或几乎任何实时操作系统 (RTOS)一起工

作，从而使用现有的设备驱动，通讯堆栈和其他的中间件。

QP 包含一个平台抽象层 (PAL), 这使 QP 到几乎任何操作系统的移植变得很容易。被仔细设

计的 PAL允许通过重用任何现有的中断管理，消息队列和内存划分等等这些功能，从而和底层 OS/RTOS

的紧密的集成。在第 8 章我会讨论如何移植 QP 。

1.9        和传统方法的比较

“飞行和射击”游戏的行为特意和在 Luminary Micro Stellaris EV-LM3S811演示版上提供源代码的

Quickstart应用程序保持一致。 [Luminary 06] 。这节我想比较由 Quickstart应用程序为代表的传统的方

法和以飞行和射击游戏为代表的基于状态机的解决方法。

图 1.11(a) 展示了 Quickstart的流程图，图 1.11(b)展示了运行在合作式 vanilla 内核上的“飞行

和射击”游戏的流程图。在最高层次，这些流程图是类似的，它们 2 者都包含一个围绕整个处理过程的

无限循环。但是这 2 者主循环的内部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如在流程图里粗线所标识的， Quickstart程序

把绝大多数时间用于紧密的用于忙等待特定事件的“事件循环”内部，例如屏幕更新事件。相反，“飞

行和射击”程序把绝大多数时间用在主循环内部。 QP 框架分派任何可用的事件到适合处理这个事件

4 QK提供了一个互斥功能以便于互斥的访问共享的资源。QK互斥体使用优先级-天花板协议避免
优先级反转。细节请参考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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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机，并很快的返回主循环，而不是在那里等待事件。

图 10   Quickstart 应用程序 (a) 和飞行和射击 (b) 的控制流 ,.粗线表示在代码里最经常执行的

路径

Quickstart程序和“飞行和射击”实例相比有更多的循环式控制流程，因为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完全

针对手头的问题，而状态机方案是通用性的。 Quickstart应用程序的结构和传统的顺序式程序非常相似，

它尽量从头到尾保持控制。它不时的停住，忙等待某个事件，代码基本上没有准备好去处理任何它在等

待的事件以外的其他的事件。这些都是由于设计的不灵活性导致。增加新的事件是困难的，因为需要更

改的代码的整个结构被设计为只接收很特定的事件，而且需要被剧烈的改变从而容纳新的事件。同样，

当忙等待屏幕更新事件时（等效为“飞行和射击”游戏里的 TIME_TICK事件），程序不会对任何其他的

事件产生反应。任务级响应难以被确定，通常它和事件的类型有关。通过硬编码确定的等待时序适合现

有的事件但是也许不会适合新的事件。

相反，“飞行和射击”游戏有更加简单的控制流程，纯粹的由事件驱动并且完全通用（见图

1.11(b)）。每个主动对象的上下文表示为一个状态机的当前状态，而不是某处的代码。这样，根据当前

上下文在代码某处进行“事件循环”变得没必要了。相反，状态机把上下文当做一个很小的数据成员

（见第 3 章状态变量）的方法是很有效率的。在处理完每个事件后，状态机能返回为被设计成能处理全

部事件的公共事件循环。如果必要的话，状态机自然的挑选每一个事件并移动到下一个状态。很容易在

这种设计里增加新的事件，因为状态机在任何时候可以响应任何事件。一个事件驱动的基于状态机的应

用程序，和传统的程序相比，更加灵活，更有弹性。

注： 通用事件循环也能很容易的探测到没有有效事件的情况，这种情况下， QP 框架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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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_onIdle() 函数（见图 1.11(b)）。这个回调函数被设计为由应用程序定制它的功能，所以是

一个理想的使 CPU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从而节省能量的地方。相反，传统的方法不会提供任

何单一的以便转换到低功耗睡眠模式的地点，因此很不容易实现一个完全低功耗的设计。

1.10                                                                      

小结

如果你以前没接触过事件驱动型编程，飞行和射击游戏的内部结构对你肯定代表一个很大的转变。事实

上，我希望它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否则我不能确信你真的领会到一个事件驱动程序和传统的顺序式代码

相比完全的控制的倒置。这种控制的倒置，也被称为“好莱坞原则” ( 不要调用我们，我们将调用您 ) ，

使很多新用户感到困惑，他们常常感到“难以致信”，“落后”，或“古怪”。

“飞行和射击”游戏不是一个庞大的应用程序，但它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你不必担心第一次阅

读它时你是否能完全理解它。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提供对状态机设计和编码技巧更深入的研究。在

第 2 部分，我会讨论 QF 实时框架的特征，实现和移植。

本章我主要的目的是向你介绍事件驱动范例和现代状态机，让你确信这些强大的概念不是特别难

以用 C或 C++直接实现。实际上，我希望你注意到编写“飞行和射击”游戏的代码完全并不是很大份量

的任务。你需要知道的只是一些为状态机编码的固定规则，并熟悉一些实现动作所需要的框架服务。

当编码基本上不成问题时，大部分编程工作就花在设计应用程序上了。从这点来说，我希望“飞

行和射击”实例帮你对这个方法如何工作有个大概的理解。在事件驱动模型里，程序结构被大体的分为

2组：事件和状态机构件（主动对象）。事件代表某些感兴趣的某事的发生。状态机根据事件的性质和

主动对象的状态对这个事件的反应进行编码。事件常常从你程序的外部产生，比如时钟滴答或“飞行和

射击”游戏里的按键被按下，事件也可以被程序从内部自己产生。例如 Mine构件在它们检测到和

Missile或 Shipp 碰撞时产生通知事件。

一个事件驱动程序运行时，不停的查看可能的事件，当一个事件被探测到，就分派这个事件到合

适的状态机构件（见图 1.11(b)）。为了让这个方法可以工作，必须连续频繁的查看事件。这意味者状

态机必须很快的运行，这样程序能返回来查看事件。为了符合这个要求，状态机不能进入到需要忙等待

一段较长或不确定时间的状态。这种状态最普遍的例子就是在一个状态处理函数内的 while 循环，退出

循环的条件，比如按键输入，不受程序的控制。这类一个无限循环的程序结构，被称为“阻塞“代码5 ，

你可以在 Quickstart应用程序里看到这些例子（见图 1.11(a) ）。为了让事件驱动型编程模式能工作，你

必须只编写“非阻塞”代码 [Carryer 05] 。

最后，“飞行和射击”实例演示了如何使用 QF 事件驱动平台，它是一些用来建立事件驱动应

用程序的构件的集合。 QF 实时框构架件用“好莱坞原则”而不是别的方法去调用应用程序代码。这

种安排在事件驱动系统里非常典型，和 QF 类似的应用程序框架是基本上现在市场上每一个设计自动化

工具的核心部分。

在“飞行和射击”游戏里运转的 QF 框架使用它最简单的配置，这样 QF 可以直接运行在目标

处理器上而不使用任何操作系统。 QF 也可以被配置从而使用它内置的抢占式实时内核 QK （见第 10

章），或者被很容易的移植到几乎任何传统的 OS 或 RTOS （见第 8 章）。事实上，你可以把 QF

框架本身看作是一个高级的事件驱动型实时操作系统。

5在多任务操作系统的环境下，“阻塞“代码对应着流程在等待一个旗语，事件标志，消息邮箱或其他操作系统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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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UML      状态机速成

一个我们可能使用帮助的地方是用于优化 IF-THEN-ELSE结构。绝大多数程序开始时

相当好的结构。当发现了一个缺陷以及新的特征需要增加时， IF和 ELSE 被陆续加

入，直到没有人能知道数据是如何流过一个函数的。漂亮的打印代码有点帮助，但是

不能减少嵌套达 15层的 IF语句的复杂性。

--Jack Ganssle, “Break Points”, ESP Magazine, January 1991

传统的顺序式程序能被构建为一个单一控制流程，使用标准的构造，比如循环和嵌套的函数调用。这类

程序使用程序计数器（ PC ）的位置，进程调用树，以及在栈上分配的临时变量来表示绝大多数执行

上下文。

相反，事件驱动式程序需要一系列的精细粒度 (fine-granularity) 的事件处理函数来处理事件。这

些事件处理函数必须执行的很快并返回主事件循环，这样在调用树里不需维护上下文和程序计数器。另

外，所有的栈变量在调用不同的事件处理函数时不会被保留。因此，事件驱动式程序非常依赖于通过使

用静态变量维护在从一个事件处理函数转换到下一个执行函数时的执行上下文。

因此，事件驱动型编程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管理使用数据表示的执行上下文。这里的主要

问题是上下文数据必须以某种方法反馈到事件处理函数代码的控制流，这样每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就能仅

仅执行和当前上下文相对应的动作。传统上，这种依靠上下文的方式经常导致嵌套很深的 if-else 结构，

用来引导基于上下文数据的控制流。

如果你能消除哪怕一小部分这些条件分支（“意大利面条”代码），软件将更容易被理解，测试

和维护，并且这些代码的繁杂执行路径数码会极大的减少，通常是成数量级的减少。基于状态机的技巧

能完全完成这个任务 ---戏剧性的减少通过代码的不同的路径并监护在每个分支点的条件测试。

本章我简要介绍 UML 状态机，它代表了这些技术经过长期的进化后的最新技术发展水平。我

的目的不是给出一个完整的，正规的 UML 状态机的讨论，在官方 OMG 规范 [OMG07] 里已广泛的

和正式的涉及了这些讨论。相反，本章我的目的是通过确立基本的术语来铺好基础，介绍基本的标识法6 ，

并弄清楚语义。本章仅限于那些可以说是状态机最基本特征的一个子集。重点在于 UML 状态机在实际

日常编程应用里的角色，而不是它在数学上的抽象。

2.1        事件      -      动作范型      (Event-Action Paradigm)      的过份简单化

当前主流的构造事件驱动式软件的方法是普遍使用的事件 - 动作范型，它把事件直接映射成预定在反应

时要执行的代码。事件 - 动作范型是理解状态机的重要的垫脚石，因此这节我简要的描叙它是如何实

6附录 B包含了一个 UML符号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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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的。

我将使用一个图形用户界面 GUI领域的实例，因为 GUI是典型的事件驱动型系统。在

Constructing the User Interface with Statecharts [Horrocks 99] 里， Ian Horrocks讨论了一个简单的 GUI 计

算器应用程序，它是一个随着 Microsoft Visual Basic 发行了几百万份的例子程序，在它里面他发现了很

多严重的问题。如 Horrocks 注意到的，这个分析的重点不是对特定程序的吹毛求疵，而是识别它在被

构造时使用的普遍性原理的短处。

当你启动 Visual Basic 计算器（在本书目录 <qp>\resources\vb\calc.exe ），你将会发现绝大多

数时候它可以正确的加减乘除（见图 2.1(a) ），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然而在使用它一段时间后，

你能发现在许多特定情况下，这个计算器会提供误导的结果，会停止，或者会完全崩溃。

注： Ian Horrocks在仅测试了这个 Visual Basic 计算器 1 个小时后就找到 10个严重错误。请试着

找到最少 5 个错误。

例如， Visual Basic 计算器常常在‘ -’ 事件上出现问题；请试一下的操作序列：

2 ， - ， - ， - ， 2 ， = 。应用程序因为运行时错误而崩溃（见图 2.1(b) ）。这是因为相同的按钮

（ - ）被用来把一个数变负数和输入一个减号操作符。因此，‘ -’ 按键点击事件的正确解读，和上下

文相关，或与它出现的模式有关。类似的 CE 按钮（ Cancel Entry）有时也会发生错误—试着输入

2 ， x ， CE ， 3 ， = ，你发现 CE 没有作用，即使在显示屏上看来它取消了 2 的输入。同样的，

CE 在取消一个操作数和取消一个操作符时表现应该不同。但结果是这个程序无视上下文，它一直用同

样的方式来处理 CE 事件。从这点开始，你可能注意到一个问题的发生模式。这个应用程序在处理需要

依靠上下文的事件时特别容易出错。

图 11  Visual Basic 计算器在崩溃前 (a), 运行时错误崩溃后 (b)

这不是说 Visual Basic 计算器没有企图去处理上下文。恰恰相反，如果你查看计算器的代码（在

本书网站的目录 <qp>\resources\vb\calc.frm ），你将会注意到管理上下文是这个应用程序的主要关心的

事。代码里充满了许多全局变量和标志，它们只服务于一个目的：处理上下文。例如： DecimalFlag指示

一个小数点被输入， OpFlag代表一个待定的操作， LastInput指示上次按钮按下事件的类型，

NumOps 指示数字操作数，等等。利用这些标识，计算的上下文被指示得模棱两可，因此难以精确的分

辨在任何给定时间这个程序是在什么模式。实际上，除了一批高度耦合重叠的，被全局变量和标识决定

的操作情况外，这个应用程序没有关于操作的任何单一模式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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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列表 2.1 显示了条件逻辑运算，这里操作符事件（ + ， - ， * ， / ）的事件处理程序企

图确定 - （减号）按钮点击到底应该被当作负号还是减号。

清单 2.1  Visual Basic 计算器的代码，企图确定 '-'减号按钮单击事件应该被当作负号还是减号
Private Sub Operator_Click(Index As Integer)

    . . .

    Select Case NumOps

        Case 0

        If Operator(Index).Caption = "-" And LastInput <> "NEG" Then

           ReadOut = "-" & ReadOut

           LastInput = "NEG"

        End If

        Case 1

           Op1 = ReadOut

           If Operator(Index).Caption = "-" And LastInput <> "NUMS" And 

                                            OpFlag <> "=" Then

           ReadOut = "-"

           LastInput = "NEG"

        End If

    . . .

列表 2.1 示例的方法是产生“特定情况”（也就是故障）行为的很好的场所，基于最少三个理由：

 它一直导致令人费解的条件逻辑运算（也就是“意大利面条”代码）。

 每个分支入口点需要评估一个复杂的表达式。

 在不同的模式切换时需要改变许多变量，这容易导致不一致性。

如在清单 2.1 所示的那个令人费解的条件表达式，散布在整个代码里，有不必要的复杂性，在运

行时评估它需要很大的开销。就像这些还潜伏在 Visual Basic 计算器的 bug 所证实的 , 即使是有经验

的程序员来处理，它们也出了名的难以恢复正常。这种方法很诡诈，因为它开始工作很好，但是在问题

变得复杂时它不会相应配合。显然，计算器程序（全部只有 7 个事件处理函数和大概 140 条包含注释

的 Visual Basic 代码）已经足够复杂，难以用这种方法来正确的解决。

刚才概叙的错误起源于事件 - 动作范型的过份简单化。我希望 Visual Basic 计算器实例清楚的展

示了这点，一个事件本身不能决定要被执行去反应这个事件的动作。当前上下文最少也是同等重要的。

然而，流行的事件 - 动作范型仅认识到对事件类型的依靠，而把上下文的处理交给主要的很容易退化成

“意大利面条式”代码的特定编程技术。

2.2        基本的状态机概念

事件 - 动作范型能被扩展，明确的包含对运行上下文的依靠。如它所揭示的，绝大多数事件驱动型系统

的行为可以被分解成相对小数目的块 (chunk)，在每个单独的块的事件响应实际上仅取决于当前的事件类

型，不再取决于过去事件的顺序（上下文）。也就是说，事件 - 动作范型继续被使用，但仅局限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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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块里。

基于这个概念的一个通用的直接的为行为建模的方法是使用一个有限状态机 (FSM) 。这种方法

里，“行为的块”被叫做状态。行为的改变（例如，响应任何事件的改变）对应着状态改变，被称为状

态转换。 FSM是一个界定对全部行为的约束的很有效的方法。“在一个状态里”意味着系统仅响应全部

被允许事件的一个子集，产生可能响应的一个子集，并直接改变状态到所有可能状态的一个子集。

FSM的概念在编程时很重要，因为它让事件处理明确的取决于事件类型和系统的执行上下文（状

态）。当被正确使用，状态机是一个强大的“意大利面条减少者”，它戏剧性的裁剪掉流过代码的执行

路径的数量，简化了在每个分支入口的条件测试，简化了不同执行模式之间的转换。

2.2.1 状态      (State)  

状态非常有效的捕捉系统历史的相关方面。例如，当你在一个键盘击键，它产生的字符代码，根据

CAPS LOCK 是否被激活，代码将是大写或小写字符。从而键盘的行为可以被分成 2 个块（状态）：

defaul 状态和 caps_locked 状态。（绝大多数键盘事件上有一个指示键盘是在 caps_locked 状态的

LED）。键盘的行为仅取决于它的历史的某些方面，也就是Caps Lock键是否被按下过，而不取决于比如

说以前有多少其他的按键被输入以及如何输入。状态能被抽象出所有可能（但不相关）的事件序列并仅

捕捉到相关的事件。

把这个概念和编程联系起来，意味着你不用许多变量，标志和复杂逻辑来记录事件历史，而主要

依靠一个状态变量，它能被假定为一些有限的已经被确定的值（在键盘这个例子里是两个值）。状态变

量的值清楚的定义了系统在任何给定时刻的当前状态 (current state) 。状态的概念减少了在代码中分辨

执行上下文的问题，只要测试一个状态变量而不是许多变量，从而排除了大量的条件逻辑运算。实际上，

在所有最基本的状态机实现技术里，比如在第三章讨论的嵌套式 switch 语句技术，明确的测试状态变量

从代码中消失了，从而进一步减少了意大利面条代码（你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体会到它的作用）。更进

一步，在不同状态间转换也被极大的简化了，因为你需要有条理方式的指定一个状态变量而不是去改变

许多变量。

2.2.2 状态图

FSM有一个叫状态图 (state diagram) 的图型表达方法。这些图是有向图，节点代表状态，连接线代表状

态转换。7

例如，图 2.2 展示了一个对应于计算机键盘状态机的 UML 状态转换图。在 UML 里，状态

表示为圆角矩形，标签是状态名。转换被表示为箭头，标签是触发事件，它后面是可选需执行动作的列

表。初始转换 (initial transistion)从一个实心圆点出发，确定了当系统在最初开始时的启动状态。每个状

态图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转换，它不能带标签，因为这样的转换不需事件触发。初始转换能够带有关联的

动作。

图 2.2 UML状态图表示计算机键盘状态机

7 附录 B 有一个本书所用的图形标识法的小结，包括状态转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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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状态图和流程图的比较

状态机方法的新手常把状态图和流程图 (flowchart) 搞混。 UML 规范 [OMG07]在这方面没有帮助，

因为它把活动图归结在状态机包 (state machine package)里。活动图本质上是复杂的流程图。

图 2.3 展示了状态图和流程图的对比。状态机（ (a) 部分）对明确的触发执行动作。相反，流

程图（ (b) 部分）不需要明确的触发，而是在完成了活动后在它的图上自动的从一个节点转换另一个节

点。

图 2.3 比较状态机 (a) 和活动图（流程图） (b)

和状态图对比，流程图倒置了顶点和弧的含义。在状态图里处理过程（转换）是和弧相关联的。

而在流程图里，处理过程和顶点相关联。当状态机停在某个状态等待一个事件发生时，它是空闲的。当

流程图停在某个节点时，它忙于处理操作。图 2.3 试着通过把状态图的弧和流程图的处理阶段排列对

比来展示这两个角色的倒置。

你可以把流程图和制造业的装配线相比，因为流程图描叙了一些任务从开始到结束的进程（例如，

通过编译器把源代码输入转化成目标代码输出）。状态图通常没有进程的标识。例如，一个计算机键盘，

当它在 caps_locked 状态时，和在 default 状态相比，它没有在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它简单的对事件产生

不同的反应。状态机的一个状态是用来确定一个特定的行为而不是处理过程的一个阶段的有效方法。

状态机和流程图之间的区别特别重要，因为这两个概念代表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编程范型：事件驱

动型编程（状态机）和转换性编程（流程图）。你不断的思考有效的事件才能设计有效率的状态机。相

反，在流程图里事件（如果它们被考虑的话）仅是被次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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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扩展状态机

对软件系统里状态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每一个状态代表了整个程序内存的有效值的一个集合。甚至对

只有几个基本变量的最简单的程序，这个解释都会导致一个天文数字的状态数量。比如，一个 32位整数

能有超过 40亿个不同的状态。显然，这个解释不切实际，因此程序变量通常被从状态里分离开。何况，

系统的完整状况（被称为扩展状态）是定性 (qualitative) （状态）和定量 (quantitative)（扩展状态变

量）的结合。在这种解释里，一个变量的改变不总是暗示着在系统的行为在定性方面有一个改变，从而

不会导致一个状态的改变 [Selic+94].

带有变量补充的状态机被称为扩展状态机 (extended state machine) 。扩展状态机能把基础方法应

用于更加复杂的问题，如果没有包含扩展状态变量，这个方法就不实用。例如，假设键盘的行为取决于

到目前为止在它上面输入的字符的数量，并且比如说，在 1000次击键后，键盘破裂并进入到一个最终状

态。使用没有内存的状态机对这个行为建模，你将需要引入 1000个状态（例如在状态 stroke123按下键

会到状态 stroke124 ），这明显的是不实际的主张。或者，你能构建一个带有一个 key_count倒数计数器

变量的扩展状态机。这个计数器将被初始化成 1000，并在每次击键后递减，而不用改变状态。计数器

到 0 时，状态机将会转换到最终状态 (final state) 。

图 2.4 的状态图是一个扩展状态机的实例，这里系统的完整状况（称为扩展状态）是定性方面—

状态 - 和定量方面—扩展状态变量（比如倒数计数器 key_count）的结合。在扩展状态机里，一个变量

的某次改变不总是意味着系统的行为在定性方面的一次改变，从而不会总是导致一次状态的改变。

图 2.4 “便宜键盘”的扩展状态机，带有扩展状态变量 key_count 和不同的监护条件

扩展状态机的明显优点是灵活性。例如，把“便宜键盘”的寿命从 1000扩展到 10000 次击键，

完全不会把扩展状态机搞得更复杂。所需的修改仅是在初始转换里改变 key_count的初始化值。

2.2.5 监护条件      (Guard Condition)  

然而，扩展状态机的这个灵活性需要付出代价，因为在定性方面和定量方面产生了复杂的耦合。这个耦

合通过附着在转换上的监护条件发生，如图 2.4 所示。

监护条件（简称监护）是基于扩展状态变量和事件参数（见下一节对事件和事件参数的讨论）动

态评估的布尔表达式。监护条件仅在表达式为真时才允许动作或转换，而在表达式为假时禁止它们，从

而影响一个状态机的行为。在 UML 符号里，监护条件在方括号里出现（如 [key_count == 0] ）。

对监护条件的需求是在状态机方法里增加内存（扩展状态变量）的直接后果。请谨慎的使用它们，

扩展状态变量和监护条件建立了一个难以置信强大的机制，能够极大的简化设计。但是不要让这有趣的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61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名字（监护条件）和简洁的 UML 符号愚弄你。当你实际编写一个扩展状态机时，监护条件变成一些 if

和 else 语句，而它们是你想使用状态机最先消除的。过份的使用监护条件，你将发现你自己努力半天又

回到了起点（“意大利面条”代码），监护条件实际上开始处理系统的所有相关状况。

实际上，滥用扩展状态变量和监护条件是基于状态机的设计的结构性退化的主要原因。通常在日

常工作中，增加另外一个扩展状态变量和另外一个监护条件（另外一个 if 和 else ）而不是把相关的行

为放入一个新的系统的定性方面—状态中，看来很有诱惑性，特别是对那些刚接触状态机方法的程序员。

据我的经验，这类结构性退化直接对应于增加或减少状态数目（实际的或感知的）所需开销。（这也是

为什么我不喜欢在第三章里所讨论的用状态表实现状态机的流行技术的原因，因为增加一个新的状态需

要增加并初始化状态表里一个新的列）。

成为高效率状态机设计者的主要一个挑战是培养一种感觉，知道行为的某些部分将会被捕捉成

“定性”方面（状态），而另外一些部分最好被当做“定量”方面（扩展状态变量）。一般的，你将主

动寻找机会去捕捉事件历史（什么发生了）作为系统的“状态”，而不是在扩展状态变量中存储这些信

息。例如， Visual Basic 计算器使用了一个扩展状态变量 DecimalFlag去记忆用户输入了小数点，以免在

一个数字里输入多个小数点。然而，更佳的解决方案是观察到输入一个小数点实际导致转换到一个独特

的状态 entering_the_fractional_part_of_a_number，这个状态里计算器忽略小数点。这个方案有很多更优越

的理由。最起码的理由是它减少了一个扩展状态变量，以及初始化和测试它的需求。更重要的理由是基

于状态的方案更加稳健，因为上下文信息被非常局部的使用（仅在这个特定的状态里），并且当它变得

没有关系时立刻被丢弃。一旦这个数字被正确的输入，这个数字是否有小数点不会影响计算器后续的操

作。状态机移动到另一个状态并自动地“忘记“先前的上下文。在另一方面， DecimalFlag扩展状态变

量在信息变得无关（也许是过期）时也还在”闲逛“着打发事件。更糟糕的是，你必须不能忘记在输入

另外的数字前复位 DecimalFlag，否则这个标志不会正确的指示用户实际上已经输入了小数点，但是也

许这是发生在前一个数字的上下文。

捕捉行为做为定量的“状态”也有它的不利条件和局限性。首先，状态以及在状态机里的转换拓

扑必须是静态的并在编译时被固定，这是非常大的局限而且不灵活。确实，你能容易的设计“状态机”，

让它可以在运行时更改它们自己（这常发生在你试着用状态机重新编码“意大利面条”时）。然而，这

像是在编写自我改写代码，这实际上在编程的早期时代发生过，但是很快的被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坏主意

不再被考虑。因此，“状态”仅能捕捉行为表现里被称为先验的 (a priori) 并且不会在未来改变的静态方

面。

例如，在计算器捕捉一个小数点的输入作为一个单独的状态

entering_the_fractional_part_of_a_number是很好的主意，因为一个数字只能有一个小数部分，这是先验的，

而且在未来不会改变的。然而，不使用扩展状态变量和监护条件去实现一个“便宜键盘”实际上是不可

能的。这个例子指出了量化“状态”的主要弱点，它不能存储太多的信息（比如很多的击键次数）。扩

展状态变量和监护条件是这样一个给状态机增加额外的运行时灵活性的机制。

2.2.6 事件      (Event)  

最一般的解释，一个事件是对系统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发生的事情。严格的讲， UML

规范 [OMG07] 里，术语 event指所发生事情的类型而不是发生事情的任何具体的实例。例如， Keystroke

是键盘的一个事件，但是每次的按键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 Keystroke事件的具体的实例。对键盘有关的

另一个事件也许是 Power-on ，但是在明天 10:05:36 打开电源将是 Power-on 事件的一个实例。

一个事件能有相关联的参数，允许事件实例传达不仅某些感兴趣的事件发生了，而且还有关于发

生事情的量化信息。例如，在一个计算机键盘上按下一个键会产生 Keystroke事件，它有相关联的参数，

用来携带字符的扫描码以及Shift， Ctrl 和 Alt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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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件实例比产生这个事件的所发生的事情存活的更长，并可以传递这个所发生的事件给一个

或更多的状态机。一旦它被产生，事件实例走过一个由三个阶段组成的处理周期。第一，当事件实例被

接收时并等待处理时它被接收（比如它被放在一个事件队列里）。然后，事件实例被派送给状态机，这

里它变成当前事件。最后，当状态机结束了对这个事件实例的处理后，它被消耗。一个被消耗的事件实

例不再对处理有效。

2.2.7 动作和转换      (Action and Transition)  

当一个事件实例被派送，状态机通过执行动作来响应，比如改变一个变量，执行输入输出，调用一个函

数，产生另一个事件实例。或者变成另一个状态。任何和当前事件关联的参数值对被这个事件直接导致

的所有动作都有效。

从一个状态切换到另一个状态被称为状态转换，引发它的事件被称为触发事件 (triggering 

event) ，或简单的被称为触发 (trigger) 。在键盘例子里，如果当 CapsLock键被按下时键盘在

default 状态，键盘将进入到 caps_locked 状态。然而，如果键盘已经在 caps_locked 状态，按下

CapsLock键会引发一个不同的转换—从 caps_locked 到 default 。在这 2 个事例里，按下 CapsLock就是

这个触发事件。

在扩展状态机里，一个转换可以有一个监护条件，这意味着仅当监护条件被评估为真时转换才能

“启动”。一个状态对一个同样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转换，只要它们没有重叠的监护条件；然而，在一个

共同的触发发生时，这种情况会在评估监护条件的次序上产生问题。 UML 规范特意不规定任何特定的

次序，相反， UML 让设计者去设计监护条件，这样它们评估的次序就无关紧要了。在实际应用上，这

意味这监护条件表达式没有副作用，最少不会改变其他有相同触发的监护条件的评估。

2.2.8 运行      -      到      -      完成执行模型      (Run-to-Completion Execution Model)  

所有的状态机体系，包括 UML 状态图，普遍的假设一个状态机在它能开始处理下一个事件前完成对

每个事件的处理。这个执行模型被称为运行 - 到 - 完成，或 RTC。

在 RTC模型里，系统在分散的不可分割的 RTC步骤里处理事件。新到的事件不能中断当前事件

的处理，而且必须被存储（通常是存储在一个事件队列里），直到状态机又变成空闲。这些语义完全避

免了在一个单一的状态机里的任何内部并发问题。 RTC模型也克服了处理和转换相关联的动作时的概

念性问题8，因为状态机在动作过程中没有处于一个明确定义的状态（在 2 个状态之间）。在处理事件时，

系统没有响应（不可观测性），因此在那个时段这种不清楚的状态没有实际的意义。

然而请注意， RTC不意味着状态机必须独占 CPU直到 RTC步骤被完成。可抢占性约束只适用

状态机在忙于处理事件的任务上下文的情况。在一个多任务处理环境里，其他（和繁忙的状态机的任务

上下文无关的）任务也可以运行，可能抢占当前执行的状态机。只要其他状态机互相间不共享变量或其

他资源，就不会有并发性的危险。

RTC处理的关键优点是简单。它最大的不利条件是状态机的响应由它最长的 RTC步骤决定9。为

实现较短的 RTC步骤常常会明显的让实时设计复杂化。

2.3               UML      对传统      FSM      方法的扩展

尽管传统的 FSM是解决较小问题的优秀工具，众所周知，即使是适度规模的系统它也倾向于变成不可管

8 把动作和转换关联的状态机被分类为 Mealy 状态机。
9 状态机能通过把 CPU密集处理过程分解成充分短的 RTC 步骤改善响应（见第五章的“提示器”
状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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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于已知的状态爆炸的现象，传统 FSM的复杂性增加速度会快过它描叙的反应性系统的复杂性。发

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传统的状态机体系具有重复性。例如，如果你试着用一个传统 FSM来表示在第

2.1 节介绍的 Visual Basic 计算器的行为表现，你将立刻注意到很多事件（例如 Clear事件）在许多状

态里被重复处理。然而一个常规的 FSM，没有办法捕捉这样一个共性，而需要在许多状态里重复同样的

动作和转换。在传统状态机里缺少的是分解出共同的行为，从而在许多状态之间可以分享这个行为。

状态图的体系，由 David Harel[HAREL87] 在 1980年代发明，恰好可以对付常规 FSM的这个短

处。状态图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来分享行为，这样状态图的复杂性不再激增，而是忠实的代表了

它所描叙的反应性系统的复杂性。显然，这样的体系对嵌入式系统（或任何事件驱动型系统）的程序员

是天赐之物，因为它使状态机方法真正的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

UML 状态机，也被称为 UML 状态图 [OMG07] ，是 Harel 状态图的面向对象的变体并包含

了在 ROOMCharts 里定义的几个概念，在实时面向对象建模 (ROOM) 语言 [Selic+94]里定义了状态图

的一个变体。 UML 状态图是扩展的状态机，带有 Mealy 和 Moore 自动机特征。在状态图里，动作通

常取决于系统的状态和触发事件，和 Mealy 自动机一样。另外， UML 状态机提供可选的进入动作和

退出动作，它们和状态而不是转换相关联，这又和 Moore 自动机一样。

2.3.1 反应性系统里的行为重用

所有反应性系统似乎用一种相似的方法重用行为。例如，所有 GUI 的观感特性由同样的模式产生，这被

Windows宗师 Charles Petzold称为 Ultimate Hook [Petzold 96] 。这个模式非常精辟：一个 GUI 系统首先

分派每个事件到应用程序（例如 Windows 调用在应用程序里面的一个特定的函数，而把事件作为一个参

数）。如果没有被应用程序处理，这个事件流回系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层次式的事件处理次序。应用

程序，概念上在较低的层次，首先处理每个事件；从而应用程序可以选择并用它喜欢的任何方法反应。

同时，所有没有被处理的事件流回较高的层次（换言之，回到 GUI 系统），这里它们依照标准的观感被

处理。这是差异化编程的一个例子，因为应用程序员仅需要编码和标准系统行为的不同部分。

2.3.2 层次式嵌套状态

Harel 状态图通过结合状态机体系而为 Umtimate Hook模式带来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状态图对经典

FSM最重要的革新是引入了层次式嵌套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状态图也被称为层次式状态机HSM的原因）。

和状态嵌套关联的语义如后所示（见图 2.5(a) ）：如果一个系统在嵌套的状态 s11(称为子状态 ) 里，

它也（隐含的）在环绕的状态 s1( 称为超状态 ) 里。这个状态机将试着处理任何在状态 s11 上下文的

事件，概念上它在较低层次。然而，如果状态 s11 没有指示如何去处理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不会像在

传统的“平面”状态机里那样被默默的丢弃，相反，它被自动的在超状态 s1的较高层上下文里被处理。

这就是系统在状态 s11 和 s1的含义。当然，状态嵌套没有限制只能有一层，这个事件处理的简

单规则可以被递归地应用于任何层数的嵌套。

图 2.5 UML符号，层次式嵌套状态 (a) ，一个面包炉的状态模型，状态 toasting 和baking共享
一个从状态heating到状态 door_open 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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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其他状态的状态被称为复合状态 (composite state) ，相对的，没有内部结构的状态被称为简

单状态 (simple state)。一个嵌套的状态当它没有被其他状态包含时被称为直接子状态 (direct substate)，否

则，它被归类于过渡性嵌套子状态 (transitively nested substate) 。

因为符合状态的内部结构可以任意复杂，任何层次式状态机可以被看作一个（高阶）复合状态的

内部结构。定义一个复合状态作为状态机层次的终极根有概念上的便利。在 UMI规范里，每个状态机

有一个顶状态 (top state)（每个状态机层次的抽象根），它包含了整个状态机的所有的其他元素。画出

这个全包含的顶状态的图形是可选的 [OMG 07]。

如你所看到的，层次式状态分解的语义被设计成通过直接支持 Ultimate Hook 模式，从而帮助共

享行为表现。子状态（嵌套状态）仅需要定义与超状态（包围状态）不同的部分。一个子状态可以容易

的通过忽略公共处理的事件，从而重用它的超状态的公共行为，然后这些公共行为自动的被高层的状态

处理。通过这个方法，子状态能共享它们的超状态的全部行为。例如，在烤面包机的一个状态模型里

（图 2.5(b) ），状态 toasting和 baking共享在它们超状态 heating定义的公共转换 DOOR_OPEN 到达

状态 door_open。

状态层次里最常被强调的方面是抽象——一个古老但是强大的对付复杂性的技术。与同时面对一

个复杂系统的全部方面相反，我们常常可能忽略（抽象出）系统的一些部分。层次式状态是一个理想的

隐藏内部细节的机制，因为设计者能容易的放大 (zoom out) 或缩小 (zoom in)视野，从而隐藏或展示

嵌套的状态。尽管抽象本身没有减少全部系统的复杂性，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减少了你在同一时间

需要处理的细节的数量。如 Grady Booch[Booch 94] 所说：

…我们一直被我们每次能领会的事物的数目所限制，但是通过抽象，我们通过增加更

大的语义内容来使用大量信息。

抽象本身也许很有价值，但你不能简单的通过把复杂性隐藏在复合状态内来欺骗你自己。然而，

复合状态不但隐藏了而且通过强大的重用机制（ Umltimate Hood 模式）积极的减少了复杂性。没有这

种重用，甚至稍微增加系统的复杂性都常会导致状态和转换的数量爆炸式的增加。例如，如果你把图

2.5 （ b ）的状态图转换10成经典平面状态机，你必须在两个地方重复一个转换（从 heating到

door_open）——从 toasting转换到 door_open和从 baking 状态到 door_open。避免这样的重复性使 HSM

可以和系统复杂性相应的增加。当被建模系统的复杂性增加，重用的机会也在增加，从而抵消了在传统

的 FSM里状态和转换的爆炸式增长。

2.3.3 行为继承      (Behavioral Inheritance)  

层次式状态不仅是“没有附加语义的分组的 [ 嵌套 ] 状态机” [Meller 00] 。事实上，层次式状态有简

单但深刻的语义。嵌套状态也不仅是“当一组事件应用于几个子状态时大型的图形简化法” [Douglass 

99] 。状态和转换的数目的真实的减少，远超过整洁的图形。也就是说，简化了的图形只是通过状态嵌

套从而重用行为的副产品。

状态嵌套的基本特性来自把抽象和层次结合，这是传统上减少复杂性的方法，在软件里被称为继

承。在 OOP里，类继承的概念描叙了对象的类之间的关系。类继承描叙了类之间“是…”的关系。例如，

类 Bird也许从类 Animal派生。如果一个对象“是” bird （类 Bird 的实例），它自动的“是”Animal，

因为所有适用于动物的操作（如进食，消化，生殖）也适用于鸟。但是鸟更加特殊，因为一般它们有不

10 这样的变换总是可能的，因为 HSM在数学上等效经典的 F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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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动物的操作。例如， flying()适用于鸟但不适用于鱼。

Gamma和他的同事 [Gamma+95]简明的总结了类继承的益处：

继承让你从旧类开始，通过重用父类的功能，快速的定义一个新类。它允许新类不是

每次从头开始而是根据和父类的差异指定。它让你几乎免费地得到新的实现，继承那

些在祖先类里共同的东西。

如你在上一节看到的，继承的所有这些基本的特性同样的适用于嵌套状态（只要把“类”用“状

态”替换），这并不神奇，因为如同面向对象的类继承一样，状态嵌套是基于相同的基础性的“是…”

分类法。例如，在一个烤面包机的状态模型里，状态 toasting嵌套在状态 heating里。如果烤面包机是

在 toasting状态，它自动的是在 heating状态，因为所有属于 heating的行为也适用于 toasting（例如必

须开启加热器）。但是 toasting更加特别，因为它有些一般不能适用于 heating的行为。例如，给面包

上色（浅或深）适用于 toasting但是不适用于 baking 。

在嵌套状态的情况下，“是某种…” (is-a-kind-of)关系仅需要被“是在某种状态内…” (is-in-a-

state)关系替换。除此以外，它也同样的基本分类法。状态嵌套允许一个子状态从它的祖先（超状态）继

承行为；因此，它被称为行为继承。

注： 术语“行为继承”不是 UML 规范的概念。请注意行为继承描叙了子状态和超状态的关系，

你不要把它和适用全体状态机的传统的（类）继承搞混。

继承的概念在软件构建里是基础性的。类继承对更好的软件组织和代码重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令

它成为 OOP的奠基石。同样，行为继承对有效的使用 HSM和行为重用是必不可少的，这令它成为事件

驱动型编程的奠基石。在第五章，一个微型的状态模式的分类表将展示如何构建 HSM去解决经常发生

的问题。毫不奇怪，行为继承在所有这些模式的核心起作用。

2.3.4 状态的      LISKOV      替换原则

把在子状态和超状态之间的关系等同于继承有几个实用性的意义。也许最重要的是把 Liskov 替换原则

(LSP) 应用于状态继承。在传统类的描叙里， LSP 要求一个子类能够自由的取代它的超类。这意味着

子类的每一个实例应该兼容超类的实例，任何被设计成可和超类实例一起工作的代码，当一个子类的实

例被使用时，应该继续正确的工作。

因为行为继承只是一种特别的继承， LSP能被应用在嵌套状态。 LSP 对状态的推广，意味着

一个子状态的行为应该和超状态一致。例如，在烤面包炉的状态 heating的所有嵌套状态 ( 如 toasting或

baking)应该共享状态 heating的同样的基本特性。特别的，如果在状态 heating意味着开启加热器，没

有一个子状态（在不从状态 heating转换出去的情况下）将会关闭加热器。关闭加热器并停留在 toasting或

baking 状态就和在 heating状态不一致，这说明它是一个（违反了 LSP ）的不良设计。

遵守 LSP让你可以建立更好的（更正确的）状态层次，并有效的利用抽象方法。例如在符合 LSP

的状态层次里，你可以安全的放大视野，并工作在较高的上级 heating状态（从而抽象出 toasting和

baking 的细节）。只要所有的子状态与它们的超状态一致，这些抽象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如果子状

态违反了在超状态里的基本假设，缩小视野并忽略子状态的细节将会不正确。

2.3.5 正交区域      (Orthogon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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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式状态的分解可以被看作是对各个状态的异或 (XOR) 操作。例如，如果一个系统在 heating超状态

（图 2.5(b) ），它意味着它在 toasting子状态或 baking 子状态。这就是超状态 heating被称为 OR- 状

态的原因。

UML 状态图也引入了互补的与（AND）分解。这种分解意味着一个组合状态能包含两个或多个

正交区域（正交在这里意味着互相无关），而且在这样一个组合状态里也意味着同时在它所有的正交区

域里 [Harel+98] 。

当一个系统的行为被分解为独立的并发性的主动部分时，状态数目组合性增加，正交区域解决了

这个常常碰到的问题。例如，除主键区外，一个计算机键盘有一个独立的数字键区。从前面的讨论得知，

主键区的 2 个状态已被确认： default 和 caps_locked （图 2.2 ）。数字键区也有 2 个状态 --numbers

和 arrow 状态 --取决于 Num Lock键是否激活。键盘的完整的状态空间在标准的分解里是这两个部分

（键区和数字键区）的叉积 (cross-product) ，由 4 个状态组成： default-numbers ， default-

arrows ，caps_locked-numbers，和 caps_locked-arrows 。然而这不合常理，因为数字键区的行为不取决

于主键区的状态，反过来也一样。正交区域允许你避免对一些独立的行为进行叉积，而是使它们独立，

如图 2.6 所示。

注意，如果正交区域完全互相独立，它们的结合复杂度是累加的，也就是说，为系统建模所需要

的独立的状态的数目是简单的和 k+l+m+…，这里 k,l,m…表示在每个正交区域里 OR- 状态的数量。另

一方面 , 在互相依赖的一般情况下，复杂性倍增。因此一般来说，需要的状态数量是 k * l * …

图 2.6 计算机键盘的两个正交区域（主键区和数字键区）。

然而在绝大多数实际情况下，正交区域仅是近似正交（也就是说它们不相互独立）。因此 UML

状态图提供了一些方法让这些正交区域进行通讯并同步它们的行为。在这套丰富（有些时候是繁琐）的

机制里，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正交区域能通过互相发送事件实例来协调它们的行为。

尽管正交区域意味着执行时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有一些并发性）， UML 规范没有要求为每一

个正交区域分配一个独立的执行线程（尽管可以这样做）。事实上最普通的情况是，这些正交区域在同

一个线程里执行。 UML 规范仅要求设计者在一个事件被派发到一些相关的正交区域时，不要依赖于

任何特定的次序。

注： 本书描叙的 HSM实现（见第四章）不直接支持正交区域。第五章描叙了“正交构件”状态模

式，它通过结合 HSM模拟了正交区域。

2.3.6 进入和退出动作      (Entry and Exit Actions)  

UML 的状态图里的每个状态机都可以有可选的进入动作，它在进入一个状态时被执行，同时也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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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退出动作，在退出一个状态时被执行。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和状态联合，而不是和转换联合。11无

论一个状态被以什么方法进入或退出，所有它的进入和退出动作将被执行。因为这个特性，状态图表现

的像 Moore 机。状态进入和退出的 UML 符号是在状态名字格子的下方，保留字 entry（或 exit ）后

面跟着斜杠和任意动作的列表（见图 2.7 ）。

进入和退出动作的价值是它们提供了可担保的初始化和清理方法，非常像 OOP里类的构造函数

和析构函数。例如，考虑图 2.6(b)) 的door_open状态，它对应于烤面包炉的炉门被打开时的行为。这个状

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安全的要求：当炉门在打开时总是关闭加热器12。另外当炉门被打开，应该点亮

内部照明灯。

当然，你能够通过给每一个转换到 door_open（用户也许在 baking 状态或 toasting状态的任何时

候，或当炉子完全没有被使用时）的路径增加合适的动作（关掉加热器和打开灯）来对这个行为建模。

你也不能忘记在每一个离开door_open状态的转换时熄灭内部炉灯。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将会造成在很多

转换里重复的动作。更重要的是，从改变状态机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容易导致错误（例如，另一个程

序员在处理一个新的特征比如“顶部烤棕色”时，也许忘记在转换到 door_open时关掉加热器）。

图 2.7 带有进入和退出动作的烤面包机的状态机

进入和退出动作允许你用一种更安全，更简单和更直觉的方式来实现你所需要的行为。如图 2.8

所示，你能指定从 heating的退出动作关掉加热器，到door_open的进入动作打开炉灯，从 door_open的

退出动作关掉炉灯。使用进入和退出动作比在转换上加入动作优越，因为它避免了在这些转换上的动作

的重复，消除了当炉门打开时加热器保持工作的基本的安全性风险。退出动作的语义担保了无论什么转

换路径，当面包炉不在 heating状态时加热器将会被关闭。

因为每当一个状态被进入时，与之联合的进入动作被自动执行，它们常常决定操作的条件或状态

的一致性，非常像一个类构造函数在决定被构建对象的特性。例如， heating状态的特性通过加热器被打

开这个事实被确定。在进入 heating的任何子状态前这个条件必须确立，因为到 heating子状态的进入动

作，比如 toasting，依靠 heating超状态的适当的初始化，并仅执行和这个初始化不同的部分。因此，进

入动作的执行必须总是按从最外层状态到最里层状态的次序被处理。

毫不奇怪，这个次序模仿了当类构造函数被调用时的次序。一个类的构造总是从类继承的最根部

开始，沿着全部的继承层次下降到要被实例化的类。退出动作的执行，对应于析构函数调用，按精确的

11 状态机可以被分为 2 类，如果动作和转换联合就是Mealy 机，如果动作和状态联合就是Moore
机。UML 状态机有 Mealy 机和 Moore 机的 2 者特性。
12 通常这种确保安全的功能(应该)是通过机械连锁来进行冗余的保护，但是为了我们的讨论，假
设你想完全通过软件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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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次序执行，从最里层的状态开始（对应于从最远的派生类开始）。

2.3.7 内部转换      (Internal Transistions)  

相当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事件造成一些内部动作被执行但是又不导致一个状态的改变（状态转换）。这

种情况下，所有被执行的动作构成了内部转换。例如，当你在键盘上打字时，它通过产生不同的字符码

来响应。然而，除非你敲击CapsLock键，键盘的状态不会改变（没有状态转换发生）。在 UML 里，

这种情况将被建模成内部转换，如图 2.8 所示。内部转换的 UML 符号使用一般的和退出（或进入）

动作一样的语法，除了不是用单词 entry（或 exit ）外，内部转换使用触发事件作为标签（如在图 2.8

里由 ANY_KEY 事件触发的内部转换）。

图 12  带有内部转换的键盘状态机的 UML 状态图

当没有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时，内部转换和自转换一样（在自转换里，目标状态和源状态一致）。

事实上，在一个经典的 Mealy 自动机里，动作只和状态转换联合，不改变状态而执行动作的唯一方法

就是通过一个自转换（在图 2.2 里表示为一个有向环）。然而，在有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时，如在

UML 状态图里，一个自转换会导致进入和退出动作的执行，因此它和一个内部转换就完全不同了。

和自转换相反，在执行内部转换时不会执行进入和退出动作，即使内部转换是从一个超过当前活

动状态较高层的层次继承的。从超状态继承的内部转换在任何的嵌套层都如同它们被直接在当前活动状

态被定义一样执行。

2.3.8 转换的执行次序

结合了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的状态嵌套明显的使 HSM里的状态转换语义比在传统的 FSM里复杂。当处

理层次式嵌套状态和正交区域时，简单的术语“当前状态”可以很令人费解。在一个HSM里，任何时刻

都可以有多个状态是活动的。如果状态机在一个复合状态（它也可以被包含在一个更高层的复合状态，

并递归嵌套）里面的叶状态，所有的直接或间接包含这个叶状态 (leaf state)的复合状态都是活动的。而且，

因为在这个层次里的一些复合状态也许有正交区域，当前活动状态事件代表了一个树，从在根部的单一

顶状态开始往下直到在这个叶的单一简单状态。 UML 规范把这样一个状态树叫做状态配置 (state 

configuration)[OMG07]。

图 2.9 一个状态转换里的状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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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ML ，一个状态转换能直接连接任何两个状态。这两个状态也许是复合的状态，它们被定名

一个转换的主源 (main source) 和主目标 (main target)。图 2.9 展示了一个简单的转换实例，并解释了

在这个转换里的状态的角色。 UML 规范描叙了执行一个状态转换需要牵涉到以下的动作 [OMG07, 

15.3.13节 ]:

1. 评估和转换联合的监护条件，如果监护条件为真则执行以下的步骤。

2. 退出源状态配置。

3. 执行和转换联合的动作。

4. 进入到目的状态配置。

在这个简单的实例里，主源和主目标在相同的层嵌套，因此这个转换序列很容易解释。例如，图

2.9 所示的转换 T1 引起监护条件 g() 的评估，假设监护条件 g( ) 被评估为真，后面是动作的执行

序列： a( ) ； b( ) ； t( ) ； c( ) ； d( ) 和 e( ) 。

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源状态和目标状态嵌套在状态层次的不同层数时，也许不会立刻明显知

道需要退出多少嵌套层。 UML 规范规定，一个牵涉到退出所有被嵌套状态的转换，从当前活动状态

直到但是不包含主源和主目标状态的最少共同祖先 least common ancestor(LCA)状态。如名字所示，

LCA是源和目标状态的最低的组合状态同时也是它们二者的超状态（祖先）。如上所叙，退出动作的执

行次序总是从最深层嵌套状态（当前活动状态）向上沿着层次直到 LCA，但是不退出 LCA。例如，图

2.9 所示的状态 s1和 s2的 LCA(s1,s2) 是状态 s 。

进入目标状态配置是从退出动作启动开始的（也就是从LCA内部）。如上所叙，进入动作必须从

最高层状态沿状态层次向下执行，直到主目标状态，如果主目标状态是组合状态， UML 语义规定，这

个动作通过使用本地初始转换，递归的进入到它的子状态机。目标状态配置会被完全的进入，直到遇到

一个没有初始转换的叶状态。

注： 本书描叙的 HSM实现（见第四章）通过进入到目标状态配置来维持必要的退出源结构的次序，

但是完全在源状态的上下文里去执行和转换联合的动作。也就是说，在退出源状态配置之前执

行。所实现的具体的转换序列如下：

1 评估和转换联合的监护条件，仅当监护条件为真，执行以下的步骤。

2 执行和转换联合的动作。

3 知道退出源状态配置并进入到目标状态配置。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70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例如，图 2.9 所示的转换 T1 会引发对监护条件 g( ) 的评估；然后是动作序列： t( ) ；

a( ) ； b( ) ； c( ) ； d( ) ；和 e( ) ，当对监护条件 g( ) 为真时。

UML 转换序列的一个大问题是，它要求在销毁源状态配置“之后”，并在创立目标状态配置之

前，执行和转换联合的动作。用状态机的退出动作和 OOP的析构函数进行类比，这种情况对应于在部

分销毁一个对象后执行一个类的方法。当然，这个动作在OOP里是非法的。事实证明，用这样的方式去

实现状态机也会特别棘手。

在源状态上下文里执行和转换联合的动作更加——在相同的上下文里评估监护条件。仅当监护和

转换动作执行后，自动的从源状态配置退出并进入到目标状态配置。这种方法，状态机仅当在一个稳定

状态配置中，在开始转换或转换后但不是在转换的中途，才是可观察的。

2.3.9 本地转换和外部转换的对比

在 UML2 前，所使用的唯一的转换语义是“外部转换”，这里，总是退出转换的主源，并且总是进入到

转换的主目标。 UML2 为向后兼容规定了“外部转换”语义，但是也引入了一类新的转换，叫做“本

地转换” [OMG 07 ， 15.3.15节 ] 。对许多转换拓扑来说，外部转换和本地转换实际上是相同的。然而，

本地转换在主目标状态是主源的一个子状态时，并不会导致从主源状态的退出。另外，本地状态转换在

主目标是主源状态的一个超状态时，不会导致退出和重新进入目标状态。

图 2.10本地转换 (a) 和外部转换 (b) 对比。 QP 实现本地转换

图 2.10 比较了本地转换 (a) 和外部转换 (b) 。在图的上面一行，是主源状态包含了目标状态

的情况。本地转换不会导致从源的退出，而外部转换导致退出和重新进入到源状态。在图 2.10底部，是

目标状态包含源状态的情况。本地转换不会导致进入到目的状态，而外部转换会导致退出和重新进入到

目标状态。

注： 在本书第四章描叙的 HSM实现（以及本书第一版描叙的HSM实现）仅支持本地转换语义。

2.3.10        UML      里的事件类型

UML 规范定义了四种事件，通过具体的符合区分它们：

 signalEvent 代表一个特定的（异步）信号。它的格式是：信号名 ( 逗号分开的变量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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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Evnt 对一个特定的最后期限建模。它用关键词 after标识，后面是一个具体指明时

间量的表达式。时间从进入到以 TimeEvnt 为一个触发的状态开始计时。

 callEvent 代表了同步地调用一个特定操作的请求。它的格式是：操作名（逗号分开的

变量表）。

 changeEvent 对一个明确的布尔表达式为真时出现的一个事件建模。它用关键词 when标识，

后面是一个布尔表达式。

一个 SignalEvent 目前为止是最常见的事件类型（而且是在经典 FSM里唯一使用的事件）。然而，

即使在这里， UML 规范通过允许特定的信号是另一信号的子类，造成多态的事件触发，从而扩展了传

统 FSM的语义。任何能被一个给定信号事件触发的转换，也能被从这个源事件直接或间接派生的子事件

所触发。

注： 本书描叙的 HSM实现（见第四章）仅支持 SignalEvent 类型。第 2 部分描叙的实时框架增

加了对 TimeEvent 类型的支持，但是 QF 里的 TimeEvent 需要明确的启动和解除，这和

UML 的 after符号不兼容。因为 SignalEvent 多态性事件触发的固有的复杂性和非常高的性

能开销，它也不被支持。

2.3.11    事件的延迟      (Event Deferral)  

有时候，一个事件，在一个状态机正在某个状态中从而不能处理这个事件这种特别不方便的时刻到达。

在很多情况下，事件的本性是它可以被（有限度的）推迟，直到系统进入到另一个状态，在那里它被更

好的准备去处理这个原来的事件。

UML 状态机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机制，用来在状态里延迟事件。在每一个状态，你能包含一个

deferred / [event list]。如果在当前状态的延迟事件列表中的一个事件出现，这个事件会被保留（延迟）给

将来处理，直到进入到一个没有把它放在自己的延迟事件列表中的状态。在进入这种状态时， UML 状

态机将自动的恢复任何被保留的事件，不再延迟它们，而像它们刚刚到达一样处理它们。

注： 本书第四章描叙的 HSM不直接支持 UML 方式的事件延迟。然而，在第 5 章描叙的“延迟

事件”状态模式展示了如何通过明确的延迟和恢复事件这种非常小开销的方法，接近这个特征。

2.3.12    伪状态      (Pseudostates)  

因为状态图最初是一个可视化方式 [Harel 87]，在图里的一些不规则的状态用来实现不同有用的特征（或

简单的作为速记符号）。这些节点被称为伪状态。更正式的说法是，一个伪状态是一个包含在状态机图

里不同转换顶点（节点）类型的抽象， UML 规范 [OMG 07]定义了以下伪状态：

 初始伪装态 (initial pseudostate) ( 显示为一个黑点）表示了一个初始转换的源。在一个复合

状态里，可以有最多一个初始伪装态。从初始伪装态出发的转换可能有动作，但是没有触发

或者监护条件。

 选择伪装态 (choice pseudostate) ( 显示为一个菱形或空心圈 ) 被用来进行动态条件

分支。它允许转换的分裂到多个外向路径，因此决定使用哪一个路径取决于在相同的 RTC步

骤先前被执行的动作。

 浅历史伪装态 (shallow-history pseudostate) （显示为一个带圈的 H）是速记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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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状态的最近的活动直接子状态。一个转换进入到浅历史顶点（称为转换到历史）等值于

一个转换进入到一个状态的最近活动子状态。一个转换能够从历史连接符号开始，表示在一

个组合状态没有历史（以前没有为活动态）时可以进入一个状态。

 深历史伪状态 (deep-history pseudostate) （显示为带圈的 H* ）和浅历史伪装态类似，但是

它表示这个完整的直接包含这个伪状态的组合状态的最近的状态配置。

 连接点伪装态 (junction pseudostate) （显示为一个黑点）是一个没有语义的链接多个转换的

顶点。连接点像一把瑞士军刀，它执行不同的功能。连接点能被用来融合多个状态（从同一

个并发区域）进来的转换，也能把一个进入的转换分开成多个带有不同监护条件的离开的转

换段。后一种情况，因为连接点的使用，在转换发生前会强制性的静态评估全部的监护条件，

实现了一个静态的条件分支。

 结合伪装态 (join pseudostate) （显示为一个垂直条）融合几个从不同正交区域的源顶点而

来的转换。

 分支伪装态 (fork pseudostate) （显示和结合伪装态一样）把一个进入的转换分开成 2 个

或多个终止于不同正交区域的转换

2.3.13        UML      状态图和自动化代码合成

UML 状态图提供了充分定义的语义来建立可执行状态模型。实际上，市场上的几个设计自动化工具上

支持不同版本的状态图（见 sidebar“支持状态图的设计自动化工具”）。商业化可用的设计自动化工具

典型的不仅自动从状态图生成代码，而且允许在图型层次上除错和测试状态模型。 [Douglass 99] 。

但是自动代码生成意味着什么？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基于状态图的工具实际上究竟生成了什么

代码？

很多人所理解的自动代码合成就是，根据一个问题的陈叙，生成一个程序去解决它。基于状态图

的工具不能提供这个功能，因为状态图仅是一个较高级别的（几乎可视的）解决方法，而不是问题的陈

叙。

谈到自动化生成的代码，基于状态图的工具能自动的生成仅所谓的“内务处理代码” [Douglass 

99] 。建模者必须明确的为工具提供所有应用相关的代码，比如动作和监护条件表达式。内务处理代码

的角色是把不同的动作和监护条件表达式“胶合”在一起，确保状态机以符合状态图语义的方式执行。

例如，合成的代码通常会处理事件队列，事件派送，监护条件评估，或转换链的执行（包括退出和进入

恰当的状态）。几乎全部这类工具都包含某种紧密的和底层操作系统集成的一个实时框架（见本书第二

部分）。

支持状态图的设计自动化工具

一些现在在市场上可买到的支持状态图的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工具（ CASE ）：

Telelogic Statemate ， www.telelogic.com (这个工具开始是有 I-Logix公司开发，在 2006被

Telelogic收购，然后 Telelogic又被 IBM收购 ) 。

Telelogic Rhapsody ， www.telelogic.com  

Rational Suite Development Studio Real-Time ， Rational Softwar Corporation, 

www.ibm.com/softwar/rational (Rational 被 IBM在 2006年收购 ) 。

ARTiSAN Sdutio ， ARTiSAN Software Tools公司， www.artisansw.com  

Stateflow ，The Mathworks， www.math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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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State ， IAR Systems，www.iar.com  

2.3.14        UML      状态图的局限性

状态图被作为“一个对付复杂系统的可视化的方法”而被发明 [Harel 87]，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和图形表

示法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用状态图的形式表现。然而，需要强调并理解的是，HSM的概念超过任何

特别的符号，图形或文字。 UML 规范 [OMG 07]通过清楚的把状态机语义从符号分开，使它们的区分明

显化。

然而 UML 状态图的符号不是纯粹可视的，任何普通的状态机需要大量的文本信息（例如，动作

和监护条件的规范）。动作和监护条件的精确语法不是在 UML 规范里定义，因此很多人使用结构化的

英语，或更正式的，使用某种实现语言如 C/C++/JAVA 的表达式 [Douglass 99b] 。在实践中，这意味

着 UML 状态图符号非常依靠特定的编程语言。

不过，绝大多数状态图语义非常偏向图形符号。例如，状态图很少表现执行的序列，监护条件的

评估次序或分派事件到正交区域的次序。 UML 规范绕过这些难题，让设计者来负担避免使用任何特定

的序列的责任。但是，如你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看到的，当你实际去实现 UML 状态机时，你将一直

能完全控制执行的次序，因此被 UML 语义强加的严格限制是不必要。类似的，状态图需要大量的符号

（也就是伪状态，例如结合，分叉，联合，选择点，等等）去图形化的表示控制流。这些元素就是经过

伪装的老式流程图，它很久以前就被结构化编程技术证明为没什么用13 。换句话说，在用于比较简单的

结构化代码时，图形符号在表示控制流方面没有增加更多的价值。

这不是批评状态图的图形化符号。事实上，它非常有表达力并足够好了。不过，我想指出这种使

用铅笔和纸的图形的一些缺点和局限性。

UML 符号和语义实际上是面向计算机设计自动化工具的：在工具里表现的一个 UML 状态机，

不仅是这个状态图，而且是图形和文本描叙的混合体，它精确的捕捉了状态拓扑和动作。工具的用户能

得到相同状态机的几个使用可视化和文本方式的补充性的视图，所生成的代码只是这些可利用视图的其

中一个。

2.3.15        UML      状态机语义：一个详尽的实例

对新手来说，非常丰富的 UML 状态机语义也许让人迷惑，即使对还算有经验的设计者也是如此。如

果你能为每一个可能的转换生成精确的动作序列，这样你会确切知道什么动作以什么次序被执行，这样

是不是很棒？

本节里，我提供了如图 2.11 所示的层次式状态机的一个可执行实例，它包含了全部可能的高达

4 层状态嵌套的转换拓扑。这个状态机包含 6 个状态— s ， s1， s11 ， s2， s21 和 s211。这个状态

机接受从 A到 I 的九个事件，你可以通过在你的键盘上输入这些大写或小写字母来产生它们。这些状态

机的全部动作仅包含一条 printf( )语句，在屏幕上显示状态机的状态。 Windows上的可执行控制台应

用程序位于目录 \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qhsmtst\dbg\ 。应用程序的名字是

QHSMTST.EXE 。

图 2.11 假想的 4 层嵌套状态机，包含了所有可能的状态转换拓扑

13 你可以在 Brooks[Brooks 95]找到对流程图的一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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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QHSMTST.EXE实例程序运行在命令窗口。 在括号里的是供参照的行序号

图 2.12 展示了 QHSMTST.EXE 程序的一次运行的结果。请注意在窗口左边括号里的数字被加上

去供参考。行（ 1 ）显示了最顶层初始转换的作用。请注意在 s211-ENTRY 处输入动作和初始化的

顺序。从行（ 2 ）处开始加入事件。每一次产生的事件（显示在灰色背景中）后面是从源状态配置的退

出动作序列，后面是进入动作和初始转换到目标状态配置的序列。例如，在行（ 2 ）加入事件 G之前

的活动状态是 s211，因为它是前一行进入的最后一个状态。

根据 UML 状态机的语义，在行（ 2 ）加入的事件 G用以下方法被处理：首先，活动状态

s211试着处理事件，然而，如你在图 2.11 状态图所看到的，状态 s211没有规定如何处理事件 G。因

此，这个事件被交给层次里较高一层的状态，也就是状态 s21 。超状态 s21 规定了如何处理事件 G，

因为它有一个由 G触发的转换。状态 s21 执行和这个转换相结合的动作（在图 2.12打印出 s21-

G）。接着，这个状态执行转换链，退出源状态配置并进入到目标状态配置。转换链从活动状态的退出

动作的执行开始，并穿过层次里较高的层。。接着，按精确相反的次序进入目标状态配置，也就是，从

状态层次的最高层开始向下到最低层。从状态 s21 的转换 G结束于状态 s1。不过，转换链没有结束于

这个转换的直接目标，而是通过在直接目标状态 s21 里定义的初始化转换继续进行。最后，进入到没

有初始转换的状态 s11 ，新的活动状态被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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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12 行（ 3 ），你看到状态图如何处理一个内部转换。当状态机在状态 s11 时事件 I 被加

入。再一次，活动状态没有规定如何处理事件 I ，因此它被交给状态层的下一层，也就是给状态 s1。

在状态 s1的内部转换里有一个由事件 I 触发的转换，因此 s1处理这个事件（在行（ 3 ）打印 s1-

I ）。并在这点结束这个步骤。在内部转换里没有状态的改变发生，即使这个转换是从状态层的较高层

继承而来。

在 UML 状态机里内部转换和自转换是不同的。图 2.12 行（ 4 ）演示了这个差别。当事件A被

加入时，状态机在状态 s11 。在内部转换的情况下，活动状态 s11 没有规定如何处理事件 A因此这

个事件被交给超状态 s1。超状态有一个由事件 A触发的自转换，因此它执行和这个转换相结合的动

作（在行（ 4 ）打印 s1-A））。然而这次发生了一个常规转换，需要退出源状态配置并进入到目标状

态配置。

UML 状态图是扩展的状态机，概况来说，意味着被状态机执行的动作也能取决于扩展状态变量。

考虑在行（ 5 ）事件 D被加入的例子。活动状态 s11 有转换 D，但是这个转换有个监护条件 [me-

>foo] 。变量 me->foo 是图 2.11 状态机的一个扩展状态变量。你可以看到在最顶层初始化转换时 me-

>foo被初始化为 0 。监护条件临时的禁止了在状态 s11 里的转换，就像状态 s11 没定义这个转换一

样来处理。因此，事件 D被交给较高层次，也就是状态 s1。状态 s1有一个带有互补监护条件 [!me-

>foo] 的转换 D。这次监护条件被评估为真，发生在状态 s1的转换 D。如图所示，转换动作把扩展状

态变量 me->foo 的值改为 1 。因此，当第二个事件 D在行（ 6 ）被再次注入时，在状态 s11 的转

换 D的监护条件 [me->foo]被评估为真，发生了这个转换，如图 2.12 行（ 6 ）所示。

图 2.12 行（ 7 ）展示了总是执行全部退出和进入动作，这和退出和进入的路径无关。从 s1的转

换 C 的主目标是 s2。在主目标状态的初始转换越过子状态 s21 ，直接到状态 s211。然而，进入动作

没有跳过到 s21 的进入动作。这个例子显示了这个强有力的概念，无论进入或退出路径有多复杂，都保

证了源状态配置的清理和目标状态配置的初始化。

同样有趣的是，在层次式状态机里，同样的转换能引发不同的退出动作的序列，这取决于哪一个

状态继承了这个转换。例如，图 2.12 的行（ 8 ）和行（ 9 ），事件 E触发了在超状态 s 里定义的完

全相同的状态转换。然而，在行（ 8 ）和（ 9 ）的响应是不同的，因为是从不同的状态配置产生转换 E

——第一次是 s211是活动态（行（ 8 ），第二次是 s11 是活动态（行（ 9 ））。

最后，图 2.12 的行（ 11）和（ 12）演示了内部转换也能使用监护条件。状态 s2和 d都定义了

带有互补监护条件的内部转换 I 。在行（ 11），监护条件 [!me->foo] 允许在状态 s2的内部转换。在

行（ 12）同样的监护条件禁止了在s2的内部转换，因此发生了在超状态被定义的内部转换。

通过注入更多的事件到 QHSMTST.EXE 应用程序并研究它的输出，你能学到更多 UML 状态

机的语义。因为图 2.11 的状态机被特别设计成包含了 4 层状态嵌套的全部所有可能的状态转换配置，

这个实例能回答几乎所有你关于状态图语义的问题。并且，你能使用实现这个状态机的源代码（位于

<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qhsmtstqhsmtst.c ）作为一个模板去实现你自己的状态图。查看图

2.11 的有用的部分并检查它是如何在 qhsmtst.c 里被实现的。

2.4        设计一个      UML      状态机

设计一个 UML 状态机，和任何其他设计一样，不是精密科学。它通常是一个迭代和递增的过程：你设

计些，编码一些，测试一些，等等。用这个方法，你也许能从许多不同的途径趋近到一个正确的设计，

同样，对一个给定的问题规范通常有多于一个正确的 HSM设计。为了集中讨论，我带你走过实现一个

和本章开始的 Visual Basic 计算器类似的，能正确工作的简单计算器的 UML 状态机的设计过程。显

然，这里提供的解只是所有解里的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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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一个简单的电子计算器被用来作为状态图实例的模型

2.4.1 问题的规范

计算器（见图 2.13 ）总的来说操作如下：用户输入一个操作数 (operand) ，然后一个操作符

(operator) ，然后另一个操作数，最后点击等号按钮得到一个结果。从编程的角度看，意味着这个计算器

需要对由下面 BNF语法定义的数字表达式进行语法分析：

expression ::= operand1 operator operand2 ’=’

operand1   ::= expression | [’+’ | ’-’] number

operand2   ::= [’+’ | ’-’] number

number     ::= {’0’ | ’1’ | ... ’9’}* [’.’ {’0’ | ’1’ | ... ’9’}*]

operator   ::= ’+’ | ’-’ | ’*’ | ’/’

问题在于语法分析数字表达式不仅要正确也要是交互方式的（“运行中分析”）。用户能在任何

时候提供任何符号，而不是在当前上下文里被语法允许的那些符号。应用程序将忽略这些符号。（这个

例子应用程序忽略无效的输入。更好的方法是通过禁止无效的选项，主动防止发生这样的无效输入。）

另外，应用程序必须处理和分析表达式无关的输入，如Cancle(C)或Cancel Entry (CE)。全部这些加起来

让问题复杂了，从而不容易使用传统的事件 - 动作范型（见第二节），甚至不容易使用传统的（非层次

式） FSM来处理。

2.4.2 高层设计

图 2.14 展示了制作计算器状态图的开始几步。在第一步（（ a ）部分，状态机试着实现系统的

基本功能（初级的用例），它计算表达式：操作数 1 ，操作符，操作数 2 ，等号 ...状态机从

operaand1状态开始，它的作用是确保用户只能输入一个有效的操作数。这个状态显然需要一些内部子状

态机去完成这个目标，但是这里我们先忽略这些。转换出 Operand1 的评判标准是输入了一个操作符

(+， - ， *或 /) 。状态图就进入状态 opEntered，计算器在这里等待第二个操作数。当用户点击数字

(0...9) 或者一个小数点，状态机转换到状态 operand2 ，它和 operand1 类似。最后，用户点击 = ，在

这里计算器计算并显示结果。它然后转换回状态 operand1 准备下一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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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设计计算器状态图的开始 2 步14

然而，图 2.14(a) 的简单状态模型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当用户在最后一步点击 = 时，状态机不

能直接转换到 operand1 ，因为这将会从显示屏上擦除掉结果（为第一个操作数作准备）。我们需要另

一个状态 result ，这里计算器暂停并显示结果（图 2.14(b)）。在状态 result 里可以发生 3 件事：

（ 1 ）用户可能点击一个操作符按钮，把这个结果当作一个新计算的第一个操作数（见计算器语法第 2

行的递归结果），（ 2 ）用户可能点击 Cancel （ C ）来开始一个全新的计算，或者（ 3 ）用户可能

输入一个数字或一个小数点来开始输入第一个操作数。

提示： 图 2.14(b)展示了一个值得记住的技巧——把信号 PLUS ，MINUS， MULTIPLY 和 DIVIDE

合并成一个高级的信号 OPER （操作数）。这个变换避免了在两个转换（从 operand1 到

opEntered，和从 result 到 opEntered）上重复相同的触发。绝大多数事件由状态图外部生成，

很多情况下，还是可能在派送它们前进行简单的转换（例如把原始的按钮被按下事件转换成计

算器事件）。这种转换常常比那些最巧妙的状态和转换拓扑还能简化设计。

2.4.3 寻找重用      (Reuse)  

图 2.14(b)的状态机仅当在 result 状态才接受 C(Cancel)命令。不过，用户希望能在任何时候取消并重

新开始。类似的，用户希望能在任何时候关闭计算器。在图 2.15(a) 的状态图用一种天真的方式加入了这

些特征。一个较好的方法是把这些共同的状态分解成一个更高一层的状态 on，并让所有的子状态通过行

为继承来重用 Cancel 和 OFF转换，如图 2.15(b)所示。

图 2.15 使用状态嵌套分解出公共的Cancel转换（C）

14 这节的状态图里我使用速记符号，一个带着触发器列表的转换箭头，表示很多有着相同源和目
标的相同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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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精心设计复合状态

状态 operand1 和 operand2 需要子状态机去分析浮点数字。图 2.16把这些状态一起当作状态

operandX 。

图 2.16 operand1和operand2的内部子状态机

这些子状态机包含了三个子状态。当用户点击 0 时进入子状态 zero 。它的功能是忽略用户试着

输入的多余的零（这样计算器仅显示一个 0 ）。请注意我用来明确的忽略一个事件的符号。我用内部转

换（这里是 DIGIT_0 ）后面跟着函数的明确的空列表（在 C 语言里的一个分号）。

子状态 int的功能是分析一个数字的整数部分。可以从这个状态的外部或者从同级子状态 zero 进

入它（当用户点击 1 到 9 时）。最后，子状态 frac 分析一个数字的小数部分。当用户点击小数点

‘ .’ 时，可以从这个状态的外部，或它的两个同级子状态进入它。而且，转换子状态 frac 明确的忽

略了小数点 POINT事件，因此用户在一个数字的小数部分不能输入多个小数点。

2.4.5 完善行为

上面最后一步让计算器状态图能实际计算表达式了。不过它仅能处理正数。下一步，我将添加对负数的

处理。它是这个设计里最困难的部分，因为相同的按钮‘ -’ （减号）在一些上下文中表示减法的二元

操作符，有时候它又表示负号的一元操作符。

仅有的能把‘ -’ 无疑议地表示为负号而不是减号的 2 个可能的上下文是：（ 1 ）在状态

opEntered （例如在表达式 2 * - 2 = ），和（ 2 ）在一个新计算的开始处（如在表达式 -2 * 2 =）。

图 2.17 处理负号的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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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第一种情况的方法（见图 2.17(a) ）比较简单。我们还需要一个状态 negated2 ，当操作符是

MINUS（注意监护条件的用法）时进入它。进入时，这个状态让显示屏显示‘ -0’并且当转换到状态

operand2 时不清除显示屏。这和 opEntered的行为不同，因为在后者状态里，显示屏必须被清理以便为

第二个操作数的输入做准备。

‘-’ 表示负号的第二种情况比较棘手，因为“新计算的开始”的规定比较微妙。这里它表示的

情况是在这个程序刚开始时，或者用户刚点击了 Cancel 后，而不是计算器显示前面一个计算的结果时。

图 2.17(b)展示了这个方法。一个新状态 begin 被创立去捕捉这个“新计算的开始”的行为（注意初始转

换现在指向 begin 而不是 operand1 ）。这个方法，除了现在由状态 begin 扮演 opEntered角色以外，

它的其余部分和第一种情况类似。

2.4.6 最后的改进

现在计算器差不多快完成了。最后的改进（我留下做为一个练习）包括在恰当的上下文里增加 Cancel-

Entry 转换，并且增加一个 error状态去捕捉溢出和除以零。图 2.18 展示了最终的计算器状态图。这个

状态机的实际的 C++ 语言实现代码将在第四章讨论。

图 2.18 最终的计算器状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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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结

事件驱动型系统编程的主要挑战是确定合适的动作并执行它们去响应某个给定的事件。一般来说，这些

动作由两个因素决定：事件的性质以及当前的上下文（也就是说，系统所牵涉的已过去的事件的序列）。

传统的技术，比如事件 - 动作范型，忽视了上下文并造成代码有很多漏洞，使用不成比例数量的令人

费解的条件逻辑，程序员称它为“意大利面条”代码。

基于状态机的技术能够戏剧化地缩减通过代码的不同路径数目并简化在每个分支点的条件测试。

状态机对事件的处理明确地取决于事件的性质和系统的上下文（状态）。这些状态是“行为的分块”，

这里事件 - 动作范型被局部的应用于每个状态内部。状态的概念是系统历史的非常有用的抽象，能仅捕

捉相关的（并忽略掉全部不相关的）激励的序列。在扩展状态机（带有记忆的状态机）里，状态对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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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行为的定性化方面，而扩展状态变量（程序内存）对应于系统行为的定量化方面。

一个事件是一类瞬间发生的能导致状态机去执行动作的事情。事件可以有参数，参数可以携带关

于这个已发生事情的定量化的信息。当接收到一个事件的实例，状态机通过完成动作（执行代码）来响

应。响应也许包括改变状态，这被称为一个状态转换。经典的 FSM有两类互补的关于动作和转换的解释。

在 Mealy 自动机里，动作和转换联合在一起，而在 Moor 自动机里，动作和状态联合在一起。

状态机方法一般假设运行 - 到 - 完成（ RTC）执行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所有被一个事件实

例触发的动作必须在下一个事件实例能被派送给状态机前完成，意味着状态机执行不可中断的步骤

（ RTC步骤）并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配置中开始处理每一个事件。

UML 状态机是一个描叙状态机的高级形式，它在几个方面扩展了传统的自动机理论。 UML

状态机方法是扩展状态机的一个变体，它同时拥有 Mealy 和 Moore 自动机的特性。 UML 状态机包

括嵌套的层次状态的符号和正交区域，以及动作符号的扩展。

UML 状态机和经典状态机相比，最重要的革新是引入了层次化嵌套的状态。状态嵌套的价值在

于避免重复性，而这在传统的“扁平”的 FSM体系里是不可避免的。状态嵌套的语义允许子状态只定义

和超状态在行为上的差异部分，从而促进对行为的分享和重用。子状态和它的超状态的关系有着继承的

全部特性并且在本书里被称为行为继承。行为继承有何类继承一样的基础性，并且允许建立完整的状态

层次，这对应于在 OOP里面的类的分类学。严格设计的状态层次符合 Liskov 替换原则 (LSP) 对状态

的扩展。

UML 状态机支持对状态的进入和退出动作，这为被担保的初始化和清理提供了手段，并且非常

类似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功能。总是从最外面的状态开始执行进入动作，模拟了类的构造函数从

最一般的类开始执行。退出动作类似析构函数，总是按精确相反的次序执行。

进入和退出动作和状态嵌套的联合使转换序列复杂化。状态转换的精确语义使人迷惑。本章讨论

的详尽实例 QHSMTST.EXE 能精确的“回答”你关于状态机执行语义的全部问题。

状态图首先作为一个可视化体系被发明，因此它非常依赖图形表示法。然而，重要的是区分基础

性的 HSM概念和图形符号。同样重要的是区分状态图和流程图。

设计一个有效的 UML 状态机是重要的工作，它和绝大多数设计一样，通常是个需要迭代的增

量化过程。重用不会自动出现，你必须主动寻找它。后面第五章提供了一个已被证明的有效的状态机设

计的被称为状态模式 (state pattern) 的微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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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标准状态机的实现方法

专家就是在一个很小的领域犯了所有可能犯的错误的那个人。

--Niels Bohr

在本章，我讨论标准的状态机实现技术，你能在文献或工作代码里找到它们。它们最适合应用于传统的

非层次式扩展有限状态机 FSM，因为手工编码的层次式状态机 HSM几乎没有任何标准的实现方法15 。

状态机在高级编程语言比如 C或 C++ 里典型的实现方法包括：

 嵌套的 switch 语句

 状态表

 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以及

 综合以上方法的其他技术

3.1        定时炸弹实例

为集中讨论并允许有意义的比较，在以下状态机实现技术里，我将使用同样的定时炸弹例子。如图 3.1

所示，定时炸弹有一个带有LCD的控制面板显示当前的超时值，还有三个按钮： UP ，DOWN和

ARM 。用户开始时要设定时炸弹，使用 UP 和DOWN按钮以一秒的步长调节超时值。一旦所需要的

超时值被选中，用户能通过按 ARM 按钮来启动这个炸弹。当启动后，炸弹开始每秒递减这个超时值，

并在超时值到达零时爆炸。附加的安全特征是通过输入一个密码来拆除一个已启动的定时炸弹雷管的选

项。拆雷管的密码是 UP 和DOWN按钮的某个组合，并以 ARM 按钮被按下结束。当然，拆雷管的

密码必须在炸弹超时前被正确的输入。

图 3.1 定时炸弹控制器的用户界面

15 设计自动化工具常使用标准的状态机实现技术去为层次式状态机产生代码。然而通常这些代码
不打算用手工维护，而是每一次你在工具里改变状态图后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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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定时炸弹状态机的 UML 状态图

图 3.2 显示了定时炸弹的 FSM模型。以下的解释段说明了几个有趣的要点：

(1) 初始转换把 me->timeout扩展状态变量初始化，并进入到 setting 状态。

(2) 如果超时值低于 60秒限制，在状态 setting 的内部转换 UP 增加 me->timeout变量并在 LCD

上显示它。

(3) 如果超时值高于一秒限制，在状态 setting 的内部转换 DOWN减少 me->timeout变量并在 LCD

上显示它。

(4) 到状态 timing 的转换 ARM 清除 me->code扩展状态变量，确保在进入状态 timing 前擦除拆

雷管的密码。

(5) 在状态 timing 的内部转换 UP 移动 me->code变量，并在最低有效位插入 1 比特。

(6) 在状态 timing 的内部转换 DOWN移动 me->code变量，并在最低有效位插入 0 。

(7) 如果输入的拆雷管密码 me->code严格符合当炸弹在构造时给定的密码 me->defuse ，到状态

setting 的转换 ARM 解除正在倒数的炸弹。请注意状态 setting 不处理事件 TICK ，这意味

着在这个状态里 TICK 将被忽略。

(8) 在状态 timing 里对最重要的事件 TICK 的处理是最复杂的。为了让这个定时炸弹例子更加

有趣，我决定每秒产生 10次 TICK 事件，并在 TICK 事件里包括一个事件参数

fine_time 。参数 fine_time包含一秒种以 1/10 为增量的小数部分，因此它从 0 ， 1 ， ...9 循

环并回到 0 。监护条件 [e->finem_time == 0] 检查满一秒翻转条件，在这个时候 me->timeout

变量被减少并显示在 LCD上。

(9) choice 伪装态仅在 TICK 转换的第一段被评估。如果me->timeout变量为零，执行转换，调用

BSP_boom( ) 函数去触发炸弹的析构函数（转换到最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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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否则 choice 伪装态选择执行返回 timing 的转换。

3.1.1 运行实例代码

本节里描叙的每一个状态机的实现技术都有这个定时炸弹例子的完整源代码的已编译的可执行程序。代

码的 C 语言版本位于目录 \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bomb\ ，而 C++ 语言版本源代码位于

qpcpp\examples\80x86\dos\tcpp101\bomb\。

每种编码技术的可执行程序是一个简单的使用 Turbo C++ 1.01编译器的控制台程序（见第一章

1.1 节）。 Turbo C++ 项目文件包含在应用程序的源代码里。图 3.3 展示了定时炸弹应用程序的一个

运行实例。

注： 因为本章所有的例子都是简单的控制台程序，你可以使用你喜欢的桌面工作站上的任何 C/C++

编译器很容易的进行编译，包括 Linux16。随书代码提供了给古老的Turbo C++ 1.01编译器的项

目文件——和我在第一章使用的一样。你能在任何版本的 Windows 里运行这些可执行程序。

图 3.3 运行在 Turbo C++ IDE 里的定时炸弹例子

你通过在键盘上按下适当的键来产生事件（见图 3.3 的输出窗口顶部的可识别的按键的符号）。

的士炸弹通过打印每一个它收到的事件来响应（事件 TICK 表示为 T ），以及每一次对 LCD的更新，

它显示在方括号里。当炸弹爆炸时应用程序自动结束。你也能在任何时候按 ESC键退出程序。

3.2        一个通用的状态机接口

大多数已发表的状态机代码展示的状态机紧密的纠缠于某个特定的并发模型和某个特定的事件传递方法。

16 Linux平台需要稍微不同的技术和控制台相互作用，但是状态机代码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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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嵌入式系统工程师17 常在轮询循环里或者中断服务程序 ISR 里放置他们的状态机，并直接从硬件

寄存器或全局变量里提取事件和事件参数。 GUI 程序员通常在这方面更加克制，因为 GUI 系统已经提

供了一个一致的接口，但是如在第二章 Visual Basic 计算器例子所展示的， GUI 程序员很少使用状态

机。

然而，把状态机代码从某个特定的并发模型里分离开并提供一个灵活和统一的方法使用任意参数

来传递事件是非常好的方法。因此，本章的实现方法为状态机使用一个简单并通用的应用接口18 。我提

议的这个接口包含 2 个函数： init( ) 触发在一个状态机里的顶层初始转换，以及 dispatch( )给状态机

派送一个事件。在这个简单的模型里，状态机是通过调用一次 init( ) ，以及为每个事件重复调用

dispatch( ) ，由外部驱动的。

3.2.1 表示事件

为了确定 dispatch( )函数的声明，我们需要一个事件表示方式。而且，这是各种标准实现方法最不同的地

方。例如， GUI 系统，比如微软 Windows仅提供带有一套固定事件参数的事件传递给 WinMain( ) 函

数，因此在 GUI领域外没有普遍可用性（毕竟一个 GUI 需要处理的最复杂的事件参数是鼠标点击事件

的参数）。

如第二章所叙，事件包含 2 个部分：事件的 signal 表达所发生事务的类型（比如一个时钟节

拍的到达），事件的 event parameters 表达所发生事务的定量化信息（比如在时钟节拍事件里的小数部

分）。在一个事件驱动型系统里，事件实例常常被分发并放在一个事件队列里，最后被状态机所消耗。

所以，把事件表示为把信号和事件参数事件结合成实体的事件对象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

以下的 Event 结构表示事件对象。标量数据成员 sig 包含信号信息，是一个用来区分事件的整

数，比如 UP,DOWN,ARM或 TICK 。

typedef struct EventTag {

         uint16_t sig;                                    /* signal of the event */

         /* add event parameters by derivation from the Event structure... */

     } Event;

注： 在本书里我使用以下标准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 (WG14/N843 C99标准， 7.18.1.1节 )[ISO/IEC 

9899:TC2]:

exact size unsigned signed

8-bits uint8_t int8_t

16-bits uint16_t int16_t

32-bits uint32_t int32_t

如果你的（非标准）编译器不提供 <stdint.h>头文件，你能 typedef这些精确宽度整数类型，使

用标准 C 数据类型比如 signed/unsigned char,short, int 和 long 。

你能为一个事件增加任意的事件参数，使用在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第一章 .1.6 节）里

描叙的“结构的派生”处理方法。例如，以下 TickEvt结构声明了一个带有参数 fine_time 的事件，用

17 基于发表在 Embedded Systms Design杂志上 20年内的所有关于这个题材的文章的作出判断。
18 因为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的特别的性质，它为派发事件使用了一个不同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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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TICK(fine_time) 事件（见图 3.2(8) ）。

     typedef struct TickEvtTag {

         Event super;                         /* derive from the Event structure */

         uint8_t fine_time;                           /* the fine 1/10 s counter */

     } TickEvt;

如图 3.4 所示，这些嵌套的结构总是在每一个这种派生结构的实例的开始处的数据成员 super处

对齐。实际上，这种对齐让你把一个派生的 TickEvt结构指针当作一个基础结构 Event 指针。因此，你

总是能安全的传递一个 TickEvt指针给任何要求一个 Event 指针的函数。

图 3.4 通过结构的派生（继承）给事件增加参数

使用这种事件的表示方法，dispatch( )函数的特征如下所示：

void dispatch(StateMachine *me, Event const *e);

第一个参数 StateMachine *me 是一个状态机对象指针。不同的状态机实现技术将定义不同的

StateMachine 结构。第二个参数 Event cost *e 是一个事件对象指针，它也会指向一个从 Event 派生

的结构并因此可能包含任意的事件参数（见图 3.4(b) ）。当你看见它是如何在具体的实现技术里被使

用时，这个接口将会变得更加清楚。

3.3        嵌套的      switch      语句

也许实现状态机最流行和直接的技术就是嵌套的 switch 语句，在第一层 switch 使用一个标量化

(scalar)的状态变量作为区分器，而在第二层 switch 使用事件的信号。

3.3.1 实现实例

程序清单 3.1 展示了在图 3.2 里定时炸弹 FSM的一个典型实现。在清单后面的解释部分说明了一些有

趣的要点。

清单 3.1 使用嵌套 switch 语句的技术实现定时炸弹状态机（见文件 bomb1.c ）
(1) enum BombSignals {                          /* all signals for the Bomb FSM */

         UP_SIG,

         DOWN_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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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_SIG,

         TICK_SIG

     };

     /*..........................................................................*/

 (2) enum BombStates {                            /* all states for the Bomb FSM */

         SETTING_STATE,

         TIMING_STATE

     };

     /*..........................................................................*/

 (3) typedef struct EventTag {

 (4)     uint16_t sig;                                    /* signal of the event */

         /* add event parameters by derivation from the Event structure... */

     } Event;

 (5) typedef struct TickEvtTag {

 (6)     Event super;                         /* derive from the Event structure */

 (7)     uint8_t fine_time;                           /* the fine 1/10 s counter */

     } TickEvt;

     /*..........................................................................*/

 (8) typedef struct Bomb1Tag {                                   /* the Bomb FSM */

 (9)     uint8_t state;                             /* the scalar state-variable */

(10)     uint8_t timeout;                    /* number of seconds till explosion */

(11)     uint8_t code;              /* currently entered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

(12)     uint8_t defuse;                /* secret defuse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

     } Bomb1;

                                          /* macro for taking a state transition */

(13) #define TRAN(target_)  (me->state = (uint8_t)(target_))

     /*..........................................................................*/

(14) void Bomb1_ctor(Bomb1 *me, uint8_t defuse) {           /* the "constructor" */

(15)     me->defuse = defuse;    /* the defuse code is assigned at instantiation */

     }

     /*..........................................................................*/

(16) void Bomb1_init(Bomb1 *me) {                          /* initial transition */

(17)     me->timeout = INIT_TIMEOUT;  /* timeout is initialized in initial tran. */

(18)     TRAN(SETTING_STATE);

     }

     /*..........................................................................*/

(19) void Bomb1_dispatch(Bomb1 *me, Event const *e) {             /* dispatching */

(20)     switch (me->state) {

(21)         case SETTING_STATE: {

(22)             switch (e->sig) {

(23)                 case UP_SIG: {          /* internal transition with a gu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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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f (me->timeout < 60) {             /* guard condition */

(25)                         ++me->timeout;

(26)                         BSP_display(me->timeout);

                         }

(27)                     break;

                     }

                     case DOWN_SIG: {        /* internal transition with a guard */

                         if (me->timeout > 1)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

                         break;

                     }

                     case ARM_SIG: {                       /* regular transition */

                         me->code = 0;                      /* transition action */

(28)                     TRAN(TIMING_STATE);           /* transition to "timing" */

                         break;

                     }

                 }

(29)             break;

             }

             case TIMING_STATE: {

                 switch (e->sig) {

                     case UP_SIG: {

                         me->code <<= 1;

                         me->code |= 1;

                         break;

                     }

                     case DOWN_SIG: {

                         me->code <<= 1;

                         break;

                     }

                     case ARM_SIG: {          /* regular transition with a guard */

(30)                     if (me->code == me->defuse) {

(31)                         TRAN(SETTING_STATE);     /* transition to "setting" */

                         }

                         break;

                     }

                     case TICK_SIG: {

(32)                     if (((TickEvt const *)e)->fine_time == 0)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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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f (me->timeout == 0) {

                                 BSP_boom();                 /* destroy the bomb */

                             }

                             else {

                                 TRAN(TIMING_STATE);

                             }

                         }

                         break;

                     }

                 }

                 break;

             }

         }

     }

(1) 事件信号通常被表示为一个枚举量。

(2) 状态典型的也被表示为一个枚举量。

(3) Event 结构表示没有参数的信号事件。

(4) 标量数据成员 sig 保存信号。这里它被声明为一个 C99-标准的 16位无符号整数，可以有

64K信号的动态范围。

(5) TickEvt结构表示 TICK 事件，带有在图 3.2(8) 的解释里描叙的 fine_time参数。

(6) TickEvt结构从 Event 结构派生，使用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所描叙的技术。作为

约定，我把基础结构命名为super。

(7) 在成员 super后增加事件参数。

(8) 结构 Bomb1表示使用嵌套 switch 语句技术实现的定时炸弹状态机。

(9) 数据成员 state是这个实现里的标量化的状态变量。这里它被声明为 C99 标准的 8位无符号

整数，有 256 个状态的动态范围。你也可以调整它以符合你的需要。

(10-12) 数据成员 timeout， defuse 和 code都是在图 3.2 里状态图的扩展状态变量。

(13) 宏 TRAN( ) 封装了转换，这种方法里它重新分配状态变量 state。

(14) 状态机的“构造函数”执行一个基本的初始化工作，但是不触发这个初始转换。在 C 语言里，

你需要在 main( )的开始处明确的调用“构造函数”。

(15) 这里，“构建函数”初始化拆雷管密码，这个密码在炸弹的实例化时被赋值。

(16) 这是通用状态机接口的 init( ) 函数。调用这个函数会触发状态机的初始转换。

(17) 这个初始转换将按图 3.2(1) 的规定，初始化 me->timeout扩展状态变量。

(18) 初始转换将通过宏 TRAN( ) 把状态变为 setting 状态。

(19) 这是通用状态机接口的 dispatch( )函数。调用这个函数会派送一个事件给状态机。

(20) 第一层 switchg根据标量化状态变量 me->state来进行区分。

(21) 每一个状态对应于第一层 switch 的一个 case 语句。

(22) 在每一状态里，第二层 switch 根据事件信号 e->sig 来进行区分。

(23) 例如，内部转换 UP 被编码为一个嵌套的 case 语句。

(24) 监护条件 ( 见图 3.2(2)) 使用 if 语句来编码。

(25-26) 和转换结合的动作被直接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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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每一个事件 case 的处理必须使用 break 语句来结束。

(28) 状态转换是通过重新分配状态变量来编码的，这里是通过宏 TRAN() 来完成。

(29) 对每一个状态 casse的处理必须使用 break 语句来结束。

(30-31) 带有一个监护条件的常规转换通过使用一个 if 语句和宏 TRAN() 来编码。

(32) 带有参数的事件，在这个例子里，比如 TICK 事件，需要从共有基本结构 Event 明确的转换

成特定的派生结构 TickEvt。

(33) 选择伪装态被编码为一个 if 语句，测试在这个选择点的所有离开监护条件。

3.3.2 结果

嵌套 switch 语句实现方法有以下结果：

1. 它是简单的。

2. 它需要枚举每个信号和每个状态。

3. 它有小的内存用量，因为只用需要一个小的标量化状态变量来表示状态机的当前状态。

4. 它不促进代码重用，因为一个状态机的所有的要素必须为当前的问题进行特别的编码。

5. 整个状态机被编码为一个整体式的函数，它很容易增长的非常大。

6. 事件派送的时间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取决于 2 层 switch 语句的执行，性能随着 case 语句

的增加而降低（典型的是 O(log n) ，这里 n是 case 的数目）。

7. 这个实现不是层次式的。你能在每个转换里直接手工编码进入 / 退出动作，但是从改变状态

机拓扑的角度看，这将容易导致错误和并难以维护。主要是因为属于一个状态的代码（例如

一个进入动作）将会分散并在很多地方（每一个通向这个状态的转换中）重复。

8. 这个性质对代码合成工具来说不是问题，它常常使用这种嵌套的 switch 语句实现方法。

3.3.3 这种技术的各种变体

这个方法的各个变体包括，如果状态机仅处理一类事件可以取消第二层 switch 语句。例如，语法分析

状态机常常从输入流接收相同的字符。同样，信号处理状态机常常从受控信号接收到相同的时间采样值。

在第一章介绍的“飞行和射击”游戏，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使用 switch 语句实现技术的去抖动状态机实例

（见文件 \qpc\examples\cortex-m3\dos\iar\game\bsp.c ）。

3.4        状态表      (State Table)  

另一个常见的实现状态机的方法是基于状态表来表现一个状态机。最流行的方法是用一个 2维状态表，

在它的水平方向列出各个事件，在它的垂直方向列出各个状态。单元的内容是用（ action ， next-state ）

表现的各个转换。例如表 3.1 展示了与图 3.2 里定时炸弹对应的 2维状态表。

表格 3.1 定时炸弹的 2维状态表

事件
UP DOWN ARM TICK

状
态 



setting setting_UP(),
setting

setting_DOWN()
,
setting

setting_ARM
(),
timing

empty(),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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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ing timing_UP(),
timing

timing_DOWN(),
timing

timing_ARM
(),
setting(*)

timing_TICK(),
timing(**)

注意：

(*) 仅当 (me->code == me->defuse) 时才发生到 setting 的转换。

(**) 仅当 (me->fine_time == 0) 和 (me->timeout != 0) 时才发生到 timing 的自转换

3.4.1 通用的状态表事件处理器

状态表方法的一个最有趣的方面是它用一个非常有规律的数据结构（状态表）来表现一个状态机。这允

许编写一个被称为“事件处理器”的简单通用的软件代码，它能执行使用表格形式确定的任何状态机。

图 3.5 基于状态表的通用状态处理器的结构

如图 3.5 所示，通用事件处理器包含一个管理着一个外部转换数组的 StateTable结构以及一个为

带有变量的派生事件或没有变量的事件使用的 Event 结构。另外 StateTable结构有两个相关的函数。

Init()函数触发初始转换， dispatch( )函数派送一个事件给状态机。StateTable结构具有抽象含义，它不是

特意为直接实例化，而是仅用来派生具体的19特定状态机，比如 Bomb2。

在这个实现的变体里，状态表仅包含执行转换函数的指针，而不是（ action, next-state ）。这把

改变状态的责任推给了转换函数，但是在后面它更加灵活，因为转换函数能评估监护条件并有条件的改

变状态。程序清单 3.2 展示了头文件，程序清单 3.3 展示了图 3.5 描绘的通用事件处理器的实现。

清单 3.2 通用状态表事件处理器接口 ( 文件statetbl.h)

19 具体类是一个 OOP 术语，意思是一个能被实例化的类，因为它没有抽象的（部分定义的）操
作或被保护的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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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ypedef struct EventTag {

         uint16_t sig;                                    /* signal of the event */

         /* add event parameters by derivation from the Event structure */

     } Event;

 (2) struct StateTableTag;                                /* forward declaration */

 (3) typedef void (*Tran)(struct StateTableTag *me, Event const *e);

 (4) typedef struct StateTableTag {

 (5)     Tran const *state_table;                             /* the State-Table */

 (6)     uint8_t n_states;                                   /* number of states */

 (7)     uint8_t n_signals;                                 /* number of signals */

 (8)     uint8_t state;                              /* the current active state */

 (9)     Tran initial;                                 /* the initial transition */

     } StateTable;

(10) void StateTable_ctor(StateTable *me,

                          Tran const *table, uint8_t n_states, uint8_t n_signals,

                          Tran initial);

(11) void StateTable_init(StateTable *me);                        /* init method */

(12) void StateTable_dispatch(StateTable *me, Event const *e);/* dispatch method */

(13) void StateTable_empty(StateTable *me, Event const *e);      /* empty action */

             /* macro for taking a state transition inside a transition function */

(14) #define TRAN(target_)  (((StateTable *)me)->state = (uint8_t)(target_))

(1) Event 结构用来表示信号事件 ( 见程序清单 3.1(3-4)).

(2) 这个向前声明被用来给后面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类型。

(3) 这个 typedef定义 Tran类型为一个转换函数指针，它使用一个 Event 结构指针作为参数，返

回 void 。转换函数在执行转换后返回表示 next state 的返回值给状态机使用。这个设计的关键

方面是转换函数能被重用在从StateTable派生的（继承）的结构上。

(4-7) StateTable结构没有物理上包含状态表，而是管理一个带有任意数目的状态 n_states和信号

n_signals 的转换表格 state_table。

(8) 数据成员 state是在这个实现方法里的标量化状态变量。

(9) StateTable结构也包含了一个指向初始转换的指针。

(11) 状态表“构造函数”仅指向一个基本的初始化动作，但是不触发初始转换。在 C 语言里，你

需要在 main( )的开始明确调用“构造函数”。

(12) 这是通用状态机接口的 dispatch( )函数。调用这个函数会派送一个事件给状态机。

(13) 函数 StateTable_empty( )是默认空动作，在初始化状态表的空单元时被使用。

(14) 宏 TRAN() 封装了转换，这个方法由重新指定状态变量 state组成。请注意，对 me 指针的

明确的（向上）转换，它典型地指向一个从 StateTable派生的结构，而不是直接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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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Table。

清单 3.3 通用状态表事件处理器的实现（文件 statetbl.c ）
     #include "statetbl.h"

 (1) #include <assert.h>

     /*..........................................................................*/

 (2) void StateTable_ctor(StateTable *me,

                          Tran const *table, uint8_t n_states, uint8_t n_signals,

                          Tran initial)

     {

         me->state_table = table;

         me->n_states    = n_states;

         me->n_signals   = n_signals;

         me->initial     = initial;

 (3)     me->state       = n_states;            /* initialize state out of range */

     }

     /*..........................................................................*/

     void StateTable_init(StateTable *me) {

 (4)     (*me->initial)(me, (Event *)0);          /* top-most initial transition */

 (5)     assert(me->state < me->n_states);/* the initial tran. must change state */

     }

     /*..........................................................................*/

     void StateTable_dispatch(StateTable *me, Event const *e) {

         Tran t;

 (6)     assert(e->sig < me->n_signals);          /* require the signal in range */

 (7)     t = me->state_table[me->state*me->n_signals + e->sig];

 (8)     (*t)(me, e);                         /* execute the transition function */

 (9)     assert(me->state < me->n_states);   /* ensure that state stays in range */

     }

     /*..........................................................................*/

     void StateTable_empty(StateTable *me, Event const *e) {

         (void)me;               /* 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void)e;                /* 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

(1) 事件处理器的实现使用了断言防止外部定义的状态机的不正确的执行。

(2) 状态表“构造函数”初始化state_table指针，状态表，以及初始转换。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94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3) 在最开始状态变量被设定为在有效值之外。

(4) init( ) 函数调用通过‘转换函数指针’调用初始转换。

(5) 状态变量在初始转换后必须在范围内（见 (3) ）。

(6) 派送给状态机的事件的信号必须在范围内。

(7) 对应于当前状态和当前事件的‘转换函数指针’通过检索外部状态表数组获得。

(8) 通过在上一步获得的‘转换函数指针’调用转换函数。

(9) 在转换后，状态变量必须在范围内。

3.4.2 应用程序相关的代码

这个实现的应用特定部分提供了 (1) 枚举的信号和状态， (2) 从StateTable派生的包含所有扩展状

态变量的状态机结构， (3) 所有转换函数，以及 (4) 使用指向转换函数的指针初始化的状态表。程

序清单 3.4 列出了所有这些要素。

清单 3.4 使用状态表技术实现的定时炸弹状态机 ( 文件bomb2.c)
     #include "statetbl.h"            /* the generic state table event processor */

 (1) enum BombSignals {                          /* all signals for the Bomb FSM */

         UP_SIG,

         DOWN_SIG,

         ARM_SIG,

         TICK_SIG,

 (2)     MAX_SIG                                        /* the number of signals */

     };

 (3) enum BombStates {                            /* all states for the Bomb FSM */

         SETTING_STATE,

         TIMING_STATE,

 (4)     MAX_STATE                                       /* the number of states */

     };

 (5) typedef struct TickEvtTag {

 (6)     Event super;                         /* derive from the Event structure */

 (7)     uint8_t fine_time;                           /* the fine 1/10 s counter */

     } TickEvt;

 (8) typedef struct Bomb2Tag {                                   /* the Bomb FSM */

 (9)     StateTable super;               /* derive from the StateTable structure */

(10)     uint8_t timeout;                    /* number of seconds till explosion */

(11)     uint8_t defuse;                /* secret defuse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

(12)     uint8_t code;              /* currently entered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

     } Bom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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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void Bomb2_ctor(Bomb2 *me, uint8_t defuse);            /* the "constructor" */

(14) void Bomb2_initial     (Bomb2 *me);      /* the initial transition function */

(15) void Bomb2_setting_UP  (Bomb2 *me, Event const *e);  /* transition function */

     void Bomb2_setting_DOWN(Bomb2 *me, Event const *e);  /* transition function */

     void Bomb2_setting_ARM (Bomb2 *me, Event const *e);  /* transition function */

     void Bomb2_timing_UP   (Bomb2 *me, Event const *e);  /* transition function */

     void Bomb2_timing_DOWN (Bomb2 *me, Event const *e);  /* transition function */

     void Bomb2_timing_ARM  (Bomb2 *me, Event const *e);  /* transition function */

     void Bomb2_timing_TICK (Bomb2 *me, Event const *e);  /* transition function */

                                             /*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timeout */

     #define INIT_TIMEOUT   10

     /*..........................................................................*/

     void Bomb2_ctor(Bomb2 *me, uint8_t defuse) {

         /* state table for Bomb state machine */

(16)     static const Tran bomb2_state_table[MAX_STATE][MAX_SIG] = {

             { (Tran)&Bomb2_setting_UP,  (Tran)&Bomb2_setting_DOWN,

               (Tran)&Bomb2_setting_ARM,       &StateTable_empty   },

             { (Tran)&Bomb2_timing_UP,   (Tran)&Bomb2_timing_DOWN,

               (Tran)&Bomb2_timing_ARM,  (Tran)&Bomb2_timing_TICK  }

         };

(17)     StateTable_ctor(&me->super,

                         &bomb2_state_table[0][0], MAX_STATE, MAX_SIG,

                         (Tran)&Bomb2_initial);      /* construct the superclass */

(18)     me->defuse = defuse;                      /* set the secret defuse code */

     }

     /*..........................................................................*/

     void Bomb2_initial(Bomb2 *me) {

(19)     me->timeout = INIT_TIMEOUT;

(20)     TRAN(SETTING_STATE);

     }

     /*..........................................................................*/

     void Bomb2_setting_UP(Bomb2 *me, 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21)     if (me->timeout < 60)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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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Bomb2_setting_DOWN(Bomb2 *me, 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if (me->timeout > 1)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

     }

     /*..........................................................................*/

     void Bomb2_setting_ARM(Bomb2 *me, 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me->code = 0;

(22)     TRAN(TIMING_STATE);                           /* transition to "timing" */

     }

     /*..........................................................................*/

     void Bomb2_timing_UP(Bomb2 *me, 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me->code <<= 1;

         me->code |= 1;

     }

     /*..........................................................................*/

     void Bomb2_timing_DOWN(Bomb2 *me, 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me->code <<= 1;

     }

     /*..........................................................................*/

     void Bomb2_timing_ARM(Bomb2 *me, 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if (me->code == me->defuse) {

             TRAN(SETTING_STATE);                     /* transition to "setting" */

         }

     }

     /*..........................................................................*/

     void Bomb2_timing_TICK(Bomb2 *me, Event const *e) {

(23)     if (((TickEvt const *)e)->fine_time == 0)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24)         if (me->timeout == 0) {

                 BSP_boom();                                 /* destroy the bom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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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常用一个枚举来表示事件信号。

(2) 在尾部增加的额外的枚举量对应于信号的全部数目，你需要知道它从而确定状态表数组的大小。

(3) 通常也使用一个枚举来表示状态。

(4) 在尾部增加的额外的枚举量对应于状态的全部数目，你需要知道它从而确定状态表数组的大小。

(5) TickEvt结构表示 TICK 事件，它带有在图 3.2 （ 8 ）描叙的 fine_time参数。

(6) 从 Event 结构派生的 TickEvt结构，使用在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所描叙的方法。

按惯例，我总是把基本结构成员命名为 super。

(7) 在成员 super后增加（一些）事件参数。

(8) Bomb2结构表示使用状态表技术实现的定时炸弹状态机。

(9) 从StateTable结构派生的 Bomb2结构，使用在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所描叙的方法。

按惯例，我总是把基本结构成员命名为 super。

(10-12) 数据成员 timeout， defuse 和 code是扩展状态变量，在图 3.2 所示的状态图里被使用。

(13) 状态机“构造函数”仅执行基本的初始化动作，但是不触发初始转换。在 C 语言里，你需要

明确的在 main( )的开始处调用“构造函数”。

(14) 初始转换函数执行初始转换动作（见图 3.1(1) ），并把状态变量初始化为默认状态。

(15) 为每一个实现的状态 - 信号组合具体确定了转换函数。例如， Bomb2_setting_UP( ) 对应于

在状态 setting 的 UP 转换。

(16) 状态表数组具体确定了状态机的结构。在编译时，这个表格已被确定并被初始化，因此它可以

被声明为 const。表格被用指向 Bomb2转换函数的一些指针初始化。通常你需要明确的转换这

些函数指针，因为它们指向StateTable的子类 Bomb2，而不是直接指向 StateTable。

(17) 状态表，表的维数，以及初始转换，被一起传送给 StateTable事件处理器构造函数。

(18) Bomb“ 构造函数”也初始化了拆雷管密码，这在实例化 bomb 时被分配给它。

(19) 初始转换初始化了 me->timeout扩展状态变量，如图 3.2(1) 所描叙。

(20) 初始转换，通过在事件处理器接口 ( 文件 statetbl.h) 里定义的 TRAN( ) 宏，把状态变为

setting 状态。

(21) 转换函数负责测试监护条件，通过使用 if 语句实现。

(22) 转换函数负责通过宏 TRAN( ) 改变当前活动状态。

(23) 带有参数的事件，如本例的 TICK 事件，需要明确的从共有基本结构 Event 转换成具体的派

生结构 TickEvt。

(24) 选择伪装态被编码为一个 if 语句，测试从这个选择点出发的全部监护条件。

3.4.3 结果

状态表实现技术有以下结果：

1. 它直接映射成为表示状态机的高度规范的状态表

2. 它需要枚举全部状态和信号，它们被用来检索状态表。

3. 因为状态和信号被用来检索一个数组，他们必须是连续的并从零开始。

4. 它为事件派发提供了相对好和可确定的性能 (O(cosnt),不包含动作的执行时间 ) 。

5. 它促进了通用事件处理器的重用，通常它是短小的代码。

6. 它需要一个大的状态表，它通常是稀疏表。然而，因为状态表是不变的，它常常被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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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 而不是 RAM 里。

7. 它需要一个复杂的状态表的初始化动作，必须绝对符合所枚举的状态和信号。从改变状态机

拓扑的角度看来，手工维护这个初始化动作是冗长的并容易导致错误。例如，增加一个新的

状态需要增加并初始化状态表的一整行单元。

注意： 因为复杂的初始化和快速增加的状态表，程序员常常发觉增加新的状态或事件是昂贵的。这种

看法常常阻止程序员去改进状态机。相反，他们趋向错误的使用扩展状态变量和监护条件（见

第二章 2.2.5节）。

 它需要很大数量的精确粒度的函数用来表示动作。

 当使用 C/C++ 实现时，它典型的非常依赖指向函数的指针（见 3.7.1节），因为状态表典型的包含

了很多这些指向函数的指针。

 它不是层次式的。尽管状态表能被扩展从而实现状态嵌套，进入 / 退出动作和转换监护条件，这些

扩展需要把全部转换链硬编码到转换动作函数里，这容易导致错误和不灵活（也见节xx）。

3.4.4 这种技术的各种变体

在 C/C++ 里实现的状态表看来有 2 个主要的变体。具体的状态机能从通用状态表事件处理器派生（继

承），或者包含一个状态表处理器（聚合）。这里展现的技术属于继承范畴。然而，聚合方法也很普遍

（例如，在 [Douglass 99 01] ）。聚合引入了一个上下文类的间接层——也就是说，一个为了聚合的状

态表事件处理器的包含扩展状态变量的结构。继承消除了这个间接层，因为 StateTable类同时扮演了上

下文类（状态机类）的角色。换句话说，通过继承每一个派生的状态机（如 Bomb2）同时也“是一

个”状态表。

2维状态表表示法的一个主要缺点，如对表格 3.1 附加的注解所指出的，它难以表现监护条件，

以及基于不同监护条件到达不同状态的转换。所以，一些作者使用一个一维状态转换表，如表 3.2 所示

[Diaz-Herrera 93] 。这种情况下，表格可以明确的包含事件参数，监护条件和动作。

表格 3.2 定时炸弹的一维状态转换表

当前状

态

事件 ( 参数 ) [ 监护条件 ] 下一状

态

动作

setting UP [me->timeout < 
60]

setting ++me->timeout;
BSP_display(me-
>timeout);

DOWN [me->timeout > 
1]

setting --me->timeout;
BSP_display(me-
>timeout);

ARM timing me->code = 0;
TICK setting

timing UP timing me->code <<=1;
me->code |= 1;

DOWN timing me->code <<= 1;
ARM [me->code ==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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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efuse]
TICK(fine_tim
e)

[e->fine_time == 
0]

choice --me->timeout;
BSP_display(me-
>timeout);

[me->timeout == 
0]

final BSP_boom();

[else] timing

在一维状态表的直接实现方法里，转换是更加复杂的对象，它们包括：

 监护函数指针

 下一状态

 动作函数指针的一个列表

3.5        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

实现状态机面向对象的方法被称为状态设计模式 (State design pattern)[Gamma+95]。这个模式的目的在

于一个状态机对象，当它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状态时，它表现为在运行时改变自己的类。把状态模

式应用到定时炸弹状态机的一个实例如图 3.6 的 UML 类图20 所示。

图 3.6 应用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的定时炸弹状态机 [Gamma+99]

在这个模式里的关键思想是引入一个抽象类 BombState 来表示定时炸弹的各个状态。

BombState 为所有状态声明了一个公共接口，这里每一个操作对应于一个事件。 BombState 的子类，

比如 SettingState 和 TimingState ，通过替代从 BombState 继承的操作来实现特定状态的行为。例如，

SettingState 通过定义 SettingState::onUP( )操作，用它自己的特定方法处理 UP 事件。增加新的事件需

要给抽象 BombState 类增加新的操作，增加新的状态需要给 BombState 增加新的子类。

上下文类 Bomb3通过一个 BombState 指针来维护状态（见 state数据成员）。 Bomb3也包含

定时炸弹使用的全部扩展状态变量，如 timeout_ ， code_ ，和 defuse_。类 Bomb3提供对 BombState

20 附录 B包含了 UML符号的一个小结，它里面有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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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接口，也即，每一个派生事件对应于一个操作。在 Bomb3里的事件处理操作通过 state_ 指针，

代表了对当前状态对象的全部特定请求。在这种技术里，状态的改变对应于改变当前状态对象，这通过

上下文类操作 tran( ) 实现。

3.5.1 例程的实现

程序清单 3.5 展示了一个使用面向对象的状态模式的定时炸弹的 C++ 实现。 C 的实现没有提供，因

为状态模式非常依赖于多态机制，而用 C 实现多态是非常繁琐的。

清单 3.5 使用状态设计模式实现的定时炸弹状态机 ( 文件bomb3.cpp)
 (1) class Bomb3;                             // context class, forward declaration

 (2) class BombState {

     public:

 (3)     virtual void onUP  (Bomb3 *) const {}

         virtual void onDOWN(Bomb3 *) const {}

         virtual void onARM (Bomb3 *) const {}

 (4)     virtual void onTICK(Bomb3 *, uint8_t) const {}

     };

 (5) class SettingState : public BombState {

     public:

         virtual void onUP  (Bomb3 *context) const;

         virtual void onDOWN(Bomb3 *context) const;

         virtual void onARM (Bomb3 *context) const;

     };

 (6) class TimingState : public BombState {

     public:

         virtual void onUP  (Bomb3 *context) const;

         virtual void onDOWN(Bomb3 *context) const;

         virtual void onARM (Bomb3 *context) const;

         virtual void onTICK(Bomb3 *context, uint8_t fine_time) const;

     };

 (7) class Bomb3 {

     public:

 (8)     Bomb3(uint8_t defuse) : defuse_(defuse) {}

 (9)     void init();                                   // the init() FSM interface

(10)     void onUP  ()                  { state_->onUP  (this); }

         void onDOWN()                  { state_->onDOWN(this); }

         void onARM ()                  { state_->onARM (this);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101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11)     void onTICK(uint8_t fine_time) { state_->onTICK(this, fine_time); }

     private:

(12)     void tran(BombState const *target) { state_ = target; }

     private:

(13)     BombState const *state_;                             // the state variable

(14)     uint8_t timeout_;                      // number of seconds till explosion

         uint8_t code_;                // currently entered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uint8_t defuse_;                  // secret defuse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private:

(15)     static SettingState const setting_;

(16)     static TimingState  const timing_;

(17)     friend class SettingState;

(18)     friend class TimingState;

     };

     //............................................................................

                                                //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timeout

     #define INIT_TIMEOUT   10

(19) SettingState const Bomb3::setting_;

(20) TimingState  const Bomb3::timing_;

     void Bomb3::init() {

(21)     timeout_ = INIT_TIMEOUT;

(22)     tran(&Bomb3::setting_);

     }

     //............................................................................

     void SettingState::onUP(Bomb3 *context) const {

(23)     if (context->timeout_ < 60) {

             ++context->timeout_;

             BSP_display(context->timeout_);

         }

     }

     void SettingState::onDOWN(Bomb3 *context) const {

         if (context->timeout_ > 1) {

             --context->timeout_;

             BSP_display(context->timeout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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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id SettingState::onARM(Bomb3 *context) const {

         context->code_ = 0;

(24)     context->tran(&Bomb3::timing_);                  // transition to "timing"

     }

     //............................................................................

     void TimingState::onUP(Bomb3 *context) const {

         context->code_ <<= 1;

         context->code_ |= 1;

     }

     void TimingState::onDOWN(Bomb3 *context) const {

         context->code_ <<= 1;

     }

     void TimingState::onARM(Bomb3 *context) const {

         if (context->code_ == context->defuse_) {

             context->tran(&Bomb3::setting_);            // transition to "setting"

         }

     }

     void TimingState::onTICK(Bomb3 *context, uint8_t fine_time) const {

(25)     if (fine_time == 0) {

             --context->timeout_;

             BSP_display(context->timeout_);

(26)         if (context->timeout_ == 0) {

                 BSP_boom();                                    // destroy the bomb

             }

         }

     }

(1) 上下文类 Bomb3需要被向前声明，因为它被用于在状态类里的各个操作的声明。

(2) 抽象类 BombState 声明了一个对所有定时炸弹状态的共同接口，这里每个操作对应于一个事

件。类为全部事件处理函数提供了默认的空实现。

(3) onUP( )操作处理不带参数的 UP 事件

(4) onTICK( )c 操作处理带参数的 TICK(fine_time) 事件。请注意事件操作的标识包含了严格定

义的事件参数。

(5) 从抽象类 BombState 派生的类 SettingState ，替代了在 setting 状态里被处理的全部事件。请

注意这个状态不处理 TICK 事件，因此 SettingState 类默认使用从超类 BombState 继承的

空实现。

(6) 从抽象类 BombState 派生的类 TimingState ，替代了在 timing 状态里被处理的全部事件。

(7) 上下文类 Bomb3跟踪当前的状态并包含全部的扩展状态变量。

(8) 构造函数初始化被挑选的扩展状态变量，但是不执行初始转换。

(9) 这是通用状态机接口的 init( ) 函数。调用这个函数触发在状态机里的初始转换。

(10) 上下文类 Bomb3复制了抽象状态类 BombState 的事件接口。全部状态相关的行为被委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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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状态对象。

注意： 标准的状态设计模式不使用dispatch( )方法来派送事件给状态机。相反，对每一个信号事件，上

下文类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类型安全的）事件处理函数操作。

(11) 事件操作的声明包含了一个强制定义的事件参数。

(12) 私有的 tran( ) 操作通过重新指派状态变量改变状态。

(13) 这个技术里的状态变量是一个指向抽象状态类 BombState 的子类的指针。

(14) 上下文类 Bomb3也包含了全部扩展状态变量。

(15-16) 状态对象是上下文类 Bomb3的静态的和不变的成员。请注意，状态对象仅包含操作而不包含

数据，因此能被安全的在这个上下文类的全部实例间被共享。

(17-18) 上下文类 Bomb3声明了和全部状态类的友元关系，因为在这个状态类的事件处理操作必须能

够访问上下文类的私有成员。

(19-20) 不变的状态对象必须被定义。

(21) 初始转换执行在状态图 3.2 （ 1 ）里确定的动作。

(22) 默认状态通过 tran( ) 操作来确定。

(23) 监护条件被编码为一个 if 语句。请注意状态类必须通过 context参数来访问扩展状态变量。

(24) 通过调用上下文状态机对象的 tran( ) 操作来完成转换。

(25) 事件参数直接对状态类有效，因为它们是事件操作的参数。

(26) 选择伪装态被编码为一个 if 语句。

3.5.2 结果

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有以下的结果：

1. 它严重依赖于多态性并需要使用一个面向对象的语言，比如 C++ 。

2. 它隔离了和状态相关的行为并把它局限在一些分开的类里。

3. 它的状态转换有效率（重新指定一个指针）。

4. 它通过后绑定机制提供了非常好的事件派发性能（ O(const) ，不包括动作执行的时间）。

这个性能通常好于通过检索一个状态表并调用一个函数指针方法，比如在状态表里使用的那

种技术。然而，这种性能仅是可能值，因为对合适的事件处理函数的挑选没有考虑在内。实

际上，客户通常将使用一个 switch 语句来执行这种挑选（见 bomb3.cpp 里的 main( )函

数）。

5. 它允许你定制每个事件处理函数的声明。事件参数是确定的，编程语言的定义系统在编译时

刻会验证全部参数的适当类型（例如， onTICK( )使用类型是 uint8_t 的一个参数）。

6. 这个实现的内存是高效的。如果具体的状态对象没有属性（只有操作），它们可以被共享

（如在 Bomb3实例所示）。

7. 它不需要枚举各个状态。

8. 它不需要枚举各个事件。

9. 它在上下文类的封装上采取妥协，这通常需要允许对全部状态类的友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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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它强制性通过具体状态子类的方法来间接访问上下文的参数（通过 context指针）。

11.

增加状态需要增加抽象状态类的子类。

12.

处理新的事件需要在抽象状态类接口增加事件处理函数。

13.

事件处理函数典型的是精细粒度的，就像在状态表实现方法一样。

14.

模式不是层次式的。

3.5.3 这种技术的各种变体

状态模式能增加支持进入和退出状态的动作。如图 3.7 所示，这个改变包括给抽象状态类 BombState

增加操作 onEntry( )和 onExit( ) 。另外，如对操作 onTick(fine_time)的解释所示，在上下文类的每一个

事件处理函数必须探测到状态的改变，并调用 onExit( ) 操作来退出源状态，调用 onEntry( )来进入目

标状态。

图 3.7 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增加进入和退出动作

标准的状态设计模式也能被简化为提供包含 init( ) 和dispatch( )操作的一个标准的状态机接口，

带有 3.2.1节描叙的事件表示法。抽象状态类的一个通用的 dispatch( )操作处理一个状态里的所有事件，

从而成为一个通用的状态处理操作。如图 3.8 所示，抽象状态类也变成通用性的，因为它不再取决于特

定的事件类型。另外，每个状态处理函数必须执行（基于信号度）明确的事件的多路传输，这典型的牵

涉到一层 switch 语句，如在 SettingState::dispatch( )操作的解释所示。

注意： 通用的 dispatch(Event const *e) 操作是弱定义的，因为它接受通用的 Event 超类，并必须基

于信号执行明确到 Event 的子类的向下转换 (downcas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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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带有进入和退出动作的简化的状态设计模式

3.6               QEP FSM      实现方法

在前面的几节里，我提供了实现 FSM的三种最流行的技术。可是从我的经验来说，单独使用它们时没有

一个是最优的。然而，这些技术的一个特定的组合被重复证明为是传统非层次式 FSM的最简洁和有效

率的实现。这个技术是我在第一章介绍的 QEP事件处理器的一部分。 QEP的 FSM实现是面向对象的，

但又不像状态模式，它不依赖于多态机制并很容易使用 C 语言实现。

3.6.1 通用的      QEP      事件处理器

QEP对基本 FSM的支持结合了嵌套 switch 语句，状态表和简化的状态设计模式的元素，但它也添加了

一些独创的思想。这个设计基于一个通用的事件处理器 (QEP) ，在功能方面类似于在第 3.4.1节讨论的

状态表事件处理器。 QEP设计的创新性来自于把状态直接映射成状态处理函数，处理在状态里它们表

示的全部事件。如图 3.9 所示， QPE事件处理器的核心元素是 QFsm 结构，它通过一个‘状态处理

函数指针’来跟踪当前状态。 QFsm 结构也提供了标准的状态机接口函数 init( ) 和dispatch( )。 QFsm

结构是一个抽象类，它不是预备用于直接实例化，而是仅用来派生一个具体的状态机结构，比如

Bomb4。派生的状态机结构添加它自己的扩展状态变量，比如 timeout， code和 defuse ，以及状态处理

函数。

图 3.7 QEP 事件处理器支持传统FSM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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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P事件处理器支持简单的 FSM和我将在第四章讨论的层次式状态机 HSM。尽管基本的 FSM

是HSM的一个严格的子集， QEP提供了一个单独的 FSM实现，相对于全功能的 HSM作了最优化。

你能把这个优化特性用于你的代码的性能关键部分，比如在中断服务函数或者设备驱动函数里。而且，

你能把 FSM用于因极端资源约束而不能使用全功能 HSM的嵌入式系统里。 QEP对 FSM的支持需要通

常大约 300 字节代码 (ROM)。作为对比，对 HSM的支持需要提供 1.5KB 代码空间给层次式事件处理

器。 FSM和HSM两者仅需要为每一个状态机在 RAM 里的一个函数指针。

下面的程序清单 3.6 和 3.7 展示了 QEP文件的包含 FSM实现的一些片段。头文件位于目录

<qp>\qpc\includ\ ，实现文件可在目录 <qp>\qpc\qep\source\ 找到。

清单 3.6 QEP FSM事件处理器接口（文件 qevent.h 和 qep.h 的片段）

     /* qevent.h ----------------------------------------------------------------*/

 (1) typedef struct QEventTag {                           /* the event structure */

 (2)     QSignal sig;                                     /* signal of the event */

 (3)     uint8_t dynamic_;      /* dynamic attribute of the event (0 for static) */

     } QEvent;

     /* qep.h -------------------------------------------------------------------*/

 (4) typedef uint8_t QState;    /* status returned from a state-handler function */

 (5) typedef                              /* pointer to function type definition */

         QState                                                   /* return type */

             (*QStateHandler)            /* name of the pointer-to-function type */

                 (void *me, QEvent const *e);                   /* argument list */

 (6) typedef struct QFsmTag {                            /* Finite State Machine */

 (7)     QStateHandler state;                            /* current active state */

     } QF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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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efine QFsm_ctor(me_, initial_) ((me_)->state = (initial_))

 (9) void QFsm_init    (QFsm *me, QEvent const *e);

(10) void QFsm_dispatch(QFsm *me, QEvent const *e);

(11) #define Q_RET_HANDLED       ((QState)0)

(12) #define Q_RET_IGNORED       ((QState)1)

(13) #define Q_RET_TRAN          ((QState)2)

(14) #define Q_HANDLED()         (Q_RET_HANDLED)

(15) #define Q_IGNORED()         (Q_RET_IGNORED)

(16) #define Q_TRAN(target_)  \

         (((QFsm *)me)->state = (QStateHandler)(target_), Q_RET_TRAN)

(17) enum QReservedSignals {

         Q_ENTRY_SIG = 1,                     /* signal for coding entry actions */

         Q_EXIT_SIG,                           /* signal for coding exit actions */

         Q_INIT_SIG,                    /* signal for coding initial transitions */

(18)     Q_USER_SIG        /* first signal that can be used in user applications */

     };

(1) QEvent结构表示在 QEP里的事件。可以通过对结构的派生添加任何事件参数（见 3.2.1节）。

(2) 标量化数据成员 sig 保存一个事件的信号部分。数据类型 QSignal 是一个无符号的整数，

能被配置为 1字节， 2字节或 4字节宽。

(3) 1字节宽的成员 dynamic_在 QF 实时框架里被用于动态分配事件。 QEP事件处理器不使用

这个数据成员，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忽略它。我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解释动态事件分配。

(4) 这个 typedef定义 QState 为一个字节，它携带事件处理对事件处理的状态（见行（ 11-

13））。

(5) 这个 typedef定义 QStateHandler 类型为一个‘状态处理函数指针’，它使用指向一个通用状态

机的指针和一个 QEvent指针作为参数，并返回 void 。这个设计的关键点在于状态处理函数

的声明可以被从 QFsm 派生（继承）的结构使用。

(6) QFsm 结构是派生各个状态机结构的基本类。

(7) 数据成员 state是一个‘状态处理函数指针’。它是这个实现里的状态变量。

(8) “构造函数”是个类似函数的宏，它把状态变量初始化为初始伪装态函数，这个函数定义了初

始转换。请注意，这个初始转换在这一时刻没有实际执行。

(9) 这是这个通用状态机接口的 init( ) 函数。调用这个函数会触发状态机的初始转换。

(10) 这是这个通用状态机接口的dispatch( )函数。调用这个函数会派发一个事件给状态机。

(11-13) 这些常数定义了从状态处理函数到事件处理器的返回状态。

(14) 一个状态处理函数，每当它处理了当前的事件时，返回宏 Q_HANDLED( ) 。

(15) 一个状态处理函数，每当它忽略（不处理）当前的事件时，返回宏 Q_IGNORED( ) 。

(16) 宏 Q_TRAN( )封装了转换，在这个状态机的实现技术里它由重新指派状态变量 state组成。宏

TRAN( ) 使用逗号表达式定义。一个逗号表达式被从左到右评估，但是，整个表达式的类型和

值是在最右边的操作数。最右边的操作数在这里是操作（转换）的状态，它从状态处理函数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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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这种设计的关键点是宏 TRAN( ) 能被用于从 QFsm 派生（继承）的结构，这在 C 语言里

需要明确的（向上）转换到 QFsm 基本结构（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

(17) QEP事件事件处理器保留了最低的几个信号给内部使用。

(18) 信号 Q_USER_SIG 是用户可以使用的第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用户信号必须加上一个从零到

Q_USER_SIG 的偏移量，以避免和保留的QEP信号重叠。

清单 3.8 QEP FSM事件处理器的实现 ( 文件 qfsm_ini.c 和qfsm_dis.c)

     /* file qfsm_ini.c ---------------------------------------------------------*/

     #include "qep_port.h"                /* the port of the QEP event processor */

     #include "qassert.h"                /* embedded systems-friendly assertions */

     void QFsm_init(QFsm *me, QEvent const *e) {

 (1)     (*me->state)(me, e);         /* execute the top-most initial transition */

                                                             /* enter the target */

 (2)     (void)(*me->state)(me , &QEP_reservedEvt_[Q_ENTRY_SIG]);

     }

     /* file qfsm_dis.c ---------------------------------------------------------*/

     void QFsm_dispatch(QFsm *me, QEvent const *e) {

 (3)     QStateHandler s = me->state;                  /* save the current state */

 (4)     QState r = (*s)(me, e);                       /* call the event handler */

 (5)     if (r == Q_RET_TRAN) {                             /* transition taken? */

 (6)         (void)(*s)(me, &QEP_reservedEvt_[Q_EXIT_SIG]);   /* exit the source */

 (7)         (void)(*me->state)(me, &QEP_reservedEvt_[Q_ENTRY_SIG]);/*enter target*/

         }

     }

(1)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初始转换。初始状态处理函数通过调用宏 Q_TRAN( )把当前的状态 me-

>state 变为默认状态。

(2) 通过给默认状态的状态处理函数发送保留信号 Q_ENTRY_SIG ，从而进入它。

注： QEP内部维护一个不变的保留事件数组 QEP_reservedEvt_[ ]。这个数组通过在清单 3.6.40 里

枚举的保留信号检索。

(3) QFsm_dispatch( ) 函数在一个临时堆栈变量 s 里保存当前状态。

(4) 当前状态处理函数通过函数指针被调用。

(5) 是否从状态处理函数返回的状况，指示一个转换已经发生（通过宏 Q_TRAN( ) ）。

(6) 通过发送保留信号 Q_EXIT_SIG 给源状态处理函数，退出转换的源状态。

(7) 通过发送保留信号 Q_ENTRY_SIG 给状态处理函数，进入转换的目标状态（新的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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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应用程序相关的代码

这个实现的和应用程序相关的部分提供的要素展示在图 3.9 的虚线部分。这些要素是： (1) 从QEvent结

构派生的带有参数的事件， (2) 从 QFsm 派生的包含全部扩展状态变量的状态机结构，和 (3) 全部状

态处理函数。程序清单 3.8 展示了应用程序层的代码。

注： 在图 3.2 的定时炸弹状态机为 QEP FSM的实现做了一点小的修改，用来演示进入动作的用

法。清除拆雷管密码的动作 (me->code = 0)被从状态 setting 里的转换 ARM 移到了状态

timing 的进入动作上。

清单 3.8 使用优化的FSM技术实现的定时炸弹状态机 ( 文件bomb4.c)

(1) #include "qep_port.h"                /* the port of the QEP event processor */

 (2) #include "bsp.h"                                   /* board support package */

 (3) enum BombSignals {                          /* all signals for the Bomb FSM */

 (4)     UP_SIG = Q_USER_SIG,

         DOWN_SIG,

         ARM_SIG,

         TICK_SIG

     };

 (5) typedef struct TickEvtTag {

 (6)     QEvent super;                       /* derive from the QEvent structure */

 (7)     uint8_t fine_time;                           /* the fine 1/10 s counter */

     } TickEvt;

 (8) typedef struct Bomb4Tag {

 (9)     QFsm super;                                         /* derive from QFsm */

(10)     uint8_t timeout;                    /* number of seconds till explosion */

(11)     uint8_t code;              /* currently entered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

(12)     uint8_t defuse;                /* secret defuse code to disarm the bomb */

     } Bomb4;

(13) void   Bomb4_ctor   (Bomb4 *me, uint8_t defuse);

(14) QState Bomb4_initial(Bomb4 *me, QEvent const *e);

(15) QState Bomb4_setting(Bomb4 *me, QEvent const *e);

(16) QState Bomb4_timing (Bomb4 *me, QEvent const *e);

     /*--------------------------------------------------------------------------*/

                                             /*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timeout */

     #define INIT_TIMEOU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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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id Bomb4_ctor(Bomb4 *me, uint8_t defuse) {

(17)     QFsm_ctor_(&me->super, (QStateHandler)&Bomb4_initial);

(18)     me->defuse = defuse;    /* the defuse code is assigned at instantiation */

     }

     /*..........................................................................*/

     QState Bomb4_initial(Bomb4 *me, QEvent const *e) {

         (void)e;

(19)     me->timeout = INIT_TIMEOUT;

(20)     return Q_TRAN(&Bomb4_setting);

     }

     /*..........................................................................*/

(21) QState Bomb4_setting(Bomb4 *me, QEvent const *e) {

(22)     switch (e->sig) {

(23)         case UP_SIG: {

(24)             if (me->timeout < 60)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

(25)             return Q_HANDLED();

             }

             case DOWN_SIG: {

                 if (me->timeout > 1)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ARM_SIG: {

(26)             return Q_TRAN(&Bomb4_timing);         /* transition to "timing" */

             }

         }

(27)     return Q_IGNORED();

     }

     /*..........................................................................*/

     void Bomb4_timing(Bomb4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28)         case Q_ENTRY_SIG: {

(29)             me->code = 0;                          /* clear the defuse code */

(30)             return Q_HAND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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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UP_SIG: {

                 me->code <<= 1;

                 me->code |= 1;

                 return Q_HANDLED();

             }

             case DOWN_SIG: {

                 me->code <<= 1;

                 return Q_HANDLED();

             }

             case ARM_SIG: {

                 if (me->code == me->defuse) {

                     return Q_TRAN(&Bomb4_setting);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ICK_SIG: {

                 if (((TickEvt const *)e)->fine_time == 0) {

                     --me->timeout;

                     BSP_display(me->timeout);

                     if (me->timeout == 0) {

                         BSP_boom();                         /* destroy the bomb */

                     }

                 }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IGNORED();

     }

(1) 每一个使用 QP 框架的应用程序的 C 文件必须包括 qp_port.h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包含了

QP 到指定处理器，操作系统和编译器的特别修改，也被称为移植。在这个例子里，

qp_port.h头文件，位于目录 \qpc\ports\80x86\dos\tcpp101\l\.

(2) 这个应用程序也包含板支持包。

(3) 在应用程序里被使用的全部信号都被枚举。

(4) 用户信号必须有一个 Q_USER_SIG 的偏移量，以避免和保留信号的重叠。

(5) TickEvt结构代表带有 fine_time参数的 TICK 事件，见对图 3.2(8) 解释。

(6) 从QEvent结构派生的 TickEvt结构，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按约定，我把基

本结构成员命名为 super。

(7) 在成员 super后添加（一些）事件参数。

(8) 结构 Bomb4表示了使用 QEP事件处理器实现的定时炸弹状态机。

(9) 从 QFsm 结构派生的 Bomb4结构，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按约定，我把基

本结构成员命名为 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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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数据成员 timeout， defuse 和 code是在图 3.2 里的状态图使用的扩展状态变量。

(13) 状态机“构造函数”仅执行基本的初始化，但是不触发初始转换。在 C 语言里，你需要明确

的在 main( )函数的开始处调用“构造函数”

(14) 初始转换函数执行初始转换的动作（见图 3.1(1) ），并把状态变量初始化为默认值。

(15-16) 为每一个状态指定状态处理函数。

(17) Bomb4状态机的构造函数负责调用基础结构的构造函数 QFsm_ctor( )，它需要初始的伪装态

处理函数。

(18) Bomb4构造函数也能初始化任何扩展状态变量。

(19) 初始转换能初始化 me->timeout扩展状态变量，见对图 3.2(1) 的解释。

(20) 初始转换通过返回事件处理器的宏 Q_TRAN( ) ，指定 setting 为默认状态。

(21) 这个状态处理函数对应于状态 setting 。

(22) 每一个状态处理函数典通常都是一个 switch 结构，并根据事件的信号部分来进行区分。

(23) 每一个事件在各自带有事件的枚举信号的 case 语句里被处理。

(24) 监护条件被编码为一个 if 语句。

(25) 在处理了一个事件后，状态处理函数返回 Q_HANDLED( ) 给事件处理器。

(26) 通过使用宏 Q_TRAN( ) 对状态转换编码 ( 见清单 3.6(13))。

(27) 只有当没有 case 语句处理这个事件时才执行这个最后返回语句。状态处理函数返回

Q_IGNORED( ) 给事件处理器。

注： 在清单 3.7 里展示的 QFsm_dispatch( )仅关心是否有一个状态转换发生了，但是不检查这个事

件是被处理了还是被忽略了。然而，清单 3.7 不展示 QPE事件处理器内建的软件追踪工具，

它事实上使用状态处理函数报告的每个状况。我在第 11章讨论这个软件追踪工具。

(28) 进入动作被编码为对保留事件 Q_ENTRY_SIG 的响应，它在状态需要被进入时由事件处理器

派送给状态处理函数（见清单 3.7(11)）。

(29) 进入动作被直接编码。

(30) 如同其他的 case 语句，进入动作使用宏 return Q_HANDLED( )结束。

注： 你绝不能在进入动作或退出动作里返回 Q_TRAN( )！

3.6.3 后果

QEP FSM实现有以下后果：

1. 它是简单的并能容易的用 C 语言编写。

2. 它划分和状态相关的行为并把它局限在状态处理函数内部。这些函数有合适的粒度——不会

太小 ( 状态表的动作函数或状态模式的事件操作 ) ，也不会太大（嵌套的 switch 语句技

术）。

3. 它从状态处理函数里提供了对扩展状态变量的直接和有效率的访问（通过 me 指针），并

且不需要在状态机结构的封装上妥协。

4. 它有小的内存使用量，因为仅需要用一个状态变量（一个函数指针）来表示一个状态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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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清单 3.6(9) ）。状态不需要使用数据空间。

5. 它促进了代码重用，一个小而通用的 QEP事件处理器通常需要大约 300 字节的代码空间

(ROM)。

6. 它的状态转换有效率（宏 Q_TRAN( )仅重新分配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

7. 它通过从嵌套的 switch 语句技术里消除一层 switch ，并用非常有效率的函数指针来代替

它，从而为事件派送提供了很好的性能。在实际实现时，状态处理函数还是需要一层 switch

语句去根据信号来区分事件，它的性能和 case 的数目有关（通常是 O(log(n) ，这里 n是

case 的数目 ) 。 switch 语句可以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关键的状态处理函数内部使用一个一维

查找表来代替。

8. 它是可伸缩的，灵活的，可维护的和可追踪的。即使在开发周期的后期，它也容易添加状态

和事件，以及改变状态机的拓扑，因为每一个状态机要素在代码里只被表现恰好一次。

9. 它需要枚举事件。

10.

它不需要枚举状态。

11.

它不是层次式的，但是能被扩展为包括状态层次，而不用牺牲它的好的特性，这在第四章讨论。

3.6.4 这种技术的各种变体

在文献里，你常发现和 QP FSM 实现里类似的应用函数指针的技术，但是它们继续使用一个标量化状

态变量通过一个查找表来确定状态处理函数（如 [Gomez 00] ）。这种方法有几个弱点：

 它需要枚举状态，这个值被用来检索一个调用表。

 它需要分配并初始化这个调用表。

 调用表的间接层降低了性能，因为附加的步骤需要查找表从顶部开始查找并引用一个函数指

针。

3.7        状态机实现技术的一般性讨论

3.7.1 函数指针的角色

除了嵌套的 switch 语句实现技术。其他的使用 C/C++ 语言的状态机实现技术非常依赖函数指针。我特

意也包含了面向对象的状态模式技术，因为它最终也通过虚拟表来得到事件处理函数的操作，而虚拟表

不是别的而是函数指针的调用表。

为了理解为什么函数指针在实现状态机时如此普遍，清单 3.9 展示了在 QEP事件处理器里通过

一个指针调用某个状态处理函数的反汇编指令（见清单 3.7(8) ）。

清单 3.9 通过一个函数指针的函数调用的反汇编机器码（ x86指令集，16位实模式，Turbo C+
+ 编译器

     #QFSM_DIS#39:  (*s)(m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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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0101 FF760C    push   word ptr [bp+0C] ; push the "me" far pointer

     cs:0104 FF760A    push   word ptr [bp+0A]

     cs:0107 FF7608    push   word ptr [bp+08] ; push the "e" far pointer

     cs:010A FF7606    push   word ptr [bp+06]

     cs:010D FF5EFC    call   far [bp-04]      ; de-reference pointer-to-function

     cs:0110 83CEFC    add    sp,0008          ; cleanup after the call

如清单 3.9 的粗体字展示，通过一个指针的实际的函数调用只需一条机器指令！它前面的 4 条

指令把函数的参数压入堆栈（ me 指针和事件指针 e ），这 4 条指令在各种实现技术中都需要。如它

所揭示的，一个函数指针直接映射到绝大多数 CPU构架上并导致了最小最快的代码。

从这个讨论里要记住的要点是，函数指针是使用 C/C++ 实现状态机时最快的途径。状态机是函

数指针的“杀手级应用”。

3.7.2 状态机和      C++      例外的处理

C++ 语言里，抛出和捕捉例外和状态机的运行 - 到 - 完成 (RTC) 语义基本上不相容。一个在RTC步骤

某个地方被抛出的例外通常将会破坏一个状态机，使扩展状态变量和主状态变量或其他状态变量不一致。

因此，一般来说，状态机的一个 RTC步骤必须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任务，要不原子化的成功要不完全

失败。

请注意，当一个被抛出的例外向上扩展到调用堆栈时发生的堆栈展开过程，在事件驱动型系统里

用来表示调用树和堆栈变量的上下文时，并没有什么价值。如第二章所叙，事件驱动型系统很少依赖用

调用树和堆栈变量表示的上下文，相反它捕捉在非堆栈变量的上下文。而例外的问题是它们被专门用来

清理堆栈，但是完全不了解静态数据。

因此，你将担心在状态机里，或更一般的，在事件驱动型系统里的 C++ 的例外处理。如果你不

能完全避免这个机制（例如，你使用一个可以抛出例外的库），你需要在一个 RTC步骤里小心的捕捉

全部例外，并防止一个被抛出的例外造成任何不一致。当然，这个规则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当初抛出例外

的好处。

不过，状态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和语言无关的方法来处理例外。和一个事件驱动式子系统联合

的一个状态机能表现这个子系统的全部情况，包括出错情况。作为抛出一个例外的替代，一个动作应当

生成一个例外事件，它然后触发一个基于状态的例外处理。第六章 6.7.4节更加详细的描叙了基于状态的

例外处理。

3.7.3 实现监护条件和选择伪状态

如第二章所叙，监护条件和选择伪装态是流程图的元素，被 UML 状态图简单的重用。这样，这些元素

不仅可用于层次式状态机，也同样被用于经典的扁平状态机。

如果你知道如何编写一个流程图，你已经知道如何实现监护条件和选择伪装态。流程图容易被映

射成清晰的结构化代码，因此在嵌套 switch 语句技术，状态设计模式技术，和 QP FSM 实现里，你明

确的选择一个状态转换的目标，使用这些技术直接实现它。在传统的状态表表示里较难实现条件执行，

因为严格结构化的状态表明确规定了状态转换的目标。在 3.4.1节展示的方法，通过从状态表里去掉 next-

state并把改变状态的责任推向动作函数，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 UML 表达式里规定的一个监护条件 [guand]/action… 简单的映射成 if 语句 :if (guard()) 

{ action( ); ...} 。一个选择伪装态有一个进入转换部分和许多由不重叠的监护表达式保护的退出部分。这

个构造简单的映射成一个链式 if-else 语句： if (gard1()) { action1( ); } else if (guard2( )) { action2( );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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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实现进入和退出动作

传统的非层次式 FSM也能得到通过进入动作获得的状态上下文的一个被担保的初始值和通过退出动作获

得的一个被担保的清理的益处。缺少层次极大的简化了这个难题。但是同时，它也令这个特征不那么强

大。

实现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的一个方法是派发保留的信号（如， Q_ENTRY_SIG 和

Q_EXIT_SIG ）给状态机。如清单 3.7 所示，当探测到一个状态转换，状态机 dispatch( )操作会送出

Q_EXIT_SIG 信号给源状态，然后送 Q_ENTRY_SIG 信号给目标状态。

3.8        小结

在本章讨论的各种标准实现技术和它们的变体可以被任意的混合和配合，以便提供一个可能性权衡的统

一体。实际上，绝大多数你能在文献里找到的状态机的实现看起来都是这三种基本技术的变体或组合：

嵌套的 switch 语句，状态表和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在这章里，我提供了具体的可执行代码，并且，

对每一种基本技术，我讨论了使用它的后果，以及它的一些最常见的变体。

这些技术的一个特别的组合，也就是 QP 框架的一部分，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在良好的性能和

很小的内存使用上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组合。如你将在第四章看到的，它能被扩展到层次式状态机

(HSM) 。

所有这些技术里，状态机趋向于从你的代码里消除许多条件语句。通过明确的定义系统在任何给

定时间的状态，状态机需要你仅测试一个变量（状态变量）而不是许多变量来决定操作的模式（请参考

第二章的 Visual Basic 计算器例子）。甚至在最基本的嵌套 switch 语句技术里，这个明确的对状态变量

的测试也作为条件语句消失了。这种编码特征类似在 OOP里的多态性的效果，它排除并使用更有效率

（和可扩展）的后绑定技术来取代许多基于对象类型的测试。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116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第 4 章

层次式事件处理器的实现

...增加一个特征的成本不仅是需要编写它的时间。成本还包括所增加的对未来扩展性

的障碍…诀窍在于挑选不会彼此反对的特征。

---John Carmack

第二章介绍了把 UML 作为一个解决折磨传统“扁平”状态机的状态爆炸问题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引入。

UML 状态机在这方面特别有价值的创新是状态嵌套，因为它允许在许多状态之间重用行为而不用多次

的重复同样的动作和转换。层次式状态嵌套让你通过从超状态继承全部共同的东西，几乎免费的得到新

的行为。它让你通过定义和现有状态的不同之处而快速定义新的状态，而不是每次从头开始创建每一个

状态。不用说，像这样的范型对事件驱动型软件的开发者是天赐之物，因为只有状态层次化才能让整个

状态机方法真正的适用于实际生活问题。

也就是说，层次式状态机 HSM的概念仅当它能足够容易的被用一种主流编程语言实现，对嵌入

式系统开发者来说就是 C 语言，这时它对程序员才是真的幸事。作为一种可视化的形式， HSM被特意

主要准备用于通过特定的 CASE 工具的自动代码生成 ( 见 2.3.13 节 ) 。可是，直接手工编码 HSM

实际上不会比编码传统的非层次式 FSM更加困难，特别是当你使用一个通用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来透明

的处理全部错综复杂的 UML 状态机执行语义时。

在这一章，我描叙一个通用的被称为 QEP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它是 QP 事件驱动框架的一部

分。 QEP事件处理器已经在第三章 3.6 节用来实现传统的“扁平”FSM。这里我描叙这种技术如何被

推广去支持 HSM但同时又不失去它的良好特性。

本章开始我描叙 QEP的结构，然后我解释它的 C 和 C++ 版本。本章的后面，我总结实现在第

二章里设计的计算器 HSM所需要的步骤。然后我提供一些在实践中使用 QEP事件处理器时的指导，

以避免犯一些常见的错误。本章结尾是在不同的处理器和编译器之间移植和配置 QEP的指导。

4.1               QEP      事件处理器的关键特征

QEP是一个通用的，高效的，高度可移植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它能被用于任何事件驱动型环境，比如

GUI 系统，计算机游戏或实时嵌入式系统 (RTE) 。 QEP尽量和 UML 规范 [OMG 07]兼容，但是它没

有去实现 UML 状态机的全部计划。相反，QPE设计策略是提供刚好足够的（但是不会更多）确实必要

的元素以允许直接建立基本的和 UML 兼容的状态机，仅使用设计模式支持的高层 UML 概念。 QEP

的主要特征是：

 全面支持层次式状态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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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确保的对任何状态转换拓扑的进入 / 退出动作执行。

 全面支持嵌套的初始转换。

 高度可维护的和可追踪的样板式状态机 C/C++ 表示法，它把每一个状态机要素映射成精确

的清楚的唯一的代码。和它相反，很多自动化代码生成技术常常会把状态层次“展开”，这

样在许多状态里重复同样的转换和反应动作，结果破坏了可追踪性。

注： 每一个状态机要素被直接的，精确的和清楚的映射到代码是QEP HSM实现技术具有卓越可追

踪性的原因之一。从需求开始通过设计到代码的可追踪性，是任务关键性系统，比如医疗服务

设备或航空电子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极小的 RAM/ROM 容量。一个状态机对象仅需要在 RAM 里一个函数指针。在 ARM Cortex-M3

处理器上，层次式状态机的代码需要大约 600 字节 ROM 空间，而简化版的“扁平”有限状态机

只需要大约 120 字节的 ROM 代码空间。

 状态的表示和转换不需要 RAM— 状态的数量仅取决于 ROM 代码空间的大小。

 完全可重入的只有极小堆栈需求的事件处理器代码。

 支持带有任何变量的事件。

 容易和任何事件队列和派发机制整合，比如简单的事件循环，类似 Windows 的 GUI 系统，或者类

似 QP 的事件驱动式框架。

 已经通过 PC-Lint严格静态分析的非常干净的代码。

 98%的源代码符合汽车工业软件可靠性联盟 MISRA准则 [MISRA98] 。

 丰富的在线文档，应用实例和对不同编译器的移植。

 Q-SPY软件追踪测试工具带来的空前的可观测性，可控制性和可测试性。

注： 在第 5 章，你将看到如何实现事件延迟，正交区域和转换到历史，这些设计模式，它们建立在

本章描叙的基本 QEP实现上面。

4.2               QEP      的结构

图 4 展示了 QEP的总体结构，以及它和应用程序代码相关的代码，比如在图 2.19 里的计算器 HSM包含

了用于派生状态机的 QHsm 类，用于派生带有变量或不带变量的事件的 QEvent类。

QHsm 类跟踪当前的状态并提供标准的状态机接口操作 int( )和dispatch( )。它是个抽象类，意

味着它不是用于直接实例化，而是仅用于具体的状态机类的派生，比如图 4.1 所示的 Calc。这个派生

出的状态机类定义全部扩展状态变量作为数据成员，并为所有状态提供状态处理函数（例如，情况在图

4.1 里对 Calc::on( )成员函数的解释）。以下几节解释了使用 C 和 C++ 实现的全部 QPE要素。

图 4.1 QEP 事件处理器和从它派生的计算器 HSM 。在Calc操作前面的 $ 表示它是静态成员函

数（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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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QEP      源代码的组织

清单 4.1 展示了 C 语言版的包含 QEP事件处理器的目录和文件。除了文件的后缀是 .CPP外，它的

C++ 版本的文件是相同的。

清单 2  QEP事件处理器源代码的组织
     qpc\                - QP/C root directory (qpcpp for QP/C++)

       |

       +-include\        - QP platform-independent include files (*.H files)

       | +-qassert.h     - QP embedded systems-friendly assertions

       | +-qep.h         - QEP interface

       | . . .

       |

       +-ports\          - QP platform-specific ports

       | +-80x88\        - QP ports to the 80x86 CPU

       | | +-dos\        - ports for DOS (the non-preemptive "vanilla" scheduler)

       | | | +-tcpp101\  - the Turbo C++ 1.01 compiler

       | | | | +-l\      - large memory model

       | | | | | +-dbg\  - build directory for the Debug configuration

       | | | | | | +-qep.lib  – QEP library

       | | | | | +-qep_port.h – QEP port header file

       | | | | | +-make.bat   – make script for building the QP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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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QP ports to other CPUs ...

       |

       +-qep\            - QEP event processor component

       | |

       | +-source\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qep_pkg.h   - internal, packet-scope interface of QEP

       | | +-qep.c       - contains definition of reserved signals

       | | +-qfsm_ini.c  - contains definition of QFsm_init()

       | | +-qfsm_dis.c  - contains definition of QFsm_dispatch()

       | | +-qhsm_ini.c  - contains definition of QHsm_init()

       | | +-qhsm_dis.c  - contains definition of QHsm_dispatch()

       | | +-qhsm_top.c  - contains definition of QHsm_top()

       | | +-qhsm_in.c   - contains definition of QHsm_isIn()

       | | 

       | +-lint\

       | | +-opt_qep.lnt - specific PC-Lint options for linting QEP

QEP通常每个源文件里只含有一个函数或一个数据结构定义。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把 QEP部署

成一个细粒度的库，你可以把它静态连结你的应用程序里。细粒度意味着 QEP库包含着一些小的松散

耦合的模块（目标文件），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包含全部功能的模块。例如，一个单独的模块 qhsm_in.c实

现了 QHsm_inIn( ) 函数，所以，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从不调用这个函数，链接器将不引入 qhsm_in 模块。

这个策略让链接器自动执行剔除未使用代码的繁重任务，而程序员不需为每一个应用程序在编译时配置

QEP代码。

注： QEP代码有 Q-SPY宏从状态机的执行中生成软件追踪输出。然而，这些宏默认是被禁止的，

为了更清楚的再本章讨论，它们不会在下面的代码中显示。关于 Q-SPY软件追踪的细节请参

阅第 11章。

4.3        事件

在 QEP里HSM事件的表示法和在 FSM里是完全一样的（见第三章 3.6 节）。事件实例作为事件对象的

实例被实现，它在一个实体里结合了信号和事件变量。如图 4.1 所示， QEP提供 QEvent基础类，它可

以直接实例化为不带参数的事件，或者被派生为为带任意参数的事件。

4.3.1 事件信号      (QSignal)  

在 UML 里的信号的定义是一个触发反应的异步激励 [OMG 07]，也是一个事件的要素之一。信号携带

了所发生事情的类型—发生了什么？信号典型的是枚举常数。列表 4.1 根据配置宏 QEP_SIGNAL_SIZE

把信号 QSignal 的类型定义为 8位（ uint8_t ） ,16 位（ uint16_t ），或者 32位（ uint32_t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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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不定义这个宏，默认为 8位。

注： 所有 QP 框架的构件，包括 QEP,使用以下标准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 QG14/N843-C99 标准

第 7.18.1 节）

exact size unsigned signed

8-bits uint8_t int8_t

16-bits uint16_t int16_t

32-bits uint32_t int32_t

清单 3  QSignal 数据类型（在C和C++版本里是相同的）
     #ifndef QEP_SIGNAL_SIZE

         #define QEP_SIGNAL_SIZE 1

     #endif

     #if (QEP_SIGNAL_SIZE == 1)

         typedef uint8_t QSignal;

     #elif (QEP_SIGNAL_SIZE == 2)

         typedef uint16_t QSignal;

     #elif (QEP_SIGNAL_SIZE == 4)

         typedef uint32_t QSignal;

     #else

         #error "QEP_SIGNAL_SIZE defined incorrectly, expected 1, 2, or 4"

     #endif

4.3.2     QEvent      结构的      C      语言版本

清单 4.2 展示了 C 语言版本的 QEvent结构的定义。类型 QSignal 的成员 sig 表示信号。一个字节

宽的成员 dynamic_被 QP 框架用于管理动态分配的事件。你不会需要在应用程序层次的代码里访问这

个数据成员。我将在第七章解释动态事件分配。

清单 4  QEvent 结构，C语言版（文件 <qp>\qpc\include\qevent.h>
     typedef struct QEventTag {

         QSignal sig;                                     /* signal of the event */

         uint8_t dynamic_; /* attributes of a dynamic event (0 for static event) */

         /* add event parameters by derivation from the QEvent structure... */

     } QEvent;                                                /* the QEvent type */

QEvent结构能被用于不带参数的事件，或者能作为基础结构来派生带有任意参数的事件。以下 C

代码片段展示了如何派生计算器事件 CalcEvt，它包含了按键 - 编码参数（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里的

单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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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def struct CalcEvtTag {

         QEvent super;                                    /* derives from QEvent */

         uint8_t key_code;                                    /* code of the key */

     } CalcEvt;                                              /* the CalcEvt type */

所有的事件都有共同的基础结构 QEvent，这确保了每一个事件对象在事件相同的偏移处包含信号。

这允许把一个指向派生事件的指针作为一个变量，用于任何需要一个一般的指向基础结构的指针 QEvent

*e的函数。任何这样的函数总是能访问 sig 数据成员 (e->sig)，来确定哪一种派生的事件结构被使用。

然后这个函数能对这个派生的事件结构执行一个明确的向下转换21 ，得到事件参数。例如，为了得到

key_code参数，一个一般的 QEvent *e指针需要被这样转换成 CalcEvt： ((CalcEvt *)e)->key_code 。

这里的指针是 sig 数据成员有 2 个作用：它显然必须携带所发生的事件的信息（发生了什

么？）。但是另外，信号也必须唯一的确定所派生的事件结构，这样状态处理函数能仅基于 sig 值，明

确的向下转换到这个派生的结构。第二个作用将在第 4.2.2作进一步解释，我会提供状态处理函数的例

子。

4.3.3     QEvent      结构的      C++      语言版本

在 C++ 版本里， QEvent结构能被直接定义而不需要使用丑陋的 typedef，如清单 4.3 所示。请注意在

C++ 里， struct 完全等于 class，除了在 struct 里默认的保护是 public ，而在 class里默认的保护是

private 。

清单 5  C++版本的 QEvent 结构 ( 文件 <qp>\qpcpp\include\qevent.h)
     struct QEvent {

         QSignal sig;                               // signal of the event instance

         uint8_t dynamic_;    // attributes of a dynamic event (0 for static event)

         // add event parameters by inheriting from QEvent

     };

事件实例主要被当作“包”使用，来传递信号和事件参数。为了有效的产生事件，通常使用静态

预分配的不变的事件对象，并使用一个初始化表来初始化它。为了在 C++ 里实现这样的初始化，一个类

必须是聚合的，也就是说，他必须不能有私有或保护成员，构建函数，基础类和虚拟函数 [Stroustrup 

00] 。因为这个原因， QEvent在清单 4.3 里被声明为 struct ，没有任何私有成员或构建函数（一个

确定的构建函数会使用一个参数来初始话 sig 属性）。

以下的 C++ 代码片段展示了如何派生计算器事件 CalcEvt类，包含按键 - 代码参数：

     struct CalcEvt : public QEvent {

         uint8_t key_code;                                       // code of the key

     };

当你 从QEvent派生时，子类明显的不是一个聚合。然而，我推荐你继续保持你的事件类简单和轻

21 从子类转换到超类，在OOP 里被称为向下转换 downcasting，因为这个转换在一个类图比如在
图 4.1 里，是沿着继承关系向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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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我喜欢使用 struct 关键词定义 QEvent，它提示着这些子类是轻量化的。特别的，我避免在派生

的事件类中使用私有成员，构建函数，或虚拟函数。如你将在第七章看到的，事件一般来说不使用常规

的实例化方法（标准的操作符 new不被用来建立动态事件），因此不用调用构建函数，也不必建立虚拟

指针。

4.4        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

在 QEP，状态被表示为状态处理函数，处理由它们实现的状态的全部事件。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使用完

全一致的格式 QStateHandler ，和在第三章 3.6 节的非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一样。它们对我们前面讨论

的非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唯一的扩展是，一个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必须特别通知事件处理器有关状态嵌

套层次的信息。当这个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不处理这个事件，它必须提供一个超状态，这样事件处理器

可以根据状态嵌套的语义调用超状态的处理函数（见第2.3.2节）。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提供这个特别的

信息给事件处理器非常类似它通知事件处理器有关一个状态转换的情况。状态处理函数把状态变量给超

状态处理函数并返回一个特定的状况信息，从而把状态处理和状态迁移区分开来。

4.4.1 标识超状态      (      宏      Q_SUMPER())  

当一个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不处理当前的事件，它返回一个宏 Q_SUPER( )给事件处理器，定义如下：

     #define Q_RET_SUPER         ((QState)3)

     #define Q_SUPER(super_)  \

         (((QHsm *)me)->state = (QStateHandler)(super_),  Q_RET_SUPER)

宏Q_SUPER( )被定义为使用逗号表达式。一个逗号表达式从左到右被计算，整个表达式的类型和

值是在最右边的操作数。在这里，最右边的操作数是操作的状况（超状态），它从状态处理函数返回。

这个设计的关键在于宏 Q_SUPER( )能被用于从 QHsm 派生（继承）的结构，这样在 C 语言里需要一

个显式的从 QHsm 基础结构的转换（向上转换），（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里的单一继承”）。

4.4.2     C      语言实现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

清单 4.4 展示了一个对应于在图 2.19 的计算器状态图的状态 ini1 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的实例。状

态 int1 控制输入第一个操作数的整数部分。

清单 6  一个 C语言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 ( 文件 calc.c)
 (1) QState Calc_int1(Calc *me, QEvent const *e) {

 (2)     switch (e->sig) {

 (3)         case DIGIT_0_SIG:                     /* intentionally fall through */

 (4)         case DIGIT_1_9_SIG: {

 (5)             BSP_insert(((CalcEvt const *)e)->key_code);

 (6)             return Q_HANDLED();

             }

             case POINT_SIG: {

                 BSP_insert(((CalcEvt const *)e)->key_code);

 (7)             return Q_TRAN(&Calc_fra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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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return Q_SUPER(&Calc_operand1);

     }

(1) 每个状态处理函数有 2 个参数：状态机指针 me 和指向 QEvent的恒指针 e 。它返回

QState ，携带的事件处理状态的信息会交给事件处理器。

注： 事件指针被声明为 const，以避免在状态处理函数内部修改事件。换句话说，状态处理函数被

确保对事件只有只读操作。

(2) 一般的，每一个状态处理函数的结构是一个单一的 switch 语句，并根据事件的信号部分 e-

>sig来区分。

(3-4) 每一个 case 的标签是事件信号。信号通常是枚举的常数。

(5) 为了得到事件参数，状态处理函数必须指向一个显式的从一般的 QEvent const* 指针到特定派

生事件指针的向下转换，像这里的 Calc const* 。

注： 这这里，很明显状态处理函数的类型对事件参数是弱定义的。编译器仅知道每个被传递的事件

是一个同样的 QEvent* 指针，但是编译器不知道事件的特定类型，比如 CalcEvt。应用程序

员最终负责根据信号 e->sig 执行一个合适的向下转换到派生的事件。要记住的是你需要小心

因为编译器不能防止一个错误的向下转换。

(6) 从一个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返回的 Q_HANDLED( ) 通知 QEP事件处理器一个特定的事件已经

被处理了。

(7) 状态转换完成后返回宏 Q_TRAN( ) ，它需要使用转换的目标作为参数。

(8) 如果没有 case被执行，状态处理函数将返回宏 Q_SUPER( )，它指派超状态并把它通知事件处

理器。

4.4.3     C++      语言实现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

清单 4.5 展示了一个对应于在图 2.19 的计算器状态图的状态 operand1 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的实例。

代码列表 7  使用 C++的 一个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实例 ( 文件 calc.cpp)
     QState Calc::int1(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DIGIT_0_SIG:                        // intentionally fall through

             case DIGIT_1_9_SIG: {

 (1)             BSP_insert(((static_cast<CalcEvt const *>(e)))->key_code);

                 return Q_HANDLED();

             }

             case POINT_SIG: {

                 BSP_insert(((static_cast<CalcEvt const *>(e)))->key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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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Q_TRAN(&Calc::frac1);

             }

         }

         return Q_SUPER(&Calc::operand1);

     }

除了一些细微的句法差异（比如 “ ::”范围解析运算符代替了一个下横线），在 C++ 里的一个层

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的结构和清单 4.4 里的 C 版本是一样的。唯一有趣的差别是在清单 4.5(1) 里通用事

件指针到特定子类的向下转换。这里，我使用了新型的 static_cast< > 操作符，因为在类型之间的转换和

继承有关。当然，你也可以继续使用 C风格的转换，如果你的 C++ 编译器不支持这个新型转换。

C++      里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

C++ 状态处理函数使用 me 指针本身的类的类型，通过它访问状态机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如 me-

>operand1 = …）。这是因为状态处理函数是 QHsm 子类的静态成员。，比如计算器状态机类 Calc（见

4.6.3节）。

一个明显并更优雅的方法是把状态处理函数变成规范的非静态类成员，这允许它们通过内含的 this 指针

更加自然地访问类成员。

实际上这个更加优雅的方法在本书第一版时被用于较早版本的 QEP/C++上。然而，这个方法需要使用执

行成员函数的指针，而不是简单的指向函数的指针，这在实际应用中是一个问题。

即使早期的 C++ 版本的 QEP用很标准的方法来使用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实际开发过程中，嵌入式开

发者反应大量的编译警告，而且这种优雅的方法要不就是很低的性能，要不就是完全不工作。例如，一

些嵌入式 C++ 编译器使用超过 30条机器指令去反引用一个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而反引用一个规范的

指向函数的指针仅需 3 条机器指针。无需多言， 3 条机器指令足够完成这项工作了。（见 3.7.1节）。

根据目前情况，太多的 C++ 编译器因为受其他语言特征比如多重继承和虚拟基础类的影响，不能很好

支持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这点已由在线文档“成员函数指针和可能最快的 C++委派“雄辩的指出

[Clugston 07] ，甚至非常流行和重要的框架如 MFC实际上用一种打破正常的 C++ 类型检查的非标准

方法来使用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

为避免低效和移植性问题，当前的 C++ 版本的 QEP不使用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而是简单明了的指向

函数的指针，指向静态成员函数但是不用 this 指针，这样就不会被多态性或多重继承影响。请注意静态

类成员需要的内含的 me 指针的作用相当于面向对象的状态设计模式所需要的 context指针（见第三

章 3.5.1节）。

4.5        层次式状态机的类

如图 4.1 所示， QHsm 基础类是 QEP设计的核心要素。 QHsm 类是抽象的，意味着它不是用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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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化，而是用于派生层次式状态机，如图 4.1 的 Calc状态机。 QHsm 类的主要责任是持续跟踪当前

的活动状态。在 QEP里，状态变量是一个指向由 QHsmState 定义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的指针。

QHsm 类也提供了标准的状态机接口函数 init( ) 和dispatch( )，以及构建函数和顶部状态处理函

数。以下部分解释这些要素的 C 版本，然后是它们的 C++ 版本。，

4.5.1     C      语言实现的层次式状态机（      QHsm       结构）

在 C 版本里， HSM从基础结构 QHsm 派生，如清单 4.6 所示。

Listing 4.6   QHsm       结构和相关函数         (      文件         <qp>\qpc\include\qep.h  ).  

     typedef struct QHsmTag {

 (1)     QStateHandler state;           /* current active state (state-variable) */

     } QHsm;

 (2) #define QHsm_ctor(me_, initial_) ((me_)->state = (initial_))

 (3) void QHsm_init    (QHsm *me, QEvent const *e);

 (4) void QHsm_dispatch(QHsm *me, QEvent const *e);

 (5) uint8_t QHsm_isIn (QHsm *me, QHsmState state);

 (6) QState QHsm_top   (QHsm *me, QEvent const *e);

(1) QHsm 结构存储状态变量，它是一个指向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的指针，通常 QHsm 需要使用

2或 4字节的 RAM ，这个指向函数的指针的大小取决于给定 CPU和 C 编译器。

(2) QHsm 构建宏把状态变量初始化为初始伪态函数，它定义了初始转换。请注意初始转换在这一

刻没有实际发生。

(3) 函数 QHsm_init( )触发在状态机里面的初始转换。这个函数有一个初始事件参数。你能使用这

个事件来传递任何变量去初始化这个状态机。

(4) 函数 QHsm_dispatch( )分派一个事件给状态机。

(5) 函数 QHsm_inIn( ) 测试 HSM是否“在”一个给定的状态内。请注意 HSM同时“在”当前活

动状态的所有超状态内部， QHsm_isIn( ) 测试这个情况。如果 HSM“在”一个给定的状态

（层次上的意思），函数 QHsm_inIn( ) 返回 1 （ TRUE ）。否则这个函数返回

0 （ FALSE）。

(6) 函数 QHsm_top( )是顶状态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顶状态是 UML 的概念，表示状态层次

的最终根。顶状态处理函数对每一个事件的处理方法是静静的忽略它，这是 UML 的默认方

法（见 4.5.3节）。

注： 应用程序层的没有明确的嵌套在任何其他状态的状态处理函数，将返回 &QHsm_top指针给事

件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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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C++      语言实现的层次式状态机（      QHsm       类）

在 C++ 版本里， HSM从 QHsm 抽象基础类派生，如清单 4.7 所示。

代码列表 8 QHsm 类 ( 文件 \qpcpp\include\qep.h)

     class QHsm {

     protected:

 (1)     QStateHandler m_state;            // current active state (state-variable)

     public:

 (2)     void init    (QEvent const *e = (QEvent const *)0);

 (3)     void dispatch(QEvent const *e);

 (4)     uint8_t isIn(QHsmState state);

     protected:

 (5)     QHsm(QStateHandler initial) : m_state(initial) {}        // protected ctor

 (6)     static QState top(QHsm *me, QEvent const *e);

     };

(1) QHsm 类存储着状态变量，它是一个指向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的指针。状态变量是受保护的，

这样，从 QHsm 派生的具体的状态机类可以通过宏 Q_TRAN( )访问它。

(2) 成员函数 init( ) 触发在状态机里的初始转换。这个函数带有一个可选的初始化事件参量。你

可以使用这个事件传送任何参数去初始化这个状态机。

(3) 函数 dispatch( )成员函数派发一个事件给状态机。

(4) 成员函数 isIn( ) 测试 HSM是否“在”一个给定的状态里。请注意如果一个 HSM在一个子状

态内，它递归的也“在”全部的超状态内。如果 HSM“在”一个给定的状态内（从层次的角

度），函数 isIn( ) 返回 1 （ TRUE ）。否则函数返回 0 （ FALSE）。

(5) 构造函数是受保护的抽象类，这样它不会直接实例化。构造函数初始化状态变量为初始伪状态

函数，作为初始转换。请注意初始转换在这一时刻并没有实际发生。

(6) 成员函数 top( ) 是顶状态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 UML 里的顶状态是状态层次的最终根。

顶状态处理函数通过默默地忽略每一个事件来“处理”它们，这是 UML 的默认方法。（也

见 4.5.3节）。

注： 没有明确的嵌套在任何其他状态的应用层状态处理函数会返回 &QHsm::top指针给状态处理器。

这个设计至关重要之处是 QHsm::top( )是一个静态成员，因为静态成员函数能通过简单的指向

函数的指针应用，而平常的成员函数将需要指向成员函数的指针来引用（也见边栏“ C++ 里指

向成员函数的指针”）。

4.5.3 顶状态和初始伪状态

每一个 HSM都有（典型的是隐含）顶状态，它围绕着整个状态机的全部其他元素，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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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顶状态和初始伪装态

QHsm 类通过提供 QHsm_top( )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然后由子类来继承它，从而确保顶状态对

每一个派生的状态机都是可用的。 QHsm_top( )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定义如下：

     QState QHsm_top(QHsm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void)e;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return Q_IGNORED();                 /* the top state ignores all events */

     }

根据 UML 的语义，顶状态没有超状态并且它忽略所有的事件。因此它总是返回

Q_IGNORED( ) 给事件处理器（见第三章清单 3.6(15)）。顶状态的唯一目的和合法用途，就是提供一

个状态层次的最终根，这样最高层次的状态处理函数能返回 &QHsm_top作为它们的超状态。特别重要的

是，你不能在某个状态转换中把顶状态作为目的。

状态机的初始化被特意分为 2 步。 QHsm 构造函数仅仅把状态变量初始化成初始伪装态。然后，

应用程序代码必须通过调用QHsm_init( )明确的触发初始转换（在后面 4.5.6节描叙）。这个设计分割了状

态机的实例化和初始化，让用户程序对系统的初始化顺序有完全的控制。以下代码展示了计算器状态机

的一个初始伪装态处理函数的例子：

     QState Calc_initial(Calc *me, Q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BSP_clear();                            /* clear the calculator display */

         return Q_TRAN(&Calc_on);                 /* designate the default state */

     }

请注意最顶部初始转换仅能激发一次（实际恰好一次），因为在你离开了顶状态后，你不能转换

回去了。换句话说，你的状态机在它的生命周期里不能重用初始伪装态。

4.5.4 进入      /      退出动作和嵌套的初始转换

在第二章，你看到 UML 状态机支持 Moore 自动机的要素，比如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以及嵌套的初始

转换。这些要素是状态的独有特征，它们是根据到达这个状态的转换路径定义的，而不是依靠它们来产

生到达状态的转换路径。如第三章所描叙的， QEP里的状态转换函数能够（可选的）通过响应以下在

头文件 qep.h 里定义的保留信号去定义状态的特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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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um QReservedSignals {

         Q_ENTRY_SIG = 1,                     /* signal for coding entry actions */

         Q_EXIT_SIG,                           /* signal for coding exit actions */

         Q_INIT_SIG,                    /* signal for coding initial transitions */

         Q_USER_SIG                /* first signal that can be used in user code */

    };

状态处理函数能够通过把它们放在在 switch 语句的 case 后作为标签来处理它们。状态处理函数

可以任意执行任何动作去相应这些信号，但是它必须不在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里做任何状态转换。相反

的，对 Q_INIT_SIG信号的响应必须总是包括 Q_TRAN( )宏来标识当前状态的默认子状态。

注： 在宏 Q_TRAN( ) 里定义的一个嵌套的初始转换的目标必须是定义这个初始转换的组合状态的

直接或间接的子状态。换句话说，嵌套的初始转换必须“钻进”状态层次，但是不能“上升”

到目标超状态，或“绕道”到同级状态。 QEP事件处理器不会检查这些不正确的初始转换目

标，因为它们违反了 UML 的语义，是非良型的状态机并且可能让 QEP事件处理器崩溃。

清单 4.8 提供了一个使用进入动作，退出动作和一个嵌套的初始转换的例子。

代码列表 9 带有进入退出动作和一个初始转换的 Calc_on( ) 状态处理函数的定义

     QState Calc_on(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 entry action */

                 BSP_message("on-ENTRY;");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 exit action */

                 BSP_message("on-EXIT;");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INIT_SIG: {                    /* nested initial transition */

                 BSP_message("on-INIT;");

                 return Q_TRAN(&Calc_ready);

             }

             case C_SIG: {

                 BSP_clear();

                 return Q_TRAN(&Calc_on);

             }

             case OFF_SIG: {

                 return Q_TRAN(&Calc_fi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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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保留的信号占用最低的信号值（ 0...3 ），它们不能被应用程序使用。为了方便，公开的 HSM接

口包含了信号 Q_USER_SIG ，这是用户可以使用的第一个信号值。一个典型的定义应用程序级信号的

方法是使用一个枚举值。这样 Q_USER_SIG 能被用于偏移全部枚举量，如清单 4.9 所示。

注： 保留信号 Q_ENTRY_SIG ， Q_EXIT ，Q_INIT_SIG在没有进入动作，退出动作或初始转换

的状态处理函数中使用会有副作用。保留信号 0 （在 QEP内部定义为 QEP_EMPTY_SIG_）

会让一个状态处理函数总能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返回超状态。

4.5.5     QEP      里保留的事件和辅助宏

为了执行进入 / 退出动作和初始转换， QEP事件处理器需要调用不同的状态处理函数并传给它们指向

包含这保留信号的对象的指针。例如，为了触发一个在Calc_on( )状态处理函数的进入动作，事件处理器

使用一个指向一个包含信号 Q_ENTRY_SIG 的事件的指针来调用 Calc_on( )函数。为了高效率， QEP

使用了 QEP_reservedEvt_[ ]这个保留事件的常数数组，它的定义如下：

     QEvent const QEP_reservedEvt_[] = {

         { (QSignal)QEP_EMPTY_SIG_, (uint8_t)0 },

         { (QSignal)Q_ENTRY_SIG,    (uint8_t)0 },

         { (QSignal)Q_EXIT_SIG,     (uint8_t)0 },

         { (QSignal)Q_INIT_SIG,     (uint8_t)0 }

     };

注： 保留信号 0 的枚举值是 QEP_EMPTY_SIG_，仅用于 QEP内部，因此它没有和其他保留信号

一起定义在公共 QEP接口头文件 qep.h 。

数组 QEP_reservedEvt_[]被设计通过使用保留信号来索引。例如，

&QEP_reservedEvt_[Q_ENTRY_SIG] 表示一个指针，指向带有保留信号 Q_ENTRY_SIG 的事件。

以下三个帮助宏被广泛的用于 QEP实现的内部（文件 qpc\qep\source\qep_pcg.h ）：

          /** helper macro to trigger reserved event in an HSM */

     #define QEP_TRIG_(state_, sig_) \

         ((*(state_))(me, &QEP_reservedEvt_[sig_]))

     /** helper macro to trigger entry action in an HSM */

     #define QEP_EXIT_(state_) \

         if (QEP_TRIG_(state_, Q_EXIT_SIG) == Q_RET_HANDLED) { \

             /* QS software tracing instrumentation for state e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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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elper macro to trigger exit action in an HSM */

     #define QEP_ENTER_(state_) \

         if (QEP_TRIG_(state_, Q_ENTRY_SIG) == Q_RET_HANDLED) { \

             /* QS software tracing instrumentation for state exit */\

         }

例如，宏 QEP_TRIG_() 使用保留事件指针参量 &QEP_reservedEvt_[sig_]调用一个给定状态处

理函数 state_ ，这里 sig_是 QEP_EMPTY_SIG_， Q_ENTRY_SIG ， Q_EXIT_SIG ，Q_INIT_SIG信

号的其中一个。请注意函数调用的语法特性是基于指向函数的指针 (*(state_))(...) 。

使用      C      和      C++      的契约设计

全部 QP 框架的构件，包括 QEP使用契约设计 (Dbc)22哲学的要素，这是一种基于精确的定义不同软

件构件相互义务（契约）的编程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把契约嵌入代码本身并在运行时间自动验

证它。 [Meyer 97] 。

在 C或 C++ 里，你可以通过使用断言来实现 Dbc 最重要的方面（见 [Myrphy 01a, 01b, Samek 03d] ）。

本书里我使用定制的断言，它们在头文件 qassert.h 定义，位于目录 qpc\include\ 和

qpcpp\include 。 qassert.h 头文件提供了许多宏，包括：

 Q_REQUIRE( )，断言一个前置条件

 Q_ENSURE( ) ，断言一个后置条件

 Q_INVARIANT( ) ，断言一个不变量

 Q_ASSERT( ) ，断言一个其他类型的一般性契约

 Q_ALLEGE，断言一个一般性的契约，而且即使在编译时间断言被禁止了也评估当前的情

况。

这些宏，每一个都和标准的库宏 assert( )类似的方法工作，给它们不同的名字仅为了表面契约的意图。第

六章 6.7.3节更加详细的讨论了 Dbc 和 qassert.h 。

4.5.6 最顶层初始转换      (QHsm_init())  

和一个非层次式 FSM相比，状态嵌套给 HSM的最顶层初始转换带来了大量的复杂性。在 HSM的初始

转换必须复杂，以为 UML 语义需要使用嵌套的初始转换去“钻入”状态层次直到到达页状态。例如，

在计算器例子的最顶层初始转换（第二章图 2.19 ）包括一下 6 步：

1. 执行和最顶层转换关联的动作

2. 执行进入动作到达状态 on

22 Design by Contract是 Interactive Software Engineering (ISE)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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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由状态 on定义的和初始转换关联的动作

4. 执行进入动作到达状态 ready

5. 执行由状态 ready 定义的和初始转换关联的动作，并且最后

6. 指向和状态 begin 关联的进入动作。在这一刻，转换已经完成，因为 begin 是没有嵌

套的初始转换的叶状态。

图 15  计算器 HSM的继承树，带有嵌套的初始转换

图 4.3 展示了和计算器状态图比较的状态继承树。 UML 规范需要较高层的状态必须先进入然

后再进入较低层的状态。不幸的是，这和由图 4.3 标明的行为继承箭头的状态处理函数的导航的自然

的方向恰好相反。如你在 4.4 节看打的，一个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返回超状态，因此很容易沿着状态

层次从低层状态回溯到高层状态。这个次序非常便于高效的实现最常使用的 QHsm_dispatch( )函数，进

入状态就比较难以实现。

QEP里的解决方法是使用一个临时的数组 path[] 记录从初始状态的目标状态开始的退出路径而

不执行任何动作（见图 4.4 ）。通过使用保留的 QEP_EMPTY_SIG_信号来调用状态处理函数，令每

一个状态处理函数不执行任何动作就立刻返回超状态。返回的超状态被保存在 path[] 数组。在到达当

前的状态后， path[] 数组被回访，精确的沿着它被退出的相反次序进入目标状态

图 16  使用 path[] 数组沿着正确的次序进入目标状态配置

程序清单 4.10bz 展示了 QHsmh_init() 函数的定义，它根据 UML 语义执行一个通用的最顶部

初始转换。除了在 C 和 C++之间细微的语法差别外， QHsm::init()成员函数的等值的 C++ 实现是一

样的。

代码列表 10  QHsm_init() 函数的定义（文件 qpc\qep\source\qep_ini.c）

(1) void QHsm_init(QHsm *me, QEvent const *e)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132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QStateHandler t;

                                /* the top-most initial transition must be taken */

 (2)     Q_ALLEGE((*me->state)(me, e) == Q_RET_TRAN);

 (3)     t = (QStateHandler)&QHsm_top;            /* HSM starts in the top state */

 (4)     do {                                        /* drill into the target... */

 (5)         QStateHandler path[QEP_MAX_NEST_DEPTH_];

 (6)         int8_t ip = (int8_t)0;               /* transition entry path index */

 (7)         path[0] = me->state;   /* save the target of the initial transition */

 (8)         (void)QEP_TRIG_(me->state, QEP_EMPTY_SIG_);

 (9)         while (me->state != t) {

(10)             path[++ip] = me->state;

                 (void)QEP_TRIG_(me->state, QEP_EMPTY_SIG_);

             }

(11)         me->state = path[0];     /* restore the target of the initial tran. */

                                                 /* entry path must not overflow */

(12)         Q_ASSERT(ip < (int8_t)QEP_MAX_NEST_DEPTH_);

             do {        /* retrace the entry path in reverse (desired) order... */

(13)             QEP_ENTER_(path[ip]);                         /* enter path[ip] */

(14)         } while ((--ip) >= (int8_t)0);

(15)         t = path[0];                /* current state becomes the new source */

(16)     } while (QEP_TRIG_(t, Q_INIT_SIG) == Q_RET_TRAN);

(17)     me->state = t;

     }

(1) QHsm_init()实现 QHsm 的“类运算”因此使用 me 指针。事件指针变量 e 可被用于给状

态机提供额外的初始参数。

(2) 在 Q_ALLEGE() 宏内部（见边栏“在 C/C++ 里的契约设计”）通过储存在状态变量 me-

>state 的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去调用初始伪状态处理函数。初始伪装态处理函数返回

Q_TRAN() 宏，它代表初始转换的目标。 Q_ALLEGE() 宏确定初始伪装态总是产生初始转换。

我使用宏 Q_ALLEGE() 是因为即使断言在编译时间被禁止了，初始状态也必须执行。

(3) 临时变量 t 存储转换的源状态。第一个源状态是顶状态。

(4) do-loop递归的执行任何嵌套的初始转换，直到到达一个叶状态为止。

(5) 临时数组 path[] 存储从初始状态的目标状态开始，在退出路径上的，指向状态处理函数的所

有指针（见图 4.3 ）。

(6) 临时变量 ip被用于作为 path[] 数组的索引。

(7) path[0]被初始化为存储目标状态，它通过在状态处理函数内部调用的 Q_TRAN( )宏被放在

me->state 里。

(8) 当前状态的超状态通过使用保留的 QEP_EMPTY_SIG_调用状态处理函数而被得到。层次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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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处理函数从不处理 QEP_EMPTY_SIG_信号，因此它返回 Q_SUPER( )宏，它把 me->state

设定为给定状态的超状态。

(9) 不断获得超状态，直到到达当前的源状态。

注：在这一刻最关键的是初始转换的目标状态实际上是源的一个子状态。

(10) 从目标的退出路径被存储在 path[] 数组。

(11) 当前状态 me->state被恢复为初始转换的原本目标。

(12) 这个断言确保 path[] 数组没有溢出（见边栏“ C/C++ 的契约设计”）。

(13) 以正确的次序进入所有储存在 path[] 数组的状态。

(14) 目标状态配置的条目直到索引 0 ，它指向目标本身。

(15) 当前状态成为新的源状态。

(16) 当前状态处理函数报告它处理初始转换时，循环一直持续。否则，这是一个叶状态，函数

QHsm_init( )工作完成。

(17) 当前状态被设为最终叶状态。

4.5.7 分派事件（      QHsm_dispatch(),       通用结构）

给HSM派发一个事件需要实现 UML 状态嵌套语义，也就是说，在全部嵌套的层次上传播这个事件，

直到它被处理或者到达顶状态。这个功能和转换的执行在函数 QHsm_dispatch( )里实现。

QHsm_dispatch( )函数是 QEP事件处理器最复杂的部分。我将把这个实现的讨论分解为 2 部分。

首先，在这一节，我解释这个函数如何处理层次式事件处理。下一节，我们深入的观察转换执行算法。

程序清单 4.11 展示了 QHsm_dispatch( )函数的一般结构。这个实现使用了许多在 QHsm_init()里

描叙的要素。代码仔细的优化了临时堆栈变量的数量的大小，试栈的使用达到最小化。除了在 C 和 C++

间细微的语法差别外，成员函数 QHsm::dispatch( )的等值的 C++ 实现是一样的。

代码列表 11  QHsm_dispatch( ) 函数的一般结构 ( 文件 \qpc\qep\source\qep_dis.c)

 (1) void QHsm_dispatch(QHsm *me, QEvent const *e) {

 (2)     QStateHandler path[QEP_MAX_NEST_DEPTH_];

         QStateHandler s;

         QStateHandler t;

         QState r;

 (3)     t = me->state;                                /* save the current state */

 (4)     do {                             /* process the event hierarchically... */

 (5)         s = me->state;

 (6)         r = (*s)(me, e);                          /* invoke state handler s */

 (7)     } while (r == Q_RET_SU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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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f (r == Q_RET_TRAN) {                             /* transition taken? */

             int8_t ip = (int8_t)(-1);            /* transition entry path index */

             int8_t iq;                    /* helper transition entry path index */

 (9)         path[0] = me->state;           /* save the target of the transition */

(10)         path[1] = t;

(11)         while (t != s) {    /* exit current state to transition source s... */

(12)             if (QEP_TRIG_(t, Q_EXIT_SIG) == Q_RET_HANDLED) {/*exit handled? */

(13)                 (void)QEP_TRIG_(t, QEP_EMPTY_SIG_); /* find superstate of t */

                 }

(14)             t = me->state;                /* me->state holds the superstate */

             }

(15)         . . .

         }

(16)     me->state = t;            /* set new state or restore the current state */

     }

(1) QHsm_dispatch( )实现 QHsm“ 类操作”，因此它使用 me 指针。这个函数的工作是根据

UML 语义处理事件 e 。

(2) 临时数组 path[] 存储从初始转换的目标状态开始的，指向状态处理函数的指针。为了节省堆

栈空间，这个数组也为了其他的用途而被重用。

(3) 当前状态被保存在临时变量 t 里。

(4) do-loop循环从当前状态层次式开始实现事件。

(5) 当前状态被保存在临时变量 s 里，以防止一个转换发生后改写 me->state 。别的情况下，变量

s 保存转换的源。

(6) 在状态嵌套的每一层，状态处理函数被调用。状态处理函数报告的事件被处理的状况被存储在

临时变量 r 里。

(7) do-loop循环持续运行，知道状态处理函数（通过 Q_SUPER( )宏）返回超状态。请注意，顶状

态处理函数忽略所有事件，因此这个循环必须终止，即使这个事件没有明确的在状态嵌套的任

何层次被处理。

(8) 如果返回的状况是 Q_RET_TRAN，最后被调用的状态处理函数必须通过执行宏 Q_TRAN()

来发生一个状态转换。（见第三章程序清单 3.6 （15））

(9) 当前状态 me->state存储转换的目标，它现在被放在 path[0] （见图 4.3 ）。

(10) 在转换之前的当前状态被复制到 path[1] ，这样变量 t 能被重用。

(11) 这个 while-loop执行从当前状态到转换的明确源状态的转换段。这一步包括了继承的状态转换

—也就是说， - 在一个比当前活动状态高层的状态里定义的转换—的情况。。

例如，假设状态 result 是在图 4.5 里的计算器状态机的当前活动状态，这时用户按了操作符按

键 (‘+’, ‘-‘, ‘*’, 或 ‘ /’)其中的一个。当函数 QHsm_dispatch( )接收到 OPER 事件，它首先调用当前的活

动状态处理函数，也就是 Calc_result( ) 状态处理函数。这个状态处理函数不处理 OPER 事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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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返回超状态 Calc_ready( ) 。 QHsm_dispatch( )函数然后调用 Calc_ready( ) 状态处理函数，它通过

使用状态转换 Q_TRAN(&Calc_opEntered)来处理 OPER 事件。然而，当前状态配置的正确退出必须包

含在退出 ready 状态之前退出 result 状态。这个退出部分在图 4.5 中用灰色表示。

(12) 在这个状态退出动作被触发。

(13) 如果退出动作被处理了，我需要通过使用空事件来调用状态处理函数，去发现超状态。如

何退出动作没有被处理，状态处理函数返回 Q_SUPER( )宏，这样 me->state已经包含了超状态。

(14) 超状态被存储在临时变量 t 里，用来和转换源状态相比较。

(15) 被省略的部分包含在程序清单 4.12 里展示的状态转换算法，它在下一节被解释。

(16) 当前状态被从变量 t 恢复，这是它在第（ 3 ）步被存储的地方。

图 17一个继承的状态转换的 2 部分

4.5.8 在状态机里实施一个转换（      QHsm_dispatch(),      转换）

在HSM里执行一个通用的状态转换，到目前为止是 QEP实现的最复杂的部分。挑战是最快的找到源状

态和目标状态的最少共同祖先 (LCA) 状态。 (LCA 是同时源状态和目标状态的超状态里的最低层次的

状态 ) 。然后转换序列牵涉到所有状态的退出动作，向上到达LCA（但是不退出 LCA本身），然后是

递归的进入到目标状态，然后使用初始转换“钻入”到目标状态配置，直到到达一个叶状态为止。

程序清单 4.12 展示了实现一个状态转换的普遍情况的 QHsm_dispatch( )函数被忽略的部分。这

部分的复杂性很大部分是在于对需要高效执行的最常用的状态转换类型的工作量的所做的优化。状态转

换算法里使用的优化准则是对状态处理函数调用达到最少，特别是（使用保留的 QEP_EMPTY_SIG_

的） empty 调用，因为它仅用于得到一个给定状态处理函数的超状态。策略就是以某种方法安排可能的

源状态 - 目标状态组合，这样从早先步骤获得的关于状态层次的信息能用于在后面的状态。图 4.6 展示

了这种状态转换拓扑的安排。这个安排是程序清单 4.12 的转换算法的基础。

图 18  在转换算法里，从最简单到复杂的转换类型的安排（程序清单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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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12 在 QHsm_dispatch( ) 函数里实现的转换算法（文件 \qpc\qep\source\qep_dis.c)

/* NOTE: continued from Listing 4.11 */

        t = path[0];                            /* target of the transition */

 (1)    if (s == t) {      /* (a) check source==target (transition to self) */

            QEP_EXIT_(s)                                 /* exit the source */

            ip = (int8_t)0;                             /* enter the target */

        }

        else {

            (void)QEP_TRIG_(t, QEP_EMPTY_SIG_);     /* superstate of target */

            t = me->state;

 (2)        if (s == t) {                /* (b) check source==target->super */

                ip = (int8_t)0;                         /* enter the target */

            }

            else {

 (3)            (void)QEP_TRIG_(s, QEP_EMPTY_SIG_);    /* superstate of src */

                                  /* (c) check source->super==target->super */

 (4)            if (me->state == t) {

                    QEP_EXIT_(s)                         /* exit the source */

                    ip = (int8_t)0;                     /* enter the target */

                }

                else {

                                         /* (d) check source->super==target */

 (5)                if (me->state == path[0]) {

                        QEP_EXIT_(s)                     /* exit the source */

                    }

                    else { /* (e) check rest of source==target->super->super..

                            * and store the entry path along the 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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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q = (int8_t)0;      /* indicate that LCA not found */

                        ip = (int8_t)1;  /* enter target and its superstate */

                        path[1] = t;       /* save the superstate of target */

                        t = me->state;                /* save source->super */

                                               /* find target->super->super */

                        r = QEP_TRIG_(path[1], QEP_EMPTY_SIG_);

 (6)                    while (r == Q_RET_SUPER) {

                            path[++ip] = me->state; /* store the entry path */

                            if (me->state == s) {      /* is it the source? */

                                iq = (int8_t)1;  /* indicate that LCA found */

                                            /* entry path must not overflow */

                                Q_ASSERT(ip < (int8_t)QEP_MAX_NEST_DEPTH_);

                                --ip;            /* do not enter the source */

                                r = Q_RET_HANDLED;    /* terminate the loop */

                            }

                            else {   /* it is not the source, keep going up */

                                r = QEP_TRIG_(me->state, QEP_EMPTY_SIG_);

                            }

                        }

                        if (iq == (int8_t)0) {    /* the LCA not found yet? */

                                            /* entry path must not overflow */

 (7)                        Q_ASSERT(ip < (int8_t)QEP_MAX_NEST_DEPTH_);

 (8)                        QEP_EXIT_(s)                /* exit the source */

                                /* (f) check the rest of source->super

                                 *                  == target->super->super...

                                 */

                            iq = ip;

                            r = Q_RET_IGNORED;    /* indicate LCA NOT found */

                            do {

 (9)                            if (t == path[iq]) {    /* is this the LCA? */

                                    r = Q_RET_HANDLED;/* indicate LCA found */

                                    ip = (int8_t)(iq - 1);/*do not enter LCA*/

                                    iq = (int8_t)(-1);/* terminate the loop */

                                }

                                else {

                                    --iq; /* try lower superstate of target */

                                }

                            } while (iq >= (int8_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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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r != Q_RET_HANDLED) { /* LCA not found yet? */

                                    /* (g) check each source->super->...

                                     * for each target->super...

                                     */

                                r = Q_RET_IGNORED;          /* keep looping */

                                do {

                                                       /* exit t unhandled? */

(10)                                if (QEP_TRIG_(t, Q_EXIT_SIG)

                                        == Q_RET_HANDLED)

                                    {

                                        (void)QEP_TRIG_(t, QEP_EMPTY_SIG_);

                                    }

                                    t = me->state;    /*  set to super of t */

                                    iq = ip;

                                    do {

(11)                                    if (t == path[iq]) {/* is this LCA? */

                                                        /* do not enter LCA */

                                            ip = (int8_t)(iq - 1);

                                            iq = (int8_t)(-1);/*break inner */

                                            r = Q_RET_HANDLED;/*break outer */

                                        }

                                        else {

                                            --iq;

                                        }

                                    } while (iq >= (int8_t)0);

                                } while (r != Q_RET_HANDLED);

                            }

                        }

                    }

                }

            }

        }

                    /* retrace the entry path in reverse (desired) order... */

(12)    for (; ip >= (int8_t)0; --ip) {

            QEP_ENTER_(path[ip])                          /* enter path[ip] */

        }

        t = path[0];                      /* stick the target into register */

        me->state = t;                          /* update the current state */

                                      /* drill into the target hierarchy... */

(13)    while (QEP_TRIG_(t, Q_INIT_SIG) == Q_RET_TRAN) {

            ip = (int8_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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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h[0] = me->state;

            (void)QEP_TRIG_(me->state, QEP_EMPTY_SIG_);  /* find superstate */

            while (me->state != t) {

                path[++ip] = me->state;

                (void)QEP_TRIG_(me->state, QEP_EMPTY_SIG_);/*find superstate*/

            }

            me->state = path[0];

                                            /* entry path must not overflow */

            Q_ASSERT(ip < (int8_t)QEP_MAX_NEST_DEPTH_);

            do {    /* retrace the entry path in reverse (correct) order... */

                QEP_ENTER_(path[ip])                      /* enter path[ip] */

            } while ((--ip) >= (int8_t)0);

            t = path[0];

        }

    }

(1) 从减少状态处理函数调用的角度来看，最简单的转换类型是转换到自己（图 4.5(a) ），因为

这个转换类型可以通过测试 (source == target)而立即确定，也就是说，没有需要调用状态处理

函数去检查这个转换类型。自我转换需要退出源状态和进入目标状态。从源状态的退出可以通

过我在 4.5.5节介绍的帮助宏 QEP_EXIT_( )立刻执行。

(2) 下一个转换类型是如图 4.5(b) 所示的拓扑。对这种转换类型的检查是 (source == 

super(target))并确需要确定目标状态的超状态。这个转换类型仅需要进入目标状态而不需要从源

状态退出。

(3) 更进一步处理，算法检查源状态的超状态。目标状态和源状态的到目前为止关于它们超状态的

信息接着被用于确定在图 4.5(c) 和 (d) 展示的 2 个转换类型。

(4) 在图 4.5(c) 的转换拓扑是点对点转换类型（也许是最常见的类型）。这个转换拓扑能通过检查

条件 (super(source) == super(target))确定，并且需要从源状态退出在进入目标状态。通过使用帮

助宏 QEP_EXIT_( )来立即执行退出动作。

(5) 在图 4.5(d) 展示的拓扑需要测试条件 (super(source) == target) ，而且仅牵涉到进入目标状态

而不用从源状态退出。

(6) 在图 4.5(c) 展示的拓扑需要探测目标状态的全部超状态直到找到一个和源状态的匹配的超状态，

或者直到到达顶状态。这算法的这个部分，层次式确定的目标状态被存储在临时数组 path[] 并

且接着被重用于根据要求的次序执行进入到目标状态配置的动作。请注意 path[0]已经保存了

目标状态本身， path[1] 保存了在前面步骤里发现的目标状态的超状态。

(7) 宏 Q_ASSERT( ) 实现了一个可定制的，嵌入式系统友好的断言。我将在第六章 6.7 节讨论在

QP 事件驱动式平台上断言的使用。

(8) 在图 4.5(e) 展示的拓扑是最后一种不需要退出源状态的转换，因此如果被处理的转换没有在

e 类别里，源状态必须被退出。

(9) 在图 4.5(f) 展示的拓扑需要遍历层次式存储在数组 path[] 的目标状态，以便找出和现在还保

持在临时变量 s 里的源状态的超状态的一个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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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图 4.5(g) 和 (h) 展示的拓扑需要遍历层次式存储在数组 path[] 的目标状态，以便找出和源

状态的任何超状态的一个匹配。

(11) 因为对一个给定源状态的超状态的每个扫描穷尽了全部可能的 LCA匹配，源状态的超状态可以

被安全的退出。

在图 4.5(a)-(h) 展示的转换类型代表了全部有效的转换拓扑，并且每一个良性结构的转换应该被确

认为 (a)-(h) 的其中一个。一旦 QHsm_dispatch( )探测到转换的类型并且执行全部可能的退出动作向上到

达LCA，它必须进入到目标状态配置。

(12) 进入到目标状态配置是简单的，仅牵涉到一个简单的 for 循环，根据数组 path[] 被填充的

相反次序扫描。

(13) 目标状态可以是组合状态并且可以有一个初始转换。因此， while 循环“钻入”到目标的直到

它探测到一个叶状态为止。算法的这部分非常类似在程序清单 4.10解说的 QHsm_init( )函数。

4.6        使用      QEP      实现      HSM      步骤的概要

使用 QEP事件处理器实现状态机是非常机械化的一个处理过程，仅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你已经在第一

章 1.7 节走过了最少一遍这个过程，在那里我解释了在飞行和射击游戏里 Ship状态机的实现。这里，

我提供了计算器状态机的实现，它在第二章 2.4 节被设计，并在这章作为一个实例被讨论。

当你知道如何编码一个 HSM，你就知道了如何编码所有HSM。因此，这一节将必要的重复在第

一章的一些描叙。然而，我觉得把全部 HSM编码步骤在一个小节里合适地概括会对今后的日常编程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为了减少重复，我在这里描叙状态机的 C++ 实现。如果你是一个 C 程序员，我

希望到现在为止，你已经熟悉“类”和“继承”的概念，并且知道如何使用 C 去编码它们。

计算器状态机的 C++ 源代码位于目录 <qp>\qpcpp\examles\80x86\dos\tcpp101\l\calc\ ，包含一下

文件：

• calc.h 包含了信号，事件的声明和Calc状态机的结构

• calc.cpp 包含 Calc状态机的实现

• bsp.h 包含了板支持包接口

• bsp.cpp 包含了板支持包函数的实现

• main.cpp 包含了 main() 函数和事件循环

• CALC.PRJ 是创建应用程序的 Turbo C++ 项目文件

同样，我提供了可执行文件而且鼓励你去使着使用它。你能在任何 Windows PC上通过双击位于

目录 <qp>\pqcpp\examples\80x86\dos\tcpp101\l\calc\dbg\CALC.EXE 运行这个实例。

计算器程序是交互性的，你能使用它执行计算。你使用键盘发送按键事件给程序，计算器显示器

的状态会显示在命令行提示。计算器认识的按键是： 0 ， 1-9 ， . ， + ， - ， * ， / ， = ， C 和

E(cancel entry CE) 。 ESC按键终止程序。其他别的按键会被忽略。

图 4.7 展示了一个屏幕截图，你可以看到计算器如何处理在第二章里曾经崩溃了 Visual Basic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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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器的表达式 2 ， - ， - ， 2 ， = 。我想挑战你能否使基于状态机的计算器崩溃。计算器开始时显示

靠显示器右边对齐的 0 [...0] 。靠显示器的右边，你能看到发送给计算器的按键。例如，第一个键是

2 。按键事件跟随着计算器 HSM为了相应这个事件而执行动作的序列。我推荐你把这个输出和图 2.19

的状态图联系起来。

图 19运行在 Windos控制台的计算器 HSM

4.6.1 第一步：枚举信号

实现的第一步包括枚举展示在状态图里（第二章图 2.19 ）能被状态机认识的全部信号，比如

C ， CE ， DIGIT_0 ， DIGIT_1_9 等待。

程序清单 4.9 展示了能被计算器状态机认识的全部信号的枚举值。注意用户层信号不是从零开始，

而是有一个偏移常数 Q_USER_SIG 。还请注意根据 QEP协议，全部信号都有后缀 _SIG一般容易的

区分信号和其他常数。为了减少混乱后缀 _SIG在状态图里被略去了。

4.6.2 第二步：定义事件

很多事件仅包含信号而不需要其他别的参数。你可以直接把它们表示为在 QEP头文件 qep.h 提供的

QEvent结构的实例。

然而，以西事件需要参数。例如，计算器信号 DIGIT_1_9_SIG 仅传递已被按下的数字按键 1...9

的其中一个，但是这个信号本身不会通知哪个数字键被按下。缺少的信息以 key_code参数的形式被到

事件里，代表被按下按键的代码。

注： 信号的粒度的选择方法是这样的，因为计算器的行为实际上是和被按下的实际数字按键无关的

（仅数字 0 需要和其他数字不同的处理，这是为什么它会被表示为一个单独的信号）。类似的，

计算器对全部操作符（ + ， - ， * ， / ）的反应是一样的，因此全部操作符使用一个信号

OPER_SIG 来表示。后面的 4.7.8节讨论如何实现优化的信号粒度。

后面是 calc.h 头文件的一部分展示你如何添加事件参数。你定义一个类 (CalcEvt) ，它继承了

QEvent类。你然后添加任何参数作为数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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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CalcEvt : public QEvent {

         uint8_t key_code;                                       // code of the key

     };

4.6.3 第三步：派生特定的状态机

在 QEP里，层次式状态机被表示为 QHsm 抽象类的子类，它在头文件 <qp>\qpcpp\include\qep.h 定义。清

单 4.13 展示了你如何从 QHsm 派生出 Calc(计算器 ) 类。

注： 你不要被第一章里 Ship状态机是从 QActive 基础类派生而不是从 QHsm 的事实困惑了。

如你将在第七章看到的， QActive 是 QHsm 的一个子类，这样 Ship状态机事实上也是从

QHsm 派生的，即使不是直接派生。

代码列表 13  从 QHsm 派生 Calc 类

(1) class Calc : public QHsm {

     private:

 (2)     double  m_operand1;    // the value of operand 1 (extended state variable)

         uint8_t m_operator;      // operator key entered (extended state variable)

     public:

 (3)     Calc() : QHsm((QStateHandler)&Calc::initial) {                     // ctor

         }

     protected:

 (4)     static QState initial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initial pseudostate

 (5)     static QState on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error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ready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result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begin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negated1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operand1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zero1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int1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frac1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opEntered(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negated2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operand2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zero2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int2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static QState frac2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143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static QState final    (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

(1) 你定义一个继承 QHsm 基础类的子类 Calc

(2) 对这个派生的类你添加任何扩展状态变量作为数据成员

(3) 典型的你提供默认的构建函数（没有参数的构建函数），它合宜的封装了传递给 QHsm 构建

函数的初始伪状态指针。

(4) 你使用展示的格式提供初始伪状态作为一个静态成员函数。

(5) 你使用展示的格式提供全部状态处理函数作为静态成员函数。

4.6.4 第四步：定义初始伪状态

下面展示的初始伪状态使用 me 指针指向它自己的类 (Calc*)作为第一个参数，一个事件指针作为第二

个参数。这里，这个特定的初始伪状态忽略了事件，但是有时候，一个初始化事件能有助于提供额外的

信息去初始化状态机的扩展状态变量。

     QState Calc::initial(Calc *me, QEvent const * /* e */) {

         BSP_clear();

         return Q_TRAN(&Calc::on);

     }

初始伪状态能初始化扩展状态变量，并执行任何其他的动作，但是它最重要的工作是使用宏

Q_TRAN( ) 设定状态机的默认状态，如上面所示。

4.6.5 第五步：定义状态处理函数

本章开始时，在清单 4.5 ，你看到了一个 Calc::operand1() 状态处理函数的例子。典型的，每一个状

态处理函数包含一个 switch 语句用来分辨事件信号 e->sig 。每一个 case 使用一个信号做标签，并使

用 return (QState) 0 结束。从状态处理函数返回的一个零指针通知 QEP事件处理器一个特点的事件已经

被处理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执行 case 语句，状态处理函数从最后的 return 语句退出，它把指针返

回给超状态处理函数。

最高层的状态没有明确的超状态，比如计算器例子里的状态 on嵌套在顶状态内。这种状态返回

&QHsm::top指针作为它们的超状态。

注： 一个状态处理函数的最后的 return 语句是你确定状态层次的唯一地方。因此，这一条代码代表

了单一的维护点，你可以改变一个给定状态的嵌套层次。

当你在编码状态处理函数时你需要注意 QEP将以不同的原因调用它们：层次式事件处理，执行

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触发初始转换，或者仅用于找出一个给定状态处理函数的超状态。一次，你不能

假设一个状态处理函数仅为了处理 case 语句的事件而被调用。你还要避免任何在 switch 语句外的代码，

特别是可能有副作用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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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进入和退出动作的代码

头文件 qep.h 提供了 2 个保留的信号 Q_ENTRY_SIG 和 Q_EXIT_SIG ， QEP事件处理器把它们传

给恰当的状态处理函数去分别执行状态进入动作或退出动作。

因此，如程序清单 4.8 所示，为了编码一个进入动作，你提供一个 case 语句，使用信号

Q_ENTRY_SIG 作为标签，列出在进入这个状态是你想执行的所有动作，并使用 return Q_HANDLED( )

结束它，这会通知 QEP进入动作已被处理了。

编码退出动作是一样的，你提供一个 case 语句，使用信号 Q_EXIT_SIG 作为标签，调用你想

在退出这个状态想执行的全部动作，并使用 return Q_HANDLED() 结束，这会通知 QEP退出动作已被

执行。

编写初始转换的代码

每个组合状态（带有子状态的状态）能有它自己的初始转换，在图里使用一个从一个黑点出发的箭头表

示，图 2.19 的计算器状态 on有这样一个转换到子状态 ready 。

QEP提供了一个保留的信号 Q_INIT_SIG，事件处理器传递它给恰当的状态处理函数去执行初始

转换。

因此，如本章清单 4.8 所示，为了编码一个初始转换，你提供一个 case 语句，使用信号

Q_INIT_SIG作为标签，列出在初始转换时你想执行的全部动作，然后使用宏 Q_TRAN() 指出目标子状

态。从 Q_TRAN() 返回的状况通知 QEP初始转换已经被处理了。

UML 规范要求初始转换的目标是源状态的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子状态。初始转换到一个非 - 子状

态（如，同级状态，或超状态）对应于一个非良性结构的状态机，并可能是事件处理器崩溃。还请注意

初始转换不能有监护条件。

编写内部转换代码

内部转换是对事件的简单反应，并从不导致状态的转换，因此也从不导致进入动作，退出动作或初始转

换的执行。

为编码一个内部转换，你提供一个 case 语句，使用触发信号作为标签，列出想执行的动作，使用

return Q_HANDLED() 通知 QEP这个事件已经被处理了。

编写常规转换代码

清单 4.5 的状态处理函数 Calc::operand1() 提供了常规状态转换的 2 个例子。为编码一个常规转换，

你提供一个 case 语句，使用吃饭信号做为标签（如 CE_SIG ），列出动作，然后使用宏 Q_TRAN() 支

持目标状态。从宏 Q_TRAN() 返回的状况通知 QEP一个状态已经执行了。

宏 Q_TRAN() 能接收在任何嵌套层次的任何目标状态，比如一个同级状态，一个子状态，一个超

状态，甚至同一个状态（转换到自身）作为转换的源。

注： QEP层次式事件处理器在任意的状态转换时刻自动的处理恰当的退出和进入动作（在

QHsm::dispatch() 函数）。所以，任何对状态机拓扑的改变（改变状态转换或状态嵌套），仅

需要重新编译状态处理函数。 QEP自动的处理并为每一个状态转换找出合适的退出 / 进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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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序列并执行初始转换。

编写监护条件代码

监护条件（或简称监护）是布尔表达式，根据事件参数的值和 / 或和状态机联合的变量（扩展状态变

量）来动态的评估。以下关于状态处理函数 Calc::begin()的定义展示了带有一个监护的状态转换的例子：

     QState Calc::begin(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OPER_SIG: {

                 if ((static_cast<CalcEvt const *>(e))->key_code == KEY_MINUS) {

                     Q_TRAN(&Calc::negated1);

                     return Q_HANDLED();                           // event handled

                 }

                 break;

             }

         }

         return Q_SUPER(&Calc::ready);

     }

监护条件简单的映射成一个 if 语句，有条件的执行动作。请注意只有 if 的 TRUE 分支包含

return Q_HANDLED() 语句，这意味着仅 TRUE 分支报告一个事件已被处理了。如果 TRUE 分支没执

行， break 语句引发一个跳转到最后的 return ，通知 QEP这个事件没有被处理。这是符合 UML 语义

的，需要当一个监护条件被评估为 FALSE时把一个事件作为未处理对待。这种情况下，事件应该向上传

播到层次的较高级（到超状态）。

监护条件后面不仅可以跟着常规状态转换，也可以是内部转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监护条件被

映射为 if 语句，仅在 TRUE 分支包含 return Q_HANDLED() 。和内部转换的唯一的差别是你返回宏

Q_HANDLED() 而不是 Q_TRAN() 。

4.7        使用      QEP      编写状态机时需要避免的错误

QEP层次式事件处理起允许创建有效的可维护的状态机 C/C++ 实现。然而，也有可能不正确的使用

QEP，因为手工编码方法给你非常大的自由度去构造你的状态机代码。这一节概括一些主要的陷阱，多

年来不同的 QEP用户都曾陷入进去，并提供了一些如何从 QEP得到最大益处的指导。

4.7.1 不完整的状态处理函数

你仅能构建完整的状态处理函数，也就是说，状态处理函数要直接包含所有从属于一个给定状态的状态

机要素（比如全部动作，全部转换，全部监护条件），这样你或任何其他人能清楚地在任何时候仅根据

状态处理函数用图画出状态。

关键是你分解代码的方法。和使用独立的 C 语句思考相反，你应该在一个较高的抽象层，使用

在 4.6 节定义的符号来编码状态，转换，进入 / 退出动作，初始转换和监护条件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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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以下在 4.4.2节前展示的计算器状态记得on状态处理函数的有问题的实现方法：

    QState Calc_on(Calc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 . .

            case C_SIG: {

                return Calc_onClear(me);               /* handle the Clear event */

            }

            . .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 .

    QState Calc_onClear(Calc *me) {

        BSP_clear();

        return Q_TRAN(&Calc_on);                           /* transition to "on" */

    }

上面的 Calc_on() 状态处理函数和我们在 4.4.2节讨论的原始实现的唯一差别在于它处理 C_SIG

信号。尽管这个有问题的实现方法原理上等效与原始版本，而且按完全相同的方法执行，但它是不完整

的，因为它没有遵循 4.6.5节的编码状态转换的方式。特别的，这个状态处理函数隐藏了有 C_SIG触发

的转换到自己的状态转换，而且从这个不完整的状态处理函数本身你不能正确的用图画出状态。

总之，也许在是用 QEP编码状态机时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原理就是，代码是一个实现，它也是

状态机的设计规范。使用 QEP编码状态机的这个视点将帮助你（和别人）很快的从代码里看出状态机

结构，并且容易并且毫无疑问的把代码映射回状态图。反之，如果状态机代码被任意搭建，即使它工作

正确，也会导致误解并因此难以维护。（见 [Samek 03f] ）。

4.7.2 非良性结构的状态处理函数

所有复杂的语义丰富的方法，包括 UML 状态机，允许创建非良性结构的。一个非良性结构的状态机天

生就是错误的，而不是偶然才有不正确的行为。例如，你能画出一个 UML 状态图，它的初始转换是以

同级状态而不是子状态为目标，或者和重叠的监护条件冲突的转换。具体的状态机实现技术，比如

QEP，引入了额外的机会让你“自作自受”。例如，可能编码一个状态处理函数让它嵌套进自身（状态

处理函数返回一个指向自己的指针）。这样一个状态机不能在一个状态图里被画出来，但是很容易使用

QEP编码。

这一节检查更多的会造成非良性结构状态机的这类情况。非良性结构状态机常常导致在 QEP代码

里的一个断言违例（见边栏“ C/C++ 里的契约设计”）。然而，一些病态结构，比如一个循环状态嵌套，

将会导致 QEP事件处理器崩溃。

4.7.3 在进入或退出动作里的状态转换

QEP用户的新手有时候试着在进入动作里使用宏 Q_TRAN() 去编写一个转换到某个状态。典型的这发

生在一个开发者把状态图和流程图搞混的时候（见 2.5.2节），并且把被进入的状态想像成正在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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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过程，当进入动作完成后它自动的进到下一个过程。

UML 不允许在进入或退出动作里的转换。在一个进入动作里编码一个状态转换的典型意图是仅

在某些条件下进入某个给定的状态，并在其他条件下转换到一个不同的状态。处理这种情况的正确的方

法是使用互补的监护条件明确的编码 2 种带有不同目标状态的转换。

4.7.4 不正确的事件指针的类型转换

如在 2.3.2节所描叙的，事件参数在处理类继承时被加入 QEvent结构。然而，事件被当作一般的

QEvent* 指针统一的传递给状态处理函数，即使它们执行不同的派生事件类。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向下

转换这个一般的 QEvent* 指针成指向特定事件子类的指针的原因，如在清单 4.4(7) 所示的例子。

然而，为了正确的执行向下转换，你需要知道转换到那个派生的事件。在这一刻你唯一拥有的信

息是事件的信号 (e->sig)，因此信号自己必须是明确的分辨出派生的事件结构。如果在许多事件类里使

用一个信号会带来问题，因为你可能会不正确的转换到错误的事件类上。

4.7.5 在进入      /      退出动作或初始转换内访问事件参数

不正确事件转换的一个特别的案例是当处理进入 / 退出动作或初始转换时访问事件参数的一个尝试，

例如，如果一个状态仅有由一个带有参数的事件触发的进来的转换， QEP用户新手有时候试着在这个状

态的进入动作里去访问这些参数。考虑以下假象代码例子：

     QState MyHSM_stateA(MyHSM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EVTB_SIG: {

                 . . .

                 /* the only way to transition to stateB */
                 return Q_TRAN(&MyHSM_stateB);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QState MyHSM_stateB(MyHSM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EvtB const *evtB = (EvtB const *)e;          /* INCORRECT cast */

                 if (evtB->foo != ) . . .                   /* INCORRECT access */

                 . . .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在 stateA 里被 EVTB_SIG 触发的转换是到达 stateB 唯一的方法。在到 stateb 的进入动作里

程序员发现需要一些在 EvtB结构的和 EVTB_SIG 联合在一起的参数 foo ，就转换一般的事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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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tB const *) 。然而，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转换，因为这时候， stateB 被进入后，原来的触发事件EvtB

不再可以访问。实际上，进入动作被保留信号 Q_ENTRY_SIG 触发，它没有和 EvtB事件结构联合。

这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一个状态可以以许多不同的转换进入，每一个转换被不同的事件触发，它

们之间没有一个在进入动作被处理后能非访问。

处理这中情况的正确方法是根据事件参数直接通过这个事件触发转换而不是在进入动作里执行。

或者，事件参数可以被存储在扩展状态变量里（你可以通过 me 指针来访问状态机结构的成员）。扩展

状态变量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访问的，这样，即使在进入 / 退出动作或初始转换时，它们也可以被使用。

4.7.6 在初始转换里以非子状态为目的状态

所有的初始转换必须以定义这个初始转换的状态的直接或间接子状态为目标。图 4.8(a) 展示了几个正

确初始转换的例子。请注意一个初始转换可以越过多层状态层，但是它必须总是一某个给定状态的直接

或间接子状态为目标。图 4.8(b) 展示了一个例子，强调了在stateA1以 stateA21 为目标的初始转换。

问题在于 stateA21 不是 stateA1的一个子状态因此在图 4.8(b) 的状态机根据 UML 语义是非良性结

构的。在 QEP里编码这样的初始转换将崩溃事件处理器。

图 20  正确的初始转换 (a)和不正确的初始转换 (b)

4.7.7 在      switch      语句外面编码

作为 QEP用户，你需要理解通过函数 QHsm_dispatch() 分发给状态机的每一个事件，可能潜在的造成许

多状态处理函数的调用，并且其中一些也许被调用多次。这是因为事件处理器需要调用事件处理函数去

执行层次式事件处理，处理进入 / 退出动作，初始转换，或简单的找出一个给定状态的嵌套层次。因此，

你不应该假设一个状态处理函数将被精确的为某个给定事件调用一次，因此你补习避免在处理事件的主

switch 语句外面的任何代码，特别是那些有副作用的代码。

例如，以下状态处理函数是肯定没有效率，并可能不正确的，因为每次这个状态处理函数被调用

时都执行一次 for 循环，它并没有给在 switch 语句里的 case 后的事件使用。

     QState MyHSM_stateA(MyHSM *me, QEvent const *e) {

         for (i = 0; i < N; ++i) { /* PROBLEMATIC: expensive loop outside switch */

             doSomethingExpensive();

         }

         switch (e->sig) {

             . .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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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应该避免在主 switch 语句外面分配和初始化任何自动变量。我特别推荐在每一个 case 语句后

使用花括号，这样，你可以在每个单独的 case 语句里分配和初始化自动变量。下面的代码说明了这样的

情况：

     QState MyHSM_stateB(MyHSM *me, QEvent const *e) {

         uint32_t tmp = 0x12345678;       /* initialization occurring every time */

         switch (e->sig) {

             . . .

             case MY_EVT_SIG: {

                 uint32_t tmp = 0x12345678;  /* initialization only in this case */

                 . . .

             }

             . .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4.7.8 不够优化的信号粒度

没有其他条件能像事件的合适的粒度和语义那样重要的影响到状态机的复杂性和效率了。信号的优化性

粒度处在在过份精细和过份粗略之间。

如果你重复的发现在使用相同的的方法处理相同的一群信号，这表明信号粒度过份精细。例如，

回忆计算器例子（第二章 2.4 节）。计算器 HSM使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从 1 到 9 的全部数字。因此，

为每一个数字引入一个分离的信号将导致一个过份精细的信号粒度，这会不必要的膨胀状态处理函数

（你将看到需要分别处理的很长的 case 语句表）。相反，计算器状态图把数字 1 到 9 的群表示为一个

信号 IDC_1_9_SIG(见图 2.19)。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频繁的使用监护条件测试事件参数，这表示信号的粒度太粗略了。这种情况下，

事件参数变成了实际上的信号。考虑 Windows消息 WM_COMMAND ，它被频繁的用于 Windows 

GUI 应用程序里全部按钮和目录。这个信号太粗略，因为 Windows 应用程序典型的必须测试和

WM_COMMAND 联合的 wParam 参数去确定实际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 wParam 的值是实际上

的信号。这样，过份粗略的信号粒度造成了一种次优化（和不很简练）的额外的，嵌套在

WM_COMMAND 语句里的基于 wParam 参数的 switch 语句。当你遇到信号过份粗略，你应尝试的

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把信号派发到状态机机前，把信号从新定义或重新映射到合适的粒度层次。然而，如

果你不能做到，你应该把全部事件上的信号包括在你的状态处理函数内。最常见到的是，信号派发的额

外层次（比如基于 wParam 的 switch 语句）结束于一个单独的函数，这会造成我们在 4.7.1节讨论的

状态处理函数的不完整性。

4.7.9 违反运行      -      到      -      完成语义

全部状态机范型，包括 UML 状态图，普遍的假设运行 - 到 - 完成（ RTC）的处理事件的语义。

RTC意味着一个状态机必须总是在它开始处理下一个事件前已经完成前面事件的处理。RTC约束是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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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状态机必须总是由一个稳定的状态配置通过一个不可分割的步骤（ RTC步骤）到达另一个稳定的状态

配置这个事实得来的。一个状态机在到达一个稳定的状态配置前它不能接收事件。

RTC语义在 QEP实现里是隐含的，因为每一次对函数 QHsm_dispatch( )调用代表了一个 RTC步

骤。在单一线程系统里，比如在本书里讨论的全部实例里， RTC语义不可能被违反，因为每一个函数在

它能被再次调用前必须返回。然而，在多任务环境里，即使一个简单的超级循环（main和 ISR ）， RTC

语义可以被很容易的违反，比如当一个状态机在后台循环里还在忙于处理前一个事件，这时从某个 ISR

里派发一个新事件给这个状态机。

4.7.10    对当前事件无意的破坏

一个非常讨厌和难以调试的RTC语义违反情况是一个在 RTC步骤完成前对当前事件的无意的破坏。在

QEP里状态处理函数仅使用一个指向事件的指针，而不是整个事件对象的复制品。因此有可能被事件指

针指向的内存在 RTC步骤完成前已经被破坏了。

例如，再次考虑超级循环（main和 ISR ）构架。一个 ISR 产生了一个事件并设置了一个全局标

志去触发一个运行在后台的状态机。后台循环开始处理这个事件，但在它完成前，第二个中断剥夺了后

台循环。这个 ISR 产生了第二个事件，复写了第一个事件所使用的内存。即使 ISR 仅设置一个标志而

不是直接调用状态机，也违背了 RTC语义。

在多任务系统里确保 RTC语义的一般解决方案是在一个状态机忙碌时使用事件队列存储事件。

一个线程安全的排队并派发到多个并发执行的状态机的机制可以被泛化并被重用，而不必在每次写应用

程序时从零开始重复劳动。事实上全部 GUI 系统（比如微软 Windows ， X-Windows 和其他系统）都

是这类可重用性构架的例子。 QEP可被用于实际上任何这类事件驱动型架构。特别的， QEP和 QF 事

件驱动型框架结合后，特别适合实时嵌入式系统的领域。我在第六章介绍 QF 组件。

4.8        移植和配置      QEP  

为一个特定的 CPU和编译器改写 QEP软件被称为移植。你通过提供qep_port.h头文件来移植并配置

QEP事件处理器，这个文件被包含在所有组成 QEP的源文件里。（见清单 4.1 ）。

代码列表 14  对 80x86 的 QEP移植文件 qep_port.h头文件，在目录 qpc\ports\80x86\dos\tcpp101\l\

     #ifndef qep_port_h

     #define qep_port_h

                        /* special keyword used for ROM objects (none for 80x86) */

 (1) #define Q_ROM

                   /* mechanism of accessing const objects in ROM (far pointers) */

 (2) #define Q_ROM_VAR           far

                                            /* 1-byte signal space (255 signals) */

 (3) #define QEP_SIGNAL_SIZE     1

                  /* exact-width types. WG14/N843 C99 Standard, Section 7.1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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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5) #include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ep_port_h */

(1) 宏 Q_ROM 允许把常数对象比如查找表，参数字符串等强制性放到 ROM 而不是在 RAM 。

在哈佛架构的 CPU上（比如 8051或 Atmel AVR ），代码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并通过不同的

CPU指令来存取。编译器常提供特定的扩展关键字来指定代码或数据空间，比如 IAR8051 编

译器的 __code 扩展关键字。这里，对 80x86 CPU 来说，宏 Q_ROM 的定义为空。

(2) 宏 Q_ROM_VAR确定了用来存取 ROM 对象的指针类型，因为许多编译器提供了不同大小

的指针来访问在不同内存地址的对象。分配在 ROM 的常数对象常强制使用特点大小的指针

（比如 far 指针）来访问 ROM 对象。一个有效的 Q_ROM_VAR 定义的实例是

__far（Freescale HC(S)08编译器）。

注： 请注意宏 Q_ROM 和 Q_ROM_VAR指的是对象定义的不同部分。宏 Q_ROM 规定分配一个

对象的 ROM 内存类型。它允许编译器为哈佛结构的 CPU产生存取这种 ROM 对象的不同

的指令。另一方面，宏 Q_ROM_VAR 规定了存取 ROM 数据的指针的大小（比如 far 指

针），这样它仅指定对象地址的大小，而不是对象本身。宏 Q_ROM_VAR 用于冯诺伊曼机器。

如果你不定义 Q_ROM 或 Q_ROM_VAR ， qep.h 头文件将提供默认的空定义，这意味着不

需要特定的扩展关键词来正确的分配和存取常数对象。

(3) 宏QEP_SIGNAL_SIZE配置了 QSignal 类型（见 4.3.1节）。如果没定义这个宏， qep.h 将会

选用默认的 1字节长度。有效的 QEP_SIGNAL_SIZE值是 1 ， 2 ，或 4 ，对应的 QSignal

分别是 uint8_t ， uint16_t 和 uint32_t 。 QSignal 数据类型确定了你的应用程序里信号数量

的动态范围。

(4) 移植 QEP需要提供 C99 标准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以符合所选用的 CPU和编译器选项。对较

新的 C 和 C++ 编译器来说，你仅需包含由编译器供应商提供的标准头文件 <stdint.h>。对较旧

的编译器，你需要提供对这 6 个基本精确宽度的整数类型的 typedef。

(5) qep_port.h平台的特点头文件必须包含 qep.h 平台独立头文件。

4.9        小结

几乎全部实际使用的状态机可以从通过层次式状态嵌套来重用行为而很大程度的受益。传统上，状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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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被认为是一个高级的特征，只能使用 CASE 工具来自动生成代码。然而，使用一个通用的事件处理器

允许非常直接的手工编码 HSM。

本章描叙了一个晓得，通用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 QEP。这个事件处理器包括 2 个类： QHsm

用于状态机的派生， QEvent用于待遇参数的事件的派生。在 QHsm 类里实现的事件派发算法在这些年

里在速度和空间上被仔细的优化。最近的 QEP版本对每一个状态机仅需要一个在 RAM 里的单独的指

向函数的指针，并通过非常神舟的调整自动变量和避免任何递归调用状态处理函数的方法达到了堆栈的

使用的最小化。状态处理函数是一个廉价的工具，你能使用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除了代码空间大小

外）。

使用 QEP实现 HSM是直接的，因为层次式状态处理器替你做了绝大多数繁重的工作。事实上，

即使最复杂 HSM的编码也变成对几条直接规则的简单的应用。当你的设计发展时， QEP允许你容易的

改变钻探机的拓扑。特别的，没有任何转换链必须被手工编码。改变一个之后的目标，你修改宏

Q_TRAN() 的参数。类似的，改变某个给定状态的超状态，你修改相应的状态处理函数的最终 return 语

句。全部这些改变都限制在一条代码上。

在使用 QEP来编码状态机时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源代码是，源代码是实现，同事也是你的

状态机的可执行规范。你不要用使用分散的 C或 C++ 语句来思考，而应该使用状态机元素比如状态，

转换，进入 / 退出动作，初始转换，和监护条件来思考。当你思维产生了这个“量子跃迁”，你将不再

和令人费解的“意大利面条”代码做斗争。你将开始在一个较高的抽象层来思考，用最好的方法把行为

分区到各个状态，在任何给定时间的有哪些可用事件，以及你的状态机的最优化的状态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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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状态模式

科学就是成功方法的集合。

--Paul Valery

在上一章，你学习了如何使用在 C 和 C++ 里使用通用层次式事件处理器 QEP实现层次式状态机

（HSM）。事实上， QEP允许一种比较机械化的在状态模型和代码之间一对一的映射。经过一些实践

后，你将会忘记如何辛苦的把状态模型翻译成代码，而且，你将会直接使用 C或 C++来创建状态机。

在这一点，你将不再和 15层 if-else 语句和无数标志做斗争。你将开始在一个较高的抽象层来思

考，用最好的方法把行为分区到各个状态，在任何给定时间的有哪些可用事件，以及你的状态机的最优

化的状态层次。

然而，对一个较大的状态机提供一个好的程序结构并不容易。有经验的开发者知道一个可重用的

和灵活的状态机设计难以在第一次就正确。并且，有经验的设计者多次实现好的状态机，但是新手被可

用的选项压垮，并趋向于返回他们以前用过的复杂的 if-else 结构和多种标志。

区分专家和新手的一个标准是是否具有确认以前所处理过的问题的相识性并重用那些已经被证明

为有效方法的能力。为了分享他们的专长， OO 设计师开始把已被证明的解决方法分类给为重现的问题，

这被称为面向对象的设计模式 [GoF 95] 。类似的，状态模式开始出现 [Douglass 99] 。和关注于构造类

和对象的优化方法的 OO 模式相反，状态模式关注于有效的方法去构造状态，事件和转换。

一个状态模式同 OO 模式一样有以下 5 个基本要素：

1. 模式名 — 标志一个模式的问题，解决方法和后果的 1或者 2 个词。一个好的名字是很重

要的因为它将成为你词汇表的一部分。

2. 问题 — 模式要处理的问题的说明。一个问题常常由一个实例来激发。

3. 解决方法 — 组成解决方法的各种要素的描叙（状态，转换，事件，动作和扩展状态变

量）以及它们的关系，责任和协作。

4. 实例代码 — 关于使用这个模式的一个具体实现实例的报告。通常实例代码实现有代表性

的例子。

5. 结论— 结果以及使用这个模式的取舍。

在本章里，我提供一个关于 5 种基本状态模式的微型目录（表 5.1 ）。开始的 2 个是关于普通

问题的相对简单的状态机解决方案。其他 3 个方案是比较高级的或可以在 UML 状态机包里找到更多

特征的 [OMG 07]，但是在 QEP事件处理器里没有被直接支持。全部这些模式的首要主题是通过层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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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嵌套来重用行为，而不是像以前已发表的状态模式的文献主要围绕正交区域来讨论的解决方案

[Douglass 99] 。在这里提供的状态模式的另外不同的方面是它们都使用可执行的代码来说明。一个单独

的状态图不足以用来理解一个状态模式因为魔鬼总是在细节中。为了确实能够有用，一个模式必须伴随

着一个具体的工作代

码可以帮你真正理解和评估这个模式并给你自己的实现一个良好的开始。

本章的许多例子使用我将在第六章介绍的 QF 实时框架实现。 QEP组件本身不够充分，因为它

仅提供了被动的事件处理但是缺少一些必要的元素比如事件循环，事件队列，和定时服务。 QF 框架提

供了这些缺少的组件。然而，全部模式都可以和任何其他事件驱动式架构比如 GUI 系统 (Windows, 

Mac, X11等 ) 一起使用。

表格 1  本章讨论的状态模式的小结

模式名称 意图

终极钩子

(5.1节 )
提供一个共同的观感，但是允许客户定制一个系统的行为的每一个方面。

提醒者

(5.2节 )
创造一个事件并把它发送给自己。

延迟的事件

(5.3节 )
控制事件的顺序。

正交组件

(5.4节 )
把状态机作为组件使用。

转换到历史

(5.5节 )
转换到一个给定组合状态的最近的状态配置。

本章描叙的状态模式都不是新的或者未被证明的状态机设计。事实上，通过定义，一个状态模式

是一个已被证明了的，用于处理反复发生的问题的，实际生活中的事件驱动型系统的已经成功的解决方

案。然而，基本状态模式的绝大部分以前没有被文档化（起码没有使用一种详细的可执行代码说明）。

它们要不就是不同编程团体（比如 GUI团体或嵌入式团体）里传说的一部分，要不就是一些成功系统的

要素，但是这二者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都是不容易学习的。因此，尽管状态机设计不是新事务，但是这里

它们被使用一种新的和更加可接近的方法来提供。

5.1        终极钩子

5.1.1 目的

提供共同的设施和方式来处理事件但是让客户重载 (override)并定制系统行为的每一个方面。

5.1.2 问题

许多事件驱动型系统需要一致性方式来处理事件。在一个 GUI 设计里，一致性是用户接口的典型性观感

的一部分。挑战是在系统层软件要提供这样一种共同的观感，客户程序可以容易的默认方式使用它们。

同时，客户必须能够容易的重载默认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如果他们想这么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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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是使用差异化编程，具体地在这个情况下，是层次式状态嵌套的概念。一个组合状态可以定义

默认的行为（共同的观感）并提供一个“外壳”给嵌套的客户子状态。状态嵌套的语义提供了所必需的

处理全部事件的机制，首先在客户代码（嵌套状态）的上下文再自动的转送所有不处理的事件给超状态

（默认行为）。使用这个方法，客户代码拦截每一个激励并能够重载行为的每一个方面。为了重用默认

行为，客户简单的忽略某个事件并让超状态来处理它（子状态从超状态继承行为）。

图 21  终极钩子状态模式

图 5.1 展示了使用为状态而做了修改的合作符号的终极钩子状态模式。标签为 <<state pattern>>

的虚线椭圆框表示状态之间的协作。从椭圆框出发的虚线箭头表明在这个模式里的状态角色。每个状态

执行在粗实线框里写明的角色。例如，状态“ generic”执行这个模式的类属超状态角色，状态

“ specific”执行特定子状态的角色。

像这样的一个图尝试着表达一个抽象的模式，但是仅能展示这个模式的一个具体例子（实例）。

在这个实例里，图 5.1 里具体的“ generic”模式把事件 A和 B 作为内部转换处理，把事件 C 作为转

换到自己来处理，把事件 D作为这个状态机的终止来处理。具体的状态“ specific”重载了事件 A并

提供了它自己的初始化和清理代码（分别在进入和退出动作里）。当然，这个模式的另一个实例可以实

现完全不同的事件和动作。

值得注意的一些要点展示在这个状态图里。首先，是整体的经典状态机结构，它在最高层，包含

一个组合状态（类属超状态的模式角色）。事实上，每一个应用程序可以从拥有这样一个最高层状态而

获益因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可以在这里定义一些公共的政策，然后它们被全部（任意复杂的）子状

态机继承。

注： 如在第二章 2.3.2节所描叙的，每一个 UML 状态机是一个隐含顶状态的子状态机，这样它

拥有在这里说解说的经典结构。然而，因为你不能重载这个顶状态，你需要另一个你能够定制

的最高层状态。

在这样一个经典结构里，复位这个状态机的一个有用的习惯用法是在超状态“ generic“里的一

个空（没有动作）的转换到自身（图 5.1 的转换 C ）。这样一个转换造成了一个从全部嵌套的状态

（包括这个“ generic”超状态）的递归式退出，接着是从最高层状态的初始转换开始的初始化动作。

这种复位状态机的方法可能是最安全的，因为它保证了从退出动作执行的合适的清理和从进入动作和嵌

套的初始转换的执行的完全的初始化。类似的，终止一个状态机的最安全的方法是通过一个明确的从类

属超状态到“最终”状态的转换（图 5.1 转换 D）因为全部相关的退出动作被执行。。 QEP事件处理

器没有提供一个类属最终状态（在 UML 里的标志是牛眼）。相反，在图 5.1 的状态图推荐了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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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它包含了一个明确命名为 final的状态，在它的进入动作里编写了特定应用程序的终止代码。23

5.1.4 代码样本

终极钩子状态模式的实例代码在目录 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hook\ 。你可以通过双击在 dbg\

子目录的文件 HOOK.EXE来执行这个程序。图 5.2 显示了由 HOOK.EXE 程序产生的输出。清单

5.1 展示了图 5.1 的终极钩子的例子的实现。

图 22  HOOK.EXE产生的输出

代码列表 15  终极钩子实例代码（文件 file.c ）

(1) #include "qep_port.h"

     typedef struct UltimateHookTag {              /* UltimateHook state machine */

 (2)     QHsm super;                                         /* derive from QHsm */

     } UltimateHook;

     void   UltimateHook_ctor    (UltimateHook *me);                     /* ctor */

 (3) QState UltimateHook_initial (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UltimateHook_generic (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UltimateHook_specific(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UltimateHook_final   (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3) enum UltimateHookSignals {                        /* enumeration of signals */
         A_SIG = Q_USER_SIG,

         B_SIG,

         C_SIG,

         D_SIG

     };

     /*..........................................................................*/

     void UltimateHook_ctor(UltimateHook *me) {

         QHsm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UltimateHook_initial);

     }

     /*..........................................................................*/

     QState UltimateHook_initial(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

23 在第二章设计和第四章编码的计算器 HSM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经典状态机结构，使用这个复位和终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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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top-INIT;");

         return Q_TRAN(&UltimateHook_generic);

     }

     /*..........................................................................*/

     QState UltimateHook_final(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final-ENTRY(terminate);\nBye!Bye!\n");

                 exit(0);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UltimateHook_generic(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 . .

             case Q_INIT_SIG: {

                 printf("generic-INIT;");

                 return Q_TRAN(&UltimateHook_specific);

             }

             case A_SIG: {

                 printf("generic-A;");

                 return Q_HANDLED();

             }

             case B_SIG: {

                 printf("generic-B;");

                 return Q_HANDLED();

             }

             case C_SIG: {

                 printf("generic-C(reset);");

 (5)             return Q_TRAN(&UltimateHook_generic);

             }

             case D_SIG: {

 (6)             return Q_TRAN(&UltimateHook_final);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UltimateHook_specific(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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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 (e->sig) {

 (7)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specific-ENTRY;");

                 return Q_HANDLED();

             }

 (8)         case Q_EXIT_SIG: {

                 printf("specific-EXIT;");

                 return Q_HANDLED();

             }

 (9)         case A_SIG: {

                 printf("specific-A;");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UltimateHook_generic);               /* the superstate */

     }

(1) 每一个 QEP应用程序需要包含 qep_port.h（见第四章 4.8 节）。

(2) 从 Q Hsm派生的结构 UltimateHook 。

(3) UltimateHook 声明了 initial( )伪装态和 3 个状态处理函数： generic( ),specific( ) 和 final( ) 。

(4) 枚举信号 A到 D。

(5) 在 generic状态里的转换到自己，用来表示复位。

(6) 转换到明确的 final状态，用来表示终止。

(7-8) 在 specific状态的进入和退出动作提供了初始化和清理的功能。

(9) 在 specific状态内的内部转换 A重载了在 generic超状态的相同转换。

部署终极钩子的一个选项是把代码组织成一个库，它特意的没有包含 UlimtateHook_specific( ) 状

态处理函数的实现。客户然后可以提供他们自己的实现并链接到库而获得类属行为。使用这个技术的一

个设计实例是微软的 Windows ，它需要客户代码为 Windows 应用程序定义 WinMain( ) 函数用来链

接。

这个技术的 C++ 版本的另一个选项是以如下方式声明 UlimtateHook::specific( ) 状态处理函数：

     QState UltimateHook::specific(UltimateHook *me, QEvent const *e) {

         return me->v_specific(e);                               /* virtual call */

     }

这里成员函数 UlitimateHook::v_specific(QEvent const *e)通过对 UltimateHook 类进行子类

化而被声明为一个纯虚拟 C++ 成员函数 v_specific( ) 。这个方法把传统的类继承和行为继承结合起来。

更精确的说，在这里终极钩子代表了 Template Method 设计模式 [GoF 95] 的一个特别的实例。

5.1.5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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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供的终极钩子状态模式是它最有限的版本—完全和它被用在 GUI 系统里（如微软 Windows ）一

样。特别的， gerneric 超状态和 specific子状态都没有展现任何有趣的状态机拓扑。唯一明显的特征是

层次式状态嵌套，它可以被递归的用于 specific子状态。例如，在任何层次，一个 GUI窗口可以有嵌套

的子窗口，它在父窗口之前处理事件。

然而，即使是它最有限的版本，终极钩子状态模式也是重用行为的一个基本的技术。事实上，使

用经典结构的每一个状态模型都隐含的使用这个模式。

终极钩子状态模式有以下结论：

 specific子状态只需要知道它将重载的事件。

 可以容易的加入新事件到高层 generic超状态而不会影响 specific子状态。

 难以去掉或者改变客户已经在使用的事件的语义。

 在许多嵌套层次间（如果 specific子状态有嵌套的子状态）传递每一个事件的成本很高。

终极钩子状态模式和 Template Method 设计模式关系很近，可以通过应用整个状态机的继承来范

型化。

5.2        提示器

5.2.1 目的

通过创造并发送给本身一个事件而使状态图拓扑更加灵活。

5.2.2 问题

在状态建模时，一个公共事件常常把系统的一些松散的功能很强的耦合起来。考虑这个例子，在周期性

数据采集时需要在一个预定的速率查询一个传感器产生的数据。假设一个周期性 TIMEOUT 事件以一

个需要的速率被派发给系统用来提供查询传感器的触发。因为系统仅有一个外部事件 (TIMEOUT 事件 ) ，

看来好像这个事件需要同时触发查询传感器功能和处理数据功能。一个直接的但是不够优化的解决方法

是把状态机组织成 2 个不同的正交区域（用来查询和处理）24 。然而，正交区域增加了派发事件的成

本（参考“正交组件”模式）并且需要在区域间复杂的同步，因为查询和处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5.2.3 解决方法

一个更简单并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创造一个触发（ DATA_READY ）并把它传播给自己作为一个数据

已经准备好接受处理的提示器。这个新的触发提供了一个把查询数据和处理数据解除耦合并且不需要使

用正交区域的方法。此外，你可以使用状态嵌套把这 2 个功能安排为一个层次式关系25 ，这给你对行

为更多的控制。

在最基本的安排里， processing状态可以是 polling 的子状态，它简单的继承 polling 行为，这

样 polling 作为 processing的背景动作发生。然而， processing状态也可以选择重载 polling 。例如为了

不让 CPU被传感器数据淹没， processing可以偶尔阻止 polling 。图 5.2 的状态图展示了这个选项。

processing的 busy子状态重载了 TIMEOUT 事件，从而阻止了这个事件在较高层次的 polling 超状态被

24 这个例子展示了一个在[Douglass 99]描叙的 Polling 状态模式的另一个设计。
25 用这种方式使用状态层次和使用正交区域相比，通常会更加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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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图 23  提示器状态模式

这个解决方法的进一步的灵活性需要精确的控制创造的 DATA_READY 事件，它不需要在原始

TIMEOUT 事件每一次发生时被传递。例如，为了提供性能， polling 状态可以缓存原始传感器数据并

仅在缓存区填满后在生成 DATA_READY 事件，图 5.2 展示了使用 if(…) 条件的这个选项，它在

polling 状态的 postFIFO(me, DATA_REDY) 的前面。

5.2.4 代码样本

提示器状态模式的实例代码在目录 qpc\example\80x86\dos\tcpp101\l\reminder\ 。你可以通过双击 dbg\ 子

目录下的文件 REMINDER.EXE来执行程序。这个程序打印每一次（到 busy或 idle 的）状态进入，以

及分别在 polling 和processing里处理的 TIMEOUT 事件的次数。清单 5.2 展示了图 5.3 的提醒器模

式的实现代码。

图 24  REMINDER.EXE 的输出

Reminder 状态模式给自己派发提醒器事件。这个操作牵涉到事件排队并且不被原生 QEP事件处

理器支持。因此这个实例代码使用 QEP事件处理器和 QP 试试框架，它们都是 QP 事件驱动式框架

的组件。 QF 组件提供了事件排队和时间事件，这 2 者都被用于实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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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16  提醒器实例代码（文件 reminder.c）

(1) #include "qp_port.h"                                        /* QP interface */

     #include "bsp.h"                                   /* board support package */

     enum SensorSignals {

         TIMEOUT_SIG = Q_USER_SIG,                /* the periodic timeout signal */

 (2)     DATA_READY_SIG,                         /* the invented reminder signal */

         TERMINATE_SIG                              /*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

     /*..........................................................................*/

     typedef struct SensorTag {                      /* the Sensor active object */
 (3)     QActive super;                                   /* derive from QActive */

 (4)     QTimeEvt timeEvt;                       /* private time event generator */

         uint16_t pollCtr;

         uint16_t procCtr;

     } Sensor;

     void Sensor_ctor(Sensor *me);

                                               /* hierarchical state machine ... */

     QState Sensor_initial   (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Sensor_polling   (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Sensor_processing(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Sensor_idle      (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Sensor_busy      (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Sensor_final     (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
     void Sensor_ctor(Sensor *me) {

         QActive_ctor_(&me->super, (QStateHandler)&Sensor_initial);

 (5)     QTimeEvt_ctor(&me->timeEvt, TIMEOUT_SIG);            /* time event ctor */

     }

     /* HSM definition ----------------------------------------------------------*/

     QState Sensor_initial(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

         me->pollCtr = 0;
         me->procCtr = 0;
 (6)     return Q_TRAN(&Sensor_polling);

     }
     /*..........................................................................*/
     QState Sensor_final(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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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final-ENTRY;\nBye!Bye!\n");

                 BSP_exit();                        /*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Sensor_polling(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 periodic timeout every 1/2 second */

 (7)             QTimeEvt_postEvery(&me->timeEvt, (QActive *)me,

                                    BSP_TICKS_PER_SEC/2);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QTimeEvt_disarm(&me->timeEvt);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INIT_SIG: {

                 return Q_TRAN(&Sensor_processing);

             }

 (8)         case TIMEOUT_SIG: {

                 static const QEvent reminderEvt = { DATA_READY_SIG, 0 };

                 ++me->pollCtr;

                 printf("polling %3d\n", me->pollCtr);

                 if ((me->pollCtr & 0x3) == 0) {                     /* modulo 4 */

 (9)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me, &reminderEvt);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ERMINATE_SIG: {

                 return Q_TRAN(&Sensor_final);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Sensor_processing(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INIT_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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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Q_TRAN(&Sensor_idle);

             }

         }

         return Q_SUPER(&Sensor_polling);

     }

     /*..........................................................................*/

     QState Sensor_idle(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idle-ENTRY;\n");

                 return Q_HANDLED();

             }

             case DATA_READY_SIG: {

(10)             return Q_TRAN(&Sensor_busy);

             }

         }

         return Q_SUPER(&Sensor_processing);

     }

     /*..........................................................................*/

     QState Sensor_busy(Senso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busy-ENTRY;\n");

                 return Q_HANDLED();

             }

(11)         case TIMEOUT_SIG: {

                 ++me->procCtr;

                 printf("processing %3d\n", me->procCtr);

                 if ((me->procCtr & 0x1) == 0) {                     /* modulo 2 */

                     Q_TRAN(&Sensor_idle);

                 }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Sensor_processing);

     }

(1) Reminder 状态模式给自己派发提醒器事件。这个操作牵涉到事件排队并且不被原生 QEP事件

处理器支持。因此这个实例代码使用 QEP事件处理器和 QP 试试框架，它们都是 QP 事件

驱动式框架的组件。 QF 组件提供了事件排队和时间事件，这 2 者都被用于实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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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事件排队和事件驱动式定时服务实际上在每一个事件驱动式构架里是现有的。例如，

WindowsGUI 应用程序可以调用 PostMessage( ) Win32 API 去列队消息， WM_TIMER消息

去接收定时器更新。

(2) 创造的提醒事件信号（这里是 DATA_READY ）同系统其他信号一样枚举。

(3) Sensor 状态机从 QF 类 QActive 派生，它结合了一个 HSM，一个事件对了和一个执行线程。

QActive 类实际上冲 QHsm 派生，这意味着 Sensor也间接的从 QHsm 派生。

(4) Sensor 状态机声明它自己私有的时间事件。时间事件被 QF 实时框架管理。第七章 7.7 节

详细的讲解了 QTimeEvt功能。

(5) 时间事件必须被实例化，这时它永久的和一个给定信号 ( 这里是 TIMEOUT_SIG) 结合在一起。

(6) 最顶初始转换进入到 polling 状态，然后进入 idle 子状态。

(7) 在进入 polling 状态时时间事件被设定来生成每秒 2 次的周期性 TIMEOUT_SIG 事件。

注： 在 QF 里，和其他 RTOS 一样，时间单位是时间滴答“ time tick” 。板支持包（ BSP ）定义

了常数 BSP_TICKS_PER_SEC 把 ticking 速率和秒联系起来。

(8) 在设定后，时间事件以规定的速率生成 TIMEOUT_SIG 事件。因为 idle 状态和 processing状

态都不处理 TIMEOUT_SIG 信号，这个信号由 polling 超状态处理。

(9) 在一个较低的速率（这个例子里是每 4 次）， polling 状态生成提示事件 (DATA_READY)，

它发送给自己。通过调用由 QF 实时框架提供的 QActive_postFIFO( )函数来发送事件。

(10) 提醒事件引发了一次从 idle 到 busy的转换。

(11) busy状态重载了 DATA_READY_SIG 信号，在几次 TINEOUT事件转换后，转换到 idle 。

这个循环一直重复发生。

5.2.5 结论

尽管概念很简单，提醒器状态模式有深远的重要性，它可以处理超过这里展示的实例的更多问题。你可

以把它当作瑞士军刀使用，几乎可以处理状态机拓扑的任何问题。

例如，你也可以使用提醒器方法来消除麻烦的补充性转换，在 UML 规范里，这类转换没有一个

明确的触发（它们隐含的由补充性事件，也叫无名事件，触发）。 QEP事件处理器需要全部转换有明确

的触发，因此这个模式不支持补充性转换。然而，提示器模式提供了一个方法。你可以为每一个转换创

造一个明确的触发在发送它给本身。这个方法事件上给你对行为更好的控制因为你可以明确的规定补充

性规则。

提醒器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把较长的 RTC步骤分解为较短的几个步骤。如在第六章详细

解释的，较长的 RTC步骤恶化了状态机的响应并加重了事件队列的压力。通过为连续工作创造一个触发，

如同你在电脑上贴一张 POST-IT 提醒你自己当别人打断你时候你从某些较长的任务离开时的地方，提

醒器模式可以帮你把 CPU密集处理过程（比如迭代）分解。你也可以创造事件变量来携带上下文，这

将允许下一个步骤取得上一个步骤留下的地方（例如，下一个迭代的索引）。较长处理过程的碎片化的

优点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别的（也许更加紧急的）事件可以“偷跑”，从而允许状态机更加及时的处

理它们。

在实现事件发送时，你有基本上 2 个选择：先入先出（ FIFO）或后入先出（ LIFO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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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者都被 QF 实时框架支持（见第六章）。FIFO策略适合分解较长的 RTC步骤。你需要把提醒器事件

排队在当状态机忙碌时可能堆积的别的事件后面，给别的事件一个偷跑到提醒器事件前面的机会。然而，

在别的形式下，你也许想处理所发送事件的一个不可中断的序列（这个序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扩展的

RTC步骤26 ）。在这个情况下，你需要 LIFO 策略，因为一个通过这个策略发送的提醒器是被保证是要

被处理的下一个事件，别的事件不能超过它。

注： 你在使用 LIFO 策略时要非常小心，因为它改变了事件的次序。特别的，如果使用 LIFO 策

略给一个事件队列发送了多个事件，同时没有事件从这个队列被移除，在队列里的这些事件的

次序将会倒置。

5.3        迟延的事件

5.3.1 目的

通过改变事件的顺序来简化状态机。

5.3.2 问题

设计交互式系统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这样一个系统必须在任何时刻处理每一个事件。然而，有时候一个

事件在某个不方便的时刻到达，这时刻系统正在某个复杂的事件队列的中间。很多情况下，事件的性质

是可以（在限度内）被推迟的，直到系统完成了当前序列的处理，这时候这个事件可以被召回并方便的

处理。

考虑这个例子，服务器程序处理业务（如从 ATM 终端27 ）的案例。一旦业务开始了，它典型

地要走完一个处理序列，从一个远距离终端接受数据开始，然后是业务的授权。不幸的是，对这个服务

器的新业务请求会随机的到达，这样当服务器还在忙于处理前一个业务时它会得到一个请求。一个选项

是忽略这个请求，但是这也许是不可接受的。另一个选项是立刻开始处理新的业务，这会把事情搞的非

常复杂，因为多个未解决的业务将需要被同时处理。

5.3.3 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是延迟新的请求并在一个更加方便的时候处理它，这实际上会导致改变了提交给状态机的事件

的顺序。

UML 状态图通过允许每一个状态规定一个延迟事件的列表而直接支持这样的机制（见第二章

2.3.11 节）。当一个事件在当期活动状态配置的结合的延迟清单里时，它没有被提交给状态机而是为以

后的处理而被排队。在一个状态转换时，不再被延迟的事件被自动的召回并派发给状态机。

图 5.5 展示了一个基于这个机制的解决方法。业务服务器状态机开始于 idle 状态。

NEW_REQUEST 事件造成了一个到 busy状态的子状态的转换。 busy状态言辞了 NEW_REQUEST 事

件（注意在 busy状态的内部转换 compartment的特别的 deferred 关键词）。在服务器还在某个 busy子

状态时到达的任何 NEW_REQUEST被自动的延迟。当 AUTHORIZED转换到 idle 状态时，

NEW_REQUEST被自动的召回。这个请求然后和任何其他事件一样在 idle 状态被处理。

26 例如，基于状态的例外处理过程（见第六章 6.7.4节）通常需要立刻处理例外情况，因此你不想让其他事件超过
EXCEPTION 事件。
27 ATM 代表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也就是柜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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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层次式状态嵌套使事件延迟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在当前状态的全部超状态的延迟列表都要经过

这个机制。

图 25  使用内建 UML机制 的事件延迟

轻量化的 QEP事件处理器不支持这个强大的但是重量级的 UML 规范的事件延迟机制。然而，

你可以通过明确地延迟并召回事件从而达成一样的功能。事实上， QF 实时框架通过提供 defer( )和

recall( )操作来支持事件延迟。

图 26  延迟事件状态模式

图 5.6 展示了如何把明确的 defer( )和 recall( )操作集成到一个 HSM而得到所需的结果。内部转

换 NEW_REQUEST在 busy状态捕获在任何子状态接收到的任何 NEW_REQUEST 。这个内部转换调用

defer() 操作去延迟这个事件。 idle 状态通过在进入动作里调用 recall()而明确的召回任何被延迟的事件。

recall() 操作把延迟事件的第一个（如果有的话）发送给自己。状态机然后像处理其他任何事件一样处理

这个召回的事件。

注： 及时延迟的事件原理上可以直接从 recall() 操作获得，它不在 idle 的进入动作被处理。更确切

的说， recall( )操作发送这个事件（到这个状态机的事件队列）给自己。这个状态机然后在从

idle 到 receiving 的转换时，像处理别的事件一样处理这个 NEW_REQUEST 事件。

5.3.4 实例代码

延迟事件状态模式的实例代码在目录 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defer\ 。你可以公共双击在 d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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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录的文件 DEFER.EXE来运行它。图 5.7 展示了 DEFER.EXE产生的输出。这个程序打印每一个

（到 idle,receiving 和 authorizing ）状态的进入动作。另外，你得到每一个 NEW_REQUEST 事件的通

知以及它是否被延迟或被直接处理。你通过按 n键产生新的请求。请注意请求#7没有被延迟因为延迟

事件队列已经满了。请看程序清单 5.3 后面的解说部分来获得对处理这个情况的概观。

图 27  对 DEFER.EXE输出的注解

代码列表 17 延迟事件实例代码（文件 defer.c ）

(1)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bsp.h"

     /*..........................................................................*/

     enum TServerSignals {

         NEW_REQUEST_SIG = Q_USER_SIG,                 /* the new request signal */

         RECEIVED_SIG,                          /* the request has been received */
         AUTHORIZED_SIG,                      /* the request has been authorized */

         TERMINATE_SIG                              /*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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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ypedef struct RequestEvtTag {

         QEvent super;                                     /* derive from QEvent */

         uint8_t ref_num;                     /* reference number of the request */

     } RequestEvt;

     /*..........................................................................*/

 (3) typedef struct TServerTag {             /* Transaction Server active object */

 (4)     QActive super;                                   /* derive from QActive */

 (5)     QEQueue requestQueue;    /* native QF queue for deferred request events */

 (6)     QEvent const *requestQSto[3];  /* storage for the deferred queue buffer */

 (7)     QTimeEvt receivedEvt;                   /* private time event generator */

 (8)     QTimeEvt authorizedEvt;                 /* private time event generator */

     } TServer;

     void TServer_ctor(TServer *me);                         /* the default ctor */

                                               /* hierarchical state machine ... */

     QState TServer_initial    (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Server_idle       (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Server_busy       (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Server_receiving  (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Server_authorizing(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Server_final      (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

     void TServer_ctor(TServer *me) {                        /* the default ctor */

         QActive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TServer_initial);

 (9)     QEQueue_init(&me->requestQueue,

                      me->requestQSto, Q_DIM(me->requestQSto));

         QTimeEvt_ctor(&me->receivedEvt,   RECEIVED_SIG);

         QTimeEvt_ctor(&me->authorizedEvt, AUTHORIZED_SIG);

     }

     /* HSM definition ----------------------------------------------------------*/

     QState TServer_initial(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return Q_TRAN(&TServer_idle);

     }

     /*..........................................................................*/

     QState TServer_final(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switch (e->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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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final-ENTRY;\nBye!Bye!\n");

                 BSP_exit();                        /*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TServer_idle(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RequestEvt const *rq;

                 printf("idle-ENTRY;\n");

                 /* recall the request from the private requestQueue */

(10)             rq = (RequestEvt const *)QActive_recall((QActive *)me,

                                                          &me->requestQueue);

                 if (rq != (RequestEvt *)0) {         /* recall posted an event? */

(11)                 printf("Request #%d recalled\n", (int)rq->refNum);

                 }

                 else {

(12)                 printf("No deferred requests\n");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NEW_REQUEST_SIG: {

                 printf("Processing request #%d\n",

                        (int)((RequestEvt const *)e)->refNum);

                 return Q_TRAN(&TServer_receiving);

             }

             case TERMINATE_SIG: {

                 return Q_TRAN(&TServer_final);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TServer_busy(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NEW_REQUEST_SIG: {

(13)             if (QEQueue_getNFree(&me->requestQueue) > 0) {    /* can de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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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fer the request */

(14)                 QActive_defer((QActive *)me, &me->requestQueue, e);

                     printf("Request #%d deferred;\n",

                            (int)((RequestEvt const *)e)->ref_num);

                 }

                 else {

                     /* notify the request sender that the request was ignored.. */

(15)                 printf("Request #%d IGNORED;\n",

                            (int)((RequestEvt const *)e)->ref_num);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ERMINATE_SIG: {

                 return Q_TRAN(&TServer_final);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TServer_receiving(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receiving-ENTRY;\n");

                                                 /* one-shot timeout in 1 second */

                 QTimeEvt_fireIn(&me->receivedEvt, (QActive *)me,

                                 BSP_TICKS_PER_SEC);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QTimeEvt_disarm(&me->receivedEvt);

                 return Q_HANDLED();

             }

             case RECEIVED_SIG: {

                 return Q_TRAN(&TServer_authorizing);

             }

         }

         return Q_SUPER(&TServer_busy);

     }

     /*..........................................................................*/

     QState TServer_authorizing(TServer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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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authorizing-ENTRY;\n");

                                                /* one-shot timeout in 2 seconds */

                 QTimeEvt_fireIn(&me->authorizedEvt, (QActive *)me,

                                 2*BSP_TICKS_PER_SEC);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QTimeEvt_disarm(&me->authorizedEvt);

                 return Q_HANDLED();

             }

             case AUTHORIZED_SIG: {

                 return Q_TRAN(&TServer_idle);

             }

         }

         return Q_SUPER(&TServer_busy);

     }

(1) 延迟事件状态模式严重依赖事件队列，这不被原生 QEP事件处理器支持。这个实例代码使用

完整的 QP ，它包括了 QEP事件处理器和 QF 实时框架。 QF 为延迟和召回事件提供了特

别的直接支持。

(2) RequestEvt 事件有一个参数 ref_num （参考号码）用来唯一的标识每一个请求。

(3-4) 从 QF 类 QActive 派生的业务服务器 (TServer) 状态机结合了一个 HSM，一个事件队列和

一个执行线程。 QActive 类实际上是从 QHsm 派生而来，这意味着 TServer也间接的从

QHsm 派生。

(5) QF 实时框架提供了一个“原生”的线程安全的事件队列类 QEQueue ，需要用它实现事件延

迟。这里 TServer状态机声明了一个私有的 requestQueue 事件队列来存储延迟的请求事件。

QEQueue工具在第七章 7.8.3节讨论。

(6) QEQueue 的环形缓冲区需要存储，用户必须提供这个，因为只有程序设计者知道如何规定这个

缓冲的大小。请注意 QF 的事件队列只存储指向 QEvent的指针，而不是整个事件对象。

(7-8) 在这个例子里接收到全部业务请求 RECEIVED 和接受到许可通知 AUTHORIZED的延迟在这

里用 QF 提供的时间事件来建模。

(9) 私有的 requestQueue 事件队列被初始化并得到它的缓冲存储。

(10) 根据HSM设计，到 idle 状态的进入动作召回请求事件。函数 QActive_recall() 返回指向被召

回事件的指针，如果当前没有事件被延迟，返回空指针。

注： 即使你可以召回事件内部“偷看”，你也不要在这里处理它。在函数 QActive_recall() 返回时，

这个事件已经通过使用后进先出 LIFO 策略发送给了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这确保召回的事件

将是下一个立刻要被处理的事件。（如果其他事件被允许超过这个召回的事件，状态机也许转

换到一个对延迟事件来讲不再方便的状态）。状态机然后将想对待其他在合适时刻到达的事件

一样处理这个事件。这就是延迟事件设计模式的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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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召回的事件仅被用来通知用户而被检查，但是不会去处理它。

(13) 在 busy超状态延迟请求前，它检查私有的事件队列是否可以接受一个新的延迟事件。

(14) 如果可以，通过调用 QActive_defer() QF 函数来延迟这个事件。

(15) 否则，这个请求被忽略，告知用户这个事实。

注： 像这样丢失事件通常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 QF 的默认策略是只要一个事件可能会被丢失，

就引发一个错误的内部断言。特别的，如果事件队列将不再接受延迟的事件 QActive_defer()

函数将激发一个内部断言。你可以通过注释掉程序清单 5.3(13)的 if-语句来尝试这个选项。

图 5.8 展示了一个延迟事件状态模式的变体，在它里面状态机有着被终极钩子模式推荐的“经典

的”结构。 busy状态变成了其他状态包括 idle 的超状态。 idle 子状态重载了 NEW_REQUEST 事件。

其他全部 busy的子状态依赖在 busy超状态的默认事件处理方法，它延迟 NEW_REQUEST 事件。你可

以很容易的通过改变 idle 状态的层次来尝试这个选项。你简单的把在 TServer_idle() 状态处理函数的

return (QState)&QHsm_top 改成 return (QState)&TServer_busy 即可。

图 28  延迟事件状态模式的一个变体

最后，我想指出 QActive_defer() 和 QActive_recall() 函数的真正的方便之处。实现事件延迟机

制的主要困难实际上不是明确的延迟和召回，而是对事件对象的内存管理。考虑这个例子，每个请求事

件必须获得一些唯一的内存分配，但是你不知道这些事件会用多长时间。一些请求事件将在 TServer状态

机的 RTC步骤后被回收，但是另一些将会延迟并被更长的使用。请回忆为了内存效率和最佳性能，延迟

事件队列和 QF 里主动对象的队列一样，仅存储指向事件的指针，而不是全部事件对象。你如何组织和

管理给事件的内存？

这就是 QF 实时框架出现的地方。 QF 关注全部这些管理事件内存的nitty-gritty细节，并且使

用“零复制”策略用一个线程安全的方式做的非常有效率。如我将在第七章解释的， QF 使用了结合了

一个标准的引用计数算法的高效率的事件池，从而知道何时把事件回收到池内。函数 QActive_defer() 和

QActive_recall( ) 参与了引用计数过程，这样 QF 不会过早的回收延迟事件。

整个事件管理机制非常容易使用。你动态的分配一个事件，填入事件参数并发送它。 QF 处理余

下的事情。特别的，你不再明确的回收事件。程序清单 5.4 展示了延迟事件模式的实例代码的延迟事件

是如何产生的。

代码列表 18  使用 Q_NEW()宏产生新的请求事件（文件 defe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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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BSP_onConsoleInput(uint8_t key) {
         switch (key) {

             case 'n': {                                          /* new request */

                 static uint8_t reqCtr = 0;                /* count the requests */

 (1)             RequestEvt *e = Q_NEW(RequestEvt, NEW_REQUEST_SIG);

 (2)             e->ref_num = (++reqCtr);            /* set the reference number */

                                       /* post directly to TServer active object */

 (3)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l_tserver, (QEvent *)e);

                 break;

             }

            case 0x1B: {                                              /* ESC key */

 (4)             static QEvent const terminateEvt = { TERMINATE_SIG, 0};

 (5)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l_tserver, &terminateEvt);

                 break;

             }

         }

     }

(1) 当你按下’ n’键时， QF 宏Q_NEW()生成新的 RequestEvt 事件并把它赋给信号

NEW_REQUEST_SIG 。新的事件是从一个由应用程序在开始时分配的“事件池”中分配的。

(2) 你填入事件参数。这里 ref_num 参数根据一个递增的静态计算器设置。

(3) 你把这个事件发送给一个主动对象，比如本地的 l_tserver 对象。

(4) 常数，不变的事件，可以被静态的分配。这些事件可以一直把 dynamic_属性设置为零（见清

单 4.2 和第四章 4.3 节）。

(5) 你想任何其他事件一样发送这个静态事件。 QF 实时框架知道不用去管理这些静态事件。

5.3.5 结论

事件延迟是个简化状态模型的有价值的技术。你不用建立一个过份复杂的状态机去处理在任何时候的每

个事件，而是可以延迟一个在不合适或者棘手的时刻到达的事件。当状态机可以处理它时这个事件被召

回。延迟事件状态模式是 UML 状态的强大但是重量级的事件延迟的一个轻量级替代品。延迟事件状

态模式有以下结论：

 它需要明确的延迟和召回被延迟的事件。

 QF 实时框架提供了类属 defer() 和 recall() 操作。

 如果一个状态机延迟了一个以上的事件，它可以使用同样的事件队列 (QEQueue) 或为不同

的事件使用不同的事件队列。类属 QF 操作 defer() 和 recall() 支持这 2 个选项。

 事件在一个高层状态被延迟，通常在这个状态某个内部转换上发生。

 在这个状态的进入动作是这个事件被召回，可以方便的处理这个被延迟事件类型。

 事件不应该在它被明确的召回时处理。因为， recall() 操作使用 LIFO 策略发送这个事件，

这样状态机在处理这事件前不能够改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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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回一个事件牵涉到把它发送给自己，然而，和提醒器模式不一样，延迟的事件是外部的而

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5.3.6 已知的用途

实时面向对象建模 (ROOM) 方法 [Selic+ 94] 支持这里提供的延迟事件模式的一个变体。和 QF 实时

框架一样， ROOM虚拟机（执行 ROOM模型的构架）支持类属操作 defer() 和 recall() ，客户需要明确

的调用它们。 ROOM虚拟机也管理事件排队。在ROOM里的操作 defer() 和 recall()被特定为接收事件

的接口组件。

5.4        正交构件

5.4.1 目的

作为组件使用状态机。

5.4.2 问题

许多对象包含相对独立的具有状态行为的部分。例如，考虑一个简单的数字闹钟。这个设备执行 2 个大

的独立的功能：基本的计时功能和闹钟功能。每个功能都有自己的操作模式。例如，计时可以使用 2 个

模式： 12小时制或 24小时制。类似的，闹钟功能也可以启动或停止。

在 UML 状态图里建模这样行为的标准方法是吧每个这种松散关联的功能放到一个独立的正交区

域，如图 5.9 所示。正交区域是个相对高成本的机制28 ， QEP事件处理器现在的实现并不支持它。还

有，正交区域常常不是所需的解决方法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对重用行为有帮助。你不能在 AlarmClock 状态

机上下文的外面很容易的重用 alarm 正交区域。

图 29 AlarmClock 类和它的带有正交区域的 UML状态机。

5.4.3 解决方法

你可以使用对象合成来代替正交区域。如图 5.10 所示， alarm 功能非常自然的映射到 Alarm 类，它

有数据 alarm_time 和行为（状态机）。相反， Rumbaugh 和同事们 [Rumbaugh+91] 观察到这是一个

28 每个正交区域需要一个独立的 RAM 状态变量和一些额外的(CPU)时间去派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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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规则。并发性实际上总是在聚合对象的内部出现，也就是说，组件的多个状态对这个合成对象的

单一状态有贡献。

图 30  正交组件状态模式

在状态机里使用聚合带来 3 个问题：

1. 容器状态机如何同组件状态机通讯？

2. 组件状态机如何同容器状态机通讯？

3. 应该使用哪种并发模型？

合成对象通过同步派发事件（为组件调用 dispatch() ）给它的聚合部分进行交互活动。例如，

GUI 系统频繁的使用这个模型因为这是父窗口和它们的子窗口（例如对话框控件）通讯的方式。然而，

原理上讲，容器可以调用它组件的不同的函数或者直接存取它的数据，派发事件给组件应该是个优先考

虑的通讯方法。组件是状态机，它们的行为取决与它们内部的状态。

你可以把事件派发责任看成一个赋予的负担，如果容器“忘记”派发事件给某些状态就会造成错

误，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提高性能的机会。明确的派发事件和正交区域的事件派发相比，也提供

了更多的灵活性，因为容器可以选择它想派发给它的组件的事件，甚至在运行时改变事件的类型。我演

示这个方面， AlarmClock 容器在派发 TIME 事件给 Alarm 组件前，在运行时刻生成 TIME 事件。

（见清单 5.8(9) ）。

为了在相反方向通讯（从组件到容器），一个组件需要给容器发送事件。注意一个组件不能为了

容器调用 dispatch()因为这将会破坏 RTC语义。作为一个规则，当一个组件运行时容器总是在它的 RTC

步骤的中间。因此，组件需要异步发送（排队）事件给容器。

这种通讯方法建议使用一个并发的模型，在模型里一个容器和它的状态机组件共享容器的执行线

程29 。容器代表一个组件调用状态机 dispatch() 操作，派发一个事件给这个组件。因为 dispatch() 函数在

29 最常见的是，UML 状态图的全部正交区域都共享一个共同的执行线程。[Douglass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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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线程执行，容器只有在它返回后，也就是说直到组件完成它的 RTC步骤后，才能执行。使用这个

方法，容器和组件可以安全的共享数据而不会有任何并发性风险（数据共享是另一个在它们之间通讯的

方法）。然而，共享容器的数据会使组件依赖容器，从而使它们没有多少可重用性。

如你在图 5.10右边看到的，为了演示你可以为了组件选择基础类，我决定从比较简单的 QFsm

基础类派生 Alarm 组件。你可以决定把一些组件用 HSM实现，另一些用 FSM实现。 QEP事件处理器

支持这 2 个选项。

问题的一半通过把（ AlarmClock 容器）作为一个层次式状态机实现，问题的另一半通过把

(Alarm组件 ) 作为一个经典的“平” FSM实现，我可以把层次式和非层次式解决方法当作本质上一

致的状态机拓扑来比较。图 5.10 展示了不同的方法在 HSM和 FSM之间转变的代表方式。层次式解决

方法演示了“ Devvice Mode” 习语 [Douglass 99] ，这里信号 12H 和 24H 分别触发从 timerkeeping

超状态到子状态 mode12h 和 mode24h 的高层转换。 Alarm FSM 被限制为仅有一层，它必须在它的

2 个模式间使用直接转换 ON 和 OFF。尽管只用 2 个模式不容易清楚的展现这点，在使用层次式

技术时，在模式之间的转换的数量和模式的数量 n 成正比增加。非层次式解决方法需要更多转换—

通常是 n x (n-1) — 去连接全部状态。在行为方面也有一个差别。例如，在层次式方案里，如果一个系

统已经在 mode12h ，当 12H信号到达是，系统离开这个模式并再次进入它。（当然，你可以通过重

载在 mode12h 状态的高层 12H 转换而避免这么做）。相反，如果 Alarm 类的平面状态机已经在

off 状态，当 OFF信号出现时，不会发生什么。也许这个解决方法是或则不是你想要的，层次式方案

（Device Mode习语）提供给你 2 个选项并且在模式数目增加时它的规模比较小。

5.4.4 代码样本

正交区域状态模式的实例代码在目录 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1\comp\ 。你可以通过双击在子目录

dbg\ 的文件 COMP.EXE来运行应用程序。图 5.11 展示了 COMP.EXE产生的输出。这个程序打印在

AlarmClock 容器和 Alarm 组件内每次模式改变的情况。另外，你得到关于当前设定的闹铃时刻和一个

在闹铃时刻到达时的通知的反馈。击键的图例在屏幕的顶部，描叙如何为程序产生事件。也请注意为了

让事件发生的较快点，我让这个闹钟的 1 分钟对应于实际的 1秒。

图 31  对 COMP.EXE 产生的输出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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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代码演示了正交组件状态模式的典型的代码组织，这里组件 Alarm 使用一个不同于容器

AlarmClock 的单独模块实现。这些模块通过共享信号，事件和变量而耦合起来（清单 5.5 ）。特别的，

指向容器主动对象的指针 APP_alarmClock 对全部组件有效，这样他们可以发送事件给 AlarmClock 容

器。

代码列表 19  共有信号和事件 ( 文件 clock.h)

     #ifndef clock_h
     #define clock_h

     enum AlarmClockSignals {

         TICK_SIG = Q_USER_SIG,                               /* time tick event */

         ALARM_SET_SIG,                                         /* set the alarm */

         ALARM_ON_SIG,                                      /* turn the alarm on */

         ALARM_OFF_SIG,                                    /* turn the alarm off */

         ALARM_SIG,  /* alarm event from Alarm component to AlarmClock container */

         CLOCK_12H_SIG,                             /* set the clock in 12H mode */

         CLOCK_24H_SIG,                             /* set the clock in 24H mode */

         TERMINATE_SIG                              /*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

     /*..........................................................................*/
     typedef struct SetEvtTag {

         QEvent super;                                     /* derive from QEvent */

         uint8_t digit;

     } SetEvt;

     typedef struct TimeEvtT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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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vent super;                                     /* derive from QEvent */

         uint32_t current_time;

     } TimeEvt;

     extern QActive *APP_alarmClock;       /* AlarmClock container active object */

     #endif                                                           /* clock_h */

注： 请注意 APP_alarmClock 指针拥有类属类型 QActive* 。组件仅“知道”容器是一个类属主动

对象，但是不知道它的特定数据结构或状态处理函数。这个技术叫 opaque pointer ，为了减少

模块之间的依赖性值得记住它。

清单 5.6 展示了 Alarm 组件的声明（见图 5.10 ）。请注意我实际上不需要在 alarm.h头文件披

露状态处理函数。相反，我仅利用宏 Alarm_init() 和 Alarm_dispatch() ，提供了类属接口给 Alarm 组件，

让容器分别初始化和派发事件给组件。这个方法隔离了容器和组件基础类的选择。例如如果以后我决定

从 QHsm 派生 Alarm ，我仅需要改变 Alarm_init() 和 Alarm_dispatch() 宏的定义，但是我完全不需要改

变容器代码。请注意在 C++ 实现里是不需要的，因为由于 QHsm 和 QFsm 接口之间的兼容性，容器状

态处理函数总是通过同样的方法通过调用 me->alarm.dispatch()来派发事件给 Alarm 组件。

代码列表 20  Alarm 组件声明 ( 文件 alarm.h)

     #ifndef alarm_h
     #define alarm_h

     typedef struct AlarmTag {         /* the HSM version of the Alarm component */

         QFsm super;                                         /* derive from QFsm */

         uint32_t alarm_time;

     } Alarm;

     void Alarm_ctor(Alarm *me);

     #define Alarm_init(me_)           QFsm_init    ((QFsm *)(me_), (QEvent *)0)

     #define Alarm_dispatch(me_, e_)   QFsm_dispatch((QFsm *)(me_), e_)

     #endif                                                           /* alarm_h */

代码列表 21  Alarm 状态机的定义 ( 文件 alarm.c)

(1) #include "alarm.h"

 (2) #include "clock.h"

     /* FSM state-handler functions */

 (3) QState Alarm_initial(Alarm *me, QEvent cons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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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tate Alarm_off    (Alarm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Alarm_on     (Alarm *me, QEvent const *e);

     /*..........................................................................*/

     void Alarm_ctor(Alarm *me) {

 (4)     QFsm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Alarm_initial);

     }

     /* HSM definition ----------------------------------------------------------*/

     QState Alarm_initial(Alarm *me, Q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me->alarm_time = 12*60;

         return Q_TRAN(&Alarm_off);

     }

     /*..........................................................................*/

     QState Alarm_off(Alarm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 while in the off state, the alarm is kept in decimal format */

 (5)             me->alarm_time = (me->alarm_time/60)*100 + me->alarm_time%60;

                 printf("*** Alarm OFF %02ld:%02ld\n",

                        me->alarm_time/100, me->alarm_time%100);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 upon exit, the alarm is converted to binary format */

 (6)             me->alarm_time = (me->alarm_time/100)*60 + me->alarm_time%100;

                 return Q_HANDLED();

             }

             case ALARM_ON_SIG: {

                 return Q_TRAN(&Alarm_on);

             }

             case ALARM_SET_SIG: {

                           /* while setting, the alarm is kept in decimal format */

                 uint32_t alarm = (10 * me->alarm_time

                                   + ((SetEvt const *)e)->digit) % 10000;

                 if ((alarm / 100 < 24) && (alarm % 100 < 60)) {/*alarm in range?*/

                     me->alarm_time = alarm;

                 }

                 else {                      /* alarm out of range -- start over */

                     me->alarm_time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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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 Alarm SET %02ld:%02ld\n",

                        me->alarm_time/100, me->alarm_time%100);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IGNORED();

     }

     /*..........................................................................*/

     QState Alarm_on(Alarm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 Alarm ON %02ld:%02ld\n",

                        me->alarm_time/60, me->alarm_time%60);

                 return Q_HANDLED();

             }

             case ALARM_SET_SIG: {

                 printf("*** Cannot set Alarm when it is ON\n");

                 return Q_HANDLED();

             }

             case ALARM_OFF_SIG: {

                 return Q_TRAN(&Alarm_off);

             }

             case TIME_SIG: {

 (7)             if (((TimeEvt *)e)->current_time == me->alarm_time) {

                     printf("ALARM!!!\n");

                            /* asynchronously post the event to the container AO */

 (8)                 QActive_postFIFO(APP_alarmClock, Q_NEW(QEvent, ALARM_SIG));

                 }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IGNORED();

     }

(1-2) Alarm 组件需要 alarm.h接口和 clock.h接口

(3) 非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不返回超状态（见第三章 3.6 节）

(4) Alarm 构造函数必须调用它的基础类的构造函数。

(5) 在进入 off 状态时， alarm 时刻被转变成十进制，这样 12:05 对应于 1205。

(6) 在退出 off 状态时，闹铃时刻被转变成二进制，这样 12:05 对应于 12*60+5 = 725

注： 由进入和退出动作提供的确定的初始化和清理工作确保时间转变总是会发生，无论如何进入或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181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退出 off 状态。特别的，当在 off 状态内部时，闹铃时刻总是用十进制表示，在 off 状态

外部时，闹铃时刻用二进制表示。

(7) Alarm 组件一直接收从 AlarmClock 容器发送的 TIME 事件。 AlarmClock 方便的提供

current_time 事件参数，这样 Alarm 组件可以直接和它自己的扩展状态变量 me-alarm 比较。

(8) 当 Alarm 组件探测到闹铃时刻，它通过发送一个事件给容器来通知它。这里，我使用一个全局

指针 APP_alarmClock 指向容器主动对象。另一个常用方法是在每个组件内部存储执行容器的

指针。

代码列表 22  AlarmClock 状态机定义 ( 文件 clock.c)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bsp.h"

 (1) #include "alarm.h"

 (2) #include "clock.h"

     /*..........................................................................*/

     typedef struct AlarmClockTag {              /* the AlarmClock active object */

 (3)     QActive super;                                   /* derive from QActive */

         uint32_t current_time;                   /* the current time in seconds */

         QTimeEvt timeEvt;        /* time event generator (generates time ticks) */

 (4)     Alarm alarm;                              /* Alarm orthogonal component */

     } AlarmClock;

     void AlarmClock_ctor(AlarmClock *me);                       /* default ctor */

                                               /* hierarchical state machine ... */

     QState AlarmClock_initial    (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AlarmClock_timekeeping(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AlarmClock_mode12hr   (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AlarmClock_mode24hr   (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AlarmClock_final      (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

     void AlarmClock_ctor(AlarmClock *me) {                      /* default ctor */

         QActive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AlarmClock_initial);

 (5)     Alarm_ctor(&me->alarm);                /* orthogonal component ctor */

         QTimeEvt_ctor(&me->timeEvt, TICK_SIG);       /* private time event ctor */

     }

     /* HSM definition ----------------------------------------------------------*/

     QState AlarmClock_initial(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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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me->current_time = 0;

 (6)     Alarm_init(&me->alarm);      /* the initial transition in the component */

         return Q_TRAN(&AlarmClock_timekeeping);

     }

     /*..........................................................................*/

     QState AlarmClock_final(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 final\nBye!Bye!\n");

                 BSP_exit();                        /*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AlarmClock_timekeeping(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 periodic timeout every second */

                 QTimeEvt_fireEvery(&me->timeEvt,

                                   (QActive *)me, BSP_TICKS_PER_SEC);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QTimeEvt_disarm(&me->timeEvt);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INIT_SIG: {

                 return Q_TRAN(&AlarmClock_mode24hr);

             }

             case CLOCK_12H_SIG: {

                 return Q_TRAN(&AlarmClock_mode12hr);

             }

             case CLOCK_24H_SIG: {

                 return Q_TRAN(&AlarmClock_mode24hr);

             }

             case ALARM_SIG: {

                 printf("Wake up!!!\n");

                 return Q_HAN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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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se ALARM_SET_SIG:

             case ALARM_ON_SIG:

             case ALARM_OFF_SIG: {

                           /* synchronously dispatch to the orthogonal component */

 (7)             Alarm_dispatch(&me->alarm, e);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ERMINATE_SIG: {

                 return Q_TRAN(&AlarmClock_final);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AlarmClock_mode24hr(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 24-hour mode\n");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ICK_SIG: {

 (8)             TimeEvt pe;    /* temporary synchronous event for the component */

                 if (++me->current_time == 24*60) {  /* roll over in 24-hr mode? */

                     me->current_time = 0;

                 }

                 printf("%02ld:%02ld\n",

                        me->current_time/60, me->current_time%60);

 (9)             ((QEvent *)&pe)->sig = TICK_SIG;

(10)             pe.current_time = me->current_time;

                           /* synchronously dispatch to the orthogonal component */

(11)             Alarm_dispatch(&me->alarm, (QEvent *)&pe);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AlarmClock_timekeeping);

     }

     /*..........................................................................*/

     QState AlarmClock_mode12hr(AlarmClock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184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printf("*** 12-hour mode\n");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ICK_SIG: {

                 TimeEvt pe;    /* temporary synchronous event for the component */

                 uint32_t h;                  /* temporary variable to hold hour */

                 if (++me->current_time == 12*60) {  /* roll over in 12-hr mode? */

                     me->current_time = 0;

                 }

                 h = me->current_time/60;

                 printf("%02ld:%02ld %s\n", (h % 12) ? (h % 12) : 12,

                        me->current_time % 60, (h / 12) ? "PM" : "AM");

                 ((QEvent *)&pe)->sig = TICK_SIG;

                 pe.current_time = me->current_time;

                           /* synchronously dispatch to the orthogonal component */

                 Alarm_dispatch(&me->alarm, (QEvent *)&pe);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AlarmClock_timekeeping);

     }

(1-2) AlarmClock 容器包含了它自己的接口 clock.h和它使用的组件的接口。

(3) AlarmClock 状态机从 QF 类 QActive 派生，它包含一个 HSM，一个事件队列和一个执行线

程。 QActive 类事件上从 QHsm 派生，这意味着 AlarmClock也间接的从 QHsm 派生。

(4) 容器物理上聚合了全部组件。

(5) 容器必须明确的实例化组件（ C 语言版本）。

(6) 容器负责在它的最顶层初始转换初始化组件。

(7) 容器负责派发感兴趣的事件给组件。这条代码里，容器简单的派发了当前的事件 e 。

注： 容器的线程在 dispatch() 函数返回前不会继续执行。换句话说，组件状态机在容器的线程执行

它的 RTC步骤。这中事件处理的类型被称为同步 synchronous 。

(8) 将要被同步派发给组件的临时 TimeEvt 对象可以在栈上分配。

(9-10) 容器在运行时刻同步 TimeEvt 对象并提供当前时刻。

(11) 临时事件被直接派发给组件。

5.4.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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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组件状态模式有以下结论：

12.

它把行为的独立部分分区为不同的状态机对象。这个分割比正交区域更深入 9 ，因为对象同时

有明确的行为和明确的数据。

13.

进行分区引进了容器 - 组件（也叫父 - 子，或主 - 仆）关系。容器实现主要的功能并把其他

（次要的）特征授权给组件。容器和组件都是状态机。

14.

组件常在不同的容器或相同的容器内被重用（容器可以实例化某个给定类型组件的多个组件）。

15.

容器同组件共享它的执行线程。

16.

容器通过直接派送事件给组件来进行通讯。组件通过发送事件给容器来通知它，不会通过直接地

事件派送方法。

17.

组件使用提醒器模式去通知容器（例如，通知事件特别为内部而不是外部通讯被创造出来）。如

果有摸个给定类型的多个组件，这个通知事件必须确定起源的组件（组件把它的 ID号作为

通知事件的一个参数传递）。

18.

容器和组件可以共享数据。典型的，数据是容器（允许不同容器的多个实例）的一个数据成员。

典型的，容器担保对它所选择的组件是友元关系。

19.

容器完全对它的组件负责。特别的，它必须明确的触发在全部组件的初始转换30 。同时明确的派

发事件给组件。如果容器“忘记”在它的某些状态派发事件给某些组件，就会产生错误。

20.

容器可以动态的开始和停止组件（例如，在容器状态机的的某些特定状态）。

21.

状态机的结合并没有局限于只有一层。组件可以有状态机子组件，也就是说，组件可以是较低层

子组件的容器。这样一种组件的递归结构可以到达任意深的层次。

5.4.6 已知的用途

正交组件状态模式在 GUI 系统里很普遍。例如对话框是容器，它用对话框控件（按钮，复选框，滑动

条等）形式来聚合元件。对话框和对话框控件是具有状态行为 ( 例如，一个按钮有按下和释放状态 ) 的

事件驱动式对象。 GUI也递归的使用这个模式。例如，一个定制对话框可以是一个标准文件选择框或

者颜色选择对话框的容器，在它里面包含这按钮，复选框和其他控件。

最后一个例子指出正交组件状态模式相对于正交区域的主要优点。和一个正交区域不一样，你可

以在某个应用程序和多个应用程序间多次重用某个组件。

30 在 C 语言里，容器也必须通过明确的调用它们的“构造函数”来明确的实例化全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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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转换到历史状态

5.5.1 目的

从某个组合状态转换出来，但是记住最近的活动子状态，这样在后面你可以返回这个子状态。

5.5.2 问题

在高层组合状态定义的状态转换常常处理那些需要立即关注的事件，然而，在处理完它们后，系统必须

返回给定组合状态的最近的子状态。

例如，考虑一个简单的烤面包炉。通常烤面包炉在它的门被关上时操作。然而，在任何时候，用

户可以打开们去检查食物或者清理炉子。打开炉门是一个中断，为了安全原因，需要关闭加热器并打开

一个内部的炉灯。然而，关闭炉门后，烤面包炉应该恢复去做在门被打开前的事情。这样有一个问题。

在们被打开前烤面包炉在做什么？状态机必须记住在开门前最近的活动状态配置，在炉门被关闭后可以

恢复它。

UML 状态图使用 2 类历史伪装态处理这种情况：浅历史和深历史（见第二章 2.3.12 节）。这

个烤面包炉例子需要深历史机制（标记为图 5.11 里的带有圆圈的 H* ）。 QEP事件处理器不自动的

支持所有状态的历史机制，因为它将导致额外的内存和性能成本。然而，为挑选的状态增加这类支持是

很容易的。

5.5.3 解决方法

图 5.11 展示了这个解决方法，它把 doorClosed 状态最近的活动叶子状态存储在一个专用的数据成员

doorClosed_history 里（在图 5.11 里缩写为 history ）。然后， doorOpen状态的转换到历史（转换到带

圆圈的 H* ）使用这个属性作为这个转换的目标。

图 32转换到历史状态模式

5.5.4 实例代码

转换到历史状态模式的实例代码在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tcpp101\l\history\ 。你可以通过双击在

子目录 dbg\ 的文件 HISTORY.EXE来运行它。图 5.13 展示了 HISTORY.EXE程序的产生的输出。程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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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出现的每个动作。在屏幕顶部的击键图例描叙了如何为程序生成事件。例如，你通过输入’ o’来打开炉

门，输入’ c’来关上炉门。

图 33  对 HISTORY.EXE产生的输出的注释

代码列表 23  终极钩子实例代码（文件 hook.c ）

(1) #include "qep_port.h"

     /*..........................................................................*/
     enum ToasterOvenSignals {

         OPEN_SIG = Q_USER_SIG,

         CLOSE_SIG,

         TOAST_SIG,

         BAKE_SIG,

         OFF_SIG,

         TERMINATE_SIG                              /*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

     /*..........................................................................*/

     typedef struct ToasterOvenTag {

         QHsm super;                                         /* derive from QHsm */

 (2)     QStateHandler doorClosed_history;    /* history of the doorClosed state */

     } ToasterOven;

     void ToasterOven_ctor(ToasterOven *me);                     /* default ctor */

     QState ToasterOven_initial   (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oasterOven_doorOpen  (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oasterOven_off       (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oasterOven_heating   (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oasterOven_toasting  (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oasterOven_baking    (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QState ToasterOven_doorClosed(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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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tate ToasterOven_final     (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void ToasterOven_ctor(ToasterOven *me) {                    /* default ctor */

         QHsm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ToasterOven_initial);

     }

     /* HSM definitio -----------------------------------------------------------*/

     QState ToasterOven_initial(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3)     me->doorClosed_history = (QStateHandler)&ToasterOven_off;

         return Q_TRAN(&ToasterOven_doorClosed);

     }

     /*..........................................................................*/

     QState ToasterOven_final(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 final\nBye!Bye!\n");

                 _exit(0);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ToasterOven_doorClosed(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door-Closed;");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INIT_SIG: {

                 return Q_TRAN(&ToasterOven_off);

             }

             case OPEN_SIG: {

                 return Q_TRAN(&ToasterOven_doorOpen);

             }

             case TOAST_SIG: {

                 return Q_TRAN(&ToasterOven_toasting);

             }

             case BAKE_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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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Q_TRAN(&ToasterOven_baking);

             }

             case OFF_SIG: {

                 return Q_TRAN(&ToasterOven_off);

             }

             case TERMINATE_SIG: {

                 return Q_TRAN(&ToasterOven_final);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ToasterOven_off(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toaster-Off;");

 (4)             me->doorClosed_history = (QStateHandler)&ToasterOven_off;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ToasterOven_doorClosed);

     }

     /*..........................................................................*/

     QState ToasterOven_heating(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heater-On;");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printf("heater-Off;");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ToasterOven_doorClosed);

     }

     /*..........................................................................*/

     QState ToasterOven_toasting(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switch (e->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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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toasting;");

 (5)             me->doorClosed_history = (QStateHandler)&ToasterOven_toasting;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ToasterOven_heating);

     }

     /*..........................................................................*/

     QState ToasterOven_baking(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baking;");

 (6)             me->doorClosed_history = (QStateHandler)&ToasterOven_baking;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ToasterOven_heating);

     }

     /*..........................................................................*/

     QState ToasterOven_doorOpen(ToasterOven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printf("door-Open,lamp-On;");

                 return Q_HANDLED();

             }

             case Q_EXIT_SIG: {

                 printf("lamp-Off;");

                 return (QState)0;

             }

             case CLOSE_SIG: {

 (7)             return Q_TRAN(me->doorClosed_history); /* transition to HISTORY */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1) 每一个 QEP应用程序需要包含 qep_port.h（见第四章 4.8 节）。

(2) ToasterOven状态机把 doorClosed 状态的历史声明成一个数据成员。

(3) 根据图 5.12 的图，在最顶初始转换时 doorClosed_history 变量被初始化。

(4-6) 到 doorClosed 状态的所有叶子状态的进入动作在 doorClosed_history 变量记录了进入这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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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历史。一个叶子状态 (leaf substate) 是没有另外子状态的子状态（见第二章 2.3.8节）。

(7) 转换到历史使用标准的宏 Q_TRAN() 实现，这里这个转换的目标是 doorClosed_history 变量。

5.5.5 推论

转换到历史状态模式有一下结论：

22.

它需要为每一个组合状态提供一个单独的 QHsmState 指针指向状态处理函数（历史变量）来存

储这个状态的历史。

23.

转换到历史伪状态（深历史和浅历史）使用标准的 Q_TRAN() 宏编码，这里目标被特定为历史

变量。

24.

为了实现深历史伪状态（见第二章 2.3.12 节），需要在相应组合状态的每个叶子状态的进入动作

上明确的设置历史变量。

25.

为了实现浅历史伪状态（见第二章 2.3.12 节），需要在每一个从所需层次的退出动作上明确的设

置历史变量。例如，图 5.12 的 doorClosed 浅历史需要在从 toasting的退出动作把

doorClosed_history 设置为 &ToasterOven_toasting，在从 baking 的退出动作把它设置为

&ToasterOven_baking ，以及 doorClosed 全部直接子状态。

26.

你可以通过复位相应的历史变量明确的清理任何组合状态的历史。

5.5.6 已知的用途

作为 UML 规范的一部分，历史机制是一个合格的广泛使用的模式。 ROOM方法 [Selic+ 94] 描叙了一

些在试试系统的转换到历史的例子，但是 Horrocks[Horrocks 99]描叙了在 GUI 的设计中如何应用历史

机制。

5.6        小结

如Gamma和同事 [GoF 95] 观察到的：“专家设计师知道一件不能做的事情是从第一个原理来解决每一

个问题。“收集并归档设计模式是在任何领域里捕捉和传播专门知识的最好方法之一，而不仅是在软件

领域。

状态模式是特别的设计模式，它关注于各种构造状态，事件和转换的优化方法（根据一些准则）

去创建有效的状态机。在这章里，我描叙了 5 个这类模式和一些构造状态机的有用的习语。开始的 2

个模式，终极钩子和提醒器，和其他几个模式相比，在比较低的层次，但是它们是这样基础和有用，因

此它们应该在每一个状态机设计者的技巧包里。

其他 3 个模式（延迟事件，正交组件和转换到历史）是在 UML 状态机包 [OMG 07]里原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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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特征的几个可选的轻量级的实现。和完全符合 UML 实现相比，这些状态模式的每一个都提供了显

著的性能提升和内存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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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实时框架

在第一部分介绍的一个现代的层次式状态机的概念对事件驱动型编程的意义就像轮子的发明对运输的意

义。但是像没有道路的基础设施轮子就没有用处一样，没有一个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状态机也没有用，

最低限度：给每一个状态机的一个运行到完成执行上下文，事件的队列，和基于事件的定时服务。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描叙了这样一个可重用基础设施，用一个名为 QF 的实时框架的形式来

执行并发状态机。 QF 是特别为开发实时嵌入式（Real Time Embedded）应用程序而定制的框架，在许

多方面它类似一个实时操作系统 (RTOS)。第二部分从第六章开始，这里我介绍试试框架概念。在第七章，

我描叙 QF 结构和实现，我利用第八章解说移植和配置 QF ，我提供了在一个裸机系统上，在一个传

统 RTOS 上和一个传统的 OS(Linux)上使用 QF 的例子。在第九章，我描叙了如何使用 QF 框架和本

书第一部分描叙的 QEP事件处理器开发 QP 应用程序。在第十章，我提供了一个名为 QK 的极小的

可抢占型 RTC实时内核，它漂亮的补充了 QF 。在第十一章，我描叙了基于内建在全部 QP 组件追踪

测试设备的软件追踪测试（software tracing）和调试策略。我在第十二章总结全书，提供了一个名为 QP-

nano的超轻量化的框架和层次式事件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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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实时框架的概念

“不要调用我们，我们将调用您”（好莱坞原则）

--Richard E. Sweet, The Mesa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1985

当你开始把多个 UML 状态机结合成系统时，你将很快认识到问题不是如何编码状态机—本书

第一部分说明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后面主要的挑战是生成事件，对事件进行排队，围绕状态机编

写全部代码让它们运行，并用一种及时的方式互相通讯而且不会产生并发性危机。

显然，你可以从头开始为手头的每个事件驱动型系统开发全部这些“内务处理”31 代码。但是，

你也可以在许多系统之间重用一个事件队列，一个事件调度器或者一个定时事件发生器。然而，最后你

能比仅仅把某些特定的元素重用为标准构建做的更好—你可以通过重用关于状态机的整个基础设施来得

到更大的便利。这样的一个可重用的基础设施（ reusable infrastructure ）被称为一个框架

(framework) 。

在本章，我介绍和事件驱动和实时应用程序框架有关的一些概念。绝大多数讨论是普遍性的并且

适用于绝大多数事件驱动型框架。然而，有时候当我给出很具体的例子时，我会使用 QF 实时框架，它

是 QP 平台的一部分并且特别的为实时嵌入式系统而设计。我先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事件驱动型基础设

施天然的使用一个框架而不是一个工具包的形式。然后，我介绍不同 CPU管理策略的一个概观以及它们

和实时框架设计的关系。特别的，我描叙了现代的主动对象计算模型。接着，我讨论事件管理，内存管

理，和时间管理策略。结尾处是对实时框架的错误和例外处理的策略。

6.1        控制的倒置

事件驱动型系统需要一个和传统的顺序性程序明确不同的思考方法。当一个顺序程序需要一些输入事件

时，它原地等待直到事件到达。程序在所有时间都保持控制权，并且因为这个原因，在等待某类事件时，

顺序性程序不能（最起码立刻）响应其他事件。

与之相反，绝大多数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的构造根据是好莱坞原则，它意味着“不要打电话给我

们，我们将打给你。”（ Don’t call us, we’ll call you.32）这样，一个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在等待一个事

件时没有控制权，事实上，它甚至没有活动。仅当这个事件到达了，这个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被调用去

处理这个事件，然后它很快的又放弃控制权。这个安排允许一个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并行的等待许多事

31 已出版的估计声称一个程序的 60%到 90%是公共的“内务处理”，如果它们被适当构造的话可以被重用。
32 这里 call字面上有打电话和调用的 2 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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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样系统对它需要处理的全部事件都保持响应。

这个方案暗示坐在一个事件驱动型系统内部控制权在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而不是应用代码那里。

换句话说，和一个传统的顺序式程序相比控制被倒置了。实际上，如 Ralph Johnson 和 Brian Foote 

[Johnson+ 88] 所观察到的，控制的倒置赋予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一个框架的全部特征定义。

“框架的一个重要特性是，由用户定义的用来改写框架的方法常常被框架从它自己内部调用，

而不是被用户自己的代码调用。框架常常扮演协调和排列程序活动的主函数角色。这种控制的倒置赋予

了框架作为一个可扩展型骨架去工作的力量。用户提供的方法为一个特定应用程序改写了在框架内定义

的通用算法。”

控制的倒置是使一个框架和一个工具包不同的关键部分。一个工具包，比如一个传统的实时操作

系统 RTOS ，本质上是一套预先定义的你可以调用的函数。当你使用一个工具包时，你编写应用程序的

主要代码，调用工具包里不同的函数。当你使用一个框架时，你重用主要的部分并通过它调用的应用程

序代码，这样控制留在框架而不是在你的代码里。

控制的倒置事实上在全部事件驱动型架构里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它承认这个显然的事实，

是事件而不是其他东西在控制应用程序。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天然的使用框架而

不是工具包形式的原因。

6.2               CPU      管理

一个事件驱动型框架可以用许多执行模型 --管理 CPU的特定策略 --来工作。在这节里，我简要的考察

几个基本的传统 CPU管理策略并指出它们如何关联到实时框架设计。

6.2.1 传统的顺序式系统

传统的顺序式程序在所有时间都控制 CPU33 。从主函数调用的函数直接或间接发行要求外部输入的请求

然后等待它，当输入到达时，在产生这个调用的函数内恢复控制。程序计算器（ PC ）的位置，在堆

栈上的函数调用树，还有本地堆栈变量，一起定义了在任何给定时刻这个程序的状态。

在嵌入式领域，传统的顺序式系统对应于在简单的前后台架构里的后台循环（也被称为超级循环

或main+ISR）。如它名字表明的，前后台架构包含 2 个主要部分：及时处理外部中断的中断服务例程

（前台），调用不同函数的无限主循环。图 6.1 展示了在后台循环内的一个典型的控制流程。这个具体

的例子描叙了在第一章 1.9 节的“ Quickstart”应用程序的控制流程。虚线框代表函数。粗实线表示通

过代码的最频繁的执行路径。

图 34在一个典型的后台循环的控制流程。粗实线表示通过代码的最频繁的执行路径

33 除了在 CPU 处理同步中断时外，但是中断总是把控制返回给被抢夺执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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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顺序式控制的主要优点是它紧密地匹配传统的过程型语言的工作方式。例如 C 和 C++ 完全

设计为用一套丰富的控制语句，函数调用树和本地堆栈变量来描绘控制流。主要的缺点是顺序式系统在

等待时是没有反应的，这实际上是运行时间的绝大多数部分。异步事件不能被容易的在后台循环处理因

为这个循环必须明确的查询输入。难以用这种方式创建灵活性控制系统，通讯软件，或用户接口 

[Rumbaugh+ 91] 。

由于明确的查询事件遍及后台代码各处，传统的顺序式架构和事件驱动型范型不兼容。然而，它

可以如在后面 6.2.3节说描叙的那样被改编从而实现一个单一的循环。这个简单的顺序控制流程也是一个

理解其他更加先进的 CPU管理策略的重要的垫脚石。

6.2.2 传统的多任务系统

多任务就是在几个被称为任务或线程的顺序式程序之间调度和转换 CPU的过程。多任务就像有多个后台

的前后台结构 [Labrosse 02] 。任务之间共享相同的地址空间34 ，和后台程序一样，它们典型的结构是

无限循环。在多任务系统里，控制同时存在组成这个应用程序的全部任务内部。

一个被称为内核 (kernel)的多任务系统的特定软件组件负责管理任务，它的方式是在尽管典型的

系统仅有一个 CPU的情况下，创造出一种每个任务有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 CPU的假象。内核通过频

繁的从一个任务到另一个任务之间转换 CPU，也叫上下文转换（ context switch ），实现了这个目的。

如图 6.2 所示，每一个任务被分配给它自己在内存的堆栈区和它的被称为任务控制块 TCB（ task 

control block）的数据结构。上下文转换包括把 CPU寄存器保存到当前任务的堆栈，从下一个任务的堆

栈恢复寄存器。一些其他的辅助信息也在 TCB里被更新。上下文转换一般对任务透明，并（在一个可抢

占型内核里）从异步中断和对内核的明确的同步调用而激活。

34 通过共享共同的地址空间，任务（线程）和在独立的地址空间执行的包含一个或多个轻量级线程的重型过程相比，
非常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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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使用任务堆栈和任务控制块 TCB的多任务

多任务内核在舞台下辛苦的工作，为每个任务维持相同的状况，就像这个状态被一个简单的顺序

式程序自动维护一样。如你在图 6.2 所看到的，上下文转换机制为每一个任务维护 CPU寄存器，程序

计数器和全部包含嵌套函数调用和本地堆栈变量的私有堆栈。

多任务的一个大的优点是更好的 CPU利用率，因为当一些任务在等待事件时，其他的任务可以继

续执行，这样很少的 CPU时钟被浪费在查询事件上。内核通过为阻塞任务提供特定的机制，比如旗语，

事件标识，消息邮箱，消息队列，定时阻塞和其他功能，令有效的等待事件变成可能。一个阻塞的任务

被简单的转换到内存并不再消耗 CPU时钟。

多任务可以并行等待多个任务，这样一个多任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比一个单一的前后台循环相比，

显得得更加响应敏感。系统的相应取决于一个内核如何确定接着应该运行哪个任务。理解这些机制对任

何实时系统包括一个实时框架，都是重要的。

绝大多数内核允许给任务根据它们的紧迫性分配一个静态的优先级。图 6.3 展示了 2 个最流行

的基于优先级的内核的执行简图。 (a) 展示一个非抢占性内核仅通过从任务到内核的明确调用才能得到

控制权的情况。 (b) 展示了一个可抢占性内核从每次中断服务例程 ISR 的退出而得到控制权。图

6.3 后面的解释部分展现了一些有趣的要点（也见 [Labrosse 02] ）。

图 36  一个非抢占性内核和可抢占性内核的执行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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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在一个非抢占型内核的一个低优先级任务在执行。中断使能。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被阻塞，它

在等待一个事件。

(2a) 一个中断发生，硬件暂停当前的任务并跳到 ISR 。

(3a) ISR 执行，期间，它使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就绪。

(4a) 中断通过执行一条特殊中断返回指令而返回，它在这条指令后的机器指令恢复最初被抢占任务

（低优先级任务）。

(5a) 低优先级任务继续执行，直到它制造一个对内核的明确的阻塞调用或者一个明确的让出

（ yield），让内核得到运行的机会。

(6a) 内核运行并确定高优先级任务已经运行就绪，因此它执行一个上下文转换到这个任务。从第二

步 (2a) 使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就绪到实际开始这个任务之间的延迟被称为任务层响应 task-level 

response 。

非可剥夺型内核的任务层响应是不可确定的，因为它取决于其他任务何时自愿的调用内核。换句

话说，任务必须合作去共享CPU，因此这种多任务的形式被称为合作式多任务。它的好处是非常容易在

任务之间共享资源。内核仅在明确已知的对内核的调用时才有一个机会去执行一个上下文转换，这样任

务可以在任何 2 次内核调用之间安全的存取共享资源。相反，一个可抢占型内核的执行简图如下：

(1b) 在可抢占型内核的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在运行。中断被使能。一个较高优先级的任务被阻

塞，它在等待一个事件。

(2b) 中断发生，硬件暂停当前的任务并跳到 ISR 。暂停一个任务典型的牵涉到最少一部分

CPU寄存器文件被保存到当前任务的堆栈。

(3b) ISR 执行并为高优先级任务解除阻塞。

(4b) 在中断返回前，可抢占型内核被调用去确定要返回到哪个任务。内核发现高优先级任务已

经运行就绪。因此，内核首先为当前任务（低优先级任务）完成上下文保存，然后执行一个上下文转换

到高优先级任务。这个过程的巧妙之处在于安排新堆栈框架和 CPU寄存器，使它们看上去完全就像高优

先级任务才是那个被中断抢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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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内核执行特别的中断返回指令。因为上一步仔细的准备，中断返回到高优先级任务。低优

先级任务继续被抢占。

(6b) 高优先级任务执行，直到它通过一个对内核的调用而阻塞。

(7b) 内核确定低优先级任务还在被抢占状态并且需要运行。恢复低优先级任务的巧妙之处在于

伪造一个中断堆栈框架和一个中断 CPU上下文去恢复这个被一个中断抢占的低优先级任务，尽管内核是

通过一个常规函数调用而被调用的。

注： 一个可抢占性内核必须实际上使每一次上下文转换看上去像一次中断返回，即使一些上下文转

换是由于对内核的不牵涉到异步中断的常规函数调用而发生。

一个可抢占型内核可以保证最高级任务的一个可确定的任务层响应，因为低优先级任务总是可以

被抢占35 ，因此即使它们存在也不会造成麻烦。但是这个可确定性增加了共享资源的复杂性的巨大代价。

一个可抢占型内核可以在一个任务代码的任何一点执行一个上下文转换，只要调度器没有被锁住并且中

断被使能。任何不希望的上下文转换可能导致对共享内存或其他共享资源的破坏，并且内核提供特别机

制（比如互斥体或监视器）来保证对共享资源的一个互斥存取 (mutually-exclusive access) 。不幸的是，

程序员极大的低估了这个风险和安全使用这些机制所需的技巧，因此低估了使用它们的真实成本。

总的来说，也许多任务最重要的好处就是把原来的问题分区成较小的，更容易管理的片段（任

务）。在这个方面，多任务是很强大的分而治之策略。多任务内核小心的维持每个任务的私有堆栈内容，

这样任务就非常像一个简单的顺序式程序，从而很好的映射到传统的 C或 C++ 语言。

然而，最后当要处理事件时，任务有和简单的顺序式程序同样的基础性局限。一个被阻塞等待一

个事件的任务对其他全部事件没有反应。还有，围绕一个阻塞调用的全部相关代码被设计为仅处理它明

确等待的一个事件。为了得到一个任务控制流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你可以简单的把图 6.1 的查询循环

粗线用阻塞调用代替。给这些代码增加新的事件是困难的，并且通常需要对整个任务结构进行大改。

由于在任务代码里散布着明确的阻塞调用，这是内核通过提供一个丰富的阻塞机制所鼓励的，传

统的多任务架构和事件驱动型范型不兼容。然而，它可以为执行同时主动对象而被改造（实际上是简

化），我在后面 6.3 节所解释这点。在这个方面的特殊价值是绝大多数内核或 RTOS 提供的基于消息

队列的线程安全的任务间通讯机制。消息队列可以为发送事件给主动对象而被容易的定制。

6.2.3 传统的事件驱动型系统

一个传统的事件驱动型系统被清楚的分为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见图 6.4 ）。事件驱动型

基础设施包含一个事件循环，一个事件调度器，和一个事件队列。应用程序包含共享共同数据的事件处

理函数。

图     37      带有事件循环和一个单一事件队列的传统的事件驱动型系统

35 使用某些内核阻塞机制能够导致一个运行就绪的高优先级任务不能抢夺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被
称为优先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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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里的从异步中断或重事件处理函数发起的所有事件总是被先放入事件队列。控制权停留在

使用一个无限循环查询事件队列的事件调度器里。对每个从队列提取的事件，调度器调用和这个事件类

型相关的事件处理函数。所有事件处理函数包含实际上是线性的代码，它尽可能快的返回主事件循环。

特别的，事件处理函数不查询事件而且也不存取事件队列。所有的查询和事件排队都被统一管理并封装

在调度器里。

为了使系统响应，调度器必须能够连续并频繁的检查事件。这暗示着事件处理函数必须很快的执

行。一个错误的事件处理函数能够停止整个应用程序，因此必须小心以避免任何“阻塞”代码或简单的

运行很长的代码。应用程序不能使用程序计数器和堆栈来维护它的状态，因为当事件处理函数把控制权

返回事件循环时，堆栈内容消失了。应用程序必须依赖静态变量去维护状态。

事件循环架构自动地保证了每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的 RTC，因为调度器只有在最好一个事件处理

函数返回事件循环后才能调度一个新的事件。 RTC事件处理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需要一个事件队列。

排队避免了在事件处理函数处于 RTC状态而调度器不能接受新事件时丢失事件的可能。事件队列是这个

设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然而，如我在第二章解释的，系统对一个事件的响应取决于事件类型和和事件到达时应用程序的

上下文（状态）。流行的事件 - 动作范型仅认识到对事件类型的依赖，把对上下文的处理留给了非常特

别的技巧。状态机为处理上下文（状态）提供了很强的支持，但不幸的是，事件 - 动作范型和状态机

不兼容，因为一个单一事件处理函数包含许多状态的片段。（这就是为什么事件 - 处理函数在成长和

演化时变得费解和难以使用的代码的全部原因。）事件 - 动作范型和状态机之间的补充关系，在用状态

表来表示状态机时是看得最清楚（见第三章表 3.1 ），这那里，一个事件处理函数对应于一个给定事

件垂直列的全部状态。

总的来说，传统的事件驱动型架构和任何顺序式系统相比，允许更加灵活的控制模式 [Rumbaugh+

91] 。还有，和任何传统的顺序式技术相比，事件驱动型方案对 CPU的使用更加有效率，并趋向消耗更

少的堆栈空间，这些对嵌入式系统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特性。然而，传统的事件驱动型架构对实时框架

不是非常适合。最起码在三个方面存在问题：

1. 响应性：单一事件队列不允许对工作的任何合理的优先次序。每个事件，无论优先级，必

须等待直到它前面的全部事件被处理完后才能被处理。

2. 不支持对应用程序上下文的管理：流行的事件 - 动作范型在响应事件时忽略应用程序的

上下文，这样应用程序员就即兴发挥，到最后搞出“面条”代码。不幸的是，事件 -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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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型和状态机不兼容。

3. 全局数据：在传统的事件架构里，全部的事件处理函数存取一样的全局数据。这阻碍了对问

题的分区，并为任何形式的多任务带来了并发性危机。

6.3        活动对象计算模式

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对付传统的事件驱动型架构的绝大多数问题，同时保持它的好的特性。如在边栏“从

演员到活动对象”所描叙的，术语“活动对象 (active object)” 从 UML 而来，意思是“一个对象，它

有自己的控制的线程” [OMG 07]。这个模型的本质概念是在一个多任务环境里使用多个事件驱动型系

统。

从演员（      actor      ）到活动对象      (active object)  

自治软件对象通过消息通讯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1970年代后期，那是 Carl Hewitt 和同事们 [Hewitt 73]

开发了一套关于演员 (actor) 的标记。在 1980年代， actor在分布式人工智能社区是最时尚的概念，就

像今天的代理 (agent) 一样。在 1990年代，像 ROOM[Selic+ 94]这样的方法论，为实时计算而修改了

actor。然后， UML 规范引进了活动对象的概念，它本质上和 ROOM演员 [OMG 07]的标记是同义的。

在 UML 规范里，一个活动对象是“一个对象，它有自己的控制的线程” [OMG 07]，以一种运行到完

成的方式来处理事件，和其他活动对象通过异步交换事件来通讯。 UML 规范更加提议了状态机的

UML 变体，使用它去为事件驱动型活动对象建模。

活动对象是使用实时框架最常见的实现。这样的一些框架已经被广泛的用了许多年，并已经在实时嵌入

式 (RTE) 应用系统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内证明了它们自己。今天，事实上每一个支持 RTC系统代码合

成的设计自动化工具都包含有一个实时框架的变体。例如， ROOM把它自己的框架叫“ ROOM virtual 

machine”[Selic+ 94] 。 IAR Systems把它的 VisualSTATE 工具称为“ VisualSTATE eninge”[IAR 

00] 。 Telelogic把它的和 UML 兼容的设计自动化工具 Rhapsody称为“ Object Execution Framework

(OXF)”[Douglass 99] 。

图 6.5 展示了一个最小化的活动对象系统。应用程序包含了多个活动对象，每个都封装了一个控

制线程（事件循环），一个私有的事件队列和一个状态机。

活动对象 = （控制的线程 + 事件队列 + 状态机）

展示在图 6.5(b) 的活动对象的事件循环，是图 6.4 的事件循环的一个简化版。简化版的循环去

掉了调度器，它从事件队列直接提取事件，这会在队列为空时有效的阻塞循环。对每一个从队列得到的

事件，事件循环调用和这个活动对象联合的 dispatch() 函数。 dispatch() 函数执行调度和处理事件的工作，

类似于在传统事件驱动型架构的事件处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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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活动对象系统 (a)和活动对象的事件循环 (b)

6.3.1 系统结构

状态机的事件队列，事件循环和事件处理器是完全通用的，是一个通用型实时框架的一部分。应用程序

包含特定的状态机实现，框架通过 dispatch()36 状态机操作来间接的调用它。

图 39  包图说明了在实时框架，内核 / 实时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直接的关系

图 6.6 展示了应用程序和实时框架，实时内核或操作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使用 QF 实时框架作

为例子，但是这个一般性结构对任何其他这类型的框架都是代表的。这个设计有一个 RTOS 层在底部提

供多任务和基本服务，比如消息队列，为存储事件确定内存分区等等。基于这些服务， QF 实时框架提

供 QActive 类用于活动对象的派生。 QActive 类是从 QHsm 基础类派生而来，这意味着活动对象是

状态机，并且继承了在 QHsm 基础类（见第四章）定义的 dispatch() 操作。另外， QActive 包含了一

个执行线程和一个事件队列，它基于底层 RTOS 上的消息队列。应用程序通过从 QActive 基础类派生

活动对象以及从 QEvent类派生带有参数的事件，从而扩展了实时框架。

注： 绝大多数框架严重的依赖类和对象的面向对象概念，它们是扩展和定制框架的关键技术。如果

36 这里所说的 dispatch()操作是一般性的用来标识任何状态机实现的方法，比如在第三章或第四章所讨论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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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使用 C 编程这些概念对你来说是新的，请参考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在第七

章，你将看到 QF 实时框架和从它派生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标准的可移植的 C来非常自然的

实现。

应用程序通过框架 API来使用 QF 通讯和时间服务（使用 UML 的 ball-and–socket符号标

识），然而，应用程序应该不需要直接存取 RTOS 的 API 。因此，实时框架可以作为一个“ RTOS 抽

象层”来服务。框架有效的吧应用程序和底层 RTOS 隔离。改变框架下层的 RTOS 需要移植框架，

但是不会影响到应用程序。我将在第八章演示这个方面，并讨论移植 QF 。

6.3.2 异步通讯

如图 6.5(a) 所示，活动对象专门的通过它们的事件队列接收事件。所以事件都被异步投递，意味着一个

事件生产者仅发送一个事件给接收者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但是不会原地等待这个事件的实际处理过程。

系统不会区分从中断产生的外部事件和从活动对象起源的内部事件。如图 6.5(a) 所示，一个活

动对象可以给包括自己的任何其他活动对象发送事件。全部事件被一致的对待，而不管它们的来源。

6.3.3 运行      -      到      -      完成         RTC  

每一个活动对象用运行到完成（ run-to-completion ）方式来处理事件，它是通过活动对象的事件循环的结

构来保证的。如图 6.5(b) 所示， dispatch() 操作必须必然的在队列的下一个事件可以被提取前完成并返

回事件循环。 RTC事件处理过程是状态机正确执行的基本需要。

对于活动对象，每个对象有它自己的执行的线程，重要之处在于把 RTC符号和线程可抢占性概

念 [OMG 07]清楚的区分开。特别的， RTC不意味着活动对象线程要垄断 CPU直到 RTC步骤完成为止。

在可抢占多任务内核上，一个 RTC步骤可以被任何运行在同一个 CPU上的其他线程所抢占。决定这个的

是底层多任务内核的调度策略，而不是活动对象计算模型。但暂停的线程被再次分配 CPU事件，它从自

己被抢占点恢复自己的事件处理过程，并且，它最后完成自己的事件处理过程。只要在抢占发生时，被

抢占的线程不共享任何资源，就没有并发性危机。

6.3.4 封装

也许活动对象最重要的特性，是它们严格的封装，活动对象由此得到它们的名字。封装意味着活动对象

不共享数据和任何其他资源。图 6.5(a) 通过围绕每个活动对象的一个粗线条不透明的封装外壳和用灰色

来展示内部状态机说明了这个方面，因为它们实际上没有被期望能从外部看到。

如前一节所描叙的，不共享任何资源（封装性）运行活动对象自由的互相抢占而没有破坏内存或

其他资源的危险。和外部世界以及在活动对象之间通讯唯一允许的方法，也许会使用底层多任务内核的

帮助，被实时框架完全被控制并保证是线程安全的。

即使封装传统上和面向对象编程 (OOP) 联合，它实际上 predateOOP ，而且并不需要面向对象的

语言或任何高档工具。封装不是一个“信息隐藏”。有经验的软件开发者已经认识的要极端小心的对待

共享（全局）数和不同的互斥机制（比如旗语）。因此，他们对任务隐藏数据并仅让任务通过消息传递

来通讯。例如，嵌入式系统的专家 Jack Ganssle提供了下面的建议 [Ganssle 98] ：

“新手用户全部都常常忘记了精密的消息机制的重要性，它们是所有商业性操作系统的一个标准部分。

队列和邮箱让任务通讯安全…操作系统的通讯咨询让你发送一个消息而不用担心它被别的任务破坏。合

理的实现代码让你产生面向对象编程的实时类比：第一信条：封装。让任务的全部数据本地化，局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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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本身，并对系统的其他部分隐藏。”

尽管操作系统机制，比如消息队列，临界区，旗语或条件变量，确实都可以为构建一个实时框架

服务，应用程序员不需要直接使用这些常常会带来麻烦的机制。封装让程序员实现活动对象的内部结构，

而不用去关心多任务。例如，应用程序员不需要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一个旗语，甚至不需要知道它是什

么。还有，只有活动对象被封装，一个活动对象系统可以安全的执行，利用多任务的全部优点和益处，

比如对事件理想的响应和很好的 CPU利用性。

在第九章，我将展示给你如何组织应用程序源代码，这样活动对象的内部结构被隐藏并且对应用

程序的其他部分是不可存取的。

6.3.5 对状态机的支持

事件驱动型系统和过程驱动型系统相比，一般来讲更加难以使用标准语言比如 C或 C++ 实现

[Raumbaugh+ 91]。主要的困难来自这个事实，一个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必须在处理每个事件后交回控制

权，因此代码是分块的而且对事件顺序的期待是不可预见的。

例如，图 6.7(a) 展示了一个顺序型系统伪代码的片段， (b) 展示了相应的流程图。代码里粗体

字的语句和流程图里的粗线条表示在等待事件（使用查询或者阻塞方式）。顺序型代码和流程图都非常

清楚的展示了所需的事件顺序（ A， B…B ， C ）。此外，顺序型处理允许通过临时堆栈变量从一个处

理阶段传递数据给下一个阶段。传统的编程语言和多任务内核很好的支持这种严重依赖堆栈密集性套函

数调用和精密的控制流程的编程风格。

图 40  顺序式程序伪装态 (a)，流程图 (b) 和状态机 (c)

与之相反，表示基本同样相同行为的传统的事件驱动型代码包含三个事件处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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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 ， onB() ， onC() ，并且完全不清楚所期望的调用顺序是否是 onA() ， onB()…

onB() ， onC() 。这个信息隐藏在事件处理函数内部。此外，函数必须使用静态变量从一个函数传递数

据给另一个函数，因为在每个函数返回事件循环时堆栈上下文消失了。这个编程风格更加难以使用标准

语言实现，因为你实际上完全得不到对处理存储在静态变量内的执行上下文的支持。

这里就是状态机漂亮的补充了传统型编程语言的地方。状态机被精确的设计成使用静态变量来表

示执行上下文（状态和扩展变量）。如你在图 6.7(c) 所看到的，状态机清楚的展示了所期望的事件顺

序，这样这个程序结构又变成可视的。但是和顺序型代码不一样，状态机不依赖于堆栈和程序计算器来

维护从一个状态到下个状态的上下文。状态机天生就是事件驱动型的。

注： 你可以把状态机，特别是在第四章描叙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的实现，想像成 C 和 C++ 编程语

言的对更好的支持事件驱动型编程方式的一个必要的扩展。

和传统的事件驱动型架构相反，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和状态机兼容。活动对象事件循环明确的排除

了事件调度器（图 6.5(b) ），因为基于事件信号的派发信号不再是一个通用的操作，而是完全取决于

一个活动对象的内部状态。因此，事件调度必须被留给特定的活动对象的状态机。

6.3.6 传统的可抢占式内核      /RTOS

在活动对象计算模型的最普通的实现中，活动对象被映射成一个传统的可抢占的 RTOS 或 OS 的线程。

例如，在 Telelogic Rhapsody 设计自动化工具的实时框架提供了到 VxWorks ，QNX和 Linux 等等的标

准绑定 [Telelogic 07] 。在这个标准配置里，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可以利用底层 RTOS 性能的全部优势。

特别的，如果这个内核是可抢占的，活动对象系统可以完全实现和传统的任务一样理想的任务层响应。

考虑在图 6.3(b) 的可抢占型内核场景在一个活动对象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这个场景开始时一个

的优先级活动对象执行它的RTC步骤，一个搞优先级的活动对象阻塞在它自己的空事件队列。

注： 一个活动对象的优先级是它自己的执行线程的优先级。

在图 6.3(b) 的 (2b)点，一个中断抢占了低优先级的活动对象。 ISR 执行，同时发送一个事件给

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 (3b) 。在从退出 ISR 时 (4b) 调用的可抢占型内核探测到高优先级活动对象是运

行就绪状态，因此它之后上下文到这个活动对象 (5b) 。中断返回到高优先级活动对象，它从自己的队

列提取刚发给它的事件并完成对这个事件的处理 (6b) 。当高优先级活动对象再次阻塞在它自己的事件

队列时，内核注意到低优先级活动对象还是被抢占。内核转换上下文到这个的优先级的活动对象 (7b)并

让它运行到完成。

请注意即使高优先级活动对象抢占了在事件处理过程中间的低优先级活动对象，也没有违背 RTC

原则。的优先级活动对象精确的在抢占点恢复它的 RTC步骤，并在开始处理下一个事件前完成当前步

骤。

注： 在第八章，我展示如何改写 QF 实时框架，和一个典型的可抢占型内核 uC/OS-II ，以及一个

标准的 POSIX 操作系统（比如 Linux, QNX, Solaris ）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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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可以和非抢占型内核工作。事实上，一个特制的协作式内核和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匹配

的异常好，并可以用绝对可移植的方式实现。没有更好的名字，我把这个内核称为“ plain vanilla” ，或

“ vanilla” 。我先解释 vanilla 内核如何工作，然后我比较它和图 6.3(a) 里传统的非可抢占型内核的执

行路径。我在第七章描叙 vanilla 内核的 QF 实现。

注： vanilla 内核是这样简单所以许多商业性实时框架甚至不把它称为内核37 。相反，这种配置指

的是“无 RTOS” 。然而，如果你希望理解运行活动对象“无 RTOS” 意味着什么，以及

你在这种条件下的你可以期待的执行路径是什么，你需要认识到，确实需要引入一个简单的合

作式 vanilla 内核。

图 41  在合作式 vanilla 内核下活动对象系统的执行

图 6.8 展示了简单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的架构。这个设计最重要的成分是调度器，它是内核负

责确定下一个运行任务的代码的一部分。 vanilla 调度器在一个单一循环中操作。调度器不断的监视所有

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每个事件队列被赋予一个唯一的优先级，也是拥有这个队列的活动对象的优先级。

调度器总是挑选最高优先级的非空队列。

注： vanilla 调度器把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当作优先级队列来使用，因此包含了标准的优先级队列算

法 [Cormen+ 01] 。在第七章，我展示 QF 实时框架如何使用一个 bitmask和一个查找表来

实现 vanilla 调度器。

在找到这个队列后， vanilla 内核从这个队列提取事件并把它派发给拥有这个队列的活动对象。

请注意队列 get()操作不能够阻塞，因为在这时这个队列被保证不为空。当然， vanilla 内核会使用所有

必须的监护条件去保护调度器的内部状态和事件队列不会被可在任何时候给队列发送事件的异步中断破

坏。

dispatch() 操作总是运行到完成并返回到主循环。调度器接管，循环又开始重复。通常在事件驱动

型系统内，主事件循环和事件队列是 vanilla 内核或框架的全部。不应当期望应用程序代码会去查询或阻

塞。

37 例如，在 Telelogic Rhapsody 设计自动化工具内的 Interrupt Driven Framework （IDF）运行而“无 R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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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illa 调度器非常容易探测到所有事件队列为空这个情况。这个情况被称为系统的空闲情况。在

这种状况下，调度器执行空闲处理过程，它可以被应用程序定制。

注： 在嵌入式系统里，空闲处理过程是一个让 CPU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的理想的地方。发生中断

时节能硬件会唤醒 CPU，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这一刻仅有中断才能提供新的事件给系统。

现在，考虑图 6.3(a) 描叙的在 vanilla 内核的运行场景。这个场景开始时，一个低优先级活动对

象执行它的 RTC步骤 (dispatch()函数 ) ，一个高优先级活动对象有一个空的事件队列。在（ 2a) 点一

个中断抢占了的优先级活动对象。 ISR 执行，同时，它发送一个事件给高优先级活动对象 (3a) 。中断

返回，并恢复开始那个被抢占的低优先级很好的对象（4a）。低优先级活动对象运行到完成，然后返回

主循环。在这一刻， vanilla 调度器有机会运行并挑选最高优先级的非空队列，这里就是这个高优先活

动对象 (6a) 。 vanilla 内核调用高优先级活动对象的 dispatch() 函数，它会运行到完成。

如你看到的， vanilla 内核的任务层响应任何其他非可抢占式内核相比是完全一样的。即使这样，

vanilla 内核实现了这个响应性，并且不需要每个任务一个堆栈或复杂的上下文转换。活动对象自然的合

作去分享 CPU并在每一个 RTC步骤后无条件的互相让出控制权。这个实现是完全可移植的并且适合低

端嵌入式系统。

因为典型的 RTC步骤是很短的，即使在一个低端 CPU上，内核也常常可以实现合理的任务层响

应。由于它的简易性，可移植性和极小的开销，我强烈推荐 vanilla 内核作为你的第一选择。仅在这类内

核不能满足你的时间需求时，你再转移到一个可抢占的内核上去。

注： vanilla 内核也允许在一个大的多任务系统的一个单一线程内部执行多个活动对象。这时，

vanilla 调度器应该在所有事件队列为空时阻塞而不是浪费 CPU时间去查询事件队列。发送一

个事件给任何活动对象的队列应该解除内核的阻塞。当然，这需要把 vanilla 内核和底层多任

务系统集成起来。

6.3.8 可抢占式      RTC      内核

最后，如果你的任务层响应需求需要一个可抢占的内核，你可以考虑一个超级简单的，运行到完成的可

抢占式内核，它完美的匹配活动对象计算模型 [Samek+ 06]。一个可抢占的 RTC内核的软件为任务实

现的可确定性调度策略，这个策略和绝大多数使用硬件实现的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的中断策略完全

一样。

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比如著名的 Intel 8259A ， Motorola 68K 和它衍生型号，不同厂商的

基于 ARM 的 MCU 的中断控制器，在 ARMv7 价格里的 NVIC( 比如 Cortex-M3) ， Renesas 的

M16C ，和很多其他型号都允许在一个单一堆栈上的基于优先级的中断嵌套。

图 42  一个单一堆栈内核的系统范围的优先级 (a)，任务结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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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 RTC内核，任务和中断几乎是对称的：任务和中断服务例程 ISR 都是一次性，运行到完

成函数（图 6.9(a) ）。事实上，一个 RTC内核把中断当作一个“超高”优先级任务看待，除了任务由

中断控制器安排硬件优先级，而任务有内核由安排软件优先级 ( 图 6.9(b)) 。

注： 在所有传统的内核里，任务通常被构造为无限循环。而RTC内核完全打破了这个安排。在一个

RTC内核里任务是一次性函数，运行到完成并返回，非常类似一个被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

管理的 ISR 。

只需要全部任务运行到完成，并强制固定优先级调度，一个 RTC内核可以使用机器的天然的堆栈

协议。只要一个任务被一个更高优先级任务抢占（也许是当前运行的任务发送一个事件给一个更高优先

级任务的结果）， RTC内核使用一个常规的 C 函数调用，在被抢占任务堆栈上下文的顶部创建较高优

先级任务的上下文。只要一个中断抢占了一个任务，内核再次使用一个常规 C 函数调用，使用已经建

立的中断堆栈框架，在它的顶部建立较高优先级任务的上下文。这个简单的上下文管理的形式是适当的，

因为每个任务，就像每个 ISR 一样，运行到完成。因为抢占任务必须也运行到完成，较低优先级堆栈

的上下文将不再需要，直到这个抢占任务（和任何可能抢占它的较高优先级任务）完成为止—这时候，

被抢占的任务将自然的在堆栈的顶部，准备被恢复。这个简单的机制使用和一个基于优先级的硬件中断

控制器系统工作完全相同的原理工作。

注： 在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和基于优先级的嵌套的直接使用硬件实现的中断处理之间，这样一个势均

力敌的比赛，暗示活动对象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特别的， RTC处理风格和在活动

对象内部不需要阻塞这种现象，和传统的阻塞型内核相比，可以更好的映射到真实的处理器架

并且需要的开销更少。从这个角度，传统的阻塞型任务必须被看成一个较高层的，和活动对象

相比更重量级的概念。

堆栈使用策略的一个显然的结论，以及一个 RTC内核最严重的局限性，就是任务不能被阻塞。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09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内核不能把一个高优先级任务的上下文留在堆栈顶部并在这时候恢复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任务。较低优先

级任务的上下文将完全不可在堆栈顶部存取，除非较高优先级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就像我在本书里不厌

其烦所强调的，事件驱动型编程的全部要旨就是如何编写非阻塞代码。事件驱动型活动对象没有阻塞的

需要。

作为不能被阻塞的交换，一个 RTC内核提供了许多超过传统的阻塞型内核的优点。通过在一个单

一堆栈嵌套所以任务的上下文， RTC内核可以非常简单，因为它不需要管理多个堆栈和它们相关的内务

处理。结果不仅是对堆栈和任务控制块明显减少的 RAM 需求，还有更快的上下文转换和总体上更少

的 CPU开销。同时，一个 RTC内核是可确定的，有任何其他完全可抢占型基于优先级的内核一样的响

应性。在第十章，我描叙一个被称为 QK 的 RTC内核，它是 QP 平台的一部分。 QK 是一个极小的，

可抢占的，基于优先级的 RTC内核，被特别设计用来为 QF 实时框架提供可抢占多任务支持。

如果你已经使用一个传统的可抢占型内核或 RTOS 来执行事件驱动型系统，你可能在 CPU和内

存方面有不必要的开销。你可以使用一个更加简单的 RTC内核，实现同样的执行路径和确定性。使用

一个传统 RTOS 唯一真实的原因是要和现有代码兼容。例如，传统的设备驱动程序，通讯堆栈（比如

TCP/IP， USB，CAN等待）和其他 legacy 子系统通常使用阻塞范型编写。传统的阻塞型 RTOS 可以

支持活动对象和传统的阻塞代码， RTOS 在实时框架外面执行它。

注： 创建完全的事件驱动型非阻塞的设备驱动程序和通讯堆栈是肯定可能的，但是在特定的事件队

列和事件传递机制而不是阻塞调用上需要进行标准化。这样大范围的标准化工作在工业界还没

有发生。

6.4        事件派发机制

每个实时框架的一个主要责任是高效的把事件从生产者派发到消费者。事件派发通常是异步的，意味着

事件生产者仅把它们插入事件队列，但是不会等待事件的实际处理过程。

通常，不仅是活动对象，系统的任何部分都可以产生事件。例如 ISR ，设备驱动代码，或运行在

框架外面的 legacy 代码，都可以产生事件。在另一方面，只有活动对象能消费事件，因为只有活动对象

才有事件队列。

注： 一个框架也可以提供“原生”线程安全的事件队列而且不需要活动对象在它们后面。这类“原

生”线程安全的队列也可以消费事件，但是它们绝不阻塞，它们被设计用于给 ISR 派发事件，

也就是说，提供一个从任务层到 ISR 层的通讯机制。

实时框架典型地支持 2 类事件派发机制（见图 6.10 ）

1. 简单的事件直接发送机制：一个事件的生产者直接发送这个事件到消费者活动对象的事件

队列。

2. 更加成熟的发行 - 订阅派发机制，这里一个生产者“发行”一个事件给框架，框架然后

把这个事件派发给所有已经“订阅”了这个事件的活动对象。发行 - 订阅机制提供了在

事件产生者和消费者之间较低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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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直接事件发送 和发行 - 订阅事件发送，同时存在同一个应用程序内

6.4.1 直接事件发送

这个最简单的直接让生产者直接发送事件给接收者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这个方法需要框架最低限度的

参与。框架仅提供一个公共操作（框架 API 的一个函数），它运行任何生产者直接发送一个事件给指定

的活动对象。例如， QF 实时框架提供了操作 QActive_postFIFO()，它是 QActive 类的操作 ( 见图

6.6) 。当然框架负责用一个线程安全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函数。图 6.10 用粗线表面这个通讯的形式，实心

箭头连接事件生产者和消费者活动对象。

直接事件发送是一个“推”式通讯机制，这里接收者接收没有请求的事件，不管它们需要或不需

要这些事件。一群活动对象或一个活动对象和一个 ISR ，从一个子系统提供一个特定的服务，比如一

个通讯堆栈， GPS功能，手机的数码相机子系统等等，在这些情况下，直接事件派发是很理想的。

这个事件传递的方式需要事件产生者密切的“知道”接收者。发送者需要知道的“知识”比仅有

一个指向接收者活动对象的指针更多—发送者必须也要知道特定对象可能感兴趣的事件的类型。这种知

识，散布在参与应用程序的组件中，使组件之间的耦合非常强烈和在运行时不灵活。例如，也许很难给

子系统增加新的活动对象，因为现有事件生产者将不会知道新对象的情况，并不会给它们发送事件。

6.4.2 发行      -      订阅

发行 - 订阅模型是把事件产生者和事件消费者解耦的一个流行方法。发现 - 订阅是一个“拉”式通讯机

制，这里接收者仅接收被请求的事件。发现 - 订阅模型的特性如下：

 事件的产生者和消费者不需要互相了解对方（松耦合）。

 通过这个机制的事件交换必须被公开的了解，全部参与者必须有相同的语义。

 需要一个介质38 去接收所发行的事件，再把它们派发给感兴趣的订阅者。

 多对多交互作用（对象 - 到 - 对象）被一对多交互作用（对象 - 到 - 介质）所取代。

展示在图 6.10 的发行 - 订阅事件派发就像一个“软件总线“，活动对象通过特定的接口“插

入”它。活动对象感兴趣的事件通过框架订阅一个或多个事件信号事件产生者给框架产生事件发布请求。

38 发行-订阅事件派发紧密的和观察者-介质设计模式相关[GoF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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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请求可从许多源头—例如从中断或设备驱动程序—异步发起，而不仅限于从活动对象。框架管理通

过提供以下服务来管理所有这些交互作用：

1. 为活动对象提供一个 API来订阅和取消订阅特定的事件信号。例如 QF 实时框架提供函

数 QActive_subscribe() ， QActive_unsubscribe() ，和 QActive_unsubscribeAll()。

2. 为发行事件提供一个通用的可存取接口。例如， QF 提供了 QF_publish()函数，以及

3. 定义和实现一个线程安全的派发策略（包括当一个事件被多个活动对象订阅时的多路传输

multicasting events ）

发行 - 订阅的一个显然的暗示是，框架必须存储订阅者的信息，它必须允许把一个事件信号和多

于一个订阅者联合起来。框架也必须允许在运行时修改订阅者信息（动态订阅和取消订阅）。 QF 实时

框架支持动态订阅和取消订阅。

6.5        事件内存管理

在任何事件驱动型系统里，事件被频繁的产生和消费，因此它们自然是高度活跃的。每个实时框架最关

键的一个方面是管理被事件使用的内存，因为显然这个内存必须被频繁的重用，因为新的事件一直在产

生。对框架的主要的挑战是担保事件内存在全部活动对象完成了它们对这个事件的RTC处理前，没有被

重用。事实上，如我在第四章 4.7.10 节所描叙的，在当前的事件还在被使用时破坏它，会形成对 RTC语

义的破坏，这是最难以解决的缺陷之一。

6.5.1 复制全部事件

4.7.10 节提供了一个通用解决方法，就是使用事件队列。实际上，如图 6.11 所示，全部事件可以被复制

进一个事件队列，然后在它们可以被处理前，又被复制出队列。许多 RTOS 通过消息队列来支持这种事

件交换的方式。例如 VxWorks RTOS 提供了函数 msgQSend()来复制一块内存（消息）到一个消息队

列，函数 msgQReceive()把整个消息消息复制出事件队列到所提供的内存缓存区。

图 44  把整个事件复制进事件队列和复制出事件队列

尽管复制整个事件可以对付过早破坏事件内存的全部潜在性问题，这个方法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

开销都是非常昂贵的。对于框架的需求，一个消息队列必须非常大，这样在队列的所有位置都可以接收

最大的所期望的事件。另外，没个事件产生者需要一个大的内存缓冲去，每个事件消费者需要另一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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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存来保持事件的复制品。对于 CPU的开销，通过队列传递的每个事件产生最少 2 次复制数据（见图

6.11 ）。此外，当漫长的复制操作发生时，队列是不可存取的，这消极的影响了系统的响应性。当然，

在需要多路传输事件时，复制事件的高开销也在倍增。

为了减轻消息队列的成本，一些作者建议只发送执行一个较大数据块的指针，而不是一个消息队

列，然后让接收者通过这个提供的指针直接存取数据 [Li+ 03] 。你必须非常注意这个方法。因为一个

消息队列的异步性本性，发送者典型的不知道何时事件被得到实际的处理，发送者太容易通过试着为下

个事件来重用内存缓存而过早破坏它。当然，这是基本的被一个共享的内存缓冲造成的并发性问题。引

入这样的直接内存共享破坏了把消息队列作为一个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传递消息（事件）的安全机制

的目的。

6.5.2 零复制的事件派发

复制整个事件到消息队列的蛮力方法是一个传统的 RTOS 能做的最好方法，因为一个 RTOS 在事件离

开队列后不能够控制它们。另一方面，一个实时框架可以更加有效，因为由于控制的倒置，框架实际在

管理一个事件的全部生命周期。

如本章前面图 6.4(b) ， 6 ， 8 ，和 6.9(a) 所示，一个实时框架控制着从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提取一个事件，然后为 RTC处理而派发这个事件。在 RTC步骤完成后，框架还控制着这个事件。在

这一刻，框架“了解”到这个事件已经被处理了，因此框架可以自动的回收这个事件。图 6.12 展示了增

加到活动对象生命周期的垃圾收集步骤 garbage collection step （事件回收）。

图 45  给活动对象线程 (a), 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b) 和 RTC内核的一次性任务 (c)增加垃圾收集

一个实时框架也可以容易的控制事件的分配。框架可以简单的提供一个 API 函数，应用程序代

码必须调用它去分配新事件。例如 QF 框架为这个用途提供了宏 Q_NEW(). 。

随着事件创建和自动垃圾收集步骤的加入，框架控制一个事件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命周期。这反过

来运行框架实现受控的线程安全的事件内存的共享，从应用程序的角度来看，这个方式和真实的事件复

制没有差别。这样一种内存管理被称为“零复制”事件派发。

图 6.13说明了“零复制”事件派发机制。一个事件的生命周期开始于框架分配事件内存并返回一

个指向这个内存的指针给事件生产者，比如图 6.13(1)里的 ISR 。生产者然后填充事件参数，执行写如

所提供的事件指针。然后，事件生产者发送这个事件指针给接收者活动对象的队列（图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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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零复制”事件派发方案里，事件队列仅维护对事件的指针或引用，而不是整个事件。

稍后，活动对象开始处理事件。活动对象读取通过指针从队列里提取的事件数据。最后，框架在

垃圾收集步骤自动的回收事件。请注意事件从来没有被复制。同时框架确信事件没有被过早回收。当然，

框架必须也保证用一个线程安全的方式执行全部操作。

图 46不使用复制的传递事件方案（零复制事件派发）

6.5.3 静态和动态的事件

不是系统里所有的事件都有参数，或变化的参数。例如，在第一章的“飞行和射击”游戏里的

TIME_TICK事件或 PLAYER_TRIGGER按键事件实际上不会改变。这样不变的事件对象可以被安全的共

享和一次性的静态分配，而不是每次被动态的创建和回收。图 6.13(3)展示了一个不是属于某个事件池的

静态事件的例子。

“零复制”事件派发机制可以很容易的容纳这样的静态事件，办法很简单，就是完全不去管理它

们。所有静态事件必须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用来示意垃圾收集器忽略这类事件。相反的，动态分配的事

件必须有一个唯一的标识说明它们是框架需要管理的动态事件。应用程序用完全一样的方式使用静态和

动态事件，唯一的差别是静态事件不是动态分配的。

6.5.4 多路传输事件和引用计数器算法

在发行 - 订阅机制里，多个活动对象订阅同一个信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实时框架被预期把一个事件的

相同复制品同时进行多路传输给全部订阅它的活动对象，这种情况非常类似报纸发行商给所有订阅者同

样的报纸复制件。

当然，发送某个事件的多个相同复制品是和“零复制”事件派发机制不兼容的。然而，生成某个

事件同样的复制品实际不是必须的，因为全部订阅者可以接收指向相同事件的指针。问题是如何知道最

后一个活动对象完成了对这个给定事件的处理，这样它可以被回收。

一个简便的方法是使用标准的引用计数器算法（比如 [Preiss 99]），它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工作

的。每个动态事件对象内部维护一个对这个事件外部引用的计数器。在事件被创建时计数器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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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把这个事件插入任何事件队列，这个计数器增加 1 。每次对这个事件的垃圾收集尝试会把这个计

数器减少 1 。仅当它的引用计数器降为 0 时这个事件才会被回收。请注意引用计数器在事件被从一个队

列提取时没有递减，仅在稍后的垃圾收集步骤才会被递减。这是因为一个事件必须在它被处理的时候，

而不是它被放置在某个队列的时候，才被认为被引用。当然，引用计数器仅影响动态事件，并且必须通

过一个线程安全的方式被处理。

注： 垃圾收集步骤不等于事件回收过程。垃圾收集函数总是减少某个动态事件的引用计数器，但是

仅当计数器为零时才回收这个事件。

引用计数允许比多路发送更加复杂的事件交换模式。例如，某个事件的接收者可以选择再次，或

者多次，发布这个被接收的事件。任何请况下，引用计数算法将正确在第一个 RTC步骤取消这个事件

的回收过程，并仅在最后一个活动对象已经完成了对这个事件的处理后，才最后回收它。

6.5.5 自动化垃圾收集

垃圾收集步骤是被实时框架控制的活动对象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图 6.12 ）。应用程序不需要明确的回收

事件。事实上，一些自动垃圾回收系统，比如最著名的 Java ，甚至没有为回收单个对象提供一个公共

API 。

然而，一个实时框架也许决定提供一个方法去明确的对一个事件对象进行垃圾回收处理，但是这

总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用途。例如，一个事件生产者也许在开始是创建了一个动态事件但是最后决定 bail 

out 它而不发送或发行这个事件。这种情况下，事件生产者必须调用垃圾收集器以避免泄漏这个事件。

注： 当从 ISR 内部“原生”的线程安全的队列接收事件时，垃圾收集步骤必须被明确的执行。框架

不控制 ISR ，因此 ISR 要为实现整个事件的生命周期，包括垃圾收集步骤，负全部的责任。

6.5.6 事件的所有权

“零复制”事件派发机制被设计成对应用程序级代码透明。即使这样，应用程序必须遵循和动态事件有

关的某些所有权规则，它类似于和使用 malloc() 或 C++ 操作符 new 动态分配的对象一起工作的规则。

图 47  在一个动态事件的生命周期转让事件所有权

图 6.14演示了事件所有权和事件所有权可能的转让的概念。全部动态事件最初属于框架。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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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产者仅能通过调用 new_() 操作来获得一个新事件的所有权。在这一刻，生产者获得所有权和写这

个事件的权限。事件生产者也许在它需要时一直持有这个事件，但是最后生产者必须把所有权转让给框

架。典型地，生产者发送或发行事件。作为特例，生产者也许判断这个事件不完整，这种情况下，生产

者必须明确的调用垃圾收集器。在执行这三个操作后的任何一个之后，生产者失去这个事件的所有权，

并切再也不能存取这个事件。

消费者活动对象在框架调用 dispatch(e) 操作时获得当前事件’ e’的所有权。这时候，活动对象仅

获得当前事件的只读权限。消费者活动对象也被允许任意次的发送或发行这个事件。所有权持续整个

RTC步骤。然而，当 dispatch() 操作返回到框架时，所有权被终止。活动对象在 RTC步骤过去后再也

不能使用这个事件。

6.5.7 内存池

动态的使用引用计数的事件，原理上可以分别使用标准的 malloc() 和 free() 函数来分配和释放。然而，

如在边栏“堆的问题”所描叙的，使用标准的堆来频繁的分配和回收事件会为任何高性能系统造成太多

的问题。

堆的问题（      A heap of questions      ）

如果你已经在嵌入式实时软件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必定已经知道了到要小心 malloc() 和 free() 

（或者它们的 C++ 版本 new 和 delete ），因为嵌入式实时系统尤其不能容忍堆问题，它包括以下

隐患：

 动态分配和释放的内存不久就可以把堆搞的支离破碎，并因为不能再分配更多的 RAM 而

让程序崩溃。余下的堆存储也许比所需的多，但是没有某个单独的堆碎片可以满足一个特定

的 malloc() 请求。

 基于堆的内存管理是浪费的。所有的堆管理算法必须为每个被分配的块维护某些形式的头信

息 (header information) ，如果头信息需要 4 个字节的开销，那么一个 4字节的分配需要

最少 8字节，对应用程序来讲，所分配的内存仅 50%可用。因为这些开销和前面提到的碎

片化，难以决定堆的最小尺寸。即使你将知道同时在堆上分配的对象的各种组合的最坏情况

（这将不太会发生），对堆存储的需求也远远超过了各个对象尺寸的简单相加。结果是，让

堆更加可靠的唯一实用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的增加堆的尺寸。

 malloc() 和 free() 都（常常）是不可确定的，意味着他们潜在的可能需要一段长的（难以

量化的）执行时间，这直接和实时约束相冲突。尽管一些 RTOS 提供带有条件的，甚至是可

决定性的性能的堆管理算法，他们不能有效的处理多个小的分配。

不幸的是，堆的问题不仅限于这些。当你在一个多线程环境内使用堆时，会出现一类新的问题。堆变成

一个共享的资源，因此引发了全部和资源共享有关的麻烦，新问题是：

 malloc() 和 free() （常常）是不可重入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从多个执行线程被安全的

调用。

 可以通过使用一个互斥体保护 malloc() ， free() ， realloc() 这类函数来弥补重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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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体 mutex 仅允许每次一个线程存取共享的堆。然而，这个方案可能造成过度的线程阻

塞（特别是如果内存管理是不可确定的）并且可以显著的降低并行性。互斥体也可以造成优

先级倒置。一般的，被一个互斥体保护的堆管理函数不适用于 ISR 因为 ISR 不能阻塞。

最后，前面提到的全部问题都是和动态内存分配有关的常见缺陷。为了完整性，我把它们也在这里列出：

 如果你销毁指向一个对象的全部指针，并没有释放它，或这你简单的在对象的有用的生命周

期之后遗忘了它，你就造成了一个内存泄漏。如果你泄漏了足够多的内存，你的存储分配最

终会失败。

 相反，如果你释放了一个堆对象但是程序的其余部分还认为指向这个对象的指针还有效，你

就造成了 dangling 指针。如果你使用这样的 dangling 指针去存取被回收的对象（这时候

它也许已经被分配给别的代码），你的应用程序可能崩溃。

 和堆相关的绝大多数问题是出名的难以测试。例如，一次短暂的测试常常不能揭示在运行几

个小时或几个星期运行后让程序崩溃的一个储存泄漏。类似的，因为不可确定性而超过实时

期限，这仅在堆达到某种碎片模式时才会出现。这类问题非常难以重现。

然而，和通用的块长尺寸可变相比，更简单的，更高性能的和更安全的选项存在。一个众所周知

的通常被 RTOS 支持选项，是一个块尺寸固定的堆，也被称为内存分区，或内存池。对实时框架来说，

在管理动态事件分配时，和通用堆相比内存池是更好的选择。

和常规的（块长度可变）堆不一样，一个内存池有被保证的容量。它不会碎片化，因为全部块都

是完全同样大小。因为所有块都是一样的尺寸，每块被分配的块没有头信息，从而减少了每个块的系统

开销。此外，通过一个内存池的分配可以非常快并且是完全可确定性的。这方面允许内核使用临界区代

码（简单的关闭中断）而不是一个互斥体来保护一个内存池，这个存取太快了以致仅需简单的关闭中断

（不会长于系统内其他的临界区），这不会增加中断延迟，甚至允许从 ISR 内部存取一个内存池。

注： 一个内存池和任何其他多任务内核对象没有不同。例如存取一个旗语也需要简单的关闭中断

（毕竟，一个旗语也是一个共享的资源）。 QF 实时框架提供了一个线程安全的内存池的原

生的实现。

一个内存池的最明显缺陷是，它不支持可变大小的块。所以，块必须被扩大以处理最大的可能性

分配。如果所分配对象（这里是事件）的实际尺寸变化很大，这样一个策略常常太浪费。一个好的妥协

是使用多个不同块尺寸的内存池。例如， QF 实时框架，可以管理多达 3 个拥有不同块尺寸（比如，

小，中，大，就像衬衫尺寸一样）的事件池。

当多个内存池被使用，每个动态事件对象必须记住它是从哪个池来的，这样框架可以把这个事件

回收到同样的池。 QF 实时框架把池 ID和引用计数结合成为 QEvent结构的一个数据成员

dynamic_ （见第四章清单 4.2 和 4.3 ） .

6.6        时间管理

在传统 RTOS 的可用的事件管理包括延迟一个调用这个功能的任务 (sleep()) 或定时的阻塞在不同的

内核对象（比如旗语或事件标识）。这些阻塞机制在基于活动对象的系统不是非常有用，因为在哪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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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阻塞。相反，为了和活动对象计算模式兼容，事件管理必须基于事件驱动型范型，这样每个所发生

的感兴趣的事件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事件的实例。

6.6.1 时间事件

一个实时框架通过事件事件，也常被称为定时器，来管理事件。“时间事件”是一个 UML 术语，用于

表示时间的某一点。在特定的时间，事件发生 [OMG 07]。后面是这些时间事件的基本使用模型。一个

活动对象分配一个或多个事件事件对象（为它们提供存储）。当活动对象需要安排一个超时服务，它准

备它的某个时间事件以便在未来的某时刻发送给自己。

图 6.15 展示了在 QF 实时框架里的时间事件功能。QTimeEvt类从 QEvent派生，这意味着事件

事件可以被用于所有和常规事件相同的上下文。时间事件可以更进一步定制去增加更多的信息（事件参

数）。

图 48  从 QEvent 派生的 QTimeEvt的 QF 类

时间事件为这个目的提供的公共操作：为一次性超时提供postIn()，为周期性超时提供

postEvery() 。每个超时请求有一个不同的时间事件和它联合，这样应用程序可以发出多个并行的请求

（从相同的或不同的活动对象）。当框架探测到恰当的时刻到达，框架直接发送请求的被时间事件到接

收者的事件队列（直接事件发送）。接收者然后像对待任何其他事件一样，处理这个时间事件。

应用程序可以明确的使用 disarm() 操作在任何时刻解除 (disarm) 任何（周期性的或一次性

的）时间事件。在（明确的，在一次性时间事件中是隐含的）解除后，时间事件可以为一次性或周期性

超时而被重用。另外，只有时间事件仍然是被设定的，它可以使用不同的 tick 通过 rearm()操作被重新

设定 (rearmed) 。对一次性时间事件，重新设定是有用的，例如，去实现需要被周期性“触碰”的以避免

超时的看门狗定时器。重新设定在调节周期性时间事件的相位也是有用的（你经常需要扩大或缩短某个

周期）。

6.6.2 系统时钟节拍

每个实时系统，包括传统的阻塞型内核，需要一个被称为系统时钟节拍（ system clock tick ）的周期性

时间源。系统时钟节拍典型地是一个以预先确定的速率发生的周期性中断，典型的速率在 10和 100Hz 之

间。你可以把系统时钟节拍想像成系统的心跳。系统时钟节拍的实际频率取决于你的应用程序所需的节

拍分辨率。节拍速率较快，意味着更多的时间管理开销。

系统时钟节拍必须调用一个特定的框架函数，用来给框架一个机会去周期性的更新做好准备的时

间事件。例如 QF 实时框架，在函数 QF_tick() 里更新时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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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一个周期性时间事件 firing每个节拍的时基误差（ jitter）

在一个实时框架里时间事件的派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延迟，这和在所有实时内核或

RTOS[Labrosse02] 的情况一样。图 6.16 用某种夸张的方式展示了在一个节拍间隔内一个周期性时间

事件的不同的延迟。如图 6.16不同时间间隔所标示的，时间事件总是容易跳动（ jitter）。时基误

差在接收者活动对象的优先级较低时变得更糟。在重负载的系统里，时基误差可能会超过一个时钟节

拍周期39 。特别的，一个仅为了一个节拍而准备的时间事件会立刻过期，因为系统时钟节拍在活动对

象执行的角度看是异步的。为了担保最少一个时钟节拍超时，你需要为一个时间事件准备 2 个时钟节

拍。也请注意，由于事件排队的关系时间事件一般不会被丢失，这和传统的 RTOS 里的时钟节拍相

反，那里在严重载荷时节拍会周期性的丢失。

6.7        错误和例外的处理

一个实时框架，和系统层软件的任何部分一样，必须实现一个在框架内部—更重要的是—在基于这个框

架的应用程序内部的错误情况的处理策略。当然，一个框架可以使用常见的技术，比如从框架 API 调用

返回错误编码，在标准的 errno功能设置错误编码，或者抛出 C++ 例外。事实上，绝大多数操作系统和

商业性 RTOS 使用这些方法。

然而，一个实时框架可以比这些做得更好。由于控制的倒置，因此在所有事件驱动型系统内，一

个实时框架控制着比一个传统操作系统更多的方面。一个实时框架在一个更好的位置去监视应用程序，

确信它在正确的执行，而不是应用程序检查错误编码或捕捉从框架发生的例外。也就是说，实时框架可

以使用一个和符合在框架和应用程序之间控制的倒置情况的错误处理策略，

6.7.1 契约式设计

由 Bertrand Meyer [Meyer 97] 开创的契约式设计 Design by Contract, DbC40方法，为在一个使用控制的倒

置的实时框架实现一个非常强壮的错误处理策略，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方法论。 DbC哲学把一个软件系

统看作一个组件的集合，组件的合作是基于对相互之间义务精密定义的规范—契约。这个方法的核心思

想是在代码内部嵌入内在的契约并自动的在运行时验证它们。

在 C或 C++ 里， DbC（契约）最重要的方面可以使用断言（ assertion ）实现。标准的 C库函

数的宏 assert()使用一个布尔参量，如果这个参量被评估为 FALSE就结束应用程序。实时框架当然也可

39 这可能提示系统的设计不正确。
40 契约式设计 Design by Contract是 Interactive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注册商标。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19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以使用这个宏的一个定制版本，当断言失败时（见 6.7.3节）它将调用应用程序的一个特定处理函数，

但是在运行时判断某些情况的一般思想是相同的。

创建到一个实时框架内的断言符合控制的倒置，因为通过断言，一个实时框架可以加强软件契约

而不用依赖应用程序去检查错误编码或捕捉抛出的例外。

最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软件契约（ C/C++ 里的断言）是，它们既不预防错误也实际上不处理错误，

就像人类之间的契约不预防骗子一样的。例如， QF 实时框架断言，一个被发行的事件信号是在被配

置范围。当然，这样的一个断言既不处理也不防止应用程序发行一个超出范围的事件。然而，断言确定

了一个契约，它详细的说明一个发行超出范围的事件的企图。开始你也许会任务这应该是一个退步。契

约不仅不做任何事去防止（更不用说去处理）错误，而且实际上通过把无论如何是无害的每个被断言的

条件变成一个致命的错误，从而让事件变得更糟！但是，当你实际思考它时，你必须承认发行一个超出

范围的事件是不好的。它表明应用程序有些失去了对事件信号的一致性，这是一个更大问题（也许是一

个失败的创建）的明确信号。

DbC哲学完全和流行的防御式编程策略对立，防御式编程表示一种编程风格，目标是通过接收更

宽范围的输入或允许操作的次序不必定符合对象的状态，让操作对错误更加强壮。防御式编程常被宣传

为一个更好的编程风格，但是不幸的是，它常常隐藏缺陷。为了再次使用相同的例子， QF 框架可以很

容易的让 publish() 操作更加“强壮”，方法就是简单的忽略一个超出范围的事件。防御式编程和 DbC

相比，不仅是更加难以实现。而且，防御式编程的问题是它允许代码“到处闲逛”，默默的处理不同的

非法条件。 DbC方法，与之相反，代表这种观点，一个程序要不完全控制所发生的事，要不就失去控制，

但是由断言定义程序受控意味着什么。当任何这些监护条件失败，这个方法认为，最好是尽快的面对这

个问题，并让系统进入一个安全失效的状态（不管对某个特定系统这意味这什么），而不是让这个跑飞

的程序继续允许。对于安全关键性应用程序比如医用设备，这个方式是特别明智的。

由于它们的简朴性，断言有时候被看作是非常原始的错误检查机制—它可能对较小的程序足够好，

但是在工业化强度的软件里必须被某个“真的”错误处理所取代。这种看法和 DbC哲学不一致， DbC

把契约看作是软件设计的组成部分。软件契约是重要的设计决策具体化，也就是把某些情况声明为错误

而不是例外情况，因此把它们嵌入大范围的关键任务软件而不是一些临时性的解决方案里面，就变得更

加重要。就像 Bertrand Meyer [Meyer 97b]观察到的：

不夸张的说，使用基于断言的开发将完全改变你对软件构建的看法。。。它把错误的整个问题，

软件开发者传奇的 unsung 部分，放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灯光下。

6.7.2 错误和例外条件的对比

另一个关于理解 DbC哲学的关键点是，软件契约的意图是探测错误，但不去处理例外条件。

一个错误（也被称为 bug ）意味着因为设计或实现错误（比如，超过数组的范围，或者应用一

个空指针）而出现的一个持续的缺陷。软件契约（在 C/C++ 里是断言）应该被用于文档化这类逻辑上

不可能的条件去发现编程错误。如果“不可能”发生了，那么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显然是错误的，你不能

再信任这个程序了。

和一个错误相反，一个例外条件是一个特别境况，它可以在系统的生命周期合法但是相对稀少的

出现，并暂停你的软件的主要执行路径。处理错误的第一优先考虑的是尽可能早的探测到它们。任何把

一个缺陷当作例外处理的企图，仅会增加一个跑飞程序能造成的破坏的危险。它也趋向为隐藏缺陷的代

码引入巨大的困难。在最差情况下，“处理”一个缺陷的企图将引入新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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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的一个常被忽视的大优点，就是，它们通过把许多条件标识为错误（你不需要处理它们）而

不是例外条件（你需要处理它们），因而导致软件有相当大的简化。当应用程序代码不需要检查和处理

从框架返回的错误代码而是可以依赖由断言实施（见 6.7.5节）的框架策略时，常常变得更加简化。

注： 断言可以是新式静态源代码分析工具用于测试你代码正确性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6.7.3     C      和      C++      里可定制的断言

清单 6.1 展示了简单的，可定制的，嵌入式系统友好的断言，我已经发现它们可以胜任很广泛范围的嵌

入式或其他项目。这些简单的断言被一致的用于全部 QP 构件，比如 QF 实时框架和 QEP事件处理

器。

展示在清单 6.1 的 qassert.h 头文件类似标准的 <assert.h>头文件，除了 (1) qassert.h允许定制

错误响应， (2) 它通过避免文件名字符串的多重复制的扩散而保护内存，和 (3) 它提供了另外的宏用

于测试和文档化 preconditions（ Q_REQUIRE ）， postconditions （ Q_ENSURE）和

invariants （ Q_INVARIANT ）。这三个宏的名字直接从Eiffel——一个原生支持 DbC的编程语言——

借用。

代码列表 24  qassert.h 头文件

(1) #ifdef Q_NASSERT          /* Q_NASSERT defined--assertion checking disabled */

         #define Q_DEFINE_THIS_FILE

         #define Q_DEFINE_THIS_MODULE(name_)

         #define Q_ASSERT(test_)    ((void)0)

         #define Q_ALLEGE(test_)    ((void)(test_))

         #define Q_ERROR()          ((void)0)

     #else                  /* Q_NASSERT not defined--assertion checking enabled */

             /* callback invoked in case the condition passed to assertion fails */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2)     void Q_onAssert(char const Q_ROM * const Q_ROM_VAR file, int line);

 (3)     #define Q_DEFINE_THIS_FILE \

             static char const Q_ROM Q_ROM_VAR l_this_file[] = __FILE__;

 (4)     #define Q_DEFINE_THIS_MODULE(name_) \

             static char const Q_ROM Q_ROM_VAR l_this_file[] = #name_;

                                                    /* general purpose asser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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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define Q_ASSERT(test_) \

             if (test_) { \

             } \

             else (Q_onAssert(l_this_file, __LINE__))

           /* general purpose assertion that ALWAYS evaluates the test_ argument */

 (6)     #define Q_ALLEGE(test_)    Q_ASSERT(test_)

                                                  /* Assertion that always fails */

 (7)     #define Q_ERROR() \

             (Q_onAssert(l_this_file, __LINE__))

     #endif                                                         /* Q_NASSERT */

                                     /* assertion that checks for a precondition */

 (8) #define Q_REQUIRE(test_)   Q_ASSERT(test_)

                                    /* assertion that checks for a postcondition */

 (9) #define Q_ENSURE(test_)    Q_ASSERT(test_)

                                       /* assertion that checks for an invariant */

(10) #define Q_INVARIANT(test_) Q_ASSERT(test_)

                                                       /* compile-time assertion */

(11) #define Q_ASSERT_COMPILE(test_) \

         extern char Q_assert_compile[(test_)]

     #endif                                                         /* qassert_h */

(1) 定义宏 Q_NASSERT 禁止断言。当被禁止时，所有断言宏扩展成空语句，不会生成任何代码。

(2) 每当一个断言失败时，本行的函数 Q_onAssert()原型被调用。这个函数是应用程序特定函数，

你需要在你的代码某处定义它。在嵌入式系统里， Q_onAssert()首先禁止中断并独占 CPU，

然后可能尝试把系统放入一个失败安全的状态，最后触发一次系统复位。如果可能，这个函数

也可能为失效原因留下一些线索，也许把文件名和代码行号放入一个可保持的内存。还有

Q_onAssert()在开发和排错阶段是一个理想的设置断点（ breakpoint）的地方。

注： 在声明 Q_onAssert()使用的宏 Q_ROM 和 Q_ROM_VAR在第四章清单 4.14 有解释。

(3) 宏 Q_DEFINE_THIS_FILE 定义了一个静态和不变的字符串 l_this_file[] 作为在标准宏

__FILE__里提供的源文件的名字。你需要在每个 .c或 .cpp 文件的顶部放入

Q_DEFINE_THIS_FILE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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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的 assert()相比，在清单 6.1 定义的宏通过使用 l_this_file[] 字符串而不是标准的预处理

宏 __FILE__，作为 Q_onAssert()的第一个参量来保存内存（典型地是 ROM ）。这样避免了为每次使用

assert()宏时 __FILE__多个复制品的扩散。

(4) 宏Q_DEFINE_THIS_MODULE()定义了一个静态和不变的字符串 l_this_file[] 作为在参量里

提供的字符串。这个宏为 Q_DEFINE_THIS_FILE 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因此你可以使用其中

任意一个）。 __FILE__常常扩展成翻译单元的全路径名，它也许太长而不能被记录。

(5) 宏 Q_ASSERT() 定义了一个通用用途的断言。在 if 语句的空块也许看来奇怪，但是你需要同

时使用 if 和 else 语句来预防不希望的 dangling-if 语句问题。

(6) 当通过定义 Q_NASSERT 使断言被禁止，断言宏不生成任何代码，特别的，它们不测试作为

参量传递给它们的表达式，因此你需要小心避免任何为了正常程序操作而在断言内部执行的表

达式测试的副作用。宏 Q_ALLEGE()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这个断言宏总是测试条件，即

使在断言被禁止的时候，它不调用 Q_onAssert()回调函数。 Q_ALLEGE() 在避免测试的副作

用将会在堆栈—在嵌入式系统你常常想把它最小化—引入临时变量情况下，它是有用的。

(7) 宏Q_ERROR()总是失败。这个宏的使用等效于 Q_ASSERT(0) ，但是更加有描叙性。

(8-10) 宏 Q_REQUIRE()， Q-ENSURE() ，和 Q_INVARIANT()被计划用于分别检验前置条件，后置

条件和 invariant 。它们都被映射成 Q_ASSERT() 。它们不同的名字仅为了更好的文档化这

个契约的特定意图。

(11) 宏 Q_ASSERT_COMPILE()在编译时检验契约。宏利用了这个事实，在 C 语言里一个数组的

维数不能为 0 。请注意这个宏不实际分配任何存储，因此使用它不会产生开销 [Murphy 01]。

6.7.4 例外条件的基于状态的处理

一个例外条件是在一个系统的生命周期里的一个特定的条件，它需要一个特定的行为。在一个状态机驱

动型好的对象里，行为的一个改变对应于状态的一个改变（状态转换）。因此，在活动对象系统里，相

联的状态机是处理全部条件包括例外条件最自然的方式。

使用状态层次能非常有助于把“例外”行为从“正常”行为区分开。这类基于状态的例外处理是

终极钩子和提醒器状态模式（第五章）一个典型的结合，它工作方式如下。一个共有超状态定义一个到

这个状态机“例外”部分的高层转换。这个超状态的子状态机实现“正常”行为。在子状态机遇到一个

例外条件的动作内的任何时候，它发送一个提醒器事件给自己去触发这个到处理例外的高层转换。在高

层转换实施的退出动作执行对当前上下文的清理，并明确的进入“例外”上下文。

基于状态的例外处理为底层编程语言内建的例外处理机制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和语言无关的替代品。

如在第三章 3.7.2节所描叙的，在 C++ 里抛出和捕捉例外在任何状态机实现里都是有危险的，因为它和

基础性的状态机 RTC语义冲突。在抛出例外时传播的固有的堆栈解退（ stack unwinding ）过程和事

件驱动型系统也和没有像传统的顺序式代码那么关联，因为事件驱动型系统很少依赖堆栈，它更加依赖

使用静态数据来存储状态信息。如 Tom Cargill[Cargill 94]在充满创意的论文“例外处理：安全的一个虚

假感觉”里注意到的：

“和直觉相反，对例外编码的困难部分不是明确的抛出和捕捉。使用例外真正困难的部分是要

用这样一种方式写出全部干涉代码，一个任意的例外可以从它的抛出点传播到它的处理函数，它安全的

到达，没有危害在路径上程序的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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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可以做到，请考虑把C++ 的抛出 - 捕捉例外处理移出你的事件驱动型软件。如果你不能避

免它，确信在它们造成任何危害前捕捉全部例外。

6.7.5 带着断言的交货

标准的做法是在开发和测试事使用断言，但是在最终产品里禁止它们。在这个方法里常被引用的意见来

自 C A R Hoare，他认为在最终产品禁止断言就像在练习时使用安全带，但在实际场合却不使用它。

带着断言交货的问题实际分为 2 个部分。第一，断言给你的代码带来的开销。显然，如果开销太

大，你没有选择。但是你必须问你自己，你将如何创建和测试你的软件？更好的办法是把断言当作软件

的一个整体部分，并适当的调整硬件去容纳它们。当计算机硬件的价格飞速下降同时性能增加时，为了

更好的系统完整性，花费一小部分 CPU周期和一些额外的代码内存是有意义的。实际上，断言常常通过

排除许多试着伪装缺陷的“错误处理”代码而让你得到回报。

另一个问题是，当一个断言在现场激发时什么是正确的系统响应。这个响应必须是明显的被仔细

设计，安全关键性系统也许需要一些冗余和恢复策略。对那些不那么关键的应用程序，一个简单的系统

复位，从用户的角度看，是一个最不方便的动作—肯定比锁住应用程序并拒绝服务更不方便。你应该试

着留下一些什么出错了的提示信息“面包屑”。为了这个，断言为调试和最终修复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出发点。

6.7.6 由断言担保的事件派发

传统的顺序式系统通讯主要使用同步的函数调用。当模块 A想和模块 B 通讯时，模块 A调用 B 的一个

函数。这个通讯隐含假设是可靠的，也就是说，程序员主观认为函数调用机制将会工作，参数将会传递

给被调用者，返回值将会被发送给调用者。程序员不设想任何恢复性策略来处理函数调用机制本身的失

败。但事实上，任何函数调用因为堆栈空间不够可能失败。因此，特别通讯的可靠性事实上是建立在足

够的堆栈资源的假设上的。

事件处理系统通讯主要使用异步事件交互。当活动对象A想和活动对象 B 通讯时，对象 A分配

一个事件并把他发送给对象 B 的事件队列。程序员应该能够认为事件派发机制将会工作，事件将会有效，

事件队列将会接受这个事件。但是，事实上，异步通讯可以应为事件池耗尽或队列的深度不够而失败。

因此，异步通讯的可靠性事实上司机建立在足够的事件池尺寸和事件队列深度上的。如果这 2 个资源有

适当的尺寸，在相同地址空间的异步事件发送就会和同步函数调用一样可靠。

注： 这里，我把讨论限制在在一个单一地址空间运行的非分布系统。通过不可靠通讯媒介连接的分

布式系统造成了十分困难的挑战。这种情况下，同步通讯，比如 RPC（ remote procedure 

call ），和通过消息传递的异步通讯，都不能做出很强的保证。

我希望这个论证帮助你明白，事件池和事件队列应该被在相同的基础对待，执行堆栈以及任何资

源的耗尽都代表一个错误。事实上，事件池和队列履行事件驱动型系统许多在传统多任务系统里是执行

堆栈的责任。例如，在事件内部传递的变量，它完成通过调用堆栈传递调用函数的参数这个相同的角色。

因此，事件驱动型系统，和传统的顺序式系统相比使用更少的堆栈空间，但是相反的，它需要事件队列

和事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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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时框架可以使用断言去探测事件池和事件队列溢出，使用和许多商业性 RTOS 探测堆栈

溢出相同的方法。例如， QF 实时框架内部断言，一个所请求的动态事件可以总是从一个事件池被分

配。类似的， QF 框架断言一个事件队列总是接受一个被发送的事件。这取决于应用程序实现者如何去

调整全部事件池和事件队列的有足够大小，就像实现者负责为一个多任务内核调整执行堆栈到足够大小

一样，使用完全同样的方法。

注： 在传统的 RTOS 里的标准的消息队列允许规避事件派发担保的多个创建方式。例如，消息队

列允许在队列为满时丢失事件，或者阻塞直到队列可以接受这个事件为止。 QF 实时框架不

使用这些机制。 QF 简单的断言一个事件队列接受每个事件而不会阻塞。

6.8        基于框架的软件追踪

使用活动对象建立的一个在运行的应用程序，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事物，里面全部重要的系统交互都是

通过实时框架和执行状态机的事件处理器。这个安排提供了一个稀有的机会去实施软件追踪 software 

tracing 技术。简单的讲，软件追踪类似于在代码里安排一些 printf() 语句，它被称为检测代码，记录并

分析以后从目标系统取回来的所感兴趣的分立事件。当然，一个好的软件追踪检测设备可以做到比简单

的 printf() 更少的侵入并更有效。

通过适当的检测实时框架代码，你可以得到关于正在运行系统空前丰富的信息，远比任何传统的

RTOS 所能提供的更加详细和全面。（当然，这是控制的倒置的另一个优点。）从框架自身得到的软件

追踪数据，允许你为全部系统里的活动对象生成完整的，带有时间戳的顺序图和详细的状态机活动图。

这个能力可以为你的应用程序的整个测试策略形成基础。而且，单独的活动对象是用来测试的天然的实

体，你可以简单的给活动对象注入事件并收集追踪数据。在框架层的软件追踪对你提供这些全面的信息，

即使没有检测装置被加入应用层代码。

绝大多数商业性实时框架习惯使用软件追踪来提供在系统内状态机的可视的动画效果。 QF 实时

框架也可以被检测，所得到的软件追踪数据可以使用 QS （“ Q-Spy” ）构件提取，我将在第十一章

介绍这个构件。

6.9        小结

事件驱动型编程需要一个和传统的顺序式编程不同的范型转换。这个范型转换导致在事件驱动型应用程

序和它所在的基础设施之间的控制的转换。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可以是通用的并且典型地使用一个实时

框架的形式。使用这样一个框架去实现你的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可以让你避免为你实现的每一个系统

“重新发明车轮”。

一个实时框架可以利用多种不同的 CPU管理策略，因此理解基本的从简单的前后台系统到合作式

多任务系统到完全可抢占的多任务系统的实时概念，是很重要的。传统上，这些执行模型都使用“阻

塞”范型而被使用。“阻塞”意味着程序频繁的等待事件，要不就是一直在执行查询循环，要不就是被

多任务内核阻塞。“阻塞”模型和事件驱动型范型不兼容，但是它可以被改造。总的策略是在事件驱动

基础设施（框架）里集中并封装所有“阻塞”代码，因此应用程序代码完全不会阻塞。

活动对象计算模型把多个传统的事件队列和一个多任务环境结合起来。在这个模型里，应用程序

被分为多个自治的活动对象，它们每个都封装了一个执行线程（事件循环），一个事件队列，和一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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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机。活动对象异步通讯的方式是通过给对方的事件队列发送事件。在一个活动对象内，事件总是用一

种运行到完成的方式被处理，同时由实时框架处理线程安全的事件交换和排队的全部细节。

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可以同一个传统的可抢占型 RTOS ，或一个基本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或

超级简单的可抢占的 RTC内核一起工作。在这些配置中，活动对象模型可以利用底层 CPU鼓励策略的

全部有利因素，达成最理想的响应性和 CPU利用性。只有活动对象被严格的封装（比如，不共享资源），

它们可以被内在的编程而不用关心多任务或其他麻烦的机制。

绝大多数实时框架支持简单的直接事件发送，一些框架支持更高级的发行 - 订阅事件派发机制。

直接事件发送是一种“推”式通讯，这里接收者活动对象不管它是否需要，都收到未被请求的事件。发

行 - 订阅是一种“拉”式通讯，这里活动对象通过框架订阅事件信号，然后框架仅派发所请求的事件给

活动对象。发行 - 订阅让事件生产者和事件消费者之间的耦合更松散

也许一个实时框架最大的责任是保证在活动对象内部线程安全的 RTC事件处理。这包含事件管理

策略，因此当前事件在整个RTC步骤过程没有被破坏。一个简单的但昂贵的保护事件不被过早破坏的方

法是，把整个事件复制进和复制出一个事件队列。框架可以实现的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是“零复制”事

件派发。“零复制”意味着框架控制线程安全的共享事件内存，在应用程序层看来，这和真的事件复制

没有差别。实时框架可以这样做是因为框架实际上控制了事件和活动对象的全部生命周期。

实时框架通过时间事件，也叫定时器，管理时间，时间事件是请求发送事件的延时的请求。框架

可以并行的处理许多这类请求。框架使用系统时钟节拍来周期性的活动控制权去管理时间事件。时间事

件的分辨率是一个系统时钟节拍，但是这不意味着精度也是一个系统时钟节拍，因为不同的延迟会造成

时基跳动。

实时框架可以使用传统的错误处理策略，比如从框架 API 调用返回错误编码。然而，实时框架

可以使用利用框架和应用程序之间的控制的倒置的有利条件而形成的错误管理。这样的技术基于断言，

或更一般性的讲，基于契约式设计 DbC方法论。框架可以使用断言去不断的监视应用程序。同时，框架

可以加强对事件派发的担保，这极大的简化了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的设计。

最后，实时框架可以使用软件追踪技术图提供比任何传统 RTOS 更加详细和广泛的，关于正在运

行的应用程序的信息。框架的软件追踪装置可以构成活动对象系统的测试和调试策略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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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实时框架的实现

让我们改变我们对程序结构的传统态度。不要想象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指导一台电脑去

做什么，让我们集中精力向人类解释，我们希望电脑做什么。

--Donald E. Knuth

在这一章，我描叙一个被名为 QF 的轻量级实时框架的实现。如在图 7.1 所示， QF 是 QP 事件驱动

平台的核心构件， QP 也包括了 QEP层次式事件处理器（在本书第一部分描叙），可抢占的RTC内核

(QK)，和软件追踪装置 (QS)。

图 50  QP 构件（灰色）和它们和目标硬件，板支持包 BSP 和应用程序之间的的关系

本章焦点是讨论通用的，平台无关的 QF 源代码。我把后面第八章用于描叙平台相关的代码，它

依赖特定的处理器，编译器和操作系统 /RTOS （包括不用 RTOS 而使用 QF 的情况）。

我使用自顶向下的风格描叙 QF 。在开始我讲解一个 QF 特征的概览。然后我展现框架的结构，

既有逻辑的（分割成类）和物理的（分割成文件）。本章后面，我解释 QF 服务的实现。同样，我几乎

全部参考 C 源代码（位置在伴随代码的<qp>\qpc\目录下）。仅在 C++ 版本（位置在 <qp>\qpcpp\目录

下）和 C 版本的差别很重要时，我才提及 C++ 版本的实现。

7.1               QF      实时框架的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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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 是一个通用的可移植的规模可变的实时框架，特别为实时嵌入式系统 RTES 领域设计。 QF 可以

管理多达 63个并发执行的活动对象41 ，它们封装了任务（每个都嵌入了一个状态机和一个事件队列），

任务之间通过发送和接收事件进行异步通讯。

“嵌入式”设计心态（ mindset）意味着 QF 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是高效的。此外， QF 仅使

用确定性的算法，因此你总是可以确定执行事件的上边界，中断禁止的最大时间，以及任何给定 QF 服

务所需的堆栈空间。 QF 也不调用任何外部代码，即使是标准的 C或 C++库函数。特别的， QF 不

使用标准的堆 (malloc() 或 C++ 操作符 new)。相反，框架让用户决定它的操作所需的内存去实例化框架

和实例化任何框架派生的对象。全部这些内存可以在硬实时应用程序中被静态的分配，但是在其他类型

的应用程序中你也可以使用标准的堆或任何内存分配机制的组合。

7.1.1 源代码

本书的协助网站 www.quantum-leaps.com/psicc2/ 全部 QP 构件，包括 QF 的完整源代码。我希望你会

发现源代码是非常干净和一致的。代码严格遵循在 www.quantum-

leaps.com/doc/AN_QL_Coding_Stardard.pdf的编码标准。

所有 QP 源代码通过了 Lint检查。使用 Gimple Software (www.gimpel.com) 的 PC-lint/FlexLint 

静态分析工具检查它的符合程度。 QP 发行版本包括 qpc\ports\lint\ 子目录下，它包含使用 PC-LINT

编译全部 QP 构件的批处理脚本 make.bat 。

QP 源代码也是 98%遵循汽车工业软件可靠性协会（ MISRA）的“在汽车软件里使用 C 语言

的指导” [MISRA 98] 规范。这些标准有 MISRA创建，用于提高在关键性汽车系统里的 C 程序的可靠

性和可预测性。这个标准的全版本可以直接从 MISRA网站 www.misra.org.ukhttp://www.misra.org.uk/  获
得。用于分析 QP 代码的 Pc-lint 配置包括 MISRA规则检查器。

最后最重要的是，我相信简单的把源代码给你是不够的。为了获得在事件驱动型编程方面真实的

信心，你需要理解一个实时框架最后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各个不同的部分是如何配合在一起的。本书，

特别是本章，提供了这类信息。

7.1.2 可移植性

所以 QF 源代码使用可移植的 ANSI-C ，或者嵌入式 C++ 子集42 编写，所有处理器相关的，编译器

相关的，或操作系统相关的代码被抽象成一个清楚定义的平台抽象层 PAL（ platform abstraction 

layer）。

在最简单的独立配置里， QF 运行在“裸芯片”目标 CPU上，完全取代传统的 RTOS 。如

图 7.1 所示，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包括简单的非抢占式 vanilla 调度器，和完全可抢占的内核 QK 。现

在，独立的 QF 配置被移植到 10多个不同的 CPU架构，从 8位（如 8051， PIC,AVR,68H(S)08 ）到

16位 ( 如 MSP430 ， M16C ， x86 实模式 ) ，到 32位架构（如传统的 ARM ， ARM Cortex-

M3 ， Altera Nois II ， x86 ）。

QF 框架可以和一个传统的 OS/RTOS工作，利用现有设备驱动程序，通讯堆栈，中间件或任何

需要一个传统的“阻塞”内核的旧代码 (legacy code)的优点。现在， QF 被移植到 6 个主要的操作系

统和 RTOS ，包括 Linux （ POSIX ）和 Win32 。

如你将在本章源代码看到的，在编写一个像 QF 这样广泛可用的实时框架时，高度可移植性是

主要挑战。显然，形成一个高效的可以正确的捕捉所有可能的平台差异的 PAL，需要做大量的重复性

41 这不是意味着你的应用程序被限制最多使用 63 个状态机。每如在第五章“正交构件”状态模式里所描叙的那样，
每个活动对象可以管理无限多的状态化构件。
42 嵌入式 C++子集的定义在 http://www.caravan.net/ec2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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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并实际把框架移植到几个 CPU，操作系统和编译器。我在后面第八章描叙移植 QF 框架。

www.quantum-leaps.com 网站包含了数量不断增加的 QF 移植，实例和文档。

7.1.3 可伸缩性

QP 事件驱动平台的全部构件，特别是 QF 实时框架，被设计为具有可伸缩性，这样你的最终应用程序

映像仅包含你实际需要的服务。 QF 被设计用于一个细粒度的对象库的部署，你可以静态的把它链接到

你的应用程序。这个策略把责任交给链接器，让它在链接时自动排除任何没用到的代码，应用程序员不

需为每个应用程序在编译时刻去配置 QF 代码。

如在图 7.2 所示，一个最小的 QP/C 或 QP/C++ 系统需要大约 8KB代码空间（ ROM ）和

大约 1KB数据空间 (RAM)，为一个有意义的应用程序的代码和数据提供足够的空间。这个代码尺寸对

应于一个典型的基于 RTOS 的应用程序的大小，除了 RTOS 方法需要更多的堆栈 RAM 外。

注： 一个典型的独立的使用 QEP， QF 和 vanilla 调度器或 QK 可抢占式内核的，允许全部主要

的特征 QP 配置，需要大约 4KB代码。显然，你需要为你自己的应用程序代码和数据预算额

外的 ROM 和 RAM 。图 7.2 展示了应用程序的大小（ footprint ）。

图 51 QP ， QP-Nano 和其他 RTOS/OS 的 RAM/ROM 大小。这个图展示了近似的全部系统和 RTOS/OS 的

尺寸的对比。请注意对数坐标轴

然而，事件驱动型方法可以缩减的更加小，远远超过任何普通的 RTOS 能做到的规模。为了处

理更加小的系统，一个叫 QP-nano 的简化 QP 版本实现了 QP/C 或 QP/C++ 特征的一个子集。

QP-nano 被特别设计为在低端的 8位和 16位嵌入式 MCU 上使用层次式状态机来实现活动对象计算。

如在图 7.2 所示，一个有意义的 QP-nano 应用程序最小尺寸是 100 字节的 RAM 和 2KB的

ROM 。我在第 11章描叙 QP-na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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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复杂系统， QP 应用程序也可扩大成非常打的系统，用于多个 G字节的 RAM 和多个

CPU或多河 CPU。大规模应用程序，比如不同的服务器，常常要管理庞大的状态化构件，因此每个构件

的效率是关键的。已被证明，轻量级的事件驱动的基于状态机的方法很容易扩大，并提供许多超过传统

的每个构件一个线程的范型的优点。

7.1.4 对现代状态机的支持

如在图 7.1 所示， QF 实时框架被设计为和 QEP层次式事件处理紧密的工作（第四章）。 2 个构件

互相补充对方， QEP提供了 UML 兼容的直接实现，而 QF 提了并发执行这类状态机的基础设施。

然而， QF 的设计提供了许多灵活性。你可以把活动对象的派生基础类配置为 QHsm 层次式状

态机（第四章 4.5 节），较简单的 QFsm 非层次式状态机（第三章 3.6 节），或者甚至你自己的没

有在 QEP事件处理器里面定义的基础类。

7.1.5 直接事件发送和发布      -      订阅式事件派发

QF 实时框架支持使用 FIFO和 LIFO 策略对特点活动对象进行直接事件发送。 QF 也支持在第六章

6.4 节所描叙的更加先进的发行 - 订阅事件派发机制。 2 个机制可以在一个应用程序中共存。

7.1.6 零复制的事件内存管理

也许 QF 实时框架最有价值的特征是在第六章 6.5 节描叙的高效“零复制”事件内存管理。 QF 支持

事件的基于引用计数算法的多路发送，对事件的自动垃圾收集，高效的静态事件，“零复制”事件延迟，

和可多多达 3 个为了最佳内存使用而拥有不同块尺寸的事件池。

7.1.7 开放式序号的时间事件

QF 可以管理开放式序号的时间事件（计时器）。 QF 时间事件通过结构化派生（在 C++ 的继承）是

可扩展的。每个时间事件可以被作为一个一次性或周期性超时发生器而被激活。只有被激活（ active ）

的时间事件才消耗 CPU周期。

7.1.8 原生的事件队列

QF 提供原生事件队列的 2 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为活动对象优化的，包含一个可移植的可以为阻塞

型内核，简单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的 6.3.7节）或 QK 可抢占型内核（第六章 6.3.8节）而做修改

的层。第二个版本是一个简单的“线程安全的”队列，它不能阻塞，被设计为给中断发送事件和存储延

迟的事件。 2 个原生 QF 事件队列类型都是轻量级的，高效的，可确定的和线程安全的。它们为了传

递执行事件的指针而被优化，并比在一个典型的 RTOS 里的浩大的消息队列更小更快。

7.1.9 原生的内存池

QF 提供了一个快的，可确定的，和线程安全的内场池。 QF 在内部把内存池作为管理动态事件的事

件池，但是你也可以为了在你系统中分配任何其他对象而使用内存池。

7.1.10    内置      Vanilla      调度器

QF 实时框架包含了一个在第六章 6.3.7节所描叙的可移植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我在第八章展示

QF 到 vanila 内核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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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和      QK      可抢占式内核的紧密集成

QF 实时框架也可以和可确定的，可抢占的，非阻塞 QK 内核工作。如在第六章 6.3.8节所描叙的，

RTC内核，比如 QK ，为事件驱动型系统提供了可抢占的多任务功能，和传统的阻塞性内核 /RTOS 相

比，仅需更少的 CPU费用和更少堆栈。

7.1.12    低功耗构架

绝大多数嵌入式微处理器 MCU 提供了一个低功耗睡眠模式的选择，用来通过调节给 CPU和其他外

设的时钟来节省能量。睡眠模式通过软件控制进入，在某个外部中断时退出。

事件驱动型范型特别适合利用这些节省能量的特征，因为每个事件驱动型系统可以很容易的探测

到何时系统没有更多事情要处理，这被称为空闲情况（6.3.7节）。在单独的 QF 配置下，不管使用合

作式 vanilla 内核还是可抢占式 QK 内核， QF 框架都为处理空闲情况提供了回调函数。这些回调函数

被仔细的设计，用来把 MCU 安全的放入一个低功耗睡眠模式，而不会和活动的中断产生竞争情况。

7.1.13    基于断言的错误处理

QF 实时框架始终如一的使用在第六章 6.7 节描叙的契约式设计（ DbC）哲学。 QF 使用内建到框

架的断言持续地监视应用程序。同时， QF 使用断言来加强事件派发的保证，这极大的简化了事件驱动

型应用程序设计。

7.1.14    内置软件追踪测试设备

如在第六章 6.8 节所描叙的，一个实时框架可以使用软件追踪技术提供比任何传统的 RTOS 更广泛和

更详细的，关于运行中应用系统的信息。 QF 代码包含了软件追踪测试设备，因此它可以提供对系统内

部空前的能见度。名义上，测试设备是不活跃的，意味着他不增加任何代码尺寸或运行时开销。但是通

过定义宏 Q_SPY，你可以激活这个测试设备。我用整个第九章来讲解软件追踪。

注： QF 代码被使用 QS （ Q-SPY ）宏装备用来从活动对象的执行生成软件追踪输出。然而，测

试设备默认是禁止的，在本章中的讨论中为了更好的讲解而不会被列出。关于 QS 软件追踪

实现的更多细节请参考第九章。

7.2               QF      的结构

图 7.3 展示了主要的 QF 类和它们和应用程序级代码的关系，比如第一章的“飞行和射击”游戏例子。

像所有实时框架一样， QF 提供了核心基本类 QActive ，用于活动对象类的派生。 QActive 类是抽

象的，意味着它不是打算用于被直接实例化，而是为了派生具体43 的活动对象类，比如图 7.3 内的

Ship， Missile和 Tunnel 。

QActive 类默认是从在 QEP事件处理器（第四章）的 QHsm 层次式状态机类派生。这意味着，

凭借着继承，活动对象是 HSM，并继承了 init()和 dispatch() 状态机接口。 QActive 也包含了一个执

行线程和一个事件队列，它可以是原生的 QF 类，或者由底层 RTOS 提供。

和 QEP事件处理器一样， QF 使用同样的 QEvent类来表示事件。另外，框架提供了时间事件

43 具体类(concrete class)是一个 OOP 术语，代表一个没有抽象操作或被保护的构造函数。具体类可以被实例化，相反
抽象类不能被实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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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QTimeEvt，应用程序使用它来产生超时请求。

QF 也提供了几个服务给应用程序，它们没有在图 7.3 的类图展示出来。这些额外的 QF 服务

包括生成新的动态事件 (Q_NEW()) ，发行事件（ QF_publish()），原生 QF 事件队列类

(QEQueue) ，原生 QF 内存池类（ QMPool ），和内建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见第六章 6.3.7节）。

图 52  QEP事件处理器， QF 实时框架，和“飞行和射击”游戏

7.2.1         QF      源代码的组织

程序清单 7.1 展示了组成 QF 实时框架的 C 语言版本的平台无关的目录和文件。 C++ 版本的组织结

构几乎一样，除了它的实现文件使用 .cpp 扩展名外。

代码列表 25 平台无关的 QF 源代码组织

    qpc\                  - QP/C root directory (qpcpp for QP/C++)
       |

       +-doxygen\         - QP/C documentation generated with Doxygen 

       | +-html\          - "QP/C Reference Manual" in HTML format

       | | +-index.html   - The starting HTML page for the "QP/C Reference Manual"

       | | +- . . .

       | +-Doxyfile       - Doxygen configuration file to generate the Manual

       | +-qpc.chm        - QP/C Reference Manual" in CHM Help format

       | +-qpc_rev.h      - QP/C revision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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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 QP platform-independent header files

       |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qequeue.h      - QF native event queue facility

       | +-qmpool.h       - QF native memory pool facility

       | +-qpset.h        - QF native priority set facility

       | +-qvanilla.h     - QF native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interface

       |

       +-qf\              - QF real-time framework

       | +-source\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qf_pkg.h     - internal, interface for the QF implementation

       | | +-qa_defer.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defer()/QActive_recall()

       | | +-qa_ctor.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ctor()

       | | +-qa_fifo.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postFIFO()

       | | +-qa_fifo_.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postFIFO_()

       | | +-qa_get_.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get_()

       | | +-qa_lifo.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postLIFO()

       | | +-qa_lifo_.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postLIFO_()

       | | +-qa_sub.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subscribe()

       | | +-qa_usub.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unsubscribe()

       | | +-qa_usuba.c   - definition of QActive_unsubscribeAll()

       | | +-qeq_fifo.c   - definition of QEQueue_postFIFO()

       | | +-qeq_get.c    - definition of QEQueue_get()

       | | +-qeq_init.c   - definition of QEQueue_init()

       | | +-qeq_lifo.c   - definition of QEQueue_postLIFO()

       | | +-qf_act.c     - definition of QF_active_[]

       | | +-qf_gc.c      - definition of QF_gc_()

       | | +-qf_log2.c    - definition of QF_log2Lkup[]

       | | +-qf_new.c     - definition of QF_new_()

       | | +-qf_pool.c    - definition of QF_poolInit()

       | | +-qf_psini.c   - definition of QF_psInit()

       | | +-qf_pspub.c   - definition of QF_publish()

       | | +-qf_pwr2.c    - definition of QF_pwr2Lkup_[]

       | | +-qf_tick.c    - definition of QF_tick()

       | | +-qmp_get.c    - definition of QMPool_get()

       | | +-qmp_init.c   - definition of QMPool_init()

       | | +-qmp_put.c    - definition of QMPool_put()

       | | +-qte_arm.c    - definition of QTimeEvt_arm_()

       | | +-qte_ctor.c   - definition of QTimeEvt_ctor()

       | | +-qte_darm.c   - definition of QTimeEvt_darm()

       | | +-qte_rarm.c   - definition of QTimeEvt_rearm()

       | | +-qvanilla.c   -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implement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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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nt\          - QF options for lint

       | | +-opt_qf.lnt   - PC-lint options for linting QF

       |

       +-ports\           - Platform-specific QP ports

       | +- . . .

       +-examples\        - Platform-specific QP examples

       | +- . . .

QF 源代码文件典型地每个文件只包含一个函数或一个数据结构的定义。这个设计是为了把 QF

当作一个细粒度的库来部署，你可以静态的把它和你的应用程序链接。细粒度意味着 QF 库包含多个小

的松散耦合的模块（目标文件），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包含全部功能的模块。例如，一个单独的模块

qa_lifo.c 实现了 QActive_postLIFO()，因此，如果你的程序从不调用这个函数，链接器将不会引入

qa_lifo.obj模块。这个策略把负担交给链接器，让它去在链接时排除任何没用的代码，而不是让程序员为

每个应用程序在编译时配置 QF 代码。

7.3               QF      里的临界区

QF 和其他任何系统层软件一样，必须保护某些指令的顺序不被破坏从而担保线程安全的操作。这个必

须被不可分割地执行的代码区被称为临界区。

在一个嵌入式系统环境里， QF 使用最简单和最有效率的方法来保护一段代码不被分裂，就是在

进入临界区时锁中断，在从临界区退出时解锁中断。在不允许锁中断的系统里， QF 可以采用其他的

由底层操作系统支持的机制，比如互斥体（ mutex ）。

注： 停留在一个临界区的最大时间直接影响系统对外界事件的响应性（中断等待 interrupt 

latency）。所有 QF 临界区被小心的设计成尽可能短，和任何商业性 RTOS 的临界段是同

一个数量级的。当然，临界段的长度取决于处理器构架和编译器生成的代码质量。

为了隐藏适合特定处理器，编译器和操作系统的实际的临界区实现方法， QF 平台抽象层包含

了 2 个宏 QF_INT_LOCK()和 QF_INT_UNLOCK() ，分别用来上锁和解锁中断。

7.3.1 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

最通用的临界区实现牵涉到在进入临界区前保存中断状态，在从临界区退出后恢复这个状态。清单 7.2

演示了这个临界区类型的用法。

代码列表 26  “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的例子

     {
 (1)     unsigned int lock_key;

         . . .

 (2)     lock_key = get_int_status();

 (3)     int_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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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     /* critical section of code */

         . . .

 (5)     set_int_status(lock_key);

         . . .

     }

(1) 临时变量 lock_key 保存中断状态

(2) 在恰好进入临界区前，从 CPU获得当前中断状态并被保存在 lock_key 变量里。当然，获得

中断状态的实际函数的名字在你的系统里可以不同。这个函数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宏或一个在线

汇编语句。

(3) 使用由编译器提供的机制，中断被锁住了。

(4) 代码区被不可分割的执行，因为它不可能被中断。

(5) 原来的中断状态被从 lock_key 变量恢复。这一步仅解锁在第二步被解锁的中断。否则，中断

维持上锁状态。

代码列表 27  “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的 QF 宏定义

(1) #define QF_INT_KEY_TYPE     unsigned int

 (2) #define QF_INT_LOCK(key_)   do { \

        (key_) = get_int_status();    \

        int_lock();                   \

     } while (0)

 (3) #define QF_INT_UNLOCK(key_) set_int_status(key_)

(1) 宏 QF_INT_KEY_TYPE 表示一个“中断钥匙”变量的数据类型，它存储中断状态。在

qf_port.h 头文件定义这个宏，会告诉 QF 框架已经使用“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而不是在下节描

叙的“无条件锁住和解锁中断”策略。

(2) 宏 QF_INT_LOCK()封装了中断上锁机制。宏使用参数 key_来保存中断上锁状态。

注： 围绕 QF_INT_LOCK()宏的 do {…} while (0) 循环是语法正确的用来组合指令的标准做法。请

你确信这个宏可以被安全的用于 if-else 语句（在宏后加分号），而不会造成“悬吊

if” （ dangling-if ）问题。在许多 QF 宏里我广泛的使用这个技术。

(3) 宏 QF_INT_UNLOCK() 封装了恢复中断状态的机制。这个宏从参量 key_恢复中断状态。

“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政策的主要优点是可以嵌套临界区的能力。 QF 实时框架被仔细的设

计，在内部从不嵌套临界区。然而，当 QF 函数从一个已经建立的临界段比如 ISR 里调用时，临界区

的嵌套可以很容易的发生。绝大多数处理器，在进入中断时用硬件锁住中断，在退出中断时解锁中断，

因此整个 ISR 是一个临界区。有时候，你可以在 ISR 内部解锁中断，但是你常常不能做到。在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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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你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在中断上锁时调用 QF 服务，比如事件发送或发行。这正是你必须使

用这类临界区的时候。

7.3.2 无条件上锁和解锁中断

较简单和较快的临界区策略是总是无条件的在 QF_INT_UNLOCK() 解锁中断。清单提供了一个

QF 宏定义的例子来说明这类临界区。

代码列表 28  “无条件中断上锁和解锁”策略的 QF 宏定义

 (1) /* QF_INT_LOCK_KEY not defined */
 (2) #define QF_INT_LOCK(key_)        int_lock()

 (3) #define QF_INT_UNLOCK(key_)      int_unlock()

(1) 宏 QF_INT_KEY_TYPE 在这里没有被定义。这会通知 QF 框架，在临界区里中断状态不用保

存。

(2) 宏 QF_INT_LOCK()封装了中断上锁的机制。这个宏使用变量 key_，但是这里这个参数没有被

使用。

(3) 宏 QF_INT_UNLOCK() 封装了解锁中断的机制。这个宏总是无条件的解锁中断。这里参数

key_被忽略了。

“无条件上锁和解锁”策略是简单和快捷的，但是不允许临界区的嵌套，因为从一个临界区退出

时中断总是被解锁的，无论在进入中断时中断是否已经被上锁。

不能嵌套临界区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嵌套中断。许多处理器拥有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比如在

PC 里的 Interl 8259A可编程中断控制器，或集成在 ARM Cortex-M3 内的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NVIC 。这类中断控制器在中断到达处理器内核时处理中断优先级和嵌套。因此，你可以安全的在处理

器层解锁中断，从而你可以避免在 ISR 内部嵌套临界区。清单 7.5 展示了使用一个中断控制器时一个

ISR 的常规结构。

代码列表 29  使用一个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时一个 ISR 的常规结构

 (1)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in hardware */
 (2)     Acknowledge the interrupt to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optional)

 (3)     Clear the interrupt source, if level triggered

 (4)     QF_INT_UNLOCK(dummy);   /* unlock the interrupts at the processor level */

 (5)     Handle the interrupt, use QF calls, e.g., QF_tick(), Q_NEW or QF_publish()

 (6)     QF_INT_LOCK(dummy);       /* lock the interrupts at the processor level */

 (7)     Write End-Of-Interrupt (EOI) instruction to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8) }

(1) 绝大多数控制器在进入 ISR 时，中断被硬件上锁。

(2) 中断控制器必须被通知要进入这个中断。这个通知常在定向（跳转）到 ISR 之前自动在硬件

层发生。然而，有时候中断控制器需要一个从软件的特别的通知。你需要查看你的处理器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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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书。

(3) 如果中断源是电平触发的，你需要明确的清除它。典型地，这要在你在 CPU层解锁中断前执

行，但是一个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将禁止同样的中断抢占它自己，因此如果你在解锁中断

之前或之后清除中断源都没关系。

(4) 中断在 CPU层被明确的解锁，这是这个 ISR 的关键步骤。使能中断将允许中断控制器做它自

己的工作，也就是安排中断的优先级。使能中断的同时也结束在进入这个中断时建立的临界区。

请注意，这个步骤仅当硬件在进入中断时实际锁住了中断时才需要（比如 ARM Cortex-M3 进

入中断时未锁中断）。

(5) 主 ISR 代码在临界区外执行，因此 QF 可以被安全的调用而不需嵌套临界区。

注： 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记忆当前所服务的中段的优先级，并仅允许比当前优先级高的中断抢

占这个 ISR 。较低的或相同优先级的中断在中断控制器层次被锁住，即使这些中断在处理器层

次被解锁。中断优先排序发生在中断控制器硬件层，直到中断控制器接受到中断结束 EOI指令

为止。

(6) 中断被锁住，为中断的离开建立临界区。

(7) EOI (end of interrupt) 指令被发往中断控制器，停止这个中断的优先权。

(8) 由编译器提供的中断退出步骤，从堆栈恢复 CPU寄存器，包括 CPU状态寄存器。典型地这

个步骤会解锁中断。

7.3.3 中断上锁      /      解锁的内部      QF      宏

QF 平台抽象层 (platform abstraction layer)PAL使用中断上锁 / 解锁宏

QF_INT_LOCK()， QF_INT_UNLOCK() ，和 QF_INT_KEY_TYPE 。 PAL内部定义了在清单 7.6 里

这些没有变量的宏。请注意内部宏名字的下划线。

代码列表 30  中断上锁 / 解锁的内部宏 ( 文件 <qp>\qpc\qf\source\qf_pkg.h)

     #ifndef QF_INT_KEY_TYPE /* simple unconditional interrupt locking/unlocking */
         #define QF_INT_LOCK_KEY_

         #define QF_INT_LOCK_()      QF_INT_LOCK    (ignore)

         #define QF_INT_UNLOCK_()    QF_INT_UNLOCK  (ignore)

     #else                    /* policy of saving and restoring interrupt status */

         #define QF_INT_LOCK_KEY_    QF_INT_KEY_TYPE intLockKey_;

         #define QF_INT_LOCK_()      QF_INT_LOCK    (intLockKey_)

         #define QF_INT_UNLOCK_()    QF_INT_UNLOCK  (intLockKey_)

     #endif

内部宏 QF_INT_LOCK_KEY_， QF_INT_LOCK_() ，和 QF_INT_UNLOCK_()允许当中断关键

词被定义和未被定义时编写同样的代码。后面的代码片段展示了这些内部 QF 宏的用法。请相信这个

代码在 2 种上锁策略下都工作正常。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37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void QF_service_xyz(arguments) {
         QF_INT_LOCK_KEY_

         . . .

         QF_INT_LOCK_();

         . . .

         /* critical section of code */

         . . .

         QF_INT_UNLOCK_();

     }

7.4        主动对象

如图 7.3 所示， QF 实时框架提供了基础结构 QActive 用于派生应用程序的特定好的对象。

QActive 结合了后面三个基本要素：

1. 它是一个状态机（从 QHsm 或其他拥有兼容接口的类派生），

2. 它是一个事件队列，并且

3. 它有一个带有唯一优先级的执行线程。

清单 7.7 展示了 QActive 基础结构的声明和相关函数。

代码列表 31  用来派生活动对象的 QActive基础结构 ( 文件 <qp>\qpc\include\qf.h)

(1) #ifndef QF_ACTIVE_SUPER_

 (2)    #define QF_ACTIVE_SUPER_               QHsm

 (3)    #define QF_ACTIVE_CTOR_(me_, initial_) QHsm_ctor((me_), (initial_))

 (4)    #define QF_ACTIVE_INIT_(me_, e_)       QHsm_init((me_), (e_))

 (5)    #define QF_ACTIVE_DISPATCH_(me_, e_)   QHsm_dispatch((me_), (e_))

 (6)    #define QF_ACTIVE_STATE_               QState

     #endif

     typedef struct QActiveTag {

 (7)     QF_ACTIVE_SUPER_  super;               /* derives from QF_ACTIVE_SUPER_ */

 (8)     QF_EQUEUE_TYPE    eQueue;               /* event queue of active object */

     #ifdef QF_OS_OBJECT_TYPE

 (9)     QF_OS_OBJECT_TYPE osObject;         /* OS-object for blocking the queue */

     #endif

     #ifdef QF_THREAD_TYPE

(10)     QF_THREAD_TYPE    thread;      /* execution thread of the active object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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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uint8_t           prio;             /* QF priority of the active object */

(12)     uint8_t           running;      /* flag indicating if the AO is running */

     } QActive;

(13) void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uint8_t prio,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void *stkSto, uint32_t stkSize,

                        QEvent const *ie);

(14) void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15) void QActive_postL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16) void QActive_ctor(QActive *me, QState initial);

(17) void QActive_stop(QActive *me);

(18) void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const *me, QSignal sig);

(19) void QActive_unsubscribe(QActive const *me, QSignal sig);

(20) void QActive_unsubscribeAll(QActive const *me);

(21) void QActive_defer(QActive *me, QEQueue *eq, QEvent const *e);

(22) QEvent const *QActive_recall(QActive *me, QEQueue *eq);

(23) QEvent const *QActive_get_(QActive *me);

(1) 宏 QF_ACTIVE_SUPER_定义了用于派生活动对象的终极基础的类。这个宏让你（在 QF 移植

时）为 QActive 定义任何基础类，只要这个基础类支持状态机接口（见第三章，“通用状态

机接口”）。

(2) 当这个宏 QF_ACTIVE_SUPER_在 QF 移植时没有被定义，默认使用在 QEP层次式事件处理

器里提供的 QHsm 类。

(3) 宏QF_ACTIVE_CTOR_()确定了基础类的构造函数的名字。

(4) 宏 QF_ACTIVE_INIT_() 确定了基础类的 init()函数的名字。

(5) 宏QF_ACTIVE_DISPATCH_()确定了基础类 dispatch() 函数的名字。

(6) 宏 QF_ACTIVE_STATE_确定了用于基础类构造函数的参数的类型。

通过把宏 QF_ACTIVE_XXX_定义到你自己的类，你可以排除在 QF 框架和 QEP事件处理器之

间的依赖性。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事件处理器取代 QEP，它也许基于在第三章讨论的某种技术，

它也可以完全不是基于状态机（例如，你也许想试试 protothreads[Dunkels+ 06]。考虑以下定义：

    #define QF_ACTIVE_SUPER_             MyClass

    #define QF_ACTIVE_CTOR_(me_, ini_)   MyClass_ctor((me_), (ini_))

    #define QF_ACTIVE_INIT_(me_, e_)     MyClass_init((me_), (e_))

    #define QF_ACTIVE_DISPATCH_(me_, e_) MyClass_dispatch((me_), (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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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 QF_ACTIVE_STATE_             void*

(7) 第一个成员 super确定了用于 QActive 的基础类（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

(8) 事件队列成员 eQueue的类型是平台相关的。例如，在独立的 QF 配置里，宏

QF_QEUEU_TYPE被定义为原生 QF 事件队列 QEqueue （见 7.8 节）。然而，当 QF 是

基于一个外部 RTOS 时，事件队列也许可以使用一个底层 RTOS 的消息队列实现。

(9) 数据成员 osObject 被用于一些 QF 移植中去阻塞原生 QF 事件队列。在底层 OS 没有提

供一个适当的队列功能时 osObject 数据成员是必需的，因此原生 QF 队列必须被使用。这

时， osObject 数据成员持有一个 OS 的特定原语，可以在原生的事件队列为空时，有效的阻

塞它。见第八章“ POSIX 的 QF 移植”里一个使用 osObject 数据成员的例子。

(10) 数据成员 thread 被用于一些 QF 移植，持有和这个好的对象联合的线程处理函数。

(11) 数据成员 prio 持有活动对象的优先级。在 QF 里，每个好的对象有一个唯一的优先级。可能

的任务最低级是 1 ，较高的优先级对应于较紧迫的活动对象。最大的可允许的活动对象优先

级由宏 QF_MAX_ACTIVE确定，现在它不能超过 63。

(12) 数据成员 running被用于一些 QF 移植，表示好的对象是否在运行。在这些移植里，向

running写入 0会造成从活动对象的事件循环的退出并干净地终止活动对象线程。

(13) 函数 QActive_start()开始活动对象线程。这个函数是平台相关的。我在 7.4.3节解释这个函数。

(14) 函数 QActive_postFIFO()是为了使用 FIFO策略直接事件发送给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15) 函数 QActive_postLIFO()是为了使用 LIFO 策略直接事件发送给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16) 函数 QActive_ctor()是 QActive 类的“构造函数”。这个构造函数有和 QHsm 或 QFsm 的构

造函数一样的声明 ( 见第四章 4.5.1节 ) 。事实上， QActive 构造函数的主要工作是初始化

状态机基础类（成员 super）。

注： 在 C++ 版本里， QActive 构造函数是被保护的。这防止了 QActive 类的直接实例化，因为

它被设计为仅用于派生（抽象类）。

(17) 函数 QActive_stop()停止活动对象的执行线程。这个函数是平台相关的，我将在第八章讨论它。

不是全部 QF 移植需要定义这个函数。

注： 在 C++ 版本里， QActive::stop()不等效于活动对象析构函数。 stop() 仅造成活动对象线程最

终的终结，而且终结可能不会立即发生。

(18-20) 函数 QActive_subscribe() ， QActive_usubscribe() 和 QActive_unsubscribeAll()被用于订阅和退

订事件。我在 7.6.2节讨论这些函数。

(21-22) 函数 QActive_defer() 和 QActive_recall() 分别被用于高效的（“零复制”）事件延迟和事件

恢复。我在 7.5.4节讨论这些函数。

(23) 函数 QActive_get_()被用于从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每次移除一个事件。这个函数仅被用在 QF

内部，并且从不用于应用程序层。在一些 QF 移植里，函数 QActive_get_()可以阻塞。我在

7.4.2节描叙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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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活动对象的内部状态机

如图 7.3 所示，在第一章“飞行和射击”游戏例子里的每个具体的活动对象，比如 Ship， Missile，或

Tunnel ，都“是一个”状态机，因为它是间接从 QHsm 基础类派生，或者从一个支持工业状态机接口

的类派生（见清单 7.7(7) 的数据成员 super）。派生意味着每个指向 QActive 结构或从 QActive 派

生的结构的指针，总是可以被安全的当作一个指向基础结构 QHsm 的指针使用。这样的指针可以被安全

的传递给任何为状态机结构设计的函数。在应用层，你几乎可以忽略你的活动对象的其他方面而把它们

主要看作是状态机。事实上，在开发 QF 应用程序时，你的主要工作就是精心设计你的活动对象的状态

机。

7.4.2 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事件队列是任何事件驱动型系统必不可少的构件，因为它们能协调在事件的生成和对它们的 RTC消费之

间的异步性。一个事件队列允许相关的活动对象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响应事件，即使内部状态机仅能在

RTC步骤之间才能接受事件。另外，事件队列提供了缓冲空间，保护内部状态机不被随时产生的事件挤

爆，超过它的处理能力。

你可以把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看成一个外壳，它提供了一个向活动对象注入事件的外部接口，同

时在 RTC处理时保护内部的状态机。为了执行这些功能，事件队列必须允许任何执行的线程（包括

ISR ）可以异步发送事件，但是仅需要一个线程—活动对象的本地线程—从队列移除事件。换言之，

QF 的事件队列需要“多写单读”的存取权限。

从这些描叙看，必须清楚，事件队列是一个十分精密的机制。队列的一端—生产者插入事件的末

端—显然在多个任务和中断之间共享，并且必须提供一个合适的互斥机制去保护队列的内部一致性。队

列的另一端—本地活动对象线程提取事件的末端—必须提供一个机制，在队列为空时阻塞活动对象。另

外，一个事件队列必须管理一个事件的缓存，典型的它是一个环形缓存。

如在第六章 6 图 .13 所示，“零复制”事件队列不存储实际事件，仅存储执行事件实例的指针。

典型地，这些指向事件实例的指针从事件池（见 7.5.2节）动态的分配，但是它们也可以执行静态分配

的事件。你需要确定在你用QActive_start()函数（见下一节）启动一个活动对象时，一个队列在任何时刻

可以持有的事件指针的最大数量。事件队列的正确尺寸取决于许多因素，通常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

在第八章讨论如何确定事件队列的大小。

许多商业性 RTOS 原生的支持消息队列形式的队列机制。标准的消息队列太过复杂，超过了活

动对象的需要，因为它们允许“多写多读”的存取权限（ QF 仅需要“多写单读”存取权限），并且常

常支持可变长度的数据（而不是指针型数据）。通常，消息队列在队列为空时也允许阻塞，当队列为满

时， 2 中阻塞类型都可以被超时。自然地，所有这些额外的功能都消耗 CPU和内存的额外开销，但是你

在 QF 里都不需要它们。在第八章描叙的 QF 的uC/OS-II RTOS移植提供了一个例子，它使用 RTOS 的

消息队列实现事件队列。独立的 QF 的 x86/DOS 和 ARM Cortex-M3 （用于第一章的“飞行设计”游

戏）提供了使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的例子。我在 7.8.3节讨论原生 QF 活动对象队列的实现。

7.4.3 执行线程和活动对象优先级

每个 QF 活动对象在它自己的线程内执行。在活动对象线程的实际控制流取决于实际使用的多任务模型，

但是事件处理过程总是包括在清单 7.8 所示的 3 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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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32  一个活动对象线程的 3 个步骤

(1) QEvent const *e = QActive_get_(a);         /* get the next event for AO 'a' */

 (2) QF_ACTIVE_DISPATCH_(&a->super, e);                /* dispatch to the AO 'a' */

 (3) QF_gc(e);         /* determine if event 'e' is garbage and collect it if so */

(1) 使用函数 QActive_get_()，事件被从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提取出来。在阻塞型内核里，这个函

数可能阻塞。在 7.8.3节，我描叙原生 QF 活动对象队列的 QActive_get_()的实现。在第八

章，我描叙了在用 RTOS 的消息队列取代原生 QF 事件队列时， QActive_get_()的实现。

(2) 事件被派发给活动对象的状态机去处理（见清单 7.7(5) 里 QF_ACTIVE_DISPATCH()宏的定

义）。

注： 第 2 步构成了活动对象的状态机的 RTC处理。活动对象的线程仅在第二步完成后才会继续。

(3) 事件被传送给 QF 垃圾收集器来回收。如第六章 6.5.5节所描叙的，垃圾收集器仅在它确定事

件不再被引用时才会实际回收它。

在使用一个传统 RTOS （比如 VxWorks ）或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如 Linux ）的场合，这 3

个步骤被一个无限循环包围，如第六章图 6.12(a) 所示。在使用一个合作式 vanilla 内核（图 6.12(b)）

或一个 RTC内核 ( 图6.12(c))的场合，对每个事件，三个步骤用一次性的方式执行。

QActive_start()函数创立活动对象的线程并提醒 QF 开始管理活动对象。 QF 应用程序需要代

表系统里的每个活动对象调用 QActive_start()函数。原理上，在应用程序的生命周期，可以（使用

QActive_stop()）多次启动和停止活动对象。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所有活动对象只是在系统初始化时

被启动一次。

QActive_start()函数是框架的关键要素之一，但是显然它强烈的取决于底层的多任务内核。清单

7.9 展示了 QActive_start()的伪代码。

代码列表 33  QActive_start() 函数的伪代码

(1) void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2)                    uint8_t prio,                     /* the unique priority */

 (3)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 event queue */

 (4)                    void *stkSto, uint32_t stkSize,        /* per-task stack */

 (5)                    QEvent const *ie)            /* the initialization event */

     {

 (6)     me->prio = prio;                                 /* set the QF priority */

 (7)     QF_add(me);                      /* make QF aware of this active object */

 (8)     QF_ACTIVE_INIT_(me, ie);              /* execute the initial transition */

 (9)     Initialize the event queue object 'me->eQueue' using qSto and qLen

(10)     Create and start the thread 'me->thread' of the underlying kern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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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数 me 是指向要被启动的活动对象的指针。

(2) 参数 prio是你赋予活动对象的优先级。在 QF ，每个活动对象必须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先级，

你在启动时赋值，并且后面不能改变它。 QF 使用一个优先级编号方法，优先级 1是最低的

优先级，较高的数字对应于较高的优先级。

注： 你可以认为 QF 的优先级 0 对应于空闲任务，它拥有绝对最低的优先级，这个优先级在应用

程序层无法存取。

(3) 参数 qSto和 qLen分别是指向事件队列缓存的存储空间和这个缓冲长度（长度单位是

QEvent* ）的指针。如果底层 RTOS 不能接受外部为队列分配的存储空间， qSto必须被设

置为 NULL 。

(4) 参数 stkSto 是指向私有堆栈存储空间的指针，参数 stkSize是这个堆栈的尺寸（长度单位是

byte ）。如果底层内核 /RTOS不需要每个任务设置一个堆栈，或者不接受外部为堆栈分配的

存储空间， stkSto 指针必须被设置为 NULL 。

(5) 参数 ie是一个指向在活动对象状态机的最顶初始转换时使用的初始事件的指针。这个参数和要

被初始化的活动对象密切相关，并且可以是 NULL 。

注： “初始事件” ie让你有机会提供一些信息给活动对象，这个活动对象在后面的初始化过程才

被知道（比如，在 GUI 系统里的一个窗口处理句柄）。请注意，（在 C++ 里）活动对象的

构造函数在 main() 之前运行，这时你没有所有的信息来初始化一个活动对象的全部方面。

(6) 活动对象的优先级被设置。

(7) 活动对象被使用 QF 空间注册。 QF_add() 函数断言，这个活动对象的优先级在范围内，而

且没有被使用过（唯一的优先级）。

(8) 执行在活动对象里的状态机的最顶初始转换（见清单 7.7(4) QF_ACTIVE_INIT_()宏的定义）。

请注意初始转换在调用 QActive_start()的同一个线程里执行，这个线程常常是 main() 线程。

注： 这个设计允许初始事件（传递给 QActive_start()的 ie指针）被分配在在调用者的堆栈上。请注

意这个初始事件不用回收。

(9) QActive_start()函数初始化事件队列属性 me->eQueue，使用 queue 缓存的存储空间

qSto[] ，和这个缓存的长度 qLen。

(10) 最后，这个活动对象的线程（任务）被创建，这活动对象的进一步执行发生在新创建的任务上

下文。线程的优先级将对应于相应的作为参数 prio 传递给 QActive_start()的 QF 优先级。如

果底层调度器使用一个不同的优先级编号方案， QActive_start()具体的实现必须在调用平台相

关的线程创建代码里，把 QF 优先级映射到调度器所需的优先级。

7.5               QF      的事件管理

QF 实现有效的“零复制”事件派发方案，如在第六章 6.5 节所叙。 QF 支持 2 类事件： (1) 被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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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管理的动态事件，和 (2) 其他不被 QF 管理的（静态分配的）事件。对每个动态事件， QF 记录

它的引用计数器（了解什么时候可以回收这个事件），以及是从哪个事件池分配的这个动态事件（把这

个事件回收到同样的池）。

7.5.1 事件的结构

QF 使用和在第一部份描叙的 QEP事件处理器一样的事件表示法。在 QF 的事件被表示为 QEvent结

构的实例（清单 7.10 ），它包含事件信号 sig 和用来表示内部这个事件“记账”信息的一个字节

dynamic_ 。

代码列表 34  QEvent结构的定义 （文件 <qp>qpc\include\qevent.h ）

     typedef struct QEventTag {                         /* QEvent base structure */
         QSignal sig;                     /* public signal of the event instance */

         uint8_t dynamic_; /* attributes of a dynamic event (0 for static event) */

     } QEvent;

如图 7.4 所示， QF 框架通过几个方式44来使用 QEvent.dynamic_ 数据字节。 6 个 LSB位 [0..5]

代表事件的引用计数器，它的动态范围是 0 到63。 2 个MSB位 [6..7]代表事件池的 ID，它的动态范围

是 0 到 3 。 ID为零的池被保留给静态事件，也就是不属于任何事件池的事件。使用这些表示法，一个静

态事件有一个唯一的容易检测的特征（ QEvent.dynamic_ == 0 ）。与之相反的，特征

（ QEvent.dynamic_ != 0 ）清楚的识别了一个动态事件。

图 53  QEvent.dynamic_ 字节每个位的分配

注： QEvent数据成员 dynamic_仅被 QF 用来管理动态事件（见后面几节）。对每个静态事件，你

必须把这个成员初始化为 0 。否则，应用程序将不会对 QEvent.dynamic_ 数据成员感兴趣。

7.5.2 动态事件分配

动态事件允许再三地重用相同的内存来传递不同的事件。 QF 动态从某个被框架管理的事件池分配这样

的事件。 QF 里的一个事件池是一个固定块尺寸的堆，也被称为内存分区或内存池。

一个固定块尺寸的堆的最明显的缺点是他不支持可变尺寸的块。因此，块必须被扩大去处理最大

的可能分配。一个好的避免浪费内存的折中方法是，不是使用一个而是多个堆，每个堆的块尺寸不同。

QF 可以管理多达 3 个事件池（比如，小，中，大事件，就像衬衫次寸一样）。

事件池需要通过清单 7.11 的 QF_poolInit() 函数来初始化。一个应用程序可能最多调用这个函

数 3 次去初始化最多 3 个 QF 事件池。

44 我避免使用位域，因为它们不具有完全可移植性。并且，使用位域将违背MISRA 第 111.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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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35  初始化被 QF 管理的一个事件池 （文件 <qp>\qpc\qf\source\qf_pool.c ）

     /* Package-scope objects ---------------------------------------------------*/
 (1) QF_EPOOL_TYPE_ QF_pool_[3];                       /* allocate 3 event pools */

 (2) uint8_t QF_maxPool_;                   /* number of initialized event pools */

     /*..........................................................................*/

 (3) void QF_poolInit(void *poolSto, uint32_t poolSize, QEventSize evtSize) {

                           /* can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memory pools */
 (4)     Q_REQUIRE(QF_maxPool_ < (uint8_t)Q_DIM(QF_pool_));

                 /* please initialize event pools in ascending order of evtSize: */

 (5)     Q_REQUIRE((QF_maxPool_ == (uint8_t)0)

                   || (QF_EPOOL_EVENT_SIZE_(QF_pool_[QF_maxPool_ - 1]) < evtSize));

                     /* perfom the platform-dependent initialization of the pool */

 (6)     QF_EPOOL_INIT_(QF_pool_[QF_maxPool_], poolSto, poolSize, evtSize);

 (7)     ++QF_maxPool_;                                         /* one more pool */

     }

(1) 宏QF_EPOOL_TYPE_代表 QF 事件池的类型。这个宏让 QF 的移植定义一个特定的

内存池（固定尺寸的堆）实现，它也许已经被底层的内核或 RTOS 提供了。如果 QF 被独立使用，或

者底层 RTOS 不提供一个适当的内存池， QF 空间提供了高效的原生 QMPool 类。请注意一个事件

池对象是很小的，因为它不包含被池管理的实际内存（见 7.9 节）。

(2) 变量 QF_maxPool_ 持有实际使用的池的数量，它可以是从 0 到 3 的某个数。

注： 所有 QP 构件，包括 QF 框架，一致地假设，在系统开始时，没有明确初始值的变量被

初始化为 0 ，这是 ANSI-C 标准的要求。在嵌入式系统，这个初始化步骤对应于清除 .BSS段。你应该

确信在你的系统里，在 main() 被调用前 .BSS段确实被清除了。

(3) 根据 QF 总的策略，所以框架操作需要的内存由应用程序提供给框架。因此，

QF_poolInit() 的第一个变量 poolSto是一个指向用于池的一块连续存储空间的指针。第二个变量

poolSize 是这个池存储空间的字节长度，最后一个变量 evtSize是从这个池里可以被分配的最大的事件

尺寸。

注： 池里的事件的数量也许会小于 poolSize/evtSize 的比率，因为池也许会选择内部调整内存

块。然而，池被保证可以持有 evtSize尺寸的事件。

(4) 前置条件（见第六章“ C/C++ 里的定制断言”）断言这个应用程序不企图初始化多于被

支持数量的事件池。

(5) 为了可能快的事件分配，事件池数组 QF_pool[]必须根据块尺寸降序排序。这个前置条件

断言，应用程序用事件尺寸的递增次序初始化事件池。这个断言显著的简化了 QF_poolInit() 函数，并

且不会给应用程序开发者导致任何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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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后面对 QF_poolInit() 函数的调用必须递增的 evtSize参数值。

(6) 宏QF_EPOOL_INIT_()确定了用于事件池对象的初始化函数。在使用原生 QF 内存池的

情况下，宏被定义为 QMPool_init。

(7) 最后，变量 QF_maxPool_ 被增加，表示多个池已被初始化。

清单 7.12 展示了 QF_new_() 函数的实现，它从被 QF 管理某个事件池分配一个动态事件。基

本策略是从第一个块尺寸足够容纳这个事件尺寸的池里分配。

代码列表 36  从最小事件尺寸池分配一个事件的简单策略 ( 文件 <qp>\qpc\qf\source\qf_new.c ）

(1) QEvent *QF_new_(QEventSize evtSize, QSignal sig) {

         QEvent *e;

                      /* find the pool id that fits the requested event size ... */

         uint8_t idx = (uint8_t)0;

 (2)     while (evtSize > QF_EPOOL_EVENT_SIZE_(QF_pool_[idx])) {

             ++idx;

 (3)         Q_ASSERT(idx < QF_maxPool_);  /* cannot run out of registered pools */

         }

 (4)     QF_EPOOL_GET_(QF_pool_[idx], e);         /* get e -- platform-dependent */

 (5)     Q_ASSERT(e != (QEvent *)0);          /* pool must not run out of events */

 (6)     e->sig = sig;                              /* set signal for this event */

                                      /* store the dynamic attributes of the event:

                                      * the pool ID and the reference counter == 0

                                      */

 (7)     e->dynamic_ = (uint8_t)((idx + 1) << 6);

 (8)     return e;

     }

(1) 函数 QF_new_() 分配一个尺寸为 evtSize的动态事件，并在新分配事件中设置信号 sig 。这

个函数返回一个指向这个事件的指针。

(2) 这个 while 循环从池 id = 0 开始扫描 QF_pool_[] 数组，找到一个适合这个事件尺寸的池。

获得某个池的事件尺寸是一个平台相关的操作，因为不同的支持固定尺寸堆的 RTOS 可能用

不同的方式报告事件尺寸。这个平台相关性通过宏 QF_EPPOL_EVENT_SIZE_() 的间接层而

被隐藏在 QF 代码里。

(3) 当 while 循环超过事件池时，这个断言激发，这意味着所请求的事件对所有被初始化的事件池

来说太大了。

(4) 宏QF_EPOOL_GET_()从上一步找到的池里获得一个内存块。

(5) 当池返回 NULL 指针时，这个断言激发，表明这个池已经枯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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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QF 框架把不能分配一个事件当作一个错误对待。在第 (3) 和 (5) 行的断言是事件派发担

保策略的一部分。设计一个合适的事件池的尺寸从而避免事件池不够使用，这是应用程序设计

者的责任。

(6) 事件的信号被初始化。

(7) e->dynamic_字节的 2 个MSB位被设置为池的 ID，这里池的 ID是递增的，范围在 1 到 3之

间，用于索引 QF_pool_[] 数组。同时，在 e->dynamic_字节低六位 LSB的事件引用计算器

被设置为 0.

(8) 事件被返回给调用者。

典型地，你将不会直接使用 QF_new_() ，而是使用如下定义的 Q_NEW()宏：

     #define Q_NEW(evtT_, sig_) ((evtT_ *)QF_new_(sizeof(evtT_), (sig_)))

Q_NEW()宏动态的使用信号 sig_创立一个 evT_类型的新事件。它返回一个指向这个事件的指

针，已经被转换成事件类型（ evT_* ）。这里有个使用宏 Q_NEW()动态分配事件的例子。

     MyEventXYZ *e_xyz = Q_NEW(MyEventXYZ, XYZ_SIG);     /* dynamically allocate */

     /* NOTE: no need to check for validity of the event pointer */

     e_xyz->foo = ...;                           /* fill the event parameters... */

     QF_publish((QEvent *)e_xyz);                           /* publish the event */

在 QF_new_() 内部的断言保证这个指针是有效的，因此你不需检测从Q_NEW()返回的指针，这

不像从 malloc() 返回的值，你需要检测它。

注： 在 C++ 里， Q_NEW()宏不调用事件的构造函数。对基础结构 QEvent和由它派生的简单的结

构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然而，你需要记住， QEvent的子类必须不能引入虚拟函数，因为

虚拟指针在通过 Q_NEW()动态分配时将不会被设置。

7.5.3 自动垃圾收集

绝大多数时候，你不需要关心动态事件的回收，因为 QF 在它探测到某个事件不再被引用时会自动回

收它。

注： 仅当代码不在框架的控制时，比如 ISR 从“原始”线程安全的队列接收事件，才需要明

确的垃圾收集步骤。（见 7.8.4节）

QF 使用标准的引用计数器算法记录对每个被框架管理的动态事件的未解决的引用。每个事件的

引用计数器被存储在事件属性 dynamic_ 的低 6位 LSB里。请注意，一个动态事件的数据成员 dynamic_

不能是 0 ，因为它的最高 2位MSB持有这个池的 ID，它的有效值是从 1 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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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件的引用计算器总是在一个临界区被更新，以避免数据遭破坏。只有一个动态事件被插入

一个事件队列，计数器递增。在每个 RTC步骤后（见清单 7.8(3) ）， QF 垃圾收集器被调用，去递减

计数器。当某个动态事件的计数器降为 0 时， QF 垃圾收集器把这个事件回收到事件池，这个事件池

的 ID存储在 dynamic_属性的最高 2位MSB。

代码列表 37 QF 垃圾回收器 ( 文件 <qp>\qpc\qf\source\qf_qc.c）

(1) void QF_gc(QEvent const *e) {

 (2)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 is it a dynamic event? */

 (3)         QF_INT_LOCK_KEY_

 (4)         QF_INT_LOCK_();

 (5)         if ((e->dynamic_ & 0x3F) > 1) {   /* isn't this the last reference? */

 (6)             --((QEvent *)e)->dynamic_;   /* decrement the reference counter */

 (7)             QF_INT_UNLOCK_();

             }

 (8)         else {      /* this is the last reference to this event, recycle it */

 (9)             uint8_t idx = (uint8_t)((e->dynamic_ >> 6) - 1);

(10)             QF_INT_UNLOCK_();

(11)             Q_ASSERT(idx < QF_maxPool_);          /* index must be in range */

(12)             QF_EPOOL_PUT_(QF_pool_[idx], (QEvent *)e);

             }

         }

     }

(1) 函数 QF_gc() 每次收集一个垃圾事件。

(2) 函数检测某个动态事件的唯一特征。垃圾收集器仅处理动态事件。

(3) 在堆栈上分配临界区状态（见 7.3.3节）

(4) 中断被上锁，去检测和递减引用计数器。

(5) 如果引用计数器（ e->dynamic_z 字节的最低 6位 LSB）大于 1 ，这个事件将不会被

回收。

(6) 这个引用计数器被递减。请注意，事件指针的 const属性是“浪费”的，但是在检测它必

须是一个动态事件（而不是一个可能放在 ROM 里的静态事件）后，代码会更加安全。

(7) 为了 if 分支，中断被上锁。

(8) 否则，引用计数器变为 0 ，这个事件必须被回收。

(9) 从 e->dynamic_字节的最高 2位MSB里提取池 ID，并被递减 1 ，得到 QF_pool_[] 数组

的索引。

(10) 为了 else 分支，中断被解锁。在这一刻开始是安全的，因为你知道为了确信这个事件不

再被任何其他对象引用，因此它被垃圾收集器线程独占的拥有。

(11) 索引必须在被初始化的事件池的范围之内。

(12) 宏 QF_EPOOL_PU_() 把事件回收到池 QF_pool_[idx] 。这个明确的转换去掉了 const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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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延迟和恢复事件

当事件在某个特别不方便的时刻到底时，事件的延迟是很方便的，但是可以被延迟一些时间直到系统有

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处理这个事件（见第五章“延迟的事件”状态模式）。 QF 支持非常有效的和

“零复制”策略一致的事件延迟和恢复机制。

QF 分别通过 QActive 的类函数 QActive_defer() 和 QActive_recall() 实现明确的事件延迟和

恢复。这些函数和由 QF 提供的原生的“原始”事件队列一起工作（见 7.8.4节）。清单 7.14 展示了

这个实现。

代码列表 38  QF 事件延迟和恢复（文件 \qf\source\qa_defer.c ）

     void QActive_defer(QActive *me, QEQueue *eq, QEvent const *e) {

         (void)m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about 'me' not used */

 (1)     QEQueue_postFIFO(eq, e);     /* increments ref-count of a dynamic event */

     }

     /*..........................................................................*/

 (2) QEvent const *QActive_recall(QActive *me, QEQueue *eq) {

 (3)     QEvent const *e = QEQueue_get(eq);  /* get an event from deferred queue */

         if (e != (QEvent *)0) {                             /* event available? */

             QF_INT_LOCK_KEY_

 (4)         QActive_postLIFO(me, e);  /* post it to the front of the AO's queue */

 (5)         QF_INT_LOCK_();

 (6)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 is it a dynamic event? */

 (7)             Q_ASSERT((e->dynamic_ & 0x3F) > 1);

 (8)             --((QEvent *)e)->dynamic_;   /* decrement the reference counter */

             }

 (9)         QF_INT_UNLOCK_();

         }

(10)     return e;/*pass the recalled event to the caller (NULL if not recalled) */

     }

(1) 函数 QActive_defer() 把延迟的事件发送到给定的“原始”队列 eq。这个事件发送将递

增一个动态事件的引用计数器，因此这个事件在当前 RTC步骤结束后不会被回收（因为它被“原始

的”队列应用）。

(2) 函数 QActive_recall() 尝试从所提供的“原始的”线程安全的队列 eq恢复某个事件。这

个函数返回指向这个被恢复事件的指针，如果所提供队列为空，返回 NULL 。

(3) 从队列中提取事件。“原始”队列从不阻塞，如果它为空将返回 NULL 。

(4) 如果某个事件是有效的，它被使用后进先出 LIFO 策略发送给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LIFO 策略被采用以保证被恢复的事件是下一个要被处理的事件。如果其他已经排队的事件被允许先于

这个被恢复的事件，状态机将转换到某个状态，那里被恢复的事件将不再适合。

(5) 中断被上锁，引用计数器被递减，表示这个事件从“原始”线程安全的队列被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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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测动态事件的唯一特征。

(7) 在这一刻引用计数器必须最少是 2 ，因为事件被最少 2 个事件队列引用（延迟的队列和

活动对象的队列）。

(8) 引用计数器被递减 1 ，表示这个事件从延迟队列被移除了。

(9) 中断被解锁。

(10) 被恢复的事件指针被返回给调用者。

注： 即使在事件被恢复时你可以“偷看”事件的内部，你应该仅在事件通过活动对象的队列到达后

才处理它。见第五章“延迟的事件”状态模式。

7.6               QF      的事件派发机制

QF 仅支持在应用程序内部的异步事件交换，意味着生产者发送事件给事件队列，但是不会在事件实际

处理时等待。 QF 支持 2 类异步事件派发机制：

1. 直接事件发送的简单机制，一个事件的生产者直接发送这个事件给消费者活动对象的事件队

列。

2. 更加先进的发行 - 订阅事件发送机制，事件的生产者把事件发行给框架，框架然后把事件

发行给所有订阅了这个事件的活动对象。

7.6.1 直接事件发送

QF 通过 QActive_postFIFO()和 QActive_postLIFO()函数支持直接事件发送。这些函数依赖活动对象采

用的队列机制。在 7.8.3节，我展示在使用原生 QF 活动对象队列时如何实现这些函数。在第八章，

我演示如何使用一个传统 RTOS 的消息队列来实现这些函数。

注： 请不要把直接事件发送（ posting）和事件调度（ dispatching ）混淆。和通过事件队列的异

步事件发送相反，直接事件调度是一个简单的同步函数调用。例如，事件调度在你调用

QHsm_dispatch() 函数时发生，如清单 7.8(3) 所示。

在第一章的“飞行和射击”例子里演示了直接事件发送，一个 ISR 直接发送

PLAYER_SHIP_MOVE 事件给 Ship活动对象：

     QActive_postFIFO(AO_ship, (QEvent *)e);    /* post event 'e' to the Ship AO */

请注意，在这个例子里，事件的生产者 ISR 必须仅通过一个“不透明指针”“了解”接收者

Ship，而不需要 Ship活动对象结构的具体定义。 AO_ship 指针在 game.h头文件里的声明是：

     extern QActive * const AO_Ship;            /* opaque pointer to the Ship AO */

事实上， Ship结构定义被完全封装在 ship.c 模块，对应用程序其他部分是不可存取的。我推

荐在你的应用程序中使用“不透明指针”技术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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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 订阅事件发送

 QF 通过以下服务来实现发行 - 订阅事件发送：

 QF_psInit() 函数初始化发行 - 订阅机制。

 QActive_subscribe() ， QActive_unsubscribe() 和 QActive_unsubscribeAll()函数为活动对象订

阅和解订特定的事件信号。

 QF_publish()用于发行事件。

派发事件是框架最频繁执行的函数，因此，高效的实现它们是很重要的。如图 7.5 所示， QF

使用一个查找表，通过事件信号作索引，高效的寻找某个给定信号的全部订阅者。查找表为每个事件信

号索引 e->sig 存储了一个订阅者清单。一个订阅者清单（被 typedef成 QSubscrList ）是一个打包的

bitmask，每个 bit对应于活动对象的唯一优先级。如果这个位被置位，相应的活动对象是这个信号的订阅

者，否则这个活动对象不是订阅者。

图 54订阅者清单的查找表 QF_subscrList_[]

QSubscrList bitmask的实际尺寸由宏 QF_MAX_ACTIVE决定，它确定了系统里活动对象的最大

数目 ( 目前 QF_MAX_ACTIVE 的范围是 1 到 63) 。订阅者清单的订阅如代码清单 7.15 所示。

代码列表 39 QF_psInit() (文件 <qp>\qpc\init\init\qf.h)

     typedef struct QSubscrListTag {

         uint8_t bits[((QF_MAX_ACTIVE - 1) / 8) + 1];

     } QSubscrList;

为了减少被订阅者查找表的内存使用，你可以选择减少被发行事件的数目，减少潜在订阅者

QF_MAX_ACTIVE 的数量。典型地，这个查找表非常小。例如，一个完全的实际生活中使用的 GPS接

收机应用程序，它拥有 50个不同的信号和 8 个活动对象，这个查找表仅需要 50字节的 RAM 。

注： 不是系统中所有的信号都会被发行。为了节省内存，你可以把要发行的事件放在不发行事

件的前面枚举，这样，要发行信号的范围就比较低。

在你可以发行任何事件前，你需要通过调用 QF_psInit() 函数初始化订阅者查找表，如清单 7.16

所示。这个函数简单的初始化指向查找表 QF_subsrcrList_ 的指针，和被发行信号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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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_maxSignal 。

代码列表 40  QF_psInit() （文件 <qp>\qpc\qf\source\qf_psini.c ）

     QSubscrList *QF_subscrList_;          /* initialized to zero per C-standard */

     QSignal QF_maxSignal_;                /* initialized to zero per C-standard */

     void QF_psInit(QSubscrList *subscrSto, QSignal maxSignal) {

         QF_subscrList_ = subscrSto;

         QF_maxSignal_  = maxSignal;

     }

活动对象通过 QActive_subscribe() 函数订阅信号，如清单 7.17 所示。

代码列表 41  QActive_subscribe() 函数 （文件 <qp>\qpc\qf\source\qa_sub.c ）

(1) void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const *me, QSignal sig) {

         uint8_t p = me->prio;

 (2)     uint8_t i = Q_ROM_BYTE(QF_div8Lkup[p]);

         QF_INT_LOCK_KEY_

 (3)     Q_REQUIRE(((QSignal)Q_USER_SIG <= sig)

                   && (sig < QF_maxSignal_)

                   && ((uint8_t)0 < p) && (p <= (uint8_t)QF_MAX_ACTIVE)

                   && (QF_active_[p] == me));

         QF_INT_LOCK_();

 (4)     QF_subscrList_[sig].bits[i] |= Q_ROM_BYTE(QF_pwr2Lkup[p]);

         QF_INT_UNLOCK_();

     }

(1) 通过函数 QActive_subscribe() ，给定的活动对象 me 订阅事件信号 sig 。

(2) 索引 i 代表对多字节 QSubscrList bitmask的字节索引（见清单 7.15 ）。数组 QF_div8Lkup[]

是个查找表，存储了预先计算的值，这些值的计算表达式是： QF_div8Lkup[p] = (p – 1)/8 ，其

中 0 < p < 64。 QF_div8Lkup[] 查找表在文件 <qp>\qpc\qf\source\qf_pwr2.c ，占用 64字节的

ROM 。

注： 显然，你不想使用宝贵的 RAM 来存储常数查找表。然而，一些哈佛架构 MCU 的编译器

（比如 AVR的GCC）不能为存取在程序空间 ROM 分配的数据生成代码，即使编译器可以

在 ROM 内分配常数。对这些编译器的补救办法就是，明确的增加汇编代码来存取分配在程序

空间的数据。宏 Q_ROM_BYTE()从给定 ROM 地址取得一个字节。这个宏对可以正确的存

取 ROM 数据的编译器来说，它是透明的（比如，复制它的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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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置条件断言这个信号在范围内，活动对象的优先级也在范围内。还有，这个断言确信活动对

象在它声明的优先级下对框架是已知的（活动对象通过QActive_start()调用 QF_add() ，从而让

框架知道它自己）。

(4) 在一个临界区内，在订阅者清单里，对应于活动对象优先级的 bit被置位。数组

QF_pwr2Lkup[] 是一个查找表，存储了预先计算的值，计算的表达式是 QF_pwr2Lkup[p] = 1

<< ((p – 1) % 8)，这里 0 < p < 64。 QF_pwr2Lkup 查找表在文件 <qp>\qpc\qf\source\qf_pwr2.c

定义，占用 64字节的 ROM 。

我不明确的讨论相应的函数 QActive_unsubscribe() ，但是它事实上和 QActive_subscribe() 一致，

除了它在订阅者 bitmask里清除相应的 bit之外。请注意， QActive_subscribe() 和 QActive_unsubscribe()

需要一个活动对象作为第一个参数 me ，这意味着只有活动对象能够订阅和解订事件。

QF 实时框架使用在清单 7.19 展示的 QF_publish()函数来实现事件发行。这个函数执行高效的

“零复制”事件多路发送。QF_publish()被设计为可以从任务层和中断层调用。

代码列表 42  QF_publish()函数 （文件 <qp>\qpc\qf\source\qa_pspub.c ）

(1) void QF_publish(QEvent const *e) {

         QF_INT_LOCK_KEY_

           /* make sure that the published signal is within the configured range */

 (2)     Q_REQUIRE(e->sig < QF_maxSignal_);

         QF_INT_LOCK_();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 is it a dynamic event? */

             /*lint -e1773                            Attempt to cast away const */

 (3)         ++((QEvent *)e)->dynamic_;   /* increment reference counter, NOTE01 */

         }

         QF_INT_UNLOCK_();

 (4) #if (QF_MAX_ACTIVE <= 8)

         {

 (5)         uint8_t tmp = QF_subscrList_[e->sig].bits[0];

 (6)         while (tmp != (uint8_t)0) {

 (7)             uint8_t p = Q_ROM_BYTE(QF_log2Lkup[tmp]);

 (8)             tmp &= Q_ROM_BYTE(QF_invPwr2Lkup[p]);   /* clear subscriber bit */

 (9)             Q_ASSERT(QF_active_[p] != (QActive *)0);  /* must be registered */

                                    /* internally asserts if the queue overflows */

(10)             QActive_postFIFO(QF_active_[p], e);

             }

         }

(11)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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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uint8_t i = Q_DIM(QF_subscrList_[0].bits);

             do {               /* go through all bytes in the subscription list */

                 uint8_t tmp;

                 --i;

(13)             tmp = QF_subscrList_[e->sig].bits[i];

                 while (tmp != (uint8_t)0) {

                     uint8_t p = Q_ROM_BYTE(QF_log2Lkup[tmp]);

                     tmp &= Q_ROM_BYTE(QF_invPwr2Lkup[p]);/*clear subscriber bit */

(14)                 p = (uint8_t)(p + (i << 3));         /* adjust the priority */

                     Q_ASSERT(QF_active_[p] != (QActive *)0);/*must be registered*/

                                    /* internally asserts if the queue overflows */

                     QActive_postFIFO(QF_active_[p], e);

                 }

             } while (i != (uint8_t)0);

         }

     #endif

    

(15)     QF_gc(e);                      /* run the garbage collector, see NOTE01 */

     }

(1) 函数 QF_publish()给所有订阅者发行一个给定事件 e 。

(2) 前置条件检查被发行的信号在已初始化范围内（见清单 7.16 ）

(3) 在临界区里，一个动态事件的引用计数器被递增。这保护事件在事件到达全部订阅者之前，

事件不会被提取回收。

QF_publish()函数必须确保，在这个事件的所有订阅者收到这个事件前，这个事件不会被某个订阅

者回收。例如，考虑一下场景。一个低优先级活动对象使用 Q_NEW()动态分配一个事件然后调用

QF_publish()在它自己的执行线程发行这个事件。在多路发送这个事件的过程里， QF_publish()发送这个

事件给一个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它立即抢占了当前的线程，并开始处理这个事件。在 RTC步骤后，高

优先级的活动对象调用垃圾收集器（见清单 7.8(3) ）。如果 QF_publish()在第 (3) 步不递增事件计数

器，这个计数器将仅为 1 ，因为这个事件仅被发送了一次。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将回收这个事件。在

低优先级线程恢复后， QF_publish()也许想把这个事件发给其他的订阅者，但是它可能早就被回收了。

(4) 使用条件编译区分单字节 QSubscrList 的更简单和更快的情况（见清单 7.15 ）

(5) 整个订阅者 bitmask被放在一个临时字节里。

(6) while 循环遍历订阅者 bitmask里的所有为 1 的bit，直到 bitmask为空。

(7) 以 2 为底的对数查找快捷的确定在bitmask的MSB位，它对应于最高优先级的订阅者。查

找表 QF_log2Lkup[tmp] ，其中 0 < temp <= 255 ，它的结构如图 7.6 所示。 QF_log2Lkup[]查找表在

文件 <qp>\qpc\qf\source\qf_log2.c定义，占用 256 字节 R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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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为了避免优先级倒置，事件的多路发送从最高优先级订阅者开始。

(8) 在临时 bitmask里，最高优先级订阅者的 bit被清除。

(9) 这个断言确保拥有给定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已经在 QF 框架里注册了。

(10) 这个事件被发送给订阅者，这总是递增一个动态事件的引用计数器。

(11) 当订阅者清单包括多个字节时，执行这个条件编译分支。这时的算法需要一个额外的循环

在订阅者清单里的所有字节。

(12) 字节循环的计算器被初始化。这个循环从最高的字节开始，对应于最高优先级的订阅者。

(13) 算法本质上是单字节 bitmask的算法一样的，除了额外增加的用来遍历所有订阅者清单的

循环外。

(14) 活动对象优先级使用字节数乘以 8 调整，等效于 (I << 3)。

(15) 垃圾收集步骤递减在第 (3) 步递增的引用计数器。对垃圾收集器的调用也包括在事件没

有被任何活动对象订阅的时候，这时事件需要被立刻回收。

图 55二进制算法查找表 QF_log2Lkup[]映射字节值到 MSB的 bit数字 (bit 在 LSB从 1 开始 )

7.7        时间管理

QF 通过时间事件来管理时间，如第六章 6.6.1节所叙。在当前的 QF 版本里，时间事件不能是动态的，

必须被静态的分配。还有，一个时间事件在实例化时（在构造函数里）必须被分配一个信号，这个信号

在后面不能被改变。后一个约束防止了时间事件在还被某个事件队列持有时，被意外的改变。

7.7.1 时间事件结构和接口

QF 用QTimeEvt类的实例来表示时间事件（见图 7.3 ）。 QTimeEvt，和 QF 里的所有事件一样，从

QEvent基础结构派生。典型地，你将直接实例化 QTimeEvt，但是你也可以从更加特别的时间事件派生，

给它添加更多的数据成员和 / 或专门的函数来操作这个派生的时间事件。清单 7.19 展示了 QTimeEvt类，

QTimeEvt结构声明和操作它的函数。

代码列表 43 QTimeEvt结构和接口 ( 文件 <qp>\qpc\include\qf.h)

     typedef struct QTimeEvtTag {

 (1)     QEvent super;                                    /* derives from QEvent */

 (2)     struct QTimeEvtTag *prev;/* link to the previous time event in the 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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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truct QTimeEvtTag *next;    /* link to the next time event in the list */

 (4)     QActive *act;         /* the active object that receives the time event */

 (5)     QTimeEvtCtr ctr;         /* the internal down-counter of the time event */

 (6)     QTimeEvtCtr interval;       /* the interval for the periodic time event */

     } QTimeEvt;

 (7) void QTimeEvt_ctor(QTimeEvt *me, QSignal sig);

 (8) #define QTimeEvt_postIn(me_, act_, nTicks_) do { \

         (me_)->interval = (QTimeEvtCtr)0; \

         QTimeEvt_arm_((me_), (act_), (nTicks_)); \

     } while (0)

 (9) #define QTimeEvt_postEvery(me_, act_, nTicks_) do { \

         (me_)->interval = (nTicks_); \

         QTimeEvt_arm_((me_), (act_), (nTicks_)); \

     } while (0)

(10) uint8_t QTimeEvt_disarm(QTimeEvt *me);

(11) uint8_t QTimeEvt_rearm(QTimeEvt *me, QTimeEvtCtr nTicks);

     /* private helper function */

(12) void QTimeEvt_arm_(QTimeEvt *me, QActive *act, QTimeEvtCtr nTicks);

(1) QTimeEvt结构从 QEvent派生。

(2-3) 这 2 个指针 prev 和 next把时间事件链接成一个双向表（见图 7.7 ）。

(4) 活动对象指针 act 存储了时间事件的接收者。

(5) 成员 ctr是内部的向下计数器在每次 QF_tick() 调用时递减（见下节）。时间事件在向下计

数器到 0 时被发送。

(6) 成员 interval被用于周期性时间事件（在一次性事件里它被设为 0 ）。在每次时间事件

过期后，时间间隔的值被重新装入 ctr向下计数器，这样时间事件会周期性超时。

(7) 每个时间事件必须使用构造函数 QTimeEvt_ctor() 初始化。你应该在积分这个时间事件前，

为这个时间事件的构造函数调用精确的一次。在这个函数内执行的最重要的动作是给这个时间事件分配

一个信号。你可以任意次重用这个时间事件，但是你不应该改变这个信号。这是因为一个指向时间事件

的指针也许还被某个事件队列持有，改变这个信号将导致隐秘的难以发现的错误。

(8) 宏 QTimeEvt_postIn() 设定一个时间事件 me_在nTicks_时钟节拍内激发一次（一次性时

间事件）。时间事件被直接发送（使用 FIFO策略）给活动对象 act_ 的事件队列。在发送后，一次性时

间事件被自动解除设定，并且可以当作一次性或周期性超时请求而被重用。

(9) 宏 QTimeEvt_postEvery()arm 一个时间事件 me_在每个 nTicks 时钟节拍后周期性的激

发（周期性事件）。时间事件被直接发送（使用 FIFO策略）给活动对象 act_ 的事件队列。在发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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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时间事件被自动重新设定，在特定的 nTicks 时钟节拍再次激发。

(10) 函数 QTimeEvt_disparm()明确的解除设定任何（一次性或周期性）时间事件。时间事件可

以在 QTimeEvt_disarm() 调用后被立即重用。这个函数返回解除设定操作的状况： 1 表示时间事件已实

际被解除设定， 0 表示这个时间事件已经被解除设定。

(11) 函数 QTimeEvt_rearm() 使用时钟节拍的具体数目重装向下计数器 ctr。函数返回 re-arm

操作的状况： 1 表示时间事件已被设定， 0 表示事件已被解除设定。在后一种情况下，

QTimeEvt_rearm() 函数设定这个时间事件。

(12) 辅助函数 QTimeEvt_arm_()把时间事件插入已设定的定时器的链接表内。这个函数用于

QTimeEvt_postIn() 和 QTimeEvt_postEvery()宏内。

注： 一个对已经被设定的（一次性或周期性）时间事件的设定尝试会引发一个断言。如果你不确定

时间事件已经解除设定，请在重用这个时间事件前调用 QTimeEvt_disarm() 。

图 56在一个双向链接表内的已 armedQTimeEvt 对象和在这个表外的 disarmed 事件事件。

图 7.7 展示了已被设定和未被设定事件的内部表现。 QF 把所有已被设定时间事件链接在一个

双向链接表内。这个表在每次系统时钟节拍时被从头开始扫描。这个表没有被排序过。新的被设定时间

事件总是在表头被插入。在一次性定时器过期时或应用程序调用 QTimeEvt_disarm() 函数时，一个时间

事件被解除设定时，这个时间事件被简单的从表内移除。从从一个双向表里移除一个对象是一个快捷的

确定性的操作。尤其时这个表不需要从头开始被扫描。解除设定的时间事件在表的外面，不消耗任何

CPU周期。

7.7.2 系统时钟节拍和      QF_tick()      函数

为了管理时间事件 QF 需要你从一个被称为系统时钟节拍的周期性时间源调用 QF_tick() 函数（见第六

章“系统时钟节拍”）。系统时钟节拍典型的运行速率是10到 100Hz 。

清单 7.20 展示了 QF_tick() 的实现。这个函数被设计为可以从中断上下文调用，如果底层

OS/RTOS不允许存取中断或者你想让 ISR 非常短，也可以从任务层上下文调用。 QF_tick()必须总是运

行到完成，并且不许抢占它自己。特别地，如果 QF_tick() 运行在一个 ISR 上下文，这个 ISR 必须不

能被允许抢占它自己。还有，不应该从 2 个不同的 ISR 内调用 QF_tick() ，这潜在的会让它们互相抢占。

如果在一个任务上下文执行它， QF_tick() 应该仅被一个任务调用，理想地情况是被最高优先级任务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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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44 QF_tick() 函数 （文件 <qp>\qpc\qf\source\qf_tick.c ）

     void QF_tick(void) {                                          /* see NOTE01 */

         QTimeEvt *t;

         QF_INT_LOCK_KEY_

 (1)     QF_INT_LOCK_();

 (2)     t = QF_timeEvtListHead_;       /* start scanning the list from the head */

 (3)     while (t != (QTimeEvt *)0) {

 (4)         if (--t->ctr == (QTimeEvtCtr)0) {   /* is time evt about to expire? */

 (5)             if (t->interval != (QTimeEvtCtr)0) { /* is it periodic timeout? */

 (6)                 t->ctr = t->interval;               /* rearm the time event */

                 }
 (7)             else { /* one-shot timeout, disarm by removing it from the list */

 (8)                 if (t == QF_timeEvtListHead_) {

 (9)                     QF_timeEvtListHead_ = t->next;

                     }

(10)                 else {

(11)                     if (t->next != (QTimeEvt *)0) {  /* not the last event? */

(12)                         t->next->prev = t->prev;

                         }

(13)                     t->prev->next = t->next;

                     }

(14)                 t->prev = (QTimeEvt *)0;         /* mark the event disarmed */

                 }

(15)             QF_INT_UNLOCK_();/* unlock interrupts before calling QF service */

                    /* postFIFO() asserts internally that the event was accepted */
(16)             QActive_postFIFO(t->act, (QEvent *)t);

             }

(17)         else {

                 static uint8_t volatile dummy;

(18)             QF_INT_UNLOCK_();

(19)             dummy = (uint8_t)0;   /* execute a few instructions, see NOTE02 */

             }

(20)         QF_INT_LOCK_();        /* lock interrupts again to advance the link */

(21)         t = t->next;

         }

(22)     QF_INT_UNLOCK_();

    }

(1) 在存取时间事件的链表时，中断被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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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 QF 变量 QF_timeEvtListHead_ 持有链表的头。

(3) 循环运行，直到链表的尾部（见图 7.7 ）

(4) 每个时间事件的向下计数器被递减。当计数器到达 0 时，这个时间事件到期。

(5) interval成员仅在一个周期性时间事件里才为非 0 。

(6) 一个周期性时间事件的向下计数器被简单的重设为间隔值。这个时间事件在表内仍然是

armed 。

(7) 否则，这个时间事件是一次性的，必须通过把它从表内移除而被解除设定。

(8-13) 这几条代码实现把一个链接从一个双向表移除的标准算法。

(14) 时间事件通过想 prevlink 写 NULL ，而被内部的标记为解除设定。

(15) 在对链表的记录完成后，中断可以被解锁。

(16) 时间事件发送它自己给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17) 如果这个时间事件在这个节拍没有到期，执行 else 分支。

(18) 中断可以被解锁。

(19) 在许多 CPU里，中断解锁仅在下个机器指令后才生效，在这里是一个中断上锁指令（第 (20)

行）。对 dummy变量的赋值需要几个机器指令，这是编译器没办法优化掉的。这确保中断被

实际解锁，因此中断延迟很低。

注： 临界区仅持续一个时间事件，而不是整个列表。

(20) 为了再次遍历这个循环，中断又被上锁。

(21) 链接被向前移动到表内的下个定时器。

(22) 在函数返回前中断被解锁。

7.7.3     arming      和  disarm  一个时间事件

清单 7.21 展示了用来设定一个时间事件的辅助函数 QTimeEvt_arm_()。这个函数被用于宏

QTimeEvt_postIn() 和 QTimeEvt_postEvery() 的内部，分别用来设定一个一次性或周期性时间事件。

代码列表 45  QTimeEvt_arm_() （文件 <qp>\qpc\qf\source\qte_arm.c）

     void QTimeEvt_arm_(QTimeEvt *me, QActive *act, QTimeEvtCtr nTicks) {

         QF_INT_LOCK_KEY_

         Q_REQUIRE((nTicks > (QTimeEvtCtr)0)  /* cannot arm a timer with 0 ticks */

                   && (((QEvent *)me)->sig >= (QSignal)Q_USER_SIG)/*valid signal */

 (1)               && (me->prev == (QTimeEvt *)0)   /* time evt must NOT be used */

                   && (act != (QActive *)0));  /* active object must be provided */

         me->ctr = nTicks;

 (2)     me->prev = me;                                 /* mark the timer in use */

         me->act = act;

         QF_INT_LOCK_();

 (3)     me->next = QF_timeEvtListHea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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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f (QF_timeEvtListHead_ != (QTimeEvt *)0) {

 (5)         QF_timeEvtListHead_->prev = me;

         }

 (6)     QF_timeEvtListHead_ = me;

         QF_INT_UNLOCK_();

     }

(1) 前置条件包括检查这个时间事件还没有被使用。一个已使用的时间事件的 prev指针为非

NULL 值。

(2) prev指针被初始化为指向它自己，是这个时间事件被使用（见图 7.7 ）

(3) 中断被上锁并把时间事件插入链表。请注意直到这一刻，时间事件没有被 arm ，因此由于异

步节拍处理过程它不能被意外的改变。

(4-6) 这几条代码实现了在一个双向表的表头位置插入一个链接的标准算法。

代码列表 46 QTimeEvt_disarm() (文件 <qp>\qpc\qf\source\qte_darm.c ）

     uint8_t QTimeEvt_disarm(QTimeEvt *me) {

         uint8_t wasArmed;

         QF_INT_LOCK_KEY_

 (1)     QF_INT_LOCK_();

 (2)     if (me->prev != (QTimeEvt *)0) {   /* is the time event actually armed? */

             wasArmed = (uint8_t)1;

 (3)         if (me == QF_timeEvtListHead_) {

 (4)             QF_timeEvtListHead_ = me->next;

             }

 (5)         else {

 (6)             if (me->next != (QTimeEvt *)0) {   /* not the last in the list? */

 (7)                 me->next->prev = me->prev;

                 }

 (8)             me->prev->next = me->next;

             }

 (9)         me->prev = (QTimeEvt *)0;        /* mark the time event as disarmed */

         }

         else {                                  /* the time event was not armed */

             wasArmed = (uint8_t)0;

         }

         QF_INT_UNLOCK_();

(10)     return wasArmed;

     }

(1) 建立临界区。

(2) 如果 prev指针不为 NULL ，时间事件还没被设定

(3-8) 这些代码实现从一个双向表移除一个链接的标准算法（请和清单 7.20(8-13)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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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向 prev指针写入 NULL ，一个时间事件被内部标识为解除设定

(10) 函数返回状态：如果时间事件在调用的时候还是被设定的，返回 1 。如果在调用

QTimeEvt_disarm() 前时间事件已经被解除设定，返回 0 。也就是说，返回 1 向调用者保证，

这个时间事件还没有被发送也不会被发送，因为解除设定立即生效。相反地，返回 0 通知调用

者，这个时间事件已经被发送给接收者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并被自动的解除设定。

从 QTimeEvt_disarm() 返回的状态信息在状态机设计是是有用的。例如，考虑图 7.8 的一个状态

机的片段。到 stateA 的进入动作设定一个一次性时间事件 me->timer1 。在到期时，这个定时器产生信

号 TIMER1 ，它引发一些内部或常规转换。然而，另一个事件，比如BUTTON_PRESS，触发一个到

stateB 的转换。 BUTTON_PRESS和 TIMER1 事件本身被设定为互相竞争，因此有可能它们到达的事件

非常接近。特别的，当 BUTTONE_PRESS 事件到达时， TIMER1 事件可能紧接到达，并被放入队列

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状态机接收到 2 个事件。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例如，如果第二个状态想把时间

事件为不同的用途重用。图 7.8 展示了一个解决方案。从 stateA 的退出动作在控制状态变量me->g1里

存储了 QTimeEvt_disarm() 的返回值。接着，在 stateB 里时这个变量被用作的 TIMER1 转换的一个

监护条件。这个监护仅允许me->ga标识被设置时才转换。然而，当标识为 0 时，这意味着 TIMER1 事

件已经被发送。这时 TIMER1 事件仅设置标识，否则它被忽略。仅当下一个 TIMER1 实例为真时，

在 stateB 里才需要超时事件。

图 57重用一个一次性时间事件

7.8        原生      QF      事件队列

许多 RTOS 原生的支持消息队列，它提供了活动对象事件队列所需功能的一个超集。 QF 被设计为容

易和这些外部消息队列集成。然而，在没有这些支持存在，或者现有的实现没有效率或不合适时， QF

提供了一个健壮的和高效的原生事件队列，你可以容易的为实际上任何底层操作系统或内核对它进行修

改。

原生 QF 事件队列来自 2 个方面， 2 者共享相同的数据结构（ QEQueue ）和初始化，但是

在行为上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个变体是特别为活动对象设计和优化的事件队列（见7.8.3节）。这个实现

忽略了通常被支持的传统消息队列的特征，比如可变尺寸的消息（原生 QF 事件队列仅存储指向事件的

指针），阻塞在一个满队列（ QF 事件队列在插入时不能被阻塞），和定时阻塞在空队列（ QF 事件队

列永远阻塞在空队列），等等。作为交换，原生 QF 事件队列实现是很小的，可能比任何 RTOS 的全

功能消息队列更快。

另一个更简单的 QF 事件队列的变体，是一个通用的“原始的”线程安全的不能阻塞的队列，

但是对从一个活动对象到系统之外的其他部分比如 ISR 和设备驱动程序的线程安全的事件派发来说，

它是有用的。我在 7.8.4节解释这个“原始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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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QEQueue      结构

QEQueue 结构被用于原生 QF 事件队列的 2 个变体。图 7.9 展示了在 QEQueue 结构的不同元素和

被事件队列管理的环形缓存直接的关系。可利用的队列的存储包含外部的用户分配的环形缓存加上一个

在QEvent结构的外部位置 frontEvt 。 QEQueue 事件队列仅持有指向事件的指针（ QEvent * ），而不

是实际的事件实例。

图 58  QEQueue 结构的元素和环形缓存之间的关系

如图 7.9 的虚线所指出的，所有离开的事件必须通过 frontEvt 数据成员传递。这个在环形缓存

的额外的位置通过允许频繁的绕过缓存操作优化了队列操作，因为在空和非空状态之间非常频繁的队列

改变时，每次仅一个事件出现在队列。另外， frontEvt 指针也被用作一个队列状态指示器， frontEvt

的值为 NULL 指示队列为空。索引 head， tail ，和 end 和 ring指针有关。事件总是从缓存的 tail 索

引处被提取，新的事件典型地是在 head索引处被插入。在 head插入事件，在 tail 处提取事件，对应

于FIFO队列（ postFIFO() 操作）。 QEQueue也允许在 tail 处插入新事件，这对应于 LIFO 队列

（ postLIFO() 操作）。这 2 个方法里，当事件被提取时， tail 总是递减，同样在一个事件被插入时

head索引也是如此。索引值 0 限制了 head和 tail 索引的范围，它们在达到 0 时必须“绕

回” end 。结果就是如图 7.9 里的箭头所指出的，围绕环形缓存的这几个索引的一个逆时针运动。

QEQueue 结构的其他数据成员包括：在缓存的自由事件（ free event ）的当前数量（ nFree ），自由

事件在任何时候在缓存里的最小数量 (nMin) 。nMin成员跟踪队列使用的最差情况（在队列里的自由事

件的水印），它为微调环形缓存的尺寸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清单 7.22 展示 QEQueue 结构的声明。 QEQueueCrt数据类型确定队列索引和计数器的动态范围。

它被 typedef成 uint8_t ， uint16_t 或 uint32_t ，这取决于宏 QF_QUEUE_CTR_SIZE 。你可以在 QF

移植文件定义这个宏。如果这个宏没有被定义，默认尺寸是 1字节，它使 QEQueueCtr数据类型被

typdef 成 uint8_t 。

代码列表 47 QEQueue 结构 ( 文件 <qp>\qpc\include\ququeue.h)

     #ifndef QF_EQUEUE_CTR_SIZE

         #define QF_EQUEUE_CTR_SIZE 1

     #endif

     #if (QF_EQUEUE_CTR_SIZ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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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def uint8_t QEQueueCtr;

     #elif (QF_EQUEUE_CTR_SIZE == 2)

         typedef uint16_t QEQueueCtr;

     #elif (QF_EQUEUE_CTR_SIZE == 4)

         typedef uint32_t QEQueueCtr;

     #else

         #error "QF_EQUEUE_CTR_SIZE defined incorrectly, expected 1, 2, or 4"

     #endif

     typedef struct QEQueueTag {

         QEvent const *frontEvt;   /* pointer to event at the front of the queue */

         QEvent const **ring;         /* pointer to the start of the ring buffer */

         QEQueueCtr end;  /* offset of the end of the ring buffer from the start */

         QEQueueCtr head;         /* offset to where next event will be inserted */

         QEQueueCtr tail;        /* offset of where next event will be extracted */

         QEQueueCtr nFree;           /* number of free events in the ring buffer */

         QEQueueCtr nMin;    /* minimum number of free events ever in the buffer */

     } QEQueue;

7.8.2     QEQueue      的初始化

清单 7.23 展示了事件队列初始化函数QEQueue_init()。这个函数使用预先分配的连续存储作为环形缓冲

区（一个 QEvent *指针数组， qSto[] ），这个缓冲区的长度 qLen是预分配的事件指针的数量。这个

函数设置 QEQueue 数据成员去模仿一个空的事件队列。函数没有被一个临界区保护，因为应用程序在它

被初始化前不能存取它。

代码列表 48 QEQueue_init() （文件 <qp>\\qpc\qf\source\qep_init.c）

     void QEQueue_init(QEQueue *me, QEvent const *qSto[], QEQueueCtr qLen) {

         me->frontEvt = (QEvent *)0;                   /* no events in the queue */

         me->ring     = &qSto[0];

         me->end      = qLen;

         me->head     = (QEQueueCtr)0;

         me->tail     = (QEQueueCtr)0;

         me->nFree    = qLen;                             /* all events are free */

         me->nMin     = qLen;                              /* the minimum so far */
     }

请注意你可以使用参数 qSto == NULL 和 qLen == 0初始化一个事件队列。这样一个事件队列

可以持有一个事件，因为 frontEvt 位置也算队列的容量。

7.8.3 原生      QF      活动对象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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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一个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工作时， QEQueue 的结构不十分完整，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成员

在队列为空时实现活动对象线程的阻塞。这样一个机制总是平台相关的，它典型的是一个操作系统原语，

比如一个旗语，一个 POSIX 的条件变量 (condition variable) ，或和 WaitForSingleObject() 和

SetEvent()Win32 API 一起使用的某个 Win32 对象。

OS 相关的阻塞原语被特意没有包括在 QEQueue 结构中，使这个结构能够被用于活动对象事件

队列和在下一节讨论的通用的“原始的”线程安全的队列。作为替代， OS 相关的线程阻塞原语被直接

包含在 QActive 结构，作为 QF_OS_OBJECT_TYPE 类型的数据成员 osObject （清单 7.7(9) ）。显

然宏 QF_OS_OBJECT_TYPE 是平台抽象层的一部分，对不同的 QF 移植它的定义不同。 osObject 成

员在平台相关的 QActive_start()函数被初始化（见清单 7.9 ）。你可以认为 QF 活动对象队列是

QEQueue 结构和 QActive.osObject 数据成员的聚合。

活动对象事件队列的接口包含 3 个函数： QActive_postFIFO()， QActive_postLIFO()和

QActive_get_()。这些函数的实现代码分别是文件 qa_get_.c ， qa_fifo.c 和 qa_lifo.c 。仅当移植使用这

些原生事件队列时，这些文件才需要包含在 QF 移植里。否则，函数

QActive_postFIFO()， QActive_postLIFO()和 QActive_get_()应该使用不同的实现，或许是 RTOS 相关的

消息队列。

代码列表 49  使用 QActive_get_() 从事件队列提取事件（文件 <qp>\qpc\qf\source\qa_get_.c ）

(1) QEvent const *QActive_get_(QActive *me) {

         QEvent const *e;

         QF_INT_LOCK_KEY_

         QF_INT_LOCK_();

 (2)     QACTIVE_EQUEUE_WAIT_(me);       /* wait for event queue to get an event */

 (3)     e = me->eQueue.frontEvt;

 (4)     if (me->eQueue.nFree != me->eQueue.end) {  /* any events in the buffer? */

                                                   /* remove event from the tail */

 (5)         me->eQueue.frontEvt = me->eQueue.ring[me->eQueue.tail];

 (6)         if (me->eQueue.tail == (QEQueueCtr)0) {   /* need to wrap the tail? */

 (7)             me->eQueue.tail = me->eQueue.end;                /* wrap around */

             }

 (8)         --me->eQueue.tail;

 (9)         ++me->eQueue.nFree;       /* one more free event in the ring buffer */

         }

(10)     else {

(11)         me->eQueue.frontEvt = (QEvent *)0;           /* queue becomes empty */

(12)         QACTIVE_EQUEUE_ONEMPTY_(me);

         }

         QF_INT_UNLOCK_();

(13)     retur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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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QActive_get_()返回一个只读 (const) 的发送给活动对象 me 的事件指针。这个函数总算

返回一个有效的事件指针。

(2) 在一些 QF 移植里，函数必须阻塞直到一个事件到达为止。阻塞总是一个平台相关的操

作，函数通过平台相关的宏 QACTIVE_EQUEUE_WAIT_() 来处理阻塞。请注意，这个宏是从临界区被

调用的。我在第 8 章描叙宏 QACTIVE_EQUEUE_WAIT_() 在POSIX-线程的实现。

(3) 在这一刻，队列不能为空—它要不就是开始就不为空，要不就是在阻塞后立刻收到一个事

件。在队列前事件（ front event）被赋值，用来把前事件发送给调用者。

(4) 如果不是所有在缓存的事件是空闲的，缓存必定包含一些事件。

(5) 从缓存 tail 索引处的事件指针复制到前事件。

(6) 检查 tail 索引是否回绕（ wrap around ）。

(7) 如果需要回绕， tail 索引被移向缓存的尾部。这使缓存循环。

(8) tail 索引总是递减，即使在回转后也是如次。我选择递减 tail （以及 head）索引，因

为它导致一个比递增索引方法更加有效的实现。这样，回绕发生在 0而不是在尾部。把一个数和 0 相比，

远比其他比较有效率。

(9) nFree 计数器被递增，说明在缓存里的有一个事件空闲。

(10) 如果队列为空…

(11) 前事件被设置为 NULL 。

(12) 另外，一个平台相关的宏 QACTIVE_EQUEUE_ONEMPTY_() 被调用。这个宏的工作

是通知底层内核，这个队列已为空，一些 QF 移植需要这个信息。在第八章，我展示这个宏在 QF 到

合作式 vanilla 内核的移植的实现，在第十章，我展示这个宏在可抢占式运行到完成 QK 内核的 QF 移

植。

清单 7.25 展示了 QActive_postFIFO()队列操作的实现。这个函数被用来直接发送一个事件给接收

者活动对象。直接事件发送可以从应用程序的任何部分执行，包括从中断内部。

代码列表 50  使用 QActive_postFIFO() 向事件队列插入事件（文件 <qp>\qpc\qf\source\qa_fifo.c ）

     void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

         QF_INT_LOCK_KEY_

 (1)     QF_INT_LOCK_();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 is it a dynamic event? */

 (2)         ++((QEvent *)e)->dynamic_;       /* increment the reference counter */

         }

 (3)     if (me->eQueue.frontEvt == (QEvent *)0) {               /* empty queue? */

 (4)         me->eQueue.frontEvt = e;                  /* deliver event directly */

 (5)         QACTIVE_EQUEUE_SIGNAL_(me);               /* signal the event queue */

         }

 (6)     else {         /* queue is not empty, insert event into the ring-buffer */

                 /* the queue must be able to accept the event (cannot overf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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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Q_ASSERT(me->eQueue.nFree != (QEQueueCtr)0);

                                     /* insert event into the ring buffer (FIFO) */

 (8)         me->eQueue.ring[me->eQueue.head] = e;

 (9)         if (me->eQueue.head == (QEQueueCtr)0) {   /* need to wrap the head? */

(10)             me->eQueue.head = me->eQueue.end;                /* wrap around */

             }

(11)         --me->eQueue.head;

(12)         --me->eQueue.nFree;                 /* update number of free events */

(13)         if (me->eQueue.nMin > me->eQueue.nFree) {

(14)             me->eQueue.nMin = me->eQueue.nFree;        /* update min so far */

             }

         }

         QF_INT_UNLOCK_();

     }

(1) 整个函数在一个临界区运行。

(2) 一个动态事件的引用计数器被递增，表示对这个事件有另外一个外部的引用。

注： 递增引用计数器是必需的，必须在每个 QActive_postFIFO()实现里执行，包括不是基于原生

QF 事件队列而是使用某个 RTOS 的消息队列的实现。

(3) 如果前事件是 NULL ，队列为空。

(4) 事件指针被直接复制到前事件，绕过整个缓存机制。

(5) 另外，调用一个平台相关的宏 QACTIVE_EQUEUE_SIGNAL_() 。这个宏的工作是通知等待这

个事件队列的线程。请注意是从临界区调用这个宏的。我在第八章描叙了

QACTIVE_EQUEUE_SIGNAL_() 宏在 POSIX-线程的实现。

(6) 否则，这个队列不为空。因此事件必须被留在环形缓存里。

(7) 断言确保队列可以接收这个事件。

注： QF 框架把不能发送一个事件当作一个错误。这个断言是事件派发担保策略的一部分。确保事

件队列尺寸适合应用程序是程序设计者的责任。

(8) 事件被插入 head索引处。这对应于 LIFO 队列策略。

(9) 检查 head索引是否回绕。

(10) 如果需要回绕， head索引被移向缓存的尾部。这让缓存循环。

(11) head索引总是递减，即使在回转后也是如次。我选择递减 head（以及 tail ）索引，因为它

导致一个比递增索引方法更加有效的实现。这样，回绕发生在 0而不是在尾部。把一个数和 0

相比，远比其他比较有效率。

(12) nFree 计数器被递减，说明在缓存有一个事件在使用。

(13-14) 最后，函数更新队列的水印nMin。对正确的操作队列，这个步骤不是必需的，但是它为确定事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66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件队列的合适大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数据。

QF 框架也提供了 QActive_postLIFO()队列操作。我不讨论这个代码（位于文件

<qp>\qpc\qf\source\qa_lifo.c ），因为它非常类似 QActive_postFIFO()，除了这个事件在 tail 索引处被

插入。

7.8.4 “  原始的”线程安全的队列

QEQueue 结构可以被直接用作原生 QF“ 原始的”线程安全的队列。“原始的”线程安全队列的基本

操作是 QEQueue_postFIFO() ， QEQueue_postLIFO() 和 QEQueue_get()。这些函数都不能被阻塞。这类

队列被用来延迟事件（见 7.5.4节），在用来从活动对象向 ISR 传递事件时也非常有用，如清单 7.26 所

示。

代码列表 51  使用“原始的”线程安全的队列发送事件给一个 ISR

     /* Application header file -------------------------------------------------*/

     #include "qequeue.h"

 (1) extern QEQueue APP_isrQueue;                          /* global "raw" queue */

 (2) typedef struct IsrEvtTag { /* event with parameters to be passed to the ISR */

         QEvent super;
         . . .

     } IsrEvt;

     /* ISR module --------------------------------------------------------------*/

 (3) QEQueue APP_isrQueue;                      /* definition of the "raw" queue */

     void interrupt myISR() {

         QEvent const *e;

         . . .

 (4)     e = QEQueue_get(&APP_isrQueue);    /* get an event from the "raw" queue */

 (5)     if (e != (QEvent *)0) {                             /* event available? */

 (6)         Process the event e (could be dispatching to a state machine)

             . . .

 (7)         QF_gc(e);                           /* explicitly recycle the event */

         }

         . . .

     }

     /* Active object module ----------------------------------------------------*/

     QState MyAO_stateB(MyAO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67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 . .

             case SOMETHING_INTERESTING_SIG: {

                 IsrEvt *pe = Q_NEW(IsrEvt, ISR_SIG);

                 pe->... = ...                       /* set the event attributes */

 (8)             QEQueue_postFIFO(&APP_isrQueue, (QEvent *)pe);

                 return (QSTATE)0;

             }

             . . .     

         }

         return (QState)&MyAO_stateA;

     }

     /* main module -------------------------------------------------------------*/

     static QEvent *l_isrQueueSto[10];  /* allocate a buffer for the "raw" queue */

     main() {

         . . .

                                                   /* initialize the "raw" queue */

 (9)     QEQueue_init(&APP_isrQueue, l_isrQueueSto, Q_DIM(l_isrQueueSto));

         . . .

     }

(1) 在应用程序头文件你声明外部“原始的”事件队列，这样代码的不同部分可以存取这个队列。

(2) 在同一个头文件，你还要声明“原始的”队列可以接受的所有事件类型。

(3) ISR 模块内，你定义“原始的”队列对象。

(4) 在某个 ISR 内部，你调用 QEQueue_get()得到一个事件。

注： 函数 QEQueue_get()内部使用一个代码临界区。如果你使用简单的无条件中断上锁策略（见

7.3.2节），你必须小心在中断上锁时不要调用 QEQueue_get()，因为有可能在某个 ISR 内部。

(5) 如果事件是可用的，返回的指针不是 NULL 。

(6) 你处理事件。请注意你对事件有只读权限。

(7) 在处理后，你必须记住调用 QF 垃圾收集器，因为现在 QF 不在管理事件处理，你要完全负

责不要泄漏事件。

(8) 在某个活动对象状态机内，你调用 QEQueue_get()发送一个（动态或静态）事件。

(9) 你必须记住初始化“原始的”队列对象，典型地在系统启动时执行这个动作。

QEQueue 函数 QEQueue_postFIFO() ， QEQueue_postLIFO() 和 QEQueue_get()的实现是非常直

接的，因为不需要平台相关的宏。所有这些函数都是可重入的，因为它们使用临界区代码维护队列的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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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原生      QF      内存池

在 7.5.2节我介绍了一个事件池的概念—一个固定块尺寸的，专门用来持有事件实例的堆。一些 RTOS 原

生的支持这类固定块尺寸的堆（常常被称为内存分区或内存池）。然而，一些平台不支持这种堆。这一

节解释基于 QMPool 结构的内存池的原生 QF 的实现。

原生 QF 内存池是通用的，可以被用于你的应用程序用来存储任何对象，而不仅是事件。索引原

生 QF 内存池函数是可重入的和确定的。它们可以在代码的任何部分使用，包括在 ISR 内部。图 7.10

解释了 QMPool 结构的不同元素和被内存池管理的内存缓存之间的关系。

图 59  QMPool 结构元素和内存缓存之间的关系

原生 QF 内存池需要在外部分配实际的池存储空间并在初始化时提供给它。内存池管理内存的方

法是，把内存分割成所需尺寸的块并把没有使用的内存块放在一个单链表内（空闲表被组织在

QMPool.free指针）。这组织堆栈类型的数据结构的标准技术，仅从单端存取这个结构

(LIFO) 。 QMPool 也使用一个方便的技巧来链接在空闲表里的空闲块，而不需为指针消耗额外的存储。

因为在空闲表的块没有被使用， QMPool 可以把这些块当作链接表指针来重用。这个方法隐含着块的尺

寸必须足够大，能够持有一个指针 [Lafreniere 98, Labrosse 02] 。清单 7.27 展示了 QMPool 结构的声明。

代码列表 52  QMPool 结构（文件 <qp>\qpc\include|qmpool.h)

     typedef struct QMPoolTag {

 (1)     void *free;               /* the head of the linked list of free blocks */

 (2)     void *start;                   /* the start of the original pool buffer */

 (3)     void *end;                               /* the last block in this pool */

 (4)     QMPoolSize blockSize;                  /* maximum block size (in bytes) */

 (5)     QMPoolCtr nTot;                               /* total number of blocks */

 (6)     QMPoolCtr nFree;                     /* number of free blocks remaining */

 (7)     QMPoolCtr nMin;      /* minimum number of free blocks ever in this pool */

     } QMPool;

(1) 用来分配和释放在池里块的严格要求的唯一数据成员是空闲表的表头 free 。其他的数据成员

被用来让内存池操作更加健壮。

(2-3) start 和 end 指针被用来界定被这个池管理的内存块的有效范围。我特意增加它们，这样可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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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个断言，确保每个返回池的内存块在这个被池管理的内存范围之内。

(4) 成员 blockSize 持有这个池的块尺寸，单位是字节。

(5) 成员 nTot持有在池内块的全部数量。这个成员允许我断言，在池内的空闲块是不变的，在任何

给定时刻它不能超过 nTot。

(6) 成员 nFree 持有在池内当前空闲块的数量。

(7) 成员 nMin持有在出现在池内的空闲块的最小数量。

QMPool 数据类型被 typedef为 uint8_t ， uint16_t ，或 uint32_t ，可以通过宏

QF_MPOOL_SIZ_SIZE 来配置。 QMPoolSize数据类型的动态范围确定了可被原生 QF 事件池管理的

块的最大尺寸。类似的， QMPoolCtr 数据成员被 typedef为 uint8_t ， uint16_t ，或 uint32_t ，这取

决于宏 QF_MPOOL_CTR_SIZE 。 QMPoolCtr 数据类型的动态范围确定了可被存储在池内的块的最大数

量。宏 QF_MPOOL_SIZ_SIZE 和 QF_MPOOL_CTR_SIZE 应该在相应移植目录下的 QF 移植文件

qf_port.h 内被定义。如果这些宏没有被定义，它们 2 者使用默认尺寸 2 ，因而 QMPool 和

QMPoolCtr 数据类型被定义为 uint16_t 。

7.9.1 原生      QF      内存池的初始化

在你可以通过调用函数 QMPool_init() 使用它之前你必须初始化一个内存池，你需要为这个函数提供池

存储空间，存储空间的尺寸，和被这个池管理的块的尺寸。在编写这个函数时的主要挑战是移植性，因

为存储分配本质上是机器相关的 [Kernighan 88] 。也许这里最有技巧的方面是在连续内存缓存内部的适合

的和理想的对齐。特别的，块的对齐必须是，每个新块可以被当作一个指向下个块的指针。在清单 7.28

的代码展示了如何控制机器相关性，代价就是大量的但小心的类型转换。

注： 许多 CPU架构对指针的正确对齐有特别的要求。例如， ARM 处理器需要一个指针被分配在

一个可以被 4整除的地址。其他的 CPU，比如 Pentium ，可以接受分配在奇数地址的指针，

但是当指针在可被 4整除的地址对齐时，执行性能会更加好。

为了实现更好的可移植性和块的理想对齐， QF 内存池实现使用了一个辅助结构 QFreeBlock ，

它代表了在空闲块表的一个节点（ node）。 QFreeBlock在文件 <qp>\qpc\qf\source\qf_pkg.h声明：

     typedef struct QFreeBlockTag {

         struct QFreeBlockTag *next;              /* link to the next free block */

     } QFreeBlock;

代码列表 53  使用 QMPool_init() 的 QF 内存池的初始化（文件 <qp>\qpc\qf\source\qmp_init.c）

     void QMPool_init(QMPool *me, void *poolSto,

                      uint32_t poolSize, QMPoolSize blockSize)

     {

         QFreeBlock *fb;

         uint32_t corr;

         uint32_t n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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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memory block must be valid

         * and the poolSize must fit at least one free block

         * and the blockSize must not be too close to the top of the dynamic range

         */

 (1)     Q_REQUIRE((poolSto != (void *)0)

 (2)               && (poolSize >= (uint32_t)sizeof(QFreeBlock))

 (3)               && ((QMPoolSize)(blockSize + (QMPoolSize)sizeof(QFreeBlock))

                         > blockSize));

         /*lint -e923                    ignore MISRA Rule 45 in this expression */

 (4)     corr = ((uint32_t)poolSto & ((uint32_t)sizeof(QFreeBlock) - (uint32_t)1));

 (5)     if (corr != (uint32_t)0) {                         /* alignment needed? */

 (6)         corr = (uint32_t)sizeof(QFreeBlock) - corr;/*amount to align poolSto*/

 (7)         poolSize -= corr;                 /* reduce the available pool size */

         }

         /*lint -e826 align the head of free list at the free block-size boundary*/

 (8)     me->free = (void *)((uint8_t *)poolSto + corr);

          /* round up the blockSize to fit an integer # free blocks, no division */

 (9)     me->blockSize = (QMPoolSize)sizeof(QFreeBlock);  /* start with just one */

(10)     nblocks = (uint32_t)1;    /* # free blocks that fit in one memory block */

(11)     while (me->blockSize < blockSize) {

(12)         me->blockSize += (QMPoolSize)sizeof(QFreeBlock);

(13)         ++nblocks;

         }

(14)     blockSize = me->blockSize;      /* use the rounded-up value from now on */

                       /* the pool buffer must fit at least one rounded-up block */

(15)     Q_ASSERT(poolSize >= (uint32_t)blockSize);

                                  /* chain all blocks together in a free-list... */

(16)     poolSize -= (uint32_t)blockSize;/*don't link the last block to the next */

(17)     me->nTot  = (QMPoolCtr)1;         /* the last block already in the pool */

(18)     fb        = (QFreeBlock *)me->free;/*start at the head of the free list */

(19)     while (poolSize >= (uint32_t)blockSize) {     /* can fit another block? */

(20)         fb->next = &fb[nblocks];   /* point the next link to the next block */

             fb = fb->next;                         /* advance to the next block */

             poolSize -= (uint32_t)blockSize;  /* reduce the available pool size */

             ++me->nTot;                /* increment the number of blocks so f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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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fb->next  = (QFreeBlock *)0;            /* the last link points to NULL */

(22)     me->nFree = me->nTot;                            /* all blocks are free */

(23)     me->nMin  = me->nTot;              /* the minimum number of free blocks */

(24)     me->start = poolSto;             /* the original start this pool buffer */

(25)     me->end   = fb;                          /* the last block in this pool */

     }

(1) 前置条件需要一个指向池存储的有效的指针。

(2) 池的尺寸必须能够放入最少一个空闲块。后面，在对齐了池存储和对块尺寸取整后，这个断言

将被强化 ( 见 (15) 行 )

(3) 参量 blockSize必须不能太接近它的动态范围的上限，以避免在对块尺寸取整时意外的回绕。

(4) 赋给 corr 的表达式计算所提供的存储空间 poolSto的对于空闲块（指针）尺寸边界下的未对齐

性。

(5) corr 的非 0值提示池存储的未对齐性。

(6) 新的 corr 持有对齐 poolSto所需的修改参数。

(7) 可用的池尺寸使用修改参数被缩小。

(8) 空闲表的表头被设置在池存储的开始处，它在最近的空闲块边界被对齐。

(9-14) 为了实现在池里所有块的对齐，我把具体的 QFreeBlock尺寸取整成最接近 QFreeBlock尺寸

乘以一个整数。当空闲表的表头在 QFreeBlock尺寸被对齐，并且所有块都是 QFreeBlock尺寸

的乘以整数，我可以确信每个块也被对齐。请注意，我没有使用 (nBlocks = (blockSize + 

sizeof(QFreeBlock) – 1)/sizeof(QFreeBlock + 1)来计算 blockSize ，我使用一个循环来计算它。我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整数除法，因为这是整个 QP 基础代码里唯一需要除法的地方。在一些

CPU里，除法需要一个很大尺寸的库函数，我不想把它们引入代码。

(15) 为了后面的修改算法，这个池必须能够放入起码一个被取整的块。

(16) 最后一个内存块没有被链接到下一个块，因此它被排除了。

(17) 在池里的块的所有数目从 1 开始，直到最后一个块。

(18) 空闲块指针开始于空闲表的表头。

(19) 这个循环把所有空闲块链接在一个单链表，直到到达所提供的缓存存储空间的尾部。

(20) 指向空闲块的下一个链接是空闲块尺寸 nblocks乘以一个整数，它在 (13) 步计算。

(21) 最后一个链接被明确的指向 NULL 。

(22-23) 在最初，池里所有的块都是空闲的。

(24) 最初的池缓存指针被储存在 me->start 。

(25) 指向最后块的指针被储存在 me->end 。

7.9.2 从池里获得一个内存块

在清单 7.29 展示的 QMPool_get() 函数的实现是很简单的。这个函数返回一个指向一个新内存块的指针，

如果这个池用完了块，就返回 NULL 。这意味着当你把 QMPool 当作一个通用用途的内存管理器直接

使用时，在你的代码使用从 QMPool_get() 返回的指针前，你必须验证它。然而请注意，当 QF 内部使

用 QMPool 作为事件池时，空间断言指针是有效的（见 7.5.2节清单 7.12(3)） .QF 认为在一个事件池

用完了所有事件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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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54  使用 QMPool_get() 从池里获得一个块（文件 <qp>\qpc\qf\source\qmp_get.c）

     void *QMPool_get(QMPool *me) {

         QFreeBlock *fb;

         QF_INT_LOCK_KEY_

         QF_INT_LOCK_();

         fb = (QFreeBlock *)me->free;                /* get a free block or NULL */

         if (fb != (QFreeBlock *)0) {                   /* free block available? */

             me->free = fb->next;     /* adjust list head to the next free block */

             --me->nFree;                                 /* one less free block */

             if (me->nMin > me->nFree) {

                 me->nMin = me->nFree;            /* remember the minimum so far */

             }

         }

         QF_INT_UNLOCK_();

         return fb;            /* return the block or NULL pointer to the caller */

     }

7.9.3 把一个内存块回收到池内

清单 7.30 展示了用来把块回收到池内的 QMPool_put() 函数。这个实现最有趣的方面是前置条件。断言

(1) 确信被回收的块指针在被池管理的内场缓存的范围之内（见图 7.10 ）。断言 (2) 检查空闲块的数

目比块的总数目小（一个新块将被插入这个池内）。

注： C 标准保证有意义的指针比较，比如在清单 7.30 的前置条件 (1) ，仅当所比较的指针指向相

同的数组。严格来讲，这是当指针 b确实还在范围内的唯一情况。当指针 b 超出范围，这个

比较可能不再有意义，理论上，这个前置条件不能发现外部的块被回收到池内。

代码列表 55  使用 QMPool_put() 把一个块回收到池内（文件 <qp>\qpc\qf\source\qmp_put.c）

     void QMPool_put(QMPool *me, void *b) {
         QF_INT_LOCK_KEY_

 (1)     Q_REQUIRE((me->start <= b) && (b <= me->end)       /*  must be in range */

 (2)               && (me->nFree <= me->nTot)); /* # free blocks must be < total */

         QF_INT_LOCK_();

         ((QFreeBlock *)b)->next = (QFreeBlock *)me->free;/* link into free list */

         me->free = b;                       /* set as new head of the free list */

         ++me->nFree;                        /* one more free block in this pool */

         QF_INT_UNLOCK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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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原生      QF      优先级集合

QF 原生优先级集合在用来代表一个多达 64个从 1 到64编号的元素时是有用的。例如，你可以使用这

样一个集合代表一个 GPS卫星群（从 1 到32编号），或者任何其他元素。这个集合提供了确定的和高

效的插入，移除和测试元素的操作，以及确定在集合里最大号码元素的操作。最后一个操作在快捷的找

出准备运行的最高优先级活动对象时非常有用，我在合作式 vanilla 内核内部使用它（见下一节 7.11 ），

也在客气抢占式运行到完成 QK 内核使用它（见第十章）。 QF 优先级集合的实现是从在 [Bal Sathe 88

和 Labrosse 02]描叙的算法改写的。清单 7.31 展示了 QPset64 数据结构的声明。

代码列表 56  QPset64结构

     typedef struct QPSet64Tag {
         uint8_t bytes;          /* condens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iority set */

         uint8_t bits[8];           /* bitmasks representing elements in the set */

     } QPSet64;

图 60  QPset64.bits[] 和 QPSet64.bytes 的关系

图 7.11 图形化的概况了 QPSet64 数据成员的语义。数组 QPSet64.bits[8]的位对应于集合元素，

如下所示：

     QPSet64.bits[0] represent elements 1..8
     QPSet64.bits[1] represent elements 9..16

     . . .

     QPSet64.bits[7] represent elements 57..64

另外，为了加快存取 bitmasks ，浙西 bitmasks 的冗余摘要被储存在成员

QPSet64.bytes ， bits 的语义如下：

     bit 0 in QPSet64.bytes is 1 when any bit in QPSet64.bits[0] 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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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 1 in QPSet64.bytes is 1 when any bit in QPSet64.bits[1] is 1

     . . .

     bit 7 in QPSet64.bytes is 1 when any bit in QPSet64.bits[7] is 1

使用这种数据表示法，在这个集合的所有操作都是快捷的和确定的，意味着这些操作总是使用相

同数量的 CPU周期来执行，无论在集合里有多少元素。所有 QPSet64 操作使用在线方式的宏实现，避

免函数调用的开销。

例如，确定集合是否为空的操作非常简单：

     #define QPSet64_notEmpty(me_) ((me_)->bytes != (uint8_t)0)

通用，找出集合里最大的元素的操作是确定的，如下所示：

     #define QPSet64_findMax(me_, n_) do { \

         (n_) = (uint8_t)(QF_log2Lkup[(me_)->bytes] - 1); \

         (n_) = (uint8_t)(((n_) << 3) + QF_log2Lkup[(me_)->bits[n_]]); \

     } while(0)

QPSet64_findMax()宏假设集合 me_不为空。它把集合里最大元素的序号赋给参数 n_。这个算

法使用 2 次二进制对数查找表（见图 7.6 ）：第一次，找出在 QPSet64.bytes bitmask 里的最大的 1-

bit，第二次根据 QPSet64.bits[n_]bitmask 确定在 bitmask里最大的 1-bit。最大的集合元素是从查找表返

回的 bit序号（一个在 1 到 8之间的数字）加上索引和 8 的乘积，代表在 bits[]数组里的字节位置。

把一个元素 n_插入集合 me_ 的实现如下：

     #define QPSet64_insert(me_, n_) do { \
         (me_)->bits[QF_div8Lkup[n_]] |= QF_pwr2Lkup[n_]; \

         (me_)->bytes |= QF_pwr2Lkup[QF_div8Lkup[n_] + 1]; \

     } while(0)

最后，把一个元素 n_从集合 me_移除的宏如下：

     #define QPSet64_remove(me_, n_) do { \
         (me_)->bits[QF_div8Lkup[n_]] &= QF_invPwr2Lkup[n_]; \

         if ((me_)->bits[QF_div8Lkup[n_]] == (uint8_t)0) { \

             (me_)->bytes &= QF_invPwr2Lkup[QF_div8Lkup[n_] + 1]; \

         } \

     } while(0)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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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QF 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我在第六章 6.3.7描叙了它的工作。 vanilla 内核使用 2

个文件实现： qvanilla.h头文件位于 <qp>\qpc\include\目录， qvanilla.c 源文件位于 <qp>\qpc\qf\source\

目录。

vanilla 内核通过在一个无限循环内不断查询所有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来工作。内核总是挑选最高

优先级的预备运行的活动对象，它是带有一个非空事件队列的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见第六章图

6.8 ）。调度器维护在应用程序里的使用一个被称为 QF_readySet_ 的优先级集合的所有事件队列的全

局状态。如图 7.12 所示， QF_readySet_ 代表一个在系统内部的所有非空事件队列的“预备集合”。例

如，当且仅当这个拥有优先级 p 的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为非空时，元素序号 p才出现在预备集合内。

使用这种表示法，使用优先级 p 发送一个事件给一个空队列，会把元素序号 p插入 QF_readySet_ 集合。

相反的，从队列获取一个带有优先级 p 的事件会吧元素序号 p从预备集合 QF_readySet_ 移除。

图 61  在 QF_readySet_ 优先级集合里表示所有事件队列的状态

7.11.1        qvanilla.c      源文件

清单 7.33 展示了 vanilla 内核的完整实现。

代码列表 57  vanilla 内核的实现（ <qp>\qpc\qf\source\qvanilla.c ）

(1) #include "qf_pkg.h"

     #include "qassert.h"

     Q_DEFINE_THIS_MODULE(qvanilla)

     /* Package-scope objects ---------------------------------------------------*/

 (2) QPSet64 volatile QF_readySet_;            /* QF-ready set of active objects */

     /*..........................................................................*/

     void QF_init(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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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thing to do for the "vanilla" kernel */

     }

     /*..........................................................................*/

 (3) void QF_stop(void) {

         /* nothing to cleanup for the "vanilla" kernel */

         QF_onCleanup();                                     /* cleanup callback */

     }

     /*..........................................................................*/

 (4) void QF_run(void) {                                           /* see NOTE01 */

         uint8_t p;

         QActive *a;

         QEvent const *e;

         QF_INT_LOCK_KEY_

 (5)     QF_onStartup();                       /* invoke the QF startup callback */

 (6)     for (;;) {                                       /* the background loop */

 (7)         QF_INT_LOCK_();

 (8)         if (QPSet64_notEmpty(&QF_readySet_)) {

 (9)             QPSet64_findMax(&QF_readySet_, p);

(10)             a = QF_active_[p];

(11)             QF_INT_UNLOCK_();

(12)             e = QActive_get_(a);          /* get the next event for this AO */

(13)             QF_ACTIVE_DISPATCH_(&a->super, e);        /* dispatch to the AO */

(14)             QF_gc(e); /* determine if event is garbage and collect it if so */

             }

(15)         else {                        /* all active object queues are empty */

     #ifndef QF_INT_KEY_TYPE

(16)             QF_onIdle();                                      /* see NOTE02 */

     #else

(17)             QF_onIdle(intLockKey_);                           /* see NOTE02 */

     #endif                                                   /* QF_INT_KEY_TYPE */

             }

         }

     }

     /*..........................................................................*/

(18) void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uint8_t prio,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void *stkSto, uint32_t stkSize,

                        QEvent const *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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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Q_REQUIRE(((uint8_t)0 < prio) && (prio <= (uint8_t)QF_MAX_ACTIVE)

                   && (stkSto == (void *)0));   /* does not need per-actor stack */

         (void)stkSize;         /* avoid the "unused parameter" compiler warning */

(20)     QEQueue_init(&me->eQueue, qSto, (QEQueueCtr)qLen);/* initialize QEQueue */

(21)     me->prio = prio;           /* set the QF priority of this active object */

(22)     QF_add_(me);                     /* make QF aware of this active object */

(23)     QF_ACTIVE_INIT_(&me->super, ie);          /* execute initial transition */

     }

     /*..........................................................................*/

     void QActive_stop(QActive *me) {

         QF_remove_(me);

     }

(1) 像其他 QF 源文件一样， qvanillas.c文件包括了广泛的“包范围”的 QF 接口 qf_pkg.h ，位

于 <qp>\qpc\qf\source\ 。 qf_pkg.h 头文件包括平台相关的 QF 移植头文件 qf_port.h ，但是

它另外又定义了一些内部宏和仅在 QF 内部共享的对象。

(2) QF_readySet_ 优先级集合代表调度器的准备集合。我把它声明为 volatile，通知编译器不要

把这个变量放在 cache 处，因为它可以在中断里被意外的改变（比如当 ISR 发送或发行事

件时）。

(3) 函数 QF_stop()停止 QF 框架的执行。在使用 vanilla 内核时，这个函数不做任何事，除了调

用 QF_onCleanup() 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来清理并退出到底层操作函数（比如，假

设 vanilla 内核运行在 DOS上面）。我在第八章 8.1.8节概况所有 QF 的回调函数。

(4) 应用程序从 main() 调用函数 QF_run() ，把控制权转让给框架。这个函数实现了整个 vanilla

内核。

(5)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配置并启动中断。这个函数典型地在应用程序层实现（在 BSP ）。我

在第八章 8.1.8节概况所有 QF 的回调函数。

(6) 这是 vanilla 内核的事件循环。

(7) 中断被上锁，以便存取 QF_readySet_ 预备集合。

(8) 如果预备集合 QF_readySet_ 为非空， vanilla 内核有一些事件要处理。

(9) QF 优先级集合很快的发现最高优先级的非空事件队列，如我在 7.10节所描叙的。

(10) 通过有 QF 内部维护的优先级到活动对象的查找表 QF_active_[]找到活动对象指针 a 。

(11) 中断可以被解锁。

(12-14) 这是活动对象线程的 3 个步骤（见清单 7.8 ）

(15) 当所有活动对象事件队列为空时，执行这个 else 分支，在 vanilla 内核，这被定义为空闲情况。

(16-17) vanilla 内核调用 QF_onIdel()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把 CPU放入一个低功耗睡眠模

式，或者执行其他处理（比如，第九章的软件追踪输出）。 QF_onIdle() 函数被典型的在应用

程序层实现（在 BSP ）。请注意， QF_onIdle() 的声明取决于你选择的临界区机制。当使用

简单的“无条件中断解锁”策略时，这个函数没有参数，但是在使用“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

策略时，它需要中断状态参数。（见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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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绝大多数 MCU 提供了软件控制的低功耗睡眠模式，它被设计通过调节给 CPU和其他外设的

时钟来降低功率消耗。为了确保一个到睡眠模式的安全转换， vanilla 内核在中断上锁时调用

QF_onIdle() 。 QF_onIdle() 函数必须总是在内部解锁中断，在转换到一个睡眠模式时自动解锁

是最理想的。

(18) QActive_start()函数初始化事件队列并在 vanilla 内核下启动活动对象线程。

(19) 前置条件断言，所提供的优先级在范围内并且堆栈指针是 NULL ，因为 vanilla 内核不需要

(20) vanilla 内核使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 QEQueue ，它需要使用函数 QEQueue_init()进行初始化。

(21) 活动对象的 QF 优先级被设置在活动对象内部。

(22) 活动对象的内部状态机被初始化。

图 7.13 展示了在 vanilla 内核里的一个典型的执行场景。只要能得到事件，事件循环调用不同的

活动对象用运行到完成的方式去处理事件。当所有事件队列没有事件了，事件循环调用 QF_onIdle() 函数

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把 MCU 切换到一个低功耗睡眠模式。 vanilla 内核必须在中断上锁时调用

QF_onIdle() 。如果在事件循环确定预备集合为空（清单 7.33(20) ）之后，在调用 QF_onIdle()之前

（切换到低功耗模式实际发生的地方），中断被使能，某个中断可能在这一刻抢占这个事件队列，某个

ISR 可能给活动对象发送新的事件，从而 idle 条件失效。由于 vanilla 内核的 simplistic特性，事件循

环总是假设恰好在这一刻它被中断，因此事件循环将进入到低功耗睡眠模式，同时事件将等待被处理！

MCU 将在某个不可确定的时间期限内被停止直到下个中断唤醒它为止。因此在转换到一个低功耗状态

前解锁中断，会为在任何被使能的中断和转换到低功耗模式之间的竞争条件打开一个时间窗口。

图 62  在 vanilla 内核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

当中断被禁止时进入睡眠模式为唤醒系统带来了一个鸡和蛋的难题，因为只有中断才能终止低功

耗睡眠模式。为了在 vanillan内核下操作， MCU 必须允许在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的同时使能中断，

而且不能产生上面所说的竞争条件。

很多 MCU 实际上运行这样一种转换到睡眠模式的原子操作。其他的 MCU 支持多层次关闭中

断，可以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同时关闭中断。还有一些 MCU 不提供任何在关闭中断时进入低功耗模式

的方法，并且需要一些不同的途径。请参考《嵌入式系统设计》文章“在前后台系统里使用一个 MCU

的低功耗模式” [Samek 07b]，对在不同的流行 MCU 里安全的转换到睡眠模式有个大概的了解。

7.11.2        qvanilla.h      头文件

qvanilla.h头文件，如清单 7.32 所示，和 vanilla 内核一起集成在 QF 框架里。这个头文件最重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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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在事件被发送到和从活动对象事件队列移除时 codify 对预备集合 (QF_readySet_)的更新。

代码列表 58  vanilla 内核接口（ <qp>\qpc\include\qvaninnal.h ）

     #ifndef qvanilla_h
     #define qvanilla_h

 (1) #include "qequeue.h"    /* "Vanilla" kernel uses the native QF event queue  */

 (2) #include "qmpool.h"     /* "Vanilla" kernel uses the native QF memory pool  */

 (3) #include "qpset.h"      /* "Vanilla" kernel uses the native QF priority set */

                    /* the event queue and thread types for the "Vanilla" kernel */

 (4) #define QF_EQUEUE_TYPE              QEQueue

                                             /* native QF event queue operations */

 (5) #define QACTIVE_EQUEUE_WAIT_(me_) \

         Q_ASSERT((me_)->eQueue.frontEvt != (QEvent *)0)

 (6) #define QACTIVE_EQUEUE_SIGNAL_(me_) \

         QPSet64_insert(&QF_readySet_, (me_)->prio)

 (7) #define QACTIVE_EQUEUE_ONEMPTY_(me_) \

         QPSet64_remove(&QF_readySet_, (me_)->prio)

                                              /* native QF event pool operations */

 (8) #define QF_EPOOL_TYPE_              QMPool

 (9) #define QF_EPOOL_INIT_(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

         QMPool_init(&(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10) #define QF_EPOOL_EVENT_SIZE_(p_)    ((p_).blockSize)

(11) #define QF_EPOOL_GET_(p_, e_)       ((e_) = (QEvent *)QMPool_get(&(p_)))

(12) #define QF_EPOOL_PUT_(p_, e_)       (QMPool_put(&(p_), e_))

(13) extern QPSet64 volatile QF_readySet_;    /** QF-ready set of active objects */

     #endif                                                        /* qvanilla_h */

(1) vanilla 内核使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它需要包含 ququeue.h头文件。

(2) vanilla 内核使用原生 QF 内存池，它需要包含 qmpoolh 头文件。

(3) vanilla 内核使用原生 QF 优先级集合，它需要包含 qpset.h头文件。

(4) vanilla 内核使用 QEQueue 作为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见清单 7.7(8) ）。

(5) vanilla 内核从不阻塞。仅当它确信事件队列拥有最少一个事件时，它才调用 QActive_get_()

（见清单 7.33(11) ）。因为在这类内核里这是确定的， QACTIVE_EQUEUE_WAIT_() 宏

（见清单 7.24(a) ）断言事件对象实际上为非空。

(6) 当一个事件被发送给一个空队列时，从 QActive_postFIFO()和 QActive_postLIFO 调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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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CTIVE_EQUEUE_SIGNAL_() 。这是活动对象的优先级需要被插入预备集合

QF_readySet_ 的最好时刻。请注意 QF_readySet_ 在临界区里被修改。

(7) 当队列变为空时，从 QActive_get_()调用宏 QACTIVE_EQUEUE_ONEMPTY_() （见清单

7.24(12) ）。这是活动对象的优先级需要被移出预备集合 QF_readySet_ 的最好时刻。请注

意 QF_readySet_ 在临界区里被修改

(8-12) vanilla 内核使用 QMPool 作为 QF 事件池。平台抽象层（ PAL）的宏被设定去存取

QMPool 操作（见 7.9 节）。

(13) QF_readySet_ 被声明为 volatile，因为它可以在某个 ISR 内被异步的修改。

7.12                                                                                                                            

    QP      参考手册

源代码可以从本书的伴随网站 www.quantum-leaps.com/psicc2/ 下载，它包含完整的 HTML 和 CHM 帮

助格式的“ QP 参考手册”（见图 7.14 ）。参考手册使用 Doxygen 生成（ www.doxygen.org），它

是一个用于 C ， C++ ， Java 和其他语言的开源文档生成系统。“ QP 参考手册”位于

<qp>\qpc\doxygen\ 目录（见清单 7.1 ）。 HTML格式的文档在 <qp>\qpc\doxygen\html\ ， CHM 帮

助格式的文档在 <qp>\qpc\doxygen\qpc.chm 。

注： QP/C++ 版本的“ QP/C++ 参考手册”位于 \qpcpp\doxygen\ 。

图 63  “ QP/C参考手册”的屏幕截图，它有 HTML 和 CHM 帮助格式。

“QP 参考手册”非常详细。每个文件，结构（类），函数，宏和 typedef都被文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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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xygen 工具为手册的交叉应用做了极好的工作，因此你可以很快的找到信息。手册包含丰富的例子和

有用的代码片段，你可以方便的复制 - 粘贴到你自己的代码中去。最后，如果你选择修改 QP 源代码，

你可以自己重新生成 Doxygen 文档，因为我提供了 Doxyfile 脚本文件。

7.13                                                                      

小结

QF 是一个用于嵌入式系统的，通用的，可移植的，可伸缩的，轻量级的，确定的实时框架。 QF 支持

许多先进的特征，比如“零复制”事件管理，发行 - 订阅事件派发，事件的自动垃圾收集，等等。所

有的 QF 代码使用可移植的 ANSI-C 编写（或者在 QF/C++ 里是嵌入式 C++ 子集），所有和处理

器相关的，编译器相关的和操作系统相关的代码被抽象出来，放入一个清楚定义的平台抽象层 (PAL) 。

在设计和实现 QF 时，高度可移植性是一个主要的考虑方面和挑战。

QF 可以运行在“裸机” CPU， MCU 和 DSP上，完全取代一个传统的 RTOS 。框架也可

和一个常规的 OS/RTOS一起工作，使用现有的设备驱动程序，通讯堆栈和历史代码。

总而言之， QF 代表了基于活动对象计算模型的一个最小的高效的实现。框架的设计避免了所

有潜在的危险或内在的不可确定性编程技术，但是并不把应用程序设计师限制在实时系统里。 QF 框架

有一个小的内存使用量，包括 QEP层次式事件处理器在内大概是 4KB，这和一个小的 RTOS 是同一个

数量级的。 QF 已被成功的用在几百个商业产品中，包括消费，医疗，工业，无线通讯，网络，研究，

国防，机器人，汽车，太空探索和世界范围内一些其他的应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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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移植和配置      QF  

作为一个规则，软件系统只有当它们在实际应用中被使用过并经过了多次失败以后，

才会正常工作。

-David Parns

在本章，我描叙如何为不同的处理器，编译器和操作系统修改 QF 实时框架，这被称为移植。移植 QF

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为 QF 在最初开始设计时就考虑了它的可移植性。特别的， QF 包含了一个

被清楚定义的平台抽象层 PAL（ platform abstraction layer ），它封装了所有平台相关的代码，清晰把

它和平台无关的代码区分开。移植 QF 也许需要编写或修改大约 5 到 100 行在 PAL里的代码，具体

行数取决于你选用的 RTOS/OS， CPU的架构和编译器。

本章开始是对组成 PAL的文件，宏，和函数的摘要。然后，我描叙 3 个 QF 移植：

1. QF 向内建在 QF 的合作式内核 vanilla 的移植。

2. QF 向uC/OS-II RTOS的移植，它是一个把 QF 用于传统的实时的可抢占的基于优先级的

RTOS 的例子。

3. QF 向 Linux 的移植，它是一个把 QF 用于传统的 POSIX-兼容的操作系统的例子。

请注意我在本章讨论的 QF 移植不包含向 QK 可抢占内核的移植。因为我将用整个第十章讨

论 QK 。

8.1               QP      平台抽象层

QP 事件驱动式平台的所有软件构件，比如 QEP事件处理器和 QF 实时框架，包含了一个平台抽象层

PAL。这个 PAL是一个 indirection层，它隐藏了 QP 运行时硬件和软件环境的差异，因此 QP 源代码

不需要被修改从而在一个不同的环境运行。相反，修改 QP 的所有必需的改变被限制在PAL内。

在第七章，你已经看到很多PAL宏，比如用来上锁和解锁中断的宏，或隐藏操作系统相关对象的

数据类型比如线程或事件队列的宏。但是，抽象层包含了更多的宏和 typedef。 PAL也包含了目录结构

我持有所有平台变体，平台相关的头文件，平台相关的源代码，以及生成脚本文件或 Makefile 。

8.1.1 生成      QP      应用程序

PAL实际为 2 个目的服务。显然，它的目标是让方便移植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 PAL的其他目的是

简化 QP 在应用程序里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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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展示了创建一个 QP 应用程序的过程。每个 QP 构件仅需要包含一个平台相关的头文

件，和链接一个平台相关的库文件。例如，为了利用 QF 实时框架，你需要包含 qf_port.h45头文件，

并且你需要从特定的 QP 移植目录链接 qf.lib库文件。不会有比这更简单的。

注： 所有 QP 构件被设计为使用一个细粒度的目标库来部署。 QP 库允许连接器在链接时消除任

何没有被引用的 QP 代码，这为广泛的应用程序导致了对每个 QP 构件的自动处理。这个

方法消除了为每个应用程序惊喜手工配置和充新编译 QP 源代码的需求。

你在使用的 QP 移植由 qf_port.h 头文件和 QF 库文件所在的目录分支决定。下一节的清单

8.1 展示了一些移植目录的例子。典型地，你需要指示 C/C++ 编译器同时从特定的 QP 移植目录以

及从平台无关的包含目录 <qp>\qpc\include\里包含头文件。我强烈的不鼓励在你的源代码里硬编码包含

文件的全路径名。你将简单的包含 QP 移植头文件 (#include “qf_port.h”) ，而不包含任何路径。然后你

具体指定编译器在 QP 移植目录查找包含文件，典型的是使用 -I选项。

图表 2  创建一个使用 QP 的应用程序

8.1.2 创建      QP      库

图 8.2 图示了创建 QF 库所需的步骤。创建其他 QP 构件，比如 QEP或 QK 的步骤，基本上是一

样的。

设计的关键点是所有平台无关的 QF 文件像应用程序源文件一样，包含相同的 qf_port.h 头文件

（见图 8.2 ）。从这一点，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PAL扮演了双重角色：方便 QP 的移植以及在应用程

45 你典型地通过 qp_port.h间接的包含 qf_port.h，我在 8.1.7讨论这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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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使用它。

图 8.2 也展示了每个 QP 构件，比如 QF 可以包含一个平台相关的源文件 ( 这里是

qf_port.c) 。这个平台相关的源文件是可选的，许多移植并不需要它。

图 64创建 QF 库

8.1.3 目录和文件

PAL使用一个一致的目录结构，允许你很容易的找到 QP 向某个给定 CPU，操作系统和编译器的移植。

清单 8.1 展示了平台相关的 QP 代码的组织。

代码列表 59  平台相关 QP 代码的组织

(1) qpc\                 - QP/C root directory (qpcpp\ for QP/C++)

       |

 (2)   +-ports\           - Platform-specific QP ports

 (3)   | +-80x86\         - Ports to the 80x86 processor

 (4)   | | +-dos\         - Ports to DOS with the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5)   | | | +-tcpp101\   - Ports with the Turbo C++ 1.01 compiler

 (6)   | | |   +-l\       - Ports using the Large memory model

 (7)   | | |     +-dbg\   - Debug build

 (8)   | | |     | +-qf.lib  – QF  library

       | | |     | +-qep.lib – QEP library

 (9)   | | |     +-rel\   - Release build

(10)   | | |     +-spy\   - Spy build (with software instrumentation)

(11)   | | |     +-make.bat   – batch script for building the QP libraries

       | | |     +-qep_port.h – QEP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12)   | | |     +-qf_port.h  – QF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qs_port.h  – QS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qp_port.h  – QP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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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qk\          - Ports to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 | +-. . .

       | | |

       | | +-ucos2\       - Ports to the µC/OS-II RTOS

       | | | +-tcpp101\   - Ports with the Turbo C++ 1.01 compiler

       | | | | +-l\       - Ports using the Large memory model

(13)   | | | | | +-ucos2.86\   - µC/OS-II v2.86 object code and header files

       | | | | | +-src\        - Port-specific source files

(14)   | | | | | | +-qf_port.c – QF port to µC/OS-II source file

       | | | | | +-. . .

       | | |

       | | +-linux\       - Ports to the Linux operating system (POSIX)

       | |   +-gnu\       - Ports with the GNU compiler

       | | | | +-src\        - Port-specific source files

(15)   | | | | | +-qf_port.c – QF port to Linux source file

       | |     +-. . .

       | |

       | +-cortex-m3\     - Ports to the Cortex-M3 processor

       | | +-vanilla\     - Ports to the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 | | +-iar\       - Ports with the IAR compiler

       | | |   | +-dbg\   - Debug build

       | | |   | +-rel\   - Release build

       | | |   | +-spy\   - Spy build (with software instrumentation)

       | | |   | +-make.bat   – batch script for building QP libraries

       | | |   | +-qep_port.h – QEP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 +-qf_port.h  – QF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 +-qs_port.h  – QS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 +-qp_port.h  – QP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 . .

       | | +-qk\          - Ports to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   +-iar\       - Ports with the IAR compiler

       | +-. . .          – Ports to other CPUs

       |

(16)   +-examples\        - Platform-specific QP examples

       | +-80x86\         - Examples for the 80x86 processor

       | | +-dos\         - Examples for DOS with the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 |   +-tcpp101\   - Examples with the Turbo C++ 1.01 compiler

       | |     +-l\       - Examples using the Large memory model

(17)   | |       +-dpp\   - DPP example

(18)   | |       | +-dbg\ - Debug build

       | |       | | +-dpp.exe – Debug exec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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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rel\      - Release build

       | |       | | +-dpp.exe – Release executable

       | |       | +-spy\      - Spy build (with software instrumentation)

       | |       | | +-dpp.exe – Spy executable

       | |       | +-DPP-DBG.PRJ  - Turbo C++ project to build the Debug version

       | |       +-game\       - "Star Wars" game example

       | |         +-. . .

       | +-cortex-m3\     - Examples for the Cortex-M3 processor

       | | +-vanilla\     - Examples for the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 | | +-iar\       - Examples with the IAR compiler

       | |     +-dpp\     - DPP example

       | |     +-game\    - "Star Wars" game example

       | |     +-. . .    – Other examples

       | +-. . .          – Examples for other CPUs

       |

(19)   +-include\         - Platform independent QP header files

       |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qk.h           - QK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qs.h           - QS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 . .          – Other platform-independent QP header files

       |

(20)   +-qep\             - QEP event processor

       | +-source\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 . .

(21)    +-qf\             - QF real-time framework

       | +-source\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 . .

(22)   +-qk\              - QK preemptive kernel

       | +-source\        - QK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 . .

(23)   +-qs\              - QS software tracing

       | +-source\        - QS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 . .

(1) 每个 QP 版本，比如 QP/C 和 QP/C++ 在独立的目录分支里，后面简称它为 QP 根目录。

这种设计的基本原理是 QP 根目录可以被“插入”一个层次式文件系统的任何分支，你可以

到处移动 QP 根目录，或者有多个版本的 QP 根目录。你也可以自由的选择 QP 根目录的名

字，尽管我推荐为 QP/C 使用 qpc ，为 QP/C++ 使用 qpcpp 。可以更换 QP 根目录地址

的能力意味着在 Makefile ，创建脚本，工作环境或项目文件里，仅需使用相对路径。

(2) 目录 ports\ 包含平台相关的头文件和被 QP 应用程序使用的库文件。这个目录结构是最复杂

的，因为有太多的可使用的选择，比如 CPU架构，编译器，操作系统和编译器选项。这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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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每一个都使用层次式目录树里的一个独立嵌套层来代表，因此在选项的多维空间里，各个

维度都可以互相独立的扩展。此外，每个移植的目录分支是可以单独定制的，因此每个分支可

以表示仅和某个 CPU，操作系统，编译器等等相关的选择。

(3) 我决定把 CPU架构作为 ports\ 目录的第一层。 CPU架构的例子是： 80x86 ， Cortex-

M3 ， ARM ，AVR， MSP430 ， M16C 等等。请注意，任何时候当CPU架构明显不同时，

你需要为它增加一个单独的目录。例如，尽管传统的 ARM 和新的 ARM Cortex-M3 是有联

系的，它们的差别已经足以需要为 ARM 和 Cortex-M3 设置独立的分支了。

(4) 在 CPU架构下的第二层，是所使用的操作系统。例如，在 80x86 架构上， QP 可以工作在

DOS（使用 vanilla 合作式内核）， QK 可抢占内核， uC/OS-II RTOS或者 Linux 上面（或

者在其它的 OS ，比如 Win32上面）。

注： 目录层次的次序反应了在 QF 设计时是优先考虑嵌入式。在绝大多数独立的 QF 应用程序

里， CPU架构比 RTOS/OS更重要。对于通用用途的操作系统，比如 Linux ，相反的次序

（操作系统在一个比 CPU架构更高的层次）将会更加自然。

(5) 在每个操作系统目录的下一层，是所用编译器的目录。例如， DOS移植可以使用 Turbo C+

+1.01 编译，或者使用 Visual C++ 1.52 编译。类似的，使用 QK 内核的 Cortex-M3 移植

可以使用 IAR ， RealView，或GNU编译器来编译。

(6) 在一些移植里，编译器可以为不同的 CPU模式生成代码。例如在 DOS下用于 80x86 的某个

编译器，可以生成 small， compact ， large或 huge内存模型。这些不同的模式导致不兼容的

目标代码，因此它们每个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目录。

(7) 最后， QP 库文件可以使用不同的编译开关和优化选项来编译。例如 dbg\ 目录持有调试配置，

它含有符号调试信息。

(8) 每个特定的创建目录包含了 QP 库文件。实际的库名字应该符合某个特定平台的惯例。例如，

在 Linux 上，库的名字典型的被命名为 lib???.a （例如， libqep.a， libqf.a 等等）。

(9) rel\ 目录包含发行配置，它典型地不包含调试信息，但是使用了用来获得最佳性能的优化开关。

(10) spy\ 目录包含 Spy 配置，它使用 QS 软件追踪工具（见第九章）。

(11) 标准的 QP 移植常常包含一个简单的 make.bat 脚本或一个 Makefile ，用来创建这个移植

的所有 QP 库文件。你可以通过给 make.bat 脚本或 Makefile 提供一个目标来选择创建的配

置。默认的目标是 dbg 。其他可选目标是 rel和 spy 。表 8.1 概况了可被 make.bat 或

Makefile 接受的目标。

表格 2 可被 make.bat 脚本或 Makefiles 接受的创建目标

创建配置 创建命令

Debug make

Release make rel

Spy make spy

(12) qf_port.h 头文件是移植最重要的部分。这个头文件包含了 PAL宏的定义， typedef和其他要

素。我在 8.1.5节详细讨论 qf_port.h 。

(13) 子目录 ucos2.86 包含了 uC/OS-II v2.86的头文件和目标文件，使用Turbo C++ 1.01为 80x86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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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提供这个目录仅允许你重新创建基于 QP 向 uC/OS-II 移植的实例。然而，你将需要为你

实际使用的处理器获得 uC/OS-II 源代码。请参考 8.3 节获得关于 uC/OS-II 移植的更多细

节。

(14-15) QP 到某个外部 RTOS 或 OS 比如 uC/OS-II 或 Linux 的移植，需要一些“胶合代码”，把

QF 框架固定到外部 RTOS/OS上。这个源代码放在子目录 src\ 的 qf_port.h 文件里。

(16) examples\目录下包含了伴随这个移植的应用程序实例。 examples\目录的结构紧密的仿照了

ports\ 目录，除了它为不同的实例增加了一层子目录外。

(17) 例如， dpp\ 目录包含了这个特定移植下的“就餐的哲学家问题” DPP实例。我在第九章描

叙 DPP测试实例。

(18) DPP\dbg\ 目录包含了用于 DPP应用程序创建的调试配置的目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

(19) include\目录包含了平台无关的头文件。你总是需要把这个目录包含在编译器的搜索路径上去创

建应用程序。

(20-23) 每个 QP 构件的平台独立的源代码在独立的目录里。仅在重新创建 QP 库文件时才需要这些

源文件，但是你不需要为了创建应用程序而在编译器的搜索路径里包含这些目录。

8.1.4 头文件      qep_port.h  

头文件 qep_port.h修改和配置 QP 的 QEP事件处理器构件。我已经在第四章 4.8 节讨论了这个头文件。

然而， qep_port.h也提供了影响所有其他 QP 构件的宏和 typedef。因此，为了 PAL描叙的完整性，

我决定在这里再一次讲解这个重要的头文件。

代码列表 60 qep_port.h头文件

     #ifndef qep_port_h

     #define qep_port_h

                                         /* special keyword used for ROM objects */

 (1) #define Q_ROM                    ????

                  /* specific pointer variant for accessing const objects in ROM */

 (2) #define Q_ROM_VAR                ????

                       /* platform-specific access to constant data bytes in ROM */

 (3) #define Q_ROM_BYTE(rom_var_)     ????

                                                /* size of the QSignal data type */

 (4) #define Q_SIGNAL_SIZE       ?

                                                    /* exact-width integer types */

 (5) #include <stdint.h>             /* WG14/N843 C99 Standard, Section 7.18.1.1 */

 (6)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 signed  8-bit integer */

 (7)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t;                    /* signed 16-bit integer */

 (8)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 signed 32-bit integer */

 (9)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 unsigned  8-bit inte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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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 unsigned 16-bit integer */

(11)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 unsigned 32-bit integer */

(12) #include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ep_port_h */

(1) Q_ROM 宏允许强制把常数对象，例如查找表，常数字符串等放入 ROM ，而不是放入宝贵

的 RAM 。在哈佛架构的 CPU上（比如 8051或 Atmel AVR ），代码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

通过不同的 CPU指令存取。不同的编译器常常提供特定的扩展关键词去指定代码或数据空间，

比如 IAR8051 里的 __code 扩展关键词。你不需提供这个宏，这时它在 qep.h 平台无关的头

文件里被定义为空。

(2) 宏 Q_ROM_VAR指定用来存取 ROM 目标的指针类型，因为许多编译器提供了不同大小的指

针来存取在不同内存的对象。分配在 ROM 的常数对象常常需要使用特定大小的指针（比如

far 指针）去存取 ROM 对象。一个有效的 Q_ROM_VAR宏定义的例子是： __far 

（Freescale HC(S)08编译器）。你不需要提供这个宏，这时它在 qep.h 平台无关的头文件里

被定义为空。

注： 请注意宏 Q_ROM 和 Q_ROM_VAR指的是对象声明的不同部分。宏 Q_ROM 为分配一个目

标指定了 ROM 内存类型。这允许编译器为哈佛架构的 CPU生成不同的指令来存取这类

ROM 对象。另一方面，宏 Q_ROM_VAR 为存取 ROM 数据指定了指针的大小（比如 far

指针），因此它指的是目标地址的大小，而不是目标本身。宏 Q_ROM_VAR 对冯诺伊曼机器

是有用的。

如果你不定义宏 Q_ROM 或 Q_ROM_VAR ， qep.h 头文件提供了默认的空定义，这意味着

为了正确的分配和存取常数目标，不需要特别的扩展关键词。

(3) 宏 Q_ROM_BYTE()封装了一个从给点 ROM 地址提取一个数据字节的客户机制，它对某些

用于哈佛架构 CPU的编译器（比如 AVR的GCC）是有用的。当数据和代码空间需要不同的

机器指令时，一些编译器不能为存取分配在程序空间 ROM 的数据生成代码，即使编译器可

以在 ROM 分配常数。对这些编译器的变通方法是明确的增加汇编代码来存取分配在程序空间

的数据。宏 Q_ROM_BYTE() 用于特定场合，你不需要定义它。 QF 提供的默认设置假设这

个编译器能够正确的提取在 ROM 内的数据对象。

(4) 宏Q_SIGNAL_SIZE配置了时间信号的大小（ QSignal 数据类型）。如果这个宏没被定义，

在 qep.h 里将选择默认值 1字节。有效的 Q_SIGNAL_SIZE值， 1 ， 2或 4 分别对应于

uint8_t ， uint16_t 和 uint32_t 的 QSignal 。 QSignal 数据类型决定你系统里信号数值的动

态范围。 Q_SIGNAL_SIZE默认是 1 （ 256 个信号）。

(5) 为移植 QEP和任何其他 QP 构件，需要提供 C99-标准的精确宽带整数类型，以和 CPU以及

编译器选项一致。对较新的 C 和 C++ 编译器来说，你可以简单的包含编译器厂商提供的标准头

文件 <stdint.h>。

(6-11) 对没有提供 <stdint.h>头文件的古老的编译器，你需要 typedef六个基本的在 QP 里使用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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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宽度整数类型。请参考你的编译器文档找出如何把基本的 C 数据类型映射到 C99 标准整数

类型。也请注意，这个映射也许取决于你使用的编译器选项（比如，内存模型）。

(12) qep_port.h平台相关的头文件必须包含平台无关的头文件 qep.h 。

8.1.5 头文件      qf_port.h  

头文件 qf_port.h 包含了 PAL宏的定义， typedef，包含文件，和用于移植和配置 QF 实时框架的常数。

这是目前为止在整个 QP PAL 里最复杂和重要的文件。

清单 8.3 展示了 qf_port.h 头文件的总体设计。请注意，为了完整性我把所有的元素放入这个例

子文件里，即使这个文件的某些部分是互斥的。在清单后面，我声明了每个 qf_port.h 段的用途并解释

你什么时候应该用它。在本章后面描叙的具体的 QF 移植提供了有效的 qf_port.h 头文件的例子。

代码列表 61  qf_port.h 头文件

     #ifndef qf_port_h

     #define qf_port_h

     /* Types of platform-specific QActive data members **************************/

 (1) #define QF_EQUEUE_TYPE                 ????

 (2) #define QF_OS_OBJECT_TYPE              ????

 (3) #define QF_THREAD_TYPE                 ????

     /* Base class for derivation of QActive *************************************/

 (4) #define QF_ACTIVE_SUPER_               ????

 (5) #define QF_ACTIVE_CTOR_(me_, initial_) ????

 (6) #define QF_ACTIVE_INIT_(me_, e_)       ????

 (7) #define QF_ACTIVE_DISPATCH_(me_, e_)   ????

 (8) #define QF_ACTIVE_STATE_               ????

     /* The maximum number of active objects in the application ******************/

 (9) #define QF_MAX_ACTIVE                  ????

     /* Various object sizes within the QF framework *****************************/

(10) #define QF_EVENT_SIZ_SIZE              2

(11) #define QF_EQUEUE_CTR_SIZE             1

(12) #define QF_MPOOL_SIZ_SIZE              2

(13) #define QF_MPOOL_CTR_SIZE              2

(14) #define QF_TIMEEVT_CTR_SIZE            2

     /* QF critical section mechanism ********************************************/

(15) #define QF_INT_KEY_TYPE                ????

(16) #define QF_INT_LOCK(key_)              ????

(17) #define QF_INT_UNLOCK(key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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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clude files used by this QF port ***************************************/

(18) #include <????.h>                    /* underlying OS/RTOS/Kernel interface */

(19) #include "qep_port.h"                                           /* QEP port */

(20) #include "qequeue.h"                               /* native QF event-queue */

(21) #include "qmpool.h"                                /* native QF memory-pool */

(22) #include "qvanilla.h"                         /* native QF "vanilla" kernel */

(23) #include "qf.h"                        /* platform-independent QF interface */

     /*****************************************************************************

     * Interface used only inside QF, but not in applications

     */

     /* Active object event queue operations *************************************/

(24) #define QACTIVE_EQUEUE_WAIT_(me_)      ????

(25) #define QACTIVE_EQUEUE_SIGNAL_(me_)    ????

(26) #define QACTIVE_EQUEUE_ONEMPTY_(me_)   ????

     /* QF event pool operations *************************************************/

(27) #define QF_EPOOL_TYPE_                 ????

(28) #define QF_EPOOL_INIT_(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

(29) #define QF_EPOOL_EVENT_SIZE_(p_)       ????

(30) #define QF_EPOOL_GET_(p_, e_)          ????

(31) #define QF_EPOOL_PUT_(p_, e_)          ????

     /* Global objects required by the QF port ***********************************/

     extern ????;

     . . .

     #endif                                                         /* qf_port_h */

平台相关的      QActive      数据成员的类型

仅当 QF 被移植到某个外部 OS/RTOS时才需要这节。所有独立的 QF 移植，比如到原生 vanilla 合作

式内核或 QK 可抢占内核的移植，都不需要这节。

(1) 你必须告诉 QF 用于好的对象的时间队列的数据类型。事件队列可以使用 RTOS/OS的消

息队列来实现。但是如果底层 RTOS/OS没有提供一个恰当的队列，它也可能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

QEQueue 类型，。

(2) 当底层的 OS 没有提供一个合适的队列功能时， QF_OS_OBJECT_TYPE 数据成员是必

需的，因此必须使用原生 QF 队列 QEQueue 。这时， QF_OS_OBJECT_TYPE 数据成员包含一个操

作系统相关的原语，在队列为空时有效的阻塞原生 QF 事件队列。第 8.4 节“常规的 POSIX兼容的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92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OS(Linux)”提供了一个指定 QF_OS_OBJECT_TYPE 数据类型的例子。

(3) 数据类型 QF_THREAD_TYPE 包含和活动对象联合的线程处理。

用于      QActive      派生的基类

仅当你想从一个和默认 QHsm 不同的类那里派生 QActive 基础类时，才需要这一节。在这一节的这

个宏允许你用你自己的事件处理器取代 QEP构件。在这节定义的宏一般不会被用于应用程序。我应用命

名惯例，在这类宏名字后用下横线结尾，你应该把它当作一个警告，避免在应用系统代码里使用它们。

(4) 宏 QF_ACTIVE_SUPER_指定了用来派生活动对象的终极基础类。这个宏让你为 QActive

定义任何基础类，只要基础类支持状态机接口（见第三章“通用状态机接口”）。如果你不提供这个宏，

QF 将默认使用 QHsm 基础类。

(5) 宏QF_ACTIVE_CTOR_()指定了基础类的构造函数的名字。

(6) 宏 QF_ACTIVE_INIT_() 指定了基础类的 init()函数的名字。

(7) 宏QF_ACTIVE_DISPATCH_()指定了基础类的 dispatch() 函数的名字。

(8) 宏 QF_ACTIVE_STATE_指定了基础类的构造函数的参数的类型。

注： QF 的 C++ 版本不需要宏 QF_ACTIVE_CTOR_()， QF_ACTIVE_INIT_() 和

QF_ACTIVE_DISPATCH_()。基础类规定 QF_ACTIVE_SUPER_必须提供构造函数， init()和 dispatch()

成员函数，它们使用和 QHsm 类接口兼容的声明。

在应用系统中活动对象的最大数目

(9) 宏 QF_MAX_ACTIVE确定了好的对象的最大数量，同时也是系统里最高的活动对象优先级。当前

的 QF_MAX_ACTIVE不能超过 63。把 QF_MAX_ACTIVE 定义为 8或更小，会为原生 vanilla 调度器，

QK 调度器，和 QF_publish()函数带来比较好的性能。

注： 你总是需要在 QF 移植层定义 QF_MAX_ACTIVE ，因为 QF 没有提供默认值。

在      QF      框架里不同的对象大小

这一节定义在 QF 框架内不同对象的大小。在这一节的所有宏都有被指定的默认值，因此，如果默认值

是合适的，你不需要定义这些宏。

(10) 宏QF_EVENT_SIZ_SIZE确定在 QF 里表示事件尺寸的（字节）大小。有效值是：

1 ， 2或 4；默认是 2 。

(11) 宏QF_EQUEUE_CTR_SIZE确定了在原生 QF 时间队列实现里使用的环形缓存计数器的

（字节）大小。有效值是： 1 ， 2或 4；默认是 1 。

(12) 宏 QF_MPOOL_SIZ_SIZE 确定了在原生 QF 内存池里表示块尺寸的（字节）大小。有

效值是： 1 ， 2或 4；默认是 2

(13) 宏 QF_MPOOL_CTR_SIZE 确定了在原生 QF 内存池里表示块计数器的（字节）大小。

有效值是： 1 ， 2或 4；默认是 2

(14) 宏 QF_TIMEEVT_CTR_SIZE 确定了在 QTimeEvt结构里表示时间事件计数器的 ( 字节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293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大小。有效值是： 1 ， 2或 4；默认是 2

QF      的临界区机制

这一节定义了在 QF 框架内部使用的临界区机制，你总是需要提供它。请参考第七章 7.3 节“ QF 的

临界区”关于在 QF 里临界区的讨论细节。

(15) 宏 QF_INT_KEY_TYPE 定义了“中断钥匙”变量的数据类型，它含有中断状态。当你定

义这个宏，你给 QF 框架指示所采用的“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的策略。相反，如果你没有定义这个宏，

QF 框架假设你使用“无条件上锁和解锁中断”策略。

(16) 宏 QF_INT_LOCK()封装了中断上锁的机制。这个宏有一个变量，用来存储中断上锁状态。

如果你使用简单的“无条件上锁和解锁中断”策略，不会使用这个变量。

(17) 宏 QF_INT_UNLOCK() 封装了解锁中断的机制。这个宏有一个变量，用来恢复中断上锁

状态。如果你使用简单的“无条件上锁和解锁中断”策略，不会使用这个变量。

在      QF      移植里使用的包含文件

你在这一节包含在这个特定 QF 移植里实际被使用的头文件。请注意你一般不需同时包含在这节列出的

全部文件。

(18) 你包含这个移植的底层操作系统， RTOS ，或内核的头文件。如果你使用简单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你需要包含 qsched.h 头文件（见 8.2 节）。如果你使用 QK 可抢占式内核，你需要

包含 qk_port.h头文件（见第十章）。

(19) 如果你从 QHsm 或 QFsm 派生 QActive ，你要包含 qep_port.h头文件（见 8.1.4节）。

因为 QHsm 基础类是默认的，绝大多数时间你 uxyao 包含 qep_port.h。

注： 如果你选择使用你自己的时间处理器来取代 QEP，你需要包含 qevent.h 头文件，而不

是qep_port.h。此外，你也许需要包含 <stdint.h>头文件，并定义在清单 8.2 描叙的宏。

(20) 如果你为好的对象使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你需要包含 qequeue.h头文件。也许你还要

包含 qequeue.h，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使用了“原始”的线程安全的队列（见第七章 7.8.4节）或通过

QActive_defer()/QActive_recall() 机制的事件延迟时（见第七章 7.5.4）。

(21) 如果你为事件池使用了原生 QF 内存池，你需要包含 qmpool.h头文件。如果你的应用

程序为分配内存使用了原生 QF 内存池，你也需要包含 qmpool.h头文件（见第七章 7.9 节）。

(22) 仅当你使用了原生 QFvanilla内核时，你需要包含 qvanilla.h头文件。请注意，

qvanilla.h已经包含了 qequeue.h， qmpool.h 和 qpset.h ，因此你不需要再次包含它们。

(23) 你总是需要包含平台无关的 QF 头文件 qf.h 。你典型的包含 qf.h 作为最后的头文件，

因为它一般取决于其它的头文件。例如， QActive 的操作系统相关的数据成员的类型定义，必须在

qf.h 里的 QActive 类的声明之前。

仅在      QF      内而不在应用程序里使用的接口

在这行下面，你确定仅在 QF 内部使用的 PAL的要素，把框架源代码移植到特定平台。这些要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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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于应用程序。我使用内部元素的命名惯例，使用一个下横线作为名字的结尾，这可看成一个警告，

一避免在应用程序代码使用它们。

主动对象事件队列的操作

仅当你在一个传统的阻塞式操作系统或 RTOS 上使用原生 QF 活动对象事件列时，你才需要这一节。

第七章“原生 QF 活动对象队列”，解释了这些在 QF 源代码内使用的宏的上下文。

(24) 宏 QACTIVE_EQUEUE_WAT_()封装了阻塞原生 QF 事件队列的机制。请注意，这个宏

是从临界区调用的。这个宏也许短暂的解锁中断，但是它必须在它返回前恢复临界区。我提供了这个宏

在 Linux 移植上的例子（ 8.4 节）。

(25) 宏 QACTIVE_EQUEUE_SIGNAL_() 封装了通知在事件队列上等待的线程的机制。请注

意，这个宏是从临界区调用的。它必须在它返回前退出临界区。我提供了这个宏在 Linux 移植上的例子

（ 8.4 节）。

(26) 宏 QACTIVE_EQUEUE_ONEMPTY_() 通知底层内核，活动对象事件队列已经为空。在

8.2.2节讨论的合作式 vanilla 需要这类通知，我在第十章介绍的可抢占的运行到完成 QK 内核也需要这

个通知。

QF      事件池的操作

仅当 QF 被移植到某个外部 OS/RTOS时才需要这一节。所以独立的 QF 移植，比如到原生 vanilla 合

作式内核或 QK 可抢占内核上的移植，都不需要这一节。我提供了这节的一个例子去使用在 8.3 节的

uC/OS-II RTOS内存分区。

(27) 宏QF_EPOOL_TYPE_确定了在这个移植里使用的事件池的数据类型。

(28) 宏QF_EPOOL_INIT_()确定了事件池对象的初始化函数。

(29) 宏 QF_EPOOL_EVENT_SIZE_()返回某个给定事件池的块大小。

(30) 宏QF_EPOOL_GET_()从某个给定事件池获得一个内存块。

(31) 宏QF_EPOOL_PUT_()把一个内存块回收到某个给定事件池。

8.1.6 源代码      qf_port.c  

qf_port.c 源文件定义了 QF 移植和平台相关的代码。不是所有 QF 移植都需要这个文件。事实上，仅

那些到外部 RTOS 或 OS 的移植需要一些“胶合代码”把框架固定到外部 OS/RTOS上。特别的，你

不需要为简单的 vanilla 内核提供任何这些“胶合代码”，因为它是完全可移植的，并已经全部集成到

QF 里（见第七章 7.11节）。 QK 可抢占内核也许需要移植，就行任何其他可抢占实时内核一样，但

是这时你将会移植 QK 而不是 QF （见第十章）。而且， qf_port.c 对 QK 不是必需的。清单 8.4

展示了用于某个外部 RTOS/OS的 qf_port.hc文件的大体布局。

代码列表 62 qf_port.c 源文件

(1) #include "qf_pkg.h"

 (2) #include "qasse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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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Q_DEFINE_THIS_MODULE(qf_port)

     /* Global objects ----------------------------------------------------------*/

     . . .

     /* Local objects -----------------------------------------------------------*/

     . . .

     /*..........................................................................*/

 (4) char const Q_ROM * Q_ROM_VAR QF_getPortVersion(void) {

         static const char Q_ROM Q_ROM_VAR version[] = "3.5.00";

         return version;

     }

     /*..........................................................................*/

 (5) void QF_init(void) {

         . . .

     }

     /*..........................................................................*/

 (6) void QF_run(void) {

         . . .

     }

     /*..........................................................................*/

 (7) void QF_stop(void) {

         . . .

     }

     /*..........................................................................*/

 (8) void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uint8_t prio,                     /* the unique priority */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 event queue */

                        void *stkSto, uint32_t stkSize,        /* per-task stack */

                        QEvent const *ie)            /* the initialization event */

     {

 (9)     me->prio = prio;                                 /* set the QF priority */

(10)     QF_add_(me);                     /* make QF aware of this active object */

(11)     QF_ACTIVE_INIT_(me, ie);              /* execute the initial transition */

(12)     /* Initialize the event queue object 'me->eQueue' using qSto and qLen */

(13)     /* Create and start the thread 'me->thread' of the underlying RTOS    */

     }

     /*..........................................................................*/

(14) void QActive_stop(QActive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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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Cleanup me->eQueue or me->osObject */

     }

     /*..........................................................................*/

     /* You need to define QActive_postFIFO(), QActive_postLIFO(), and

     * QActive_get_() only if your QF port uses the queue facility from

     * the underlying OS/RTOS.

     */

     void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

(16)     QF_INT_LOCK_KEY_

(17)     QF_INT_LOCK_();

(18)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 is it a dynamic event? */

(19)         ++((QEvent *)e)->dynamic_;       /* increment the reference counter */

         }

(20)     QF_INT_UNLOCK_();

         /* Post event pointer 'e' to the message queue of the RTOS 'me->eQueue'

         * using the FIFO policy without blocking. Also assert that the queue

         * accepted the event pointer.

         */

     }

     /*..........................................................................*/

     void QActive_postL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

         QF_INT_LOCK_KEY_

         QF_INT_LOCK_();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 is it a dynamic event? */

             ++((QEvent *)e)->dynamic_;       /* increment the reference counter */

         }

         QF_INT_UNLOCK_();

         /* Post event pointer 'e' to the message queue of the RTOS 'me->eQueue'

         * using the LIFO policy without blocking. Also assert that the queue

         * accepted the event pointer.

         */

     }

     /*..........................................................................*/

     QEvent const *QActive_get_(QActive *me) {

         /* Get the next event from the active object queue 'me->eQueue'.

         * Block indefinitely as long as the queue is empty. Assert no errors

         * in the queue operation. Return the event pointer to the caller.

         */

     }

(1) qf_port.h 源文件被认为是 QF 源代码的一部分，因此它需要存取位于

<qp>\qpc\qf\source\ 目录内广泛性“包范围”的 QF 接口 qf_pkg.h 。这个 qf_pkg.h 头文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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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_port.h ，但是它还定义了一些内部宏和仅在 QF 构件内部共享的对象。

(2) 通常， qf_port.h 源文件使用 QP 断言。

(3) 如在第六章 6.7.3节“ C/C++ 里可定制的断言”所描叙的，宏

Q_DEFINE_THIS_MODULE()定义了这个模块的名字，它然后在这个模块内的所有断言里被引用。

(4) 如果你想记录这个特定 QF 移植的版本，你可以定义函数 QF::portVersion() ，它返回版

本字符串数字。这个字符串数字通常被放在 ROM 里。

(5) 函数 QF_init() 处理底层 OS/RTOS具体的初始化过程。

(6) 函数 QF_run()把控制权转让给 QF 去运行应用程序。在你初始化 QF 和使用

QActive_start()启动了最少一个活动对象后，通常从 main() 调用 QF_run() 。只要 QF 在控制，

QF_run()就不会返回到调用者。

(7) 函数 QF_stop()停止 QF 框架的执行。这个函数的影响也许不是直接的。例如，它也许仅

设置一个内部标识去终结在 QF_run() 内的一个循环，如果 QF_run()是使用这个方式实现的话。当你设

计 QF_stop()时，你应该确定，在控制权被转让给底层 OS/RTOS前，调用回调函数 QF_onClearnup() 。

本章后面描叙的特定 QF 移植提供了 QF_stop()的实现。我在 8.1.8节讨论 QF 的回调函数。

(8) 函数 QActive_start()创建了活动对象的线程并通知 QF 去开始管理活动对象。参数 me 是

指向要被启动的活动对象的指针。参数 prio是你赋给这个活动对象的 QF 优先级。在 QF 里，每个

活动对象必须有唯一的优先级，你在启动时赋给它并在后面不能改变它。 QF 使用一个优先级编号方

法，优先级 1是最低的，较高的数字对应于较高的优先级。参数 qSto和 qLen是一个指针，分别指向

事件队列缓存的存储空间和这个缓存的长度（单位是 QEvent* ）。如果底层 RTOS 不能存取外部分

配给队列的存储， qSto指针必须被设置为 NULL 。参数 stkSto 是指针，指向私有堆栈的存储空间，

参数 stkSize是这个堆栈的（字节）大小。如果底层内核 /RTOS不需要为每个任务准备一个堆栈，或者

不接受外部分配的用来做堆栈的存储空间， stkSto 指针应当被设置为 NULL 。最后，参数 ie是一个

指针，指向在活动对象状态机里用于最顶初始转换的初始事件。这个参数对要被初始化的活动对象是非

常特殊的，它可以是 NULL 。

(9) 函数 QActive_start()必须总是设置活动对象的优先级。

(10) 函数 QActive_start 必须总是通知 QF 把这个活动对象在优先级层上添加。

(11) 函数 QActive_start()必须触发在活动对象的状态机内的初始转换（见清单 8.3(6) ）。

(12) 函数 QActive_start()必须初始化和 OS 相关的事件队列对象。

(13) 函数 QActive_start()必须启动活动对象的线程。请注意线程的优先级必须对应于作为参数

prio 传递给 QActive_start()的相关 QF 优先级。如果底层调度器使用了和 QF 不同的优先级编号方案，

在调用 OS 相关的线程创建子程序前，QActive_start()的具体实现必须把 QF 优先级映射到底层调度

器需要的优先级。

(14) 函数 QActive_stop()停止活动对象的线程，并执行活动对象后面的清理工作。

(15) 函数 QActive_stop()必须执行事件队列的 OS 相关的清理工作，或执行用来阻塞原生

QF 事件队列的 OS 相关的对象的清理工作。

注： 仅当你的 QF 移植使用了底层 OS/RTOS的队列工具时，你才需要定义函数

QActive_postFIFO()， QActive_postLIFO()和 QActive_get_()。当你在 qf_port.c 里定义这些函数时，你

应该从 QF 库文件创建里去掉 3 个源文件： qa_fifo.c ， qa_lifo.c 和 qa_get_.c （见表 8.2 ）。 QF

到 uC/OS-II 的移植（ 8.3 节）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16-20) 函数 QActive_postFIFO() （还有 QActive_postLIFO()）必须完全按照所示递增某个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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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引用计数器。

8.1.7 头文件      qp_port.h  

每个应用程序的 C 文件需要包含在这个应用程序里使用的所有 QP 构件的和平台相关的头文件，如图

8.1 所示。为了进一步简化，你可以联合所有在移植里使用的 QP 构件，因此应用程序需要包含 1 个

qp_port.h头文件。清单 8.5 提供了一个 qp_port.h 文件的例子。通常，如果你使用标准的 QP 构件，

你不需要改动它多少，尽管你也许想给 qp_port.h 文件添加一些要素让你的 QP 应用程序使用。

请注意， qp_port.h头文件是专门用于应用程序，在为移植创建 QP 库时完全不使用它。

代码列表 63 qp_port.h头文件

     #ifndef qp_port_h

     #define qp_port_h

     #include "qf_port.h"          /* includes qep_port.h and qk_port.h, if used */

     #include "qassert.h"                                       /* QP assertions */

     #endif                                                         /* qp_port_h */

8.1.8 和平台相关的      QF      回调函数

一个 QF 移植不能也不应该定义所有它调用的函数，因为这将让移植变得非常不灵活。一些功能最好还

是留给应用程序，或者留给板支持包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 QF 不实际实现但调用的这些函数，

被称为回调函数 callback function 。在 QF 的所有这些函数（以及其他 QP 构件）通过在函数名的

“ on”来标识的（比如 QF_onStartup()）。这一节总结了所有的 QF 回调函数。

void QF_onStartup(void)

在 QF 取得应用程序的控制之前这个回调函数被调用。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的主要意图是初始化并

启动中断。调用 QF_onStartup()的时间取决于特定的 QF 移植。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刚好在启

动任何多任务内核或其他后台循环前，从 QF_run() 里调用 QF_onStartup()。

void QF_onCleanup(void)

在一些 QF 里，在 QF 返回底层操作系统或 RTOS 前，调用

QF_onCleanup(void)。QF_onCleanup(void)回调函数的意图是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让它在退出之前执行

清理工作。如果特定的应用程序没有要清理的或应用程序从不返回，这个函数也许是空函数。

void QF_onIdle(void) 或 void QF_onIdle(QF_INT_KEY_TYPE lockKey)

内建在 QF 里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调用 QF_onIdle() 。这个回调函数的声明取决于在 QF 移植

里采用的中断上锁策略。我在第七章 7.11.1 和本章 8.2.4讨论这个回调函数。

void Q_onAssert(char const Q_ROM * const Q_ROM_VAR file, int line)

不仅 QF ，所有的 QP 构件都使用这个回调函数 Q_onAssert()。当传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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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_ASSERT() ， Q_REQUIRE()， Q_ENSURE() ， Q_ERROR()，或 Q_ALLEGE() 的条件被评估为

FALSE时，就调用这个回调函数。参数 file 表示失败断言所在文件的名字。参数 line 含有失败断言所

在的行数。我在第六章 6.7.3讨论了 Q_onAssert()回调函数。

8.1.9 系统时钟节拍（调用      QF_tick()      ）

在你设计你的移植时，你必须决定你会如何提供系统时钟节拍去调用 QF_tick() 函数（见第七章 7.7.2

节）。理想情况应该是从一个速率在 10到 100Hz 之间的周期性中断内调用 QF_tick() 。当你可以使用

系统时钟中断时，你不需要在 QF 移植层做任何特别的事。只需记住在你的应用系统的系统时钟节拍

ISR 内调用 QF_tick()即可。当然，你的应用程序也可以为了其他用途使用系统时钟节拍 ISR 。

然而，在 QF 到通用用途操作系统比如 Linux 或 Windows 的移植上，你不能容易的存取系统

时钟节拍 ISR 。这时，你可以从任务层调用 QF_tick()46 。通常，你使用一个单独的线程（“节拍器线

程”），它被设计成一个无限循环，调用 QF_tick() ，让后在时间片的其余时间进入睡眠。如果你使用

这个技术，你应该在 qf_port.c 源文件里实现“节拍器线程”。 8.4 节的 Linux 移植提供了一个这种

方法的例子。

8.1.10    创建      QF      库

一个 QP 可以包含一个用来创建 QP 库的 make.bat 脚本，一个 Makefile 或者一个项目文件（见清单

8.1(11)）。不管你实际使用用什么办法来创建 QF 库，你应当记住，不是所有 QF 源文件都需要被包

含在每个移植里面。表 8.2 包含了源文件的清单，你也许需要从最终 QF 的创建里去掉它们，以免在

和应用程序链接时多重定义符号。

表格 3 你需要从 QF 库里移除的 QF 源文件

文件名 注释

qa_fifo.c 仅当这个移植使用原生 QF 活动对象时间队列时，才需包含这个文

件。如果你在 qf_port.c源文件里提供了函数
QActive_postFIFO()，QActive_postLIFO()，和
QActive_get_() 的定义，不要包含这些文件。

qa_lifo.c

qa_get_.c

qvanilla.c 仅当你使用vanilla合作式内核时才需包含这个文件。

8.2        移植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在第七章 7.11节，我描叙了原生 QF 合作式 vanilla 内核。当你通过 vanilla 内核使用 QF 时，你不

需把框架移植到内核—我已经在第七章帮你做了这些。但是你还是需要把 vanilla 内核本身移植到你所

用的目标 CPU和编译器上。幸运的是，由于 vanilla 内核的简单特性，这是非常容易的。所有你需要做

的是，在 qep.porth 里提供和编译器相关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在 qf_port.h 提供上锁策略。你通常不需

要提供任何和平台相关的源文件。

46 如在第七章 7.7.2节所描叙的，QF_tick()被设计成可以从某个中断或任务层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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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节，我展示 vanilla 内核移植的 2 个例子，你已经在第一章使用它们 2 个运行“飞行和

射击”游戏例子。第一个是用于 DOS下的 80x86 CPU ，使用 Turbo C++ 1.01编译器，它被配置为

“ large”内存模型生成代码。这个移植位于 <qp>\qpc\ports\80x86\dos\tcpp1.01\l\。第二个是用于 ARM 

Cortex-M3 CPU 的 vanilla移植，使用最新的 IAR 编译器，位于 <qp>\qpc\ports\cortex-m3\vanilla\iar\

（见清单 8.1 ）。

8.2.1 头文件      qep_port.h  

清单 8.6 展示了用于 80x86/DOS/Turbo C++ 1.01/Large内存模型的 qep_port.h头文件。 Turbo C++ 1.01是

一个非标准编译器，因此我 typedef了在 QP 内使用的 6 个平台相关的精确宽度的整数类型。

清单 7 用于 80x86/DOS/Turbo C++ 1.01/Large 内存模型的 qep_port.h头文件

     #ifndef qep_port_h

     #define qep_port_h

          /* Exact-width integer types for DOS/Turbo C++ 1.01/Large memory model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include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ep_port_h */

清单 8.7 展示了用于 Cortex-M3/IAR的qep_port.h头文件。 IAR 编译器是一个标准的 C99 编译

器，因此我简单的包含 <stdint.h>头文件，它定义了和平台相关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

代码列表 64 用于 Cortex-M3/IAR 的 qep_port.h头文件

     #ifndef qep_port_h

     #define qep_port_h

     #include <stdint.h>               /* C99-standard exact-width integer types */

     #include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ep_port_h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301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8.2.2 头文件      qf_port.h  

在 qf_port.h 头文件里，你需要做最重要的移植决定是选择上锁和解锁中断的策略。为了正确的做出这个

决策，你需要非常了解你的目标 CPU和编译器，找出从 C/C++ 里使能 / 关闭中断的最有效方法。通常，

你的第一安全选择应该是更先进的“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见第七章 7.3.1节）。然而，如果你

发现在 ISR 内解锁中断是安全的，因为你的目标处理器可以在硬件对中断优先级排序，你可以使用简单

和快捷的”无条件中断解锁“策略。使用快速的策略，你必须一直确保在中断已被上锁时没有 QF 函数

被调用，或更一般的讲，临界区没有嵌套。请注意，在 ISR 里中断可能被暗中上锁。

清单 8.8 展示了用于 80x86/DOS/Turbo C++ 1.01/Large内存模型的 qf_port.h 头文件。我决定使

用简单的“无条件中断解锁“策略，因为标准的 PC 有一个外部 8259A 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Turbo 

C++ 1.01 编译器提供了 2 个函数 disable() 和 enable() ，分别用来无条件的上锁和解锁中断。使用这

个简单的中断上锁策略，我需要在从 ISR 内调用 QF 服务时非常小心。本节后面的清单 8.10 展示了在

这种情况下的系统时钟节拍 ISR 的例子。在下面 8.3 节讨论的从 QF 到 uC/OS-II 的移植，在同样的

CPU/ 编译器组合下，演示了使用“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

代码列表 65  用于 80x86/DOS/Turbo C++ 1.01/Large 内存模型的 qf_port.h 头文件

     #ifndef qf_port_h

     #define qf_port_h

                                              /* DOS critical section entry/exit */

     /* QF_INT_KEY_TYPE not defined: "unconditional interrupt unlocking" policy  */

     #define QF_INT_LOCK(dummy)          disable()

     #define QF_INT_UNLOCK(dummy)        enable()

     #include <dos.h>        /* DOS API, including disable()/enable() prototypes */

     #undef outportb /*don't use the macro because it has a bug in Turbo C++ 1.01*/

     #include "qep_port.h"                                           /* QEP port */

     #include "qvanilla.h"                   /* The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

     #include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f_port_h */

清单 8.9 展示了用于 Cortex-M3/IAR的 qf_port.h 头文件。而且，我使用了简单的“无条件中断

解锁”策略，因为 Cortex-M3 有一个标准的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NVIC ，并且一般在中断解锁时运行

ISR 。

代码列表 66  Cortex-M3/IAR 的 qf_port.h 头文件

     #ifndef qf_port_h

     #define qf_port_h

                                               /* QF critical section entry/exit */

     /* QF_INT_KEY_TYPE not defined: "unconditional interrupt unlocking" policy  */

     #define QF_INT_LOCK(dummy)          __disable_interr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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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 QF_INT_UNLOCK(dummy)        __enable_interrupt()

     #include <intrinsics.h>                          /* IAR intrinsic functions */

     #include "qep_port.h"                                           /* QEP port */

     #include "qvanilla.h"                   /* The "Vanilla" cooperative kernel */

     #include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f_port_h */

8.2.3 系统时钟节拍（      QF_tick()      ）

严格的讲， vanilla 的 QF 移植常常不包含系统时钟节拍 ISR ，因为把这个 ISR 放入应用程序是更加

方便的。然而，在开发任何 QF 移植时，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大体上你将如何处理中断，特别是

系统时钟中断。

清单 8.10 展示了 DOS的系统时钟节拍 ISR ，它由连接到 IRQ0 的8253/8254时间计数器芯片

的通道 0触发。

代码列表 67  80x86/DOS/Turbo C++ 1.01/Large 内存模式下的系统时钟节拍 ISR

(1) void interrupt ISR_tmr0(void) {           /*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2)     QF_INT_UNLOCK(dummy);                              /* unlock interrupts */

 (3)     QF_tick();

         /* do some application-specific work ... */

 (4)     QF_INT_LOCK(dummy);                            /* lock interrupts again */

 (5)     outportb(0x20, 0x20);              /* write EOI to the master 8259A PIC */

     }

(1) Turbo C++ 1.01编译器提供了一个扩展关键词“ interrupt” ，它允许你在 C/C++ 里编写

ISR 。

(2) 80x86 处理器在定向到 ISR 前由硬件上锁中断。这个中断可以被立刻解锁，不过，因为

8259A 可编程中断控制器在中断到达 CPU前，对中断进行优先级排序。

(3) 在临界区外面调用 QF_tick()服务。

(4) 在从中断退出前，中断被解锁。

(5) 中断结束 (end-of-interrupt EOI) 指令被发往主 8259A ，因此它终止这个中断级别的优先级。

清单 8.11 展示了用于 Cortex-M3 的系统时钟节拍 ISR ，它由特别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被称

为 SysTick 的周期性定时器触发。在 Cortex-M3 里， ISR 不需任何特别的进入或退出指令，因此它

格外容易直接使用 C 编写 ISR （真棒！）。在绝大多数处理器架构上这实际是不寻常的。另外，因为

Cortex-M3 进入 ISR 时 ISR 是解锁的，不需要去解锁中断去避免嵌套临界区。最后， NVIC 中断控制

器通过在 ISR 进入前放在 LR 寄存器的专门的中断返回代码，隐含的接受 EOI指令，这意味着你不

需要明确的编写 EOI 。所有这些，通过把 QF_tick()直接放入 Cortex-M3 向量表，允许把它当作系统

时钟节拍 ISR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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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68  Cortex-M3/IAR 的 SysTick ISR

     void ISR_SysTick(void) {                /*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UNLOCKED */

         QF_tick();

         /* do some application-specific work ... */

     }

8.2.4 空闲处理（      QF_onIdel()      ）

只要 vanilla 内核探测到系统里所有活动对象时间队列为空，它就调用 QF_onIdle()回调函数。如我在

7.11.1 节后面所解释的， QF_onIdle()回调函数在中断上锁时被调用，并且必须总是解锁中断，否则系

统被锁住。

和系统时钟节拍相似， QF_onIdle()回调函数常常不是 QF 移植的一部分，因为把空闲处理放

在应用程序里会更加方便。然而，空闲处理对 vanilla 内核是如此重要，因此我必须在这里讨论它。

清单 8.12 展示了用于 80x86/DOS 的 QF_onIdle() 函数。这个函数简单的解锁中断，因为没有为

80x86 打开低功耗睡眠模式的标准方法。

代码列表 69  用于 80x86/DOS 的 QF_onIdle() 回调函数

     void QF_onIdle(void) {                    /*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QF_INT_UNLOCK(dummy);                       /* always unlock interrupts */

         /* do some more application-specific work ... */

     }

代码列表 70  用于 Cortex-M3/IAR 的 QF_onIdle() 回调函数

     void QF_onIdle(void) {                    /*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1) #ifdef NDEBUG

         /* Put the CPU and peripherals to the low-power mode.

         * NOTE: You might need to customize the clock management for your

         * application, by gating the clock to the selected peripherals.

         * See the datasheet for your particular Cortex-M3 MCU.

         */

 (2)     __asm("WFI");                                     /* Wait-For-Interrupt */

     #endif

 (3)     QF_INT_UNLOCK(dummy);                       /* always unlock interrupts */

         /* optionally do some application-specific work ... */

     }

(1) 我使用条件编译，仅当没有调试 ( 定义了 NDEBUG) 才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到一个低功耗

睡眠模式的转换通常停止 CPU时钟，这常令调试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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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ortex-M3 里使用的 Thumb-2 指令集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指令WFI （ wait-for-interrupt ）用

来停止 CPU时钟。如“ ARMv7-M Reference Manual”[ARM 06a] 所描叙的， WFI指令可以

在 PRIMASK 位被设置（中断上锁）时执行。 Cortex-M3 核在 WFI指令后立即停止执行代

码。即使这样，任何异步例外（比如某个中断）可以通过重新启动时钟来唤醒 CPU。 CPU恢

复代码执行，但是仅当中断被解锁时才能处理中断。

(3) 中断总是被解锁。如果某个中断唤醒了在低功耗睡眠模式的 CPU，仅当中断被解锁后才会服务

这个中断。

注： Cortex-M3 允许原子式进入 WFI模式（中断被禁止），这是在 vanilla 内核里应或更一般的

讲，在任何前后台架构里，如何去正确执行它的方法。

8.3               QF      移植到      uc/os-II (      常规      RTOS)  

QF 实时框架可以和事实上任何常规的实时操作系统（ RTOS ）一起工作，比如

VxWorks ， Nucleus ， uC/OS-II ， eCos， RTOS-32等等。当和某个常规 RTOS 联合时， QF 通过

在每个独立任务执行每个活动对象，最大程度的利用了 RTOS 的多任务能力（见第六章 6.3.6节）。

QF 的 PAL包含了一个抽象的 RTOS 接口，允许在 QF 和底层 RTOS 之间紧密的集成。特别的，

PAL允许把绝大多数消息队列变体修改成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同时，把内存分区改编成 QF 事件池。

为什么你会考虑要使用某个常规阻塞式 RTOS 来运行事件驱动的 QF 应用程序的最重要的理

由是和现有软件的兼容。例如，绝大多数通讯堆栈（ TCP/IP， USB，CAN等等）是为某个常规的阻塞

式内核设计的。而且，大量的遗留代码需要阻塞机制，比如旗语。一个常规 RTOS 允许你把现有的软

件构件当作常规的“阻塞”式任务，和事件驱动式 QF 应用程序平行运行。

另一方面，如果你的项目没有包含遗留代码，或者你可以负担得起用一个非阻塞式方法重写代码，

那么一个常规 RTOS 将是不必要的复杂，对一个事件驱动型系统来说也是多余的。你不需要某个

RTOS 去把应用程序区分成任务，因为活动对象已经实现了这个目的。如果简单的 vanilla 内核的响应

性不够充分，你可以采用一个非阻塞的，运行 - 到 - 完成 RTC的，可抢占的内核。如在第六章 6.3.8节

所描叙的，这样一个 RTC内核提供了确定的，可抢占的，基于优先级的事件驱动型系统的执行，开销

只是和任何传统阻塞式 RTOS 的费用，复杂性和移植工作相关的一个零头。在第十章，我描叙一个名

为 QK 的轻量级，可抢占 RTC内核，它是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的一部分。

在这一节，我描叙 QF 向uC/OS-II RTOS的移植。我选择 uC/os-II 作为例子是因为在 Jean J 

Labrosse[Labrosse 02] 提供了一个极好学习一个传统的基于优先级的可抢占 RTOS 的案例，在书

“ Micro-C/os-II:The Real-Time Kernel”里有它极详细的文档。

为了关注于移植的讨论，我采用了和在“ Micro-C/OS-II” 书里一样的配置，我使用一台运行任

何版本 Windows 的，标准的 80x86 系列的 PC ， Borland Turbo C++ 1.01 编译器47 被配置为 large内

存模型生成代码。这个配置允许你很容易的在你的桌面尝试这个移植，而不用投资任何嵌入式硬件或特

定编译器。 QF 向 uC/OS-II 的移植位于 <qp>\qpc\ports\80x86\ucos2\tcpp101\l\ 目录。

注： uC/OS-II 是 Micrium Inc (www.micrium.com)公司的一个商业产品。由于 Micrium 的善意许可，

47 “Micro-C/OS-II”使用了较新的 Borland C++ 4.5 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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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附带代码包含 uC/OS-II 2.86 的预编译的目标模块（本书写作时最新版本）和外部头文件

（见清单 8.1(13)里这些文件的位置）。请注意， 2.86 版比在“ Micro-C/OS-II” 书里的 2.60

版更加新。你需要联系 Micrium Inc 去获得最新的 uC/OS-II 源代码和文档。

即使我安排了特定的 CPU和编译器去让你实际执行代码，我特别小心的把这里所提供的 QF 对

uC/OS-II 的移植设计成通用性，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已经移植了 uC/OS-II 的 CPU和编译器。在需要把

QF 移植到某个外部 RTOS （比如 Uc/OSS-II）时， RTOS 形成了一个把 QF 和 CPU以及不可移植

的编译器扩展部分隔离的间接层。这意味着你还是需要把 RTOS 移植到特定 CPU和编译器，但是你不

需要改编 QF 到 RTOS 的移植，因为 RTOS 的 API没有改变。

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 uC/OS-II 采用了一个和 QF 完全不同的移植和配置策略。

QF 被部署成一个精细粒度的库，允许链接器在链接时消除任何不需要的对象模块， uC/OS-II 陪配置

成通过使用在 os_cfg.h 头文件的配置宏在编译时消除任何不需要的对象模块 [Labrosse 02] 。绝大多

数 uC/OS-II 的代码被编译成一个巨大的目标模块 (ucos-ii.obj) ，链接器不能容易的把它分解成小块48 。

需要记住的是，当你改变了 uC/OS-II 的配置（ os_cfg.h ）后你需要重新编译 QF 库，因为 QF 依赖

这个配置的某些项目。

8.3.1 头文件      qep_port.h  

展示在清单 8.14 的平台相关的 qep_port.h头文件，重用了在 os_cpu.h 头文件里的 uC/OS-II 配置。你

通常不需要为了任何其他的 uC/OS-II 移植而修改 qep_port.h。

代码列表 71  用于 uC/OS-II 的 qep_port.h头文件

     #ifndef qep_port_h

     #define qep_port_h

 (1) #include "ucos_ii.h"                               /* uC/OS-II include file */

                            /* Exact-width integer types, as defined in uC/OS-II */

 (2) typedef INT8S    int8_t;

     typedef INT16S   int16_t;

     typedef INT32S   int32_t;

     typedef INT8U    uint8_t;

     typedef INT16U   uint16_t;

     typedef INT32U   uint32_t;

 (3) #include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ep_port_h */

(1) ucos-ii.h 头文件包含了平台无关的 uC/OS-II API 和平台相关的声明，比如在 os_cpu.h 头文

48 一些链接器即使从单一目标模块里也可以移除没有被使用的代码，但是绝大多数链接器简单的引入整个目标模块。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306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件内定义的 uC/OS-II 可移植整数数据类型。

(2) 我决定把 uC/OS-II 可移植整数数据类型定义成 C99 标准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这是为了一致

性在 uC/OS-II 移植内重用相同的数据类型。

(3) 同样，平台相关的 qep_port.h头文件必须包含平台无关的QEP接口。

8.3.2 头文件      qf_port.h  

QF 和 uC/OS-II 之间的结合发生在比 vanilla移植高的层次。 QF 到 uC/OS-II 的移植使用更少的原

生 QF 功能和更多的 uC/OS-II 服务。清单 8.15 展示了用于 uC/OS-II 的 qf_port.h 头文件。在从一个

uC/OS-II 移植到另一个移植之间，这个文件里唯一你可能需要修改的地方是 QF 临界区的定义。

代码列表 72  用于 uC/OS-II 的 qf_port.h 头文件

     #ifndef qf_port_h

     #define qf_port_h

                                        /* uC/OS-II event queue and thread types */

 (1) #define QF_EQUEUE_TYPE              OS_EVENT *

 (2) #define QF_THREAD_TYPE              INT8U

                      /* The maximum number of active objects in the application */

 (3) #define QF_MAX_ACTIVE               OS_MAX_TASKS

             /* uC/OS-II critical section operations (critical section method 3) */

 (4) #define QF_INT_KEY_TYPE             OS_CPU_SR

 (5) #define QF_INT_LOCK(key_)           ((key_) = OSCPUSaveSR())

 (6) #define QF_INT_UNLOCK(key_)         OSCPURestoreSR(key_)

 (7) #include "qep_port.h"     /* QEP port, includes the master uC/OS-II include */

 (8) #include "qequeue.h"          /* native QF event queue for deferring events */

 (9) #include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

     * interface used only inside QF, but not in applications

     */

(10) typedef struct UCosMemPartTag {      /* uC/OS-II memory pool and block-size */

         OS_MEM *pool;                                   /* uC/OS-II memory pool */

         QEventSize block_size;                    /* the block size of the pool */

     } UCosMemPart;

                                               /* uC/OS-II event pool operations */

(11) #define QF_EPOOL_TYPE_              UCosMem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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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 QF_EPOOL_INIT_(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do { \

         INT8U err; \

(13)     (p_).block_size = (evtSize_); \

         (p_).pool = OSMemCreate(poolSto_, (INT32U)((poolSize_)/(evtSize_)), \

                                 (INT32U)(evtSize_), &err); \

         Q_ASSERT(err == OS_NO_ERR); \

     } while (0)

(15) #define QF_EPOOL_EVENT_SIZE_(p_)    ((p_).block_size)

     #define QF_EPOOL_GET_(p_, e_) do { \

         INT8U err; \

         ((e_) = (QEvent *)OSMemGet((p_).pool, &err)); \

     } while (0)

     #define QF_EPOOL_PUT_(p_, e_)       OSMemPut((p_).pool, (void *)(e_))

     #endif                                                         /* qf_port_h */

(1) 活动对象事件队列类型被设置为 uC/OS-II 消息队列。

(2) 在 uC/OS-II 里，任务（线程）被明确的用它的类型为 INT8U 的优先级确定。

(3) 活动对象 QF_MAX_ACTIVE 的最大数量被设置为 uC/OS-II 任务的最大数量，它在

os_cfg.h 里配置。

绝大多数 uC/OS-II 移植使用临界区方法 3[Labrosse 02] 。你在 os_cpu.h 头文件里确定临界区

的方法。 uC/OS-II 临界区方法 3 完全对应于 QF 的“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顺便提一下，

uC/OS-II 临界区方法 1 精确的对应于 QF 的“无条件中断上锁和解锁”策略。）

(4) 把 QF_INT_KEY_TYEP 定义成 uC/OS-II 类型 OS_CPU_SR，确定了“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

“策略。

(5) QF_INT_LOCK()宏被定义成和 os_cpu.h 的 uC/OS-II 宏OS_ENTER_CRITICAL()一致。请注

意，我不能直接使用宏 OS_ENTER_CRITICAL()，因为它把中断上锁硬编码成 cpu_sr 。

(6) QF_INT_UNLOCK() 宏被定义成和 os_cpu.h 的 uC/OS-II 宏 OS_EXIT_CRITICAL() 一致。

(7) 因为这个移植使用 QEP，qep_port.h头文件被包含（见清单 8.3(19)）。

(8) 我决定包含 qequeue.h头文件，以便能够包含 QF 的功能来延迟和召回事件。请注意没有使

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来发送事件给活动对象，而是使用 uC/OS-II 的消息队列完成。

(9) qf_port.h 头文件必须重视包含平台无关的 QF 接口（见清单 8.3(23)）。

这个 QF 移植使用 uC/OS-II 内存分区作为事件池，你可以直接把 QF_EPPOL_TYPE 定义成

OS_MEM* 。 uC/OS-II 内存分区提供了所有 QF 需要的服务。特别的，你可以通过

OS_MEM.OSMemBlk 数据成员直接存取分区的块大小。然而，在其他 RTOS( 例如 eCos) 的内存分

区常常不提供某个方法来活动被分区管理的块大小。因此，在这个 QF 移植里我决定演示一个通用解决

方案，它把内存分区和块尺寸数据成员组合成一个单一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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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CosMemPart 结构组合了 uC/OS-II 内存分区处理和块尺寸数据成员。

(11) QF_EPPOL_TYPE 数据类型被定义成 UCosMemPart 结构。

(12) 一个事件池的初始化时，把块尺寸保存到 UCosMemPart.block_size 数据成员里。

(13) 块尺寸的信息在 UCosMemPart.block_size 数据成员里。

8.3.3 源文件      qf_port.c  

QF 到 uC/OS-II 的移植，和绝大多数 QF 到外部 RTOS 的移植一样，需要一些胶合代码，把框架固

定到外部 RTOS 上。你把这些代码放在 qf_port.h 源文件里，它展示在清单 8.16 里。你通常不需要

为了不同的 uC/OS-II 移植改变这个文件。

代码列表 73  用于 uC/OS-II 的 qe_port.h 源文件

     #include "qf_pkg.h"

     #include "qassert.h"

     Q_DEFINE_THIS_MODULE(qf_port)

     /*..........................................................................*/

     void QF_init(void) {

 (1)     OSInit();                                        /* initialize uC/OS-II */

     }

     /*..........................................................................*/

     void QF_run(void) {

 (2)     OSStart();                               /* start uC/OS-II multitasking */

     }

     /*..........................................................................*/

     void QF_stop(void) {

 (3)     QF_onCleanup();                         /* call the QF cleanup callback */

     }

     /*..........................................................................*/

 (4) static void task_function(void *pdata) {          /* the expected signature */

 (5)     ((QActive *)pdata)->running = (uint8_t)1;     /* enable the thread-loop */

 (6)     while (((QActive *)pdata)->running) {                     /* event loop */

 (7)         QEvent const *e = QActive_get_((QActive *)pdata);

 (8)         QF_ACTIVE_DISPATCH_(&((QActive *)pdata)->super, e);

 (9)         QF_gc(e);    /* check if the event is garbage, and collect it if so */

         }

(10)     QF_remove_((QActive *)pdata);  /* remove this object from the framework */

(11)     OSTaskDel(OS_PRIO_SELF);        /* make uC/OS-II forget about this tas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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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uint8_t prio,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void *stkSto, uint32_t stkSize,

                        QEvent const *ie)

     {

         INT8U err;

(12)     me->eQueue = OSQCreate((void **)qSto, qLen);

(13)     Q_ASSERT(me->eQueue != (OS_EVENT *)0);        /* uC/OS-II queue created */

(14)     me->prio = prio;                                /* save the QF priority */

(15)     QF_add_(me);                     /* make QF aware of this active object */

(16)     QF_ACTIVE_INIT_(&me->super, ie);          /* execute initial transition */

                             /* uC/OS task is represented by its unique priority */

(17)     me->thread = (uint8_t)(QF_MAX_ACTIVE - me->prio); /* map to uC/OS prio. */

(18)     err = OSTaskCreateExt(&task_function,              /* the task function */

                  me,                                   /* the 'pdata' parameter */

                  &(((OS_STK *)stkSto)[(stkSize / sizeof(OS_STK)) - 1]), /* ptos */

                  me->thread,                          /* uC/OS-II task priority */

                  me->thread,                                              /* id */

                  (OS_STK *)stkSto,                                      /* pbos */

                  stkSize/sizeof(OS_STK),   /* size of the stack in OS_STK units */

                  (void *)0,                                             /* pext */

                  (INT16U)OS_TASK_OPT_STK_CLR);                           /* opt */

(19)     Q_ASSERT(err == OS_NO_ERR);                    /* uC/OS-II task created */

     }

     /*..........................................................................*/

     void QActive_stop(QActive *me) {

         INT8U err;

(20)     ((QActive *)me)->running = (uint8_t)0;          /* stop the thread loop */

(21)     OSQDel(((QActive *)pdata)->eQueue, OS_DEL_ALWAYS, &err);/*cleanup queue */

(22)     Q_ASSERT(err == OS_NO_ERR);                   /* uC/OS-II queue deleted */

     }

     /*..........................................................................*/

     void QActive_postF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

(23)     QF_INT_LOCK_KEY_

(24)     QF_INT_LOCK_();

(25)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26)         ++((QEvent *)e)->dynamic_;

         }

(27)     QF_INT_UNLOCK_();

(28)     Q_ALLEGE(OSQPost((OS_EVENT *)me->eQueue, (void *)e) == OS_NO_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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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id QActive_postLIFO(QActive *me, QEvent const *e) {

         QF_INT_LOCK_KEY_

         QF_INT_LOCK_();

         if (e->dynamic_ != (uint8_t)0) {

             ++((QEvent *)e)->dynamic_;

         }

         QF_INT_UNLOCK_();

(29)     Q_ALLEGE(OSQPostFront((OS_EVENT *)me->eQueue, (void *)e) == OS_NO_ERR);

     }

     /*..........................................................................*/

     QEvent const *QActive_get_(QActive *me) {

         INT8U err;

(30)     QEvent const *e = (QEvent *)OSQPend((OS_EVENT *)me->eQueue, 0, &err);

(31)     Q_ASSERT(err == OS_NO_ERR);

         return e;

     }

(1) QF_init() 函数初始化框架。在 QF 到 uC/OS-II 的移植里，这个函数必须调用 uC/OS-II

的函数 OSInit() 初始化底层 RTOS 。

(2) 函数 QF_run()把控制权转让给框架来运行应用程序。在 QF 到 uC/OS-II 的移植里，这

个函数必须调用 uC/OS-II 的函数 OSStart() 开始多任务。

注： 请注意， QF_init() 和 QF_run()都不调用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来使能中断。在

uC/OS-II 里是特意这样做的。如“ Micro-C/OS-II”[Labrosse 02] 第 3.11节所叙， uC/OS-II 需要你在

使用 OSStart()启动了多任务后，再启动中断以及系统时钟节拍。推荐的方法是从某个 uC/OS-II 任务内

使能中断。例子程序位于 <qp>\qpc\examples\80x86\ucso2\tcpp101\l\dpp\，演示了这个方面。

(3) QF_stop()函数停止框架。你不能停止 uC/OS-II ，只能终止它。因此唯一的动作是调用用

来清理的回调函数。

(4) 在传统的 RTOS 下，所以活动对象线程执行相同的函数 task_function() ，它有在第六章

图 6.12(a) 所示的结构。任务函数有 uC/OS-II 所期望的声明。参数 pdata被设定为拥有这个任务的活动

对象。

(5) 任务函数设定 QActive.running 标识，运行本地事件循环。

(6) 时间循环在 QActive.running 标识被设定时，持续运行。

(7-9) 这些是活动对象线程的 3 个步骤（见第七章清单 7.8 ）。

(10) 在事件循环结束后，活动对象被从框架移除。

(11) 通过调用 uC/OS-II 函数 OSTaskDel()删除任务。

(12) 启动某个活动对象的第一步是通过 uC/OS-II 函数 OSQCreate()创建事件队列。

(13) 队列创建必须成功，否则应用程序不能继续。

(14) 活动对象的优先级被设定。

(15) 活动对象被使用 QF 框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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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活动对象的状态机被初始化。

(17) QF 优先级被映射到 uC/OS-II 任务优先级。

uC/OS-II 使用一个优先级编号方案， 0 表示最高的可能优先级，较大的数字代表较低的任务优先

级。这和 QF 优先级编号方案完全相反。

(18) 通过调用 uC/OS-II 函数 OSTaskCreateExt() 创建活动对象线程。

注： 传统的 RTOS ，比如 uC/OS-II ，需要为每个任务分配一个堆栈。 QActive_start()被特别设计

成使用参数 stkSto 和 stkSize来支持常规的 RTOS 。

(19) 任务创建必须成功，否则应用程序不能继续。

(20) 清除 QActive.running 标识，终止事件循环，退出活动对象线程（见第（ 5 ）条）。

(21) 使用 uC/OS-II 函数 OSQDel()删除事件队列。

(22) 队列的删除必须成功。

QF 到 uC/OS-II 的移植没有使用原生 QF 活动对象队列。因此，

QActive.postFIFO() ， QActive_postLIFO()和 QActive_get_()的 QF 实现必须使用 uC/OS-II 的代码

来取代。 qf_port.c 源文件的其余部分定义了用于 uC/OS-II 的这 3 个函数的定义（也见 8.1.6节）。

(23-27) 向某个队列发送一个事件，必须总是递增某个动态事件的引用计数器。必须和这里所示

的方法一致。

(28) 使用 uC/OS-II 函数 OSQPost() ，事件指针被发送给 uC/OS-II 消息队列，它使用标准

的FIFO策略。请注意 uC/OS-II 消息队列被设计成仅接受指针对象。这恰好是 QF 所需要的。这个函

数被从断言宏 Q_ALLEGE() 内部调用，以确保这个操作总是成功（这是 QF 的事件派发担保的一部

分）。请注意即使断言被禁止了， Q_ALLEGE() 也评估它的参数（见第六章6.7.3节）。

(29) 使用 uC/OS-II 函数 OSQPostFront() ，事件指针被发送给 uC/OS-II 消息队列，它使用

LIFO 策略。而且，这个断言确保事件被成功的发送。

注： 你应该确定你使用的消息发送操作可以从 ISR 内调用。 uC/OS-II 函数 OSQPost() 和

OSQPostFront() 可以从 ISR 内调用。

(30) 使用 uC/OS-II 函数 OSQPend() ，从消息队列获得事件。这个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是超时值，

超时值为 0 表示会一直等待某个空队列。

(31) 等待操作必须不能失败。

8.3.4 创建      uc/os-II      移植

QF 到 uC/OS-II 的移植使用位于移植目录 <qp>\qpc\ports\80x86\ucos2\tcpp101\l\ 内的创建脚本

make.bat 。这个脚本最重要的方面是，表 8.2 内所有的文件都没有被包含，因为这个功能在源文件

qf_port.c 里提供（清单 8.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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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系统时钟节拍  （      QF_tick()      ）

在 uC/OS-II 里，系统时钟节拍中使用汇编编写（见 uC/OS-II 移植文件 os_cpu_a.asm ）。通常，你不

需接触这些汇编文件。然而， uC/OS-II 提供了一个可定制的“钩子”函数 OSTimeTickHook() ，它被从

系统时钟节拍 ISR 内调用，因此是一个理想的调用 QF_tick() 的地方。

我决定让应用程序定义 OSTimeTickHook() 回调函数，因此你可以容易的给它添加一些别的处

理。在清单 8.17 里我仅展示了你不要忘记调用 QF_tick() 。我想再次提醒你， uC/OS-II 需要你从你的

应用程序的任务层里实际启动时钟节拍中断。

代码列表 74  从 OSTimeTickHook() 调用 QF_tick()

     void OSTimeTickHook(void) {

         QF_tick();

         /* optionally, do some application-specific work ... */

     }

8.3.6 空闲处理

最后，我想讨论空闲处理和在一个可抢占内核下（比如 uC/OS-II ）对 MCU 低功耗模式的正确使用，因

为它和在非可抢占内核（比如 vanilla ）上的情况有原理上的不同。一个可抢占内核在所有其他任务被阻

塞时，执行到某个特定空闲任务的上下文切换。绝大多数内核提供了一个定制空闲任务的方法（例如，

uC/OS-II 提供了一个回调函数 OSTimeIdleHook() ），因此你可以方便的实现从空闲任务到低功耗

MCU 状态的转换。在一个可抢占式内核和一个非可抢占前后台系统或 vanilla 内核的注意差别是，只

要任务预备运行，可抢占式内核绝不会把上下文切换到空闲任务。所以，从空闲任务转换到低功耗模式

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在中断上锁时发生。事实上， OSTaskIdleHook() 回调函数总是在中断解

锁时被调用。

8.4               QF      移植到      Linux      （  常规      POSIX      兼容的操作系统  ）

为某个通用用途的操作系统（ OS ）比如 Linux 或 Windows上面编程，和在一个 RTOS 或“裸机”

嵌入式处理器上编程，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大”操作系统把你限制在给定的 API上，它可能是

Linux 的 POSIX API ，或 Windows 的 Win32 API 。

特别的，通用用途 API不让你上锁和解锁中断，因此你需要采用某个不同的互斥机制来实现

QF 临界区。同样惊人的是，“大” API也不支持一个轻量级的消息队列，因此你需要创建你自己的队

列，使用 QF 事件队列和被给定 API 支持的某种阻塞机制。

在这一节，我描叙 QF 到 Linux 的移植，它也可以被直接应用在任何 POSIX兼容的操作系统，

因为它严格遵循 POSIX 1003.1cn1995 标准 [Butenhof 97] 。在这个移植里， QF 应用程序作为一个

单独的过程（ process）运行，同时每个 QF 活动对象在某个独立的轻量级 POSIX线程（ Pthread）内

执行。这个移植使用 Pthread-mutex 来实现 QF 临界区，用 Pthread条件变量（ condition variables ）

来为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提供阻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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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头文件      qep_port.h  

清单 8.17 展示了用于 Linux 的qep_port.h头文件。 GNU gcc 编译器支持 C99 标准，因此我简单的包

含 <stdint.h>文件。我也把事件信号的尺寸增加成 2字节，它让你有 64K 的不同信号。使用这个配置，

基础结构 QEvent的尺寸是 3字节，绝大多数 32位编译器会把它填满（ pad ）成 4字节。

代码列表 75  用于 Linux 的 qep_port.h头文件

     #ifndef qep_port_h

     #define qep_port_h

                                                    /* 2-byte (64K) signal space */

     #define Q_SIGNAL_SIZE 2

     #include <stdint.h>                    /* C99-standard exact-width integers */

     #include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ep_port_h */

8.4.2 头文件      qf_port.h  

清单 8.18 展示了用于 Linux 的 qf_port.h 头文件。当你向不同的 POSIX兼容的操作系统移植时，你通

常不需要改变这个文件。

代码列表 76  用于 Linux 的 qf_port.h 头文件

     #ifndef qf_port_h

     #define qf_port_h

                                           /* Linux event queue and thread types */

 (1) #define QF_EQUEUE_TYPE              QEQueue

 (2) #define QF_OS_OBJECT_TYPE           pthread_cond_t

 (3) #define QF_THREAD_TYPE              pthread_t

                      /* The maximum number of active objects in the application */

 (4) #define QF_MAX_ACTIVE               63

                          /* various QF object sizes configuration for this port */

 (5) #define QF_EVENT_SIZ_SIZE           4

 (6) #define QF_EQUEUE_CTR_SIZE          4

 (7) #define QF_MPOOL_SIZ_SIZE           4

 (8) #define QF_MPOOL_CTR_SIZE           4

 (9) #define QF_TIMEEVT_CTR_SIZE         4

                         /* QF critical section entry/exit for Linux, see NOTE01 */

(10) /* QF_INT_KEY_TYPE not defined, "unconditional interrupt locking"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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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efine QF_INT_LOCK(dummy)          pthread_mutex_lock(&QF_pThreadMutex_)

(12) #define QF_INT_UNLOCK(dummy)        pthread_mutex_unlock(&QF_pThreadMutex_)

(13) #include <pthread.h>                                    /* POSIX-thread API */

(14) #include "qep_port.h"                                           /* QEP port */

(15) #include "qequeue.h"                             /* Linux needs event-queue */

(16) #include "qmpool.h"                              /* Linux needs memory-pool */

(17) #include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

     * interface used only inside QF, but not in applications

     */

                                           /* OS-object implementation for Linux */

(18) #define QACTIVE_EQUEUE_WAIT_(me_) \

         while ((me_)->eQueue.frontEvt == (QEvent *)0) \

             pthread_cond_wait(&(me_)->osObject, &QF_pThreadMutex_)

(19) #define QACTIVE_EQUEUE_SIGNAL_(me_) \

         pthread_cond_signal(&(me_)->osObject)

(20) #define QACTIVE_EQUEUE_ONEMPTY_(me_) ((void)0)

                                              /* native QF event pool operations */

(21) #define QF_EPOOL_TYPE_              QMPool

(22) #define QF_EPOOL_INIT_(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

         QMPool_init(&(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23) #define QF_EPOOL_EVENT_SIZE_(p_)    ((p_).blockSize)

(24) #define QF_EPOOL_GET_(p_, e_)       ((e_) = (QEvent *)QMPool_get(&(p_)))

(25) #define QF_EPOOL_PUT_(p_, e_)       (QMPool_put(&(p_), e_))

(26) extern pthread_mutex_t QF_pThreadMutex_;   /* mutex for QF critical section */

(1) 这个 Linux 移植采用 QF 原生 QEQueue 作为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

(2) Pthread条件变量被用来阻塞 QF 原生事件队列。请注意每个活动对象有它自己的私有条件变

量。

(3) 每个活动对象也含有一个它自己 Pthread的函数。

(4) Linux 移植被配置成使用活动对象的最大可允许数量。

(5-9) Linux 需要一个 32位 CPU，因此我把所有内部 QF 对象的尺寸配置成 4字节。

(10) QF_INT_KEY_TYPE 宏没有被定义。这意味着在 QF 临界区内中断状态不会被保存。

(11) QF 临界区使用一个单一全局 Pthread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 实现。这个互斥体在进入某

个临界区时被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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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局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在退出某个临界区时被解锁。

注： 全局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被配置成一个普通的“快”Pthread互斥体，它不能处理嵌套上

锁。因此， QF 到 Linux 的移植不支持临界区的嵌套。这个 QF 移植被设计成在内部不会嵌

套临界区，但是你应该小心，不要在应用程序层从临界区调用 QF 的服务。

(13) 系统头文件 <pthread.h>包含了 Pthread API 。

(14) 这个 QF 移植使用 QEP事件处理器。

(15) 这个 QF 移植使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 QEQueue 。

(16) 这个 QF 移植使用原生 QF 内存池 QMPool 。

(17) 必须总是包含平台无关的 qf.h 头文件。

后面的 3 个宏 QACTIVE_EQUEUE_WAIT_() ， QACTIVE_EQUEUE_SIGNAL_() ，和

QACTIVE_EQUEUE_ONEMPTY_() 把原生 QF 事件队列定制成使用 Pthread条件变量，用来阻塞和

给活动对象的线程发信号（参见第七章 7.8.3节关于在何种上下文下 QF 调用这些宏的细节）。

(18) 只要队列为空，私有条件变量 osObject 阻塞正在调用的线程。请注意，是从临界区调用宏

ACTIVE_EQUEUE_WAIT_() ，也就是说，全局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被上锁了。

pthread_cond_wati() 函数的行为需要解释。这里是POSIX-线程标准里的描叙：

“函数 pthread_cond_wait()原子式释放相关的互斥体，并造成这个调用线程阻塞在这个条件变

量上。原子式在这里意味着“被另一个到这个互斥体然后是条件变量的线程原子式存取”。也

就是说，如果另一个线程能够在被阻塞的线程已经释放这个互斥体后，获得这个互斥体，那么

在这个线程里随后对 pthread_cond_signal() 或 pthread_cond_broadcast()的调用，就像它们在准

备阻塞的线程被阻塞后发出来的一样。”

底线就是，仅当 pthread_cond_wait()阻塞时，全局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维持解锁状态。

当函数被解除阻塞时，互斥体被再次上锁。这意味着宏 ACTIVE_EQUEUE_WATI_() 在临界区内返回，

这正是在 QActive_get_()的干预代码所期望的。

围绕 pthread_cond_wait() 调用的 while 循环是必需的，因为有以下 POSIX线程文档的注释：

“因为从 pthread_cond_wait()的返回不意味着任何有关函数值的任何事情，函数值应该在返回

后被重新评估。”

(19) 当某个事件被插入一个空事件队列时（因此这个队列为非空），宏

QACTIVE_EQUEUE_SIGNAL_() 被调用，。请注意这个宏被从临界区调用。

(20) 当这个队列变成空时，宏 QACTIVE_equeue_ONEMPTY_() 被调用，在这个移植里这个宏被

定义为空。

(21-25) 这个 Linux 移植使用 QMPool 作为 QF 事件池。平台抽象层 PAL宏被设置成存取

QMPool 操作（见第七章 7.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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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全局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被声明为一个外部变量。

8.4.3     qf_  port.c      源代码

展示在清单 8.19 的 qf_port.c 源文件提供了在 QF 和 POSIX API 之间的“胶合代码”。我在这里做的

总的假设是， QF 将被用于某个实时应用程序（也许是“软实时”）。这意味着，我将尽量使用在标准

POSIX API 里可以用到的实时特征。因为这些特征的某些项目需要“超级用户”权限，应用程序的实际

实时行为将取决于启动它运行的特权级。当在某个通用用途的 OS 上使用实时应用程序时，运行的实际

效果是变化的。

代码列表 77  Linux 的 qf_port.h 头文件

     #include "qf_pkg.h"

     #include "qassert.h"

     #include <sys/mman.h>                                     /* for mlockall() */

     #include <sys/select.h>                                     /* for select() */

     Q_DEFINE_THIS_MODULE(qf_port)

     /* Global objects ----------------------------------------------------------*/

 (1) pthread_mutex_t QF_pThreadMutex_ = PTHREAD_MUTEX_INITIALIZER;

     /* Local objects -----------------------------------------------------------*/

     static uint8_t l_running;

     /*..........................................................................*/

     void QF_init(void) {

                               /* lock memory so we're never swapped out to disk */

 (2)     /*mlockall(MCL_CURRENT | MCL_FUTURE);          uncomment when supported */

     }

     /*..........................................................................*/

 (3) void QF_run(void) {

         struct sched_param sparam;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0 };                 /* timeout for select() */

 (4)     QF_onStartup();                              /* invoke startup callback */

                /* try to maximize the priority of the ticker thread, see NOTE01 */

 (5)     sparam.sched_priority = sched_get_priority_max(SCHED_FIFO);

 (6)     if (pthread_setschedparam(pthread_self(), SCHED_FIFO, &sparam) == 0) {

                          /* success, this application has sufficient privileg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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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 setting priority failed, probably due to insufficient privieges */

         }

         l_running = (uint8_t)1;

 (7)     while (l_running) {

 (8)         QF_tick();                                 /* process the time tick */

 (9)         timeout.tv_usec = 8000;

(10)         select(0, 0, 0, 0, &timeout);   /* sleep for the full tick , NOTE05 */

         }

(11)     QF_onCleanup();                              /* invoke cleanup callback */

(12)     pthread_mutex_destroy(&QF_pThreadMutex_);

(13) }

     /*..........................................................................*/

     void QF_stop(void) {

(14)     l_running = (uint8_t)0;                    /* stop the loop in QF_run() */

     }

     /*..........................................................................*/

(15) static void *thread_routine(void *arg) {    /* the expected POSIX signature */

(16)     ((QActive *)arg)->running = (uint8_t)1; /* allow the thread loop to run */

(17)     while (((QActive *)arg)->running) {   /* QActive_stop() stopps the loop */

(18)         QEvent const *e = QActive_get_((QActive *)arg);/*wait for the event */

(19)         QF_ACTIVE_DISPATCH_(&((QActive *)arg)->super, e);/* dispatch to  SM */

(20)         QF_gc(e);    /* check if the event is garbage, and collect it if so */

         }

(21)     QF_remove_((QActive *)arg);/* remove this object from any subscriptions */

         return (void *)0;                                     /* return success */

(22) }

     /*..........................................................................*/

     void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uint8_t prio,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void *stkSto, uint32_t stkSize,

                       QEvent const *ie)

     {

         pthread_attr_t attr;

         struct sched_param param;

(23)     Q_REQUIRE(stkSto == (void *)0);  /* p-threads allocate stack internally */

(24)     QEQueue_init(&me->eQueue, qSto, (QEQueueCtr)qLen);

(25)     pthread_cond_init(&me->osObjec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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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e->prio = prio;

(27)     QF_add_(me);                     /* make QF aware of this active object */

(28)     QF_ACTIVE_INIT_(&me->super, ie);      /* execute the initial transition */

         /* SCHED_FIFO corresponds to real-time preemptive priority-based scheduler

         * NOTE: This scheduling policy requires the superuser privileges

         */

(29)     pthread_attr_init(&attr);

(30)     pthread_attr_setschedpolicy(&attr, SCHED_FIFO);

                                                                   /* see NOTE04 */

(31)     param.sched_priority = prio

                                + (sched_get_priority_max(SCHED_FIFO)

                                   - QF_MAX_ACTIVE - 3);

(32)     pthread_attr_setschedparam(&attr, &param);

(33)     pthread_attr_setdetachstate(&attr, PTHREAD_CREATE_DETACHED);

(34)     if (pthread_create(&me->thread, &attr, &thread_routine, me) != 0) {

                    /* Creating the p-thread with the SCHED_FIFO policy failed.

                    * Most probably this application has no superuser privileges,

                    * so we just fall back to the default SCHED_OTHER policy

                    * and priority 0.

                    */

(35)         pthread_attr_setschedpolicy(&attr, SCHED_OTHER);

(36)         param.sched_priority = 0;

(37)         pthread_attr_setschedparam(&attr, &param);

(38)         Q_ALLEGE(pthread_create(&me->thread, &attr, &thread_routine, me)== 0);

         }

(39)     pthread_attr_destroy(&attr);

     }

     /*..........................................................................*/

     void QActive_stop(QActive *me) {

(40)     me->running = (uint8_t)0;       /* stop the event loop in QActive_run() */

(41)     pthread_cond_destroy(&me->osObject);  /* cleanup the condition variable */

     }

(1) 定义用于 QF 临界区的全局 Pthread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 变量。

(2) 在 POSIX 系统上，你可能想调用 mlockall()函数在物理内存上给被某个过程的地址空间映射

的所有页上锁。这防止了在过程内存和硬盘之间不确定的交换。标准的桌面 Linux 不支持

mlockall()，因此它被注释掉了。

(3) 从 main() 调用 QF_run() 函数，让框架执行应用程序。在这个 QF 移植里， QF_run() 函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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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节拍器线程”使用，周期性的调用 QF_tick() 函数。

(4) 调用回调函数 QF_onStartup()，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去执行启动过程。

(5-6) 这 2 行代码尝试把当前线程（“节拍器线程”）设置成 SCHED_FIFO 调度策略和在这个策

略里的最高优先级。

在 Linux 里最接近实时的调度器策略是 SCHED_FIFO 策略，它仅能用于“超级用户”权限。

QF_run()尝试设置这个策略和最大化它的优先级，因此这个系统时钟节拍会以最及时的方式发生。然而，

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权限不够，设定 SCHED_FIFO 策略可能会失败。

(7) “节拍器”线程一直循环，只要 l_running 标识被设置。

(8) “节拍器”线程在任何临界区外部调用 QF_tick() 。

(9-10) “节拍器”线程在时间片的其余部分被放入睡眠模式。

我使用 select()系统调用作为一个还算可以的移植方法来休眠，因为它看来好像给出了最短的仅一

个时钟节拍的休眠时间。传送给 select()的超时值被向上取整到最接近的节拍（在桌面 Linux 是这个值

是10毫秒）。超时值不能太短，因为系统可能会为非常短的超时选择忙等待。一个明显的替代— POSIX

的 nanosleep系统调用—看来不能用于低于 2 个时钟节拍的阻塞（ 20毫秒）。

根据 man 的信息，在 Linux 上的函数 select()修改超时变量去反应没有休眠的时间值。绝大多

数其他的实现不会做这个。我使用一个可移植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怪异的特征，就是，我总是在每个

select()调用前（见第 (9) 行），设置这个结构的微秒部分。

(11) 当退出循环时，回调函数 QF_onCleanup() 被调用，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去执行清理工作。

(12) 全局 Pthread互斥体 QF_pThreadMutex_在退出前被清理。

(13) QF_run() 函数退出，这导致 main() 函数的退出。系统终结这个过程，并关闭所有从 main()

里生成（ spawn ）的 Pthread。

(14) 当应用程序调用 QF_stop()，刚才描叙的退出序列被触发，并停止了在 QF_run() 内部的循环。

后面的静态函数 thread_routine()所以活动对象的线程函数。

(15) 在这个 POSIX移植里，所有活动对象线程执行相同的函数 thread_routine()，它有在第六章图

6.12(a) 里展示的结构。这个函数有 POSIX API 函数 pthread_create() 所需要的声明。参数

arg 被设置成在这个线程所拥有的活动对象。

(16) 线程代码设置 QActive.running 标识，让本地事件循环工作。

(17) 只要 QActive.running 标识被设置，这个事件循环就持续。

(18-20) 这些是活动对象线程的 3 个步骤（见第七章清单 7.8 ）。

(21) 在事件循环终止后，活动对象被从框架移除。

(22) 从线程代码的返回清理了 POSIX-线程。

(23) pthread_create() 函数为线程内部分配堆栈空间。这个断言确保堆栈存储没有被提供，因为这

是浪费。

(24) 初始化活动对象的原生 QF 事件队列。

(25) 初始化 Pthread条件变量。

(26) 设定活动对象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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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使用 QF 框架注册活动对象。

(28) 初始化活动对象的状态机。

(29-33) 初始化用于活动对象线程的属性结构。在第一次尝试时，线程使用 SCHED_FIFO 策略。

根据 pthread_attr_setschedpolicy()的 man ，在 Linux 的 pThread 实现里唯一被支持的值是

PTHREAD_SCOPE_SYSTEM ，意味着这个线程和所有运行在这个机器上的过程竞争CPU时间。特别的，

线程优先级被解释成和其他在机器上的过程的相对优先级。这很好，因为看来好像如果我们把优先级设

置成足够高，其他的过程（或其中运行的线程）不能得到 CPU的控制权。然而， QF 把优先级的数量

限制在 QF_MAX_ACTIVE 。假设某个 QF 应用程序将是实时的，这个移植会保留 3 个最高的 Linux

优先级用于系统线程（比如，节拍器， I/O ），其余的高优先级用于活动对象。

(34) 活动对象 Pthread被创建。如果这个线程创建失败了，最可能的原因是权限不够，不能使用实

时策略 SCHED_FIFO 。

(35-37) 线程属性被修改，使用默认的调度策略 SCHED_OTHER 和优先级 0 。

(38) Pthread创建被再次尝试。这次它必须成功，否则应用程序不能继续。

(39) Pthread属性结构被清理。

(40) 为了停止某个活动对象， QActive_stop()函数清除 QActive.running 标识。这会停止在 (17)

行的活动对象事件循环，并造成线程代码退出。

(41) 条件变量被清理。

8.5        小结

系统层软件的移植性，比如 QF 实时框架，对它的可用性是关键性的，特别在实时嵌入式系统领域

（ RTES ）。 QF 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高度可移植的，可以适应不同的 CPU架构，操作系统和编译

器。毫无疑问，让移植变得容易，这是在框架的设计，实现和测试中，最困难的，乏味的和消耗大量时

间的方面。

QF 包含了一个被清晰定义的平台抽象层 PAL，它封装了全部平台相关的代码，清楚的把它从

平台无关的代码分离。 QF 的 PAL必须比在其他 RTOS 里找到的硬件抽象层 HAL更加灵活。一方

面， PAL必须允许容易的把 QF 框架移植到“裸机” CPU和编译器上去。这类移植被用于独立的

QF 配置，比如合作式 vanilla 内核，和我将在第十章描叙的 QK 可抢占式内核。另一方面， QF 的

PAL必须也允许在 QF 和任何 RTOS/OS之间的集成，这出现在由外部 RTOS/OS提供的 API 层。

PAL的合适结构和完备性仅在框架被一直到广泛的不同的实际目标后，包括各种特别的CPU和非

标准编译器，才显现出来。到目前为止，独立 QF 配置已经被移植到超过 10个不同的 CPU架构上，

从 8位（如 8051， PIC ，AVR， 68HC(S)08 ， Cypress M8C/PSoc ），到 16位（如

MSP430 ， M16C ， x86 实模式），到 32位架构（如传统的 ARM ， ARM Cortex-M3 ， Altera 

Nois II ， x86 ）。 QF 已经被移植到 6 个主要的操作系统和 RTOS ，包括

Liunx （ POSIX ）， Windows （ Win32 ）和 VxWorks 。关于可用 QF 的移植，请浏览

www.quantum-leaps.com 网站，新的 QF 移植会逐步增加。

在下载了某个 QF 的移植，或你自己开发了某个移植后，你需要测试这个移植，去验证它可以

在你的特定目标系统上和你的特定操作系统和编译器一起工作。在这时，你需要一个测试应用程序，足

够简单因此你可以完全基本使用它测试 QF 框架，同时也不是非常琐碎，因此它将在运行时展示 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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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绝大多数方面。在下一章，我将描叙一个简单的测试应用程序，我用它来测试所有的 QF 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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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开发      QP      应用程序

例子不是影响他人的主要素材，它是唯一的素材。

--Albert Schweitzer

在前 2 章，我解释了 QF 实时框架的内部工作和把 QF 移植到不同的 CPU，操作系统和编译器的

相关问题。然而，我想让你认识到， QF 框架自身的内部实现方式，和你在框架上面开发的应用程序的

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一个实时框架，和任何系统层如今一样，必须内在的采用一些低层机制，比如临界区和底层

RTOS 不同的阻塞 API ，如果你使用某个 RTOS 的话。这些机制总是难以正确使用，程序员常常低

估了使用它们的风险和开销。

但是好消息是，传统的并发式编程方法被包含在框架内部。一旦框架被创建和彻底的测试，它给

你一个更快，更暗渠和更可靠的方法去开发并发性事件驱动软件。一个 QF 应用程序不再需要直接操作

临界区，旗语或其他机制。你可以高效安全的对活动对象编程，而不用知道什么是旗语。还有，你的应

用程序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获得多任务的所有好处，比如理想的可确定的响应性和良好的 CPU使用率。

我在本章的目标是解释如何开发一个 QP 应用程序，它同时使用 QF 实时框架和 QEP事件处

理器。开始我介绍一些用于开发健壮的可维护的 QP 应用程序的一般性规则和启发性的提示。然后，

我描叙测试应用程序，我一直使用它来验证所有的 QP 移植。我带你走过设计和实现这个应用程序所

有必需的步骤。当你走完这些步骤，你将会回顾在第一章的“飞行和射击”游戏，它是一个比我在这章

使用的例子更加先进的程序。在本章后面的部分，我解释如何把测试程序改编到在第八章所讨论的 3 个

QF 移植上。最后我讨论调整事件队列和事件池大小的准则。

9.1        开发      QP      应用程序的准则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允许使用 C/C++创建高效的可移植的事件驱动型应用程序。然而，有可能不正确

的使用 QP ，从而基本上丧失它的优越性。这一节概况了使用 QP 实现活动对象计算模型的主要的规

则和启示。

9.1.1 规则

当开发基于活动对象的应用程序时，你应该试着遵循一下 2 条规则：

 活动对象应该仅通过某个异步事件交换来相互作用，不应该共享内存或其他资源。

 活动对象不应该阻塞或者在RTC处理的中间忙等待事件。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323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我强烈推荐你严肃对待这些规则并严格的遵循它们。作为回报， QF 实时框架能够保证你的应用

程序不会有可抢占式多任务的传统性危险，比如竞争条件，死锁，优先级倒置，饥饿和不可确定性。另

外，你将能够编程，而不需要使用笨拙的机制包括旗语，互斥体，条件变量，邮箱和消息队列，来同步

活动对象。

因此，在这些约束里，你可以开发快速反应的多任务应用程序而不需要对并发性有传统性担心。

特别的，你将不再需要在应用程序层使用互斥体，旗语，监视器或其他笨拙的机制。因此，你的 QP 应

用程序能够是完全确定的，能够高效的处理硬实时需求。

使用活动对象的规则施加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编程纪律。在开发你的 QP 应用程序时，你将必定

会被诱惑去绕过这些规则。偶然的，在不同活动对象间共享一个变量，或者几个互相阻塞的活动对象线

程好像是最容易的方法。然而，你应该抵抗这些秘方。第一，你要说服你自己，这些规则有一个很好的

理由（见第六章和第七章）。第二，你必须确信，不用打破这些规则，你也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

案。

我不停的发现，遵循这些规则最终导致一个更好的设计，并且最后的回报总是增加最终软件产品

的灵活性和健壮性。事实上，我提议你 把每个要让你打破规则的诱惑当作一个机会，去发现在你的应用

程序中一些重要的东西。也许不用共享某个变量，你将发现一个新的信号或一个重要的事件参数可以携

带某些重要的信息。

其他艺术和技术领域的许多例子说明了纪律对艺术也是有益的。事实上，一个艺术家的格言是：

“形式就是解放”（ Form is liberating ）。如 Fred Brooks[Brooks 95]雄辩的格言：“巴赫的创造性产出

几乎不能看到被每周写出一个固定格式的清唱剧的要求压制。”

我坚定的确信，架构（比如 QF 实时框架）的外部要求，只会增强而不是减弱创造性。

9.1.2 启发式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你可以发现用来构造基于活动对象的系统的几个基本准则。这里是概况：

事件驱动型编程需要一个从传统的顺序式编程的范型转变。在传统的方法里，你关注于共享的资

源和不同的阻塞机制，比如旗语，信号事件。事件驱动型编程的全部，就是编写非阻塞代码并很快的返

回事件循环。

你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在活动对象之间的松散耦合。你寻求问题的一个分区，避免资源共享，并需

要最少的通讯（从被交换的事件的数量和大小的方面来讲）。

避免资源共享的主要策略是把资源封装在某个活动对象中，它为系统的其他部分管理这个资源。

某个活动对象的响应性由它的状态机的最长 RTC步骤决定。为了符合硬实时的底线，你需要把

较长的处理分解成较短的步骤，或者把这些处理过程放到较低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内。

开发一个基于活动对象的应用程序的较好的出发点是画出顺序图作为最初的 use case 。这些图

帮助你发现信号和事件参数，他们然后将决定活动对象的结构。

只要你有了第一个顺序图，你将建立它的一个可执行模型。 QP 事件驱动式平台被特别设计成运

行构建和执行非常不完整（实际上是空的）原型。 QP 的高度可移植性允许你在和你最终目标不同的

平台（比如你的 PC ）上创建模型。

绝大多数时候，你可以仅关注活动对象的内部状态机并忽略它们的其他方面（比如执行的线程和

事件队列）。事实上，开发一个 QP 应用程序的过程主要就是 elabrating活动对象的状态机。通用

QEP层次式事件处理器（第四章）和基本的状态模式（第五章）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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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哲学家就餐问题

我一直使用来验证 QF 移植的测试应用程序是基于经典的哲学家就餐问题（ Dining Philosopers 

Problem ） DPP，它由 Edsger Dijkstra[Dijkstra 71] 在 1971年提出并解答。 DPP应用程序比第一章描

叙的“飞行和射击”游戏简单，可以仅用你目标板上的几个 LED来测试，而不像“飞行和射击”游戏那

样需要一个图形显示器。还有， DPP包含了 6 个并发的活动对象，通过发行 - 订阅机制和直接事件发

送机制交换事件。这个程序使用 5 个时间事件（定时器），以及动态事件和静态事件。

9.2.1 第一步：需求

第一，你总是需要理解你的应用程序被期望要完成什么。在一个简单应用程序的情况下，需求使用问题

规范来表达， DPP在后面使用这个方式。

5 个哲学家坐在一个圆桌边，桌子中间是一大盆意大利面（见图 9.1 ）。在每个哲学家之间是一

个餐叉。面条太滑了因此每个哲学家需要 2 个餐叉来吃面。哲学家的生活由轮流思考和就餐的周期组成。

当某个哲学家想就餐时，他尝试去获得餐叉。如果成功的获得 2 个餐叉，他会吃一会儿面条，然后放下

餐叉，继续思考。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有限集合内的几个任务（哲学家）在共享一个有限集合内的资源

（餐叉），在某个时刻，每个资源仅能被一个任务使用。（这个问题的东方版本把面条换成米饭，把餐

叉换成筷子，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哲学家需要 2 支筷子来就餐。）

图 65哲学家就餐问题

9.2.2 第二步：顺序图

设计任何事件驱动型系统的好的出发点是为从问题规范找出的主要的场景（主 use case ）画出顺序图

(sequence diagram) 。为了画出这样的图，你需要把你的问题分解成活动对象，主要目标是让活动对象之

间的耦合最小。你寻求一个问题的分区，避免资源的共享，从被交换事件的数量和尺寸方面讲，它们需

要最少的通讯。

DPP被特别构思，让哲学家为了餐叉竞争，在这个例子里它们是共享的资源。在活动对象系统里，

处理这类共享资源的一般性设计策略是，把它们封装在某个特定的活动对象内部，让这个活动对象为系

统的其他部分管理这个共享的资源（也就是说，不要直接共享资源，应用程序的其他部分共享某个特定

活动对象）。当你对 DPP应用这个策略，你将自然的找到某个特定的活动对象来管理这些餐叉。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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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对象命名为 Table 。

在图 9.2 的顺序图展示了在任何 2 个相邻哲学家和活动对象 Table 之间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交换。

图 66 DPP 应用程序的顺序图

(1) 每个 Philosoper活动对象开始是在 thinking 状态。在进入这个状态时， Philosopher 设置

一个一次性时间事件来终止思考。

(2) QF 框架发送时间事件（定时器）给 Philosoper[m] 。

(3) 在接收到 TIMEOUT 事件时， Philosoper[m] 转换到 hungry 状态，向活动对象 Table

发送 HUNGERY （ m）事件。这个事件的参数告诉 Table ，哪个 Philosoper饿了。

(4) 活动对象 Table 发现 Philosopher[m]的餐叉已经可用，它发行 EAT(m) 事件，授予它

开始就餐的许可。

(5) 就餐的许可触发了 Philosoper[m] 到 eating 的转换。同样，在进入到 eating 时，

Philosoper设置它的一次性时间事件去终止 eating 。

(6) Philosopher[n] 接收到 TIMEOUT 事件，表现得完全和 Philosoper[m] 一样，也就是说，

转换到 hungry 状态并发送 HUNGERY(n) 事件给活动对象 Table 。

(7) 这时候，活动对象 Table 发现 Philosopher[n] 的餐叉还不能使用，因此它不授予就餐的

许可。 Philosopher[n] 保持在 hungry 状态。

(8) QF 发送用来终止就餐的超时值到底 Philosopher[m]。在从 eating 退出时，

Philosoper[m] 发现事件 DONE(m)，通知应用程序它不再就餐。

(9) 活动对象 Table 计算空闲的餐叉，检查 Philosopher[m]的直接邻居是否饥饿。 Table

发送事件 EAT(n)给 Philosopher[n] 。

(10) 就餐的许可触发在 Philosoper[n]内到 eating 的转换。

9.2.3 第三步：信号，事件和活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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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图，比如图 9.2 ，帮你发现在活动对象之间交换的事件。在任何事件驱动型系统中，对信号和事件

参数的选择也许是最重要的设计决定。事件影响其他的主要应用程序构件：事件和活动对象的状态机。

在 QP 里，信号通常被枚举成常数，带有参数的事件是从 QEvent基础结构派生的结构。清单

8.1 展示了在 DPP应用程序里使用的信号和事件。 DOS版本的 DPP实例代码 ( 使用 C)，位于

<qp>\qpc\examples\80x86\tcpp101\l\dpp\ 目录，这里 <qp>代表你为伴随软件选择的安装目录。

注： 在这一节，我描叙 DPP应用程序的平台无关的代码。这个代码实际上在所有 DPP版本中都

是一样的，比如 Linux 版本， uC/OS-II 版本， Cortex-M3 版本，以及在第十章描叙的 QK

版本。

代码列表 78  在 DPP 应用程序中使用的信号和事件 （文件 dpp.h ）

     #ifndef dpp_h

     #define dpp_h

 (1) enum DPPSignals {

 (2)    EAT_SIG = Q_USER_SIG,     /* published by Table to let a philosopher eat */

        DONE_SIG,                   /* published by Philosopher when done eating */

        TERMINATE_SIG,          /* published by BSP to terminate the application */

 (3)    MAX_PUB_SIG,                                /* the last published signal */

 (4)    HUNGRY_SIG,          /* posted directly from hungry Philosopher to Table */

 (5)    MAX_SIG                                               /* the last signal */

     };

     typedef struct TableEvtTag {

 (6)     QEvent super;                                    /* derives from QEvent */

         uint8_t philoNum;                                 /* Philosopher number */

     } TableEvt;

     enum { N_PHILO = 5 };                             /* number of Philosophers */

 (7) void Philo_ctor(void);           /* ctor that instantiates all Philosophers */

 (8) void Table_ctor(void);

 (9) extern QActive * const AO_Philo[N_PHILO]; /* "opaque" pointers to Philo AOs */

(10) extern QActive * const AO_Table;           /* "opaque" pointer  to Table AO */

     #endif                                                             /* dpp_h */

(1) 对于比较小的应用程序，比如 DPP，我在一个枚举中定义所有的信号（而不是使用多个枚举，

或最差情况下，使用 #define的预处理宏）。一个枚举值自动的保证了信号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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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用户信号必须使用偏移值 Q_USER_SIG 开始，避免和保留的 QEP信号重叠。

(3) 我喜欢把全局发行的信号分组在枚举的顶部，我使用 MAX_PUB_SIG 枚举值来自动的跟踪

在系统里的最大的被发行信号。

(4) 我决定 Philosopher 将直接发送 HUNGRY事件给对象 Table ，而不是公开发行事件（也许一

个哲学家觉得饥饿很“尴尬”，因此它不想让其它哲学家知道）。这样，我可以演示直接事件

发送和发送 - 订阅机制共存在一个单一应用程序内。

(5) 我使用 MAX_SIG 枚举值来自动的跟踪在应用系统内部所使用的信号的全部数量。

(6) 每个带有参数的事件，比如 TableEvt ，是从 QEvent基础结构派生。

我喜欢把每个活动对象的代码和数据结构严格的封装在它自己的 C 文件里。例如，所有活动对象

Table 的代码和数据被封装在文件 table.c 里，外部接口是函数 Table_ctro() 和指针 AO_Table。

(7-8) 这些函数执行在系统里活动对象的较早的初始化工作。它们扮演静态“构造函数”的角色，在

C 里你需要明确的调用它们，通常在 main() 的开始处。

(9-10) 这些全局指针代表在应用程序内地活动对象，被用来给活动对象直接发送事件。因为指针可以

在编译时被初始化，我喜欢把它们声明为 const，因此他们可以被放在 ROM 里。活动对象

指针是“不透明的”，因为它们不能存取整个活动对象，只有从 QActive 结构继承的部分。

9.2.4 第四步：状态机

在应用程序层，你通常可以忽略活动对象的不同任务上下文或私有事件队列的方面，把它们主要看作状

态机。事实上，在开发 QP 应用程序时，你的主要工作就是 elaborating 你的活动对象的状态机。

图 67  活动对象 Philospher(a) 和活动对象 Table(b) 相应的状态机

图 9.3(a) 展示了和活动对象 Philosopher 联合的状态机，它清楚了展示了生命循环由状态

thinking ， hungry 和 eating 组成。这个状态机在进入 hungry 状态时产生 HUNGRY事件，在从

eating 状态退出时产生 DONE 事件，因为这精确的反应了这些事件的语义。另外的方案 - 从对应的

TIMEOUT 转换产生这些事件—将不能保证语义在未来修改状态机时的维护语义。这实际是状态机设计

的一般性准则。

准则： 偏向使用进入动作和退出动作，而不是转换动作。

图 9.3(b) 展示了和活动对象 Table 联合的状态机。这个状态机是微小的，因为 Table 通过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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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状态变量而不是它的状态机来跟踪餐叉和饥饿的哲学家。在图 9.3(b) 的状态图显然没有说明活动对象

Table 如何表现，因为缺少活动的规范。然而，我决定忽略这些动作，因为包含它们需要剪切和粘贴很

多 Table 代码到图里，这将另图变得零乱。在这种情况下，图并没有为代码增加更多价值。

图 68  哲学家和餐叉的编号（见清单 9.2 的宏 LEFT()和 RIGHT() ）

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我喜欢把每个活动对象严格的封装到一个源文件内（ C 文件）。清单 9.2

展示了在文件 table.c 里关于活动对象 Table 的声明（活动对象的结构）和完整的定义（状态处理函

数）。在清单后面的解释里，我集中封装活动对象和使用 QF 服务的技术。这里我不重复编码状态机的

方法，我已经在本书第一部分提供了这些方法（见第一章和第四章）。

代码列表 79 活动对象 Table （文件 table.c ）和 QF 服务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Q_DEFINE_THIS_FILE

     /* Active object class -----------------------------------------------------*/

 (1) typedef struct TableTag {

 (2)     QActive super;                                  /* derives from QActive */

 (3)     uint8_t fork[N_PHILO];                           /* states of the forks */

 (4)     uint8_t isHungry[N_PHILO];             /* remembers hungry philosophers */

     } Table;

     static QState Table_initial(Table *me, QEvent const *e);     /* pseudostate */

     static QState Table_serving(Table *me, QEvent const *e);   /* state handler */

 (5) #define RIGHT(n_) ((uint8_t)(((n_) + (N_PHILO - 1)) % N_PHILO))

 (6) #define LEFT(n_)  ((uint8_t)(((n_) + 1) % N_PHILO))

     enum ForkState { FREE, USED };

     /* Local objects -----------------------------------------------------------*/

 (7) static Table l_table;     /* the single instance of the Table active 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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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lobal-scope objects ----------------------------------------------------*/

 (8) QActive * const AO_Table = (QActive *)&l_table;      /* "opaque" AO pointer */

     /*..........................................................................*/

 (9) void Table_ctor(void) {

         uint8_t n;

         Table *me = &l_table;

(10)     QActive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Table_initial);

(11)     for (n = 0; n < N_PHILO; ++n) {

             me->fork[n] = FREE;

             me->isHungry[n] = 0;

         }

     }

     /*..........................................................................*/

     QState Table_initial(Table *me, QEvent const *e) {

         (void)e;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12)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me, DONE_SIG);

(13)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me, TERMINATE_SIG);

(14)     /* signal HUNGRY_SIG is posted directly */

         return Q_TRAN(&Table_serving);

     }

     /*..........................................................................*/

     QState Table_serving(Table *me, QEvent const *e) {

         uint8_t n, m;

         TableEvt *pe;

         switch (e->sig) {

             case HUNGRY_SIG: {

(15)             BSP_busyDelay();

                 n = ((TableEvt const *)e)->philoNum;

                           /* phil ID must be in range and he must be not hungry */

(16)             Q_ASSERT((n < N_PHILO) && (!me->isHungry[n]));

(17)             BSP_displyPhilStat(n, "hungry  ");

                 m = LEFT(n);

                 if ((me->fork[m] == FREE) && (me->fork[n] == FREE)) {

                     me->fork[m] = me->fork[n] = USED;

                     pe = Q_NEW(TableEvt, EAT_SIG);

                     pe->philoNum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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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F_publish((QEvent *)pe);

                     BSP_displyPhilStat(n, "eating  ");

                 }

                 else {

                     me->isHungry[n] = 1;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DONE_SIG: {

                 BSP_busyDelay();

                 n = ((TableEvt const *)e)->philoNum;

                           /* phil ID must be in range and he must be not hungry */

(18)             Q_ASSERT((n < N_PHILO) && (!me->isHungry[n]));

                 BSP_displyPhilStat(n, "thinking");

                 m = LEFT(n);

                                           /* both forks of Phil[n] must be used */

(19)             Q_ASSERT((me->fork[n] == USED) && (me->fork[m] == USED));

                 me->fork[m] = me->fork[n] = FREE;

                 m = RIGHT(n);                       /* check the right neighbor */

                 if (me->isHungry[m] && (me->fork[m] == FREE)) {

                     me->fork[n] = me->fork[m] = USED;

                     me->isHungry[m] = 0;

                     pe = Q_NEW(TableEvt, EAT_SIG);

                     pe->philoNum = m;

(20)                 QF_publish((QEvent *)pe);

                     BSP_displyPhilStat(m, "eating  ");

                 }

                 m = LEFT(n);                         /* check the left neighbor */

                 n = LEFT(m);                  /* left fork of the left neighbor */

                 if (me->isHungry[m] && (me->fork[n] == FREE)) {

                     me->fork[m] = me->fork[n] = USED;

                     me->isHungry[m] = 0;

                     pe = Q_NEW(TableEvt, EAT_SIG);

                     pe->philoNum = m;

(21)                 QF_publish((QEvent *)pe);

                     BSP_displyPhilStat(m, "eating  ");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ERMINATE_S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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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QF_stop();

                 return Q_HANDLED();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1) 为了实现真正的封装，我把活动对象结构的声明放在源文件里（ C 文件）。

(2) 在应用程序里的每个活动对象从 QActive 基础结构派生。

(3) 活动对象 Table 在数组 fork[] 跟踪餐叉。餐叉的编号如图 9.4 所示。

(4) 类似的，活动对象 Table 需要记住在餐叉不能立即得到的情况下，哪些哲学家饿了。 Table

使用数组 isHungry[] 来跟踪饥饿的哲学家。哲学家的编号如图 9.4 所示。

(5-6) 帮助宏 LEFT()和 RIGHT() 分别存取左边和右边的哲学家或餐叉，如图 9.4 所示。

(7) 我静态的分配活动对象 Table 。通过把这个对象定义为 static，我让它在这个 C 文件外部

无法被存取。

(8) 对外部，这个活动对象 Table 仅能通过“不透明”指针 AO_Table才能被了解。这个指针

被声明为 const（以及在 * 后面的 const），这意味着这个指针本身不能改变。这确保活动对象

指针不能偶然的改变，同时允许编译器把这个活动对象指针分配在 ROM 里。

(9) 函数 Table_ctor() 执行活动对象 Table 的实例化工作。它扮演静态“构造函数”的角色，在

C 里你需要明确的调用它，通常在 main() 的开始处。

注： 在 C++ 里，静态构造函数在 main() 之前被自动的调用。这意味着在 C++ 版本的 DPP（位于

<qp>\qpcpp\examples\80x86\dos\tcpp101\l\dpp\）里，你为 Table 类提供一个常规的构造函数，

并且不用明确的调用它。然而，你必须确定你的特定嵌入式目标的启动代码包含了这个 C++ 初

始化所需要的额外的步骤。

(10) 构造函数必须首先实例化 QActive 超类。

(11) 构造函数然后可以对活动对象的内部数据成员进行初始化。

(12-13) 活动对象在最顶初始转换时订阅所有它感兴趣的信号。

注： 我常常发现新的 QP 用户忘记订阅事件，然后应用程序在第一次运行时表现得好像“死”了。

(14) 请注意 Table 没有订阅 HUNGRY事件，因为这个事件被直接发送。

(15) 我在状态机里添加了一些对函数 BSP_busyDelay() 的调用，这是为了人工的延长 RTC的处理过

程。 BSP_busyDelay() 函数在一个计数循环里忙等待，你可以从命令行或者通过某个调试器来

调整这个循环的次数。这个技术让我增加了不同的抢占情况的可能性，从而帮我为不同的 QP

移植进行压力测试。

(16,18,19) Table 状态机彻底的使用断言去监视 DPP应用程序的正确执行。例如在 (19) 行，某个刚

结束就餐的哲学家的 2 个餐叉必须被使用。

(17) 到屏幕的输出是一个 BSP （ board support package ）操作。不同的 BSP 用不同的方式实现

这个操作，但是 Table 状态机的代码不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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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able 活动对象可能在一个单独的RTC步骤里发行 2 个事件。

(22) 在接收到 TERMINATE 事件时，活动对象 Table 调用 QF_stop()去停止 QF ，并返回到底

层操作系统。

活动对象 Philosopher 没有带来什么新的技术，因此我不在这里重复 philo.c 文件。我想提及的

关于 Philosopher 唯一有趣的方面是，所有 5 个活动对象 philosopher 是一个活动对象类的实例。

philosopher 状态机也使用一些断言，根据问题规范来监视应用程序的正确执行。

9.2.5 第五步：初始化并启动应用程序

绝大多数系统初始化和应用程序启动代码可以用一种平台无关的方式编写。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许多

QP 移植上为 DPP应用程序使用基本上同样的 main() 函数。

通常，你从 main() 启动你所有的活动对象。 QActive_start()函数的声明迫使你做几个关于每个

活动对象在启动时的重要决定。首先，你需要觉得活动对象的相对优先级。第二，你需要觉得你为每个

活动对象预先分配的事件队列的尺寸。队列的正确尺寸实际上和优先级有关，我在 9.4 节讨论这点。第

三，在一些 QF 移植里，你需要给每个活动对象一个单独的堆栈，这也需要被足够的预先分配。最后，

你需要决定用什么次序启动你所有的活动对象。

当你使用某个 OS 或 RTOS 时，启动活动对象的次序变得重要，因为被生成 (spawn)的线程立

即开始运行，可能会抢占你启动你应用程序的 main() 线程。这可能导致问题，例如，假设新创建的活

动对象企图直接发送某个事件给另一个还未被创建的活动对象。这类情况在 DPP里不会发生，但是如

果它对你来说是个问题，你可以尝试锁住调度器，直到所有的活动对象被启动。然后你可以在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中解锁调度器，它会在 QF 取得控制权后立即被调用。一些 RTOS （例如

uC/OS-II ）允许你延迟启动多任务，直到你启动活动对象后。另一个方法是从其他的活动对象里启动活

动对象，但是这个设计增加了耦合，作为启动平台的活动对象必须知道所有要启动对象的优先级，队列

尺寸和堆栈尺寸。

代码列表 80  初始化并启动 DP 应用程序 （文件 main.c ）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 Local-scope objects -----------------------------------------------------*/

 (1) static QEvent const *l_tableQueueSto[N_PHILO];

 (2) static QEvent const *l_philoQueueSto[N_PHILO][N_PHILO];

 (3) static QSubscrList   l_subscrSto[MAX_PUB_SIG];

 (4) static union SmallEvent {

 (5)     void *min_size;

         TableEvt te;

 (6)     /* other event types to go into this pool */

 (7) } l_smlPoolSto[2*N_PHILO];              /* storage for the small event p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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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8_t n;

 (8)     Philo_ctor();             /* instantiate all Philosopher active objects */

 (9)     Table_ctor();                    /* instantiate the Table active object */

(10)     BSP_init(argc, argv);           /* initialize the Board Support Package */

(11)     QF_init();     /* initialize the framework and the underlying RT kernel */

(12)     QF_psInit(l_subscrSto, Q_DIM(l_subscrSto));   /* init publish-subscribe */

                                                    /* initialize event pools... */

(13)     QF_poolInit(l_smlPoolSto, sizeof(l_smlPoolSto), sizeof(l_smlPoolSto[0]));

         for (n = 0; n < N_PHILO; ++n) {          /* start the active objects... */

(14)         QActive_start(AO_Philo[n], (uint8_t)(n + 1),

                           l_philoQueueSto[n], Q_DIM(l_philoQueueSto[n]),

                           (void *)0, 0,                     /* no private stack */

                           (QEvent *)0);

         }

(15)     QActive_start(AO_Table, (uint8_t)(N_PHILO + 1),

                       l_tableQueueSto, Q_DIM(l_tableQueueSto),

                       (void *)0, 0,                         /* no private stack */

                       (QEvent *)0);

(16)     QF_run();                                     /* run the QF application */

         return 0;

     }

(1-2) 所有事件队列的内存缓存被静态分配。

(3) 用于订阅者列表的内存空间也被静态分配。 MAX_PUB_SIG 枚举值很方便的用于这里。

(4) 联合 SmallEvent 包含了所有的事件，使用“小”事件池来服务它们。

(5) 联合包含了一个指针尺寸的成员，确保这个联合的尺寸最少有这么大。

(6) 你添加你想被这个事件池服务的所有事件。

(7) 用于“小”事件池的内存缓存被静态分配。

(8-9) main() 函数通过调用所有静态“构造函数”而启动（见清单 9.1(7-8)）。这一步在 C++ 里是

不需要的。

(10) 初始化目标板。

(11) 初始化 QF 和底层 OS/RTOS。

(12) 初始化发行 - 订阅机制。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不是用发行 - 订阅机制，你不需要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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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_psInit() 。

(13) 可以通过调用 QF_poolInit() 最多 3 次而初始化最多 3 个事件池。调用的次序必须和事件池

的块尺寸一样是递增的。如果你的应用程序没有使用动态事件，你不需调用 QF_poolInit() 。

(14-15) 通过“不透明”活动对象指针来启动所有活动对象（见清单 9.1(9-10) ）。在这个特定例子里，

活动对象被启动时没有私有的堆栈。然而，一些 RTOS 比如 uC/OS-II ，需要为所有的活动

对象预分配一个堆栈。

(16) 控制权被转让给 QF 去运行应用程序。 QF_run()也许从不返回。

9.2.6 第六步：优雅的结束应用程序

在嵌入式系统里，终止某个应用程序不是一个实际要考虑的事，因为嵌入式程序几乎从没有一个优雅地

终止的需要。一个典型的嵌入式系统的工作是从不结束的，绝大多数嵌入式软件永远运行，或者直到切

断电源为止。

注： 你还是需要仔细的设计和测试被某个 CPU例外或你的嵌入式系统的断言失败触发的失效安机

制。然而，这类情况代表了一个灾难性的结束，它后面也许是一个复位。这节的主题是优雅地

终止，它是正常的应用程序声明周期的一部分。

然而，在桌面程序，或当应用程序运行在某个通用用途操作系统比如 Linux ， Windows或DOS

上面时， QP 应用程序的结束变得重要。问题是为了优雅地终止，应用程序必须清理所有被应用程序在

它生命周期分配的资源。这类结束总是应用程序相关的，不能在框架层被一般性的编程。

DPP应用程序使用一下机制去结束。当用户决定终止应用程序时，全局 TERMINATE 事件被发

行。在 DPP，仅有 Table 活动对象订阅了这个事件（清单 9.2(13)），但是通常需要在退出前清理任何

东西的所有的活动对象必须订阅 TERMINATE 事件。最后一个订阅者，它通常是最低优先级的订阅者，

调用 QF_stop()函数（清单 9.2(22)）。如在第八章所描叙的，QF_stop()被在 QF 移植里实现。经常，

QF_stop()造成 QF_run() 函数的返回。刚好在把控制权转让给底层操作系统前， QF 调用

QF_onCleanup() 回调函数。这个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最后的机会去全面清理（例如， DOS版本的 DPP

恢复原来的 DOS中断向量）。

最后，你也可以停止单独的活动对象，让应用程序的其他部分继续执行。结束某个活动对象的线

程的最干净的方法是通过调用 QActive_stop(me)让它停止自己，这将引起从活动对象的线程代码的返回。

当然，为了自愿的“ commit a suicide” ，活动对象必须在运行，并且不能在等待某个事件。另外，在

消失前，活动对象应该释放在它的生命周期类获得的所有资源，并且，无论如何，必须确保再也没有事

件被直接发送给它。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不能被通用性的编程，并且总是需要在应用程序员的部分做一

些工作。

9.3        在不同的平台运行      DPP  

我一般使用相同的 DPP源代码来测试在不同的 CPU，操作系统和编译器的 QP 移植。唯一平台相

关的文件是板支持包 (BSP) 定义，有时候是 main() 函数。在这节，我描叙使用 vanilla 内核运行 DPP

应用程序需要做些什么（我讨论 2 个版本： DOS和 Cortex-M3 ），以及在 DOS上的 uC/OS-II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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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

9.3.1 在      DOS      上的      Vanilla      内核

DPP移植到使用 vanilla 内核的 80x86 的代码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dpp\。这

个目录包含了用来创建这个应用程序的 Turbo C++1.01项目文件。你可以通过双击在 dbg\ ， rel\ 或 spy\

子目录的可执行文件来执行这个应用程序。图 9.5 展示了 DPP可执行文件产生的输出。清单 9.4 展示

了用于这个版本 DPP的 BSP 。

图 69运行在 DOS控制台的 DPP 测试应用程序

代码列表 81  在 DOS上使用 vanilla 内核 的 DPP 应用程序的 BSP （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dos\tcpp101\l\dpp\bsp.c）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 . .

     /* Local-scope objects -----------------------------------------------------*/

     static void interrupt (*l_dosTmrISR)();

     static void interrupt (*l_dosKbdISR)();

     static uint32_t l_delay = 0UL; /* limit for the loop counter in busyDelay() */

     #define TMR_VECTOR      0x08

     #define KBD_VECTOR      0x09

     /*..........................................................................*/

 (1) void interrupt ISR_tmr(void) {

 (2)     QF_INT_UNLOCK(dummy);                              /* unlock interrupts */

 (3)     QF_tick();                /* call QF_tick() outside of critical section */

 (4)     QF_INT_LOCK(dummy);                            /* lock interrupts ag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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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utportb(0x20, 0x20);              /* write EOI to the master 8259A PIC */

     }

     /*..........................................................................*/

     void interrupt ISR_kbd(void) {

         uint8_t key;

         uint8_t kcr;

         QF_INT_UNLOCK(dummy);                              /* unlock interrupts */

         key = inport(0x60);        /*key scan code from the 8042 kbd controller */

         kcr = inport(0x61);                    /* get keyboard control register */

         outportb(0x61, (uint8_t)(kcr | 0x80));   /* toggle acknowledge bit high */

         outportb(0x61, kcr);                      /* toggle acknowledge bit low */

         if (key == (uint8_t)129) {                          /* ESC key pressed? */

             static QEvent term = {TERMINATE_SIG, 0};            /* static event */

             QF_publish(&term);                 /* publish to all interested AOs */

         }

         QF_INT_LOCK(dummy);                            /* lock interrupts again */

         outportb(0x20, 0x20);              /* write EOI to the master 8259A PIC */

     }

     /*..........................................................................*/

     void QF_onStartup(void) {

                                           /* save the origingal DOS vectors ... */

 (6)     l_dosTmrISR = getvect(TMR_VECTOR);

 (7)     l_dosKbdISR = getvect(KBD_VECTOR);

         QF_INT_LOCK(dummy);

 (8)     setvect(TMR_VECTOR, &ISR_tmr);

 (9)     setvect(KBD_VECTOR, &ISR_kbd);

         QF_INT_UNLOCK(dummy);

     }

     /*..........................................................................*/

     void QF_onCleanup(void) {           /* restore the original DOS vectors ... */

         QF_INT_LOCK(dummy);

(10)     setvect(TMR_VECTOR, l_dosTmrISR);

(11)     setvect(KBD_VECTOR, l_dosKbdISR);

         QF_INT_UNLOCK(dummy);

         _exit(0);                                                /* exit to DOS */

     }

     /*..........................................................................*/

     void QF_onIdle(void) {                     /* call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12)     QF_INT_UNLOCK(dummy);                       /* always unlock interrutp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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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id BSP_init(int argc, char *argv[]) {

         if (argc > 1) {

(13)         l_delay = atol(argv[1]);    /* set the delay counter for busy delay */

         }

         printf("Dining Philosopher Problem example"

                "\nQEP %s\nQF  %s\n"

                "Press ESC to quit...\n",

                QEP_getVersion(),

                QF_getVersion());

     }

     /*..........................................................................*/

     void BSP_busyDelay(void) {

         uint32_t volatile i = l_delay;

(14)     while (i-- > 0UL) {                                   /* busy-wait loop */

         }

     }

     /*..........................................................................*/

     void BSP_displyPhilStat(uint8_t n, char const *stat) {

(15)     printf("Philosopher %2d is %s\n", (int)n, stat);

     }

     /*..........................................................................*/

     void Q_onAssert(char const Q_ROM * const Q_ROM_VAR file, int line) {

         QF_INT_LOCK(dummy);                           /* cut-off all interrupts */

         fprintf(stderr, "Assertion failed in %s, line %d", file, line);

(16)     QF_stop();

     }

(1) Turbo C++ 1.01编译器提供了一个扩展关健词 interrupt ，它允许你使用 C/C++ 编写

ISR 。编译器支持的 ISR 对 vanilla 内核是足够了。

(2) 80x86 处理器在中断到底 ISR 前在硬件层锁住中断。不过中断可以马上被解锁，因为

8259A 可编程中断控制器在中断到底 CPU前对它们进行优先级排序。

(3) QF_tick()服务在临界区外被调用。你不能在某个临界区内调用任何 QF 服务，因为这个

vanilla移植使用简单的“无条件中断上锁和解锁”策略。

(4) 从中断退出前，解锁中断。

(5) 中断结束 end-of-interrupt(EOI)指令被发往主 8259A ，因此它结束这个中断级别的优先级。

(6-7) 在清理时，将会恢复原来被保存的 DOS中断向量。

(8-9) 设置这个移植使用的定制中断。这必须发生在临界区。

(10-11) 在清理时，原来的 DOS向量被恢复。

(12) 在 vanilla 内核， QF_idle()回调函数在中断上锁时被调用，并且必须总算解锁中断 ( 见第

八章 8.2.4节 ) 。

(13-14) 从命令行的第一个参数设置用于 BSP_busyDelay() 函数的循环计数器。你不要把这个参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338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数设的态度，因为你可能许多无法调度的任务而让 CPU超载。这个例子里， QF 在某个事件队列溢

出时会让断言失败。

(15) 哲学家状态的输出通过 printf() 语句实现（见图 9.5 ）。请注意，仅从活动对象 Table

的上下文产生输出。

(16) 当某个断言失败，应用程序被终止，并干净的退回到 DOS提示符。

9.3.2 在      Cortex-M3      上的      Vanilla      内核

DPP到使用 Cortex-M3 的 vanilla 内核上的移植代码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cortex-

m3\vanilla\iar\dpp\ 。这个目录包含 IAR EWARM v5.11项目文件，用来创建应用程序和把它下载到

EV-LM3S811 板。图 9.6 展示了这个板的在运行这个应用程序时的显示器清单 9.5 展示了用于这个

版本 DPP的 BSP 。

图 70  运行在 EV-LM3S811板（ Cortex-M3) 的 DPP 测试应用程序。每个 Philosopher 的状态被显示为 t （思

考）， e （就餐）和 h （饥饿）

代码列表 82  DPP 应用程序的 BSP ，用于 Vanilla 内核和裸机 Cortex-M3 （文件

<qp>\qpc\examples\cortex-m3\vanilla\iar\dpp-ev-lm3s811\bsp.c ）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1) #include "hw_ints.h"

     . . .                  /* other Luminary Micro driver library include files */

     /* Local-scope objects -----------------------------------------------------*/

     static uint32_t l_delay = 0UL; /* limit for the loop counter in busyDelay() */

     /*..........................................................................*/

 (2) void ISR_SysTick(void) {

         QF_tick();                             /* process all armed time events */

         /* add any application-specific clock-tick processing, as needed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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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BSP_init(int argc, char *argv[]) {

         (void)argc;                       /* unused: avoid the complier warning */

         (void)argv;                       /* unused: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at 20MHz from the PLL. */

 (3)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

 (4)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Configure the LED, push button, and UART GPIOs as required. */

 (5)     GPIODirModeSe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DIR_MODE_HW);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 PUSH_BUTTON, GPIO_DIR_MODE_IN);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 USER_LED, GPIO_DIR_MODE_OUT);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USER_LED, 0);

         /* Initialize the OSRAM OLED display. */

 (6)     OSRAMInit(1);

 (7)     OSRAMStringDraw("Dining Philos", 0, 0);

 (8)     OSRAMStringDraw("0 ,1 ,2 ,3 ,4", 0, 1);

     }

     /*..........................................................................*/

     void BSP_displyPhilStat(uint8_t n, char const *stat) {

         char str[2];

         str[0] = stat[0];

         str[1] = '\0';

 (9)     OSRAMStringDraw(str, (3*6*n + 6), 1);

     }

     /*..........................................................................*/

     void BSP_busyDelay(void) {

         uint32_t volatile i = l_delay;

         while (i-- > 0UL) {                                   /* busy-wait loop */

         }

     }

     /*..........................................................................*/

     void QF_onStartup(void) {

         /* Set up and enable the SysTick timer.  It will be used as a reference

         * for delay loops in the interrupt handlers.  The SysTick time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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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ll be set up for BSP_TICKS_PER_SEC.

         */

(10)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BSP_TICKS_PER_SEC);

(11)     SysTickEnable();

(12)     IntPrioritySet(FAULT_SYSTICK, 0xC0);     /* set the priority of SysTick */

(13)     SysTickIntEnable();                    /* Enable the SysTick interrupts */

(14)     QF_INT_UNLOCK(dummy);              /* set the interrupt flag in PRIMASK */

     }

     /*..........................................................................*/

     void QF_onCleanup(void) {

(15) }

     /*..........................................................................*/

     void QF_onIdle(void) {        /*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see NOTE01 */

         /* toggle the User LED on and then off, see NOTE02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USER_LED, USER_LED);       /* User LED on */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 USER_LED, 0);             /* User LED off */

(16) #ifdef NDEBUG

         /* Put the CPU and peripherals to the low-power mode.

         * you might need to customize the clock management for your application,

         * see the datasheet for your particular Cortex-M3 MCU.

         */

(17)     __asm("WFI");                                     /* Wait-For-Interrupt */

     #endif

(18)     QF_INT_UNLOCK(dummy);                   /* always unlock the interrupts */

     }

     /*..........................................................................*/

     void Q_onAssert(char const Q_ROM * const Q_ROM_VAR file, int line) {

         (void)fil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

         (void)lin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

         QF_INT_LOCK(dummy);       /* make sure that all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

(19)     for (;;) {   /* NOTE: replace the loop with reset for the final version */

         }

     }

     /*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Luminary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20)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Q_onAssert(pcFilename, ulLine);

     }

(1) Cortex-M3 的 BSP 使用 Luminary Micro 为 EV-LM3S811 板提供的驱动库。

(2) 如在第八章 8.2.3节所描叙的，在 Cortex-M3 里的 ISR 是常规的 C 函数。系统时钟节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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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ortex-M3 的 Systick中断实现，这个中断是特别为这个用途而设计的。请主要 Cortex-M3

进入 ISR 时，中断是解锁的，因此在调用 QF 服务，比如 QF_tick() 前，不需要解锁中断。

(3-5) 板的初始化过程包括使能在DPP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外围设备。

(6-8) 初始化图形 OLED 显示驱动，为 DPP应用程序准备屏幕。

(9) 哲学家状态的输出通过在屏幕上写一个字母来实现（见图 9.6 ）。请注意，仅在活动对象

Table 的上下文才产生输出。

(10) 在启动时，设置硬件系统时钟节拍的速率。

(11) 使能系统时钟节拍硬件。

(12) Cortex-M3 在硬件层对所有中断执行优先级排序，强烈推荐给在应用程序使用的每个中断明确

地设置优先级。 Cortex-M3 在一个自己的最高 3位MSB表示某个 ISR 的优先级， 0xE0是

最低， 0x00是最高的硬件优先级。优先级0xC0对应于系统里倒数第二低的优先级。

(13) 在硬件层，系统时钟节拍中断被使能。

(14) 使能系统时钟节拍。

(15) 运行在 EV-LM3S811 板上的 DPP应用程序是在“裸芯片”上操作的，不用返回操作系统。在

这个例子里，没有使用清理回调函数。

(16-18) 在 8.2.4节，我已经讨论了运行在 Cortex-M3 上的 vanilla 内核的空闲处理。

(19) 这个断言处理函数进入一个DPP应用程序里的无限循环。在你的应用程序的产品版本里，你需

要用失效安全的关闭来取代这个循环，后面可能跟着一个复位操作。

(20) 函数 __error__() 被用于 Luminary Micro 的驱动库。这个函数有和 Q_onAssert()一样的用途

和声明。

9.3.3 uC/OS-II

DPP到使用 80x86 的uC/OS-II RTOS上的移植代码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ucos2\tcpp101\l\dpp\。这个目录包含用来创建这个应用程序的 make.bat 批处理

文件。你可以通过双击位于 dbg\ ， rel\ 或 spy\ 子目录下的可执行文件来运行 DPP应用程序。

图 71  运行在 DOS控制台的 uC/OS-II v2.86 上的 DPP 测试应用程序

如清单 9.6 所示，在使用 uC/OS-II 时，你需要修改 main.c 源文件，为每个活动对象任务提供

私有堆栈。这是传统的可抢占型内核在 RAM 使用方面几个大的需求之一。如 Micro-C/OS-II[Labro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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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所叙，你也需要创建一个专用的 uC/OS-II 任务来启动中断。清单 9.7 展示了用来调用 QF 时钟

节拍处理的定制的 uC/OS-II 钩子（回调函数）。

代码列表 83  运行在 DOS的 uC/OS-II 上的 DPP 应用程序的 main() 函数（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ucso2\tcpp101\l\dpp\main.c ）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 Local-scope objects -----------------------------------------------------*/

     . . .

 (1) static OS_STK l_philoStk[N_PHILO][256];      /* stacks for the Philosophers */

 (2) static OS_STK l_tableStk[256];                       /* stack for the Table */

 (3) static OS_STK l_ucosTaskStk[256];                 /* stack for the ucosTask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

         for (n = 0; n < N_PHILO; ++n) {

             QActive_start(AO_Philo[n], (uint8_t)(n + 1),

                           l_philoQueueSto[n], Q_DIM(l_philoQueueSto[n]),

 (4)                       l_philoStk[n], sizeof(l_philoStk[n]), (QEvent *)0);

         }

         QActive_start(AO_Table, (uint8_t)(N_PHILO + 1),

                       l_tableQueueSto, Q_DIM(l_tableQueueSto),

 (5)                   l_tableStk, sizeof(l_tableStk), (QEvent *)0);

             /* create a uC/OS-II task to start interrupts and poll the keyboard */

         OSTaskCreate(&ucosTask,

                      (void *)0,                                        /* pdata */

 (6)                  &l_ucosTaskStk[Q_DIM(l_ucosTaskStk) - 1],

                      0);                       /* the highest uC/OS-II priority */

         QF_run();                                     /* run the QF application */

         return 0;

     }

(1-3) 你需要为你的应用程序中的所有 uC/OS-II 任务静态分配私有堆栈。这里，我把所有的堆栈设

置为 256 个 16-bit 堆栈条目（见 uC/OS-II 的移植文件 os_cpu.h 里 OS_STK 的定义）。不

过， uC/OS-II 允许每个堆栈有不同的尺寸。

(4-5) 通过 QActive_start()函数的 stkSto 和 stkSize参数，堆栈存储被传送给活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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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也建立了附加的“原始的” uC/OS-II 任务 ucosTask() ，他启动所有中断，同时查询键盘以

发现什么时候要终止应用程序。 ucosTask() 函数的内容在清单 9.7 节展示。

代码列表 84 运行在 DOS的 uC/OS-II 上的 DPP 应用程序的 BSP （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ucso2\tcpp101\l\dpp\bsp.c ）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include "video.h"

     /*..........................................................................*/

 (1) void ucosTask(void *pdata) {

         (void)pdata;       /* avoid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2)     QF_onStartup();    /* start interrupts including the clock tick, NOTE01 */

         for (;;) {

 (3)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                 /* sleep for 1/10 s */

             if (kbhit()) {                           /* poll for a new keypress */

                 uint8_t key = (uint8_t)getch();

                 if (key == 0x1B) {                      /* is this the ESC key? */

 (4)                 QF_publish(Q_NEW(QEvent, TERMINATE_SIG));

                 }

                 else {                                     /* other key pressed */

                     Video_printNumAt(30, 13 + N_PHILO, VIDEO_FGND_YELLOW, key);

                 }

             }

         }

     }

     /*..........................................................................*/

     void OSTimeTickHook(void) {

 (5)     QF_tick();

         /* add any application-specific clock-tick processing, as needed */

     }

     /*..........................................................................*/

     void OSTaskIdleHook(void) {

 (6)     /* put the MCU to sleep, if desired */

     }

     . . .

(1) BSP包含一个“原始的” uC/OS-II 任务，它的主要责任是启动中断，仅在 uC/OS-II 里

从 QF_run() 内调用了 OSStart() 函数后，它才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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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启动中断，它和清单9.4(6-9)完全一样。

(3) 和任何常规任务一样， ucosTask() 必须调用一些阻塞 RTOS 函数。这里，任务阻塞

在定时延迟上。

(4) 每次当任务醒过来，它查询键盘，检查是否用户按下了ESC键。如果是这样， uC/OS-II

任务发行静态 TERMINATE 事件。这个调用提供了一个如何从外部第三方代码中产生 QP 事件的例子。

(5) 从 uC/OS-II 钩子里调用 QF_tick() 。请注意这个特定的 uC/OS-II 移植使用了“保存和

恢复中断状态”策略（ uC/OS-II 临界区类型 3 ）。这意味着调用 QF 服务是安全的，即使这样，

uC/OS-II 也在中断上锁时调用 OSTimeTickHook() 。

(6) 在一个可抢占型内核下，比如 uC/OS-II ，到低功耗睡眠模式的转换不需要原子式的发生

（在非可抢占型 vanilla 内核必须是原子式发生）。请参考第八章 8.3.6节关于可抢占内核下的空闲处理

的讨论。

9.3.4     Linux  

DPP到 Linux 的移植代码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linux\gnu\dpp\ 。目录包含了用来创建这个

应用程序的 Makefile 。你可以从如图 9.8 所示的控制台执行这个应用程序。这个程序的实时性取决于

特权级别。如果你使用 superuser特权启动这个应用程序， QF 的移植将使用 SCHED_FIFO 实时调

度器，并把活动对象线程的优先级设为最高（见第八章 8.4 节）。否则，应用程序将在默认的

SCHED_OTHER 调度器下工作，而且对活动对象或“节拍器”任务的优先级没有明确的说明。

图 72  运行在 Linux （ Radhat 9 ）上的 DPP 测试程序

代码列表 85  用于 Linux 的 DPP 应用程序的 BSP （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linux\qnu\dpp\bsp.c ）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include <sys/select.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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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_DEFINE_THIS_FILE

     /* Local objects -----------------------------------------------------------*/

 (1) static struct termios l_tsav;   /* structure with saved terminal attributes */

     static uint32_t l_delay;       /* limit for the loop counter in busyDelay() */

     /*..........................................................................*/

 (2) static void *idleThread(void *me) {      /* the expected P-Thread signature */

         for (;;) {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 0 };             /* timeout for select() */

             fd_set con;                      /* FD set representing the console */

             FD_ZERO(&con);

             FD_SET(0, &con);

             timeout.tv_usec = 8000;

             /* sleep for the full tick or until a console input arrives */

 (3)         if (0 != select(1, &con, 0, 0, &timeout)) {  /* any descriptor set? */

                 char ch;

                 read(0, &ch, 1);

                 if (ch == '\33') {                              /* ESC pressed? */

 (4)                 QF_publish(Q_NEW(QEvent, TERMINATE_SIG));

                 }

             }

         }

         return (void *)0;                                     /* return success */

     }

     /*..........................................................................*/

     void BSP_init(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Dining Philosopher Problem example"

                "\nQEP %s\nQF  %s\n"

                "Press ESC to quit...\n",

                QEP_getVersion(),

                QF_getVersion());

         if (argc > 1) {

             l_delay = atol(argv[1]);         /* set the delay from the argument */

         }

     }

     /*..........................................................................*/

     void QF_onStartup(void) {                               /* startup callback */

         struct termios tio;                     /* modified terminal attributes */

         pthread_attr_t a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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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sched_param param;

         pthread_t idle;

 (5)     tcgetattr(0, &l_tsav);          /* save the current terminal attributes */

         tcgetattr(0, &tio);           /* obtain the current terminal attributes */

 (6)     tio.c_lflag &= ~(ICANON | ECHO);   /* disable the canonical mode & echo */

         tcsetattr(0, TCSANOW, &tio);                  /* set the new attributes */

         /* SCHED_FIFO corresponds to real-time preemptive priority-based scheduler

         * NOTE: This scheduling policy requires the superuser priviledges

         */

         pthread_attr_init(&attr);

         pthread_attr_setschedpolicy(&attr, SCHED_FIFO);

         param.sched_priority = sched_get_priority_min(SCHED_FIFO);

         pthread_attr_setschedparam(&attr, &param);

         pthread_attr_setdetachstate(&attr, PTHREAD_CREATE_DETACHED);

 (7)     if (pthread_create(&idle, &attr, &idleThread, 0) != 0) {

                    /* Creating the p-thread with the SCHED_FIFO policy failed.

                    * Most probably this application has no superuser privileges,

                    * so we just fall back to the default SCHED_OTHER policy

                    * and priority 0.

                    */

             pthread_attr_setschedpolicy(&attr, SCHED_OTHER);

             param.sched_priority = 0;

             pthread_attr_setschedparam(&attr, &param);

 (8)         Q_ALLEGE(pthread_create(&idle, &attr, &idleThread, 0) == 0);

         }

         pthread_attr_destroy(&attr);

     }

     /*..........................................................................*/

     void QF_onCleanup(void) {                               /* cleanup callback */

         printf("\nBye! Bye!\n");

 (9)     tcsetattr(0, TCSANOW, &l_tsav);/* restore the saved terminal attributes */

         QS_EXIT();                                    /* perform the QS cleanup */

     }

     /*..........................................................................*/

     void BSP_displyPhilStat(uint8_t n, char const *stat) {

(10)     printf("Philosopher %2d is %s\n", (int)n, sta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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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BSP_busyDelay(void) {

         uint32_t volatile i = l_delay;

         while (i-- > 0UL) {

         }

     }

     /*..........................................................................*/

     void Q_onAssert(char const Q_ROM * const Q_ROM_VAR file, int line) {

         fprintf(stderr, "Assertion failed in %s, line %d", file, line);

(11)     QF_stop();

     }

(1) Linux 控制台的标准配置不允许异步接受用户击键。终端的模式可以被改变，但是需要在退出

时恢复原状。 BSP 使用本地变量 l_tsav 来保存终端设置。

(2) BSP包含一个“原始的” POSIX-线程 idleThread() ，它的主要责任是查询控制台的异步输入，

当用户按下 ESC键时终止应用程序。

(3) idleThread() 使用 POSIX 函数 select()作为主要的阻塞机制。

(4) 当 idleThread() 探测到 ESC击键时，它生成并发行 TERMINATE 事件。

(5) 在启动时，终端的属性被保存在静态变量 t_sav里。

(6) 为了允许异步接受击键，终端的经典模式被关闭。

(7) 首先使用实时 SCHED_FIFO 调度策略和最低的可能优先级来创建空闲线程。使用

SCHED_FIFO 策略需要 superuser特权，如果应用程序在启动时没有这个特权，创建会失败。

(8) 如果在 SCHED_FIFO 下创建线程失败了，就在默认的 SCHED_OTHER 策略下创建它。这次，

这个线程必须被成功的创建，否则，根据断言，应用程序不能继续运行。

(9) 负责清理的回调函数恢复被保存的终端属性。

(10) 哲学家状态的输出使用 printf() 语句实现（见图 9.8 ）。请注意，仅从活动对象 Table 的上

下文才有输出。

(11) 当某个断言失败，应用程序被停止，并干净的退回到 Linux 。

9.4        调整事件队列和事件池的大小

当你在事件驱动范型里工作时，事件队列和事件池是你需要接受的必要负担。它们是方便和快速开发所

需付出的代价。

使用事件队列和事件池的主要问题是它们消耗了你宝贵的内存。为了最小化这个内存，你需要把

它们调整到适当大小。从这个方面看，事件队列和事件池与执行堆栈没有什么差别—这些数据结构都用

一些内存来交换编程的方便。

事件队列和事件池的合适大小在 QF 应用程序中特别重要，因为 QF 在某个事件队列溢出时或某

个事件池用光了事件时，会让断言失败。 QF 认为这 2 种情况都是第一类故障，和堆栈溢出一样差。

请注意，调整事件队列和事件池对所有基于活动对象的框架都是同样的问题，并不是 QF 才有。

例如，设计自动化工具的应用程序框架也有这个问题。然而，工具通过是用超大型的默认设置，在背面

默默的处理这个问题。事实上，你也要做完全同样的事情：在开发的早期，使用超大型的事件队列和事

件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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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被事件队列，事件池和执行堆栈所消耗的内存，就像 shrinkwrap 你的事件驱动应用程序一样。

你应该在应用程序开发的末期才做这件事，因为它在会掩盖你在早期开发阶段需要的灵活性。请注意，

任何在处理时间，中断负载或事件产生模式上的改变，可以让你的对队列和池的静态分析和经验数据失

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在整个设计阶段和早期的实现阶段，完全不去关心事件队列和事件池。相反，

理解调整事件队列和池的一般性准则，通过避免不必要的事件产生或把非常长的 RTC步骤分解，这会

帮你保留内存。这些技术类似于通过避免过深的调用嵌套和大的自动变量来保留执行堆栈的空间。

9.4.1 调整事件队列的大小

关于事件队列你需要理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它们仅在平均事件产生速率 <P(t)> 没有超过平均事件消

耗速率 <C(t)> 时才会工作。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事件队列就没有用，并总是在最后溢出，无论你把

它设定多大。这个事实不意味着产生速率 P(t) 不能偶尔超过消耗速率 C(t) ，但是这类爆发性的事件产

生仅能持续很短的时间。这类爆发将会在整个运行时间出现，并允许队列的清理。

一些软件设计者尝试通过用某种更加有“创造性“的方法来使用消息队列来克服这些原理性的限

制。例如，设计者在队列满时，允许阻塞生产者线程，有效的降低生产速率 P(t) ，或者允许丢失消息，

有效的增加了消耗速率 C(t) 。 QF 把这 2 种技术看成是对事件队列的一种滥用，并简单的断言一个契

约被违背。这个策略背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这类事件队列的创造性用法破坏了事件发送的担保。

经验方法可能是最简单和最流行的用来确定事件队列所需的容量或任何缓存的这方面的需求（例

如，执行堆栈）的技术。这个技术会运行系统一段时间，然后停止它，检查每个缓存已被使用了多少。

事件队列的 QF 实现（ QEQueue 类）特别为了这个用途而维护nMin数据成员（见第七章清单

7.25 （ 12-14 ））。你可以使用某个调试器或通过内存提取来检查这个数据。

另一个技术依赖对事件产生和事件消耗的某种静态分析。 QF 框架通过某种特别的方法来使用事

件队列（例如，仅有一个消费者线程），因此，生产速率 P(t) 和消耗速率 C(t)是强相关的。

例如，考虑某个 QF 应用程序运行在某个可抢占的，基于优先级的内核上49 。假设最高优先级

的活动对象仅接受其他活动对象的事件（但是不结束从 ISR 发出的事件）。每当任何低优先级的活动对

象发送或发行某个事件给最高优先级的对象，内核立即把 CPU赋给接收者。内核做这个上下文切换是因

为，在这一刻，接收者是最高优先级的预报运行的线程。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醒过来，并运行到结束，

消耗任何发送给它的事件。因此，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实际不需要对事件排队（它的事件队列的最大

深度为 1 ）。

当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接受从 ISR 来的事件时，更多的事件会为了它排队。在最常见的安排中，

某个 ISR 每次活动时仅产生一个事件。另外，实时要求的底线通常是，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必须在下

个中断前消耗完事件。这种情况下，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可以增长到最多 2 个事件：一个用于任务，另

一个用于某个 ISR 。

你可以把这个分析递归的扩展到较低优先级的活动对象。被排队的事件的最大数量是，在给定的

底线内，所有可以为这个活动对象产生事件的较高优先级线程和 ISR 产生的所有事件的总和。底线时这

个活动对象的最长的 RTC步骤，包括所有可能的来自较高优先级线程和 ISR 的抢占。例如，在 DPP

应用程序中，所有 Philosoper活动对象执行非常少的处理（它们有短的 RTC步骤）。如果 CPU可以在

一个时钟节拍内完成这些 RTC步骤， Philosopher 队列的最大长度将是 3 个事件：一个用于系统时钟

ISR ，其它 2 个用于活动对象 Table （ Table 有时候在一个 RTC步骤内发行 2 个事件）。

对事件队列进行静态分析的经验方法如下：

49 后面的讨论也大体涉及使用优先级队列的前后台系统（见第七章 7.11节）。然而，这个分析对桌面系统（例如，
Linux或Windows）一般是不适用的，因为在那些系统里，线程优先级的概念非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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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队列的大小取决于活动对象的优先级。一般的，优先级越高，必需的事件队列越短。特

别的，系统里最高优先级活动对象立即消耗所有被其他活动对象发现的所有事件，仅需要对

那些被 ISR 发行的事件进行排队。

 队列尺寸取决于最长的 RTC步骤持续的时间，包括所欲可能的（最差情况下的）来自较高

优先级活动对象或 ISR 的抢占。处理越快，必需的事件队列越短。为了最小化队列尺寸，

你应该避免非常长的 RTC步骤。理想情况是，某个给定活动对象的所有 RTC步骤都只需

要相同的 CPU周期来完成。

 任何相关的事件生产都能增加队列的尺寸。例如，有时候 ISR 或活动对象在一个 RTC步骤

内生产多个事件实例（例如， Table 活动对象偶尔生产 2 个就餐许可事件）。如果在你的

应用程序中，最小的队列尺寸是关键性要求，你应该避免这类爆发性，例如，通过在许多

RTC步骤上分散多个事件的产生。

还请记住，静态分析只涉及在初始转换后的一种稳态操作。在启动时，相关的优先级结果和事件

产生模式可能会非常不同。一般的，按活动对象的优先级来启动它们是最安全的，从最低优先级活动对

象开始，因为它们趋向要拥有最大的事件队列。

9.4.2 调整事件池的大小

事件池的尺寸取决于在你的系统里，你可以吸收多少不同类型的事件。事件明显的吸收是事件队列，因

为只要某个事件实例在某个队列等待，这个实例不能被重用。另一个潜在的事件吸收是事件生产者。一

个电信的事件生成场景是，首先创建一个事件（分配一个临时变量去拥有这个事件指针），然后填充事

件参数，最后发送或发行这个事件。如果在事件创建后但在发送前，这个执行线程被抢占，这个事件临

时性不能被重用。

在只有一个事件池（一种尺寸的事件）的最简单情况下，你可以把所有事件队列相加，再加上在

系统里活动对象的数量，从而确定事件池的大小。

当你使用多个事件池时（ QF 支持最多 3 个事件池），分析就更加复杂了。通常，你需要和

事件队列一起处理。对每个事件尺寸，你要确定，在任何给定时间在这个事件队列里，有多少这类尺寸

的事件可以相加，并加上在系统里作为临时变量存在的事件。

9.4.3 系统集成

基于 QP 的应用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和嵌入式实时软件的其它部分的集成，最显著的是和设备

驱动程序和 I/O 系统的集成。

一般的，这种集成必须基于事件驱动范型。 QF 允许你在软件的任何地方发送或发行事件，而

不限于仅从活动对象。因此，如果你编写你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或者可以接触到设备驱动程序源代码，

你可以使用 QF 的功能来创建并发送或发布事件。

你应当把任何设备看作一个共享的资源，因此，把对它的存取限制到仅一个活动对象内。这个方

法是最安全的，因为它避免了重入带来的潜在问题。只要存取被严格的限制给一个活动对象，在这个活

动对象内的 RTC执行会允许你使用不可重入代码。即使这个代码被某些互斥机制保护，比如商业性设备

驱动程序就是如此，把存取限制给一个活动对象避免了优先级倒置和由活动对象的互斥带来的不可确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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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一个活动对象存取某个设备，并不意味着你需要为每个设备准备一个单独的活动对象。你常

常可以用一个活动对象来封装许多设备。

9.5        小结

QF 实时框架的内部实现使用了许多底层机制，比如临界区，互斥体，和消息队列。然而，当用来执行

活动对象的基础设施做好后，基于 QF 的应用程序的开发可以更容易更快捷。较高的生产力来自活动对

象，他们可以被编程而不需要那些和传统的多任务程序有关的麻烦的底层机制。还有，这种应用程序可

以利用多任务的所有优点。

开发一个 QP 应用程序牵涉到定义信号和事件类， elaborate 活动对象的状态机，在某个具体平

台部署应用程序。 QP 软件构建的高度可移植性，允许你在一个和你最终目标不同的平台上开发绝大

部分代码。

使用活动对象编程需要一些在程序员方面的纪律，因为共享内存和资源是被禁止的。许多软件开

发者的经验已经说明，可以不用破坏这个规则而写出高效的应用程序。此外，这个纪律实际上帮助你创

建更暗渠，更健壮，更容易测试和维护的软件产品。

你可以把事件队列和事件池看作内在的和事件驱动编程范型联合的成本。这些数据结构，就像执

行堆栈，用一些内存换来编程的方便。你应该使用超大的队列，池和堆栈开始应用程序的开发，仅在产

品开发的末期才开始缩小它们。你可以把基本的经验和分析技术结合，用来把事件队列和事件池的尺寸

最小化。

当把 QP 应用程序和设备驱动程序和其他软件构建集成时，你应当避免共享任何不可重入性或在

活动对象之间的被互斥保护的代码。最佳策略是把对这类代码的存取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活动对象内。

基于活动对象的应用程序和传统的阻塞型任务相比，对改变趋向于更加有弹性，因为活动对象从

不阻塞，因此比被阻塞的任务更加有响应性。而且，事件驱动型系统的较高的适应能力来自对信号事件

和活动对象状态的分离。特别的，活动对象使用状态机而不是阻塞来代表操作的模式，使用事件传送而

不是解除阻塞来对感兴趣事件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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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可抢占式‘运行      -      到      -      完成’内核

简单是效率的灵魂

--R.Austin Freeman (in The Eye of Osiris)

在第六章 6.3.8节，我谈到在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和一个超级简单的，运行到完成的，可抢占的内核之间的

一个完美的匹配。在这章，我描叙这个被称为 QK 的内核，它是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的一部分，和

QF 实时框架紧密的集成。

这章开始我枚举选择某个可抢占内核的好的和差的理由。然后我介绍运行到完成 RTC内核。接

着，我描叙 QK 可抢占内核的实现，以及它如何和 QF 实时框架集成。然后我讨论高级的 QF 特征，

比如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支持不同协处理器的扩展的上下文切换（例如， 80x87 浮点协处理器），

和线程内存储（例如， Newlib标准库）。最后我描叙如何吧 QK 内核移植到不同的 CPU和编译器。

照例，我通过可执行例子来展示所有这些特征，你可以在任何基于 x86 的 PC 上实际运行它们。

10.1                                                                      

选择一个可抢占式内核的理由

在开始谈论 QK 的细节前，请让我说明，可抢占式多任务处理，最起码在设计和调试应用程序的复杂性

方面打开了一个完全新的维度。当任务在每个指令之间不能互相抢占，并且仅在每个 RTC步骤后才让出

控制权时，分析和调试一个程序更加容易。允许任务抢占，可以导致许多棘手的问题，它们全部由在任

务建的资源共享引起。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资源共享也许比你所想的更有伪装性。例如，如果不认识

到这点，你将使用某些来自标准库或其他源代码的非可重入代码。此外，和不可抢占型调度器比如

vanilla 合作式内核（见第七章 7.11节）相比，可抢占多任务处理总是在堆栈使用（ RAM ）方面和

用来调度和上下文切换的 CPU周期方面消耗更多。

当你选择某个可抢占型内核，比如 QK 或任何其他可抢占 RTOS 时，我希望你为了好的理由而

用它。让我先讨论选择某个可抢占型内核的差的理由。首先，在活动对象计算模型里，你不需要一个可

抢占型内核来分割问题。尽管这是到目前为止在传统的顺序式编程模型中选择一个 RTOS 的最常见的根

据，这在活动对象的系统里不是一个有根据的理由。活动对象已经把最初的问题分开，而不需要底层的

内核或 RTOS 。第二，你不需要一个可抢占的内核来实现有效的阻塞，因为事件驱动型系统一般的不会

阻塞（见第六章）。第三，既然事件驱动型系统不会查询或阻塞， RTC步骤就自然的变得非常短。因此，

机会就是，你可以使用简单的非可抢占型内核（我在第六章 6.3.7节讨论了一个非可抢占型内核的执行路

径）实现足够的任务层响应。通过使用在第五章描叙的“提醒器”状态模式把长的RTC步骤分解成足够

段的片段，你常常可以很容易的提高 vanilla 内核的任务层响应。最后，你不需要使用一个可抢占内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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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你的 MCU 的低功耗睡眠模式的好处。如我在第七章 7.11节所描叙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允许

你安全的使用低功耗睡眠模式。

然而，尽管说了这么多，我也必须说可抢占型内核可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必需的工具—用于一类

特定的问题。一个可抢占型内核实际上把较高的优先级和较低的优先级独立执行。当一个高优先级任务

需要运行，它简单的抢占任何也许正在运行的较低优先级的任务。因此，一个可抢占的基于优先级的内

核在时域（ time domain ）上把高优先级任务和低优先级任务解耦（ decouple ）。这个独特的能力对

控制类型的应用程序是关键性的。在第一章，我谈到一个 GPS接收机实例，跟踪 GPS信号的硬实时控

制回路必须和低速的密集浮点运算，图像 LCD存取和其他 I/O 一起并行执行。这种类型的应用程序不

能使用某个非可抢占型内核，因为它的任务层响应是在整个系统里最长的 RTC步骤。把所有低优先级

的 RTC步骤找出来并分解成足够短的片段去满足控制回路紧密的时序约束，这是不实际的。使用一个非

可抢占型内核也将导致一个脆弱的设计，因为在低优先级任务的任何改变，都将影响高优先级控制任务

的时序。相反，使用一个可抢占型内核，你可以确信，高优先级处理对低优先级任务的改变事实上是不

敏感的。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控制型应用程序，一个可抢占型内核也许实际上是设计和实现你的系统的

最简单，最灵巧，和最健壮的方法。

注： 对内核类型的选择，实际上是对时域和资源共享之间的耦合进行的取舍。一个非可抢占型内核

允许你在任务之间共享资源，但是在时域把这些任务耦合。一个可抢占型内核在时域解耦这些

任务，但是不可避免的在任务之间共享资源。在一个可抢占型内核下，任何允许你安全的共享

资源的机制（比如互斥体）在时域引入了任务之间的某些耦合。

10.2                                                                                                                            

    RTC      内核简介

所有事件驱动型系统在离散的运行到完成步骤中处理事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绝大多数常规的 RTOS

迫使程序员用无限循环的任务来建模这些简单的一次性的事件反应。这种严重的不匹配是在所有传统的

阻塞内核下的顺序式编程范型造成的（见第六章 6.2.2节）。

尽管事件驱动型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可以和传统的阻塞内核一起工作，如第六章 6.3 节所叙，这

实际没有高效的使用这类内核的能力。一个活动对象任务被构造成一个无限的事件循环（图 6.5(b) ），

在循环的某处—仅当事件队列为空这个条件出现时 - 才阻塞。因此，使用可以在任务的执行路径的任

何地方阻塞的高级能力，在某个已知点去阻塞一次，这显然是小题大做了。

事件驱动型范型需要一个不同的，更加简单的，完全事件驱动的，运行到完成的内核。这种类型

的内核完全打破了任务的循环结构，把任务构造成一次性的，离散的，运行到完成的函数，非常类似

ISR [Samek+ 06] 。事实上，一个 RTC内核把中断看成非常像一个“超高”优先级的任务，只不过中断

由中断控制权在硬件层区分优先级，而任务由 RTC内核在软件层区分优先级（见第六章图 6.9 ）。

注： 如第六章 6.3.8节所描叙的，一次性 RTC任务直接对应于活动对象。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

我互换使用术语“活动对象”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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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使用单堆栈的可抢占式多任务处理

为了能在任务代码的任何地方有效的阻塞，一个常规的实时内核维护相对复杂的执行上下文—包括分离

的堆栈空间—用于每个运行的任务，如第六章图 6.2 所示。跟踪这些上下文的细节并在它们之间切换，

需要大量的记录和复杂的机制去实现上下文切换魔法。相反，一个 RTC内核可以极端简单，因为它不需

要管理多个堆栈和与之相关的记录。

通过要求所有的任务按运行到完成方式工作，并强制固定优先级的调度，一个 RTC内核可以使

用机器的天然的堆栈协议来管理所有的上下文信息。每当一个任务发送一个事件给一个较高优先级的任

务， RTC内核使用一个常规的 C 函数调用，在被抢占任务的上下文的顶部创建这个较高优先级任务的

上下文。每当一个中断抢占一个任务，并且这个任务发送一个事件给一个较高优先级的任务时， RTC内

核也是通过常规的 C 函数调用，使用已确立的中断堆栈结构，在它的顶部创建较高优先级任务的上下文。

上下文管理的这种简单形式是能满足需要的，因为每个任务，就像每个 ISR 一样，运行直到完

成。因为进行抢占的任务（和任何较高优先级的可能抢占它的任务）已经完成并返回了—这时候被抢占

的任务将自然地在堆栈的顶部，准备被恢复运行。

在这一刻，可以很有趣的观察到，绝大多数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例如， PC 里的

8259A ， Atmel 的基于 AT91 的 ARM MCU 的 AIC ，NXP公司的 LPX2XXX 的 VIC ，等等），在

硬件层为中断实现同样的异步调度策略，就像 RTC内核为了任务在软件层做做的一样。特别的，任何

基于优先级的中断控制器仅允许较高优先级的中断去抢占当前正在工作的中断。所有中断必须运行到完

成，并且不能“阻塞”。所有中断在同一个堆栈上嵌套。

这种紧密的类似性将帮你理解一个 RTC内核的操作，因为它是基于在硬件设计上已被广泛使用和

说明的完全相同的原理（你可以在上面提到的任何一款微处理器的规格书里找到它）。并且，这种类似

性更加增强了在第六章图 6.9 展示的，在 RTC任务和中断之间的对称性。，

10.2.2    非阻塞型内核

这种简单的堆栈管理策略的一个显然的结论，和一个 RTC内核的最严重的局限，就是RTC任务不能阻

塞。这种内核不能在堆栈留下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上下文，同时又恢复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任务。较低优

先级的任务上下文将不能在堆栈的顶部被存取，除非较高优先级任务已经完成。当然，因为不能阻塞，

RTC内核不能使用传统的顺序式编程范型，因为它就是关于阻塞以及在任务的不同点等待事件。

但是在 RTC步骤中间不能阻塞这点，对事件驱动型活动对象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活动对象无论如

何不需要阻塞。换句话说，活动对象计算模型可以从 RTC内核的这种简单性和优越性能受益，同时不

受这类内核的限制的影响。。

10.2.3    同步抢占和异步抢占

作为一个完全可抢占的多任务处理内核， RTC内核必须确保在所有时刻，CPU执行准备运行的最高优

先级的任务。幸运的是，仅有 2 种情景导致要准备一个较高优先级的任务：

1. 当一个较低优先级任务发送一个事件给一个较高优先级任务时，内核必须立刻暂停较低优先

级任务的执行，并启动较高优先级的任务。这类抢占被称为同步抢占，因为它在发送一个事

件到任务的事件队列时同步发生。

2. 当一个中断发送一个事件给一个比被中断的任务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时，当这个 ISR 完成后，

内核必须启动较高优先级任务的执行，而不是恢复这个较低优先级的任务。这类抢占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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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抢占，因为它可以在中断没有被阻塞的任何时候异步发生。

图 10.1演示了从一个低优先级任务向高优先级任务发送一个事件而导致的同步抢占的情景。

图 73在 RTC内核里一个高优先级任务的同步抢占

(1) 低优先级任务在执行。

(2) 在正常执行的某些点，一个低优先级任务发送或发行一个事件给一个高优先级任务，从而让它

准备运行。发送事件到一个队列会让 RTC内核的调度器开始工作。

(3) 调度器探测到一个高优先级任务变成准备运行，因此它调用高优先级任务函数。请注意，这个

调度器没有返回。

(4) 高优先级任务在运行，但是有时候它也给较低优先级的任务发送一个事件。

(5) 发送事件的动作会让 RTC调度器工作，但是这时候调度器没有发现比当前任务更高优先级的

任务。调度器返回高优先级任务。

(6) 高优先级任务运行直到完成。

(7) 高优先级任务自然地返回在第 (2) 步调用的 RTC调度器。

(8) 调度器再一次检查是否有一个较高优先级任务准备运行，但是它没找到。 RTC调度器返回低

优先级任务。

(9) 低优先级任务继续运行。

显然，同步抢占没有被局限在只有一层。如果在图 10.1 的第 (5) 步，高优先级任务发送或发行

事件给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任务，高优先级任务将被同步抢占，这个场景将在一个较高层的嵌套层递归的

重复它自己。

图 10.2 展示了由一个中断引起的异步抢占场景。

图 74  在 RTC内核里一个中断和一个高优先级任务的异步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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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优先级任务在运行，中断被上锁。

(2) 一个异步事件中断了这个处理器，这个中断立即抢占了任何正在执行的任务。

(3) 中断服务程序 (ISR) 执行 RTC内核特定的进入动作，它在一个堆栈变量中保存被中断任务的

优先级，把 RTC内核的当前优先级提升到 ISR 层（在任何任务之上）。当前优先级的提升

将通知 RTC内核，它在 ISR 上下文执行。

(4) ISR 继续执行一些工作并且同时发送或发行一个事件给高优先级任务。发送事件的动作会让

RTC调度器工作，它立即返回，因为没有任务有比当前的优先级更高的优先级。

(5) ISR 继续运行，最后执行 RTC内核相关的退出动作。

(6) RTC内核相关的 ISR 退出，发送 End-Of-Interrupt （ EOI ）50 指令给中断控制器，恢复被中

断任务的被保留的优先级，并调用 RTC调度器。

(7) 现在 RTC调度器探测到一个高优先级任务已经准备运行，因此它使能中断，调用高优先级的任

务。请注意， RTC调度器没有返回。

(8) 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到完成，除非它也被中断。

(9) 在完成后，高优先级任务自然的返回到调度器，现在它在任务优先级层，因为在第 (5) 步给中

断控制器发送的 EOI指令降低了硬件层优先级。请注意，系统优先级是在任务层，即使中断

返回还没有发生。

(10) 最初的中断执行中断返回 (IRET)指令51 。 IRET 恢复低优先级任务的上下文，它在所有时

候都被异步抢占。请注意这个中断返回和第 (2) 步的中断抢占匹配。

(11) 终于低优先级任务继续运行，最后它运行到完成。

我要着重指出的是，在第 (5) 步 RTC内核相关的中断退出里，中断处理在概念上已经结束了，

即使中断堆栈帧（ interrupt stack frame ）继续保留在堆栈上并且 IRET 指令还没执行。这个中断结束

了，因为 EOI指令被发给中断控制器。在 EOI指令之前，中断控制器仅允许比当前正在服务的中断更高

优先级的中断。在 EOI指令后，通过调用 RTC调度器，中断被解锁，中断控制器允许所有的级别的中

断，这正是在任务层所期望的行为。

50 这里所理解的 EOI指令是一般意义上的，表示一条特殊的机器指令，它停止对当前的中断嵌套层进行优先级排序。
51 这里所理解的 IRET指令是一般意义上的，表示一条特殊的机器指令，它从某个中断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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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一些处理器架构（比如 ARM Cortex-M3 ）把 EOI 和 IRET 指令结合在一起，意味着 EOI

不能和 IRET 独立（请注意，这里的讨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 EOI 和 IRET ）。这种情况下，

必须合成一个额外的虚拟的中断堆栈帧，这样 EOI/IRET指令可以把最初的中断堆栈帧留在堆

栈。然而，这类 CPU架构实际上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处理器允许在不使用 IRET 指令的情

况下降低硬件中断优先级别。

因此，异步抢占没有被限制于仅一层。高优先级任务运行的时候中断是解锁状态（图 10.2(8)） ,

因此它也可以被某个中断，包括在第 (2) 步里的同级中断异步抢占。如果这个中断发送或发行事件给一

个更高优先级的任务，这个高优先级的任务将被异步抢占，这个场景将会在一个较高的嵌套层递归的重

复它自己。

10.2.4    堆栈的利用

把堆栈的使用情况以时间为轴做图，可以补充在图 10.1 和图 10.2 里同步抢占和异步抢占的视图。为了

说明这个重要的行为，我户了了不相干的函数调用和其他无关的堆栈活动。

图 10.3 展示了在同步抢占情景中的堆栈使用。在图 10.3 里时间线和使用的标签和在图 10.1 里的

一致，让你可以容易的比较这 2 个图。

图 75  在同步抢占场景期间的堆栈使用

(1) 最初，堆栈指针执行低优先级任务的堆栈帧。

(2) 在正常执行过程中的某些点，一个低优先级任务发送或发行一个事件给一个高优先级任务，这

调用了 RTC调度器。这个调度器的一个堆栈帧被压入堆栈。

(3) 调度器探测到一个高优先级任务变成准备运行，因此他调用高优先级任务。这个高优先级任务

的堆栈帧被压入堆栈。

(4) 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在某些点，它发送一个事件给低优先级任务。

(5) 事件的发送会启动 RTC调度器，因此另一个调度器堆栈帧被压入堆栈。调度器没找到任何较

高优先级的任务准备运行，因此它立即返回。

(6) 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到结束。

(7) 高优先级任务自然地返回到第 (2) 步 RTC调度器调用的地方，因此这个任务的堆栈帧被弹出

堆栈。

(8) 调度器再一次检查是否有较高优先级的任务要运行，但是它没有找到，因此 RTC调度器返回

到低优先级任务，弹出它的堆栈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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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低优先级任务继续运行。

图 10.4 展示了在同步抢占情景中的堆栈使用。在图 10.4 里时间线和使用的标签和在图 10.2 里的

一致，让你可以容易的比较这 2 个图。

图 76  异步抢占期间的堆栈使用

(1) 最初，堆栈指针执行低优先级任务的堆栈帧。

(2) 一个异步事件打断处理器。这个中断立即抢占任何在执行的任务，由硬件安排把中断堆栈帧压

入堆栈（如锯齿线所示）。中断服务程序 ISR 开始执行，并可能把某些别的上下文压入堆栈

（虚线所示）。 ISR 堆栈已被完全创建。

(3-5) ISR 运行到完成，并执行 RTC内核相关的退出动作，这会发送 EOI指令给中断控制器。

(6) RTC调度器被调用，它把自己的堆栈帧压入堆栈。

(7) 调度器探测到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是准备运行，因此它使能中断，并调用这个高优先级任务。对

高优先级任务函数的调用把这个任务的堆栈帧压入堆栈。

(8) 高优先级任务运行到结束，并返回调度器。返回会把这个任务的函数堆栈帧弹出堆栈。

(9) 调度器恢复并检查更多要运行的高优先级任务，但是它没有找到，于是返回，并把自己的堆栈

帧弹出堆栈。

(10) ISR 堆栈帧被从堆栈弹出（虚线所示）。然后，硬件执行 IRET 指令，这会把中断的堆栈帧

弹出堆栈。

(11) 中断返回让被抢占的的优先级堆栈显现出来，它现在被恢复并继续运行。

如你所看到的，所有上下文（包括中断上下文和任务上下文）都被保存在一个单一堆栈。这迫使

内核是非阻塞的。调度器不能存取在堆栈最顶部上下文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调度器仅能从 2 个备选

项中挑选：开始一个新任务，或者恢复保留在堆栈的堆栈最顶部上下文。

10.2.5    和传统可抢占式内核的比较

如果你有一些传统的可抢占内核的经验，你需要逐渐习惯 RTC内核，而且可能要重新思考有关“任务”

和“中断”概念的某些基本语义。

如第六章所叙，常规的可抢占内核为每个运行的任务维护一个单独的堆栈空间。对这些上下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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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的跟踪，在它们之间的切换，这都需要大量的记录和复杂的机制去实现上下文切换。一般的，一个

ISR 在一个任务的堆栈存储中断上下文，从另一个任务堆栈恢复上下文。在把任务的上下文恢复到 CPU

的寄存器后，传统的调度器总是发送 IRET 指令52 。关键点是这个中断上下文还是被保留在被抢占任

务的堆栈上，因此，被保留的中断上下文比中断处理函数持续的时间要长。所以，把一个中断的持续时

间定义成从保留中断上下文开始到恢复上下文为止，是有问题的。

这种情况在 RTC内核（比如 QK ）下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一个 ISR 在堆栈存储中断上下

文，堆栈对所有任务和中断都是共有的。在一些处理后， ISR 发送 EOI指令53 给中断控制器，并调用

RTC调度器。如果没有较高优先级任务准备运行，调度器立即退出，这时 ISR 从堆栈恢复上下文并执

行 IRET 指令，返回还在被抢占点的那个最初任务。否则， RTC调度器解锁中断，并调用一个较高优

先级的任务。中断上下文继续被保存在堆栈里，和在传统内核的情况一样。

这里的关键点是， ISR 的定义是，从存储中断上下文开始，到发送 EOI指令并在 RTC调度器

内使能中断为止，而不是到通过 IRET 指令恢复中断上下文为止。这个定义更加精确和普遍，因为在任

何内心下，中断上下文继续被保留在某个堆栈，并且它持续的事件通常比这个中断处理的时间要长。

注： 这个 ISR 定义不是纯学院式的，而是有确凿的实用意义。特别的，在 ISR 层基于 ROM 的监

测器的调试，比在任务层的调试更有挑战性。即使所有上下文都嵌套在同一个堆栈，调试 RTC

任务和调试 main() 函数一样容易，因为中断被解锁，在中断控制器的硬件中断优先级被设成

任务层。

通过在一个堆栈管理所有的任务和中断的上下文， RTC内核运行所需的 RAM54远比一个典型

的阻塞式内核需要的少。因为任务没有私有堆栈，所以就没有那些和暂停任务相关的未用私有堆栈空间。

而且，一个传统的内核不能分别同步和异步抢占，把所有的抢占都当堆栈密集型的异步抢占来处理。最

后， RTC内核不需要为每个任务管理任务控制块 (Task Control Block, TCB) （见第六章图 6.2 ）。

由于它的这种简单，在 RTC内核的上下文切换（特别是“同步抢占”）需要的堆栈空间和 CPU

开销远远少于任何传统的内核。即使在 RTC内核的“异步中断”也使用很少的堆栈空间和 CPU周期。

传统的内核必须通常以严格定义的次序“一下子”保存全部 CPU寄存器到私有任务堆栈，以便以一种有

次序的方式再“一下子”恢复这些寄存器。相反， RTC内核不关系寄存器存储的次序，也不关心它们

是被“一下子”或分多次保存。它唯一关心的是， CPU状态必须被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至于这是

如何实现的，它是不关心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嵌入式 C 编译器可以生成的基本的 ISR 进入和退出

顺序，尽管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传统的内核，却能够满足RTC内核的需要。 C 编译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

置，为特定的 ISR 优化中断堆栈帧，它仅保存实际要使用的寄存器而不保存那些被保护的寄存器。在这

个方面， RTC内核可以得到 C 编译器这个能力的好处，而传统的内核不能得到。

最后一点也许最好使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 ARM 处理器的所有 C 编译器（这里指传统的

ARM 架构55 ）遵循 ARM 程序调用标准（ ARM Procedure Call Standard APCS），它规定了哪些寄

存器在 C 函数调用时必须被保护，哪些寄存器可以被使用。 C 编译器生成的 ISR 进入部分仅保留可

52这里所理解的 IRET指令是一般意义上的，表示一条特殊的机器指令，它从某个中断返回。
53这里所理解的 IRET指令是一般意义上的，表示一条特殊的机器指令，它从某个中断返回。
54 在一个专门的 GPS 接收机项目里，和传统的抢占型内核相比，运行同样的事件驱动型英语程序，RTC 内核减少了
80%的堆栈空间。[Montgomery 06]
55 新的 ARMv7 架构（例如，Cortex-M3）在中断进入时由硬件保存寄存器，因此一个 C 编译器不会被牵涉进来。然
而，即使在这个例子里，硬件生成的中断堆栈帧也考虑到了 APCS，因为硬件仅把 8 个要使用的 ARM寄存器压入堆
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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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 C 函数被使用那些寄存器，比全部 ARM 寄存器的一半还少。其他的寄存器，当且仅当这些寄存器

被实际使用时，才被从 ISR 内部调用的 C 函数保存。这是一个上下文被“分次”保存的例子，它完美

的适合 RTC内核。相反，传统的内核必须在 ISR 进入时，“一下子”保存全部 ARM 寄存器，如果

ISR 调用 C 函数（它通常会这么做），许多寄存器被再次保存。不用说，和 RTC内核相比，这样的策

略需要更多的 RAM 给堆栈，更多的 CPU周期给上下文切换（也许是 2倍）。

10.3                                                                                                                            

    QK      的实现

QK 是一个轻量级的，基于优先级的 RTC内核，它被特别设计用来为 QF 实时框架提供可抢占的多任务

处理能力。 QK 不是一个独立的内核，也不是像在第七章介绍的 vanilla 内核那样的 QF 的一个补充。

QK 被当作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的一个构件。

在这一节，我描叙平台无关的 QK 源代码，我集中介绍基本的内核函数，比如不断地跟踪任务和

中断，调度功能，以及上下文切换功能。

10.3.1        QK      源代码的组织

清单 10.1 展示了组成 C 语言版本的 QK 可抢占内核的目录和文件。 C++ 版本的结构几乎完全一样，处

理实现文件是 .cpp 的扩展名外。在第八章 8.1.3节描叙了所有 QP 构件的总体源代码的组织。

代码列表 86  QK 源代码的组织

    <qp>\qpc\             - QP/C root directory (<qp>\qpcpp for QP/C++)

       |

       +-include\         - QP platform-independent header files

       | +-qk.h           - QK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 . .

       |

       +-qk\              - QK preemptive kernel

       | +-source\        - QK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qk_pkg.h     - internal, interface for the QK implementation

       | | +-qk.c         - definition of QK_getVersion() and QActive_start()

       | | +-qk_sched.c   - definition of QK_schedule_()

       | | +-qk_mutex.c   - definition of QK_mutexLock()/QK_mutexUnlock()

       | | +-qk_ext.c     - definition of QK_scheduleExt_()

       | |

       | +-lint\          - QK options for lint

       |   +-opt_qk.lnt   - PC-lint options for linting QK

       |

       +-ports\           - Platform-specific QP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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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x86\         - Ports to the 80x86 processor

       | | +-qk\          - Ports to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 | +-tcpp101\   - Ports with the Turbo C++ 1.01 compiler

       | | |   +-l\       - Ports using the Large memory model

       | | |     +-dbg\   - Debug build

       | | |     | +-qf.lib   – QF  library

       | | |     | +-qep.lib  – QEP library

       | | |     +-rel\   - Release build

       | | |     +-spy\   - Spy build (with software instrumentation)

       | | |     +-make.bat   – batch script for building the QP libraries

       | | |     +-qep_port.h – QEP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qf_port.h  – QF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qk_port.h  – QK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qs_port.h  – QS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 |     +-qp_port.h  – QP  platform-dependent include file

       | +-cortex-m3\     - Ports to the Cortex-M3 processor

       | | +-qk\          - Ports to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 | +-iar\       - Ports with the IAR compiler

       | |

       +-examples\        - Platform-specific QP examples

       | +-80x88\         - Examples for the 80x86 processor

       | | +-qk\          - Examples for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 | +- . . .

       | +-cortex-m3\     - Examples for the Cortex-M3 processor

       | | +-qk\          - Examples for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 | +- . . .

       | +- . . .

10.3.2    头文件      qk.h  

qk.h头文件，如清单 10.2 所示，把 QK 内核和 QF 框架集成起来。 qk.h 的结构非常近似在第七章

7.11.2 节讨论的 vanilla 内核的头文件 qvanilla.h 。 QK 内核使用许多在 QF 里提供的基本创建模块。

特别的， QK 内核使用了原生 QF 活动对象事件队列（见第七章 7.8.3节）， QF 原生内存池（见

7.9 节）和 QF 优先级集合（见 7.10节）来跟踪所有的活动对象事件队列。另外， QK 设计的核心

元素是当前系统范围优先级（ current system-wide prority ），它仅是一个字节。图 10.5 展示了 QK 的

数据元素。

图 77  QK 可抢占内核使用的数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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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87  QK 可抢占内核的接口（ <qp>\qpc\include\qk.h ）

     #ifndef qk_h

     #define qk_h

 (1) #include "qequeue.h"       /* The QK kernel uses the native QF event queue  */

 (2) #include "qmpool.h"        /* The QK kernel uses the native QF memory pool  */

 (3) #include "qpset.h"         /* The QK kernel uses the native QF priority set */

     /* public-scope objects */

 (4) extern QPSet64 volatile QK_readySet_;                     /**< QK ready-set */

 (5)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QK_currPrio_;  /**< current task/interrupt priority */

 (6)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QK_intNest_;           /**< interrupt nesting level */

     /****************************************************************************/

     /* QF configuration for QK */

 (7) #define QF_EQUEUE_TYPE             QEQueue

     #if defined(QK_TLS) || defined(QK_EXT_SAVE)

 (8)     #define QF_OS_OBJECT_TYPE      uint8_t

 (9)     #define QF_THREAD_TYPE         void *

     #endif                                             /* QK_TLS || QK_EXT_SAVE */

     /* QK active object queue implementation ...................................*/

(10) #define QACTIVE_EQUEUE_WAIT_(me_) \

         Q_ASSERT((me_)->eQueue.frontEvt != (QEvent *)0)

(11) #define QACTIVE_EQUEUE_SIGNAL_(me_) \

(12)     QPSet64_insert(&QK_readySet_, (me_)->prio); \

(13)     if (QK_intNest_ == (uint8_t)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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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K_SCHEDULE_(); \

         } \

         else ((void)0)

(15) #define QACTIVE_EQUEUE_ONEMPTY_(me_) \

         QPSet64_remove(&QK_readySet_, (me_)->prio)

     /* QK event pool operations ................................................*/
(16) #define QF_EPOOL_TYPE_              QMPool

(17) #define QF_EPOOL_INIT_(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

         QMPool_init(&(p_), poolSto_, poolSize_, evtSize_)

(18) #define QF_EPOOL_EVENT_SIZE_(p_)    ((p_).blockSize)

(19) #define QF_EPOOL_GET_(p_, e_)       ((e_) = (QEvent *)QMPool_get(&(p_)))

(20) #define QF_EPOOL_PUT_(p_, e_)       (QMPool_put(&(p_), (e_)))

(21) void QK_init(void);                                    /* QK initialization */

(22) void QK_onIdle(void);                                   /* QK idle callback */

(23) char const Q_ROM * Q_ROM_VAR QK_getVersion(void);

(24) typedef uint8_t QMutex;                        /* QK priority-ceiling mutex */

(25) QMutex QK_mutexLock(uint8_t prioCeiling);

(26) void QK_mutexUnlock(QMutex mutex);

     /* QK scheduler and extended scheduler */

(27) #ifndef QF_INT_KEY_TYPE

(28)     void QK_schedule_(void);

(29)     void QK_scheduleExt_(void);                    /* QK extended scheduler */

(30)     #define QK_SCHEDULE_()      QK_schedule_()

     #else

(31)     void QK_schedule_(QF_INT_KEY_TYPE intLockKey);

(32)     void QK_scheduleExt_(QF_INT_KEY_TYPE intLockKey); /* extended scheduler */

(33)     #define QK_SCHEDULE_()      QK_schedule_(intLockKey_)

     #endif

     #endif                                                              /* qk_h */

(1) QK 内核使用原生 QF 事件队列，因此它需要包含qequeue.h头文件。

(2) QK 内核使用原生 QF 内存池，因此它需要包含 qmpool.h头文件。

(3) QK 内核使用原生 QF 优先级集合，因此它需要包含 qpset.h头文件。

(4) 全局变量 QK_readySet_ 是一个优先级集合，它维护所有活动对象事件队列的全局状态，如图

10.5 所示。 QK_readySet_ 被声明为 volatile，因为它可以在 ISR 内部异步的改变。

(5) 全局变量 QK_currPrio_ 代表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或中断的全局系统范围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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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_currPrio_ 被声明成 volatile，因为它可以在 ISR 内部异步的改变。

(6) 全局变量 QK_int_Nest_ 代表全局系统范围的中断嵌套层。 QK_intNest_被声明成 volatile，因

为它可以在 ISR 内部异步的改变。

(7) QK 内核使用 QEQueue 作为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见清单 7.7(8) ）。

(8) 在 QK 内， QActive 的数据成员 osObject 是代表线程的不同属性的位掩码 (bitmask) 。例如，

osObject 位掩码的一个位（ bit），可能包含这个线程是否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协处理器的信息。

请参考 10.3.3 节。

(9) 在 QK 内， QActive 的数据成员 thread 指向这个线程的本地线程存储。请参考 10.3.2 节。

(10) QK 内核从不阻塞。 QK 调度器仅在它确切的知道事件队列包含了最少一个事件时（见第七

章 7.33(11) 节），才调用 QActive_get_()。因为这在这类内核里是必然的，

QACTIVE_EQUEUE_WAIT_() 宏（见第七章 7.24(a) ）会断言，这个事件队列确实是非空的。

(11) 当一个事件被发送给一个空队列时（见第七章 7.25(5)），从 QActive_postFIFO()或者

QActive_postLIFO()里调用宏 QACTIVE_EQUEUE_SIGNAL_() 。请注意，是从一个临界区里

调用这个宏。（而且，因为我确切的知道这个宏被使用的上下文，我不需要使用 do {…} 

while(0) 循环来包围这个宏。）

(12) 活动对象成为预备运行状态，因此它的优先级被插入预备集合 QK_readySet_ 。

(13) 这个 if 语句测试 QK 中断嵌套层，因为如果事件发送发生在任务层， QK 调度器必须被调

用，来处理一个潜在的同步抢占（见 10.1.3 节）。没有从一个中断内调用调度器，因为可以

确信一个任务不能抢占一个中断。

(14) 通过在第 (29)或 (32) 行定义的宏 QK_SCHEDULE_() 调用 QK 调度器，这具体哪行取决于所

采用的中断上锁策略。

注： 总是从临界区调用 QK 调度器，也就是说，在中断上锁时调用。调度器也许会解锁中断，但

是它返回时中断总是被上锁的。

(15) 当队列为空时（见第七章清单 7.24(12) ），从 QActive_get_()调用宏

QACTIVE_EQUEUE_ONEMPTY_() 。这正是这个活动对象的优先级需要被从预备集合

QK_readySet_ 中移除的时刻，因为这个活动对象不再是预备运行。请注意，是从临界区调用

QACTIVE_EQUEUE_ONEMPTY_() 。

(16-20) QK 内核为 QF 事件池使用 QMPool 。平台抽象层 PAL宏被设置成存取 QMPool 操作

（见第七章 7.9 节）。

(21) 从 QF_init() 调用 QK 内核初始化过程。 QK_init() 执行 CPU相关的初始化，它在 QK 移植

层定义。

(22) QK 空闲循环调用 QK_onIdle()回调函数，给英语程序一个机会来定制空闲处理。

注： QK_onIdle()回调函数明显的和在合作式 vanilla 内核使用的 QF_onIdle()回调函数不同，因为

一个可抢占内核处理空闲处理的方式和非可抢占内核是明确不同的。特别的， QK_onIdle()回

调函数总是在中断解锁时被调用，它不需要解锁中断。

(23) QK_getVersion() 函数允许你获得 QK 内核的当前版本号，是常数字符串“ x.y.zz” ，这里

x是一位数主版本号（例如 3 ）， y是一位数的次版本号（例如 5 ）， zz是 2位数发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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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00）。

(24) 这个 typedef为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定义了 QMutex 类型，我在 10.3.1 节描叙 QK 互斥体的

实现。

(25-26) 函数 QK_mutexLock() 和 QK_mutexUnlock() 分别执行互斥的上锁和解锁。而且，我在 10.3.1

节描叙它们。

QK 内核，和其他任何实时内核一样，使用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来保护代码的关键部分不被破

坏，就是在进入关键部分是上锁中断，在退出关键部分时解锁中断。 QK 使用和 QF 实时空间一样的

临界区机制，并且事实上， QK 在文件 qk_port.h 内为 QF 定义临界区机制。请参考第七章 7.3 节对

QF 临界区策略和宏的定义。

(27) 如我在第 (13) 所提到的，总是从临界区调用 QK 调度器，但是也许需要在内部解锁中断。所

以， QK 调度器函数的声明取决于所使用的中断上锁策略，这由第七章 7.3 节描叙的

QF_INT_KEY_TYPE 决定。

(28) 当 QF_INT_KEY_TYPE 没被定义，简单的“无条件中断上锁和解锁”策略被使用，这里 QK

调度器 QK_schedule_() 没有参数。

(29) 类似的，扩展的 QK 调度器 QK_scheduleExt_() 没有参数。我在 10.3.3 节讨论扩展的 QK

调度器。

(30-33) 宏 QK_SCHEDULE_()宏调用 QK 调度器，隐藏了实际使用的中断策略。

(31) 当 QF_INT_KEY_TYPE 被定义时，使用“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这时 QK 调度器

QK_schedule_() 的一个参数是中断状态键（ interrupt status key ）。

(32) 类似的，扩展的 QK 调度器 QK_scheduleExt_() 使用相同的中断状态键作为参数。我在

10.3.3 节来讨论扩展的 QK 调度器。

10.3.3    中断的处理

对于你的特定应用程序，中断处理总是特别的，因此显然它不能被用一种平台无关的方式来一般性的编

写。然而，中断处理对理解 QK 内核如何工作是关键的，因此这里我对它只是泛泛而论。

对于在包括 QK 的任何可抢占型内核下的中断处理，你需要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内核必须

被告知进入一个中断和退出这个中断。特别的，每个中断在进入时必须调用 QK 调度器，给内核一个

机会去处理异步抢占，如 10.1.3 节所叙。

和绝大多数常规的可抢占内核不同， QK 通常可以和由 C 编译器生成的 ISR 一起工作，绝大

多数嵌入式 C 交叉编译器支持直接生成 ISR 。清单 10.4 展示了某个 ISR 的伪代码，图 10.6 展示了

这个代码执行的时间线。

代码列表 88  QK 里的 ISR

 (1) void interrupt YourISR(void) {  /* typically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2)     Clear the interrupt source, if necessary

 (3)     ++QK_intNest_;          /* account for one more interrupt nesting level */

 (4)     Unlock interrupts (depending on the interrupt polic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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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ecute ISR body, including calling QF services, such as:

         Q_NEW(), QActive_postFIFO(), QActive_postLIF(), QF_publish(), or QF_tick()

 (6)     Lock interrupts, if they were unlocked in step (6)

 (7)     Send the EOI instruction to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8)     --QK_intNest_;          /* account for one less interrupt nesting level */

 (9)     if (QK_intNest_ == (uint8_t)0) {      /* coming back to the task level? */

 (10)         QK_schedule_();         /* handle potential asynchronous preemption */

         }

     }

(1) 通常使用特殊的扩展关键词来定义某个 ISR （比如“ interrupt” ）。通常，在进入 ISR 时中

断是上锁的，但是一些处理器架构（例如 ARM Cortex-M3 ）不上锁中断。请查阅你的处理器

的规格书。

(2) 如果需要清除中断源，最好在这里执行。

(3) 你需要告诉 QK 你在服务一个 ISR ，因此 QK 不会尝试处理在 ISR 层的抢占。你通过递

增全局中断嵌套层 QK_intNet_来通知内核。必须在临界区执行这步，因此如果你的处理器不

支持在 ISR 进入时的原子式中断上锁（见第 (1) 行），你需要在递增嵌套层之前，明确的上

锁中断。

(4) 你也许需要在这点解锁中断，这取决于所使用的中断上锁策略（见第七章 7.3 节）和系统是

否有中断控制器。

注： 第 (3) 和 (4) 步构成了 QK 的中断进入，你可以把它们封装进一个宏 QK_ISR_ENTRY() ，

如 10.4节所示。

(5) 执行 ISR ，包括调用适当的 QF 服务。请注意，所有这些服务内部都使用了临界区。因此，

如果你的中断上锁策略不支持临界区的嵌套，你必须确定中断没有被上锁。

(6) 你需要上锁中断，如果你在第 (6) 行解锁它们，因为一下代码必须原子式执行。

(7) 你需要给中断控制器发送 EOI指令，通知硬件停止对这个中断级别的优先级排序。

(8) 在离开这个中断时，递减中断嵌套层 QK_intNest_。

(9) 如果中断嵌套层指示，这个中断返回到任务层，而不是别的中断，那么，

(10) QK 调度器被调用，来处理潜在的异步抢占。请注意，在调用调度器时，中断被上锁。

注： 第（ 6-10）构成了 QK 的中断退出，你可以把它们封装进一个宏 QK_ISR_EXIT() ，如 10.4

节所示。

图 78  QK 内服务某个中断和异步抢占的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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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展示了在 QK 可抢占内核下的中断服务和异步抢占的时间线。我想强调 2 个有趣的要点。

第一，在 QK 内核下的中断响应和在任何其他可抢占内核下一样快，主要由系统里最长的临界区决定，

以及硬件需要多长时间去把中断上下文保存在堆栈上。第二，高优先级任务的任务层响应一般比在任何

常规可抢占内核下快，因为不需要从堆栈恢复全部中断上下文，也不需要执行中断返回代码去开始高优

先级任务。在 RTC内核里，用一个函数调用代替全部这些工作，它通常比从堆栈恢复全部寄存器并执行

IRET 指令要快得多。

10.3.4    源文件      qk_sched.c      （      QK      调度器）

qk_sched.c 源文件实现了 QK 调度器，它是 QK 内核的最重要的部分。如在 10.1.3 节所解释的，仅

在 2 个时刻调用 QK 调度器： (1) 当一个事件被发送给一个活动对象的一个事件队列（同步抢占）和

(2) 在 ISR 处理的尾部（异步抢占）。在 qk.h头文件里（清单 102(13)），你知道了从一个中断上下文

里如何调用调度器来处理异步抢占。这里我解释 QK 调度器本身。

QK 调度器是一个简单的常规 C 函数 QK_schedule_() ，它的工作是有效的找出预备运行的最

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为了执行这个工作， QK 调度器依靠 2 个数据元素：预备运行的任务的集合

QK_readySet_ （清单 10.2(4)）和当前被服务的优先级 QK_currPrio_ （清单 10.2(5)）。

图 10.5 展示了 QK 数据元素和 QF 活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变量 QK_currPrio_ 是一个类型是

uint8_t 的整数，含有当前被服务的优先级的数值。 QK 预备集合 QK_readySet_ 的类型是 QPSet64

（见第七章 7.10节），它可以代表最多 64个元素，编号从 1 到 64. 。如图 10.5 所示，在

QK_readySet_ 优先级集合的每一个 bit代表了一个 QF 活动对象。如果优先级为 m的活动对象的事

件队列为空，或者优先级 m没被使用， QK_readySet_ 的编号为 m的bit就为 0 。 QK_currPrio_ 和

QK_readySet_ 总是在临界区被存取，以避免数据的破坏。

清单 10.3 展示了 QK_schedule_() 函数的完整的实现。

代码列表 89  QK 调度器的实现（ <qp>\qpc\qk\source\qk_sched.c ）

 (1) #include "qk_pkg.h"

     /* Public-scope objects ----------------------------------------------------*/

 (2) QPSet64 volatile QK_readySet_;                              /* QK ready-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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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art with the QK scheduler locked */

 (3) uint8_t volatile QK_currPrio_ = (uint8_t)(QF_MAX_ACTIVE + 1);

 (4) uint8_t volatile QK_intNest_;              /* start with nesting level of 0 */

     /*..........................................................................*/

     /* NOTE: the QK scheduler is entered and exit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5) #ifndef QF_INT_KEY_TYPE

 (6) void QK_schedule_(void) {

     #else

 (7) void QK_schedule_(QF_INT_KEY_TYPE intLockKey_) {

     #endif

         uint8_t p;

                           /* the QK scheduler must be called at task level only */

 (8)     Q_REQUIRE(QK_intNest_ == (uint8_t)0);

 (9)     if (QPSet64_notEmpty(&QK_readySet_)) {

             /* determine the priority of the highest-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10)         QPSet64_findMax(&QK_readySet_, p);

(11)         if (p > QK_currPrio_) {                 /* do we have a preemption? */

(12)             uint8_t pin = QK_currPrio_;        /* save the initial priority */

                 QActive *a;

(13) #ifdef QK_TLS                                 /* thread-local storage used? */

(14)             uint8_t pprev = pin;

     #endif

(15)             do {

                     QEvent const *e;

(16)                 a = QF_active_[p];          /* obtain the pointer to the AO */

(17)                 QK_currPrio_ = p; /* this becomes the current task priority */

     #ifdef QK_TLS                                 /* thread-local storage used? */

(18)                 if (p != pprev) {               /* are we changing threads? */

(19)                     QK_TLS(a);           /* switch new thread-local storage */

(20)                     pprev = p;

                     }

     #endif

(21)                 QK_INT_UNLOCK_();                  /* unlock the interrupts */

(22)                 e = QActive_get_(a);      /* get the next event for this AO */

(23)                 QF_ACTIVE_DISPATCH_(&a->super, e);    /* dispatch to the AO */

(24)                 QF_gc(e);        /* garbage collect the event, if necess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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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QK_INT_LOCK_();

                               /* determine the highest-priority AO ready to run */

(26)                 if (QPSet64_notEmpty(&QK_readySet_)) {

(27)                     QPSet64_findMax(&QK_readySet_, p);

                     }

                     else {

(28)                     p = (uint8_t)0;

                     }

(29)             } while (p > pin);  /* is the new priority higher than initial? */

(30)             QK_currPrio_ = pin;             /* restore the initial priority */

     #ifdef QK_TLS                                 /* thread-local storage used? */

(31)             if (pin != (uint8_t)0) {   /* no extended context for idle loop */

(32)                 a = QF_active_[pin];

(33)                 QK_TLS(a);                      /* restore the original TLS */

                 }

     #endif

             }

(34)     }

(1) 和每个 QK 源文件一样， qk_sched.c 文件包含了“模块范围内”的 QK 接口文件

qk_pcg.h ，它位于 <qp>\qpc\qk\source\ 。 qk_pkg.h 头文件包含了平台相关的 QK 移植文件

qk_port.h ，但是它另外定义了一些内部宏和仅在 QK 内共享的对象。

(2) 全局变量 QK_readySet_ 是一个优先级集合，它维护这所有活动对象事件队列的全局状态，如

图 10.5 所示。

(3) 全局变量 QK_currPrio_ 代表了当前在运行的任务或中断的全局系统范围的优先级。

(4) 全局变量 QK_intNest_代表了全局系统范围的嵌套级。

(5) 总是在中断上锁时调用 QK 调度器，因此， QK 调度器函数的声明取决于所采用的中断上

锁策略，它由 QF_INT_KEY_TYPE 定义，如第七章 7.3 节所叙。

(6) 当 QF_INT_KEY_TYPE 没有被定义，就使用简单的“无条件中断上锁和解锁”策略，这时，

QK 调度器 QK_schedule_() 没有参数。

(7) 当 QF_INT_KEY_TYPE 被定义，就使用“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这时， QK 调度器

QK_schedule_() 的参数是中断状态键。

(8) 在任务层不会调用 QK 调度器。

(9) 如果预备集合 QK_readySet_ 为空， QK 内核有一些事件需要处理。

(10) 优先级集合很快的发现最高优先级的，非空的事件队列，如在第七章 7.10节所叙。

(11) 仅当新优先级比当前正在运行任务的优先级高时， QK 调度器才可以抢占当前运行的任务。

注： QK 调度器是一个间接递归函数。调度器调用任务函数，它也许会发送事件给其他任务，它们

将调用调度器。然而，这种递归仅在任务的优先级递增时才持续。由于语句（第 11）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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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一个事件给低优先级或同等优先级（发送给自己）的任务会停止递归。

(12) 为了处理抢占， QK 调度器将需要递增当前的优先级。然而，在做这之前，当前的 QK 优先

级被保存到一个堆栈变量 pin 。

(13) 如果宏 QK_TLS 被定义， QK 内核管理线程本地存储 (thread-local storage, TLS)。我在

10.4.2 节讨论 QK 的 TLS管理。

(14) 对于 TLS ，变量 pprev 含有前一个任务优先级，帮助 QK 决定什么时候一个任务改变会发生。

(15) do-loop循环在 QK 调度器寻找拥有比初始优先级 pin 高的优先级的预备运行任务时一直持续。

(16) 通过被 QF 内部维护的 QF_active_[]优先级到活动对象的查找表，得到活动对象指针 a 的值。

(17) 当前 QK 优先级被提升到准备被启动的最高优先级任务级。

(18) 如果 TLS管理被使能，调度器检查是否将发生任务的改变。

(19) 如果会， QK_TLS() 把 TLS 改变成新任务。

(20) 而且， pprev 变量被更新，因此 QK 可以发现何时下一次任务改变会发生。

(21) 解锁中断，运行 RTC任务。

(22-24) 这些是活动对象线程的 3 个步骤（见第七章清单 7.8 ）。

注： 第 (22-24)步代表了在 QK 里一次性 RTC任务的主体。请注意 RTC任务在中断解锁时运行。

(25) 上锁中断，因此调度器可以再次检测最高优先级的预备运行的活动对象。 QK 预备集合的状

态在 RTC执行期间可能改变。

(26) 如果预备集合 QK_readySet_ 为非空， QK 内核还有一些事件要处理。

(27) 优先级集合根据潜在可能改变的 QK_readySet_ ，很快的发现新的最高优先级的非空事件队列。

(28) 如果 QK_readySet_ 为空， QK 内核没有更多的事件要处理。变量 p被设置成 0 ，去终止下

一步的 do-while 循环。

(29) 只要 QK 调度器继续找到比初始优先级 pin 高的预备运行的任务， while 条件就循环回第

(13) 行。

(30) 在循环终止后，当前的 QK 优先级必须返回初始级。

(31) 仅当一个任务被抢占时， TLS才需要被恢复。优先级 pin 为 0 对应于 QK 空闲循环。我

假设空闲循环不使用 TLS 。

(32) 通过 QF_active_[]优先级到活动对象查找表，找出指向行被抢占的活动对象的指针的值。

(33) QK_TLS 宏恢复原来被抢占任务的 TLS 。

(34) 总是在中断被上锁时调用 QK 调度器。

10.3.5    源文件      qk.c      （      QK      的启动和空闲循环）

展示在清单 10.5 的 qk.c 源文件，定义了 QK 的初始化，清理，启动和空闲循环。

代码列表 90  QK 启动和空闲循环 （ <qp>\qk\source\qk.c ）

(1) #include "qk_pkg.h"

     #include "qasse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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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_DEFINE_THIS_MODULE(qk)

     /*..........................................................................*/

     void QF_init(void) {

         /* nothing to do for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2)     QK_init();                              /* might be defined in assembly */

     }

     /*..........................................................................*/

     void QF_stop(void) {

 (3)     QF_onCleanup();                                     /* cleanup callback */

         /* nothing else to do for the QK preemptive kernel */

     }

     /*..........................................................................*/

 (4) void QF_run(void) {

         QK_INT_LOCK_KEY_

         QK_INT_LOCK_();

 (5)     QK_currPrio_ = (uint8_t)0;     /* set the priority for the QK idle loop */

 (6)     QK_SCHEDULE_();                   /* process all events produced so far */

         QK_INT_UNLOCK_();

 (7)     QF_onStartup();                                     /* startup callback */

 (8)     for (;;) {                                          /* the QK idle loop */

 (9)         QK_onIdle();                      /* invoke the QK on-idle callback */

         }

     }

     /*..........................................................................*/

(10) void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uint8_t prio,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11)                    void *tls,

(12)                    uint32_t flags,

                        QEvent const *ie)

     {

         Q_REQUIRE(((uint8_t)0 < prio) && (prio <= (uint8_t)QF_MAX_ACTIVE));

(13)     QEQueue_init(&me->eQueue, qSto, (QEQueueCtr)qLen);

(14)     me->prio = prio;

(15)     QF_add_(me);                     /* make QF aware of this active object */

     #if defined(QK_TLS) || defined(QK_EXT_SAVE)

(16)     me->osObject = (uint8_t)flags;    /* osObject contains the thread fla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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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e->thread   = tls; /* contains the pointer to the thread-local storage */

     #else

         Q_ASSERT((tls == (void *)0) && (flags == (uint32_t)0));

     #endif

(18)     QF_ACTIVE_INIT_(&me->super, ie);          /* execute initial transition */

     }

     /*..........................................................................*/

     void QActive_stop(QActive *me) {

         QF_remove_(me);                /* remove this active object from the QF */

     }

(1) 和每个 QK 源文件一样， qk.c 文件包含了“模块范围内”的 QK 接口文件 qk_pkg.h ，它位

于 <qp>\qpc\qk\source\ 。 qk_pkg.h 头文件包含了平台相关的 QK 移植文件 qk_port.h ，但是

它另外定义了一些内部宏和仅在 QK 内共享的对象。

(2) 函数 QF_port.h初始化 QF 框架和底层内核。对 QK 内核，这个函数不做任何事情，只调用

QK_init() 函数，给 QK 内核一个机会去初始化。在 QK 的移植里定义 QK_init() 。

(3) 函数 QF_stop()停止 QF 框架的执行。对 QK 内核，这个函数不做任何事件，只调用

QF_onCleanup() 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去清理并退回到底层操作系统（例如运行在

DOS上的 QK 内核）。关于所有的 QF 回调函数的小结在第八章 8.1.8节。

(4) 应用程序从 main() 调用 QF_run() ，把控制权转让给框架。这个函数实现了 QK 内核的启动

和空闲循环。

(5) 当前 QK 优先级被从 QF_MAX_ACTIVE+1递减到 0(见清单 10.3(3))，这对应于 QK 空闲循

环的优先级。

注： QK 当前优先级的值 QF_MAX_ACTIVE+1 ，有效的锁住了 QK 调度器，因此即使在事件发

送或从 ISR 退出时也没有调用这个调度器。

(6) 在降低了优先级级别后，调度器被调用去处理在活动对象的初始化期间可能被发送的事件。请

注意，在中断上锁时调用调度器。

(7)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配置并启动中断。通常在应用程序层（ BSP ）实现这个函数。

(8) 这是 QK 内核的空闲循环。

注： 当没有中断运行，而且所有事件队列为空时， QK 内核没有事件要做。内核然后运行空闲循

环。空闲循环是在 QK 里唯一被写成无限循环的任务。和空闲循环相连的 QK 优先级是

0 ，并且是系统里绝对最低的优先级， RTC任务不能存取它。 QK 的任务优先级从 1 开始。

(9) 空闲循环不断的调用 QK_onIdle()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去把 CPU放入低功耗睡眠

模式，或者执行其他任务（例如，第十一章的软件追踪输出）。通常在应用程序层 (BSP) 实现

QK_onIdel()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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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作为一个抢占型内核， QK 处理空闲过程的方法和非抢占型 vanilla 内核不一样。特别的，

QK_onIdle()回调函数总是在中断解锁是被调用，并且不需要解锁中断（和 QF_onIdle()回调函

数相反）。在 QK_onIdle()内的到低功耗睡眠模式的切换也不需要中断被上锁。这类切换是安

全的，不会引发任何竞争条件，因为一个抢占型内核在有事件要处理时，绝不会把上下文切换

到空闲循环。

(10) QActive_start()函数初始化事件队列并启动活动对象 QK 任务。

(11) 对常规内核来说， QActive_start()的第五个和第六个变量代表私有堆栈内场和这个内存的大小。

QK 内核不需要每个任务一个堆栈。相反， QActive_start()的第五个变量被用做一个指针，执

行 QK 任务的线程本地存储 TLS 。

(12) 第六个参数被用作某些标志的一个位掩码，这些标志代表了任务的属性，比如，是否使用了一

个协处理器。我在 10.4.3 节讨论 QK 内部一个通用的协处理器上下文切换。

(13) QK 内核使用原生的 QF 事件队列 QEQueue ，需要使用函数 QEQueue_init()把它初始化。

(14) 在活动对象的内部设置活动对象的 QF 优先级。

(15) 活动对象被加入 QF 框架。

(16) 在 osObject 数据成员内部存储任务标志。我在 10.3.3 节展示一个使用这些任务标志的例子。

(17) 这个任务的 TLS指针被存储在 thread 数据成员内。

(18) 初始化活动对象的内部状态机。

10.4                                                                      

高级的      QK      特征

QK 是简单的，它也支持很多只能在非常复杂的实时内核才存在的高级特征。在这一节，我谈论处理优

先级倒置的互斥，处理线程安全库的线程本地存储，支持不同协处理器的扩展的上下文切换。如果你知

道了其它内核是如何实现这些特征的，我希望你会欣赏 QK 实现的简练优雅。

注： 仅在你必须在多个 QK 任务（活动对象）之间共享资源时，这节所谈到的所有高级的 QK 特

征才是必须的。如果你使用严格的封装（如第九章所建议的），并从不在活动对象之间共享内

存，非重入库，或协处理器，你不需要使用任何这些高级特征。

10.4.1    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

QK 是一个抢占型内核，使用这类内核，你必须特别注意那些在 QK 任务之间共享的任何资源。理想情

况下， QF 活动对象（例如 QK 任务）应该只通过事件进行通讯，并且不共享任何资源，这是我一直

倡导的（见第九章）。这个理想情况允许你编写所有活动对象，而不需考虑使用互斥机制来包含共享的

资源。

然而，你也许想选择共享某些选定的资源，就算要付出增加活动对象之间耦合的成本。如果你想

这么做，你让自己背上了要处理存取这些资源（共享的内存或设备）的内部互锁的负担。

在你的方案里，可保证的互斥存取资源的一个强大的方法就是，使用 QF 宏 QF_INT_LOCK()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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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_INT_UNLOCK() 实现的临界区机制，如第七章 7.3 节所叙。对非常短的存取，这也许是最有效的

同步性机制。

然而，你也可以使用在 QK 里现有的更少侵入性的机制。 QK 支持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

(priority-ceiling mutex) ，在存取一个共享资源时，防止任务级的抢占。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是对优先级倒

置免疫的 [Kalinsky 05] ，但是和中断上锁相比，是更有选择性的机制，因为高于这个优先级天花板的

所有任务（和中断）和平常一样运行。清单 10.6列出了使用 QK 互斥体来包含一个共享资源的例子。

代码列表 91  使用 QK 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保护一个共享资源

     void your_function(arguments) {
 (1)     QMutex mutex;

         . . .

 (2)     mutex = QK_mutexLock(PRIO_CEILING);

 (3)     You can safely access the shared resource here

 (4)     QK_mutexUnlock(mutex);

         . . .

     }

(1) 你需要提供一个类型为 QMutex 的临时变量 mutex （它是一个字节）。

(2) 你调用 QK_mutexLock()上锁这个互斥体。这个函数需要优先级天花板参数，它是你想用来保

护的，使用这个共享资源的最高优先级任务的优先级。通常，这个优先级在编译时是已知的，

因为所有 QK 任务在系统启动时有静态分配的固定优先级。

(3) 你存取共享的资源。

(4) 你调用 QK_mutexUnlock() 来解锁这个互斥体。

如你可以看到的，互斥体变量仅被临时性使用，你在系统里可以使用多少互斥体也没有限制。原

理上，互斥上锁可以嵌套，因此在清单 10.6(3)的代码可以使用另外的优先级天花板。请注意，我这里仅

指理论上的可能性，它并不是一种好的或被推荐的设计方法。

在解释 QK 如何保护资源，以及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阻塞机制之前，我在清单 10.6 简单的展示它

是如何被实现的。

代码列表 92  QK 互斥体（ <qp>\qpc\qk\source\qk_mutex.c ）

     QMutex QK_mutexLock(uint8_t prioCeiling) {
         uint8_t mutex;

         QK_INT_LOCK_KEY_

         QK_INT_LOCK_();

 (1)     mutex = QK_currPrio_;             /* the original QK priority to return */

 (2)     if (QK_currPrio_ < prioCeiling) {

 (3)         QK_currPrio_ = prioCeiling;                /* raise the QK priority */

         }

         QK_INT_UNLOCK_();

 (4)     return mu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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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oid QK_mutexUnlock(QMutex mutex) {

         QK_INT_LOCK_KEY_

         QK_INT_LOCK_();

 (5)     if (QK_currPrio_ > mutex) {

 (6)         QK_currPrio_ = mutex;                 /* restore the saved priority */

 (7)         QK_SCHEDULE_();

         }

         QK_INT_UNLOCK_();

     }

(1) 在临界区内，当前的 QK 优先级被保存在临时变量 mutex ， QK_mutexLock()会返回它。

(2) 如果函数参数提供的优先级天花板超过了当前 QK 的优先级，那么，

(3) 当前 QK 优先级被提升到优先级天花板。

(4) 原来的 QK 优先级被返回给调用者。

(5) 在临界区内，当前的 QK 优先级被和 mutex 参量比较。

(6) 如果当前的优先级超过了 mutex ，当前的 QK 优先级被降级到互斥体的级别。

(7) 降低当前 QK 的优先级可能“暴露”一些预备运行任务，它们有比被降级的 QK_currPrio_ 更

高的优先级。 QK 调度器被调用来处理这些潜在的同步抢占。请注意，在中断上锁时调用调

度器。

如你可以看到的，锁住互斥体归结起来，就是把当前 QK 优先级提升到优先级天花板级别。回

忆到 QK 调度器仅能启动在进入调度器时的那个最初优先级更高的任务（清单 10.3(9)）。这意味着临

时性提升当前 QK 优先级，防止了所有的低于或等于优先级天花板的任务的抢占。这恰好是要保护你的

资源的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该做的事情。

请注意， QK 互斥体是一个非阻塞机制。如果一个任务需要保护一个共享的资源正在运行，这意

味着所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没有事件要处理。所以，简单的防止启动可能存取资源的更高优先级任务，

这足够保证对资源的互斥存取。当然，你不需要担心任何较低优先级任务可能被抢占，因为它们在当前

任务运行到完成后才恢复。

10.4.2    本地线程存储

线程本地存储 (TLS) 是一种机制，变量通过它被分配，这样每个现存的线程有这个变量的一个实例。

TLS 可能有用的一个经典例子是特意为嵌入式设备设计的，流行的标准 C 运行库 Newlib56 。 Newlib的

功能是可重入的，但是仅在它被正确的集成到一个多线程环境下才是如此 [Gatliff 01] 。因为 QK 是一

个可抢占型内核所以必须小心维护 Newlib的可重入特性。

例如，考虑在 ANSI C标准里的 errno功能。当在运行库内出现一个错误时，库会设置 errno。一

旦它被设置， errno的值一直不变，直到应用程序清除它，这简化了对库的错误通知，但是当多个线程同

时使用这个库时，可能造成重入性问题。如果 errno可能是在所有线程之间共享的一个全局变量，那么

没有一个线程知道是谁生成了这个错误。

56 www.sourceware.org/new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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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ib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重新把 errno定义为一个宏，它（间接的）引用一个名为

_impure_ptr 的全局指针（见图 10.7 ）。 Newlib的 _impure_ptr 执行一个类型为 struct _reent 的结构。

这个结果包含了传统的由 ANSI 具体定义的 errno值，但也包含了大量其它的元素，包括信号处理函

数指针，标准输入输出的文件处理，以及错误流 (error stream) 。

Newlib设计的核心思想是，在应用系统里的每个线程有它对 _reent 结构自己的复制品，在上下

文切换时 _impure_ptr指针被切换，总是指向当前活动线程的 _reent 结构。显然，为了执行

_impure_ptr 的切换，你需要内核的帮助。

图 79  内核切换指向线程本地存储 TLS 的指针

QK 通过提供一个上下文切换钩子 QK_TLS() 来支持 TLS 概念，在每一次，每一个不同任务的

优先级被处理时，它被调用（见清单 10.3(17-30) ）。宏 QK_TLS() 从内核接收到一个指针，执行当前

的活动对象。后面从 qk_port.h 的代码片段定义了宏 QK_TLS() ，用来在上下文切换时给 Newlib的

_impure_ptr赋值：

     #define QK_TLS(act_)  (_impure_ptr = (struct _reent *)(act_)->thread)

QK_TLS() 宏可以自动地切换 _impure_ptr ，你负责为每个活动对象分配 _reent 结构。你也需

要在启动时，通过 QActive_start()的第五个参数来传递指向 TLS 的指针，告诉 QK 每个活动对象的

TLS在哪里（见清单 10.5(6)）。

注： QK 里当前的 TLS 实现，假设线程本地存储不能从 ISR 或空闲循环中（在 QK_onIdle()回调

函数内）被存取。

QK 支持的 TLS是通用性的，它允许你处理任何数目的类似 Newlib的库。在 10.5节，我提供

了 QK 版的哲学家就餐应用程序，它演示了在 2 个假设的可重入库的 2 个 impure pointers之间的切换。

10.4.3    扩展的上下文切换（对协处理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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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编译器为中断程序生成的上下文保存和恢复通常仅包含CPU核心寄存器，不包括各种协处理器的寄存

器，比如围绕 CPU核心的浮点协处理器，专门的 DSP引擎，基带处理器，视频加速器或其他的协处理

器（可能用 FPGA 实现）。这些复杂的寄存器架构的数量远超过核心 CPU的寄存器数量，如果这些不

同的协处理器被多个任务使用，就给可抢占内核带来了一个问题。高级的可抢占型内核提供的解决方法

是在上下文切换的处理中把这些不同的协处理器的寄存器也包括进去，从而允许在不同任务间共享这些

协处理器。

QK 内核使用一种一般性的方法来支持这种扩展的上下文切换，你可以容易的为不同的协处理器

和硬件加速器来进行定制。 QK 扩展上下文切换的设计，通过仅在必需时才保存和恢复扩展上下文，仔

细的把附加的开销降到最低。基础的简化性假设是， ISR 和 QK 空闲处理都不会使用协处理器。因此，

仅当某个任务抢占别的任务时才需要保存扩展上下文。此外，同步的上下文切换一般不需要被扩展，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的上下文切换是一个简单的函数调用（见 10.1.3 节），它不能在存取某个协处理器时发

生。

这样，仅有一步抢占切实需要扩展的上下文切换。如 10.2.3 节所叙，在从 QK_ISR_EXIT() 宏

里退出时处理异步抢占。清单 10.8 展示了 QK_ISR_EXIT() 宏的伪代码，如清单 10.4(12) 所示，它调

用扩展的调度器 QK_scheduleExt_() 而不是 QK_scheduler_() 。

代码列表 93 使用扩展上下文切换的 QK_ISR_EXIT() 宏

     #define QK_ISR_EXIT() do { \
         Lock interrupts \

         Send the EOI instruction to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

         --QK_intNest_; \

         if (QK_intNest_ == 0) { \

             QK_scheduleExt_(); \

         } \

     } while (0)

图 80在扩展的上下文切换在 TLS 区 保存和恢复协处理器的寄存器

图 10.8 展示了在扩展调度器 QK_scheduleExt_() 中实现的另外的扩展上下文保存和恢复步骤。

每个活动对象的扩展上下文被简单的加入线程本地存储（ TSL ）区域，它可以通过 QActive 类的

thread 数据成员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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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10.9 展示了扩展调度器 QK_scheduleExt_() 。我仅解释它和在清单 10.3 里解释过的常规

调度器 QK_scheduler_() 的不同部分。

代码列表 94  QK 扩展调度器的实现（ <qp>\qpc\qk\source\qk_ext.c ）

     #ifndef QF_INT_KEY_TYPE
 (1) void QK_scheduleExt_(void) {

     #else

 (2) void QK_scheduleExt_(QF_INT_KEY_TYPE intLockKey_) {

     #endif

         uint8_t p;

                           /* the QK scheduler must be called at task level only */

         Q_REQUIRE(QK_intNest_ == (uint8_t)0);

         if (QPSet64_notEmpty(&QK_readySet_)) {

             /* determine the priority of the highest-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QPSet64_findMax(&QK_readySet_, p);

             if (p > QK_currPrio_) {                 /* do we have a preemption? */

                 uint8_t pin = QK_currPrio_;        /* save the initial priority */

                 QActive *a;

     #ifdef QK_TLS                                 /* thread-local storage used? */

                 uint8_t pprev = pin;

     #endif

 (3) #ifdef QK_EXT_SAVE                         /* extended context-switch used? */

 (4)             if (pin != (uint8_t)0) {/*no extended context for the idle loop */

 (5)                 a = QF_active_[pin];     /* the pointer to the preempted AO */

 (6)                 QK_EXT_SAVE(a);                /* save the extended context */

                 }

     #endif

                 do {

                     QEvent const *e;

                     a = QF_active_[p];          /* obtain the pointer to the AO */

                     QK_currPrio_ = p; /* this becomes the current task priority */

     #ifdef QK_TLS                                 /* thread-local storage used? */

                     if (p != pprev) {               /* are we changing threads? */

                         QK_TLS(a);           /* switch new thread-local storage */

                         pprev = p;

                     }

     #endif

                     QK_INT_UNLOCK_();                  /* unlock the interrup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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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QActive_get_(a);      /* get the next event for this AO */

                     QF_ACTIVE_DISPATCH_(&a->super, e);    /* dispatch to the AO */

                     QF_gc(e);        /* garbage collect the event, if necessary */

                     QK_INT_LOCK_();

                               /* determine the highest-priority AO ready to run */

                     if (QPSet64_notEmpty(&QK_readySet_)) {

                         QPSet64_findMax(&QK_readySet_, p);

                     }

                     else {

                         p = (uint8_t)0;

                     }

                 } while (p > pin);  /* is the new priority higher than initial? */

                 QK_currPrio_ = pin;             /* restore the initial priority */

 (7) #if defined(QK_TLS) || defined(QK_EXT_RESTORE)

 (8)             if (pin != (uint8_t)0) {/*no extended context for the idle loop */

 (9)                 a = QF_active_[pin];     /* the pointer to the preempted AO */

         #ifdef QK_TLS                             /* thread-local storage used? */

                     QK_TLS(a);                      /* restore the original TLS */

         #endif

         #ifdef QK_EXT_RESTORE                  /* extended context-switch used? */

(10)                 QK_EXT_RESTORE(a);          /* restore the extended context */

         #endif

                 }

     #endif

             }

         }

     }

(1,2) 扩展调度器的声明取决于所采用的中断上锁策略。

(3) 如果宏 QK_EXT_SAVE() 被定义，扩展调度器调用这个宏来保存扩展的上下文。

(4) 仅当某个任务被抢占时才需要保存扩展的上下文。优先级 pin 为 0 对应于 QK 空闲循环。我

假设空闲循环不使用协处理器。

注： 空闲循环不对应于某个活动对象，因此它不需要拥有 TLS 内存区域来保存扩展的上下文。

(5) 通过 QF_active_[]优先级到活动对象的查找表，得到指向被抢占活动对象的指针的值。

(6) QK_EXT_SAVE() 宏保存最初的被抢占活动对象的扩展上下文

(7) 仅当使用 TLS或扩展上下文时，才使用以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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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仅当一个任务被抢占了，才需要恢复 TLS或扩展上下文。优先级 pin 为 0 ，对应于 QK 空

闲循环。我假设空闲循环不使用 TLS或协处理器。

(9) 通过 QF_active_[]优先级到活动对象的查找表，得到指向被抢占活动对象的指针的值。

(10) QK_EXT_RESTORE()宏恢复最初的被抢占活动对象的扩展上下文。

QK_EXT_SAVE() 和 QK_EXT_RESTORE()宏允许你为某个给定任务，按需要保存和恢复多个

协处理器的上下文。如图 10.8 所示，你需要为这些扩展上下文提供属于每个任务的内存。在下一节，

我描叙 QK 到带有 80x87 浮点协处理器 (FPU) 的 80x86 上的移植，我为 80x87 FPU 提供了

QK_EXT_SAVE() 和 QK_EXT_RESTORE()宏的例子。

10.5                                                                      

移植      QK  

当你和 QF 一起使用 QK 可抢占内核时，你不需要把 QF 框架移植到内核上，因为 QK 和 QF 已经

集成了。然而，你还是需要把 QK 内核移植到你使用的目标 CPU和编译器上。幸运的是，由于 QK

内核的简洁性，移植它非常容易。所有你需要提供的就是，在 qep_port.h里提供和编译器相关的精确宽度

整数类型，在 qf_port.h 里提供 QF 的配置，在 qk_port.h 里提供中断上锁策略和中断进入 / 退出代码。

你一般不需重写任何平台相关的 QK 源代码，因为绝大多数时候 QK 可以和由 C 编译器生成的 ISR 一

起工作。

请注意，可抢占型 QK 内核和第七章里描叙的简单的 vanilla 内核相比，对目标 CPU和编译器

有更多的要求。通常， QK 可以被移植到某个处理器和编译器，如果它们满足以下条件：

1. 处理器支持一个硬件堆栈，它可以容纳很多数据（最少 256 字节）。

2. C或 C++ 编译器可以生成可重入代码。特别的，编译器必须可以在堆栈分配自动变量。

3. 可以从 C/C++ 里上锁和解锁中断。

4. 系统提供了一个时钟节拍中断（通常是 10到 100Hz ）。

例如，一些旧的 CPU架构，比如 8位 PIC 处理器，没有一个适合 C 的堆栈架构，因此它不

能容易的运行 QK 。然而请注意，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使用非可抢占型 vanilla 内核。

在这一节我展示一个把 QK 内核移植到 DOS下的 80x86 的例子，它使用的 C++ 1.01 编译器

被配置为“ large”内存模型生成代码。这个移植也展示了一些高级特征，比如线程本地存储，用于

80x87FPU的扩展上下文的切换。这个移植位于 <qp>\qpc\port\s80x86\qk\tcpp101\l\ 。

10.5.1    头文件      qep_port.h  

清单 10.10 展示了使用 80x86/QK/Turbo C++ 1.01/Largen内存模型的 qep_port.h头文件。 Turbo C++ 1.01

是ANSI C标准制定前的编译器，因此 typedef了在 QP 内使用的 6 个平台相关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

代码列表 95 使用 80x86/QK/Turbo C++ 1.01/Largen 内存模型的 qep_port.h头文件

     #ifndef qep_port_h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380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define qep_port_h

          /* Exact-width integer types for DOS/Turbo C++ 1.01/Large memory model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include "qep.h"               /* QEP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ep_port_h */

10.5.2    头文件      qf_port.h  

清单 10.11 展示了使用 80x86/QK/Turbo C++ 1.01/Largen内存模型的 qf_port.h 头文件。你总是需要配

置活动对象的最大数目 QF_MAX_ACTIVE ，并且你需要包含 qep_port.h，qk_porth.h和 qf.h 头文件。

代码列表 96 使用 80x86/QK/Turbo C++ 1.01/Largen 内存模型的 qf_port.h 头文件

     #ifndef qf_port_h
     #define qf_port_h

                      /* The maximum number of active objects in the application */

     #define QF_MAX_ACTIVE               63

     #include "qep_port.h"                                           /* QEP port */

     #include "qk_port.h"                                             /* QK port */

     #include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endif                                                         /* qf_port_h */

10.5.3    头文件      qk_port.h  

把 QK 移植到你选择的 CPU/ 编译器的实际工作发生在 qk_port.h头文件。你需要作出的第一个移植

决定是上锁和解锁中断的策略。为了作出正确的决定，你需要仔细的研究你的目标CPU和编译器，找出

最有效的方法，从 C/C++ 里允许和禁止中断。通常，你的第一个选择应该是安全的“保存和恢复中断

状态”策略（见第七章 7.3.1节）。然而，如果你发现因为你的目标系统可以在硬件层对中断优先级排

序，从而可以在 ISR 内安全的解锁中断，那么你可以使用简单而且快速的“无条件解锁中断”策略（见

第七章 7.3.2节）。使用快速的策略，你必须总是确保 QF 函数被调用时中断是解锁的，或更一般地说，

临界区没有发生嵌套。

下一个决定，和第一个有关，是 QK 相关的中断进入和退出。而且你需要知道，你的 CPU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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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 时中断是被锁住的还是解锁的（绝大多数 CPU在进入 ISR 前是锁住中断的）。如果你决定使用快

速的中断上锁策略，你必须在 QK_ISR_ENTRY() 解锁中断，并在 QK_ISR_EXIT() 再次上锁中断，以

避免当你调用任何 QF 服务时发生临界区的嵌套。如果你的系统有一个中断控制器，即使你使用了安

全的“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你可能决定在 ISR 内部解锁中断。我通常推荐在没有中断控制器

的系统，在整个 ISR 区间让中断上锁。显然，对后一种情况你必须使用安全的“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

策略，因为绝大多数 QF 服务在内部使用一个临界区。

最后，你需要定制高级的特征，比如 TLS 和扩展上下文切换，如果你计划在你的系统使用它们。

这里，你需要知道哪些库需要 TLS 支持（例如 Newlib）。你也需要知道你想支持那类协处理器以及如

何从 C 里保存和恢复它们的寄存器。

清单 10.12 展示了使用 80x86/QK/Turbo C++ 1.01/Largen内存模型的 qk_port.h头文件。我决定

使用简单的“无条件中断解锁”策略因为标准的 PC 装配了外部 8259A 可编程中断控制器， Turbo 

C++ 1.01 编译器提供了一对函数 disable() 和 enable() ，分别用来无条件的上锁和解锁中断。使用这

个简单的中断上锁策略，我必须在 QK_ISR_ENTRY() 内解锁中断，并在 QK_ISR_EXIT() 再次把中断

上锁。我也使用 80x87 浮点协处理器 FPU和需要 TLS 支持的 2 个库。

代码列表 97 使用 80x86/QK/Turbo C++ 1.01/Largen 内存模型的 qk_port.h头文件

     #ifndef qk_port_h
     #define qk_port_h

                                               /* QF critical section entry/exit */

 (1) /* QF_INT_KEY_TYPE not defined */

 (2) #define QF_INT_LOCK(dummy)   disable()

 (3) #define QF_INT_UNLOCK(dummy) enable()

                                               /* QK-specific ISR entry and exit */

 (4) #define QK_ISR_ENTRY() do { \
         ++QK_intNest_; \

 (5)     enable(); \

     } while (0)

 (6) #define QK_ISR_EXIT() do { \

 (7)     disable(); \

 (8)     outportb(0x20, 0x20); \

         --QK_intNest_; \

         if (QK_intNest_ == 0) { \

 (9)         QK_scheduleExt_(); \

         } \

     } while (0)

     /* demonstration of advanced QK features: TLS and extended context switch   */

(10) typedef struct Lib1_contextTag {         /* an example of a library context */

         double  x;

     } Lib1_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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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tern Lib1_context * volatile impure_ptr1;

(12) typedef struct Lib2_contextTag {         /* an example of a library context */

         double  y;

     } Lib2_context;

(13) extern Lib2_context * volatile impure_ptr2;

(14) typedef union FPU_contextTag {

         uint32_t align;

(15)     uint8_t  x87[108];               /* the x87 FPU context takes 108-bytes */

     } FPU_context;

(16) typedef struct ThreadContextTag {

         Lib1_context lib1;                                  /* library1 context */

         Lib2_context lib2;                                  /* library2 context */

         FPU_context  fpu;                                    /* the FPU context */

     } ThreadContext;

(17) enum QKTaskFlags {

         QK_LIB1_THREAD = 0x01,

         QK_LIB2_THREAD = 0x02,

         QK_FPU_THREAD  = 0x04

     };

                                                      /* QK thread-local storage */

(18) #define QK_TLS(act_) \

(19)     impure_ptr1 = &((ThreadContext *)(act_)->thread)->lib1; \

(20)     impure_ptr2 = &((ThreadContext *)(act_)->thread)->lib2

                                       /* QK extended context (FPU) save/restore */

(21) #define QK_EXT_SAVE(act_)    \

(22)     if (((act_)->osObject & QK_FPU_THREAD) != 0) \

(23)         FPU_save(&((ThreadContext *)(act_)->thread)->fpu)

(24) #define QK_EXT_RESTORE(act_) \

(25)     if (((act_)->osObject & QK_FPU_THREAD) != 0) \

(26)         FPU_restore(&((ThreadContext *)(act_)->thread)->fpu)

(27) void FPU_save   (FPU_context *fpu);                  /* defined in assembly */

(28) void FPU_restore(FPU_context *fpu);                  /* defined in assemb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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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dos.h>                                              /* see NOTE01 */

     #undef outportb /*don't use the macro because it has a bug in Turbo C++ 1.01*/

(29) #include "qk.h"                 /* QK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30) #include "qf.h"                 /* QF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k_port_h */

(1) 宏 QF_INT_KEY_TYPE 没被定义，意味着使用快速的“无条件中断保存和恢复”策略。这是

可能的，因为标准的 PC 装备有 8259A 可编程中断控制器，它允许你在 ISR 内部解锁中断。

(2) 宏 QF_INT_LOCK()被定义成 Turbo C++ 函数的 disable() 。

(3) 宏 QF_INT_UNLOCK() 被定义成 Turbo C++ 函数的 enable() 。

(4) 如在 10.2.3 节所叙，在进入每个 ISR 时调用宏 QK_ISR_ENTRY() 。

(5) 80x86 进入 ISR 时中断是上锁的，然而，在 ISR 内部使用任何 QF 或 QF 服务前，必须解

锁中断，因为快速的中断上锁策略不支持临界区的嵌套。

(6) 如在 10.2.3 节所叙，在退出每个 ISR 时调用宏 QK_ISR_EXIT() 。

(7) 进入 ISR 时被解锁的中断必须再次被上锁，防止 QK 变量被破坏。

(8) 这条输出语句向 8259A 中断控制器写入 EOI指令。

(9) 如 10.2.3 节所叙，在从每个中断退出时，必须调用 QK 调度器来处理异步抢占。这里我使用

扩展的 QK 调度器，因为这个移植支持80x87FPU的扩展上下文切换。

注： 如果你不定义宏 QK_EXT_SAVE() 和 QK_EXT_RESTORE()，扩展的 QK 调度器和常规调

度器 QK_schedule_() 等效。你也可以使用在 QK_ISR_EXIT() 宏内部使用扩展的调度器，而

没有性能上的损失，但是如果你想节省一点代码空间，你也许会使用常规的调度器。

(10) 这个 typedef确定了被一个假设的可重入库 lib1 使用的每个线程上下文。我使用这个库来展示

QK 内核的 TLS切换能力。

(11) impure_ptr1指针指向库 lib1 的每个线程上下文。

(12) 这个 typedef确定了被一个假设的可重入库 lib2 使用的每个线程上下文。我使用这个库来展示

TLS 的实现可以处理多个可重入库。

(13) impure_ptr2指针指向库 lib2 的每个线程上下文。

(14) 这个 typedef确定了每个线程的 FPU上下文。

(15) 80x87FPU需要 108 字节来存储它的上下文。

(16) 这个 typedef确定了全部的每个线程上下文，它包括 lib1 ， lib2 和 FPU的上下文。

(17) 这个枚举定义了线程标志。

(18) 宏 QK_TLS() 是上下文切换钩子，你可以在里面定制 TLS管理。

(19) 这个用于可重入库 lib1 的指针被切换到当前的活动对象。

(20) 这个用于可重入库 lib2 的指针被切换到当前的活动对象

(21) 宏 QK_EXT_SAVE() 保存在异步抢占时的扩展上下文。

(22) FPU上下文仅被实际使用 FPU的任务保存。

(23) 通过调用函数 FPU_save() ， FPU上下文被保存到活动对象的私有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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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宏 QK_EXT_RESTORE()恢复在异步抢占时的扩展上下文

(25) FPU上下文仅被实际使用 FPU的任务恢复。

(26) 通过调用函数 FPU_save() ，从活动对象的私有场所恢复 FPU上下文。

(27-28) 这里提供 FPU_save() 和 FPU_restore() 的函数原型。这 2 个函数使用汇编语言定义。

(29) qk_port.h头文件必须包含 QK 的平台无关的 qk.h头文件。

(30) qk_port.h头文件必须包含 QF 的平台无关的 qf.h 头文件。

10.5.4    保存和恢复      FPU      上下文

在清单 10.12(30-31)声明的 FPU_save() 和 FPU_restore() 函数，是 QK 移植的一部分。它们的定义在汇

编文件 <qp>\qpc\ports\80x86\qk\tcpp101\l\src\fpu.asm 。这 2 个函数分别用来执行 80x87 的机器指令

FSAVE和 FRSTOR 。

10.6                                                                      

测试      QK      的移植

照例，我使用就餐的哲学家问题 DPP应用程序来测试这个移植。对 QK ，我把在第九章讨论的基本DPP

应用程序扩展了，来演示和测试 QK 的高级特征，比如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多个可重入库的线程本地

存储， 80x87FPU的扩展上下文切换。 QK 版本的 DPP应用程序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 。

10.6.1    异步抢占的演示

如它所展示的，在 DPP应用程序里不容易发现某个感兴趣的异步抢占。这里的异步抢占，我是指某个

任务异步抢占另一个任务，而不是某个任务简单的异步抢占空闲循环。图 10.9说明了原因。 DPP应用

程序基本上由系统时钟节拍中断 (ISR_tmr)驱动，它发送时间事件给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通常，中

断和状态机执行的非常快，因此所有的处理过程非常靠近时钟节拍， CPU很快返回去执行 QK 空闲循

环。因为代码执行太快了， ISR_tmr()没有机会去实际抢占除空闲循环以外的任何 QK 任务。所以，没

有发生异步抢占。

因此，为了在这个应用程序里增加异步抢占的机会，我觉得加入第二个中断（通过键盘触发的

ISR_kbd ），它和时钟节拍异步，并且总是发送事件给 Table 活动对象。我也通过从状态机和中断内

部调用不同的忙等等待函数这种方式。来给 CPU增加一些负载（本节后面有这些忙等待函数的例子）。

最后，我让 ISR 在屏幕输出由中断导致的抢占。

图 81 QK 版本的 DPP 应用程序的执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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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些帮助，你有机会来观测到某个有趣的异步抢占，比如在图 10.9(1)里展示的这个例子。

你需要运行 DPP应用程序（使用命令行参数 100 或其他数字）。如前面所解释的，如果你不开始敲击键

盘，不会有异步抢占发生。当键盘中断在时钟节拍后面非常短的时间内到达时，它也许会抢占某个

Philosopher 任务。键盘 ISR 在从 ISR_kbd()退出时，总是发送一个事件给 Table 对象，因为 Table 在

系统里有最高的优先级。当这发生时，你将看到在屏幕上，某个 Philosopher 任务的抢占计数器被递增

（见图 10.10 ）。

图 82  QK 版本的 DPP 应用程序，运行在 DOS下。

如果你想仔细的考察某个异步抢占，你可以使用 Turbo C++ IDE里面的调试器。你在 IDE 里装

入 DPP-DBG.PRJ （位于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 ），打开我特意为这个项目添加的文

件 qk_ext.c ，它已经包含在 qk.lib 库里。如图 10.11 （以及清单 10.9(5)）所示，你在

QK_scheduleExt_() 内设置一个断点。然后，选择 Run->Arguments 目录，定义一个 100 左右的命令行

参数，现在你运行这个程序。你在键盘敲击，最后你将碰到断点（异步抢占）。你可以从这里单步执行

通过代码。图 10.11 展示了我调试的某个例子。

图 83  在 Turbo C++ 调试器里查看异步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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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断点被放在这条指令，当它执行时某个任务抢占另外的任务，而不是抢占空闲循环。

(2) 当你进入 QF_ACTIVE_DISPATCH_()宏时，你进入了函数 QHsm_dispatch() 内部。持续按 F7

键，直到你到达高亮的那行为止。这一行调用高优先级活动对象的当前状态处理函数。

(3) 当你再次进入时，你在 Table 活动对象结束。

(4) “调用堆栈”窗口展示了调用树的信息，它是使用单堆栈的 QK 的一个良好的副产品。你可以

看到扩展的 QK 调度器被调用去探测抢占，因此它为 Table 活动对象调用

QHsm_dispatch() 。最后， Table_serving()任务处理函数处理了 TEST 事件。

注： 这个例子将让你确信调试 QK 任务是很简单的，即使如“调用堆栈”窗口所示（见 10.1.5

节），它们在中断堆栈帧上嵌套。相反，调试 ISR 是困难的，因为 Turbo C++ 调试器会停

止并被锁到 CPU或 8259A上。

10.6.2    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的演示

为了演示 QK 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我把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扩展，允许 Philosopher 随机的思考和

进餐的超时值，而不是在基本版本里的固定的超时值。为了实现这个特征，我使用Turbo C++ 1.01的伪随

机数（ pseudo-random number， PRN）发生器 (random()) 。这个发生器，和绝大多数PRN发生器一样，

是不可重入的，因为它必须保护自己在每次调用之间的状态。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内部状态，我使用 QK

互斥体保护这个发生器，如清单 10.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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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98 使用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保护 PRN 发生器 （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philo.c ）

     QState Philo_thinking(Philo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case Q_ENTRY_SIG: {

                 QTimeEvtCtr think_time;

                 QMutex mutex;

                 mutex = QK_mutexLock(N_PHILO);

                 think_time = (QTimeEvtCtr)(random(THINK_TIME) + 1);

                 QK_mutexUnlock(mutex);

                 QTimeEvt_postIn(&me->timeEvt, (QActive *)me, think_time);

                 return (QState)0;

             }

             . . .

         }

         return (QState)&QHsm_top;

     }

请注意，我使用 philosopher 的数目 N_PHILO作为优先级天花板来上锁这个互斥体。这个天花

板对应于可以存取 PRN发生器的最高优先级的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的优先

级是 1 到 N_PHILO）。因为 Table 活动对象（ N_PHILO + 1 ）的优先级高于天花板，这个互斥体不

影响 Table ，这正是我想要实现的。 Table 不使用资源（这里是 PRN发生器），因此它不被这个互

斥体影响。

10.6.3        TLS      的演示

在 QK 移植头文件 qk_port.h （清单 10.12 ）里，你看到 2 个假象的库 lib1 和 lib2 的上下文，它们

需要和 Newlib一样的 TLS 支持。 QK 的移植在宏 QK_TLS （清单 10.12(18) ）里实现了 2 个

“ impure”指针。在应用程序层，我需要给活动对象加入上下文，而且我需要通知 QK 这些 TLS上下

文在哪里。我也需要调用库函数，一次他们可以在所有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之间共享。清单 10.14 展

示了这些步骤。

代码列表 99  在活动对象内部加入 TLS上下文（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philo.c ）

      typedef struct PhiloTag {
         QActive super;                   /* derives from the QActive base class */

 (1)     ThreadContext context;                                /* thread context */

         QTimeEvt timeEvt;                   /* for timing out thining or eating */

     } Phil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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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oid Philo_start(uint8_t n,

                      uint8_t p, QEvent const *qSto[], uint32_t qLen)

     {

         Philo *me = &l_philo[n];

         Philo_ctor(me);                                          /* instantiate */

 (2)     impure_ptr1 = &me->context.lib1;       /* initialize reentrant library1 */

 (3)     lib1_reent_init(p);

 (4)     impure_ptr2 = &me->context.lib2;       /* initialize reentrant library2 */

 (5)     lib2_reent_init(p);

         QActive_start((QActive *)me, p, qSto, qLen,

 (6)                   &me->context,

 (7)                   (uint8_t)(QK_LIB1_THREAD | QK_LIB2_THREAD | QK_FPU_THREAD),

                       (QEvent *)0);

     }

     QState Philo_thinking(Philo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 . .

             case TIMEOUT_SIG: {

 (8)             lib1_test();

 (9)             lib2_test();

                 return Q_TRAN(&Philo_hungry);

             }

             . .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Philo_hungry(Philo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 . .

             case EAT_SIG: {

                 if (((TableEvt const *)e)->philoNum == PHILO_ID(me)) {

(10)                 lib1_test();

(11)                 lib2_test();

                     return Q_TRAN(&Philo_eating);

                 }

                 break;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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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Philo_eating(Philo *me, QEvent const *e) {

         switch (e->sig) {

             . . .

             case TIMEOUT_SIG: {

(12)             lib1_test();

(13)             lib2_test();

                 return Q_TRAN(&Philo_thinking);

             }

             . . .

         }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1) 我把 ThreadContext 类型（在清单 10.12(16) 定义）的数据成员上下文直接放入 Philo类。这样

我可以确信每个 Philo对象有自己私有的 ThreadContext 区域。

(2) 在Philo活动对象初始化时，我为库 lib1 在 TLS上下文初始化这个库的“ impure”指针。

(3) 然后我让库初始化它的上下文。

(4-5) 我为库 lib2 重复这 2 步。

(6) 我把指向 TLS库的指针作为 QActive_start()函数的第五个指针，告诉 QK 在每个活动对象

里 TLS 的位置（见清单 10.5916））。

(7) 我设置线程的属性，通知 QK 这个活动对象使用 lib1 ， lib2 和 FPU。

(8-13) 我在 Philo状态机里使用对库的调用。这些调用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运行，给 CPU带来很重的负

载，这样可以让你测试异步抢占的情况。

注： 我对 Table 活动对象也做了类似的修改，因此它也和所有 Philosopher 共享这些库。

最后，我需要定义库函数 lib1_test()和 lib2_test()，它们实际使用“ impure”指针。清单

10.15 展示了这写测试代码。

代码列表 100  在活动对象内部加入 TLS上下文（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bsp.c ）

     #include <math.h>
     . . .

     /*--------------------------------------------------------------------------*/

     void lib1_reent_init(uint8_t prio) {

 (1)     impure_ptr1->x = (double)prio * (M_PI / 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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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lib1_test(void) {

 (2)     uint32_t volatile i = l_delay;

 (3)     while (i-- > 0UL) {

 (4)         volatile double r = sin(impure_ptr1->x) * sin(impure_ptr1->x)

                                + cos(impure_ptr1->x) * cos(impure_ptr1->x);

 (5)         Q_ASSERT(fabs(r - 1.0) < 1e-99);             /* assert the identity */

         }

     }

     /*--------------------------------------------------------------------------*/
     void lib2_reent_init(uint8_t prio) {

 (6)     impure_ptr2->y = (double)prio * (M_PI / 6.0) + M_PI;

     }

     /*..........................................................................*/

     void lib2_test(void) {

         uint32_t volatile i = l_delay;

         while (i-- > 0UL) {

             volatile double r = sin(impure_ptr2->y) * sin(impure_ptr2->y)

                                 + cos(impure_ptr2->y) * cos(impure_ptr2->y);

             Q_ASSERT(fabs(r - 1.0) < 1e-99);             /* assert the identity */

         }

     }

(1) 我初始化库 lib1 的每个线程的上下文（ x 变量），它取决于任务的优先级，因此在每个任

务内都是不同的。

(2-3) 从命令行设置变量 1_delayCtr （见 10.5.1 节），它决定在这个函数里执行的循环次数（这

个函数造成的 CPU负载）。

(4) 根据 impure指针 impure_ptr1 ，我使用数学标识 sin2(x)+cos2(x)来计算 r 的值。这个表达式

充分的使用了 80x87FPU。

(5) 我断言这个标识。如果 impure指针没有正确的切换或者 FPU的计算值不正确，这个断言会

失败。

(6) 我初始化库 lib2 的每个线程上下文（ y 变量），和 lib1 类似，处理我加上一个相位偏移，

这样它的每个线程值和 lib1 的不同。

10.6.4    扩展上下文切换的演示

如在 10.4.4 节所讨论的， 80x87FPU上下文保存和恢复是在 KQ 扩展调度器里被自动的处理。在应用

程序层，你需要在每个活动对象内部包含每个线程 FPU上下文，这在清单 10.14(1) 里处理。你也需

要为每个使用 FPU的任务设置 QK_FPU_FLAG(见清单 10.14(7)) 。最后，你必须使用 FPU来测试它。

清单 10.15 执行大量的浮点操作，使用正确的编译器选项来选择 FPU是很重要的。我已经使用 -f287

选项编译了 QP 库和 DPP应用程序，它指示 Turbo C++ 编译器生成 FPU硬件指令。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391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10.7                                                                      

小结

某些特定的实时嵌入式系统RTE，比如控制型应用程序，可以从抢占型多任务处理中获得极大好处。

QP 时间驱动型平台包含了一个名为 QK 的轻量级的，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型内核。

QK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抢占型内核，被称为运行到完成 (RTC) 内核，或一个单堆栈内核，它里

面的任务是一次性的，运行到完成的函数，和绝大多数常规 RTOS 的无限循环相反。 RTC内核的最大

的局限性是在某个任务的中间不能被阻塞，但是这个局限和执行事件驱动型活动对象无关，因为活动对

象在 RTC步骤的中间从不阻塞。

当在活动对象应用程序使用时， QK 内核提供了和其他常规的，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型内核或

RTOS 相同的执行路径。事实上， QK 在所有的方面，比如速度，堆栈使用，代码大小 (ROM 空间 ) ，

复杂性，易用性，或其他你想比较的方面，都极大的超过了所有常规的抢占型 RTOS 。

QK 支持高级的特征，比如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线程本地存储，和扩展上下文切换，你只能在

复杂的 RTOS 里找到这些特征。当你需要在活动对象线程之间共享内存，库，或设备时，所有这些高级

特征是有益的。

和绝大多数 RTOS 相比， QK 也更容易被移植到新的 CPU和编译器，这主要是 QK 可以和

编译器生成的中断代码一起工作，基本上全部嵌入式 C/C++ 编译器都支持直接生成中断代码。绝大多

数时候，你可以不用写汇编代码而完成一个 QK 移植。在这章里，我讨论了使用一个古老的 C 编译器

在实模式把 QP 移植到 80x86C CPU。尽管这个移植本身非常有价值，我这里主要是演示 QK 的能力。

本书的伴随网站在 www.quantum-leaps.com/psicc2 ，包含了许多 QK 到流行的嵌入式处理器和编译器

的移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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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事件驱动型系统的软件追踪

在计算机的历史里一次耗时出乎意料短的调试过程从来没有存在过。

--Steven Levy

在任何实际项目中，输入代码，编译代码，成功的链接代码仅是第一步。系统需要被测试，被验证，为

最佳性能和资源消耗率而被微调。单步调试器常常没有益处，因为它停止了系统，并完全妨碍了对系统

内部的实况交互的观察。在高性能代码里放入 printf()上下文通常太具有侵入性，并且在绝大多数嵌入

式系统里是不能工作的，因为它们很多没有用于打印的合适的屏幕。因此问题是：在不降低系统本身性

能的情况下，你如何监测某个运行中的实时系统的行为？你如何发现并记录由并发性构件之间微妙的交

互引起的隐藏的间歇性缺陷？你如何设计并执行你的系统的重复性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你如何确保

你的系统可以长期可靠运行的同时，获得最大的处理器性能。

基于软件追踪（ software tracing）的技术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软件追踪是一个获得在运行环境下

的系统诊断信息的方法，它不需要停止应用程序而可得到系统反馈。软件追踪总是涉及到目标系统监测

器 (instrumentation) 的形式，它记录感兴趣的分立事件，然后从系统里取出用于分析。

由于控制的倒置，软件追踪和事件驱动型编程模型结合后，变得特别有效和强大。和任何常规

RTOS 相比，一个被监测的事件驱动型框架可以提供更多丰富详细的信息。

在本章，我描叙名为 Quantum Spy 的软件追踪系统，它是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的一部分。开

始是对软件追踪概念的一个简单介绍。然后，我带你走完一个软件追踪过程的例子。接着我描叙在目标

板内名为 QS 的软件追踪构件，我详细解释追踪数据的生成，不同的过滤器，缓存，传输协议和 QS 的

移植。其次，我提供 QSPY 主机应用程序来接收，显示，存储和分析追踪数据。最后，我解释把 QS

软件追踪构件加入 QP 应用系统需要的步骤。

11.1                                                                      

软件追踪的概念

简而言之，软件追踪和在代码各处加入一些 printf() 语句来记录和调试是类似的，但是和简单的 printf()

相比，软件追踪的侵入性非常小而且更有选择性。这个快速预览介绍基本的概念并描叙从一个商业级软

件追踪系统里你可以期望的一些特征。

图 84收集软件追踪数据的通常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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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展示了软件追踪的一个典型设置。嵌入式目标系统在运行被监测的代码，它在目标系统的

RAM 缓存区记录追踪数据。追踪数据通过一个数据连接被从这个缓存区送给一个主机，它存储，显示

和分析这些信息。这个配置意味着软件追踪总是需要 2 个构件：用来收集和发送追踪数据的目标系统

驻留构件，用来接收，解压，可视化和分析这些数据的主机驻留构件。

注： 软件追踪监测记录在目标系统里出现的感兴趣的分立事件。我把这些分立事件称为追踪记录，

避免和应用程序级的事件相混淆。

一个好的追踪方案有最小的侵入性，这意味着它可以为在运行中的代码提供可视化，同时对目标

系统行为的影响最小。正确的实现和使用它，将让你诊断一个真实的系统而不需中断或明显的改变这个

被研究的系统的行为。

当然，软件追踪的开销，不管它多小，总是可能对系统行为带来一些影响，这被称为“探针效

应”（也被称为“ Heisenberg effect” ）。为了帮你确定这是否会发生，你必须能够在编译时和运行时

配置监测器的加入和退出。

为了让“探针效应”最小化，一个好的追踪系统执行有效的，有选择性的追踪记录，使用尽可能

少的目标系统的处理器能力和内存资源。选择性的记录意味着追踪系统提供用户可定义的，精细粒度的

过滤器，这样目标系统驻留构件仅收集感兴趣的事件—你可以过滤你需要的被监测的事件。这样你可以

让追踪尽可能的没有侵入性。

为了让 RAM 的使用最小化，目标系统驻留构件通常使用一个被持续的更新环形追踪缓存，由于

到主机的传送速度限制而发生缓存“回绕”时，新数据会覆盖旧数据。这反映了在收集追踪数据时通常

使用的“最后的是最好”的策略。为了关注特定的时期，软件追踪提供了可配置的软件触发器，它可以

在新数据覆盖在环形缓存中感兴趣的旧数据前，开始和停止追踪收集。

为了让追踪缓存里收集的数据数量最大化，目标系统驻留构件通常使用某种形式的数据压缩，把

许多追踪信息放入缓存，以减少对上传数据到主机的所需的带宽。

然而，一个灵活的软件追踪系统最重要的特性是，把追踪记录（什么信息被追踪）和数据传输机

制（这些数据如何以及何时被送给主机）分隔。这个分隔允许传输发生在代码的非时间关键性路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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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空闲循环那里。此外，客户也可以采用目标系统上任何现有的数据传输机制，也就是物理传输层（例

如串口， SPI ， USB，以太网，等）和实现策略（查询，中断， DMA 等等）。追踪功能可以容许并

探测到由于追踪数据生产速率的爆发性，或到主机低效的传输速率所导致的任何 RAM 缓存的不足。

最后，追踪功能必须允许从系统的所有部分，包括并发执行的线程和中断，合并数据。这意味着

监测功能必须可重入（也就是线程安全的和中断安全的）。而且，为了关联所有这些数据，绝大多数追

踪系统为追踪记录提供了精密的时间戳（ time-stamping ）。

11.2                                                                                                                            

    Quantum Spy      软件追踪系统

如我在本章前面所提到的，软件追踪和事件驱动型活动对象计算模型（见第六章）结合后，变得非常有

效和强大。一个使用活动对象建立的运行中的应用程序，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事务，在这里所有重要的

系统交互通过实时框架和状态机引擎提供的管道进行。这就提供了一个唯一的机会，来监测这些和全部

代码相比相对小的部分，而获得对整个系统空前的洞察。

Quantum Spy 是一个软件追踪系统，它允许对事件驱动型 QP 应用程序的现场监视，而只需最

少的目标系统资源，并且不需要停止或显著降低代码的速度。 Quantum Spy 系统由被称为 QS 的目标

系统驻留构件和被称为 QSPY 的主机系统驻留构件组成。

许多操作系统提供了软件追踪功能。然而， Quantum Spy 把软件追踪带入一个全新的高度。由

于控制的倒置，一个被监测的状态机框架，和 RTOS 不一样，它可以提供关于运行中系统的空前丰富

的信息，而不用给应用程序代码添加任何检测器。例如 QS 追踪数据完全足够用来为在系统里所有的状

态机生成完整的顺序图和详细的状态机行为。你可以选择性的监测所有的事件交换，事件队列，事件池

和时间事件，因为所有这些要素都被框架控制。另外，如果你使用 QP 里内建的某个内核（ vanilla 内

核或抢占型 QK 内核），你可以获得所有在传统 RTOS 上的某些数据，比如上下文切换和互斥体行为。

11.2.1    一个软件追踪的实例

为了给你展示软件追踪在实际中是如何工作的，我提供了一个软件追踪的例子。我使用在第九章介绍过

的就餐的哲学家问题 DPP应用系统。本书所有版本的DPP应用程序都包含 QS 监测器。当你使用

“ spy” 配置时追踪监测器被激活。

图 11.2 展示了如何从 QK/DOS 版本的 DPP应用程序收集软件追踪数据，这个程序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spy\dpp-spy.exe 。你可以在 Turbo C++IDE 里装入 DPP-

SPY.PRJ 重建“ spy” 配置。你需要在一个有串口的 PC 上运行 DPP-SPY.EXE。你通过一个 NULL-

modem线缆连接目标机器和某台 Windows 主机或 Linuxz工作站之间的 2 个串口。在主机上，你需要

启动 QSPY 主机应用程序来解压并可视化 QS 追踪数据。

图 85  从一台 80x86 目标系统收集软件追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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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可执行文件 QSPY 主机应用程序位于目录

<qp>\qpc\tools\qspy\win32\vc2005\Release\ 。假设这个目录是你的当前目录，或者在你的路径里，你通过

在命令行输入输入以下命令来调用这个控制台应用程序：

qspy –c COM1 –b 115200

命令行的第一个参数 – c COM1 告诉 QSPY 主机应用程序从 COM1端口接收数据。如果你的目

标系统连接在不同的 COM 端口，你需要调整 COM 的号码。第二个参数配置串口的波特率为

115200。

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本书伴随代码包含的所有 DPP应用程序都安装了软件追踪监测器，我鼓励

你尝试它们。例如，你可以从 EV-LM3S811 板上收集追踪数据（见图 11.1 ）。 EV-LM3S811 板通过

由USB调试器在虚拟串口 VCP上的提供的 UART0发送 QS 追踪数据，因此 QSPY 主机应用程序可

以方便的在主机 PC 上接收追踪数据。不需要另外的串行线缆。

11.2.2    具有人类可读性的追踪输出

QSPY 主机应用程序只是一个简单的控制台类型的应用程序，没有任何有趣的用户接口。 QSPY 应用程

序用一种人类可阅读的文本格式显示追踪数据。清单 11.1 展示了从 DOS/QK 版本的 DPP应用程序生

成的这类数据记录。

注： QSPY 主机应用程序支持向强大的MATLAB环境输出数据，这在 11.5节有描叙。

MATLAB是 The Mathworks, Inc. 的注册商标。

代码列表 101 DOS/QK 版本的 DPP 应用程序生成的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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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py host application 3.5.00

Copyright (c) Quantum Leaps, LLC.

Mon Feb 25 12:20:13 2008

-T 4

-O 4

-F 4

-S 1

-E 2

-Q 1

-P 2

-B 2

-C 2

           Obj Dic: 16CA18D8->l_smlPoolSto

           Obj Dic: 16CA1900->l_tableQueueSto

           Obj Dic: 16CA1914->l_philoQueueSto[0]

. . . . . .

           EQ.INIT: Obj=l_tableQueueSto Len= 5

0000000000 AO.ADD : Active=16CA1CB8 Prio= 6

           Obj Dic: 16CA1CB8->&l_table

           Fun Dic: 141E0006->&QHsm_top

           Fun Dic: 12DA00C9->&Table_initial

           Fun Dic: 12DA020B->&Table_serving

           Sig Dic: 00000008,Obj=16CA1CB8 ->HUNGRY_SIG

0000000000 AO.SUB : Active=l_table Sig=DONE_SIG

0000000000 AO.SUB : Active=l_table Sig=TERMINATE_SIG

           Q_INIT : Obj=l_table Source=QHsm_top Target=Table_serving

0000000000 ==>Init: Obj=l_table New=Table_serving

0000070346 QF_isrE: IsrNest= 1, CurrPrio=255

           TICK   : Ctr=         1

0000070367 QF_isrX: IsrNest= 1, CurrPrio=255

0000135566 QF_isrE: IsrNest= 1, CurrPrio=255

           TICK   : Ctr=         2

0000135581 QF_isrX: IsrNest= 1, CurrPrio=255

. . . . .  

0000461783 QF_isrE: IsrNest= 1, CurrPrio=255

           TICK   : Ctr=         7

           TE.ADRM: Obj=l_philo[1].timeEvt Act=l_philo[1]

0000461797 TE.POST: Obj=l_philo[1].timeEvt Sig=TIMEOUT_SIG Act=l_philo[1]

0000461808 AO.FIFO: Obj=l_philo[1] Evt(Sig=TIMEOUT_SIG, Pool=0, Ref= 0) Queue(nUsed=

5, nMa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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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61824 QF_isrX: IsrNest= 1, CurrPrio=255

0000461836 AO.GETL: Active= l_philo[1] Evt(Sig=TIMEOUT_SIG, Pool=0, Ref= 0)

0000461850 NEW    : Evt(Sig=HUNGRY_SIG, size=    3)

0000461862 MP.GET : Obj=l_smlPoolSto nFree=   9 nMin=   9

0000461874 AO.FIFO: Obj=l_table Evt(Sig=HUNGRY_SIG, Pool=1, Ref= 0) Queue(nUsed=  5,

nMax=  5)

0000461886 AO.GETL: Active= l_table Evt(Sig=HUNGRY_SIG, Pool=1, Ref= 1)

0000461906 NEW    : Evt(Sig=EAT_SIG, size=    3)

0000461917 MP.GET : Obj=l_smlPoolSto nFree=   8 nMin=   8

0000461929 PUBLISH: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0)

0000461941 AO.FIFO: Obj=l_philo[4]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1) Queue(nUsed=  5,

nMax=  5)

0000461953 AO.FIFO: Obj=l_philo[3]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2) Queue(nUsed=  5,

nMax=  5)

0000461965 AO.FIFO: Obj=l_philo[2]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3) Queue(nUsed=  5,

nMax=  5)

0000461977 AO.FIFO: Obj=l_philo[1]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4) Queue(nUsed=  5,

nMax=  5)

0000461987 AO.FIFO: Obj=l_philo[0]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5) Queue(nUsed=  5,

nMax=  5)

0000462001 GC-ATT :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5)

0000462018 Intern : Obj=l_table Sig=HUNGRY_SIG Source=Table_serving

0000462030 GC     : Evt(Sig=HUNGRY_SIG, Pool=1, Ref= 1)

0000462042 MP.PUT : Obj=l_smlPoolSto nFree=   9

0000462054 AO.GETL: Active= l_philo[4]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5)

0000462065 Intern : Obj=l_philo[4] Sig=EAT_SIG Source=Philo_thinking

0000462077 GC-ATT :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4)

0000462089 AO.GETL: Active= l_philo[3]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4)

0000462101 Intern : Obj=l_philo[3] Sig=EAT_SIG Source=Philo_thinking

0000462111 GC-ATT :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3)

0000462123 AO.GETL: Active= l_philo[2]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3)

0000462135 Intern : Obj=l_philo[2] Sig=EAT_SIG Source=Philo_thinking

0000462146 GC-ATT :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2)

           Q_ENTRY: Obj=l_philo[1] State=Philo_hungry

0000462159 ==>Tran: Obj=l_philo[1] Sig=TIMEOUT_SIG Source=Philo_thinking 

New=Philo_hungry

0000462171 AO.GETL: Active= l_philo[1]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2)

0000462183 QK_muxL: OrgPrio= 2, CurrPrio=  5

0000462195 QK_muxU: OrgPrio= 2, CurrPrio=  5

0000462207 TE.ARM : Obj=l_philo[1].timeEvt Act=l_philo[1] nTicks=   8 Interval=   0

           Q_ENTRY: Obj=l_philo[1] State=Philo_eating

0000462219 ==>Tran: Obj=l_philo[1] Sig=EAT_SIG Source=Philo_hungry New=Philo_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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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462231 GC-ATT :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1)

0000462243 AO.GETL: Active= l_philo[0]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1)

0000462255 Intern : Obj=l_philo[0] Sig=EAT_SIG Source=Philo_thinking

0000462265 GC     : Evt(Sig=EAT_SIG, Pool=1, Ref= 1)

0000462277 MP.PUT : Obj=l_smlPoolSto nFree=  10

0000527134 QF_isrE: IsrNest= 1, CurrPrio=255

           TICK   : Ctr=         8

0000527153 QF_isrX: IsrNest= 1, CurrPrio=255

0000592283 QF_isrE: IsrNest= 1, CurrPrio=255

. . .      . . .

展示在清单 11.1 的 QS 追踪记录包含了十分详细的信息，因为绝大多数 QS 记录被允许（在

QS 过滤器里没有被阻塞）。以下条目强调了这个追踪数据的最有趣的地方，并说明你可以如何解释这

些追踪数据：

QS 记录总是包含 QSPY 应用程序的版本号，运行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所有明确的提供给

QSPY 主机应用程序的选项。

一个记录的开始通常是“字典记录”，它提供在内存里不同对象的地址和他们的符号名之间的一

个映射。字典条目没有时间戳。

在字典后面，你看到活动对象初始化。例如， QE.INIT 记录提示使用 l_tableQueueSto 缓存的

事件对了初始化。在它后面，你看到的 AO.ADD追踪记录使用优先级 6添加 Table 对象。在这一点，

时间节拍中断没有被配置，所以所有时间戳都是 0000000000 ( 时间戳总是放在每行开始的 8列 ) 。

活动对象初始化可以包含被封装在活动对象里的字典条目。例如 Table 的初始化为 l_table 对象

插入一个对象字典条目，为状态处理函数 QHsm_top ， Table_initial和 Table_serving 添加 2 个函数字

典条目。

在活动对象初始化后面，中断被使能，第一个节拍中断在时间戳 00000 70346到达。你可以通过

唯一的优先级号码来找出这个中断的类型。例如，节拍中断的优先级是 0xFF = 255 。

节拍中断出现了 7 次。你可以通过比较在中断条目 Tick1 和 Tick2 之间的时间戳来确定节拍速

率，这里是 ((0000135566 – 0000070346)/7 = 65220 ~= 0x10000)。在 DPP应用程序里，时间戳从 7254定

时器 / 计数器的计数器 -0提供，它由一个运行在 1.193182MHz 的振荡器驱动。 8254的计数器 -0每

过 0x10000 个计数后也生成时间节拍中断（ 18.2Hz DOS节拍）。

在时间戳 0000461738 进入的 Tick 7 中断，你看到一个时间事件发送 TIMEOUT_SIG 事件给

l_philo[1]活动对象。它触发了应用程序里大量的活动。事实上，在下个 Tick 8 前有超过 42条追踪记录

出现。

注 ; QSPY 人类可阅读格式包含了许多为不同追踪记录使用的名字。和本书一起的“ QSPY 参考

手册”（见 11.6.6 节）包含了所有预先定义的 QS 记录和它们的参数的文档。

11.3                                                                                                                            

    QS      目标系统驻留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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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Spy 追踪系统的目标系统驻留构件被称为 QS 。 QS 由环形缓存， QS 过滤器以及加入到

QEP， QF ， QK 和应用程序的检测器组成。

图 86  QS 目标系统驻留构件的结构

使用 QS 的软件追踪，和简单的 printf() 语句相比具有非常小的侵入性，因为所有数据格式化工

作被从目标系统里移到主机执行。另外，发生在目标代码的时间关键性路径的数据记录开销被减少，仅

需要把数据存储到追踪缓存，而通常不需要把数据送出来。在 QS 里，数据记录和发送数据给主机是分

隔的，因此目标系统通常可以在时间关键性路径外执行数据传输，例如在目标 CPU的空闲循环处传输

数据。

把数据格式化从目标系统移开的一个很好的副产品是，一个天然的数据压缩输出。例如， ASCII

需要使用 2 个16进制数（ 3 个10进制数）来表示一个字节。因此，避免格式化数据最少提高了 2倍的

数据密度。在这个天然的压缩基础上， QS 使用了一些别的技术，比如数据字典，压缩的格式化信息，

所有这些造成了和最终扩展的人类可读性格式相比 4 到 5倍的压缩率。

显然， QS 不能完全消除软件追踪的开销。但是使用 QS 里现有的精细粒度的过滤器，你可以

让这种影响仅可能小。为了最大的灵活性， QS 使用了 2 个互补的过滤器级别（见图 11.3 ）。第一级

是根据追踪记录类型来过滤，例如进入到一个状态，或者发行一个事件。这一级对整个系统里所有的状

态机和时间发行都起作用。过滤的第二级是和构件相关的。例如，你可以设置一个过滤器仅用来追踪某

个特定的状态机对象。把这 2 个互补的过滤标准结合，会导致非常有选择性的追踪性能。

绝大多数 QS 追踪记录是有时间戳的。 QS 提供了一个高效的 API 用于活动平台相关的时

间戳信息。使用你目标系统里指定的计时器资源，你可以为 QS 提供所需要精度的时间戳。时间戳的大

小可以被配置为 1 ， 2或 4字节。

QS 实力最强大的一个方面是“数据传输协议”。 QS 协议是非常轻量级的，但是有许多有

ISO组织定义的高级数据连接控制协议 [High Level Data Link Control, HLDLC] 的要素。这个协议可以

探测到传输错误，并允许在任何错误发生后，例如由于 RAM 缓存不足而导致数据丢失，立即重新同步。

最后， QS 包含了一个轻量级的 API来实现到主机的数据传输。 API 支持任何实现策略（查

询，中断， DMA ，等等）和任何物理传输层（例如串口， SPI ， USB，以太网，数据文件，等等）。

11.3.1        QS      源代码的组织

清单 11.2 展示了组成 C 语言版本的 QS 软件追踪构件的平台无关的目录和文件。 C++ 版本的结构几

乎一样，除了实现文件的后缀是 .cpp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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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102  平台无关的 QS 源代码的组织

    <qp>\qpc\             - QP/C root directory (<qp>\qpcpp for QP/C++)
       |

       +-include/         - QP platform-independent header files

       | +-qs.h           - QS platform-independent active interface

       | +-qs_dummy.h     - QS platform-independent inactive interface

       |

       +-qs/              - QS target component

       | +-source/        - QS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 +-qs_pkg.h     - internal, packet-scope interface for QS implementation

       | | +-qs.c         - internal ring buffer and formatted output functions

       | | +-qs_.c        - definition of basic unformatted output functions

       | | +-qs_blk.c     - definition of block-oriented interface QS_getBlock()

       | | +-qs_byte.c    - definition of byte-oriented interface QS_getByte()

       | | +-qs_f32.c     - definition of 32-bit floating point output QS_f32()

       | | +-qs_f64.c     - definition of 64-bit floating point output QS_f64()

       | | +-qs_mem.c     - definition of memory-block output

       | | +-qs_str.c     - definition of zero-terminated string output

       |

       +-ports\           - Platform-specific QP ports

       | +- . . .

       +-examples\        - Platform-specific QP examples

       | +- . . .

QS 源文件通常在每个文件里只包含一个函数或一个数据结构。这种设计的目的在于把 QS 部署

成一个精细粒度的库，你可以把它静态的和里的应用程序链接。精细粒度意味着 QS 库由许多小的松

散耦合的模块（目标文件）组成，而不是由一个包含所有功能的单一模块组成。

11.3.2        QS      的平台无关头文件      qs.h      和      qs_dummy.h  

和绝大多数使用 C或 C++ 的软件追踪系统一样， QS 非常依赖使用 C预处理器在编译时使能或禁止

追踪监测器，而不需要改变被监测的源代码。

注： 绝大多数 QS 功能是以预处理宏的形式提供的。根据全局宏 Q_SPY， QS 功能被定义为提

供实际的 QS 服务，当 Q_SPY没被定义时它不会生成任何代码。这样， QS 监测器可以一

直留在代码里面，但是仅当宏Q_SPY被定义时， QS 才在编译时被激活。你可以通过编译器

选项 ( 通常是 – D)在外部定义宏 Q_SPY。

清单 11.3 展示了平台无关的头文件 <qp>\qpc\include\qs.h ，它确定了 QS 功能的所有“活

动”接口。清单 11.4 展示了平台无关的头文件 <qp>\qpc\include\qs_dummy.h ，它确定了 QS 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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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不活动”接口。通常，你不需要在你的应用程序里明确的包括这 2 个头文件，因为它们已经包含

在所有被监测的 QP 构件中。如果宏 Q_SPY被定义， QP 构件包含 qs.h头文件，否则它们包含

qs_dummy.h头文件。

代码列表 103  活动的 QS 接口 （头文件 <qp>\qpc\include\qs.h的片段）

     #ifndef qs_h
     #define qs_h

     #ifndef Q_SPY

 (1)     #error "Q_SPY must be defined to include qs.h"

     #endif

 (2) enum QSpyRecords {

         /* QEP records */

 (3)     QS_QEP_STATE_ENTRY,                            /**< a state was entered */

         QS_QEP_STATE_EXIT,                              /**< a state was exited */

         . . .

         /* QF records */

 (4)     QS_QF_ACTIVE_ADD,             /**< an AO has been added to QF (started) */

         QS_QF_ACTIVE_REMOVE,      /**< an AO has been removed from QF (stopped) */

         QS_QF_ACTIVE_SUBSCRIBE,               /**< an AO subscribed to an event */

         QS_QF_ACTIVE_UNSUBSCRIBE,           /**< an AO unsubscribed to an event */

         QS_QF_ACTIVE_POST_FIFO,  /**< an event was posted (FIFO) directly to AO */

         . . .

         /* QK records */

 (5)     QS_QK_MUTEX_LOCK,                          /**< the QK mutex was locked */

         QS_QK_MUTEX_UNLOCK,                      /**< the QK mutex was unlocked */

         QS_QK_SCHEDULE,             /**< the QK scheduled a new task to execute */

         . . .

         /* Miscellaneous QS records */

 (6)     QS_SIG_DICTIONARY,                         /**< signal dictionary entry */

         QS_OBJ_DICTIONARY,                         /**< object dictionary entry */

         QS_FUN_DICTIONARY,                       /**< function dictionary entry */

         QS_ASSERT,                                         /** assertion failed */

         . . .

         /* User records */

 (7)     QS_USER             /**< the first record available for user QS records */

     };

     . . .

     /* Macros for adding QS instrumentation to the client code .................*/

 (8) #define QS_INIT(arg_)           QS_onStartup(arg_)

 (9) #define QS_EXIT()               QS_onClea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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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fine QS_FILTER_ON(rec_)      QS_filterOn(rec_)

(11) #define QS_FILTER_OFF(rec_)     QS_filterOff(rec_)

(12) #define QS_FILTER_SM_OBJ(obj_)  (QS_smObj_ = (obj_))

     #define QS_FILTER_AO_OBJ(obj_)  (QS_aoObj_ = (obj_))

     #define QS_FILTER_MP_OBJ(obj_)  (QS_mpObj_ = (obj_))

     #define QS_FILTER_EQ_OBJ(obj_)  (QS_eqObj_ = (obj_))

     #define QS_FILTER_TE_OBJ(obj_)  (QS_teObj_ = (obj_))

     #define QS_FILTER_AP_OBJ(obj_)  (QS_apObj_ = (obj_))

     /* Macros to generate user QS records (formatted data output) ..............*/

(13) #define QS_BEGIN(rec_, obj_)    . . .

(14) #define QS_END()                . . .

(15) #define QS_BEGIN_NOLOCK(rec_, obj_) . . .

(16) #define QS_END_NOLOCK()         . . .

     . . .

(17) #define QS_I8 (w_, d_)         QS_u8((uint8_t) (((w_) << 4)) | QS_I8_T,  (d_))

(18) #define QS_U8 (w_, d_)         QS_u8((uint8_t) (((w_) << 4)) | QS_U8_T,  (d_))

     #define QS_I16(w_, d_)         QS_u16((uint8_t)(((w_) << 4)) | QS_I16_T, (d_))

     #define QS_U16(w_, d_)         QS_u16((uint8_t)(((w_) << 4)) | QS_U16_T, (d_))

     #define QS_I32(w_, d_)         QS_u32((uint8_t)(((w_) << 4)) | QS_I32_T, (d_))

     #define QS_U32(w_, d_)         QS_u32((uint8_t)(((w_) << 4)) | QS_U32_T, (d_))

(19) #define QS_F32(w_, d_)         QS_f32((uint8_t)(((w_) << 4)) | QS_F32_T, (d_))

(20) #define QS_F64(w_, d_)         QS_f64((uint8_t)(((w_) << 4)) | QS_F64_T, (d_))

(21) #define QS_STR(str_)           QS_str(str_)

(22) #define QS_STR_ROM(str_)       QS_str_ROM(str_)

(23) #define QS_MEM(mem_, size_)    QS_mem((mem_), (size_))

     #if (QS_OBJ_PTR_SIZE == 1)

(24)     #define QS_OBJ(obj_)       QS_u8(QS_OBJ_T, (uint8_t)(obj_))

     #elif (QS_OBJ_PTR_SIZE == 2)

(25)     #define QS_OBJ(obj_)       QS_u16(QS_OBJ_T, (uint16_t)(obj_))

     #elif (QS_OBJ_PTR_SIZE == 4)

(26)     #define QS_OBJ(obj_)       QS_u32(QS_OBJ_T, (uint32_t)(obj_))

     #else

(27)     #define QS_OBJ(obj_)       QS_u32(QS_OBJ_T, (uint32_t)(obj_))

     #endif

     #if (QS_FUN_PTR_SIZE == 1)

(28)     #define QS_FUN(fun_)       QS_u8(QS_FUN_T, (uint8_t)(fun_))

     #elif (QS_FUN_PTR_SIZE == 2)

         . .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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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Q_SIGNAL_SIZE == 1)

(29)     #define QS_SIG(sig_, obj_) QS_u8 (QS_SIG_T, (sig_)); QS_OBJ_(obj_)

     #elif (Q_SIGNAL_SIZE == 2)

         . . .

     #endif

     /* Dictionary records ......................................................*/

(30) #define QS_OBJ_DICTIONARY(obj_) . . .

(31) #define QS_FUN_DICTIONARY(fun_) . . .

(32) #define QS_SIG_DICTIONARY(sig_, obj_) . . .

     . . .

     /* Macros used only internally in the QP code ..............................*/

(33) #define QS_BEGIN_(rec_, obj_)    . . .

(34) #define QS_END_()                . . .

(35) #define QS_BEGIN_NOLOCK_(rec_, obj_) . . .

(36) #define QS_END_NOLOCK_()         . . .

     /* QS functions for managing the QS trace buffer ...........................*/

(37) void QS_initBuf(uint8_t sto[], uint32_t stoSize);

(38) uint16_t QS_getByte(void);                       /* byte-oriented interface */

(39) uint8_t const *QS_getBlock(uint16_t *pNbytes);  /* block-oriented interface */

     /* QS callback functions, typically implemented in the BSP .................*/

(40) uint8_t QS_onStartup(void const *arg);

(41) void QS_onCleanup(void);

(42) void QS_onFlush(void);

(43) QSTimeCtr QS_onGetTime(void);

     #endif                                                             /* qs_h  */

(1) 如果没有定义 Q_SPY宏 ( 见清单 11.4(1))并包含了 qs.h头文件，会报告一个编译时错误。

(2) 枚举 QSpyRecords 定义了所有标准的 QS 记录类型。

(3-5) 每个 QP 构件生成特定的 QS 记录类型。例如，标准的 QS 记录被设计为进入某个状态

(3) ，给框架添加一个活动对象 (4) ，或者上锁某个 QK 互斥体 (5) 。

(6) 标准 QS 记录也包括其他的记录，比如字典记录（见 11.3.8 节）。

(7) QS 记录清单可以通过添加用户定义的记录而被扩展。用户记录必须从 QS_USER开始。目前，

QS 支持多达 256 个记录，其中开始的 70个为标准的与定义记录保留。应用程序可以使用

剩下的 186 个记录。

(8-9) 我前面提到过，所有 QS 服务被定义为预处理器的宏。这样，即使软件追踪被禁止，你也可

以把它们留在代码中。这里定义了初始和终止 QS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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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这 2 个宏实现了全局 QS 过滤器，它把某个给定 QS 追踪记录打开或关闭。我在 11.3.5 节

讨论 QS 过滤器。

(12) 这个宏实现了本地 QS 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允许你有选择的追踪那些特定的状态机对象。我

在 11.3.5 节讨论 QS 过滤器。

(13-14) 这些宏打开或关闭某个应用程序相关的 QS 追踪记录。我在 11.3.9 节讨论应用程序相关的

记录。

(15-16) 这些宏也打开或关闭某个应用程序相关的 QS 追踪记录，但是它们不会上锁和解锁中断。这

些宏被设想在某个临界区内部使用。

注： QS 追踪缓存显然是个共享的资源，必须保护它不被破坏。 QS 使用中断上锁（临界区）作为

互斥机制。宏 QS_BEGIN() 上锁中断，宏 QS_END() 解锁中断，因此整个 QS 记录在临

界区内部被保存到 QS 缓存。你应当避免生成大的追踪记录，因为这会延长中断延迟。

(17-18) 这些宏被用来输出一个无符号 8位整数和一个有符号 8位整数到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19-20) 这些宏被分别用来输出一个32位和一个 64位 IEEE浮点数到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21) 这个宏输出一个以 0 结束的字符串到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22) 这个宏输出在 ROM 里的一个以 0 结束的字符串到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注： 一些哈佛架构的 CPU使用不同的指令来存取放在程序空间 (ROM)和数据空间（ RAM ）的

数据。

(23) 这个宏输出一个特定长度的内存块到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这个块的大小不能超过 255

字节。

(24-27) 宏QS_OBJ()输出一个对象指针到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请注意这个宏的实际定义取决于

由宏 QS_OBJ_PTR_SIZE定义的对象指针的大小。这种风格在 QS 中使用得非常普遍。

(28) 宏 QS_FUN() 输出一个函数指针到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请注意这个宏的实际定义取

决于由宏 QS_FUN_PTR_SIZE定义的函数指针的大小。

(29) 宏 QS_SIG()输出一个函数指针到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请注意这个宏的实际定义取决于

由宏 Q_SIGNAL_SIZE定义的函数指针的大小。

注： 宏 QS_SIG （）同时输出信号值和状态机对象指针。当数字信号值在不同的状态机中被重用时，

这样做可以避免模棱两可。

(30-32) 这些宏输出不同的字典追踪记录到 QS 追踪缓存。我在 11.3.8 节讨论字典追踪记录。

(33-34) 这些内部 QS 宏打开和关闭某个内部 QS 追踪记录。

(35-36) 这些内部宏也打开和关闭某个内部 QS 追踪记录，但是它们不上锁和解锁中断。这些宏被假设

在某个临界区内部使用。

(37) 这个函数 QS_initBuf()初始化 QS 缓存。调用者必须为缓存提供存储空间以及它的大小。这个

函数必须在 QS 追踪缓存可以被使用前调用，通常是从 QS_onStartup()调用它。

(38) 函数 QS_getByte() 从 QS 追踪缓存得到一个字节 ( 见 11.3.7 节 ) 。

(39) 函数 QS_getBlock()从 QS 追踪缓存得到一块连续的数据 ( 见 11.3.7 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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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QS_onStartup()回调函数初始化 QS 追踪输出和追踪缓存（见 QS_initBuf()）。这个函数返

回初始化的状态。从宏 QS_INIT() 内部调用它。

(41) QS_onCleanup() 回调函数清理 QS 的追踪输出。从宏 QS_EXIT() 内部调用它。

(42) QS_onFlush() 回调函数把 QS 追踪缓存“冲” (flush) 到主机。这个函数通常忙等待，直到

整个缓存被传输给主机为止。在每个字典记录的尾部调用 QS_onFlush() （见 11.3.8 节），但

是你也可以通过宏 QS_FLUSH() 来明确的调用它。我在 11.6.2 节提供了一个

QS_onFlush() 回调函数的例子。

(43) QS_onGetTime() 回调函数为某个 QS 记录返回时间戳。我在 11.6.3 节提供了一个使用

QS_onGetTime() 的例子。

代码列表 104  不活动的 QS 接口 （头文件 <qp>\qpc\include\qs_dummy.h 的片段）

     #ifndef qs_dummy_h
     #define qs_dummy_h

     #ifdef Q_SPY

 (1)     #error "Q_SPY must NOT be defined to include qs_dummy.h"

     #endif

 (2) #define QS_INIT(arg_)                   ((uint8_t)1)

 (3) #define QS_EXIT()                       ((void)0)

     #define QS_DUMP()                       ((void)0)

     #define QS_FILTER_ON(rec_)              ((void)0)

     #define QS_FILTER_OFF(rec_)             ((void)0)

     #define QS_FILTER_SM_OBJ(obj_)          ((void)0)

     . . .

 (4) #define QS_GET_BYTE(pByte_)             ((uint16_t)0xFFFF)

 (5) #define QS_GET_BLOCK(pSize_)            ((uint8_t *)0)

 (6) #define QS_BEGIN(rec_, obj_)            if (0) {

 (7) #define QS_END()                        }

     #define QS_BEGIN_NOLOCK(rec_, obj_)     QS_BEGIN(rec_, obj_)

     #define QS_END_NOLOCK()                 QS_END()

     #define QS_I8(width_, data_)            ((void)0)

     #define QS_U8(width_, data_)            ((void)0)

     . . .

     #define QS_SIG(sig_, obj_)              ((void)0)

     #define QS_OBJ(obj_)                    ((void)0)

     #define QS_FUN(fun_)                    ((void)0)

     #define QS_SIG_DICTIONARY(sig_, obj_)   ((void)0)

     #define QS_OBJ_DICTIONARY(obj_)         ((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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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 QS_FUN_DICTIONARY(fun_)         ((void)0)

     #define QS_FLUSH()                      ((void)0)

     . . .

     #endif                                                        /* qs_dummy_h */

(1) 如果定义了 Q_SPY宏 ( 见清单 11.3(1))并包含了 qs_dummy.h头文件，会报告一个编译时错误。

(2) 空 QS 的初始化总是返回 1 ，意味着成功的初始化。

(3) 绝大多数其他的 QS 空宏被定义为 ((void) 0) ，这是一个有效的空 C 表达式，可以使用分

号结束。

(4) 用来从追踪缓存得到一个字节的空 QS 宏总是返回 0xFFFF，这意味着到达了数据的尾部。我

在 11.3.7 节讨论用来存取追踪缓存的QS API。

(5) 用来从追踪缓存得到一块数据的空 QS 宏总是返回一个 NULL 指针，这意味着在缓存里没有

数据。我在 11.3.7 节讨论用来存取追踪缓存的QS API。

(6-7) 用来打开和关闭某个追踪记录的空 QS 宏被定义为 if (0) { …} 。在括弧内的任何活动代码将

被消除，因为 if 语句的条件为 FALSE。

注： 某些追踪记录也许包含仅用于追踪记录输出的临时变量和表达式。 if (0) { 语句建立了一个新

的范围用来定义这些临时变量。

11.3.3        QS      的临界区

QS 目标构件必须保护追踪缓存的内部完整性，它在并发运行的任务和中断之间被共享 ( 见图 11.3)。为

了保证对追踪缓存的互斥存取， QS 使用了和 QP 平台一样的机制，也就是说， QS 在进入代码的临

界区时上锁中断，在退出临界区时解锁中断。

当 QS 探测 QF 临界区的宏 QF_INT_LOCK()， QF_INT_UNLOCK() 被定义时， QS 使用了

这个定义作为它自己的临界区。然而，当你在没有 QF 实时框架的情况下使用 QS 时，你需要在

qs_port.h 头文件里定义 QS 的平台相关的中断上锁 / 解锁策略，如清单 11.5 所示。

注： QS 可以和 QEP构件一起使用，或者甚至可以完全单独使用而不用任何 QP 构件。这时，

QS 必须提供它自己的独立的临界区机制。

代码列表 105  用来上锁和解锁中断的 QS 宏（文件 qs_port.h ）

     #define QS_INT_KEY_TYPE       . . .
     #define QS_INT_LOCK(key_)     . . .

     #define QS_INT_UNLOCK(key_)   . . .

QS 宏完全和 QF 的宏 QF_INT_KEY_TYPE()， QF_INT_LOCK()和 QF_INT_UNLOCK() 类似。

细节请参考第七章 7.3 节。

11.3.4        QS      记录的一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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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软件追踪系统一样， QS 在分离的被称为 QS“ 追踪记录”的小块里记录追踪数据。这些追踪

记录有如清单 11.6 所示的一般结构。

代码列表 106  一个 QS 记录的一般结构

     QS_BEGIN_xxx(record_type)       /* trace record begin */
         QS_yyy(data);                  /* QS data element */

         QS_zzz(data);                  /* QS data element */

         . . .                          /* QS data element */

     QS_END_xxx()                      /* trace record end */

每个追踪记录总是使用宏 QS_BEGIN_xxx()的某个变体开始，使用配套的宏QS_END_xxx()结束。

注： 宏QS_BEGIN_xxx()和QS_END_xxx()的结尾处没有分号。

夹在这 2 个宏之间的是生成数据的宏，它们把不同的数据元素插入 QS 追踪缓存。 QS 提供了

这对开始 / 结束宏的 4 个变体，用于不同的用途（清单 11.3(13-16 和 33-36) ）。

开始的 2 个变体 ( 清单 11.3(13-16)) 用来创建应用程序相关的 QS 记录（见 11.3.9 节）。

QS_BEGIN/QS_END()在记录的开始处上锁中断，在记录的结尾解锁中断。

QS_BEGIN_NOLOCK()/QS_END_NOLOCK()用来创建应用程序相关的记录而不需进入临界区，它们仅能

被用于某个临界区内部。

第三和第四个变体（清单 11.3(33-36) ）和 QP 构件一起在内部使用，用来产生预定义的 QS

记录。这些预定义的记录使用 QS_BEGIN_()/QS_END_() 或者

QS_BEGIN_NOLOCK_()/QS_END_NOLOCK_()生成，根据是否进入临界区来觉得使用哪一对宏。

11.3.5        QS      的过滤器

宏QS_BEGIN_xxx()的主要角色就是在 QS 记录到达追踪缓存前，对它们进行过滤。 QS 提供了 2 个

互补的过滤级别：全局开 / 关过滤器和本地过滤器 ( 见图 11.3)。

全局开      /      关过滤器

全局开 / 关过滤器是基于记录 ID。 qs.h头文件提供了所有预定义的内部追踪记录 ID的枚举值，它们

已经被加入 QP 构件（清单 11.3(2)）。预定义记录的枚举值用QS_USER结束，这个值是用户可用于应

用程序的第一个值。我在 11.3.9 节讨论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全局开 / 关过滤器使用一个位掩码数据QS_glbFilter_[]而高效的实现，这个数组的每一位代表一

个追踪记录。当前 QS_glbFilter_[]包含 32字节，总共 32×8位可以代表 256 个不同的追踪记录。其中大

约四分之一已经被用于预定义的 QP 追踪记录。剩下四分之三可以用于应用程序。

用来开始一个追踪记录的宏 QS_BEGIN() 展示了如何实现全局开 / 关过滤器 ;

     #define QS_BEGIN(rec_, obj_) \

         if (((QS_glbFilter_[(uint8_t)(rec_) >> 3U] \

               & (1U << ((uint8_t)(rec_) & 7U))) != 0) . .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408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全局开 / 关过滤器检查和给定追踪记录参量 rec_ 相对于的位的状态。这个检查通过表达式

(bimask & bit) != 0 完成，这里位掩码是 QS_glbFilter_[(uint8_t)(rec_) >> 3U]，位是 (1U <uint8_t)(rec_) 

& 7U))。请注意，对参量 rec_ 的任何常数值，位掩码和位都是编译时常数。例如，一个全局过滤器检

查 ID为46的记录，表达式是 (QS_glbFilter_[5] & 0x40) != 0)。

注： 全局过滤器之所以特别使用字节大小的计算来实现，仅仅是为了在 8位机器上也获得高效率。

QS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接口来设置和清除 QS_glbFilter_[]位掩码数组里不同的位。宏

QS_FILTER_ON(rec_)打开和记录 rec_ 对应的位，宏 QS_FILTER_OFF(rec_) 关闭和记录 rec_ 相对应

的位。在 2 中情况下，特殊常数 QS_ALL_RECORDS 都影响所有的记录。特别的，

QS_FILTER_ON(QS_ALL_RECORDES)打开所有记录， QS_FILTER_OFF(QS_ALL_RECORDS) 关闭所

有记录。这些宏的例子在清单 11.16 。

在 QS 初始化之后，全局开 / 关过滤器被设置成对所有记录类型为 OFF。你需要明确的把某

些记录设置为 ON 来使能追踪。

注： 通过 QS_FILTER_OFF(QS_ALL_RECORDS)来全局禁止所有记录是一个实现软件追踪触发的

有用的方法。你可以使用这个触发器在某个感兴趣的事件后快速的停止追踪，避免在这个感兴

趣的事件被上传到主机前，被新的数据覆盖。

本地过滤器

本地过滤器允许仅为指定的对象生成追踪记录。例如，你可能设置一个本地过滤器来记录某个给定状态

机对象的活动。你也可以设置另外一个独立的本地过滤器来记录某个给定内存池的活动。

表 11.2总结了所有指定的本地过滤器和这些过滤器控制的预定义的 QS 记录。

表格 4 本地过滤器汇总

本地过滤器 对象类型 例子 适用的 QS 记录

QS_FILTER_SM_OBJ() 状态机 QS_FILTER_SM_OBJ(

&l_qhsmTst);

QS_QEP_STATE_EMPTY,

QS_QEP_STATE_ENTRY,

QS_QEP_STATE_EXIT,

QS_QEP_STATE_INIT,

QS_QEP_INIT_TRAN,

QS_QEP_INTERN_TRAN,

QS_QEP_TRAN,

QS_QEP_IGNORED

QS_FILTER_AO_OBJ() 活动对象 t QS_FILTER_AO_OBJ(

&l_philo[3]);

QS_QF_ACTIVE_ADD,

QS_QF_ACTIVE_REMOVE,

QS_QF_ACTIVE_SUBSCRIBE,

QS_QF_ACTIVE_UN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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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_QF_ACTIVE_POST_FIFO,

QS_QF_ACTIVE_POST_LIFO,

QS_QF_ACTIVE_GET,

QS_QF_ACTIVE_GET_LAST

QS_FILTER_MP_OBJ()

( 见注释 1)

内存池 QS_FILTER_MP_OBJ(

l_regPoolSto);

QS_QF_MPOOL_INIT,

QS_QF_MPOOL_GET

QS_QF_MPOOL_PUT,

QS_FILTER_EQ_OBJ()

( 见注释 2)

事件队列 QS_FILTER_EQ_OBJ(

l_philQueueSto[3]);

QS_QF_EQUEUE_INIT,

QS_QF_EQUEUE_POST_FIFO,

QS_QF_EQUEUE_POST_LIFO,

QS_QF_EQUEUE_GET,

QS_QF_EQUEUE_GET_LAST

QS_FILTER_TE_OBJ() 时间事件 QS_FILTER_TE_OBJ(

&l_philo[3].timeEvt);

QS_QF_TICK,

QS_QF_TIMEEVT_ARM,

QS_QF_TIMEEVT_AUTO_DISARM,

QS_QF_TIMEEVT_DISARM_ATTEMPT,

QS_QF_TIMEEVT_DISARM,

QS_QF_TIMEEVT_REARM,

QS_QF_TIMEEVT_POST,

QS_QF_TIMEEVT_PUBLISH

QS_FILTER_AP_OBJ() 一般的应

用程序对

象

QS_FILTER_AP_OBJ(

&myAppObject);

以 QS_USER 开始的应用程序相关的

记录

( 注释 1)通过被池管理的内存缓存来引用内存池。

( 注释 2)通过被队列管理的环形缓存来引用事件队列。

表 11.2 的第一列，列出了你需要用来设置 / 清除本地过滤器的 QS 宏。例如，你通过调用以下

语句来指定状态机本地过滤器：

     QS_FILTER_SM_OBJ(aStateMachinePointer);

这里 aStateMachinePointer 是指向你想要追踪的状态机对象的指针。

你通过传递 NULL 指针给恰当的 QS 宏来让某些本地过滤器无效。例如，为了为所有状态机对

象打开本地过滤器，你使用如下代码：

     QS_FILTER_SM_OBJ(0);

在 QS 初始化之后，所有本地过滤器被设置为 NULL ，这意味着本地过滤器为所有对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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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S_BEGIN() 宏定义中的高亮代码展示了用于应用程序相关对象的本地过滤器的实际的实现：

     #define QS_BEGIN(rec_, obj_) \

         if (((QS_glbFilter_[(uint8_t)(rec_) >> 3U] \

               & (1U << ((uint8_t)(rec_) & 7U))) != 0) \

             && ((QS_apObj_ == (void *)0) || (QS_apObj_ == (obj_)))) \

         { \

             . . .

QS 本地过滤器和对象字典记录有很密切的关系（见 11.3.8 节）并且这 2 个功能都一致的使

用相同的约定。

11.3.6        QS      数据协议

在 QS 内使用的把追踪记录从目标系统传送到主机的数据传输协议，是 QS 最强大的一部分。这个协议

是非常轻量的，但是又有许多由 ISO组织定义的高级数据链路控制 (High Level Data Link Control, HDLC)

协议的要素。

QS 协议被特别设计用来简化在目标系统里的数据管理的开销，同时允许探测到任何由于追踪缓

存不足造成的数据丢失。这个协议不但可以探测到在数据和其他错误之间的缺陷，而且允许在任何错误

后立即重新同步，把数据丢失减到最小。

图 87 QS 传输协议

QS 协议使用一种类似 HDLC帧的格式来传输每个追踪记录。图 11.4 的上面部分展示了从目

标系统传送的串行数据流，它包含了不同长度的帧。图 11.4 的下面部分展示了某一帧的细节：

每帧的开始是帧序列号 (Frame Sequence Number)字节。目标 QS 构件给每个被插入环形缓存的

帧递增这个帧序列号。帧序列号会从 255 回转到 0 。帧序列号允许 QSPY 主机构件探测到任何的数据

不连续性。

在帧序列号后是记录 ID字节，它是某个预定义 QS 记录（见清单 11.3(2)），或者是某个应

用程序相关的记录（见 11.3.9 节）。

记录 ID后面是 0或者更多的数据字节。

数据字节是校验和。校验和是通过计算帧序列号，记录ID和所有数据字节而得到的。下一节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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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和的详细计算公式。

在校验和后面是 HDLC 标识，它为这个帧定界。 HDLC 标识是 01111110二进制字符串（ 16

进制 0x7E）。请注意 QS 协议仅在每个帧尾部使用一个 HDLC 标识，在每个帧头部不使用 HDLC 标识。

也就是说，在各个帧之间仅有一个标识被插入。

QS 目标构件在字节被插入到环形追踪缓存时，执行在上面描叙的类似 HDLC 的分帧。这意味

着在缓存里的数据已经被干净的分解成多个帧，并可以以任何数量来传输而且通常不使用帧的边界来对

齐。

透明

HDLC 类协议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在串行数据流里确定非常容易识别的帧。这类协议的任何接收者

可以通过简单的找出标志字节而立即和帧边界 (frame boundary) 同步。这是因为特定的标志字节不可能

出现在一个帧的内部。为了避免混淆无意的使用标识字节和可能自然的出现在流中特意发送的标识字节，

HDLC 使用了一种被称为“透明性” (transparency)(也被称为字节填充或逸出 ) 的技术，让标识字节

在传输过程中透明。当发送者遇到数据里的一个标识字节，它就向输出流里插入一个 2字节的逸出序列。

逸出序列的第一个字节是逸出字节 (Escape Byte) ，它被定义为二进制 01111101（16进制 0x7D ）。

第二个字节是原来的那个字节和 0x20异或 (XOR) 后的值。

当然，现在逸出字节本身也必须是透明的，避免某个字节被解释称为 2字节的逸出序列。对逸

出字节本身的逸出处理和对标识字节的逸出处理是一样的。

标识字节和逸出字节的透明性使校验和的计算变得比较复杂。发送者在指向任何“字节填充”前，

对帧顺序号码，记录 ID和所有的数据字节进行校验和的计算。接收者必须执行完全相反顺序的“字节

反填充”然后再计算校验和。

一个例子也许可以更清楚的说明这点。假设以下的追踪记录需要被插入追踪缓存（透明字节用粗

体字显示）：

     Record ID = 0x7D, Record Data = 0x7D 0x08 0x01

假设当前的帧顺序号码是 0x7E，校验和通过计算下列字节而得到：

     Checksum == (uint8_t)(~(0x7E + 0x7D + 0x7D + 0x08 + 0x01)) == 0x7E

实际被插入到 QS 追踪缓存的帧如下：

     0x7D 0x5E 0x7D 0x5D 0x7D 0x5D 0x08 0x01 0x7D 0x5E 0x7E

显然，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它的帧顺序号码，记录ID，某个数据字节和校验和本身都是透明

字节。通常，实际的追踪数据的透明性开销，每个追踪记录仅需一个逸出序列。

大小端

对于 HDLC 类似的帧， QS 传输协议规定了数据是小端（ little-endian ）。所有多字节数据元素，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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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和32字节整数，指针，浮点数，使用小端字节顺序被插入 QS 追踪缓存（首先插入 LSB字节）。

QS 数据插入宏（见清单 11.3(17-23) ）使用一种平台无关的方式把数据放入追踪缓存，意味着，无论

CPU是大端还是小端，插入追踪缓存的数据都是小端方式。还有，数据插入宏每次复制一个数据到缓存，

避免任何潜在的数据未对齐问题。许多嵌入式 CPU，比如 ARM ，需要明确的 16和32位对齐。

11.3.7        QS      追踪缓存区

如前一节所叙， QS 对象构件在数据被插入 QS 追踪缓存时，执行 HDLC 类似的帧操作。这意味

着，仅有完整的帧被放入缓存，这是 QS 目标构件设计中关键的要点，它有 2 个重要的后果：

第一，在追踪缓存使用 HDLC格式的数据，允许把向追踪缓存插入数据和从指针缓存已走数据

解除耦合。你可以简单的以任何你喜欢的数量移走数据，而不需要考虑帧的边界。你可以采用任何在目

标系统上可用的物理数据链接，用来把追踪数据传输到主机。

第二，在缓存里使用格式化的数据能够使用“最后的是最好的”追踪策略。 QS 传输协议维护

每个追踪记录的帧顺序号码和校验和，这意味着任何由旧数据覆盖新数据造成的数据损坏总是可以被可

靠的检测出来。因此，新的追踪数据被简单的插入到环形追踪缓存，无论它是否会覆盖那些还没有被发

送出去的旧数据，或正在被发送的旧数据。探测任何数据损毁的工作由 QSPY 主机构件执行。当你开

始丢失帧时（主机构件可以通过检测帧顺序号码的联系性而很容易的知道这点），你有几个选项。你可

以应用其它的过滤器，增加缓存的大小，或者提高传输的效率。

初始化      QS      追踪缓存区      QS_initBuf()  

在你开始生成追踪数据前，你必须调用 QS_initBuf()函数来初始化 QS 追踪缓存。通常，你从

QS_onStartup()回调函数里调用这个函数，它通常在你的应用程序里定义。清单 11.7 展示了初始化 QS

追踪缓存的一个例子。

代码列表 107  使用 QS_initBuf() 初始化 QS 追踪缓存

(1) #ifdef Q_SPY                                         /* define QS callbacks */

 (2) uint8_t QS_onStartup(void const *arg) {

 (3)     static uint8_t qsBuf[2*1024];                 /* buffer for Quantum Spy */

 (4)     QS_initBuf(qsBuf, sizeof(qsBuf));

         

         Initialize the QS data link

         

         return success;               /* return 1 for success and 0 for failure */
     }

     #endif                                                             /* Q_SPY */

(1) 仅当 QS 追踪被使能时，才定义 QS 回调函数（比如 QS_onStartup()）。

(2) 最基本的要求， QS_onStartup()回调函数必须初始化 QS 追踪缓存。

(3) 你需要为 QS 追踪缓存分配静态存储。缓存的大小取决于你的应用程序的类型和到主机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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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连接。显然，如果想追踪高频发生的事件和产生大量的追踪数据，就需要一个较大的缓存。

另一方面，使用一个到主机的较高带宽的数据连接可以降低追踪缓存的大小。

(4) QS_initBuf()函数初始化内部 QS 变量为 0 。

注： QS 可以和任何大小的追踪缓存一起工作，但是较小的缓存在缓存“回绕”时会丢失数据。你

总是可以知道何时数据丢失，因为 QS 数据协议在每个追踪记录内维护一个顺序号码（见

11.3.6 节）。当 QSPY 主机构件探测到顺序号码的不连续性时，它发出以下信息：

*** Incorrect record past seq = xxx

*** Dropped  yy records

你有几个选项避免由于数据覆盖造成的追踪记录的丢失。你可以增加追踪缓存的大小（清单

11.7(3)）或采用更多的过滤器来减少追踪数据的产生（见 11.3.5 节）。你也可以使用一个更快的到主

机的数据连接。最后，你可以改变发送追踪数到主机的策略来提高数据的产出。例如，仅使用空闲处理

也许不能充分利用数据连接的带宽，如果空闲处理很少执行的话。

面向字节的接口：      QS_getByte()  

把数据从追踪缓存移走是没有任何约束的，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从缓存移走一个字节。 QS 为这

种面向字节的接口提供了函数 QS_getByte() 。 QS_getByte() 的声明在清单 11.3(38) 。清单 11.8 展示

了如何使用这个函数的一个例子。

如果存在这个字节， QS_getByte() 函数在 16位的返回值的 LSB字节返回这个字节。如果缓存

没有更多的数据，函数返回QS_EOD(End-Of-Data)，它在 qs.h 里被定义为 ((uint16_t) x0FFFF) 。

注： 函数 QS_getByte() 不上锁中断，也不是可重入的。你应该设计你的软件，让它在中断被上锁

时调用 QS_getByte() 。而且，一个应用程序必须一致的使用面向字节的接口 QS_getByte() 或

面向块的接口 QS_getBlock() 二者之一（见下一小节），但是不能同时使用 2 个接口。

代码列表 108 使用 QS_getByte()输出数据到 16550 兼容的 UART

(1) void QF_onIdle(void) {                     /* call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2)     QF_INT_UNLOCK(dummy);                       /* always unlock interrupts */

 (3) #ifdef Q_SPY

 (4)     if ((inportb(l_uart_base + 5) & (1 << 5)) != 0) {         /* THR Empty? */

 (5)         uint8_t fifo = UART_16550_TXFIFO_DEPTH;/*depth of the 16550 Tx FIFO */

 (6)         uint16_t b;

 (7)         QF_INT_LOCK(igonre);

 (8)         while ((fifo != 0) 

 (9)                && ((b = QS_getByte()) != QS_EOD))      /* get the next byte */

             {

(10)             QF_INT_UNLOCK(igonre);

(11)             outportb(l_base + 0, (uint8_t)b);   /* insert byte into TX FIFO */

(12)             --f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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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F_INT_LOCK(igonre);

             }

(14)         QF_INT_UNLOCK(igonre);

         }

     #endif

     }

(1) 空闲处理进程是实现追踪数据输出的理想地方。这个例子里，我使用合作式 vanilla 内核的

QF_onIdle()空闲回调函数（见第八章 8.2.4节）

(2) 如第七章 7.11.1 节所解释的，在中断被上锁时调用 QF_onIdle()空闲回调函数，它必须解锁中

断。

(3) 仅当宏 Q_SPY被定义， QS 被激活时才执行输出 QS 追踪缓存。

(4) 查看 16550UART的发送者保持寄存器空位 (Transmitter Holdering Register Empty bit)。

(5) 16550 UART 可以接收 TX FIFO 深度的字节（通常是 16个字节）。

(6) 临时变量 b将含有 QS_getByte() 的返回值。请注意它是一个 2字节宽的值。

(7) 在调用 QS_getByte() 前，中断被上锁。

(8) 循环一直持续，直到 TX FIFO 里有空间为止。

(9) QS_getByte() 函数被调用，来获得要传输的下一个追踪字节。 QS_EOD返回值提示没有更

多的数据。

(10) 中断可以被解锁。

(11) 追踪字节被写入发送者保持寄存器 (Transmitter Holding Register) 。

(12) 在 TX FIFO 里最少一个字节有效。

(13) 中断被上锁，执行另一个对 QS_getByte() 的调用。

(14) 在返回调用者前，中断被解锁。

面向块的接口：      QS_getBlock()  

QS 也提供了一个面向块的接口用来一次获得一块连续的数据。 QS 为这类面向块的接口提供了函数

QS_getBlock() 。 QS_getBlock() 的声明在清单 11.3(39) 。这类面向块的接口对 DMA 类型的传输非

常有用。清单 11.9 展示了一个使用这个函数的例子。

如果在调用这个函数时有任何有效的数据，这个函数返回指向在 QS 追踪缓存的数据块的开始处

的一个指针，并把块里联系字节的数量写入被 pNbytes 指向的字节。 *pNbytes 的值也被用作输入，

来限制调用者可以接收的数据块的最大值。请注意，没有从追踪缓存复制这些字节。

如果在调用这个函数时没有可用数据，这个函数返回 NULL 指针，并把 pNbytes 指向的值设

为 0 。

在 QS_getBlock()返回一个比 *pNbytes 的初始值少的数据块后，你不能假设 QS 追踪缓存为空。

有时候，数据块降到接近追踪缓存尾部，你需要再次调用 QS_getBlock()来获得其它的“回绕” QS 数

据缓存开始处的数据。在 QS_getBlock()返回一个内存块给调用者后，调用者必须在再次调用

QS_getBlock()之前，把这个返回块的所有字节传输完毕。

注： 函数 QS_getByte() 不上锁中断，也不是可重入的。你应该设计你的软件，让它在中断被上锁

时调用 QS_getBy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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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109 使用 QS_getBlock() 输出数据到 16550 兼容的 UART

(1) void QF_onIdle(void) {                     /* call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2)     QF_INT_UNLOCK(dummy);                       /* always unlock interrupts */

 (3) #ifdef Q_SPY

 (4)     if ((inportb(l_uart_base + 5) & (1 << 5)) != 0) {         /* THR Empty? */

 (5)         uint16_t fifo = UART_16550_TXFIFO_DEPTH;     /* 16550 Tx FIFO depth */

 (6)         uint8_t const *block;

 (7)         QF_INT_LOCK(dummy);

 (8)         block = QS_getBlock(&fifo);    /* try to get next block to transmit */

 (9)         QF_INT_UNLOCK(dummy);

(10)         while (fifo-- != 0) {                    /* any bytes in the block? */

(11)             outportb(l_uart_base + 0, *block++);

             }

         }

     #endif

     }

(1) 空闲处理进程是实现追踪数据输出的理想地方。这个例子里，我使用合作式 vanilla 内核的

QF_onIdle()空闲回调函数（见第八章 8.2.4节）。

(2) 如第七章 7.11.1 节所解释的，在中断被上锁时调用 QF_onIdle()空闲回调函数，它必须解锁中

断。

(3) 仅当宏 Q_SPY被定义， QS 被激活时才执行输出 QS 追踪缓存。

(4) 查看 16550UART的发送者保持寄存器空位 (Transmitter Holdering Register Empty bit)。

(5) 16550 UART 可以接收 TX FIFO 深度的字节（通常是 16个字节）。

(6) 临时变量 block 将含有 QS_getBlock() 的返回值

(7) 在调用 QS_getBlock() 前，中断被上锁。

(8) QS_getBlock() 函数被调用，来获得用于传输的一块连续的追踪数据。

(9) 中断被解锁。

(10) 循环持续，直到 TX FIFO 里有空间为止。

(11) 追踪数据被写入传送者保持寄存器 (Transmitter Holding Register) 。

11.3.8    字典追踪记录

当你编译并把应用程序映像装入目标系统后，关于对象名，函数名和信号名的符号信息被从代码中剥离。

因此，如果你想在 QSPY 主机驻留构件得到符号信息，你需要以某种方式给追踪系统提供这类信息。

QS 提供了专门的追踪记录，特别被设计用来在追踪记录本身包含目标代码的符号信息。用于

QSPY 主机应用程序的包含在追踪记录里的字典记录，非常类似传统的单步调试器使用的嵌入在目标文

件里的符号信息。

为了生成追踪，并不是绝对需要字典追踪记录，就像为了调试代码，并不是绝对需要在目标文件

嵌入符号信息一样。然而在这 2 种情况下，如果有符号信息，会极大的提高软件追踪或软件调试的生产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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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支持 3 类字典追踪记录：对象字典，函数字典和信号字典。后面 3 个小节讨论它们的细节。

注： 和其它所有追踪记录一样，字典追踪记录在代码的临界区生成，也就是说，当数据被插入到

QS 追踪缓存时中断被上锁。另外，在解锁中断后，在每个字典记录后调用回调函数

QS_flush() 。这个函数通常是忙等待，直到所有的数据被发往主机，它可能会占用很多时间。

因此，仅在系统初始化的阶段才生成字典记录，这时还不需考虑系统的实时性限制。

对象字典

使用宏 QS_OBJ_DICTONARY()来生成对象字典，它把对象在内存的地址和它的符号名联合起来。清单

11.18 和 11.19 提供了你如何使用这个宏的一些例子。 QS_OBJ_DICTIONARY() 宏仅使用一个参量：

对象的地址，并在内部使用“字符串”预操作符把这个参量转换成一个 C 的字符串。所以，你应该使用

现有的有意义的对象名来调用 QS_OBJ_DICTONARY()宏，比如 &l_table ，或 &l_philo[3] ，而不是通

用指针比如 me (或 C++ 里的 this 指针 ) ，因为后者不能帮你认出追踪记录里面的对象名。

表格 5 预定义的 QS 记录需要的对象字典

对象类型 例子 QS 记录

状态机 QS_OBJ_DICTIONARY(&l_table);

见清单 11.19(3)

QS_QEP_STATE_EMPTY,

QS_QEP_STATE_ENTRY,

QS_QEP_STATE_EXIT,

QS_QEP_STATE_INIT,

QS_QEP_INIT_TRAN,

QS_QEP_INTERN_TRAN,

QS_QEP_TRAN,

QS_QEP_IGNORED

活动对象 QS_OBJ_DICTIONARY(

&l_philo[0]);

见清单 11.20(4)

QS_QF_ACTIVE_ADD,

QS_QF_ACTIVE_REMOVE,

QS_QF_ACTIVE_SUBSCRIBE,

QS_QF_ACTIVE_UNSUBSCRIBE,

QS_QF_ACTIVE_POST_FIFO,

QS_QF_ACTIVE_POST_LIFO,

QS_QF_ACTIVE_GET,

QS_QF_ACTIVE_GET_LAST

内存池

( 注 1)

QS_OBJ_DICTIONARY(

l_smlPoolSto);

见清单 11.16(7)

QS_QF_MPOOL_INIT,

QS_QF_MPOOL_GET

QS_QF_MPOOL_PUT,

事件队列

( 注 2)

QS_OBJ_DICTIONARY(

l_philQueueSto[0]);

见清单 11.16(9)

QS_QF_EQUEUE_INIT,

QS_QF_EQUEUE_POST_F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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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_QF_EQUEUE_POST_LIFO,

QS_QF_EQUEUE_GET,

QS_QF_EQUEUE_GET_LAST

时间事件 QS_OBJ_DICTIONARY(

&l_philo[0].timeEvt);

见清单 11.20(5)

QS_QF_TICK,

QS_QF_TIMEEVT_ARM,

QS_QF_TIMEEVT_AUTO_DISARM,

QS_QF_TIMEEVT_DISARM_ATTEMPT,

QS_QF_TIMEEVT_DISARM,

QS_QF_TIMEEVT_REARM,

QS_QF_TIMEEVT_POST,

QS_QF_TIMEEVT_PUBLISH

( 注1) 内存池通过由池管理的内存缓存引用。

( 注2) 事件队列通过由队列管理的环形缓存引用。

表 11.1列出了为了给 QSPY 数据输出使用符号信息，你可以提供的对象字典。请注意， QS 通

过被内存缓存管理的内存池来区分内存池，因为实际的内存池对象被隐藏在 QF 空间内部，对应用程

序开发者而言是不可存取的。同样，事件队列通过被队列管理的环形缓存来区分，而不是通过队列对象

本身来区分。

对象字典记录和 QS 本地过滤器关系很紧密（见 11.3.5 节）。这 2 个功能都一致的使用相同的

惯例。例如，通过宏 QS_FILTER_MP_OBJ() ，用于某个特定内存池的本地过滤器被选中，它接受一个

指向被内存池管理的内存缓存的指针。同样的，通过宏 QS_FILTER_EQ_OBJ() ，用于某个特定事件队

列的本地过滤器被选中，它接受一个指向被事件队列管理的环形缓存。

函数字典

使用宏 QS_FUN_DICTONARY()来生成函数字典，它把函数在内存的地址和它的符号名联系起来。清单

11.19(4-6)提供了你如何使用这个宏的一些例子。函数字典的主要用途是为状态处理函数提供符号名。

QS_FUN_DICTIONARY() 宏仅需一个参量：函数的地址，并在内部使用“字符串”预操作符把

这个参量转换成一个 C 的字符串。

信号字典

使用宏 QS_SIG_DICTONARY()来生成信号字典，它把事件信号的数值和状态机对象和信号的符号名联

系起来。

同时使用信号的数值和状态对象的理由是，仅使用信号值不能有效的把符号化信号区分出来。只

有全局发行的信号在系统范围内才是唯一的。其他信号，仅在本地使用，在系统的不同状态机里有完全

不同的意义。

QS_SIG_DICTIONARY()宏需要 2 个参量：信号的数值和状态机对象的地址。并在内部使用“字

符串”预操作符把信号参量转换成一个 C 的字符串。状态机对象没有被转换成一个字符串，因此你使用

的实际变量名是没有关系的。

清单 11.19(7-10) 提高了你如何使用 QS_SIG_DICTIONARY()宏的例子。清单 11.19(7-9)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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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指定和队歌状态机联合的全局发现的信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你使用 NLL作为状态机对象。

与之相反，清单 11.19(10) 展示了本地信号 TIMEOUT_SIG 的一个字典条目。这个信号仅和

Philosopher 状态机有关。

11.3.9    应用程序相关的      QS      追踪记录

应用程序相关的 QS 记录允许你从应用层代码生成追踪信息。你可以把应用相关的记录想像成和

printf()等效的功能，但是它有更少的开销。清单 11.10 展示了一个使用应用程序相关 QS 记录的例子。

代码列表 110  应用程序相关追踪记录的例子

     QS_BEGIN(MY_QS_RECORD, myObjectPointer)               /* trace record begin */

         QS_STR("Hello");                                 /* string data element */

         QS_U8(3, n);                   /* uint8_t data, 3-decimal digits format */

         . . .                                                        /* QS data */

         QS_MEM(buf, sizeof(buf));               /* memory block of a given size */

     QS_END()                                                /* trace record end */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用程序相关的记录使用 QS_BEGIN() 和 QS_END() 这对宏来围住。这

对宏在每个记录的开始处上锁中断，在每个记录的结尾处解锁中断（见 11.3.3 节）。有时候，你想在

某个临界区内部或 ISR 内部生成追踪记录。这时，你可以使用 QS_BEGIN_NOLOCK() 和

QS_END_NOLOCK() 这对宏，避免临界区的嵌套。

开始记录的宏 QS_BEGIN() 有 2 个参量。第一个参量（例如， MY_QS_RECORD ）是枚举的

记录类型，它被用来全局开关过滤器（见 11.3.5 节），并且是每个记录头的一部分。应用程序相关的记

录类型必须使用值 QS_USER开始，避免和被加入 QP 构件的预定义的 QS 记录重叠。

第二个参量（例如 myObjectPointer ）被用于本地过滤器，它允许你选择性的记录特定的应用程

序层的对象。清单 11.21 展示了一个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的例子，包括如何使用 QS_BIGIN()宏的

第二个变量。

注： 如果你不想对某个给定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是使用本地过滤器，你可以使用 NULL 作为

宏 QS_BEGIN() 或 QS_BEGIN_NOLOCK() 的第二个参量。这样，总是会生成追踪记录，并

且和本地过滤器的和本地应用程序相关的设定无关。

夹在 QS_BEGIN() 和 QS_END() 宏之间的是你想存储在追踪记录里的数据元素。用来生成这些

数据元素的宏展示在清单 11.3(17-23) 。支持的数据元素包括 8位， 16位和 32位有符号或无符号的

整数， 32位和 64位浮点数，以 0 结尾的字符串，和不同大小的内存块。也提供了特定的宏来插入平台

无关的元素，比如事件信号，对象指针和函数指针。对这些配置相关或平台相关的元素， QS 仅记录在

这个给定平台上所需的最小数量的字节。

图 88  从清单 11.10（为了解释重点，逸出字节被忽略）编码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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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任何追踪记录的最大挑战是主机驻留构件（ QSPY 应用程序）不“知道”这些记录的结构，

因此数据类型信息本身必须和数据本身一起被存储。图 11.5 展示了如何从清单 11.10 编码应用程序相

关的追踪记录，和所有 QS 记录一样，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用顺序号码开始和记录 ID开始（见

11.3.6 节）。每个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也包含紧跟在记录ID后面的时间戳。用于时间戳的字节数由

宏 QS_TIME_SIZE 决定。在时间戳后，是数据元素，比如“ Hello”字符串，一个无符号的字节 n ，一

些其他的数据，最后是一个内存块。这些数据元素的每一个都用一个格式字节开始，它实际包含数据类

型信息（在低 4位）和显示这个元素的所需的格式宽度（在高 4位）。例如数据元素 QS_U8（ 3, 

n ）将使值 n被编码为 uint8_t ，使用 3位10进制数字的格式来显示。允许的最大格式宽度是 15位10

进制数字。

如清单 1.10 所示，你可以用任何次序，把任何类型的某些数据元素放入到一个应用程序相关的记

录里。唯一的限制是，一个完整的记录必须能够被放入到 QS 追踪缓存里面。当然，你应该避免大的追

踪记录，从而让临界区尽可能短（ QS 记录总是在代码的临界区里被放入缓存）。还有，你也许想节省

缓存空间的使用。

11.3.10     移植和配置      QS  

当你在你的应用程序里使用 QS 时，你要负责向你选择的 CPU，编译器和内核 /RTOS 改写 QS 。这

类改写被称为移植。本书的附带的代码包含了 QS 的在 80x86(vanilla, QK, uC/OS和 Linux)上移植和应

用程序的例子，以及 Cotex-M3（ vanilla 和 QK 内核）上移植的例子。

QS 移植的源代码使用和在第八章里描叙的其他 QP 构件的移植一样的方式组织。 QS 平台相

关的代码仅包含 qs_port.h 和一些 S回调函数，它们通常在你的应用程序的板支持包 (bsp.c) 里被定义。

清单 11.11 展示了在 80x86 ， QK/DOS ，大内存模型下， qs_port.h 头文件的一个例子。在 11.6节，

我提供了 QS 回调函数的例子，比如 QS_onInit() ， QS_onCleanup() ， QS_onFlush() 和

QS_onGetTime() 。

代码列表     111             80x86      ，      QK/DOS      ，     大内存模型下的      QS      移植头文件

（      <qp>\qpc\ports\80x86\qk\tcpp101\l\qp_port.h      ）

     #ifndef qs_port_h

     #define qs_port_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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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efine QS_OBJ_PTR_SIZE         4

 (2) #define QS_FUN_PTR_SIZE         4

 (3) #define QS_TIME_SIZE            4

 (4) #include "qf_port.h"                                      /* use QS with QF */

 (5) #include "qs.h"                 /* QS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s_port_h  */

(1) 宏QS_OBJ_PTR_SIZE确定了在特定平台上一个对象指针的大小（用字节为单位）。

(2) 宏QS_FUN_PTR_SIZE确定了在特定平台上一个函数指针的大小（用字节为单位）。

(3) 宏 QS_TIME_SIZE 配置了 QS 时间戳 QSTimeCtr （见清单 11.3(43) ）的大小（用字节为

单位）。

(4) 仅当 QS 和 QF 实时框架一起使用时，才包含 QF 移植头文件 qf_port.h

注： 当 QS 和 QF 一起使用时， QS 临界区和在 qf_port.h 头文件里的定义一致。然而， QS 也

可以只和 QEP构件一起使用，或者完全单独的使用。这些情况下， QS 必须提高自己的独

立的临界区机制，通过定义 QS_INT_KEY_TYPE ， QS_INT_LOCK()和 QS_INT_UNLOCK()

宏来实现。

(5) 平台无关的 qs.h头文件必须被包含在 qf_port.h 头文件里。

11.4                                                                                                                            

    QSPY      主机应用程序

如第 11.2节所叙， Quantum Spy 软件追踪系统的主机驻留构件是 QSPY 主机应用程序。 QSPY 是一

个简单的控制台程序，它没有任何有趣的 GUI ，因为它的用途仅是提供 QS 数据语法分析，存储，

并把数据输出到其他强大的工具比如 MATLAB。 QSPY 被从底部设计成平台无关的应用程序。它使用

可移植的 C++ 编写，并被移植到 Linux 和 Windows 的不同的编译器上。

QSPY 可以很容易的为不同的目标 - 主机通讯连接而改写。现在， QSPY 主机应用程序支持串

口 (RS232) ， TCP/IP和文件通讯连接。添加其他的通讯连接是很容易的，因为数据连接只有通过一个同

样硬件抽象层 HAL才能被访问。

QSPY 应用程序接受几个命令行变量来配置数据连接和所有的和目标有关的设置，比如指针大小，

信号大小等等。这意味着单一的 QSPY 主机应用程序可以处理任何嵌入式目标发来的数据。这个应用程

序已经使用多个 8位， 16位和 32位 CPU进行测试。

QSPY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增强的，人类可阅读的在屏幕上的文本输出。如果 QS 追踪数据包

含字典追踪记录（见 11.3.8 节）， QSPY 使用这些符号信息为对象，信号和状态提供不同的区分。否

则， QSPY 输出不同指针和信号的 16进制值。

最后， QSPY 可以使用 MATLAB可读的矩阵格式来输出追踪数据。也提供了把 QSPY 追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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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输出到 MATLAB的专用的脚本。一旦数据在MATLAB矩阵里可用，你可以使用这个强大的工具来方

便的操作并可视化这些数据。

QSPY 带有一个电子格式的参考手册（见 11.6.6 节），它包含了对所有命令行选择，人类可阅

读格式，和 MATLAB接口的解释，

11.4.1    安装      QSPY  

QSPY 主机应用程序包含在本书伴随代码中，位于目录 <qp>\qpc\tools\qspy\（ QP/C 版本），

<qp>\qpcpp\tools\qspy\(QP/C++ 版本 ) 。这 2 个版本实际上是一样的，除了 QP/C 的 QSPY 版本包含

了 C 版本的 qs.h头文件，而 QP/C++ 版本包含了 C++ 版本的 qs.h 。以下的清单 11.12 展示了在安

装 QS 构件后 QP 根目录的内容。

注： QSPY 主机应用程序包含了头文件 <qp>\qpc\include\qs.h 。 qs.h头文件提供了 QS 目标驻留

构件和 QSPY 主机驻留构件之间的联系。

代码列表 112  QSPY 主机应用程序源代码的组织

    <qp>\qpc\             - QP/C root directory (<qp>\qpcpp for QP/C++)

       |

       +-doxygen\         - QP/C documentation generated with Doxygen 

       | +-html\          - "QP/C Reference Manual" in HTML format

       | | +-index.html   - The starting HTML page for the "QP/C Reference Manual"

       | | |                (contains the "QSPY Reference Manual")

       | | +- . . .

       | +-qpc.chm        - "QP/C Reference Manual" in CHM Help format

       |                    (contains the "QSPY Reference Manual")

       |

       +-include/         - QP platform-independent header files

       | +-qs.h           - QS platform-independent header file (used by QSPY)

       |

       +-tools\           - Tools directory

       | +-qspy\          - QSPY host application

       | | +-include\     - platform-independent include

       | | | +-dict.h     - dictionary class header file

       | | | +-getopt.h   - command-line option parser

       | | | +-hal.h      -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header file

       | | | +-qspy.h     - QSPY parser header file

       | | +-source\      -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s (C++)

       | | | +-dict.cpp   - dictionary class implementation

       | | | +-getopt.c   - command-line option parser

       | | | +-main.cpp   - main() entry point

       | | | +-qspy.cpp   - QSpy pars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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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inux\       - Linux version of QSPY

       | | | +-gnu\       - GNU compiler

       | | | | +-dbg\     - debug build directory

       | | | | +-rel\     - release build directory

       | | | | +-com.cpp  - serial port HAL for Linux

       | | | | +-tcp.cpp  - TCP/IP port HAL for Linux

       | | | | +-Makefile - make file to build QSPY for Linux

       | | |

       | | +-win32\       - Win32 (Windows) version of QSPY

       | | | +-mingw\     - MinGW compiler (GNU)

       | | | | +-dbg\     - debug build directory

       | | | | +-rel\     - release build directory

       | | | | | +-qspy.exe – QSPY executable

       | | | | +-com.cpp  - serial port HAL for Win32

       | | | | +-tcp.cpp  - TCP/IP port HAL for Win32

       | | | | +-make.bat – Simple batch script to build QSPY

       | | |

       | | | +-vc2005\    - Visual C++ 2005 toolset

       | | | | +-Debug\   - debug build directory

       | | | | +-Release\ - release build directory

       | | | | | +-qspy.exe – QSPY executable

       | | | | +-com.cpp  - serial port HAL for Win32

       | | | | +-tcp.cpp  - TCP/IP port HAL for Win32

       | | | | +-qspy.sln - Visual C++ Solution to build QSPY for Win32

       | | |

       | | +-matlab\      - MATLAB scripts

       | | | +-qspy.m     - MATLAB script to import the QS data into MATLAB

       | | | +-dpp.spy    - Example of a QS binary file from DPP application

       | | | +-philo_timing.m  - example MATLAB script to generate timing diagrams

       | | |                     for the DPP example

11.4.2    从源代码生成      QSPY  

QSPY 源代码使用可移植的 C++ 编写，并提供了 Windows 和 Linux 的移植（见清单 11.12 ）。请

注意 QSPY 主机应用程序通过头文件 <qp>\qpc\include\qs.h 和 QS 目标构件进行耦合，它枚举了预定

义的 QS 记录。

使用      Visual C++ 2005      为      Windows      生成      QSPY  

QSPY 的 Win32 可执行文件是 <qp>\qpc\tools\qspy\win32\vc2005\Release\qspy.exe 。这个可执行文件可

以运行在任何 32位版本的 Windows上。

如果你想重新生成这个应用程序，目录 <qp>\qpc\tools\qspy\win32\vc2005\ 包含了用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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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PY 应用程序的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解决方案文件 qspy.sln 。你可以吧这个解决方案文件装

入 Visual C++ 2005 IDE ，按下 F7键开始创建。

使用      MinGW      为      Windows      生成      QSPY  

另外，你可以使用在 www.mingw.com上开源的 MinGW ( 用于 Windows 的最小化 GNU) 工具集，来

创建 QSPY 可执行文件。目录 <qp>\qpc\tools\qspy\win32\mingw\ 包含了一个简单的批处理文件

make.bat 来创建 QSPY 应用程序。你可能需要在这个批处理的顶部修改 MINGW 符号的定义，告诉

它你安装 MinGW 工具集的地方。使用默认设置， make.bat 在目录

<qp>\qpc\tools\qspy]win32\mingw\dbg\下生成调试版本的应用程序。为了生成发行版本，请在 make.bat 脚

本加入参数 rel。这个发行版本位于目录 <qp>\qpc\tools\qspy\win32\mingw\rel\ 。

为      Linux      生成      QSPY  

为 Linux 创建 QSPY 的 Makefile 位于目录 <qp>\qpc\tools\qspy\linux\gnu\ 。使用默认值， Makefile 在

目录 <qp>\qpc\tools\qspy\linux\gun\dbg\ 下生成调试版本的应用程序。为了生成发行版本，请为make加入

rel目标（ make rel ）。发行版本位于目录 <qp>\qpc\tools\qspy\linux\gnu\rel\。

11.4.3    使用      QSPY  

QSPY 主机应用程序被设计为可以和所有可能的目标 CPU和数据连接一起工作，它需要一个很宽范围

的可配置性。例如，对于任何给定 CPU， QSPY 应用程序必须“知道”对象指针，函数指针，时间信号，

时间戳的大小，等等。你通过命令行变量的方式为 QSPY 提供这些信息，在表格 11.3 里有这些变量

的总结， QSPY 参考手册也有这个总结（见 11.6.6 节）。请注意选项是大小写敏感的。

表格 6  QSPY 命令行选项的概要

选项 例子 默认

值

必须匹配的 QP宏

(QP 移植头文件 )

注释

-h -h 帮助。显示这份选项的概要

-q -q 安静模式（没有标准输出流的输出）

-o -o 

qs.txt

在特定的文件产生输出

-s -s 

qs.spy

在特定的文件保留二进制输出。和 -f不兼容

-m -m 

qs.mat

在特定的文件产生 MATLAB格式的输出

-c -c COM2 COM1 选择 COM 口。和– t ， -p， -f不兼容

-b -b 

115200

3840

0

选择波特率。和– t ， -p， -f不兼容

-t -t 选择 TCP/IP输入。和– c ， -b， -f不兼容

-p -p 6602 6601 TCP/IP服务器端口号码。和– c ， -b， -f不兼容

-f -f 

qs.spy

选择文件输入。和– c ， -b， -t， -p不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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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2 4 QS_TIME_SIZE

(qs_port.h)

时间戳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O -O 2 4 QS_OBJ_PTR_SIZE

(qs_port.h)

对象指针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F -F 2 4 QS_FUN_PTR_SIZE

(qs_port.h)

函数指针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S -S 2 1 Q_SIGNAL_SIZE

(qep_port.h)

信号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E -E 1 2 QF_EVENT_SIZ_SIZE

(qf_port.h)

事件尺寸的字节数（例如，含有事件大小的变量的

大小）。有效值： 1 ， 2 ， 4

-Q -Q 1 2 QF_EQUEUE_CTR_SIZ

E

(qf_port.h)

队列计数器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P -P 4 2 QF_MPOOL_CTR_SIZE

(qf_port.h)

池计数器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B -B 1 2 QF_MPOOL_SIZ_SIZE

(qf_port.h)

块尺寸的字节大小。（例如，含有内存块尺寸的变

量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C -C 4 2 QF_TIMEEVT_CTR_SI

ZE

(qf_port.h)

时间事件计数器的字节数。有效值： 1 ， 2 ， 4

当调用 QSPY 时你主要关心的就是完全匹配你正在使用的目标系统。表格 11.3 的第四列列举了

在目标系统里使用的配置宏以及定义这些宏的和平台相关的 QP 头文件。仅当 QP 宏和默认值不同时，

你才需要使用相应的 QSPY 命令行选项。 QSPY 的默认值和 QP 里使用的默认值是一致的。

注： 当你没有匹配 QSPY 主机应用程序和 QS 目标构件时， QSPY 应用程序将不能正确的分析

这些不匹配的追踪记录，并将会生成如下的错误信息：

********** 028: Error xx bytes unparsed

********** 014: Error -yy bytes unparsed

在错误信息前面的号码是不能被分析的追踪记录的记录ID。

11.5                                                                      

向      MATLAB      输出追踪数据

QSPY 主机应用程序也可以向 MATLAB输出追踪数据， MATLAB是一个流行的数字计算环境和一种

高级的技术编程语言。由 MathWorks 公司创建的 MATLAB允许很容易的操作和画出以矩阵 (matrices)

的方式表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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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汇总了在 QSPY 主机应用程序和 MATLAB之间的接口。接口包括 QSPY MATLAB 输

出文件， qspy.m MATLAB脚本，在当前 MATLAB工作台使用这个脚本生成的MATLAB矩阵。后面的

几节解释了这些要素。

图 89  向 MATLAB输出追踪数据

11.5.1    使用      MATLAB      分析追踪数据

当你使用 -m <file name>选项调用 QSPY 时， QSPY 应用程序在生成人类可读的格式输出的同时也生

成MATLAB可以读入的特定文件名的文件。

MATLAB输出文件是一个 ASCII 文件，包含所有 MATLAB格式的追踪记录。然而，在

MATLAB文件里的不同的追踪记录还是按它们在目标系统里生成的次序一样排列，并没有形成合适的

MATLAB矩阵，在 MATLAB里矩阵是表达数据最自然的方式。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个 QSPY MATLAB

输出的例子：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dpp.mat

目录 <qp>\qpc\tools\qspy\matlab\包含了 MATLAB脚本 qspy.m ，它读入 QSPY MATLAB 文件，

并在当前的工作台把数据转换成几个 MATLAB矩阵。假设目录 <qp>\qpc\tools\qpsy\matlab\被包含在

MATLAB路径，你从 MATLAB命令窗口按下面的例子调用这个脚本：

    Q_FILE=’<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dpp.mat’; qspy

变量 Q_FILE 被设置成 QSPY MATLAB 文件名。请注意 qspy.m脚本并不是一个 MATLAB函

数，因为它的主要用途是在脚本完成后使用现有的矩阵填满当前的工作台，在单独的临时工作台运行的

函数是不能做到这点的。

在这时，你的数据都已经用MATLAB矩阵来表示。在填满矩阵后， qspy.m脚本执行 whos命令来

展示被创建的对象。带有 Q_ 前缀的矩阵含有按时间排序的追踪数据。所有的 MATLAB矩阵在

QSPY 参考手册里有相应的文档，它也可以在本书附带的代码中找到电子格式的副本（见 11.6.6 ）。

仅为了演示你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做些什么事情，图 11.7 展示了在 DPP应用程序里所有

Philosopher 状态机的时间图。

图 90  根据 QS 追踪数据 MATLAB画出了五个 Philosopher 的时间图。纵轴分别代表“思考”（最下

方），“饥饿”（中间）和“进餐”（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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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11.17 展示的图像可以通过运行在目录 <qp>\qpc\tools\qspy\matlab\提供的脚本

philo_timing.m而获得。假设这个目录在 MATLAB路径里，你可以在 MATLAB提示栏输入脚本的名

字：

    » philo_timing

philo_timing.m脚本显示 MATLAB矩阵Q_STATE的数据，这个矩阵是通过运行 qspy.m脚本获得

的。 Q_STATE矩阵包含了所有的状态机信息。我在 11.5.4 节解释如何生成这个图像。

11.5.2        MATLAB      输出文件

QSPY MATLAB 文件是 ASCII 格式，清单 11.13 展示了从 DPP应用程序生成的 QSPY MATLAB 文

件的一个片段。

代码列表 113  DPP 应用程序的 QSPY MATLAB 文件的一个片段

     . . . . . . 
      62 Philo_initial= 308543675;
      62 Philo_thinking= 308544589;
      62 Philo_hungry= 308544835;
      62 Philo_eating= 308545073;
      60 HUNGRY_SIG=[   8  382343546];
      60 TIMEOUT_SIG=[  10  382343546];
      12          0    4  382343546
       3  382343546  337510406  308544589
      50          0  64  64
      51          0  6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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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0  382343694  382343546          9          0
       1  382343546  308544589
       4          0  382343546  308544589
     . . . . . . 
      33  382344192  382344044
      37     528197  382344192   10  382344044
      14     528208   10  382344044   0   0    5    5
      33  382343860  382343712
      37     528222  382343860   10  382343712
      14     528234   10  382343712   0   0    5    5
      42     528249   1 255
      17     528262   10  382344044   0   0
      28     528276    3    8
      24     528287  382343384    9    9
      14     528299    8  382344376   1   0    5    5
      17     528312    8  382344376   1   1
      28     528333    3    4
      24     528343  382343384    8    8
      26     528355    4          1
      14     528367    4  382344210   1   1    5    5
      14     528379    4  382344044   1   2    5    5
      14     528391    4  382343878   1   3    5    5
      14     528403    4  382343712   1   4    5    5
      14     528415    4  382343546   1   5    5    5
     . . . . . . 

QSPY MATLAB 文件使用可移植的 ASCII 格式存储，方便跨平台的移植，但是确实不适合人

类阅读。清单 11.13 的用途只是展示这些数据主要是数字，只有“ dictionary”条目才是例外，它们

被当作 MATLAB命令存储。

清单 11.13 的MATLAB输出文件包含了所有的 MATLAB格式的追踪数据。然而，在MATLAB

文件里的不同的追踪记录还是按它们在目标系统里生成的次序一样排列，并没有形成合适的 MATLAB矩

阵，在 MATLAB里矩阵是表达数据最自然的方式。

11.5.3        MATLAB      脚本      qspy.m  

位于目录 <qp>\qpc\tools\qspy\matlab\ 的MATLAB脚本 qspy.m ，被设计成读入 QSPY MATLAB 文件，

把不同的记录分类到不同的MATLAB矩阵供进一步的分析。在 11.5.1 节，我描叙了如何从 MATLAB

调用这个脚本。这里我讨论 qspy.m 本身，它展示在清单 11.14 里。

代码列表 114  把 QSPY 追踪记录输出到 MATLAB 的脚本 qspy.m

 (1) % the string Q_FILE must be defined

 (2) fid = fopen(Q_FIL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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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fid == -1

 (3)     error('file not found')

     end

 (4) Q_STATE      = [];  % sate entry/exit, init, tran, internal tran, ignored

     Q_EQUEUE     = [];  % QEQueue

     Q_MPOOL      = [];  % QMPool

     Q_NEW        = [];  % new/gc

     Q_ACTIVE     = [];  % active add/remove, subscribe/unsubscribe

     Q_PUB        = [];  % publish/publish attempt

     Q_TIME       = [];  % time event arm/disarm/rearm, clock tick

     Q_INT_LOCK   = [];  % interrupt locking/unlocking

     Q_ISR_LOCK   = [];  % ISR entry/exit

     Q_MUTEX      = [];  % QK mutex locking/unlocking

     Q_SCHED      = [];  % QK scheduler events

     Q_TOT        = 0;   % total number of records processed

 (5) while feof(fid) == 0

         line = fgetl(fid);

         Q_TOT = Q_TOT+1;

 (6)     rec = sscanf(line, '%d', 1);    % extract the record type

 (7)     switch rec    % discriminate based on the record type

             % QEP trace records

 (8)         case  1   %  QS_QEP_STATE_ENTRY

                 Q_STATE(size(Q_STATE,1)+1,:) = ...

                     [NaN 1 sscanf(line, '%*u %u %u')' NaN 1];

             case  2   %  QS_QEP_STATE_EXIT

                 Q_STATE(size(Q_STATE,1)+1,:) = ...

                     [NaN 2 sscanf(line, '%*u %u %u')' NaN 1];

             case  3   %  QS_QEP_STATE_INIT

                 Q_STATE(size(Q_STATE,1)+1,:) = ...

                     [NaN 3 sscanf(line, '%*u %u %u %u')' 1];

             case  4   %  QS_QEP_INIT_TRAN

                 tmp = sscanf(line, '%*u %u %u %u')';

                 Q_STATE(size(Q_STATE,1)+1,:) = ...

                     [tmp(1) 3 tmp(2) NaN tmp(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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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5   %  QS_QEP_INTERN_TRAN

                 Q_STATE(size(Q_STATE,1)+1,:) = ...

                     [sscanf(line, '%*u %u %u %u %u')' NaN 1];

             case  6   %  QS_QEP_TRAN

                 Q_STATE(size(Q_STATE,1)+1,:) = ...

                     [sscanf(line, '%*u %u %u %u %u %u')' 1];

             case  7   %  QS_QEP_IGNORED

                 Q_STATE(size(Q_STATE,1)+1,:) = ...

                     [sscanf(line, '%*u %u %u %u %u')' NaN 0];

             % QF trace records

             case 10   %  QS_QF_ACTIVE_ADD

                 tmp = sscanf(line, '%*u %u %u %u')';

                 Q_ACTIVE(size(Q_ACTIVE,1)+1,:) = [tmp(1) NaN tmp(2) tmp(3) 1];

             . . . .

             % Miscallaneous QS records

             case 60   %  QS_SIG_DICTIONARY

                 eval(line(5:end));

             case 61   %  QS_OBJ_DICTIONARY

                 eval(line(5:end));

             case 62   %  QS_FUN_DICTIONARY

                 eval(line(5:end));

             . . .

             % User records

 (9)         % . . .

         end

     end

     % cleanup ...

(10) fclose(fid);

     clear fid;

     clear line;

     clear rec;

     clear 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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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splay status information...

(11) Q_TOT

(12) whos

(1) 这是一个简单的 MATLAB脚本，而不是一个 MATLAB函数，因为 qspy.m 的主要用途是在

脚本结束后创建还留在工作台的新数据，这样你可以使用它们进行进一步的计算。 ( 一个

MATLAB函数在一个单独的工作台运行，在函数返回时这个工作台会消失。 )

(2) 变量 Q_FILE 包含了 QSPY_MATLAB 文件名，必须在开始 qspy.m脚本前定义它。

(3) 这个特定的 MATLAB文件必须存在。

(4) QSPY MATLAB 矩阵被清理，用来填充追踪数据。

(5) 每次处理 MATLAB文件的一行。

(6) 在每一行的第一个数字是 QS 记录类型（见清单 11.3(3)）。

(7) switch 语句根据记录类型来进行处理。

(8) 不同的 case 语句读入特定的记录类型，并把数据放入 MATLAB矩阵。

(9) 在这里你可以扩展这个脚本，包含（你的）用户定义的追踪记录。

(10) 在这一节，临时数据被清理（这是一个简单的脚本，而不是一个函数）。

(11-12) 显示所有记录的总数和当前工作台的内容。

11.5.4    由      qspy.m      产生的      MATLAB      矩阵

qspy.m脚本生成 11个MATLAB矩阵（见清单 11.14 ）。每个矩阵包含相关 QS 追踪记录的不同组。

QSPY 参考手册，在本书的伴随代码里有它电子格式的副本（见 11.6.6 节），包含了由 qspy.m脚本生

成的所有 MATLAB矩阵的文档信息。这里，我仅给你一个例子，关于矩阵Q_STATE，它存储了在系统

里和状态机活动有关的所有 QS 记录。表格 11.4 对 QS 记录如何存储在 Q_STATE矩阵里做了一个总

结。

表格 7  由 qspy.m脚本生成的 Q_STATE 矩阵（ N * 6)

MATLAB 索引 : 1 2 3 4 5 6

QS 记录 时间

戳

信号 状态

机对

象

源

状

态

新状

态

处理

的事

件

QS_QEP_STATE_ENTRY NaN 1 √2 √ NaN 1

QS_QEP_STATE_EXIT NaN 2 √2 √ NaN 1

QS_QEP_STATE_INIT NaN 3 √2 √ √ 1

QS_QEP_STATE_INIT_TRAN √ 3 √2 Na

N

√ 1

QS_QEP_STATE_INTERN_TRAN √ √1 √2 √ NaN 1

QS_QEP_STATE_TRAN √ √1 √2 √ √ 1

QS_QEP_STATE_IGNORED √ √1 √2 √ NaN 0

(1) 有效的用户信号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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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继承关系，一个活动对象也是一个状态机对象。

按MATLAB的惯例，不同的变量，比如时间戳，事件信号等被放入列，而在行中观察它们不同的

变化。因此，一个包含 6 个变量的 N次样本的数据集被存储在一个 N*6大小的矩阵里。在矩阵里某个

单元的符号 √ 表示有相应的 QSPY 数据。代表数据的其他值被 qspy.m脚本加入，填充所有的矩阵单元，

用来明确的分辨追踪记录。例如以下 6 个矩阵索引明确的从矩阵中选出 QS 追踪记录：

QS 记录 MATLAB 索引矩阵

QS_QEP_STATE_ENTRY Q_STATE(:,2) == 1

QS_QEP_STATE_EXIT Q_STATE(:,2) == 2

QS_QEP_STATE_INIT Q_STATE(:,2) == 3

QS_QEP_STATE_INIT_TRAN isnan(Q_STATE(:,4))

QS_QEP_STATE_INTERN_TRAN Q_STATE(:,2) > 3 & isnan(Q_STATE(:,5))

QS_QEP_STATE_TRAN Q_STATE(:,2) > 3 & ~isnan(Q_STATE(:,5))

QS_QEP_STATE_IGNORED ~Q_STATE(:,6)

作为一个使用包含在矩阵 Q_STATE信息的例子，考虑展示在图 11.7 的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的

时间图。这些时间图使用展示在清单 11.15 的 philo_timing.m脚本生成。

代码列表 115  生成图 11.7 的时间图的 MATLAB脚本 philo_timing.m

(1) t=Q_STATE(:,2)>3 & ~isnan(Q_STATE(:,5)); % QS_QEP_STATE_TRAN

 (2) o=Q_STATE(:,3) == l_philo_0_;

 (3) subplot(5,1,1); stairs(Q_STATE(o & t,1),Q_STATE(o & t,5),'r')

 (4) o=Q_STATE(:,3) == l_philo_1_;

     subplot(5,1,2); stairs(Q_STATE(o & t,1),Q_STATE(o & t,5),'r')

     o=Q_STATE(:,3) == l_philo_2_;

     subplot(5,1,3); stairs(Q_STATE(o & t,1),Q_STATE(o & t,5),'r')

     o=Q_STATE(:,3) == l_philo_3_;

     subplot(5,1,4); stairs(Q_STATE(o & t,1),Q_STATE(o & t,5),'r')

     o=Q_STATE(:,3) == l_philo_4_;

     subplot(5,1,5); stairs(Q_STATE(o & t,1),Q_STATE(o & t,5),'r')

     xlabel('time stamp'); zoom on

(1) 索引矩阵 t 仅选择 Q_STATE矩阵的对应于状态转换的行（ QS_QEP_STATE_TRAN追踪记

录）。一个转换的条件是：信号 > 3 （用户定义的信号）并且有新的状态（不是一个 

NaN）。

(2) 索引矩阵 o (对象 ) 仅挑选 Philosopher 0 状态机对象。这一行代码使用字典条目 

l_pholo_0_ 。

(3) 使用索引矩阵 t 和 o来画出 Philosopher 0 的时间图。

(4) 索引矩阵 o被用来为 Philosopher 1 ， 2 ， 3 和 4 的状态机对象创建，这些对象的时间图也

被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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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简短的演示只触及了可能性的表面。请参考 QSPY 参考手册里关于 MATLAB矩阵的

其他描叙。 MATLAB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各种更加复杂的处理。

11.6                                                                      

向      QP      应用程序添加      QS      软件追踪

在这一节我向你展示如何向DPP应用程序添加 QS 软件追踪功能，我已经在本章的开始处使用它作为

一个软件追踪的例子（ 11.2.1 节）。

80x86 上使用 QK 可抢占内核的 DPP例子演示了和所有 QP 构件， QEP， QF 和 QK 一起

使用 QS 。这个例子位于目录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 。你可以在 Turbo C++ IDE中

装入 DPP-SPY.PRJ 项目文件后重新创建 Spy 配置。这个应用程序连接位于目录

<qp>\qpc\ports\80x86\qk\tcpp101\l\spy\的 Spy 版本的 QP 库文件。

DPP例子展示了 QS 设置的所有方面。特别的它演示了如何通过一个串口 (UART) 发送 QS

追踪数据，以及如何使用在每台 x86 类型的 PC 上都可找到的 8254定时器 / 计数器来产生毫秒精度

的时间戳。

11.6.1    初始化      QS      并设置过滤器

代码列表 116  初始化 QS ，设置过滤器，生成字典条目（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mainc）

(1)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 Local-scope objects -----------------------------------------------------*/

     static QEvent const *l_tableQueueSto[N_PHILO];

     static QEvent const *l_philoQueueSto[N_PHILO][N_PHILO];

     static QSubscrList   l_subscrSto[MAX_PUB_SIG];

     static union SmallEvent {

         void *min_size;

         TableEvt te;

         /* other event types to go into this pool */

     } l_smlPoolSto[2*N_PHILO];              /* storage for the small event pool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int8_t n;

         Philo_ctor();             /* instantiate all Philosopher active objects */

         Table_ctor();                    /* instantiate the Table active 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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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SP_init(argc, argv);              /* initialize the BSP (including QS) */

         QF_init();     /* initialize the framework and the underlying RT kernel */

                                                     /* setup the QS filters ... */

 (3)     QS_FILTER_ON (QS_ALL_RECORDS);

 (4)     QS_FILTER_OFF(QS_QF_INT_LOCK);

 (5)     QS_FILTER_OFF(QS_QF_INT_UNLOCK);

 (6)     QS_FILTER_OFF(QS_QK_SCHEDULE);

                                               /* provide object dictionaries... */

 (7)     QS_OBJ_DICTIONARY(l_smlPoolSto);

 (8)     QS_OBJ_DICTIONARY(l_tableQueueSto);

 (9)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QueueSto[0]);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QueueSto[1]);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QueueSto[2]);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QueueSto[3]);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QueueSto[4]);

         QF_psInit(l_subscrSto, Q_DIM(l_subscrSto));   /* init publish-subscribe */

                                                    /* initialize event pools... */

         QF_poolInit(l_smlPoolSto, sizeof(l_smlPoolSto), sizeof(l_smlPoolSto[0]));

         for (n = 0; n < N_PHILO; ++n) {          /* start the active objects... */

             QActive_start(AO_Philo[n], (uint8_t)(n + 1),

                           l_philoQueueSto[n], Q_DIM(l_philoQueueSto[n]),

                           (void *)0, 0, (QEvent *)0);

         }

         QActive_start(AO_Table, (uint8_t)(N_PHILO + 1),

                       l_tableQueueSto, Q_DIM(l_tableQueueSto),

                       (void *)0, 0, (QEvent *)0);

         QF_run();                                     /* run the QF application */

         return 0;

     }

(1) 当 QS 追踪被使能时（例如 Q_SPY被定义），头文件 qp_port.h包含 QS 活动接口 qs.h

（见清单 11.3 ）。

(2) BSP 初始化过程也对 QS 进行初始化（见清单 11.17 ）。

(3) 在初始化后，所有 QS 全局过滤器被禁止。这里，我使能了所有的全局过滤器。

(4-6) 我禁止了能产生大量记录的过滤器，避免 QS 追踪缓存产生溢出（见 11.3.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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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我为在这个模块定义的本地范围的对象提供了对象字典条目（见 11.3.8 节）。请注意我需要

在这里做这一步，因为这些对象仅在这个转换单元内才是已知的。

11.6.2    定义平台相关的      QS      回调函数

清单 11.17 展示了用于 QK/DOS 的和平台相关的 QS 回调函数。 QS 追踪使用某个标准的 16550 

UART (COM1 到COM4)来进行波特率是 115200的数据输出。在下一节会讨论 QS 时间戳

（ QS_onGetTime() 回调函数）。

代码列表 117  在板支持包里的 QS 回调函数 （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bsp.c ）

     #include "qp_port.h"

     #include "dpp.h"

     #include "bsp.h"

     . . .

     /* Local-scope objects -----------------------------------------------------*/

     #ifdef Q_SPY

         static uint16_t  l_uart_base;       /* QS data uplink UART base address */

         . . .

         #define UART_16550_TXFIFO_DEPTH 16

     #endif

     . . .

     /*..........................................................................*/

     void BSP_init(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const *com = "COM1";

         uint8_t n;

         if (argc > 1) {

             l_delay = atol(argv[1]);    /* set the delay counter for busy delay */

         }

         if (argc > 2) {

             com = argv[2];

             (void)com;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if Q_SPY not defined */

         }

 (1)     if (!QS_INIT(com)) {                                   /* initialize QS */

 (2)         Q_ERROR();

         }

         . . .

     }

     /*..........................................................................*/

 (3) void QK_onIdle(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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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def Q_SPY

         if ((inportb(l_uart_base + 5) & (1 << 5)) != 0) {     /* Tx FIFO empty? */

             uint16_t fifo = UART_16550_TXFIFO_DEPTH;     /* 16550 Tx FIFO depth */

             uint8_t const *block;

             QF_INT_LOCK(dummy);

             block = QS_getBlock(&fifo);    /* try to get next block to transmit */

             QF_INT_UNLOCK(dummy);

             while (fifo-- != 0) {                    /* any bytes in the block? */

                 outportb(l_uart_base + 0, *block++);

             }

         }

     #endif

     }

     . . .

     /*--------------------------------------------------------------------------*/

     #ifdef Q_SPY                                         /* define QS callbacks */

     /*..........................................................................*/

 (4) static uint8_t UART_config(char const *comName, uint32_t baud) {

         switch (comName[3]) {          /* Set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COMx port */

             case '1': l_uart_base = (uint16_t)0x03F8; break;            /* COM1 */

             case '2': l_uart_base = (uint16_t)0x02F8; break;            /* COM2 */

             case '3': l_uart_base = (uint16_t)0x03E8; break;            /* COM3 */

             case '4': l_uart_base = (uint16_t)0x02E8; break;            /* COM4 */

             default: return (uint8_t)0;        /* COM port out of range failure */

         }

         baud = (uint16_t)(115200UL / baud);            /* divisor for baud rate */

         outportb(l_uart_base + 3, (1 << 7));   /* Set divisor access bit (DLAB) */

         outportb(l_uart_base + 0, (uint8_t)baud);               /* Load divisor */

         outportb(l_uart_base + 1, (uint8_t)(baud >> 8));

         outportb(l_uart_base + 3, (1 << 1) | (1 << 0));/* LCR:8-bits,no p,1stop */

         outportb(l_uart_base + 4, (1 << 3) | (1 << 1) | (1 << 0));/*DTR,RTS,Out2*/

         outportb(l_uart_base + 1, 0);    /* Put UART into the polling FIFO mode */

         outportb(l_uart_base + 2, (1 << 2) | (1 << 0));/* FCR: enable, TX clear */

         return (uint8_t)1;                                           /* success */

     }

     /*..........................................................................*/

 (5) uint8_t QS_onStartup(void const *arg) {

         static uint8_t qsBuf[2*1024];                 /* buffer for Quantum Spy */

 (6)     QS_initBuf(qsBuf, sizeof(qsBuf));

         return UART_config((char const *)arg, 115200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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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void QS_onCleanup(void) {

     }

     /*..........................................................................*/

 (8) void QS_onFlush(void) {

         uint16_t fifo = UART_16550_TXFIFO_DEPTH;         /* 16550 Tx FIFO depth */

         uint8_t const *block;

         QF_INT_LOCK(dummy);

         while ((block = QS_getBlock(&fifo)) != (uint8_t *)0) {

             QF_INT_UNLOCK(dummy);

                                                /* busy-wait until TX FIFO empty */

 (9)         while ((inportb(l_uart_base + 5) & (1 << 5)) == 0) {

             }

     

             while (fifo-- != 0) {                    /* any bytes in the block? */

                 outportb(l_uart_base + 0, *block++);

             }

             fifo = UART_16550_TXFIFO_DEPTH;      /* re-load 16550 Tx FIFO depth */

             QF_INT_LOCK(dummy);

         }

         QF_INT_UNLOCK(dummy);

     }

     /*..........................................................................*/

(10) QSTimeCtr QS_onGetTime(void) {                         /* see Listing 11.18 */

         . . .

     }

     #endif                                                             /* Q_SPY */

     /*--------------------------------------------------------------------------*/

(1) 宏 QS_INIT() 初始化 QS 构件。如果初始化失败，这个宏返回 FALSE（例如，指定的

COM 端口不能被打开）。

(2) 初始化 QS 失败将引发一个错误。请注意，这个断言仅当 QS 被激活时才会工作，因为

QS_INIT() 的空版本总是返回 TURE （见清单 11.4(2)）。

(3) 在空闲循环里， QK 可抢占式内核调用 QK_onIdle()回调函数（见第十章 10.3.5 节）。这

个回调函数是一个对系统影响最小的输出追踪数据的理想的地方。在 QK_onIdle()函数里的

QS 输出使用 QS_getBlock() API ，它已经在 11.3.7 节的清单 11.9被讨论过。

(4) 函数 UART_config()配置 80x86 系列 PC 的某个标准 UART （ COM1 到 COM4 ）。

(5) 回调函数 QS_onStartup()初始化 QS 构件。

(6) QS_onStartup()函数必须通过调用 QS_initBuf()来初始化 QS 追踪缓存 ( 见 11.3.7 节 ) 。

(7) 回调函数 QS_onCleanup() 执行 QS 的清理工作。在这个例子里这个函数没有要清理的工作。

(8) 回调函数 QS_onFlush() 把整个追踪缓存发送给主机。在每个字典追踪记录后调用这个函数，

用来避免在系统初始化时追踪缓存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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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调函数 QS_onFlush() 忙等待，直到数据被发送为止。请注意这个策略仅在初始化的时刻才

是合适的。

(10) 回调函数 QS_onGetTime() 为 QS 追踪记录提供时间戳。我在下一节讨论这个函数。

11.6.3    使用回调函数      QS_onGetTime()      产生      QS      时间戳

绝大多数追踪记录带有时间戳 (time-stamp)，它把所有追踪记录和一个共同的时间线联系起来。为了确实

有用， QS 时间戳具有微秒级或更高的分辨率，但这仅在系统具有一个特定的时钟或定时器情况下才是

可能的。回调函数 QS_onGetTime() 封装了获得时间戳的具体方法。 QS 总是在某个临界区调用这个回

调函数。

在使用标准 PC 的情况下，可以从 8284定时器 / 计数器获得这个时间。 8254芯片的计时器

0是一个 16位向下计数器，它被设置成当它从 0 到0xFFFF下溢时产生标准的 18.2Hz时钟节拍中断。

计数速率是 1.193182MHz ，大约每个计数是 0.838 微秒。

使用这个 16位向下计数器来获得 QS 记录的 32位时间戳的基本思路如图 11.8 所示。系统时

钟节拍中断在节拍 l_tickTime 维护 32位宽度的时间戳。时钟节拍中断通过为 l_tickTime 增加

0x10000 个计数值来表示 16位的回绕。通过把 l_tickTime 和芯片上的计数值相加，或者 ( 0x10000 – 

芯片上的计数器 ) 来构造一个完整的 32位时间戳，因为 8284定时器 / 计数器是向下计数的。

图 91  使用 8254 PIT 的 0 通道来产生 32位的 QS 时间戳

刚才描叙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足够精细粒度的时间戳，但是偶尔可能会被 16

位计数器的满周期 (0x10000 个计数值 ) 造成偏移。这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对系统节拍中的每个周期一

次的“采样”速率不能完整的解决时钟周期的不确定性。这种“低采样”允许在一个很小的时间窗口里

这个 16位时钟会回绕，而系统时钟中断还没有为 l_tickTime 加上 0x10000 个计数值。这可能由中断上

锁引起的。作为补救措施， QS_onGetTime() 包含了一个防止时间“倒流”的保护功能。这个解决方法假

设函数 QS_getTime() 在每个系统时钟节拍被调用最少一次。清单 11.18 展示了 QS 时间戳的实现。

代码列表 118  生成 QS 时间戳 （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bsp.c）

     /* Local-scope obje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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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def Q_SPY

         static QSTimeCtr l_tickTime;                 /* keeps timestamp at tick */

         static uint32_t  l_lastTime;                          /* last timestamp */

     #endif

     . . .

     void interrupt ISR_tmr(void) {

         uint8_t pin;

     #ifdef Q_SPY

 (1)     l_tickTime += 0x10000;                           /* add 16-bit rollover */

     #endif

         QK_ISR_ENTRY(pin, TMR_ISR_PRIO);    /* inform QK about entering the ISR */

         QF_tick();                /* call QF_tick() outside of critical section */

         QK_ISR_EXIT(pin);                    /* inform QK about exiting the ISR */

     }

     /*..........................................................................*/

     #ifdef Q_SPY                                         /* define QS callbacks */

     . . .

 (2) QSTimeCtr QS_onGetTime(void) {            /* invok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uint32_t now;

         uint16_t count16;                         /* 16-bit count from the 8254 */

 (3)     if (l_tickTime != 0) {                        /* time tick has started? */

 (4)         outportb(0x43, 0);              /* latch the 8254's counter-0 count */

 (5)         count16 = (uint16_t)inportb(0x40);/* read the low byte of counter-0 */

 (6)         count16 += ((uint16_t)inportb(0x40) << 8);    /* add on the hi byte */

 (7)         now = l_tickTime + (0x10000 - count16);

 (8)         if (l_lastTime > now) {             /* are we going "back" in time? */

 (9)             now += 0x10000;           /* assume that there was one rollover */

             }

(10)         l_lastTime = now;

         }

         else {

(11)         now = 0;

         }

(12)     return (QSTimeCtr)now;

     }

     #endif                                                             /* Q_SPY */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439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1) 系统时钟节拍中断为时间戳在节拍 l_tickTime 加上 0x10000 ，来表示 16位计数器的回绕。

(2) 总是在代码的某个临界区调用 QS_onGetTime() 函数。 QSTimeCtr 类型根据宏

QS_TIME_SIZE 进行定义（见清单 11.11(3) ）。

(3,11) 在初始化的时刻，在时钟节拍中断被使能前， QS_onGetTime() 返回 0 。

(4) 8254的计数器 0被锁住。

(5-6) 现在计数器的 2 部分可以被安全的读入，从LSB开始读入。

(7) 完整的 32位时间戳 now被构造。

(8) 由于对计数器的低采样率，需要执行这个检查来找出是否丢失了某个计数器的回绕。（注意：

这个检查假设 QS_onGetTime() 在每个回绕周期被调用一次。）

(9) 如果丢失了某个回绕，增加 0x10000 来更正这个错误。

(10) 最新的时间戳被更新，用来进行下次的时间更新。

(12) 时间戳的值被返回给调用者。

11.6.4    从主动对象产生      QS      字典

从 main() 生成的几个字典记录仅提供了全局范围内存在的符号信息。然而，被封装的应用程序构件，比

如 Philosopher 和 Table 对象，也需要在追踪里给 QSPY 主机应用程序提供符号信息。清单 11.19 和

11.20 展示了如何在不破坏每个构件的封装的情况下，为它们生成字典追踪记录。

代码列表 119  从 Table 活动对象生成字典追踪记录（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table.c ）

(1) static Table l_table;     /* the single instance of the Table active object */

     . . .

 (2) void Table_initial(Table *me, QEvent const *e) {

         (void)e;        /* suppress the compiler warning about unused parameter */

 (3)     QS_OBJ_DICTIONARY(&l_table);

 (4)     QS_FUN_DICTIONARY(&QHsm_top);

 (5)     QS_FUN_DICTIONARY(&Table_initial);

 (6)     QS_FUN_DICTIONARY(&Table_serving);

 (7)     QS_SIG_DICTIONARY(DONE_SIG,      0);                  /* global signals */

 (8)     QS_SIG_DICTIONARY(EAT_SIG,       0);

 (9)     QS_SIG_DICTIONARY(TERMINATE_SIG, 0);

(10)     QS_SIG_DICTIONARY(HUNGRY_SIG,    me);          /* signal just for Table */

         /* signal HUNGRY_SIG is posted directly */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me, DONE_SIG);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me, TERMINATE_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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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_TRAN(&Table_serving);

     }

(1) Table 活动对象实力在文件范围被申明，并被严格的封装在 table.c 内部。

(2) 通常，最顶初始伪装态 ( 见第四章 4.5.3节 ) 是用来生成字典记录的最佳地方。 QF 实时框

架从 QActive_start()直接执行最顶初始转换，因此在初始化的时刻，在应用实时性限制前，这

些字典记录被生成。

(3) 请注意，使用静态变量 l_table而不是通用指针 me 来生成对象字典

QS_OBJ_DICTONARY()。显然，名字 l_table 比 me 更加有描叙性。

(4-5) 函数字典记录提供状态处理函数的符号名。

(6) 请注意也需要为 QHsm_top()提供一个函数字典记录。

(7-9) 全局发行的信号的信号字典记录必须和系统里所有的状态机相联系。你通过使用 0 作为宏

QS_SIG_DICTIONARY()的第二个参数来实现这个需求。

(10) 信号 HUNGRY_SIG被直接发送给 Table 活动对象，因此它确实需要拥有相同的全局含义。

你可以通过提供某个特定状态机的地址作为宏 QS_SIG_DICTIONARY()的第二个变量，把这

类信号和状态机对象相联系。

代码列表 120  从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生成字典追踪记录（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philo.c ）

(1) static Philo l_philo[N_PHILO];                    /* storage for all Philos */

     . . .

     /*..........................................................................*/

 (2) QState Philo_initial(Philo *me, QEvent const *e) {

         static uint8_t registered;         /* starts off with 0, per C-standard */

 (3)     if (!registered) {

             registered = (uint8_t)1;

 (4)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0]);

 (5)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0].timeEvt);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1]);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1].timeEvt);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2]);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2].timeEvt);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3]);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3].timeEvt);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4]);

             QS_OBJ_DICTIONARY(&l_philo[4].timeEvt);

 (6)         QS_FUN_DICTIONARY(&Philo_initial);

             QS_FUN_DICTIONARY(&Philo_thinking);

             QS_FUN_DICTIONARY(&Philo_hungry);

             QS_FUN_DICTIONARY(&Philo_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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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omize();    /* initialize th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just once */

         }

 (7)     QS_SIG_DICTIONARY(HUNGRY_SIG, me);            /* signal for each Philos */

 (8)     QS_SIG_DICTIONARY(TIMEOUT_SIG, me);           /* signal for each Philos */

         QActive_subscribe((QActive *)me, EAT_SIG);

         return Q_TRAN(&Philo_thinking);          /* top-most initial transition */

     }

(1) 所有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实例在文件范围内被声明，并被严格的封装在 philo.c 内。

(2) 为每个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调用一次 Philo_initial() 初始伪装态。

(3) 测试静态变量 registered ，确定在 if 语句的代码仅运行了一次。

(4) 为 Philosopher 回调对象生成一个对象字典。请注意，使用静态变量 l_philo[0] 的地址而不是

通用指针 me 来生成对象字典 QS_OBJ_DICTONARY()。显然， l_philo[0] 的名字比 me 更

加有描叙性。

(5) 也为 Philosopher 活动对象的私有时间事件成员生成一个对象字典条目。

(6) 所有 Philosopher 状态处理函数的函数字典条目只被生成唯一的一次。

(7-8) 相反，为每个 Philosopher 实例的本地信号都生成信号字典记录。

11.6.5    添加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尽管不需向应用程序添加任何监测代码， QS 也生成非常详细的追踪记录，但是它还是允许在追踪里插

入应用程序相关的记录（见 11.3.9 节）。清单 11.21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的例

子，它报告 Philosopher 的状态。

代码列表 121 生成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文件 <qp>\qpc\examples\80x86\qk\tcpp101\l\dpp\bsp.c ）

     #ifdef Q_SPY

         . . .

         enum AppRecords {                 /* application-specific trace records */

 (1)         PHILO_STAT = QS_USER

         };

     #endif

     . . .

     /*..........................................................................*/

     void BSP_displyPhilStat(uint8_t n, char const *stat) {

         Video_printStrAt(17, 12 + n, VIDEO_FGND_YELLOW, stat);

 (2)     QS_BEGIN(PHILO_STAT, AO_Philo[n])  /* application-specific record begin */
 (3)         QS_U8(1, n);                                  /* Philosopher number */

 (4)         QS_STR(stat);                                 /* Philosopher st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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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QS_END()

     }

(1) 需要枚举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请注意用户层次的记录类型不是从 0 开始，而是从偏移

值QS_USER开始。

(2) 使用 QS_BEGIN() 开始一个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第一个参数是记录类型。第二个变量

是和这个追踪记录相关的对象指针，它被设置为 AO_philo[n]。这意味着你有可以选择使用应

用程序相关的本地过滤器 QS_FILTER_AP_OBJ(AO_philo[<n>])，选择性的仅追踪

AO_philo[<n>]对象，这里 <n>=0..4 。如在 11.3.9 节所叙，你也可把第二个参数设置为

NULL ，从而禁止本地过滤器。

(3) 宏 QS_U8() 输出字节 n 到追踪记录，使用 1 作为一个数字。

(4) 宏QS_STR()输出字符串 stat 到追踪记录。

(5) 使用 QS_END() 结束这个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以下的 QSPY 追踪输出展示了有 DPP应用程序生成的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记录：

                . . .
     0000525113 User000: 4 eating   

                . . .

     0000591471 User000: 3 hungry   

                . . .

     0000591596 User000: 2 hungry   

                . . .

     0000591730 User000: 0 hungry   

                . . .

     0000852276 User000: 4 thinking 

                . . .

     0000852387 User000: 3 eating   

                . . .

     0000983937 User000: 1 thinking 

                . . .

     0000984047 User000: 0 eating   

                . . .

     0001246064 User000: 3 thinking 

11.6.6        QSPY      参考手册

本书的网站 www.quantum-leaps.com/psicc2/ 有所有的源代码，包括 HTML 和 CHM 帮助格式的

QSPY 参考手册（见图 11.9 ）。 QSPY 参考手册包含了命令行选项，人类可阅读格式和所有由 qspy.m

脚本生成的 MATLAB矩阵的描叙。

QSPY 参考手册另一个更大手册“ QP 参考手册”的一部分（见第七章 7.12节），它位于

<qp>\qpc\doxygen\ 目录。 HTML 文档可以在 <qp>\qpc\doxygen\html\ 找到， CHM 帮助格式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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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qp>\qpc\doxygen\qpc.chm 。

图 92 QSPY 参考手册的截图，它有 HTML格式和 CHM 帮助格式

11.7                                                                      

小结

测试和调试你的系统常常需要比分析，设计和编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嵌入式系

统领域，是对目标系统内部的非常有限的能见度。

软件追踪是一个不需要停止应用程序而得到系统反馈，并获得在这个“活”环境中的诊断信息的

方法。当和事件驱动范型结合后，软件追踪技术变得特别有效和强大，因为所有重要的系统交互都要通

过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在事件驱动型架构中，控制的倒置是非常普遍的，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去

监测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来获得对整个系统空前的洞察。

Quantum Spy 软件追踪系统允许你在一个现场环境中监视 QP 应用程序的行为，而不用降低应

用程序本身的功能。它允许你发现并文档化在并发性构件之间微妙的交互导致的隐藏的，间歇性的缺陷。

它允许对你的系统进行可重复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它可以帮你确定你的系统可以可靠的长期运行同

时获得最高的处理器性能。

Quantum Spy 实现了许多高级的特征，比如复杂的数据过滤，良好的数据压缩，健壮的传输协议，

高度可配置性，通用的和应用程序相关的追踪，和外部工具比如 MATLAB的接口。总的来说， QS 目

标驻留模块和 QSPY 主机应用程序是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开发和测试中最困难的部分。我认为它们是

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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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QP-nano      ：你能变多小？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昆虫…

--Scientific American, 2001- 七月刊

在这章里，我描叙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的一个裁剪版本，它被称为 QP-nano ，它被特意设计，以便能够

在低端的 8位和 16位单片微处理器（ MCU ）上使用 UML 风格的层次式状态机进行活动对象计算。

谈到低端 MCU ，我指的是像 8051， PIC ，AVR， MSP430 ， 68HC08/11/12 ， R8C/Tiny以及其他

类似设备，它们有几百个字节的 RAM ，几千字节的 ROM 。这些“看不见的计算机”被嵌入在无数

产品中，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处理器的数量 ( 在 2009年全球共销售了 108 亿个 MCU 。译

者注），就像地球上无数种类的昆虫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它生物的数量一样 [Turely 02] 。

即使 QP 事件驱动型平台绝对不大，一个最小化的 QP 应用程序还是需要大约 1KB字节的

RAM 和大约 10KB 字节的 ROM （见第七章图 7.2 ），这和一个很小的，单独的常规 RTOS 的规

模相当。与之相比，一个最小化的 QP-nano 应用程序可以放入一个仅有 100 字节 RAM 和 2KB字节

ROM 的系统里。这种微小的规模，特别在 RAM 方面，使 QP-nano 非常理想的适合使用在很大产量

的，价格敏感的，事件驱动型应用中，比如电机控制，照明控制，电容触摸按键，遥控， RFID ，温度

调节器，小家电，玩具，电源，电池充电器，或任何定制的 system-on-a-chip （ SOC或 ASIC ），它们

都包含一个很小的处理器。而且，因为事件驱动型范型仅当处理事件时才自然的使用 CPU，其他时候很

容易的把 CPU切换到一个低功耗的睡眠模式（见第六章 6.3.7节）， QP-nano 特别适合低功耗的应用，

比如无线传感器网络或可植入式医疗设备。

本章开始描叙 QP-nano 的关键特征，然后我带你走过在第一章介绍的“飞行和射击”的 QP-

nano版本，这样你可以很容易的比较 QP-nano 和全功能版本 QP 的差别。然后，我描叙 QP-nano 的

源代码。最后我使用一个运行在非常小的，超低功耗的MSP430F2013 MCU [TI 07]上的，比较适合 QP-

nano的例子来结束本章。

12.1                                                                                                                            

    QP-nano      的关键特征

QP-nano 是一个通用的，可移植的，超轻量级的，事件驱动型基础设施，特别为低端的 8位和 16位

MCU 而设计。如图 12.1 所示， QP-nano 包含了一个名为 QEP-nano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一个名为

QF-nano 的最小化的实时框架，并可以选择使用名为 QK-nano 的可抢占性运行到完成内核或者名为

vanilla 的合作式内核。 QP-nano 的关键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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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支持层次式状态嵌套，包括在最多 4 层状态嵌套情况下，对任何状态转换拓扑的可保

证的进入 / 退出动作

 支持高达 8 个并发执行的，可确定的，线程安全的事件队列的活动对象57

 支持一个字节宽（ 255 个信号）的信号，和一个可伸缩的参数，它可被配置成 0 （没有参

数）， 1 ， 2或 4字节

 使用先进先出 FIFO排队策略的直接事件派发机制

 每个活动对象有一个一次性时间事件（定时器），它的可配置动态范围是 0(没有时间事

件 ) ， 1 ， 2或 4字节

 内建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 见第六章 6.3.7节 )

 内建的名为 QK-nano 的可抢占型 RTC内核（见第六章 6.3.8节）

 带有空闲回调函数的低功耗架构，用来方便的实现节省功耗模式。

 在代码里为流行的低端 CPU架构的 C 编译器的非标准扩展进行了准备（例如，在代码空

间分配常数对象，可重入函数，等等）

 基于断言的错误处理策略

图 93  QP-nano 构件（灰色）和它们同目标硬件，板支持包 BSP ，以及应用程序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 QP-nano 设计中最大的挑战是极端严格的 RAM 预算，我仅假设大约 100 字节的

RAM ，其中还包括 C 的堆栈。显然，在这样少的 RAM 供应下，我被迫仔细的考虑 RAM 的每个字

节。这和全功能版本的 QP 相反，在 QP 里我不会为了降低编程的方便性，灵活性或性能而试着节省

每一字节的 RAM 。

也许严格限制的 RAM 的最重要的含义是， QP-nano 不支持带有任意大小参数的事件。相反，

QP-nano 仅允许固定大小的的事件，它可带有一个可伸缩的变量，并可配置成 1 ， 2或 4字节（或 0

字节，这意味着没有事件参数）。这已经实现了简化的结果。首先， QP-nano 的事件队列含有整个事

件，而不是像全功能版本 QP 里那样含有指向事件的指针。小的，固定大小的事件按内在的线程安全

的方式，被简单的按值复制进和复制出事件队列。第二，按值复制策略排除了对事件池的需求，不管怎

么说，事件池不适合被放入小的 RAM 中。最后，事件的引用计数器在这个设计中是不必要的。

57 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应用程序被限制只能使用 8 个状态机。如在第五章“正交构件”状态模式所描叙的，每个活动对
象可以管理任何数量的状态化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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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一个单一的可伸缩事件参数意味着 QP-nano 总是和每个事件被配置的字节数相联系，但是它

不意味着你仅能有一个事件参数。事实上，每个事件可以有多个事件参数，如果你可以把它们

压缩进这个字节的可被利用的位 (bit) 。

现在， QP-nano 不支持软件追踪（见第十一章），因为我假设可被利用的 RAM 太小不支持任

何合理的追踪缓存。而且，绝大多数低端的 MCU 趋向于限制引脚的数量，因此仅为开发的用途而分

配一个额外的输出引脚将会是设计的一个挑战。

12.2                                                                      

使用      QP-nono      实现“飞行和射击”游戏实例

也许学习 QP-nano 的能力以及它和全功能版本 QP 的不同之处的最佳方法是，在 QP-nano 里重新实现

一个大型的 QP 实例。在这一节，我将带你走过我在第一章介绍的“飞行和射击”游戏的 QP-nano 版

本。我推荐你返回第一章，复习你对“飞行和射击”应用程序的理解，以及它基于全功能版本 QP 的实

现。

本书的代码包含了“飞行和射击”游戏在 2 个嵌入式目标系统上的 2 个不同内核总共 4 个

QP-nano 的实现。这里，我将使用在DOS下，使用 Turbo C++ 1.01编译器编译的非可抢占型内核的版本，

你可以在任何 Windows PC上直接运行它。你可以在目录 <qp>\qpn\examples\80x86\tcpp101\game\ 找到它。

同样的应用程序代码（除了 BSP 外）也可以用于 Cortex-M3 EV-LM3S811 （见第一章图

1.2 ）。 Cortex-M3 代码位于目录 <qp>\qpn\examples\cortex-m3\iar\game-ev-lm3s811\ 。

注： LM3S811 MCU (32位 ARM Cortex-M3)带有 8KB字节 RAM ， 64KB 字节 ROM ，对

QP-nano 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器。我在这节使用它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和使用全功能版本

QP 实现的相同应用程序的直接比较。在 12.7节，我描叙了在超低功耗的Texas Instruments的

eZ430-F2013开发板上的一个 QP-nano 的例子，它使用的 MSP430F2013 MCU仅带有 128 字

节的 RAM 和 2KB字节的 ROM [TI 07]。

12.2.1        main()      函数

清单 12.1 展示了“飞行和射击”应用程序的 main.c 源代码，它包含 main() 函数，以及 QP-nano 需要

的一些重要的数据结构。

代码列表 122  “飞行和射击”游戏应用程序的 main.c 文件

(1) #include "qpn_port.h"                                       /* QP-nano port */

 (2) #include "bsp.h"                             /*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

 (3) #include "game.h"                                  /* application interface */

     /*..........................................................................*/

 (4) static QEvent l_tunnelQueue[GAME_MINES_MAX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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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tatic QEvent l_shipQueue[2];

 (6) static QEvent l_missileQueue[2];

     /* QF_active[] array defines all active object control blocks --------------*/

 (7) QActiveCB const Q_ROM Q_ROM_VAR QF_active[] = {

 (8)     { (QActive *)0,           (QEvent *)0,    0                     },

 (9)     { (QActive *)&AO_tunnel,  l_tunnelQueue,  Q_DIM(l_tunnelQueue)  },

(10)     { (QActive *)&AO_ship,    l_shipQueue,    Q_DIM(l_shipQueue)    },

(11)     { (QActive *)&AO_missile, l_missileQueue, Q_DIM(l_missileQueue) }

     };

     /* make sure that the QF_active[] array matches QF_MAX_ACTIVE in qpn_port.h */

(12) Q_ASSERT_COMPILE(QF_MAX_ACTIVE == Q_DIM(QF_active) - 1);

     /*..........................................................................*/

     void main (void) {

(13)     Tunnel_ctor ();

(14)     Ship_ctor   ();

(15)     Missile_ctor(GAME_MISSILE_SPEED_X);

(16)     BSP_init();                                     /* initialize the board */

(17)     QF_run();                                /* transfer control to QF-nano */

     }

(1) 使用 QP-nano 的应用程序的每个 C 文件必须包含 qpn_port.h头文件。这个头文件包含了 QP-

nano对指定处理器和编译器的特别的修改，也被称为移植。 QP 的移植通常位于应用程序的目

录下面。

(2) bsp.h头文件包含了到板支持包的接口，它位于应用程序的目录下面。

(3) game.h头文件包含了事件和在“飞行和射击”游戏的各个构件之间共享的其他功能的声明。我

将在 12.2.3 节讨论这个头文件。

(4-6) 应用程序必须为在系统里所有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提供存储。在 QP-nano 里，通过静态分配

的事件数组在编译时提供这个存储。事件使用在 <qp>\qpn\include\qepn.h 头文件里声明的

QEvent结构的实例来表示。某个活动对象的每个事件队列可以有不同的长度，你需要根据你对

应用程序的了解来决定这个长度。请参考第六章和第七章关于调整事件队列的讨论。

(7) 每个 QP-nano 必须提供常数数组 QF_active[] ，它定义在系统力度所有的活动对象控制块

（ control block）。这个控制块 QAcitveCB 结构把以下部分集合起来： (1) 指向相应活动对

象实例的指针， (2) 指向这个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缓存的指针，和 (3) 队列缓存的长度。

在 QP-nano 中，我利用每个机会来把数据放入 ROM 而不是放入宝贵的 RAM 里。

QActiveCB 结构包含在编译时已知的数据元素，因此这些元素可以被放入 ROM ，而不需放入活动对

象结构中 (RAM)。这样，我节省了大约 10到80个字节的 RAM ，具体字节数取决于活动对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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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标 CPU的指针大小。

在某些 CPU架构上把常数对象，比如 QF_active[] 数组，放入 ROM ，宏 Q_ROM 是必需的。

在哈佛架构的 CPU（例如 8051或AVR）上，代码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通过不同的 CPU指令进行存

取。关键词 const不足以把数据放入 ROM ，不同的编译器常常提供特别的扩展关键词，指示在代码空

间放入常数数据，例如 IAR 8051 编译器的 __code 扩展关键词。宏 Q_ROM 隐藏了这些非标准的扩

展。如果你不在 qepn_port.h 定义 Q_ROM ，它在 qepn.h平台无关的头文件里的定义为空。

Q_ROM_VAR宏定义了和编译器相关的，用于存取在 ROM 里的常数对象的指令。一些 8位

MCU 的编译器提供了不同大小的指针，来存取在不同内存的对象。分配在 ROM 的常数对象常常需

要使用特定大小的指针（例如， far 指针）来获得对 ROM 对象的存取。宏 Q_ROM_VAR确定了被

用来存取这些 ROM 对象的指针的类型。一个有效的 Q_ROM_VAR宏定义的例子是： __far (Freescale

HC(S)08 编译器 ) 。

(8) 第一个条目 (QF_active[0]) 对应于优先级为 0 的活动对象，它被保留给空闲任务，并且不能

被任何活动对象使用。

(9-11) 从 1 开始的 QF_active[] 条目定义了活动对象控制块之间相对的优先级。在 QP-nano 里活动

对象的最大数字不能超过 8 。

注： 在 QF_active[] 数组的活动对象控制块的次序定义了活动对象的优先级。这是代码里你指派活

动对象优先级的唯一地方。

(12) 编译时断言（见第六章 6.7.3节）保证 QF_active[] 数组的维度和在 qpn_port.h头文件里定义

的活动对象的数量 QF_MAX_ACTIVE匹配。

在 QP-nano 里， QF_MAX_ACTIVE 表示在应用系统里的活动对象的精确数量，这和全功能版本

的 QP 不同，在那里 QF_MAX_ACTIVE只表示活动对象的可配置的最大数量。

注： 在 QP-nano 里的所有活动对象必须在编译时被定义。这意味着所有的活动对象从一开始就存在，

并且不能在后面被启动（或停止），这点和全功能版本的 QP 的行为不同。

宏 QF_MAX_ACTIVE必须在 qpn_port.h头文件被定义，因为 QP-nano 使用这个宏来进行基于

活动对象数量的内部算法优化。在 (12) 行的编译时断言确保这个被配置的活动对象的数量完全匹配在

QF_active[] 数组里定义的活动对象控制块的数量。

(13-15) main() 函数必须首先明确的调用所有活动对象的构造函数。

(16) 板支持包 (BSP) 被初始化。

(17) 在这一点，你已经初始化了所有的构件，并且向 QF-nano 框架提供了它为了管理你的应用系

统所需的全部信息，因此你不需要初始化它们。你不需要明确的启动活动对象。 QF-nano 框

架在它从 QF_run() 处得到控制后，自动的启动所有在 QF_active[] 数组里定义的活动对象。

总而言之，和全功能版本的 QP 相比，在 QP-nano 里应用程序的启动非常简单。因为不支持事

件池和发行 - 订阅列表，所以你不需要初始化它们。你也不需要明确的启动活动对象。 QF-nano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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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从 QF_run() 处得到控制后，自动的启动所有在 QF_active[] 数组里定义的活动对象。

12.2.2    头文件      qpn_port.h  

qpn_port.h头文件定义了 QP-nano 移植和对特定应用程序有关的所有配置参数。和全功能版本的 QP 不

同，你通常在应用程序层定义 QP-nano 移植。而且整个 QP-nano 移植仅包含 qpn_port.h头文件。清单

12.2 展示了 DOS版本的“飞行和射击”游戏的完整的 qpn_port.h文件。

代码列表 123“飞行和射击”游戏的 qpn_port.h 头文件

     #ifndef qpn_port_h

     #define qpn_port_h

 (1) #define Q_PARAM_SIZE            4

 (2) #define QF_TIMEEVT_CTR_SIZE     2

 (3) #define Q_NFSM

     /* maximum # active objects--must match EXACTLY the QF_active[] definition  */

 (4) #define QF_MAX_ACTIVE           3

                                      /* interrupt locking policy for task level */

 (5) #define QF_INT_LOCK()           disable()

 (6) #define QF_INT_UNLOCK()         enable()

     /* Exact-width types (WG14/N843 C99 Standard) for Turbo C++/large model     */

 (7)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_t;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include <dos.h>                                                 /* DOS API */

     #undef outportb /*don't use the macro because it has a bug in Turbo C++ 1.01*/

 (8) #include "qepn.h"              /* QEP-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header file */

 (9) #include "qfn.h"                /* QF-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header file */

     #endif                                                        /* qpn_port_h */

(1) 宏 Q_PARAM_SIZE定义了可伸缩事件参数的字节大小。允许的值是 0 (没有参数 ) ， 1 ， 2

或 4字节。如果你在 qpn_port.h里没有定义这个宏，将使用默认值 0 (没有参数 ) 。

(2) 宏 QF_TIMEEVT_CTR_SIZE 定义了时间事件倒数计数器的字节大小。允许的值是 0 (没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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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事件 ) ， 1 ， 2或 4字节。如果你在 qpn_port.h里没有定义这个宏，将使用默认值 0 (没有

时间事件 ) 。

(3) 定义这个宏 Q_NFSM ，将消除所有简单的非层次式 FSM的代码。

(4) 你必须把这个宏 QF_MAX_ACTIVE 定义成在应用程序里使用的活动对象的精确的数量。提供

的值必须在 1 到 8之间，必须和在 QF_active[] 数组的定义一致 ( 见清单 12.2(12)) 。

(5-6) 这对宏 QF_INT_LOCK()/QF_INT_UNLOCK() 定义了 QP-nano 的任务层的中断上锁策略。我

在 12.3.2 节讨论 QP-nano 的临界区。

(7) 和全功能版本的 QP 一样， QP-nano 使用了 C99 标准的精确宽度整数类型的一个子集。我

在这里使用的 Turbo C++ 1.01编译器，是这个标准前的产品，没有提供 <stdint.h>头文件。这

样，我使用 typedef定义了在 QP-nano 用到的 6 个精确宽度整数类型。

(8) qpn_port.h必须包含 QEP-nano事件处理器接口 qepn.h 。

(9) qpn_port.h必须包含 QF_nano 实时框架接口 qfn.h。

注： 在清单 12.2 的qpn_port.h隐含的配置 QP-nano 去使用内建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其他的选

择是可抢占型 QK-nano 内核，当你在 qpn_port.h头文件里包含 qkn.h 的 QK-nano 接口时，

它被自动的配置。

12.2.3    在“飞行和射击”游戏程序里的信号，事件和活动对象

在 QP-nano 里，事件信号和在全功能版本 QP 一样也是枚举值。唯一的限制是，在 QP-nano 里的信号

的值不能超过 255 ，因为信号的值总是使用一个字节来表示。

在 QP-nano 里，你不能规定任意事件参数，因此你不能像在全功能版本 QP 里一样派生事件。

相反，在 QP-nano 里的所有事件是 QEvent结构的简单的实例，它包含了根据你在 Q_PARAM_SIZE

（见清单 12.2(2)）定义而配置的固定大小的可伸缩的参数。

另一方面，和全功能版本 QP 一样，在 QP-nano 的活动对象是从 QActive 基础结构派生的。

关于活动对象结构的一个主要考虑的方面是保持它们的封装性。在所有的 QP-nano 例子里，包括这个

“飞行和射击”游戏，我演示了一种技术，让活动对象结构和状态机完全的不透明。我在清单 12.3解释

这个技术，这个清单展示了被“飞行和射击”游戏应用程序的所有构件包含的头文件 game.h。

代码列表 124  “飞行和射击”游戏的信号和活动对象（ game.h头文件）

     #ifndef game_h

     #define game_h

 (1) enum GameSignals {                              /* signals used in the game */

 (2)     TIME_TICK_SIG = Q_USER_SIG,                  /* published from tick ISR */

         PLAYER_TRIGGER_SIG, /* published by Player (ISR) to trigger the Missile */

         PLAYER_QUIT_SIG,          /* published by Player (ISR) to quit the game */

         GAME_OVER_SIG,          /* published by Ship when it finishes exploding */

         PLAYER_SHIP_MOVE_SIG,  /* posted by Player (ISR) to the Ship to move it */

         BLINK_TIMEOUT_SIG,           /* signal for Tunnel's blink timeout event */

         SCREEN_TIMEOUT_SIG,         /* signal for Tunnel's screen timeout ev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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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_OFF_SIG,    /* from Tunnel to Ship to grant permission to take off */

         HIT_WALL_SIG,            /* from Tunnel to Ship when Ship hits the wall */

         HIT_MINE_SIG,     /* from Mine to Ship or Missile when it hits the mine */

         SHIP_IMG_SIG,     /* from Ship to the Tunnel to draw and check for hits */

         MISSILE_IMG_SIG,  /* from Missile the Tunnel to draw and check for hits */

         MINE_IMG_SIG,            /* sent by Mine to the Tunnel to draw the mine */

         MISSILE_FIRE_SIG,                /* sent by Ship to the Missile to fire */

         DESTROYED_MINE_SIG, /* from Missile to Ship when Missile destroyed Mine */

         EXPLOSION_SIG,     /* from any exploding object to render the explosion */

         MINE_PLANT_SIG,                  /* from Tunnel to the Mine to plant it */

         MINE_DISABLED_SIG,      /* from Mine to Tunnel when it becomes disabled */

         MINE_RECYCLE_SIG,         /* sent by Tunnel to Mine to recycle the mine */

         SCORE_SIG    /* from Ship to Tunnel to adjust game level based on score */

     };

     /* active objects ..........................................................*/

 (3) extern struct TunnelTag  AO_Tunnel;

 (4) extern struct ShipTag    AO_Ship;

 (5) extern struct MissileTag AO_Missile;

 (6) void Tunnel_ctor (void);

 (7) void Ship_ctor   (void);

 (8) void Missile_ctor(uint8_t speed);

     /* common constants and shared helper functions ............................*/

     . . .

     #endif                                                            /* game_h */

(1) 在一个枚举里定义所有的信号，它自动的保证了信号的唯一性。

(2) 注意，用户信号必须从偏移量 Q_USER_SIG 开始，避免和保留的 QEP-nano信号产生重叠。

(3-5) 我把在系统列队所有活动对象实例声明为 extern 变量。这些声明对 QF_active[] 数组的初始

化是必须的（见清单 12.1(12) ）。

注： 活动对象结构（例如， struct TunnelTag ）在应用程序的头文件里不需要被定义成全局范围

的结构。 QF_active[] 数组仅需要指向这些活动对象的指针（见清单 12.1(9-11)），编译器可

以不需知道关于活动对象结构的全部定义而确定它们。

我从不把活动对象结构声明成全局范围的结构，相反，我在特定活动对象模块的范围内声明活动

对象的结构（例如，在 tunnel.c文件范围内声明 struct TunnelTag ）。这样，我可以确保每个活动对象

维持完全的封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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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系统里的每个活动对象必须提供一个“构造函数”，它初始化活动对象的实例。这些构造函

数不使用 me 指针，因为它们可以存取全局活动对象实例（见 (3-5)行）。然而，这些构造

函数可以带有一些初始化参数。例如 Missile_ctor() 带有 Missile的速度参数。清单 12.1(13-

15) 展示了在 main() 的开始处这些构造函数被调用。

12.2.4    在      QP-nano      里实现      Ship      活动对象

在 QP-nano 里实现活动对象和在全功能版本 QP 里所做的工作非常类似。像前面一样，你从在 QP-

nano里提供的 QActive 基础结构开始，派生具体的活动对象结构。你的主要工作是精心设计这些活动

对象的状态机，这也非常类似在全功能版本 QP 所做的工作。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在 QP-nano 的状态

处理函数不使用事件指针作为第二个参量。事实上， QP-nano 状态处理函数仅有一个参量—— me

指针。当前事件被嵌入到状态机本身，可以通过 me 指针存取。 QP-nano 提供了宏 Q_SIG() 和

Q_PAR() ，分别用来方便的存取当前事件的信号和可伸缩参数。清单 12.4 展示了“飞行和射击”游戏的

Ship活动对象的实现，它演示了使用 QP-nano 实现活动对象的所有方面。请对比在图 1.6 的 Ship状态

图和在第一章 1.7 节使用 QP 的实现。

代码列表 125  Ship活动对象的定义（文件 ship.c ）

     #include "qpn_port.h"

     #include "bsp.h"

     #include "game.h"

     /* local objects -----------------------------------------------------------*/

 (1) typedef struct ShipTag {

 (2)     QActive super;                              /* extend the QActive class */

         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exp_ctr;

         uint16_t score;

     } Ship;                                           /* the Ship active object */

 (3) static QState Ship_initial  (Ship *me);

 (4) static QState Ship_active   (Ship *me);

     static QState Ship_parked   (Ship *me);

     static QState Ship_flying   (Ship *me);

     static QState Ship_exploding(Ship *me);

     /* global objects ----------------------------------------------------------*/

 (5) Ship AO_Ship;

     /*..........................................................................*/

     void Ship_ctor(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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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 *me = &AO_Ship;

 (6)     QActive_ctor(&me->super, (QStateHandler)&Ship_initial);

         me->x = GAME_SHIP_X;

         me->y = GAME_SHIP_Y;

     }

     /* HSM definition ----------------------------------------------------------*/

     QState Ship_initial(Ship *me) {

 (7)     return Q_TRAN(&Ship_active);             /* top-most initial transition */

     }

     /*..........................................................................*/

     QState Ship_active(Ship *me) {

 (8)     switch (Q_SIG(me)) {

             case Q_INIT_SIG: {                     /* nested initial transition */

 (9)             return Q_TRAN(&Ship_parked);

             }

             case PLAYER_SHIP_MOVE_SIG: {

(10)             me->x = (uint8_t)Q_PAR(me);

(11)             me->y = (uint8_t)(Q_PAR(me) >> 8);

(12)             return Q_HANDLED();

             }

         }

(13)     return Q_SUPER(&QHsm_top);

     }

     /*..........................................................................*/

     QState Ship_flying(Ship *me) {

         switch (Q_SIG(me)) {

             case Q_ENTRY_SIG: {

                 me->score = 0;                               /* reset the score */

(14)             QActive_post((QActive *)&AO_Tunnel, SCORE_SIG, me->score);

                 return Q_HANDLED();

             }

             case TIME_TICK_SIG: {

                 /* tell the Tunnel to draw the Ship and test for hits */

(15)             QActive_post((QActive *)&AO_Tunnel, SHIP_IMG_SIG,

                              ((QParam)SHIP_BMP << 16)

                              | (QParam)me->x

                              | ((QParam)me->y << 8));

                 ++me->score;  /* increment the score for surviving another tick */

                 if ((me->score % 10) == 0) {           /* is the score "round"? */

                     QActive_post((QActive *)&AO_Tunnel, SCORE_SIG, me->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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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PLAYER_TRIGGER_SIG: {                   /* trigger the Missile */

                 QActive_post((QActive *)&AO_Missile, MISSILE_FIRE_SIG,

                              (QParam)me->x

                              | (((QParam)me->y + SHIP_HEIGHT - 1) << 8));

                 return Q_HANDLED();

             }

             case DESTROYED_MINE_SIG: {

                 me->score += Q_PAR(me);

                 /* the score will be sent to the Tunnel by the next TIME_TICK */

                 return Q_HANDLED();

             }

             case HIT_WALL_SIG:

             case HIT_MINE_SIG: {

(16)             return Q_TRAN(&Ship_exploding);

             }

         }

(17)     return Q_SUPER(&Ship_active);

     }

(1) 这个结构定义了 Ship活动对象。

(2) 从框架结构 QActive 派生 Ship活动对象结构，如在第一章的边栏“ C 语言的单一继承”所

叙。

(3) 函数 Ship_initial()定义了在 Ship状态机里的最顶初始转换。它和全功能版本 QP 的唯一差别

是这个初始伪装态函数没有使用初始事件参数。

(4) 在 QP-nano 的状态处理函数也不使用事件参数。 ( 在 QP-nano 里，当前的事件被嵌入到状态

机里。 ) 。和全功能版本 QP 里一样，在 QP-nano 里的一个状态处理函数返回事件处理的

状况。

(5) 在这一行我分配全局的 AO_Ship 活动对象。请注意 Ship活动对象的实际的结构定义仅在

ship.c 文件范围内才可被存取。

注 : QP-nano 假设所有的没有明确的初始值的全局或静态变量在系统启动时被初始化为 0 ，这是

ANSI-C 标准的要求。你应该确保你的启动代码在调用 main() 前，清理了静态变量数据段

（也被称为 Block Started by Symbol 段或 BSS段）。

(6) 同样，被派生的结构负责初始化从基础结构派生的部分。基础结构的构造函数 QActive_ctor()

把状态机放入初始伪状态 &Ship_initial。这个构造函数也根据 QF_active[] 数组初始化活动

对象的优先级。

(7) 使用 Q_TRAN() 宏确定到状态 Ship_active 的最顶初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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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个状态处理函数被构造成一个 switch 语句，根据事件的信号进行区分，在 QP-nano 里从宏

Q_SIG(me) 获得信号。

(9) 你使用宏 Q_TRAN() 指定某个嵌套初始转换的目标。

(10-11) 你通过状态处理函数的 me 参数存取 Ship状态机的数据成员。你通过 Q_PAR(me)宏存取事

件变量。请注意在这个例子里，在这个可伸缩 QP-nano 参数里可得到 2 个有用的值。在

LSB字节里发送 Ship的 x坐标值，在第二个字节发送 y坐标值。

注： 每个事件可以有多个事件参数，只要你可以把这些参数压缩进可用的 bit。

(12) 你使用 return Q_HANDLED() 结束 case 语句，它通知 QEP-nano这个初始转换已经被处理了。

(13) 从某个状态处理函数的最后的 return 语句，通过宏 Q_SUPER()指定这个状态的超状态，这点

和在全功能版本的 QP 完全一样。 QEP-nano提供了 top 状态的状态处理函数

QHsm_top() ，因此 Ship_active()状态处理函数使用指针 &QHsm_top作为宏 Q_SUPER() 的参

量（见第一章图 1.6 的 Ship状态图）。

(14) 函数 QActive_post()直接发送具体的事件信号和参数给接收者活动对象。在 QP-nano 里，直接

事件发送是唯一的事件派发机制。

(15) 这个事件发送演示了如何把几个相关的事件参数结合进由 QP-nano 管理的可伸缩变量。当然，

你必须小心不要让它溢出由Q_PARAM_SIZE宏配置的这个 QP-nano 参数的动态范围。

(16) 你使用 Q_TRAN() 宏指定某个转换的目标。

(17) 状态 flying （见第一章图 1.6 ）嵌套在状态 active 里，因此状态处理函数通过返回 

Q_SUPER(&Ship_active)来指定超状态。

12.2.5        QP-nano      的时间事件

QP-nano 为系统里的每个活动对象维护一个单独的私有时间事件（定时器）。这些定时器可以被编程

（ armed ）在经过指定数量的时钟后生成 Q_TIMEOUT 事件。 QP-nano 在内部使用一个向下计数器表

示一个时间事件（通常是 2字节的 RAM ）。仅支持一次性时间事件，因为周期性时间事件将需要 2

倍的 RAM 来存储周期值。 Q_TIMEOUT 信号在 QP-nano 里是预定义的，是一个保留的信号（类似

Q_ENTRY ， Q_EXIT 和Q_INIT）。

清单 12.5 展示了 Tunnel活动状态机的一个片段，它使用 QP-nano 时间事件在 game_over 状态

闪烁“ Game Over” 字符串。

代码列表 126  使用 QP-nano 时间事件（文件 tunnel.c）

     QState Tunnel_game_over(Tunnel *me) {

         switch (Q_SIG(me)) {

             case Q_ENTRY_SIG: {

 (1)             QActive_arm((QActive *)me, BSP_TICKS_PER_SEC/2);     /* 1/2 sec */

                 me->blink_ctr = 5*2;                              /* 5s timeout */

                 BSP_drawNString((GAME_SCREEN_WIDTH - 6*9)/2, 0, "Game Over");

                 return (QStat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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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Q_EXIT_SIG: {

 (2)             QActive_disarm((QActive *)me);

                 BSP_updateScore(0);           /* clear the score on the display */

                 return (QState)0;

             }

 (3)         case Q_TIMEOUT_SIG: {

 (4)             QActive_arm((QActive *)me, BSP_TICKS_PER_SEC/2);     /* 1/2 sec */

                 BSP_drawNString((GAME_SCREEN_WIDTH - 6*9)/2, 0,

                                 (((me->blink_ctr & 1) != 0)

                                  ? "Game Over"

                                  : "         "));

                 if ((--me->blink_ctr) == 0) {          /* blinked enough times? */

                     Q_TRAN(&Tunnel_demo);

                 }

                 return (QState)0;

             }

         }

         return (QState)&Tunnel_active;

     }

(1) 和活动对象联合的时间事件被启动，它在规定的时钟节拍后到期，通常，在某个状态的进入动

作里启动这个时间事件。

注： 当设置一个时间事件时，你必须小心不要超过预先配置的内部向下计数器的动态范围。通过在

qpn_port.h头文件的宏 QF_TIMEEVT_CTR_SIZE 配置这个动态范围。（见清单 12.2(2)）。

(2) 时间事件可以被解除设置。通常在从某个状态退出时解除设置。也也可以在任何时刻通过调用

QActive_arm() 重新设置一个运行中的定时器，这会简单的取代定时器向下计数器的当前值。

注： 一个 QP-nano 时间事件可以被很容易的当作看门狗定时器使用。你通过不断的调用

QActive_arm()来重新设置这个时间事件，因此它不会过期。

(3) 在预定的超时后，这个定时器产生 Q_TIMEOUT 事件，你可以像被派送给状态机的任何其他

事件一样处理它。

(4) 你通过在一次性时间事件的每次到期后，重新设置它而实现一个周期性的超时。请注意这个周

期常常是一个编译时的常数，它不占用宝贵的 RAM 。

12.2.6    飞行和射击游戏程序在      QP-nano      里的版支持包

QP-nano 调用几个你必须定义的和平台相关的回调函数，它们通常在板支持包 (BSP) 里。除了这些回

调函数，你也必须定义中断服务例程 (ISR) ，我在 12.5.1 节和 12.6.4 节解释它们的细节。清单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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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在 DOS环境里的“飞行和射击”游戏的 BSP 的最重要的要素。

代码列表 127  DOS环境下“飞行和射击”游戏的 BSP （文件 bsp.c）

     #include "qpn_port.h"

     #include "game.h"

     #include "bsp.h"

     /* Local-scope objects -----------------------------------------------------*/

     static void interrupt (*l_dosTmrISR)(void);

     static void interrupt (*l_dosKbdISR)(void);

     #define TMR_VECTOR      0x08

     #define KBD_VECTOR      0x09

     /*..........................................................................*/

 (1) static void interrupt tmrISR(void) {  /* 80x86 enters ISRs with int. locked */

 (2)     QF_tick();                             /* process all armed time events */

 (3)     QActive_postISR((QActive *)&AO_Tunnel,  TIME_TICK_SIG, 0);

 (4)     QActive_postISR((QActive *)&AO_Ship,    TIME_TICK_SIG, 0);

 (5)     QActive_postISR((QActive *)&AO_Missile, TIME_TICK_SIG, 0);

         outportb(0x20, 0x20);                    /* write EOI to the master PIC */

     }

     /*..........................................................................*/

     void BSP_init(void) {

         . . .

     }

     /*..........................................................................*/

     void BSP_drawBitmap(uint8_t const *bitmap, uint8_t width, uint8_t height) {

         Video_drawBitmapAt(0, 8, bitmap, width, height);

     }

     /*..........................................................................*/

     void BSP_drawN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const *str) {

         Video_drawStringAt(x, 8 + y*8, str);

     }

     /*..........................................................................*/

     void BSP_updateScore(uint16_t score) {

         if (score == 0) {

             Video_clearRect(68, 24, 72,  25, VIDEO_BGND_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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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_printNumAt(68, 24, VIDEO_FGND_YELLOW, score);

     }

     /*..........................................................................*/

 (6) void QF_onStartup(void) {

                                            /* save the original DOS vectors ... */

         l_dosTmrISR   = getvect(TMR_VECTOR);

         l_dosKbdISR   = getvect(KBD_VECTOR);

         QF_INT_LOCK();

         setvect(TMR_VECTOR, &tmrISR);

         setvect(KBD_VECTOR, &kbdISR);

         QF_INT_UNLOCK();

     }

     /*..........................................................................*/

 (7) void QF_stop(void) {

                                         /* restore the original DOS vectors ... */

         if (l_dosTmrISR != (void interrupt (*)(void))0) { /* DOS vectors saved? */

             QF_INT_LOCK();

             setvect(TMR_VECTOR, l_dosTmrISR);

             setvect(KBD_VECTOR, l_dosKbdISR);

             QF_INT_UNLOCK();

         }

         _exit(0);                                                /* exit to DOS */

     }

     /*..........................................................................*/

 (8) void QF_onIdle(void) {                                        /* see NOTE01 */

         QF_INT_UNLOCK();

     }

     /*--------------------------------------------------------------------------*/

 (9) void Q_onAssert(char const Q_ROM * const Q_ROM_VAR file, int line) {

         . . .

         QF_stop();                                       /* stop QF and cleanup */

     }

(1) 通常，你可以在 QP-nano 里使用编译器生成的 ISR 。这里，我使用 Turbo C++ 1.01编译器

的功能来生成 ISR ，它使用扩展关键词 interrupt 指定。

(2) 和全功能的版本的 QP 一样，你需要从系统时钟节拍 ISR 里面调用 QF_tick() 。

(3-5) QP-nano 不支持发行事件。相反，你向需要接收这个事件的所有活动对象直接发送

TIME_TICK事件。

注： QP-nano 为 ISR 提供了和任务层不同的服务。你仅可以从中断里调用 2 个 QP-nano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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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_tick() 和 QActive_postISR() 。而且，你绝不要从任务层调用这 2 个函数。对 API 的这个

区分和在 QP-nano 里的任务和中断的不同的中断上锁策略有关。我在 12.3.2 节讨论 QP-

nano的中断上锁策略。

(6) 在所有活动对象状态机被启动后，并且在事件循环开始执行前，回调函数 QF_onStartup()被调

用。 QF_onStartup()被计划用来配置和启动中断。

(7) 函数 QF_stop()停止 QF-nano 并把控制权返回给操作系统。在嵌入式系统里很少使用这个函数，

因为在一个裸机系统上，并没有什么操作系统可以返回。然而，在这个 DOS版本里，

QF_stop()函数恢复原来的中断向量并退回到 DOS。

(8) 这个版本的“飞行和射击”应用程序隐含的使用 vanilla 合作式内核（见 12.2.2 节后面的注

释）。在 QP-nano 的 vanilla 内核和在第六章 6.3.7节描叙的完全一样。特别的， QF_idle()回

调函数在中断被上锁时调用，并且它总是解锁中断。

(9) 最后，在每个 QP-nano 应用程序里你必须提供断言失败回调函数 Q_onAssert()。和在全功能

版本 QP 里一样， QP-nano 使用和嵌入式系统友好的断言（见第六章 6.7.3节）。

12.2.7    生成      QP-nano      上的“飞行和射击”游戏程序

如图 12.2.2 所示，创建一个 QP-nano 应用程序比创建全功能版本的 QP 应用程序更加简单。你仅需要

添加 2 个 QP-nano 源文件 qepn.c 和 qfn.c到项目中，然后你需要指导编译器在 <qp>\qpn\include\目录寻

找头文件。（如果你使用 QK-nano ，你还需要添加 qkn.c 源文件）。使用 Turbo C++ 1.01编译器在

DOS下创建“飞行和射击”游戏的项目文件可在 <qp>\qpn\examples\80x86\tcpp101\game\GAME.PRJ找到。

类似的，使用 IAR 编译器创建 Cortex-M3 版本的游戏的项目文件可在 <qp>\qpn\examples\cortex-

m3\iar\game-ev-lm3s811\game.ewp 找到。

图 94创建一个 QP-nano 应用程序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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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nano      的结构

图 12.3 展示了主要的 QP-nano 要素和它们同应用程序层代码，比如“飞行和射击”游戏例子，的关系。

和所有实时框架一样， QP-nano 提供了核心的基础类 QActive ，用来派生具体58的活动对象。

QActive 类是抽象的，这意味着它不是被计划用来直接实例化，而是用来派生活动对象结构，例如展示

在图 12.3 的 Ship， Missile和 Tunnel ( 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里的单一继承” ) 。

图 95  QEP-nano事件处理器， QF-nano 实时框架，“飞行和射击”应用程序

默认情况下， QActive 类从在 QEP-nano事件处理器定义的 QHsm 层次式状态机派生。这意味

着通过继承，活动对象是 HSM并且继承了 init()和 dispatch() 状态机接口。 QActive 也保护了活动对

象的优先级，它也标记了活动对象的执行线程，以及事件队列和时间事件计数器。

作为一个选项，你可以配置 QP-nano ，让它从一个较简单的，非层次式状态机类 QFsm 派生。

这样，你可以消除层次式状态机的代码，它可以为你节省 300 到 500 字节的 ROM ，具体字节数取决

于你的目标 CPU的代码密度。

在 QP-nano 里 QEvent类代表事件。事件信号 QSingal 被 typedef成一个字节（ uint8_t ）。同

样被嵌入在事件的是一个可伸缩的事件参数。你不能通过派生为事件添加任何其他变量。事件变量的大

小使用宏 Q_PARAM_SIZE配置。在 QP-nano ，状态机类 QHsm （和较简单的 QFsm ）包含了当前

的事件。在状态机里面的事件等于事件队列长度。

58 具体类（concrete class）是一个 OOP 术语，表示一个没有抽象操作或被保护的构造函数的类。具体类可以被实例化
与之相反，抽象类（abstract class）不能被实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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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nano 也引进了活动对象控制块结构 QActiveCB ，它包含了在编译时已知的只读数据要素

（见清单 12.1(7)）。每个 QP 应用程序必须定义常数数组 QF_active[] ，它包含在系统里所有活动对象

的被初始化的活动对象控制块。 QF_active[] 数组的长度必须精确的符合在qpn_port.h头文件里定义的

QF_MAX_ACTIVE宏。在 QF_active[] 数组里活动对象控制块的次序决定了活动对象的优先级。

12.3.1        QP-nano      的源代码，实例和文档

清单 12.7 展示了组成 QP-nano 的目录和文件。请注意 <qp>\qpn\examples\ 目录包含了几个在不同嵌入

式目标上 QP-nano 的可执行文件的例子。特别的，我在 <qp>\qpn\examples\80x86\tcpp101\ 目录下提供

了在第五章描叙的所有状态设计模式。 QP-nano 目录 <qp>\qpn\doxygen\ 也包含了使用 Doxygen 工具

从源代码生成的“ QP-nano 参考手册”这个参考手册有 HTML格式和 CHM 帮助格式。

代码列表 128  QP-nano 源代码组织

     <qp>\qpn\            - QP-nano root directory

       |

       +-include\         - Platform independent QP header files

       | +-qassert.h      - QP-nano assertions (Section 6.7.3 in Chapter 6)

       | +-qepn.h         - QEP-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qfn.h          - QF-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qkn.h          - QK-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interface

       |

       +-source\          - QP-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C files)

       | +-qepn.c         - QEP-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 +-qfn.c          - QF-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 +-qkn.c          - QK-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source code

       |

       +-examples\        - Platform-specific QP examples

       | +-80x86\         - Examples for the 80x86 processor

       | | +-tcpp101\     - Examples with the Turbo C++ 1.01 compiler

       | |   +-comp\        - "Orthogonal Component" pattern (Chapter 5)

       | |   +-defer\       - "Deferred Event" pattern (Chapter 5)

       | |   +-dpp\         - DPP application (Chapter 9)

       | |   +-dpp-qk\      - DPP application with QK-nano

       | |   +-game\        - "Fly 'n' Shoot" game example

       | |   | +-dbg\       - Debug build

       | |   | | +-GAME.EXE – Debug executable

       | |   | +-GAME.PRJ   - Turbo C++ project to build the Debug version

       | |   | +-qpn_port.h – QP-nano port

       | |   | +-game.h     – The application header file

       | |   | +-bsp.c      – BSP for the application

       | |   | +-main.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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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ame-qk\     - "Fly 'n' Shoot" game example with QK-nano

       | |   +-history\     - "Transition to History" pattern (Chapter 5)

       | |   +-hook\        - "Ultimate Hook" pattern (Chapter 5)

       | |   +-pelican\     - PELICAN crossing example 

       | |   +-pelican-qk\  - PELICAN crossing example with QK-nano

       | |   +-qhsmtst\     - QHsmTst example (Section 2.3.15 in Chapter 2)

       | |   +-reminder\    - "Reminder" pattern (Chapter 5)

       | |

       | +-cortex-m3\     - Examples for the Cortex-M3 processor

       | | +-iar\         - Examples with the IAR compiler

       | |   +-game-ev-lm3s811       - "Fly 'n' Shoot" game example

       | |   +-game-qk-ev-lm3s811    - "Fly 'n' Shoot" game example with QK-nano

       | |   +-pelican-ev-lm3s811    - PELICAN crossing example 

       | |   +-pelican-qk-ev-lm3s811 – PELICAN crossing example with QK-nano

       | |

       | +-msp430\        - Examples for the MSP430 processor

       | | +-iar\         - Examples with the IAR compiler

       | |   +-bomb-eZ430       – Time bomb example (Section 3.6 in Chapter 3)

       | |   +-bomb-qk-eZ430    – Time bomb with QK-nano

       | |   +-dpp-eZ430        - Simplified DPP application

       | |   +-pelican-eZ430    - PELICAN crossing example 

       | |   +-pelican-qk-eZ430 - PELICAN crossing example with QK-nano

       | |   +-qhsmtst-eZ430    - QHsmTst example (Section 2.3.15 in Chapter 2)

       |

       +-doxygen\         - QP-nano documentation generated with Doxygen 

       | +-html\          - "QP-nano Reference Manual" in HTML format

       | | +-index.html   - The starting HTML page for "QP-nano Reference Manual"

       | | +- . . .

       | +-Doxyfile       - Doxygen configuration file to generate the Manual

       | +-qpn.chm        - QP-nano Reference Manual" in CHM Help format

       | +-qpn_rev.h      - QP-nano revision history

12.3.2        QP-nano      的临界区

QP-nano ，和全功能版本 QP 一样，通过简单的上锁和解锁中断，实现了临界区的原子操作。然而，

和全功能版本 QP 不同， QP-nano 为 ISR 和任务层代码使用了不同的中断上锁策略。 ISR 策略被使

用在 QP-nano 函数 QActive_postISR() 和 QF_tick() 里，在其他所有 QF-nano 服务里使用任务层策略。

注： 因为活动对象的中断上锁策略和 ISR 的中断上锁策略不同，你不应该在任务里面调用 QP-

nano特别用于 ISR 的函数（ QActive_postISR() 和 QF_tick() ），反过来说，你也不应该在

ISR 里调用任务层的 QP-nano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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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级中断上锁

对于任务层（从活动对象调用的代码）， QP-nano 采用了简单的无条件中断上锁和解锁策略，如第七

章 7.3.2节所叙。在这种策略里，在从某个临界区退出时，中断总是被无条件的解锁，无论在进入这个临

界区时中断是否被上锁。展示了清单 12.8 的这对 QP-nano 宏 

QF_INT_LOCK()/QF_INT_UNLOCK() ，封装了编译器在 C 语言里提供的上锁和解锁中断的实际机制。

你需要查看你的 CPU和编译器的文档，确定如何在你的特定系统上实现中断上锁和解锁。

代码列表 129 QP-nano 在任务层的中断上锁和解锁宏

    #define QF_INT_LOCK()       disable()

    #define QF_INT_UNLOCK()     enable()

简单的任务层“无条件上锁和解锁中断”策略和低端 MCU 的架构匹配的非常好。临界区是快

速和简单的，但是不允许临界区的嵌套。 QP-nano 从不在内部嵌套临界区，但是你需要小心，不要在

你自己的代码里嵌套临界区。

注： 因为绝大多数 QP-nano 函数在内部上锁中断，你不应该在某个临界区内调用任何 QP-nano 函

数。

ISR      级中断上锁

对于 ISR 层， QP-nano 提供了 3 个临界区实现选项。第一个默认选项是不做任何事，这意味着在 ISR

内部，中断既不是被锁住的也不是解锁的。当中断不能嵌套时，这个选项是合适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 ISR 代表了一个代码的临界区，当然除非你在 ISR 内部解锁了中断。但是在 ISR 内部解锁中断

常常是不适当的，因为绝大多数低端 MCU 并没有被设计成需要处理中断嵌套。低端 MCU 通常缺少

一个中断优先级控制器，并且不能负担因为中断嵌套造成的较大的堆栈需求。

注： 在没有一个中断控制器的情况下，在 ISR 内部解锁中断，会造成所有类型的优先级倒置的问

题，包括某个中断递归的抢占它自己的病态情况。

假设你需要允许中断嵌套， QP-nano 为 ISR 提供了 2 个其他的中断上锁策略。第一个选项是在

ISR 内部使用任务层中断策略。如图 12.9 所示，你通过定义宏 QF_ISR_NEST来选择这个选项。在这

种情况下，函数 QActive_postISR() ( 以及 QF_tick() ，它调用 QActive_postISR()) 使用宏

QF_INT_LOCK()无条件的上锁中断，使用 QF_INT_UNLOCK() 无条件的解锁中断。当然，为了避免

临界区的嵌套，你要负责确保，在从你的 ISR 调用 QActive_postISR() 或 QF_tick() 前，中断已经被解

锁。

代码列表 130“无条件中断上锁和解锁”的 ISR 层策略

     #define QF_ISR_NEST

     /* QF_ISR_KEY_TYPE not defined */

注： 如果中断因为某些原因可能嵌套，你将总是需要定义 QF_ISR_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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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QP-nano 也支持更加高级的“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的策略（见第七章 7.3.1节）。清单

12.10 展示了这个策略的一个例子。这个策略代价最高，但也最稳健 (robust)，因为中断仅在从临界区退

出时才被解锁，如果在进入临界区时它们已经被解锁。

代码列表 131 ISR 层“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 的例子

 (1) #define QF_ISR_NEST

 (2) #define QF_ISR_KEY_TYPE     int

 (3) #define QF_ISR_LOCK(key_)   ((key_) = int_lock())

 (4) #define QF_ISR_UNLOCK(key_) int_unlock(key_)

(1) 宏QF_ISR_NEST告诉 QP-nano 中断可以嵌套。

(2) 宏 QF_ISR_KEY_TYPE 指出一个“中断键”类型的变量，它含有中断的状态。在qpn_port.h头

文件里定义这个宏会向 QF-nano 框架指出，为 ISR 使用“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策略。

(3) 宏 QF_ISR_LOCK()封装了中断上锁机制。这个宏使用变量 key_，它在里面保存中断上锁的状

态。

(4) 宏QF_ISR_UNLOCK()封装了恢复中断状态的机制。这个宏从参量 key_里恢复中断的状态。

例如，在流行的以 ARM7或 ARM9 为内核的 MCU 上，比如 Atmel 公司的 AT91 系列，

NXP公司的 LPC系列， TI公司的 TMS470 系列， ST 公司的 STR7 和 STR9 系列和其他公司的一

些类似产品上， ISR 的“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的中断策略是有用的。 ARM7/ARM9 架构支持 2 类

中断，分别被称为 FIQ 和 IRQ 。在绝大多数基于 ARM 的 MCU 上，通常在一个向量中断控制器进

行 IRQ 中断的优先级排序，但是对 FIQ 通常没有这个设置。这意味着 FIQ 中断内你在不能解锁中断，但

是在 IRQ 中断内你应该解锁中断，从而允许优先级控制器执行它的工作。“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的高

级策略可以被安全的用于 FIQ 和 IQR 中断内（见 [Samek 07a] ）。

12.3.3        QP-nano      里的状态机

和全功能版本的 QP 一样， QP-nano 包含了一个名为 QEP-nano的层次式事件处理器。 QEP-nano支

持层次式和非层次式状态机。在 QEP-nano和全功能版本 QP 的唯一差别是，在 QEP-nano里当前事件

被直接嵌入到状态机里面。使用这个方法，状态机可以可以通过 me 指针对当前事件进行存储，不需要

作为一个参数被传递给状态处理函数。除了这点， QEP-nano具有和全功能版本 QP 一样的特征，包

括完全的具有进入和退出动作以及嵌套的初始转换的层次式状态机。清单 12.11 展示了 QHsm 基础结

构（类）的声明，它在 QP-nano 里用来派生 HSM。

代码列表 132  QHsm 结构和有关函数（文件 <qp>\qpn\include\qepn.h）

(1) typedef uint8_t QState;    /* status returned from a state-handler function */

 (2) typedef QState (*QStateHandler)(struct QHsmTag *me);

     typedef struct QHsmTag {

 (3)     QStateHandler state;       /* current active state of the HSM (private) */

 (4)     QEvent evt;         /* currently processed event in the HSM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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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Hsm;

 (5) #define QHsm_ctor    (me_, initial_) ((me_)->state  = (initial_))

 (6) void    QHsm_init    (QHsm *me);

     #ifndef QK_PREEMPTIVE

 (7)     void QHsm_dispatch(QHsm *me);

     #else

 (8)     void QHsm_dispatch(QHsm *me) Q_REENTRANT;

     #endif

 (9) QState  QHsm_top         (QHsm *me);

(10) #define Q_SIG(me_)       (((QFsm *)(me_))->evt.sig)

     #if (Q_PARAM_SIZE != 0)

(11)      #define Q_PAR(me_)  (((FHsm *)(me_))->evt.par)

     #endif

(12) #define Q_RET_HANDLED    ((QState)0)

(13) #define Q_RET_IGNORED    ((QState)1)

(14) #define Q_RET_TRAN       ((QState)2)

(15) #define Q_RET_SUPER      ((QState)3)

(16) #define Q_HANDLED()      (Q_RET_HANDLED)

(17) #define Q_IGNORED()      (Q_RET_IGNORED)

(18) #define Q_TRAN(target_)  \

         (((QFsm *)me)->state = (QStateHandler)(target_), Q_RET_TRAN)

(19) #define Q_SUPER(super_)  \

         (((QFsm *)me)->state = (QStateHandler)(super_),  Q_RET_SUPER)

(1) 这个 typedef定义 QState是一个字节，它将携带事件处理的状况给事件处理器（见 (12-15)行）。

(2) 这个 typedef定义 QStateHandler 是一个指向状态处理函数的指针。如你可以看到的，在 QP-

nano里的状态处理函数仅使用 me 指针，而没有事件参数。

(3) QHsm 结构存储了状态变量 state，它是一个指向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的指针。通常，一个函

数指针需要 2 个或 4 个字节的 RAM ，具体字节数取决于你选用的 CPU和 C 编译器选项。

(4) 在 QP-nano 里， QHsm 结构也存储了当前事件 evt ，它将使用 1 到 5 个字节的 RAM ，

具体字节数取决于配置宏 Q_PARAM_SIZE（见清单 12.2(1)）。

(5) QHsm 的“构造函数”是一个像函数的宏，它把状态变量初始化为定义初始转换的初始伪装态。

请注意，在这一刻，这个初始转换并没有被实际执行。

(6) QHsm_init()函数触发这个在状态机里面的初始转换。

(7-8) QHsm_dispatch() 函数派发一个事件给状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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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一些 8位 MCU 的编译器，比如 8051系列的最著名的 Keil C51 编译器，由于 8051里有限

的堆栈架构，在使用默认设置时并不会生成和 ANSI-C 兼容的可重入函数。这些编译器允许

使用一个特别的扩展关键词（比如 Keil C51 的 reentrant ）把某些函数设置成可重入函数。默

认情况下宏 Q_REENTRANT被定义为空，以便和 ANSI-C 的兼容的编译器一起工作，但是

也可被定义成 reentrant ，以便和 Keil C51 或者其他嵌入式编译器一起工作。

(9) QHsm_top() 函数是顶状态 (top state)的层次式状态处理函数。应用程序层的状态处理函数，如

果不明确的嵌套在任何其他状态里面，将返回 &QHsm_top指针给事件处理器。

(10) Q_SIG() 宏提供了对嵌入在状态机里的当前事件的信号的存取。

(11) Q_PAR宏提供了对嵌入在状态机里的当前事件的可伸缩参数的存取。仅当这个事件参数被配置

时这个宏才被定义。

(12-15) 这些常数定义了从状态处理函数到 QEP-nano事件处理器的返回状况。这些状况值和在全功能

版本 QEP里的值是一样的。

(16) 一个状态处理函数返回宏 Q_HANDLED() ，每当它处理了当前事件。

(17) 一个状态处理函数返回宏 Q_IGNORED()，每当它忽略了（不处理）当前事件。

(18) 宏 Q_TRAN() 封装了这个转换，这和在全功能版本 QP 里是完全一致的。宏 Q_TRAN() 使

用逗号表达式进行定义。一个逗号表达式被从左到右进行计算，整个表达式的类型和值由最右

边的操作数决定。在这里，最右边的操作数是操作（转换）的状况，它被从状态处理函数返回。

这个设计的关键之处是，宏 Q_TRAN() 可以被用于从 QFsm 或 QHsm 派生（继承）的结构，

在 C 语言里需要把它转换（向上转换 upcasting ）到 QFsm 基础结构（见第一章边栏“ C 语言

里的单一继承”）。

(19) 宏 Q_SUPER()封装了这个转换，这和在全功能版本 QP 里是完全一致的。宏 Q_SUPER() 非

常类似宏 Q_TRAN() ，不过宏 Q_SUPER()将为事件处理器返回不同的状况。

12.3.4        QP-nano      里的活动对象

如图 12.3 所示， QF-nano 实时框架提供了基础结构 QActive ，用来派生应用程序相关的活动对象。

QActive 结合了下面 3 个必要的元素：

1. 它是一个状态机（从 QHsm 或 QFsm 派生）；

2. 它有一个事件队列；并且

3. 它有一个带有唯一优先级的执行线程。

清单 12.12 展示了 QActive 基础结构的声明和相关的函数。

代码列表 133 用来派生活动对象的 QActive基础类（文件 <qp>\qpn\include\qfn.h ）

     typedef struct QActiveTag {

     #ifndef QF_FSM_ACTIVE

 (1)     QHsm super;                   /* derives from the ::QHsm base structure */

     #else

 (2)     QFsm super;                   /* derives from the ::QFsm base structure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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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uint8_t prio;                /* active object priority 1..QF_MAX_ACTIVE */

 (4)     uint8_t head;                          /* index to the event queue head */

 (5)     uint8_t tail;                          /* index to the event queue tail */

 (6)     uint8_t nUsed;       /* number of events currently present in the queue */

     #if (QF_TIMEEVT_CTR_SIZE != 0)

 (7)     QTimeEvtCtr tickCtr;                         /* time event down-counter */

     #endif

     } QActive;

     #ifndef QF_FSM_ACTIVE

 (8)     #define QActive_ctor(me_, initial_)  QHsm_ctor(me_, initial_)

     #else

 (9)     #define QActive_ctor(me_, initial_)  QFsm_ctor(me_, initial_)

     #endif

     #if (Q_PARAM_SIZE != 0)
(10)     void QActive_post   (QActive *me, QSignal sig, QParam par);

(11)     void QActive_postISR(QActive *me, QSignal sig, QParam par);

     #else

(12)     void QActive_post   (QActive *me, QSignal sig);

(13)     void QActive_postISR(QActive *me, QSignal sig);

     #endif

     #if (QF_TIMEEVT_CTR_SIZE != 0)

(14)     void QF_tick(void);

     #if (QF_TIMEEVT_CTR_SIZE == 1)                 /* single-byte tick counter? */

(15)     #define QActive_arm(me_, tout_) ((me_)->tickCtr = (QTimeEvtCtr)(tout_))

(16)     #define QActive_disarm(me_)     ((me_)->tickCtr = (QTimeEvtCtr)0)

     #else                                            /* multi-byte tick counter */

(17)     void QActive_arm(QActive *me, QTimeEvtCtr tout);

(18)     void QActive_disarm(QActive *me);

     #endif                                        /* (QF_TIMEEVT_CTR_SIZE == 1) */

     #endif                                        /* (QF_TIMEEVT_CTR_SIZE != 0) */

(1) 默认设置下（当宏 Q_FSM_ACTIVE没被定义时）， QActive 结构从 QHsm 基础结构派生，

这意味着在 QP-nano 里活动对象是层次式状态机。

(2) 然而，当你在 qpn_port.h定义了宏 QF_FSM_ACTIVE ， QActive 结构从 QFsm 基础结构派

生。在这种情况下，活动对象是传统的“平面”状态机。

(3) 活动对象记住它自己唯一的优先级，在 QP-nano 里它是对 QF_active[] 数据的索引值。在

QP-nano 的优先级编号和在全功能版本的 QP 里是一致的。最低的可选任务优先级是 1 ，较

高的优先级值对应于较重要的活动对象。活动对象优先级所允许的最大值由宏

QF_MAX_ACTIVE确定，在 QP-nano 里它不能超过 8 。优先级 0被保留给空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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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这些是用于事件队列缓存的头指针和尾指针。

(6) nUsed 事件成员代表当前在队列里的事件的数量。这个数字不仅包含了在环形缓存的事件，也

包括了嵌套在状态机自身的额外的事件，因此 nUsed 为 0指示队列为空。

(7) 仅当你在 qpn_port.h定义 QF_TIMEEVT_CTR_SIZE 时，才使用时间事件向下计数器。成员

tickCtr是内部的向下计数器，在每个 QF_tick() 调用时它被递减（见下一节）。当向下计数器

到达 0 时发送一个时间事件。

(8-9) 活动对象构造函数将会调用基础类的构造函数，根据宏 QF_FSM_ACTIVE 的定义，它可能是

QHsm_ctor()或 QFsm_ctor()。

(10-13) 函数 QActive_post()和 QActive_postISR() 的声明取决于是否使用事件参数。

(14) QP-nano 函数 QF_tick() ( 见下一节 ) 处理超时事件。仅当时间事件被配置时才提供这个函数。

(15-16) 在任何字宽为最少 8位的 CPU上，设置一个单字节的变量是原子操作。在这种情况下，

QActive_arm() 和 QActive_disarm() 操作不需要使用临界区。为了速度，使用宏实现它们。

注： 在活动对象内部的节拍计数器可以从任务层存取，同时也可以从 ISR 层调用的 QF_tick()存取。

为了避免破坏这个节拍计数器，对它们的存取必须是原子操作。

(17-18) 对于多字节节拍计算器，我假设需要使用多个机器指令来更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

QActive_arm() 和 QActive_disarm() 操作被声明成函数，它们在内部使用临界区。

12.3.5        QP-nano      里的系统时钟节拍

为了管理时间事件， QP-nano 需要你从一个名为系统时钟节拍的周期性时间源里面调用 QF_tick() ( 见

第六章“系统时钟节拍” ) 。这个系统时钟节拍的运行速率通常在 10Hz到 100Hz 之间。

清单 12.13 展示了 QF_tick() 的实现。在 QP-nano 里，仅能从时钟节拍 ISR 里调用这个函数。

QF_tick()必须总是运行到完成，并且绝不能抢占它自身。特别的，调用 QF_tick() 的时钟节拍 ISR 不能

被允许抢占它自身。还有，不应该从 2 个不同的 ISR 内调用 QF_tick() ，这将会导致潜在性的互相抢占。

代码列表 134  QF_tick() 函数 （文件 <qp>\qpn\source\qfn.c ）

     void QF_tick(void) {

 (1)     static uint8_t p;                /* declared static to save stack space */

 (2)     p = (uint8_t)QF_MAX_ACTIVE;

 (3)     do {

 (4)         static QActive *a;           /* declared static to save stack space */

 (5)         a = (QActive *)Q_ROM_PTR(QF_active[p].act);

 (6)         if (a->tickCtr != (QTimeEvtCtr)0) {

 (7)             if ((--a->tickCtr) == (QTimeEvtCtr)0) {

     #if (Q_PARAM_SIZE != 0)

 (8)                 QActive_postISR(a, (QSignal)Q_TIMEOUT_SIG, (QParam)0);

     #else

 (9)                 QActive_postISR(a, (QSignal)Q_TIMEOUT_SIG);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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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     } while ((--p) != (uint8_t)0);

     }

(1) 临时变量 p (某个活动对象的优先级 ) 被声明为 static，以便节省堆栈空间。

注： 一些较旧的，但是极端流行的低端 MCU ( 例如， 8051和PIC) 具有很有限的堆栈。对这些

CPU，用普通的 RAM 来节省堆栈空间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2) 从最高优先级 QF_MAX_ACTIVE 开始，扫描所有活动对象， QF_MAX_ACTIVE也是在系统

里的活动对象数目的精确数值 ( 见清单 12.1(12)) 。

(3) 我使用 do- 循环避免在第一次扫描时检查循环条件。活动对象的数目 QF_MAX_ACTIVE被保

证最少为 1 ，因此我不需要检查它。

(4) 临时变量 a (指向活动对象的指针 ) 被声明为 static，以便节省堆栈空间。

(5) 从 ROM 数组 QF_active[] 装入活动对象指针，它把活动对象的优先级映射到活动对象的指针。

(6) 如果节拍计数器不为 0 ，某个给定活动对象的时间事件在运行中。

(7) 节拍计数器被递减，并和 0 比较。当到达 0 时，时间事件自动的解除它自己。

(8-9) QF_tick() 通过 QActive_postISR() 函数想拥有这个计数器的活动对象发送 Q_TIMEOUT_SIG

事件。因为这个原因，仅能从 ISR 里调用 QF_tick() 。

(10) 这个循环为所有优先级高于 0 的活动对象继续运行。

12.4                                                                                                                            

    QP-nano      的事件队列

在 QP-nano 里的每个活动对象有它自己的事件队列。这个队列包含一个位于派生所有活动对象的

QActive 结构内部的事件 ( 见 12.3.4 节 ) ，以及一个在活动对象外部分配的关于事件的环形缓存。

图 12.4 展示了 QP-nano 用来管理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的数据结构。常数数组 QF_active[] 存储

了活动对象“控制块”，它们是 QActiveCB 结构的实例。每个 QF_active[] 元素包含了指向活动对象的

指针 act ，指向环形缓存的指针 queue ，和环形缓存最后一个元素的索引 end 。为每个活动对象的

所有这些要素在编译时被初始化。

图 96在 QP-nano 里， QF_active[] 数组， QActive结构和环形缓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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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ctive 结构储存了在运行时可以改变的事件队列元素。这个队列存储包含外部的，用户分配的

环形缓存 queue 加上在状态机内部的当前事件 evt （见清单 12.11(3) ）。发送给状态机的所有事件必

须通过“当前事件” evt 数据成员，在图 12.4 里它用虚线表示。在环形缓存外部的这个额外位置，通

过频繁的绕过缓存操作，从而优化了队列的操作，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某个时刻，队列处于空状

态，或者处于仅有一个事件的非空状态。

注 : 在极端情况下，当适当的队列深度为一个事件时，可以取消整个环形缓存。在这类情况下，你

不需要分配这个环形缓存，你使用 NULL 作为队列的指针， 0 作为有效的队列长度，对

QF_active[] 数组进行初始化 ( 见清单 12.1(9-11)) 。

环形缓存的索引 head和 tail ，以及 QF_active[] 的 end ，都和 queue 指针有关。这些索引管

理一个环形缓存队列，用户必须把它预先分配成一个连续的，类型为 QEvent的事件数组。总是从缓存的

tail 处提取事件。新事件总是被插入到 head处，这对应于 FIFO队列操作。当一个事件被提取时， tail

总是被递减，当一个事件被插入时， head总是被递增。 end 索引限制了 head和 tail 的范围，一旦它

们到达 0 ，它们必须“回绕”到 end 。如图 12.4 所示，这样的效果就是 head和 tail 的围绕环形缓

存的一个逆时针移动。

12.4.1        QP-nano      的就绪集（      QF_readySet_      ）

QP-nano 包含了一个合作式 vanilla 内核和一个名为 QK-nano 的可抢占型 RTC内核。为了在这 2 个

内核上执行高效的调度， QP-nano 维护一个在系统里所有活动对象事件队列的全局状态，它是名为

QF_readySet_ 的一个字节。如图 12.5 所示， QF_readySet_ 是一个位掩码 (bitmask) ，代表在系统里

所有非空事件队列的一个“就绪集” , 在 QF_readySet_ 字节的每一位对应于一个活动对象。例如，当

且仅当优先级 n+1 的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为非空时，在 QF_readySet_ 的位 n 为 1 （传统上， bit从 0

开始编号，而在 QP-nano 里优先级从 1 开始编号）。使用这种表示法，向优先级 p 的某个空队列发

送一个事件，将把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 p-1 位设置成 1 。相反，从优先级 p 的队列移除最后一

个字节，将清除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 q-1 位。显然，所有对全局性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操作

必须发生在临界区内。

图 97在 QF_readySet_ 里表示所有事件队列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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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从任务层发送事件（      QActive_post()      ）

清单 12.14 展示了 QActive_post()函数的实现，它被用来从一个活动对象发送事件给另一个活动对象。

你不应该从 ISR 内部使用这个函数来发送事件，因为它使用了任务层的中断上锁策略。

代码列表 135 QActive_post() 函数（文件 <qp>\qpn\source\qfn.c ）

     #if (Q_PARAM_SIZE != 0)

 (1) void QActive_post(QActive *me, QSignal sig, QParam par) {

     #else

 (2) void QActive_post(QActive *me, QSignal sig) {

     #endif

 (3)     QF_INT_LOCK();

         if (me->nUsed == (uint8_t)0) {                   /* is the queue empty? */

             ++me->nUsed;                             /* update number of events */

 (4)         Q_SIG(me) = sig;                      /* deliver the event directly */

     #if (Q_PARAM_SIZE != 0)
 (5)         Q_PAR(me) = par;

     #endif

 (6)         QF_readySet_ |= Q_ROM_BYTE(l_pow2Lkup[me->prio]);    /* set the bit */

     #ifdef QK_PREEMPTIVE

 (7)         QK_schedule_();                 /* check for synchronous preemption */

     #endif

         }

         else {

 (8)         QF_pCB_ = &QF_active[me->prio];

                 /* the queue must be able to accept the event (cannot overflow) */

 (9)         Q_ASSERT(me->nUsed <= Q_ROM_BYTE(QF_pCB_->end));

             ++me->nUsed;                             /* update number of events */

                                     /* insert event into the ring buffer (FI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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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me->head].sig = sig;

     #if (Q_PARAM_SIZE != 0)

(11)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me->head].par = par;

     #endif

(12)         if (me->head == (uint8_t)0) {

(13)             me->head = Q_ROM_BYTE(QF_pCB_->end);           /* wrap the head */

             }

(14)         --me->head;

         }

(15)     QF_INT_UNLOCK();

     }

(1-2) QActive_post()函数的声明取决于你是否配置事件使用或不使用参数。

(3) 任务层对事件队列的发送总是发生在任务层临界区。

(4-5) 当事件队列为空时，新事件被直接复制到状态机里的当前事件处。

(6) 在 QF_readySet_ 位掩码中，和活动对象相对应的位被设置。对常数查找表 l_pow2Lkup[] 的初

始化如下： l_pow2Lkup[p] == (1 << (p-1)) ，对所有优先级 p = 1…8 。

(7) 当配置可抢占型 QK-nano 内核时 ( 见 12.6节 ) ，可抢占调度器被调用，来处理一个潜在的

同步抢占。（当一个活动对象向一个更高优先级任务发送一个事件时，发生一个同步抢占。）

(8) 全局 QF_pCB_变量含有一个指向位于 ROM 的活动对象控制块的指针 &QF_active[me-

>prio] 。

在 qpn.c 源文件的顶部， QF_pCB_的定义如下：

     QActiveCB const Q_ROM * Q_ROM_VAR QF_pCB_; 

QF_pCB_变量仅在 QP-nano 函数内部使用，但是我使用它来避免使用某个临时变量来装入堆栈。

作为全局变量它可以被安全的共享，因为无论如何，所有对它的使用都发生在临界区里。

(9) 这个断言确保队列可以接受这个事件。

注 ; QP-nano 把不能向队列发送一个事件当作一个错误 (error) 。这个断言是事件派发担保策略的

一部分（见第六章 6.7.6节）。为应用程序确定合适的事件队列大小是应用程序设计者 ( 你 )

的责任。

(10-11) 新事件被复制到环形缓存的head处。

(12) 检查 head是否发生了回绕。

(13) 如果需要回绕， head被移动到缓存的 end 处。这使缓存循环。

(14) head总是被递减，包括刚被回绕后。我选择递减 head（以及 tail ），因为和递增索引相比，

它导致一个更高效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回绕发生在 0 处而不是尾部。和任何其他比较相比，

一个变量和常数 0 的比较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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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断被解锁以便离开临界区。

12.4.3    从      ISR      层发送事件（      QActive_postISR()      ）

清单 12.15 展示了 QActive_postISR() 函数的实现，它被用来从 ISR 发送事件给活动对象。你不应该

使用这个函数从活动对象内发送事件，因为它使用了 ISR 层的临界区机制（见 12.3.2 节）。

代码列表 136  QActive_postISR()函数 （文件 <qp>\qpn\source\qfn.c ）

     #if (Q_PARAM_SIZE != 0)

     void QActive_postISR(QActive *me, QSignal sig, QParam par)

     #else

     void QActive_postISR(QActive *me, QSignal sig)

     #endif

     {

 (1) #ifdef QF_ISR_NEST

 (2) #ifdef QF_ISR_KEY_TYPE

 (3)     QF_ISR_KEY_TYPE key;

 (4)     QF_ISR_LOCK(key);

     #else

 (5)     QF_INT_LOCK();

     #endif

     #endif

         if (me->nUsed == (uint8_t)0) {

             ++me->nUsed;                             /* update number of events */

             Q_SIG(me) = sig;                      /* deliver the event directly */
     #if (Q_PARAM_SIZE != 0)
             Q_PAR(me) = par;

     #endif

             QF_readySet_ |= Q_ROM_BYTE(l_pow2Lkup[me->prio]);    /* set the bit */

         }

         else {

             QF_pCB_ = &QF_active[me->prio];

                 /* the queue must be able to accept the event (cannot overflow) */

             Q_ASSERT(me->nUsed <= Q_ROM_BYTE(QF_pCB_->end));

             ++me->nUsed;                             /* update number of events */

                                     /* insert event into the ring buffer (FIFO) */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me->head].sig = sig;

     #if (Q_PARAM_SIZE != 0)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me->head].par = par;

     #endif

             if (me->head == (uint8_t)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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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head = Q_ROM_BYTE(QF_pCB_->end);           /* wrap the head */

             }

             --me->head;

         }

     #ifdef QF_ISR_NEST

     #ifdef QF_ISR_KEY_TYPE

         QF_ISR_UNLOCK(key);

     #else

         QF_INT_UNLOCK();

     #endif

     #endif

     }

(1) 当允许中断嵌套时，才上锁中断。

(2) 如果你定义了 QF_ISR_KEY_TYPE ， QP-nano 使用“保存和恢复中断状态”的高级策略。

(3) 这个高级策略需要一个临时变量 key 。

(4) 中断状态被保存在变量 key 里，中断被上锁。

(5) 如果你不定义 QF_ISR_KEY_TYPE ， QP-nano 使用“无条件中断解锁”的简单策略，完全

和任务层策略一样。

注： ISR 层的事件发送操作 QActive_postISR() 不调用 QK-nano 调度器，因为一个任务永远不可

能同步抢占一个 ISR （请和清单 12.14(7) 比较）。

12.5                                                                                                                            

    QP-nano      的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默认设置时， QP-nano 使用简单的，合作式 vanilla 调度器，它完全按第六章 6.3.7节所描叙的方式

工作。清单 12.16 展示了在 qfn.c源文件里的 QF_run() 函数，它实现了整个 vanilla 内核。

代码列表 137 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文件 <qp>\qpn\source\qfn.c ）

(1) #ifndef QK_PREEMPTIVE

     void QF_run(void) {

 (2)     static uint8_t const Q_ROM Q_ROM_VAR log2Lkup[] = {

             0, 1, 2, 2,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

 (3)     static uint8_t const Q_ROM Q_ROM_VAR invPow2Lk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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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xFF,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4)     static QActive *a;               /* declared static to save stack space */

 (5)     static uint8_t p;                /* declared static to save stack space */

              /* trigger initial transitions in all registered active objects... */

 (6)     for (p = (uint8_t)1; p <= (uint8_t)QF_MAX_ACTIVE; ++p) {

 (7)         a = (QActive *)Q_ROM_PTR(QF_active[p].act);

 (8)         Q_ASSERT(a != (QActive *)0);    /* QF_active[p] must be initialized */

 (9)         a->prio = p;               /* set the priority of the active object */

     #ifndef QF_FSM_ACTIVE

(10)         QHsm_init((QHsm *)a);         /* take the initial transition in HSM */

     #else

(11)         QFsm_init((QFsm *)a);         /* take the initial transition in FSM */

     #endif

         }

(12)     QF_onStartup();                              /* invoke startup callback */

(13)     for (;;) {                      /* the event loop of the vanilla kernel */

(14)         QF_INT_LOCK();

(15)         if (QF_readySet_ != (uint8_t)0) {

     #if (QF_MAX_ACTIVE > 4)

(16)             if ((QF_readySet_ & 0xF0) != 0U) {        /* upper nibble used? */

(17)                 p = (uint8_t)(Q_ROM_BYTE(log2Lkup[QF_readySet_ >> 4]) + 4);

                 }

                 else                    /* upper nibble of QF_readySet_ is zero */

     #endif

                 {

(18)                 p = Q_ROM_BYTE(log2Lkup[QF_readySet_]);

                 }

(19)             QF_INT_UNLOCK();

(20)             a = (QActive *)Q_ROM_PTR(QF_active[p].act);

     #ifndef QF_FSM_ACTIVE

(21)             QHsm_dispatch((QHsm *)a);                    /* dispatch to HSM */

     #else

(22)             QFsm_dispatch((QFsm *)a);                    /* dispatch to FSM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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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QF_INT_LOCK();

(24)             if ((--a->nUsed) == (uint8_t)0) {      /* queue becoming empty? */

(25)                 QF_readySet_ &= Q_ROM_BYTE(invPow2Lkup[p]);/* clear the bit */

                 }

                 else {

(26)                 QF_pCB_ = &QF_active[a->prio];

(27)                 Q_SIG(a) =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a->tail].sig;

     #if (Q_PARAM_SIZE != 0)

(28)                 Q_PAR(a) =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a->tail].par;

     #endif

(29)                 if (a->tail == (uint8_t)0) {                /* wrap around? */

(30)                     a->tail = Q_ROM_BYTE(QF_pCB_->end);    /* wrap the tail */

                     }

(31)                 --a->tail;

                 }

(32)             QF_INT_UNLOCK();

             }

(33)         else {

(34)             QF_onIdle();                                      /* see NOTE01 */

             }

         }

     }

     #endif                                             /* #ifndef QK_PREEMPTIVE */

(1) 当可抢占式 QK-nano 内核没被配置时，才编译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2) 常数数组 log2Lkup[] 是 binary 对数 (log-base-2)查找表，被定义为 log2Lkup[bitmask] == 

log2(bmask) ， 0 <= bitmask <= 15 (见第七章图 7.6) 。这个 log-base-2查找表快速的确定在

bitmask的最高位 1-bit。

(3) 常数数组 invPow2Lkup[]是以 2 为底的位取反后的查找表，被定义为 invPow2Lkup[p] = ~(1 << 

(p-1)) ，对所有优先级， p = 1…8 。这个查找表被用来关闭 QF_readySet_ 位掩码对应的

位。

(4-5) 临时变量 a 和 p被定义成 static，以便节省堆栈空间。

注： 在 QF_run() 的静态变量 p 和在 QF_tick() 的变量 p不同。你不能为 2 个函数使用同一个静

态变量，因为这些函数是并发执行的。

(6) 这个 for 循环触发在所有活动对象里的初始转换，从最低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开始。

注： 通常，活动对象必须按优先级的次序进行初始化，因为最低优先级活动对象容易拥有最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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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队列。如果活动对象在初始转换时就互相发送事件，这点是很重要的。

(7) 从位于 ROM 的活动对象控制块获得活动对象指针。

(8) 这个断言确保 QF_active[] 数组被正确的初始化。

(9) 活动对象的这个内部优先级根据 QF_active[] 数组的定义被初始化，

注： 一个活动对象的实例 (QActive)需要知道它自己的优先级，以便通过它对 QF_active[] 数组进

行快速查找相应的控制块 (QActiveCB)。

(10-11) 在活动对象状态机的初始转换被触发。

(12)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配置和启动中断。这个函数在应用程序层实现（在 BSP 里）。

(13) 这是 vanilla 内核的事件循环。

(14) 中断被上锁，以便存取 QF_readySet_ 就绪表。

(15) 如果就绪表 QF_readySet_ 为非空， vanilla 内核有一些事件要处理。

在这里， vanilla 内核必须快速的找出带有一个非空事件队列的，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

这通过一个 binary 对数查找表实现 ( 见第七章 7.11.1 节 ) 。然而，为了节省 ROM ， QP-nano 里

的 log2Lkup[] 仅能处理 0 到15的数值，这仅涵盖了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 4 个 LSB位。

(16) 当活动对象的数目超过 log2Lkup[] 查找表的范围时，我们首先测试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

高四位。

(17) 如果高四位不是 0 ，我们把高 4位移到低 4位，再使用 log2Lkup[] 查找表，然后我们给

活动对象的优先级加上 4 。

(18) 否则，我们简单的对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低 4位使用 log2Lkup[] 查找表。

(19) 中断可以被解锁。

(20) 从 ROM 数组 QF_active[] 数组装入活动对象指针，这个数组把活动对象的优先级映射到活动

对象指针上。

(21-22) 当前事件被派发给活动对象的状态机。

注： 派发事件给状态机代表了活动对象线程的运行到完成步骤。

(23) 在处理了这个当前事件后，中断被再次上锁，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的状态被更新。

(24) 在队列里的事件的数量被递减，然后和 0 比较。

(25) 如果这个队列为空，使用 invPow2Lkup[]查找表清除在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对应位。

(26) 否则，这个队列为非空，这样下一个事件必须被从环形缓存复制到在活动对象状态机内部的当

前事件里。全局指针 QF_pCB_被设置成指向位于 ROM 的活动对象的控制块 

&QF_active[me->prio] 。

(27-28) 下一个事件被从环形缓存的 tail 处复制到状态机内部的当前事件。

(29-30) 检查 tail 是否回绕。

(31) 总是递减 tail 。

(32) 中断可以被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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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当所有活动对象事件队列为空时，执行这个 else 语句，它被定义为 vanilla 内核的空闲情况

(idle condition)。

(34) vanilla 内核调用 QF_onIdle()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以便把 MCU 放入一个低功耗

的睡眠模式。 QF_onIdle()回调函数通常在应用程序层 ( 在 BSP 里 ) 实现。

注： 绝大多数 MCU 提供了由软件控制的低功耗睡眠模式，它被设计为通过选通 CPU和不同外设

的时钟，从而降低功率消耗。为了确保到某个睡眠模式的安全转换， vanilla 内核在中断被锁

住时调用 QF_onIdle() 。 QF_onIdle() 函数在转换到某个睡眠模式时，必须总是在内部解锁中断，

最好这个操作是原子操作。

12.5.1        Vanilla      内核的中断处理

vanilla 内核的中断处理和在前后台架构的处理一样简单。通常，你可以使用由 C 编译器生成的 ISR 。

唯一需要为 QP-nano 考虑的是，你需要和中断嵌套策略保持一致。特别的，如果你通过在 qpn_port.h头

文件定义宏 QF_ISR_NEST而配置了嵌套中断，你需要保持代码的一致性，在调用 QP-nano 函数

QActive_postISR() 或 QF_tick() 前，解锁中断。

12.5.2        Vanilla      内核的空闲处理

在 QP-nano 里的空闲回调函数 QF_onIdle() 和全功能版本 QP 的函数按完全一样的方式工作。请参考

第八章 8.2.4节里在不同 CPU上这个函数的定义。

12.6                                                                      

可抢占式运行      -      到      -      完成      QK-nano      内核

QP-nano 包含了一个名为 QK-nano 的，可抢占的，运行到完成的RTC(Run-To-Completion)内核，它和

第十章里描叙的全功能 QP 版本的 QK 可抢占内核的工作方式非常类似。在你决定使用一个可抢占内

核比如 QK-nano 前，我强烈推荐你阅读第十章的 10.1节。

请注意，可抢占 QK-nano 内核和非可抢占 vanilla 内核相比，对目标 CPU和编译器的要求更

加多。通常， QK-nano 可以和某个给定处理器和编译器一起工作，如果它们可以满足以下条件：

1. 处理器支持一个硬件堆栈，并且可以容纳堆栈变量（不仅是返回地址）。

2. 处理器有足够的堆栈内存，允许最少 2 层任务嵌套，这样一个高优先级活动对象可以抢占

一个低优先级的活动对象最少一次。如果你没有这些堆栈，你不能利用到可抢占内核的优点。

3. C或 C++ 编译器可以生成可重入代码。特别的，编译器必须可以在栈上分配自动变量。

例如，一些较旧的 CPU架构，例如 8位 PIC ，没有一个 C 语言友好的堆栈架构，即使它们有

足够的 RAM ，但是并不容易运行 QK-na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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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QK-nano  接口      qkn.h  

通过简单的在 qpn_port.h头文件的尾部包含 QK-nano 的接口 qkn.h ，你配置你的 QP-nano 应用程序

去使用 QK-nano 内核 ( 而不是默认的 vanilla 内核 ) 。清单 12.17 展示了 qkn.h 头文件。

代码列表 138  QK-nano 接口 （文件 <qp>\qpn\include\qkn.h ）

     #ifndef qkn_h

     #define qkn_h

 (1) #define QK_PREEMPTIVE   1

 (2) void QK_init(void);

 (3) void QK_schedule_(void) Q_REENTRANT;

 (4) void QK_onIdle(void);

 (5)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QK_currPrio_;                /* current QK priority */

     #ifndef QF_ISR_NEST

 (6)     #define QK_SCHEDULE_() \

 (7)         if (QF_readySet_ != (uint8_t)0) { \

                 QK_schedule_(); \

             } else ((void)0)

     #else

 (8)     extern uint8_t volatile QK_intNest_;         /* interrupt nesting level */

         #define QK_SCHEDULE_() \

 (9)         if ((QF_readySet_ != (uint8_t)0) && (QK_intNest_ == (uint8_t)0)) { \

                 QK_schedule_(); \

             } else ((void)0)

     #endif

     #ifdef QK_MUTEX

(10)     typedef uint8_t QMutex;

(11)     QMutex QK_mutexLock  (uint8_t prioCeiling);

(12)     void   QK_mutexUnlock(QMutex mutex);

     #endif                                                          /* QK_MUTEX */

     #endif                                                             /* qkn_h */

(1) 头文件 qkn.h 定义了宏 QK_PREEMPTIVE ，它配置 QF-nano 实时框架去使用 QK-nano 可

抢占型内核而不是合作式 vanilla 内核。

(2) QK_init() 函数执行 CPU相关的初始化，如果这类初始化是必需的。这个函数是可选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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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QK-nano 移植都需要实现这个函数。然而，如果提供了这个函数，你的应用程序必须

调用它，通常在 BSP 的初始化调用它。

(3) QK_schedule_() 函数实现了 QK-nano 调度器。总是从临界区调用 QK 调度器，但是可能在

它内部解锁中断以便启动某个任务。

注： 宏 Q_REENTRANT指示编译器去生成 ANSI-C 兼容的可重入函数代码，见清单 12.11(7) 。

(4) QK_onIdle()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去定制空闲处理 ( 见清单 12.18(11))。

(5) 全局变量 QK_currPrio_ 代表了当前正在运行任务的，全局的系统范围的优先级。

QK_currPrio_ 被声明为 volatile，因为它可以在 ISR 内异步的改变。

(6) QK_SCHEDULE_()封装了在从某个中断退出去处理异步抢占时，对 QK-nano 调度器的调用。

(7) 当不允许中断嵌套时，宏 QK_SCHEDULE_()仅在就绪集为非空时才调用调度器。这样，你

避免了当所有事件队列为空时的一次函数调用开销。

(8) 全局变量 QK_intNest_代表了全局的，系统范围内的中断嵌套层数。 QK_intNest_被声明为

volatile，因为它可以在 ISR 内异步的改变。

(9) 当运行中断嵌套时，宏 QK_SCHEDULE_()仅在就绪集为非空，并且这个结束的中断没有嵌

套在另一个中断里，才调用调度器（见 12.6.4 节）。

(10-12) 当你定义了宏 QK_MUTEX ， qkn.h 定义了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接口。

12.6.2    启动活动对象和      QK-nano  空闲循环

如清单 12.17(1) 所示， qkn.h 头文件内部定义了宏 QK_PREEMPTIVE ，它消除了 vanilla 内核的代

码 ( 见清单 12.16(1)) ，并且使用可抢占型 QK-nano 代码取代。特别的，函数 QF_run()在 QK-nano

内核下有一个不同的实现，如清单 12.18 所示。

代码列表 139启动活动对象和 QK-nano 空闲处理循环 （文件 <qp>\qpn\source\qkn.c ）

     /* Global-scope objects ----------------------------------------------------*/

 (1) uint8_t volatile QK_currPrio_ = (uint8_t)(QF_MAX_ACTIVE + 1);

     #ifdef QF_ISR_NEST

 (2)     uint8_t volatile QK_intNest_;          /* start with nesting level of 0 */

     #endif

 (3) extern QActiveCB const Q_ROM * Q_ROM_VAR QF_pCB_;/* ptr to AO control block */

     /* local objects -----------------------------------------------------------*/

 (4) static QActive *l_act;                                     /* pointer to AO */

     /*..........................................................................*/
     void QF_run(void) {

              /* trigger initial transitions in all registered active objects... */

 (5)     static uint8_t p;                /* declared static to save stack sp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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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or (p = (uint8_t)1; p <= (uint8_t)QF_MAX_ACTIVE; ++p) {

             l_act = (QActive *)Q_ROM_PTR(QF_active[p].act);

             l_act->prio = p;

     #ifndef QF_FSM_ACTIVE

             QHsm_init((QHsm *)l_act);                     /* initial transition */

     #else

             QFsm_init((QFsm *)l_act);                     /* initial transition */

     #endif

         }

         QF_INT_LOCK();

 (7)     QK_currPrio_ = (uint8_t)0;     /* set the priority for the QK idle loop */

 (8)     QK_SCHEDULE_();                   /* process all events produced so far */

         QF_INT_UNLOCK();

 (9)     QF_onStartup();                             /* invoke startup callback  */

(10)     for (;;) {                                    /* enter the QK idle loop */

(11)         QK_onIdle();                         /* invoke the on-idle callback */

         }

     }

(1) 全局变量 QK-currPrio_ 代表了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全局的系统范围的优先级。 QK-nano 的

优先级被初始化为比任何活动对象高一个级别，这有效的在整个初始转换是上锁了 QK-nano 调

度器。

(2) 全局变量 QK_intNest_代表了全局的系统范围的中断嵌套层数。仅当运行中断嵌套时

QK_intNest_才是必需的。

(3) qkn.c 模块重用了全局变量 QF_pCB_，它也被用于在 qfn.c里定义的 QActive_post()和

QActive_postISR() （见清单 12.14 和清单 12.15 ）。

(4) 静态变量 l_act含有一个执行某个活动对象的指针，它在 QK-nano 函数之间被共享。

(5) 局部变量 p （活动对象优先级）被声明为 static，以节省堆栈空间。

(6) 应用程序内所有的活动对象必须被初始化，使用和清单 12.16(6-11) 完全一样的方法。

(7) QK-nano 优先级被降低到空闲循环的级别。

(8) QK-nano 调度器被调用，去处理所有的在活动对象的初始化阶段可能已经被发送给事件队列的

事件

(9) QF_onStartup()回调函数配置并启动中断。这个函数在应用程序层（在 BSP 里）实现。

(10) 这是 QK-nano 内核的空闲循环。

(11) 空闲循环连续的调用 QK_onIdle()回调函数，给应用程序一个机会去把 CPU放入一个低功耗

睡眠模式。 QK_onIdle()函数通常在应用程序层（在 BSP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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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作为一个可抢占型内核， QK-nano 处理空闲过程的方式和非可抢占型 vanilla 内核不同。特

别的， QK_onIdle()回调函数总是在中断被解锁时被调用，并且不需要解锁中断（和

QF_onIdle()回调函数相反）。还有，在QK_onIdle()内到某个低功耗睡眠模式的转换不需要在

中断上锁时发生。这样的转换是安全的，并且不会造成任何竞争情况，因为一个可抢占内核在

还有事件需要处理时绝对不会切换到空闲循环。

12.6.3    QK-nano  调度器

调度器是 QK-nano 内核最重要的一部分。如第十章 10.1.3 节所解释的， QK 调度器在 2 种时刻被调

用： (1) 当某个事件被发送给某个活动对象的事件队列时 ( 同步抢占 ) ，和 (2) 在 ISR 处理的尾部

（异步抢占）。在 QActive_post()函数的实现里（清单 12.14(7) ），你已看到 QK-nano 调度器如何

被调用，去处理同步抢占。在前一节，你也已看到宏 QK_SCHEDULE_() 的定义，它从某个中断上下文

内调用调度器，去处理异步抢占。这里，我描叙 QK-nano 调度器本身。

QK-nano 调度器是一个简单的平常的 C 函数 QK_schedule_() ，它的工作是高效的找到预报运行

的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并运行它，只要它的优先级比当前所服务的 QK-nano 优先级高。为了执行这

个工作， QK-nano 调度器依靠 2 个数据元素：预备运行的任务的集合 QF_readySet_ （ 12.4.1 节）和

当前正在被处理的任务的优先级 QK_currPrio_(清单 12.17(5)) 。清单 12.19 展示了 QK_schedule_() 函

数的完整实现。你肯定能够发现，这个函数的一些元素我们已经在非可抢占型 vanilla 内核讨论过了。

代码列表 140 可抢占型 QK-nano 调度器（文件 <qp>\qpn\source\qkn.c ）

(1) void QK_schedule_(void) Q_REENTRANT {

         static uint8_t const Q_ROM Q_ROM_VAR log2Lkup[] = {

             0, 1, 2, 2,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

         static uint8_t const Q_ROM Q_ROM_VAR invPow2Lkup[] = {

             0xFF,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

 (2)     uint8_t p;       /* the new highest-priority active object ready to run */

               /* determine the priority of the highest-priority AO ready to run */

     #if (QF_MAX_ACTIVE > 4)

         if ((QF_readySet_ & 0xF0) != 0) {                 /* upper nibble used? */

 (3)         p = (uint8_t)(Q_ROM_BYTE(log2Lkup[QF_readySet_ >> 4]) + 4);

         }

         else                            /* upper nibble of QF_readySet_ is zero */

     #endif

         {

 (4)         p = Q_ROM_BYTE(log2Lkup[QF_readySet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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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f (p > QK_currPrio_) { /* is the new priority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

 (6)         uint8_t pin = QK_currPrio_;            /* save the initial priority */

 (7)         do {

 (8)             QK_currPrio_ = p;  /* new priority becomes the current priority */

 (9)             QF_INT_UNLOCK();    /* unlock interrupts to launch the new task */

                                       /* dispatch to HSM (execute the RTC step) */

     #ifndef QF_FSM_ACTIVE

(10)             QHsm_dispatch((QHsm *)Q_ROM_PTR(QF_active[p].act));

     #else

(11)             QFsm_dispatch((QFsm *)Q_ROM_PTR(QF_active[p].act));

     #endif

(12)             QF_INT_LOCK();

                    /* set cb and a again, in case they change over the RTC step */

(13)             QF_pCB_ = &QF_active[p];

(14)             l_act = (QActive *)Q_ROM_PTR(QF_pCB_->act);

(15)             if ((--l_act->nUsed) == (uint8_t)0) {/*is queue becoming empty? */

                                                          /* clear the ready bit */

(16)                 QF_readySet_ &= Q_ROM_BYTE(invPow2Lkup[p]);

                 }

                 else {

(17)                 Q_SIG(l_act) =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l_act->tail].sig;

     #if (Q_PARAM_SIZE != 0)

(18)                 Q_PAR(l_act) =

                           ((QEvent *)Q_ROM_PTR(QF_pCB_->queue))[l_act->tail].par;

     #endif

(19)                 if (l_act->tail == (uint8_t)0) {            /* wrap around? */

(20)                     l_act->tail = Q_ROM_BYTE(QF_pCB_->end);/* wrap the tail */

                     }

(21)                 --l_act->tail;                 /* always decrement the tail */

                 }

                               /* determine the highest-priority AO ready to run */

(22)             if (QF_readySet_ != (uint8_t)0) {

     #if (QF_MAX_ACTIVE > 4)

(23)                 if ((QF_readySet_ & 0xF0) != 0) {     /* upper nibble used? */

(24)                     p = (uint8_t)(Q_ROM_BYTE(log2Lkup[QF_readySet_ >> 4])+ 4);

                     }

                     else                /* upper nibble of QF_readySet_ is zero */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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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p = Q_ROM_BYTE(log2Lkup[QF_readySet_]);

                     }

                 }

                 else {

(26)                 p = (uint8_t)0;                    /* break out of the loop */

                 }

(27)         } while (p > pin);      /* is the new priority higher than initial? */

(28)         QK_currPrio_ = pin;                 /* restore the initial priority */

         }

(29) }

(1) QK-nano 调度器必须是一个可重入函数。这个调度器总是在中断上锁时被调用，但是也许在内

部会解锁中断去启动某个任务。

(2) 堆栈变量 p将含有新的预备运行的，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活动对象（任务）的优先级。

注： 变量 p必须被分配在栈上，因为每一层次的抢占需要计算预备运行的最高优先级活动对象的不

同的复制值。编译器绝不能把这个变量 p放入静态内存。因为这个原因，在 (1) 行

QK_schedule_() 函数被声明成 reentrant 。

(3-4) 通过 binary 对数查找表，具有一个非空事件队列的最高优先级活动对象被找出来，方法和我在

清单 12.16(16-18)所解释的完全一样。

(5) 仅当这个新任务的优先级比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的被保存的优先级高时， QK 调度器才可以

启动这个新任务。

注： QK-nano 调度器是一个间接递归函数。调度器调用任务函数，这个任务可能会给其他任务发送

事件（同步抢占）。调度器也可被 ISR 抢占，因为 ISR 也可在退出时调用调度器 ( 异步抢

占 ) 。然而，仅当任务的优先级递增时这个递归才能继续下去。由于第 (5) 行的 if 语句，给

某个低等级任务的或同等级的任务（自身）发送一个事件，会终止这个递归。

(6) 为了处理抢占， QK-nano 调度器将需要递增当前的优先级。然而，在做这个前，当前的优先

级被保存到一个堆栈变量 pin 。

注： 变量 pin 必须被分配在栈上，因为每一层次的抢占需要保存当前它自己的当前优先级的复制值。

编译器绝不能把这个变量 pin 放入静态内存。因为这个原因，在 (1) 行 QK_schedule_() 函

数被声明成 reentrant 。

(7) 只要调度器可以找到比初始优先级 pin 更高的预备运行任务的优先级，这个 do- 循环就继续

运行。

(8) 当前 QK-nano 优先级被提升到准备启动的最高优先级任务的层次。

(9) 中断被解锁，启动一个新的RTC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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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当前事件被派发给活动对象的状态机。

注： 派发事件给状态机代表活动对象线程的运行到完成步骤。请注意，这个 RTC任务在中断解锁

时执行。

(12) 中断被再次上锁，在处理了当前事件后，更新活动对象事件队列的状态。

(13) 全局指针 QF_pCB_被设置成指向在 ROM 里的，活动对象的控制块 &QF_active[p] 。

(14) 静态活动对象指针 l_act被设置成指向优先级为 p 的活动对象。

注： 被 l_act所指向的活动对象就是在 (10-11)行刚结束 RTC步骤的那个活动对象。然而，我没有

提前设置 l_act，因为当中断是解锁状态时，本地变量 l_act可能会改变。

(15) 在队列的事件的数量被递减，并和 0 比较。

(16) 如果队列为空，使用 invPow2Lkup[]查找表，在 QF_readySet_ 位掩码的相应的 bit会被清除。

(17-18) 下一个事件被从环形缓存的 tail 处复制到状态机内部的当前事件。

(19-20) 检查 tail 是否回绕。

(21) 总算递减 tail 。

(22) 如果某些活动对象是预备运行状态。

(23-25) 调度器找出下一个最高优先级的预备运行的活动对象。

(26) 如果 QF_readySet_ 为空， QK-nano 内核没有其他事要处理。变量 p被设置成 0 ，在下一步

结束这个 do-while 循环。

(27) 如果 QK-nano 调度器继续找到比初始优先级 pin 更高的预备运行的任务优先级， while 条件

循环将返回 (7) 。

(28) 在循环结束后，当前的 QK-nano 优先级必须恢复到原来的级别。

(29) 总是在中断上锁时， QK-nano 调度器才返回。

12.6.4    QK-nano  的中断处理

QK-nano 通常和 C 编译器生成的 ISR 一起工作，绝大多数嵌入式 C 交叉编译器支持生成 ISR 。然而，

和非可抢占型 vanilla 内核不同，可抢占型 QK-nano 内核必须被通知关于进入和退出每个 ISR 的情况，

以便处理潜在的异步抢占。对从 ISR 进入和退出的特别需求取决于 ISR 采用的中断上锁策略。

当运行中断嵌套时（在 qpn_port.h里定义 QF_ISR_NEST宏），在 QK-nano 的中断处理和在

10.3.3 节描叙的全功能版本的 QK 完全一致。特别的，中断嵌套计数器 QK_intNest_，在中断进入时

必须被递增，在中断退出时必须被递减。仅当中断嵌套计数器为 0 时， QK-nano 调度器才被调用，这

意味着 ISR 不会嵌套在另一个 ISR 的顶部。

然而，当不允许中断嵌套时（在 qpn_port.h里没有定义宏 QF_ISR_NEST）， QK-nano 允许使用

比全功能版本 QP 更加简单的中断处理方法。特别的，当中断不能嵌套时，你不需要在进入 ISR 时递

增中断嵌套计数器（ QK_intNest_），也不需要在退出 ISR 时递减嵌套计数器。事实上，当宏

QF_ISR_NEST没有被定义时，甚至没有 QK_intNest_计数器。这种简化性是可能的，因为 QP-nano 使

用特别的 ISR 版本的事件发送函数 QActive_posISR()，它不调用 QK-nano 调度器。因此，在 ISR 里

不需要防止异步抢占。清单 12.20 展示了当不允许中断嵌套时，简化后的中断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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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列表 141当不允许中断嵌套时 ISR 的结构。

     void interrupt YourISR(void) {  /* typically entered with interrupts locked */

                                                       /* QK_ISR_ENTRY() – empty */

         Clear the interrupt source, if necessary

         Execute ISR body, including calling QP-nano services, such as:

         QActive_postISR() or QF_tick()

         Send the EOI instruction to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if necessary

         QK_SCHEDULE_();                                        /* QK_ISR_EXIT() */

     }

12.6.5    QK-nano  的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

QK-nano 支持优先级天花板互斥体机制，方法和全功能版本的 QK 完全一样（见第十章 10.4.1 节）。

在 QK-nano 里，这个特征的默认设置是禁止的，但是你可以在 qpn_port.h头文件里定义宏

QK_MUTEX 而使能这个特征。

12.7                                                                                                                            

    PELICAN      路口实例

在本章描叙的“飞行和射击”游戏实例展示了 QP-nano 的绝大多数特征，但是它没有演示 QP-nano 运

行在一个实际 MCU 上的情况。在这一节，我描叙 PEdestrian LIght CONtrolled （PELICAN）人行道

控制器实例应用程序，它演示了一个复杂的层次式状态机，在活动对象和 ISR 直接的事件交换，时间

事件，以及 QK-nano 可抢占型内核。我可以把这个应用程序压缩进 MSP430-F2013超低功耗 MCU 里，

它仅有 128 字节的 RAM 和 2KB字节的闪存 ROM 。特别的，这个代码已经在Texas Instruments的

TeZ430-F2013 USB stick59 上进行了测试。 eZ430-F2013是一个完整的开发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基于

USB的调试器，并在一个小的 USB盘封装里提供了一个 MSP430-F2013的开发板。

本书的代码包含了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应用程序在 MSP430 ， Cortex-M3 和 80x86/DOS

的几个版本。我为每个目标CPU提供了 2 个版本：使用 vanilla 内核的非可抢占型配置和可抢占型 QK-

nano配置。关于这些例子的位置，请参考 12.3.1 节的清单 12.7 。

图 98  eZ430-F2013 USB Stick

59 在本书写作期间，eZ430-F2013 USB stick在 TI 网站上可用 20美元买到(www.ti.com/eZ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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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开始描叙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状态机和它的 QP-nano 实现前，我需要提供问题的规范。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见图 12.7 ）开始时，汽车是被允许的（给车的是绿灯），行人是不被允许的

（给行人的是“不要通过”信号）。为了改变交通灯，一个行人必须按下在人行道的一个按钮，它产生

PEDS_WAITING事件。作为响应，汽车得到黄灯信号，在几秒钟后，它变为红灯信号。然后，行人得到

“通过”信号，不久它变成闪烁的“不要通过”信号。当“不要通过”信号停止闪烁，汽车再次得到绿

灯信号。在这个循环后，交通灯不会立即响应 PEDS_WAITING按钮，尽管这个按钮“记住”了它已经

被按下过。在重复交通灯转变周期前，交通灯控制器总是给汽车一个最少几秒的绿灯信号。一个附加的

特征是，在任何时候，操作员可以（通过提供 OFF事件）让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离线 (offline) 。

在“离线”模式，汽车得到一个闪烁的红灯信号，行人得到一个闪烁的“不要通过”信号。在任何时候，

操作员可以（通过提供 ON 事件）让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上线 (online)。

图 99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

12.7.1        PELICAN      状态机

图 12.8 展示了完整的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状态图。在图后面的解释部分，我描叙它如何工作。如果

你对 UML 状态机符号的某些方面，请参考本书的第一部分。

图 100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的状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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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初始转换时， PELICAN状态机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并为汽车显示红灯信号，为行人显

示“不要通过”信号。

(2) operational 状态有一个嵌套的，到 carsEnabled 子状态的初始转换。根据 UML 语义，这

个转换必须在进入超状态后发生。

(3) carsEnabled 状态有一个嵌套的，到 carsGreen子状态的初始转换。根据 UML 语义，这个

转换必须在进入超状态后发生。进入 carsGreen状态把信号为汽车转变成绿灯，启动时间事件，

让它在 GREEN_TOUT时钟节拍后到期。 GREEN_TOUT超时值代表给汽车的绿灯信号的最少

持续时间。

(4) carsGreen状态有一个嵌套的，到 carsGreenNoPed 的子状态的初始转换。根据 UML 语义，

这个转换必须在进入超状态后发生。 carsGreenNoPed 状态是一个叶子状态 (leaf state)，这意

味着它没有子状态或者初始转换。状态机停止并在这个状态等候。

(5) 当 PEDS_WAITING事件到达 carsGreenNoPed 状态，状态机转换到另一个叶子状态

carsGreenPedWait。请注意，状态机继续停留在 carsGreen超状态，因为给汽车的绿灯信号的最

少持续时间还未到期。然而，通过转换到 carsGreenPedWait子状态，状态机记住了行人正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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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6) 然而，当 Q_TIMEOUT 事件到达，并且状态机还在 carsGreenNoPed 状态，状态机转换到

carsGreenInt（为汽车中断绿灯信号）状态。

(7) carsGreenInt状态通过立即转换到 carsYellow 状态来处理 PEDS_WAITING事件，因为给汽

车的绿灯信号的最少持续时间已经过去了。

(8) carsGreenPedWait状态，另一方面，仅处理 Q_TIMEOUT 事件，因为行人已经在等待给汽车

的绿灯信号的最少持续时间的到期。

(9) carsYellow 状态为汽车显示黄灯信号，并为黄灯的持续时间准备定时器。 Q_TIMEOUT 事件

造成到 pedsEnabled状态转换。这个转换造成从 carsEnabled 超状态的退出，这将为汽车显示红

灯信号。

这对状态 carsEnabled 和 pedsEnabled，通过交替的允许汽车和行人同行，实现了 PELICAN人行

道控制器的主要功能。从 carsEnabled 的退出动作（通过为汽车显示红灯）禁止了汽车，而从

pedsEnabled的退出动作（通过为行人显示“不能通行”）禁止了行人。状态转换的 UML 语义保证了

这些退出动作将被执行，无论从哪种路径退出这些状态，因此我可以确信，在 pedsEnabled状态外面，

行人将总是得到“不要通行”信号，在 carsEanbled 状态外面，汽车将总会得到红灯信号。

注： 在 carsEnabled 和 pedsEnabled状态的退出动作保证了对人行道的互斥的存取，这是这个应用程

序主要的安全考虑。

(10) pedsEnabled状态有一个嵌套的到 pedsWalk子状态的初始转换。根据 UML 语义，这个转

换必须在进入超状态后发生。到 pedsWalk的进入动作为行人显示“通过”信号，并为这个信

号的持续时间启动定时器。

(11) Q_TIMEOUT 事件触发了到 pedsFlash状态的转换，在这个状态里，“不要通过”信号将闪烁。

我使用 PELICAN状态机的内部变量 me->pedFlashCtr 来为闪烁的次数计数。

(12-13) Q_TIMEOUT 事件触发了 2 个带有互补监护条件的内部转换。当 me->pedFlashCtr 计数器是

偶数时，“不要通过”信号被打开。当它是奇数时，“不要通过信号”被关闭。 2 种情况下，

计数器都被递减。

(14) 最后，当 me->pedFlashCtr 计数器变为 0 ， Q_TIMEOUT 事件触发到 carsEnabled 状态的转

换。这个转换造成从 pedsEnabled状态的退出动作的执行，这将为行人显示“不要通过”信号。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的工作将会重复。

在这时候，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的主要功能已经做完。然而，我还需要增加 offline 操作模式，

因为状态层次化的原因，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15) 在 operational 超状态的 OFF事件触发到 offline 状态的转换。层次式状态通过直接或间接继

承 operational 超状态，确保转换 OFF被继承，因此无论状态机在哪个子状态， OFF信号总

会触发到 offline 状态的转换。也请注意，退出动作的语义继续适用，因此在从 operational 状

态退出时，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将进入一个稳定的安全状态内（汽车和行人都被禁止）。

(16) 在 offline 状态的子状态里的 Q_TIMEOUT 事件造成给汽车和行人的信号的闪烁，这正是问

题规范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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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如何时候， ON 事件通过触发到 operational 状态的转换，可以中断 offline 模式

在 QP-nano 里PELICAN状态机的实际实现是十分简单的，完全使用我在 12.2.4 节描叙 Ship状

态机时相同的简单规则。 PELICAN应用程序的源代码位于目录

<qp>\qpn\examples\msp430\iar\pelican\eZ430\ 。

12.7.2        Pedestrian      活动对象

实际生活中的的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硬件提供了一个按钮用来生成 PED_WAITING 事件，它也是

一个生成 OF/OFF 事件的开关。但是 eZ430 USB stick 没有按钮或任何其他方法来提供外部输入（见

图 12.6 ）。对于 eZ430 ，我需要在另一个独立的状态机里模拟 pedestrian/ 操作员。这正是一个好机会，

去演示如何在应用系统中纳入第二个状态机 ( 活动对象 ) 。

Pedestrian活动对象是非常简单的。它周期性的发送 PED_WAITING 事件给 PELICAN活动对象，

它并且不时的发送 OFF事件而让人行道控制器离线。关于如何从 Pedestrian状态机的源代码画出它的状

态图，我把它作为一个练习留给读者，源文件位于 <qp>\qpn\examples\msp430\iar\pelican-eZ430\ped.c 。

请注意，在 QP 应用程序里，对源代码的这类“反向工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代码总是状态机的精确

的规范。

12.7.3        QP-nano      内核到      MSP430      的移植

PELICAN和 Pedestrain活动对象，以及 main.c 模块对所有目标 CPU都是一致的，不过每个目标CPU需

要一个特定的 QP-nano 移植。在这一节，我描叙使用可抢占型 QK-nano 内核时 QP-nano 想 MSP430

的移植。 QP-nano 移植由 qpn_port.h头文件和在 bsp.c源文件里的 BSP 实现组成。

由于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的松散的定时需求，在这个例子里使用可抢占型内核不是确实合乎情

理的。我描叙可抢占型 QP-nano 配置，主要是为了演示 QK-nano 内核是十分轻量的，可以放入内存

非常受限的 MCU 里，比如 MSP430-F2013。本书代码也包含了使用 eZ430 目标 CPU的， PELICAN

人行道控制器的非可抢占型版本（见清单 12.7 ）。

使用可抢占型 QK-nano 内核的，使用 eZ430 的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的例子位于目录

<qp>\qpn\examples\msp430\iar\pelican-qk-eZ430\ 。清单 12.21 和 12.22 分别展示了 qpn_port.h头文件和

bsp.c源文件。这个移植已经使用免费的 KickStart 版本的 IAR 嵌入式工作台 SMP430 V4.10A 编译。

代码列表 142  使用 QK-nano 的 MSP430 的 QP-nano 的移植 （文件 <qp>\qpn\examples\msp430\iar\pelican-

qk-eZ430\qpn_port.h ）

     #ifndef qpn_port_h

     #define qpn_port_h

     #define Q_NFSM

     #define Q_PARAM_SIZE            0

     #define QF_TIMEEVT_CTR_SIZE     1

     /* maximum # active objects--must match EXACTLY the QF_active[] definition  */

 (1) #define QF_MAX_AC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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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terrupt locking policy for IAR compiler */

 (2) #define QF_INT_LOCK()           __disable_interrupt()

 (3) #define QF_INT_UNLOCK()         __enable_interrupt()

 (4) /*#define QF_ISR_NEST*/                      /* nesting of ISRs not allowed */

                                              /* interrupt entry and exit for QK */

 (5) #define QK_ISR_ENTRY()          ((void)0)

 (6) #define QK_ISR_EXIT()           QK_SCHEDULE_()

 (7) #include <intrinsics.h>  /* contains prototypes for the intrinsic functions */

 (8) #include <stdint.h>    /* Exact-width integer types. WG14/N843 C99 Standard */

     #include "qepn.h"         /* QEP-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include "qfn.h"           /* QF-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9) #include "qkn.h"           /* QK-nano platform-independent public interface */

     #endif                                                        /* qpn_port_h */

(1)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应用程序使用 2 个活动对象（ PELICAN和 Pedestrian）。

(2-3) IAR 编译器为上锁中断和解锁中断提供了非常高效的本质函数。

(4) 在这个 QP-移植里不允许 ISR 的嵌套。

(5-6) 对 QK-nano 的中断进入和退出宏的定义和所采用的中断嵌套策略一致。

(7) IAR头文件 <intrinsics.h> 提供了本质函数的声明，比如 __disable_interrupt()和

__enable_interrupt() 。

(8) IAR 编译器是和 C99兼容的，提供了标准头文件<stdint.h>，它定义了精确宽度的整数类型。

(9) 通过包含 qkn.h 头文件来配置 QK-nano 。

代码列表 143  使用 QK-nano 的 MSP430 的 BSP （文件 <qp>\qpn\examples\msp430\iar\pelican-qk-

eZ430\bsp.c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1)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 see NOTE01 */

 (2)     QK_ISR_ENTRY();                       /* inform QK-nano about ISR entry */

 (3)     QF_tick();

 (4)     QK_ISR_EXIT();                         /* inform QK-nano about ISR exit */

     }

     /*..........................................................................*/

     void BSP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

 (5)     CCR0   = ((BSP_SMCLK + BSP_TICKS_PER_SEC/2) / BSP_TICKS_PER_SEC);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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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QF_onStartup(void) {

 (6)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

     }

     /*..........................................................................*/

     void QK_onIdle(void) {                                        /* see NOTE02 */

 (7)     __low_power_mode_1();  /* adjust the low-power mode to your application */

     }

     /*..........................................................................*/

     void BSP_signalPeds(enum BSP_PedsSignal sig) {

         if (sig == PEDS_DONT_WALK) {

             LED_on();

         }

         else {

             LED_off();

         }

     }

     /*..........................................................................*/

     void Q_onAssert(char const Q_ROM * const Q_ROM_VAR file, int line) {

         (void)fil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

         (void)line;                                   /* avoid compiler warning */

         for (;;) {

         }

     }

(1) QK-nano 可以使用由 C 编译器生成的 ISR 。在 MSP430 里，和在绝大多数 CPU里一样，

进入中断时中断被上锁。

(2) 宏 QK_ISR_ENTRY() 通知 QK-nano 正在进入 ISR 。

注： 即使这个宏在这个特定移植里不做任何事情，为了和 QK_ISR_EXIT() 对称，我喜欢使用它。

而且，这允许我改变中断上锁策略而不需修改 ISR 。

(3) ISR 调用 QP-nano 为 ISR 上下文设计的服务。

(4) 宏 QK_ISR_EXIT() 通知 QK-nano 正在退出 ISR 。

(5) BSP 初始化代码配置系统时钟节拍定时器，使用预定义的速率 BSP_TICKS_PER_SEC( 我在

bsp.h里设置为 20Hz) 设置节拍。

(6) 启动回调函数使能系统时钟节拍 ISR 。这是在 PELICAN人行道控制器应用程序里的唯一

ISR 。

(7) QK-nano 内核的空闲回调函数转换到 LPM1 模式，它是在超低功耗 MSP430 架构里许多可

以利用的低功耗睡眠模式的一种。在你的应用程序里，你应当为了你的特定需求调整功率模式。

注： 当你在 MSP430 里使用低功耗模式时， QK_onIdle()函数仅被实际调用一次，然后空闲循环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493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将停止。这是因为 MSP430 内核在 CPU的 SR 寄存器里维持了节省功率的位 (bit) ，这个寄

存器在中断返回时会自动恢复。因此当某个低功耗模式被选中，当返回到空闲循环时 CPU停止。

如果你想在 QK-nano 的空闲循环里执行其他处理，你需要在每个 ISR 里调用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函数，清除在 SR 寄存器里的功率控制位。

12.7.4        QP-nano      内存使用情况

为了给你关于 QP-nano 内存使用情况的一个印象，表格 12.1 和 12.2 展示了 QP-nano 构件在不同配置

宏的不同设置情况下的内存大小。表格 12.1 的数据是从 KickStart 版本的 IAR 编译器 MSP430 v4.10A

获得的，表格 12.2 的数据是从 KickStart 版本的 IAR 编译器的 ARM Cortex-M3 v5.11获得的。在 2 种

情况下，我都选择了编译器的 High/Size优化级。

表格 12.1 和 12.2 的第一列列出了在 QP-nano 里对 RAM 或 ROM 的使用有明显影响的配置宏。

我忽略了 QF_ISR_NEST和 QF_ISR_KEY_TYPE 宏，因为事实上它们对表格所列举的代码或数据的大小

没有影响（即使这样，定义 QF_ISR_KEY_TYPE 会增加一些堆栈的使用量）。

MSP430 和 Cortex-M3 提供了很好的代码密度， IAR 编译器为这些 CPU架构生成了惊人的

机器码。（对于较旧的 CPU架构，比如 8051或 PIC ，生成的代码很不好）。所以，你应当把在表格

12.1 和 12.2 的数据看成 QP-nano 的代码的最小值，而不是平均值。表格 12.1 的目的主要是给你关于

在不同选项之间相对成本的一个大体印象，而不是给你一个绝对精确的大小。

注： 表格 12.1 和 12.2仅展示了被 QP-nano 构件直接使用的内存，但是不包括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内

存。特别的，你没有看到堆栈的使用情况，或者活动对象和它们的事件队列所需要的 RAM 的

情况。

在表格 12.1 和 12.2 里分别为非可抢占型 vanilla 内核（配置 1至 6 ）和抢占型 QK-nano 内核

( 配置 7至 12) 列出了不同的 QP-nano 配置。在每一个分组里，较简单的配置排在高成本配置的前面。

例如，绝对最小配置 1 ，它消除了 HSM代码（因此仅提供了基本的FSM支持），不使用事件变量，没

有时间事件，最多 4 个活动对象。这个最小配置明显的非常有限。然而，配置 4已经非常合理。它还

是仅提供了非层次式 FSM，但是包括了事件变量，时间事件，以及多达 8 个活动对象，而这些仅需要

700 字节的代码空间的开销。

到目前为止，成本最高的配置（在 ROM 方面）是对 HSM的支持，它需要大约 650 字节（例

如，请比较配置 4 和 5 ，或者比较配置 10和11）。另一方面，和 vanilla 内核相比， QK-nano 可抢

占型内核的 ROM 空间仅增加了大约 50到 100 字节。显然， Qk-nano 的真是开销在于增加的堆栈需

求，这点在表格 12.1 和 12.2 里没有显示出来。

表格 8  在配置变量的不同设置下 QP-nano 内存字节使用情况 （ MSP430/IAR编译器 /High/Size优化级别）

在 qpn_port.h里的配置参数 qepn.c

(RAM/ROM)

qfn.c

(RAM/ROM)

qkn.c

(RAM/ROM)

QP-nano 合

计

(RAM/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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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0 4 0/110 6/420 N/A 6/   530

2 √ 2 0 4 0/110 6/474 N/A 6/   584

3 √ 0 0 8 0/110 6/504 N/A 6/   614

4 √ 2 2 8 0/110 9/578 N/A 9/   688

5 √ 2 2 8 0/634 9/578 N/A 9/1,212

6 2 2 8 0/722 9/578 N/A 9/1,300

7 √ 0 0 4 √ 0/110 3/207 4/246 7/   563

8 √ 2 0 4 √ 0/110 3/238 4/268 7/   616

9 √ 0 0 8 √ 0/110 3/207 4/292 7/   609

1

0

√ 2 2 8 √ 0/110 6/313 4/314 10/  737

1

1

√ 2 2 8 √ 0/634 6/313 4/314 10/1,261

1

2

2 2 8 √ 0/722 6/313 4/314 10/1,349

表格 9 在配置变量的不同设置下 QP-nano 内存字节使用情况 （ ARM Cortex-M3/IAR编译器 /High/Size优化

级别）

在 qpn_port.h里的配置变量 qepn.c

(RAM/ROM)

qfn.c

(RAM/ROM)

qkn.c +

qkn.s

(RAM/ROM)

QP-nano 合计

(RAM/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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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0 4 0/110 12/406 N/A 12/   516

2 √ 2 0 4 0/110 12/456 N/A 12/   566

3 √ 0 0 8 0/110 12/426 N/A 12/   536

4 √ 2 2 8 0/110 13/550 N/A 13/   660

5 √ 2 2 8 0/620 13/550 N/A 13/1,170

6 2 2 8 0/702 13/550 N/A 13/1,252

7 √ 0 0 4 √ 0/110 8/224 8/334 16/   668

8 √ 2 0 4 √ 0/110 8/260 8/350 16/   720

9 √ 0 0 8 √ 0/110 8/224 8/374 16/   708

10 √ 2 2 8 √ 0/110 9/334 8/390 17/  834

11 √ 2 2 8 √ 0/620 9/334 8/390 17/1,334

12 2 2 8 √ 0/702 9/334 8/390 17/1,426

作为比较，全功能版本的 QP60 ，在使用 IAR 的 Cortex-M3 编译器进行编译时，在使用 8 个活

动对象的配置下，需要 2718字节的 ROM （ 616 字节用于 QEP构件， 2102字节用于 QF 构件），

以及 121 字节的 RAM 。这大约相当于表格 12.2 的配置 6 。

12.8                                                                      

小结

低端 MCU 占有嵌入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份额，因为每年会销售几十亿个这类器件。传统的内核

或 RTOS 不能很好的适应这些小型的 MCU ，因为它们需要使用太多的 RAM 。然而， QP-nano 演示

了一个事件驱动型的框架可以被用于非常小的系统，它们具有 2KB字节的 ROM 和大约 100 字节的

RAM 。 QP-nano 很可能是这个行业里支持 UML 风格的层次式状态机和活动对象的最小的事件驱

动型框架。

60 它的 C 和 C++版本具有基本上一致的大小，C++版本会多使用大约 24字节的 ROM，这相当于整个代码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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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QP      和      QP-nano      的许可证政策

任何开源软件的许可方应该考虑使用双许可证选项作为吸引新客户的一个方法。

--Lawrence Rosen, 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的大法律顾问和秘书

在本书内描叙的所有软件可以从网站 http://www.state-machine.com/psicc2，或者在双许可证 (dual 

licensing) 模式下的任何其他地方获得，在两种情况下，都结合了开源软件发行机制和闭源软件许可模式。

A.1       开源许可证

本书描叙的所有软件在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第 2 版 (GPL2)下可用，这个许可证由自由软件基金会发

行，在本附录的 A5 转载。

GPL2 许可证也许是最著名的历史最悠久的开源许可证。它完全兼容由自由软件基金会认可的开

放源码定义，并被开放源码促进会批准。 [Rosen 05]. 

请注意 GPL2 应用于软件时，不是基于软件如何被使用，而是软件如何被发布。在这个方面

GPL2 可以是限制性的，因为 GPL2 第 2(b)节要求，如果你在版权法下发布初始软件或者基于软件的

任何衍生作品，你必须也在 GPL2 开源许可证下发布所有这些衍生作品。 GPL2 明确规定，使用二进

制格式发布初始软件或任何基于它的衍生作品也代表了软件发布。

为获得更多关于 QP 或 QP-nano 的开源许可证，或对开源社区贡献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state-machine.com/licensing/open.htm

或者请通过以下邮件联系 Quantum Leaps公司：

dev@quantum-leaps.com

A.2       封闭许可证      (Closed Source Licensing)  

如果你在开发和发布传统的封闭源代码 (closed source) 的应用程序，你也许会购买一个商业许可证，它

是特别为那些想保护他们的代码的用户而设计的。这种许可证是可能的，因为 Quantum Leaps公司拥有

QP 和 QP-nano 软件的全部知识产权，并且作为版权拥有者，可以用任何方式发行软件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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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Leaps的商业许可证明确的取代 GPL2 开源许可证。这意味着当你在某个商业许可证下许可你

的软件，你明确的不要在开源许可证下使用这个软件，从而你不会受到开源许可证任何条款的限制。

为获得更多关于商业许可证，价格以及技术支持的信息，以及请求一个商业许可证，请访问以下

网站：

http://www.state-machine.com/licensing

或者请通过以下邮件联系 Quantum Leaps公司：

info@quantum-leaps.com

A.3       评估软件

QP 和 QP-nano 软件的开放特性允许任何人在 GPL2 开源许可证下去评估这个软件。在这方面，和评

估在嵌入式系统市场上常见的试用版软件相比，评估双许可证软件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

显然，当你决定发布初始软件的任何部分或者任何基于它的衍生作品时，你必须让你的软件按

GPL2 第 2(b) 要求的那样向公众公开，或者，你可以按 A2 节所描叙的那样购买一个商业许可证。 

A.4       非营利性组织，学术机构，和私人使用

If 如果你代表一个非营利性或者学术机构，你应该考虑使用 GPL2 许可证把你的应用程序作为开源软件

发行。从而，你将能够在 GPL2 许可证下免费使用 QP 或 QP-nano 软件。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不使

用 GPL2 许可证发行你的软件，你应当购买商业许可证。请注意，非营利性组织可以申请免费的商业许

可证，而且将会被慷慨的授予。

If 如果你是个人使用，你可以为你的个人应用程序免费使用 QP 或者 QP-nano 软件，只要你不

发布这些软件。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发布这些，你必须做在 GPL2 和商业许可证之间做一个选择。

请注意，即使你出售 ( 发布 ) 你自己应用程序的一个免费的演示版本，以上的规则也是适用的。

A.5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第      2      版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 June 1991

Copyright (C) 1989, 1991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ree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Everyone is permitted to copy and distribute verbatim copies of this license document, but changing it is not a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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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mble

The licenses for most software are designed to take away your freedom to share and change it.  By contrast,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is 

intended to guarantee your freedom to share and change free software--to make sure the software is free for all its users.  This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pplies

to most of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s software and to any other program whose authors commit to using it.  (Some other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software is covered by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instead.)  You can apply it to your programs, too.

When we speak of free software, we are referring to freedom, not price.  Our General Public Licenses are design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distribute copies of free software (and charge for this service if you wish), that you receive source code or can get it if you want it, that you can 

change the software or use pieces of it in new free programs; and that you know you can do these things.

To protect your rights, we need to make restrictions that forbid anyone to deny you these rights or to ask you to surrender the rights. These 

restrictions translate to certain responsibilities for you if you distribute copies of the software, or if you modify it.

For example, if you distribute copies of such a program, whether gratis or for a fee, you must give the recipients all the rights that you have.  You 

must make sure that they, too, receive or can get the source code.  And you must show them these terms so they know their rights.

We protect your rights with two steps: (1) copyright the software, and (2) offer you this license which gives you legal permission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e software.

Also, for each author’s protection and ours, we want to make certain that 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there is no warranty for this free software.  If 

the software is modified by someone else and passed on, we want its recipients to know that what they have is not the original, so that any problems 

introduced by others will not reflect on the original authors’ reputations.

Finally, any free program is threatened constantly by software patents.  We wish to avoid the danger that redistributors of a free program will 

individually obtain patent licenses, in effect making the program proprietary.  To prevent this, we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any patent must be licensed for 

everyone's free use or not licensed at all.

The precis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copying, distribution and modification follow.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COPYING, DISTRIBUTION AND MODIFICATION

0. This License applies to any program or other work which contains a notice plac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saying it may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General Public License.  The “Program”, below, refers to any such program or work, and a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means either the 

Program or any derivative work under copyright law: that is to say, a work containing the Program or a portion of it, either verbatim or with modifications 

and/or translat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Hereinafter, translation is included without limitation in the term “modification”.)  Each licensee is addressed as 

“you”.

Activities other than copying, distribution and modification are not covered by this License; they are outside its scope.  The act of running the 

Program is not restricted, and the output from the Program is covered only if its contents constitute a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independent of having 

been made by running the Program).

Whether that is true depends on what the Program does.

1.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verbatim copies of the Program's source code as you receive it,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at you conspicuously 

and appropriately publish on each copy an appropriate copyright notice and disclaimer of warranty; keep intact all the notices that refer to this License and to

the absence of any warranty; and give any other recipients of the Program a copy of this License along with the Program.

You may charge a fee for the physical act of transferring a copy, and you may at your option offer warranty protection in exchange for a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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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ou may modify your copy or copies of the Program or any portion of it, thus forming a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and copy and distribute 

such modifications or work under the terms of Section 1 above, provided that you also meet all of these conditions:

a) You must cause the modified files to carry prominent notices stating that you changed the files and the date of any change.

b) You must cause any work that you distribute or publish, that in whole or in part contains or is derived from the Program or any part thereof, to 

be licensed as a whole at no charge to all third partie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c) If the modified program normally reads commands interactively when run, you must cause it, when started running for such interactive use in 

the most ordinary way, to print or display an announcement including an appropriate copyright notice and a notice that there is no warranty (or else, saying 

that you provide a warranty) and that users may redistribute the program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nd telling the user how to view a copy of this License.  

(Exception: if the Program itself is interactive but does not normally print such an announcement, your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is not required to print an

announcement.)

These requirements apply to the modified work as a whole.  If identifiable sections of that work are not derived from the Program, and can be 

reasonably considered independent and separate works in themselves, then this License, and its terms, do not apply to those sections when you distribute 

them as separate works.  But when you distribute the same sections as part of a whole which is a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hole 

must be on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whose permissions for other licensees extend to the entire whole, and thus to each and every part regardless of who 

wrote it.

Thus, it is not the intent of this section to claim rights or contest your rights to work written entirely by you; rather, the intent is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control the distribution of derivative or collective works based on the Program.

In addition, mere aggregation of another work not based on the Program with the Program (or with a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on a volume of 

a storage or distribution medium does not bring the other work under the scope of this License.

3. You may copy and distribute the Program (or a work based on it, under Section 2) in object code or executable form under the terms of 

Sections 1 and 2 above provided that you also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a) Accompany it with the complete corresponding machine-readable source code, which must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Sections 1 and 2 

above on a medium customarily used for software interchange; or,

b) Accompany it with a written offer, valid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to give any third party, for a charge no more than your cost of physically 

performing source distribution, a complete machine-readable copy of the corresponding source code, to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Sections 1 and 2 

above on a medium customarily used for software interchange; or,

c) Accompany it with the information you received as to the offer to distribute corresponding source code.  (This alternative is allowed only for 

noncommercial distribution and only if you received the program in object code or executable form with such an offer, in accord with Subsection b above.)

The source code for a work means the preferred form of the work for making modifications to it.  For an executable work, complete source code 

means all the source code for all modules it contains, plus any associated interface definition files, plus the scripts used to control compila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executable.  However, as a special exception, the source code distributed need not include anything that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in either 

source or binary form) with the major components (compiler, kernel, and so on) of the operating system on which the executable runs, unless that component

itself accompanies the execu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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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distribution of executable or object code is made by offering access to copy from a designated place, then offering equivalent access to copy 

the source code from the same place counts as distribution of the source code, even though third parties are not compelled to copy the source along with the 

object code.

4. You may not copy, modify, sublicense, or distribute the Program except as expressly provided under this License.  Any attempt otherwise to 

copy, modify, sublicense or distribute the Program is void, and will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your rights under this License. However, parties who have 

received copies, or rights, from you under this License will not have their licenses terminated so long as such parties remain in full compliance.

5. You are not required to accept this License, since you have not signed it.  However, nothing else grants you permission to modify or distribute 

the Program or its derivative works.  These actions are prohibited by law if you do not accept this License.  Therefore, by modifying or distributing the 

Program (or any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you indicate your acceptance of this License to do so, and all its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copying, distributing

or modifying the Program or works based on it.

6. Each time you redistribute the Program (or any work based on the Program), the recipient automatically receives a license from the original 

licensor to copy, distribute or modify the Program subject to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You may not impose any further restrictions on the recipients' 

exercise of the rights granted herein.  You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compliance by third parties to this License.

7. If, as a consequence of a court judgment or allegation of patent infringement or for any other reason (not limited to patent issues), conditions 

are imposed on you (whether by court order, agreement or otherwise) that contradict the conditions of this License, they do not excuse you from the 

conditions of this License.  If you cannot distribute so as to satisfy simultaneously your obligations under this License and any other pertinent obligations, 

then as a consequence you may not distribute the Program at all.  For example, if a patent license would not permit royalty-free redistribution of the Program

by all those who receive copi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you, then the only way you could satisfy both it and this License would be to refrain entirely 

from distribution of the Program.

If any portion of this section is held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under any particular circumstance, the balance of the section is intended to apply 

and the section as a whole is intended to apply in other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to induce you to infringe any patents or other property right claims or to contest validity of any such claims; 

this section has the sol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free software distribution system, which is implemented by public license practices.  Many 

people have made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wide range of software distributed through that system in reliance on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that system; it

is up to the author/donor to decide if he or she is willing to distribute software through any other system and a licensee cannot impose that choice.

This section is intended to make thoroughly clear what is believed to be a consequence of the rest of this License.

8. If the distribution and/or use of the Program is restricted in certain countries either by patents or by copyrighted interfaces,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who places the Program under this License may add an explici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limitation excluding those countries, so that 

distribution is permitted only in or among countries not thus excluded.  In such case, this License incorporates the limitation as if written in the body of this 

License.

9.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may publish revised and/or new versions of the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rom time to time.  Such new versions 

will be similar in spirit to the present version, but may differ in detail to address new problems or concerns.

Each version is given a distinguishing version number.  If the Program specifies a version number of this License which applies to it and “any 

later version”, you have the option of follow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either of that version or of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f the Program does not specify a version number of this License, you may choose any version ever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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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f you wish to incorporate parts of the Program into other free programs whose distribution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write to the author to ask 

for permission.  For software which is copyright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e sometimes make exceptions 

for this.  Our decision will be guided by the two goals of preserving the free status of all derivatives of our free software and of promoting the sharing and 

reuse of software generally.

NO WARRANTY

11. BECAUSE THE PROGRAM IS LICENSED FREE OF CHARGE, THERE IS NO WARRANTY FOR THE PROGRAM,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EXCEPT WHEN OTHERWISE STATED IN WRITING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OR 

OTHER PARTIES PROVIDE THE PROGRAM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THE ENTIRE RISK AS TO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ROGRAM IS WITH YOU.  SHOULD THE 

PROGRAM PROVE DEFECTIVE, YOU ASSUME THE COST OF ALL NECESSARY SERVICING, REPAIR OR CORRECTION.

12. IN NO EVENT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WILL ANY COPYRIGHT HOLDER, OR

ANY OTHER PARTY WHO MAY MODIFY AND/OR REDISTRIBUTE THE PROGRAM AS PERMITTED ABOVE, BE LIABLE TO YOU FOR 

DAMAGES, INCLUDING ANY GENERAL,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R 

INABILITY TO USE THE PROGRAM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OSS OF DATA OR DATA BEING RENDERED INACCURATE OR 

LOSSES SUSTAINED BY YOU OR THIRD PARTIES OR A FAILURE OF THE PROGRAM TO OPERATE WITH ANY OTHER PROGRAMS), 

EVEN IF SUCH HOLDER OR OTHER PARTY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END OF TERMS AND CONDITIONS

How to Apply These Terms to Your New Programs

If you develop a new program, and you want it to be of the greatest possible use to the public,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this is to make it free 

software which everyone can redistribute and change under these terms.

To do so, attach the following notices to the program.  It is safest to attach them to the start of each source file to most effectively convey the 

exclusion of warranty; and each file should have at least the “copyright” line and a pointer to where the full notice is found.

<one line to give the program's name and a brief idea of what it does.>

Copyright (C) <year>  <name of author>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ree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Also add information on how to contact you by electronic and paper mail.

If the program is interactive, make it output a short notice like this when it starts in an interact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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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omovision version 69, Copyright (C) year name of author

Gnomovision come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for details type `show w'.

This is free software, and you are welcome to redistribute i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ype `show c' for details.

The hypothetical commands `show w' and `show c' should show the appropriate par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License.  Of course, the commands 

you use may be called something other than `show w' and `show c'; they could even be mouse-clicks or menu items--whatever suits your program. You 

should also get your employer (if you work as a programmer) or your school, if any, to sign a "copyright disclaimer" for the program, if necessary.  Here is a

sample; alter the names:

Yoyodyne, Inc., hereby disclaims all copyright interest in the program

`Gnomovision' (which makes passes at compilers) written by James Hacker.

<signature of Ty Coon>, 1 April 1989

Ty Coon, President of Vice

This General Public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incorporating your program into proprietary programs.  If your program is a subroutine library, you 

may consider it more useful to permit linking proprietary applications with the library.  I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do, use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instead of this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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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符号指南

和程序相比这些气泡和箭头的好处是它们从不崩溃

--Bertrand Meyer

在这个附录。我描叙在本书里使用的图形符号61。这些符号必须符合 UML 规范 [OMG07] 。

B.1       类图

一个类图展示了一些类，它们的内部结构，和它们的静态（编译时）关系。图 B.1z展示了类的不同显

示选项。

图 101 类的细节，可见性和属性的不同层次

 一个类总是用一个格子表示，它的顶部是粗体字的类名。在类名下方，类的格子可以有一个

可选的属性格，和名字用一套水平线分割开。在属性下，类的盒子能有一个可选的方法格。

 UML 符号允许你分出抽象类，这些类仅用于派生并不能有直接的实例。图 B.1c展示了这

样的类。抽象类名字用斜体字表示。可选的，你可以使用<<abstract>>版型。如果一个类有

抽象方法（在 C++ 里是纯虚拟成员函数），它们也用斜体字表示。

 有时候，通过一个注释为一些方法提供伪代码是有用的（图 B.1(c) ）

 最后，一个类的格子也能显示属性和方法，如图 B.1(d))所示。

图 102 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同表示选项

61 我用 Microsoft Visio 2003 完成所有的图。在本书的配套代码里有我使用的 Visio 模板的文件(在目录<qp>\visio\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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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展示了继承（ is-a-kind-of 关系）的不同的表示选项。一般性的箭头总是从子类指向超类。

图 B.2 右手边展示了一个继承树，表示有一个不确定数量的子类。

图 103 聚集，适航性和多态

图 B.3 展示了类的聚集（ has-a-component 关系）。一个聚集关系意味着一个对象物理上或概

念上包含别的对象。聚集的符号由在它的基类带有一个菱形的线组成。菱形在所有者类一边（全类），

而这线扩展到构件类（部分类）。实心菱形表示物理上包含。也就是，这个部分类的实例物理上在全类

实例的内部（合成聚合）。一个较弱的聚合形式，用一个空心菱形表示，提示全类只有一个引用或指针

指向部分类的实例而没有物理上包含它。应用的名字也许会出现在基类（如图 B.3 的 part1）。聚合也

能指示在全类和部分类之间的多态和适航。

图 104 作为协作类的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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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状态图

状态图展示了某个给定上下文类的静态状态空间，事件造成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换，动作是结

果。

图 105 状态和一个转换

图 B.5 展示了状态的表示选项，和一个状态转换的符号。一个状态总是使用圆角矩形框表示。状

态的名字用粗体字写在顶部。在名字下方，一个状态可以有一个可选的内部转换隔间，使用一条水平线

和状态名字分割开。内部转换隔间可以包含进入动作（跟在保留符号 entry后的动作），退出动作（跟在

保留的符号 exit 后的动作），和其他内部转换（例如，在图 B.5 里被 EVT触发的转换）。

一个状态转换使用一个从源状态边界出发并指向目标状态边界的箭头表示。一个转换最少必须使

用触发信号作为标签。触发后面可以有可选的一个事件变量，一个监护条件，一个动作的列表和一个被

发送事件的列表。

图 106 组合状态，初始转换和最后状态

图 B.6 展示了一个组合状态（超状态），它包含其他的状态（子状态）。每个组合状态可以有一

个独立的到指定初始子状态的初始转换。尽管图 B.6 仅展示了一层嵌套，这个子状态也可以是组合状

态。

图 107 正交区域和伪装态

保留中文简体翻译的全部版权 anymcu@gmail.com 2010 506



UML 状态图的实用 C/C++设计（第二版），版权 2002-2008 Miro Samek, 保留所有权利。

图 B.7 展示了组合状态 stateA ，它具有由一条虚线分割开的正交区域（ AND- 状态）和 2 个

伪装态：选择点 (choicepoint)和深历史状态 (deep history) 。

B.3       顺序图

一个顺序图展示了在运行时，在对象之间被交换的事件实例的一个特定顺序。一个顺序图有 2 个维度：

垂直维度代表时间，水平维度代表不同的对象。时间从上往下流动 ( 如果需要，这 2 个维度可以被交

互 ) 。

图 B.8 展示了某个顺序图的一个例子。对象合作，带有向下的垂直线，表示参加这个场景的对象。

在 UML 规范里，在每个盒子里的对象名有下划线（某些对象也许仅使用一个冒号和一个类名字区分）。

粗线条框表示这是活动对象。

图 108 顺序图

事件使用水平箭头表示，从发送者对象出发，在接收者对象结束。围绕事件实例的可选细线框可

以指示控制的焦点。顺序图也可以包含状态标志，明确的指示由于事件交换造成的状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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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时序图

时序图展示了在一个单独的时间轴上，在一个或多个对象里面状态的明确改变。图 B.9 展示了多个对象

(T1,T2 和 T3) 的时序图的一个例子。时序图有 2 个维度：时间沿水平轴流动，对象状态在垂直轴。每个

对象被分配了图上的一个水平带（一个“泳道”），使用虚线和其他的水平带分割开。其他选项包括最

后期限 (deadline)，被传播的事件（ propagated event ）和抖动 (jitter) 。

图 109 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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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英文 术语

abstract 抽象的

abstract 抽象

abstract class 抽象类

abstraction 抽象体、抽象物、抽象性

access 访问

access function 访问函数

action 动作

action sequence 动作序列

active 活动的、主动的

active class 主动类

active object 主动对象

active state configuration 活动状态配置

activity 活动

actor 参与者

actual parameter 实际参数

address-of operator 取地址运算符

aggregattion 聚集

algorithm 算法

ancestor 祖先

architecture 构架

argument 参量（对应于参数的具体的值）

array 数组

arrow operator 箭头运算符

artifact 制品

assembly language 汇编语言

assign 赋值

assignment 赋值

assignment operator 赋值运算符

associated 相关的、关联、相应的

association 关联

association end 关联端点

association generalization 关联泛化

associative container 关联式容器

asynchronous action 异步动作

base class 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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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行为

best viable function 最佳可行函式

binary association 二元关联

binary operator 二元运算符

binary tree 二叉树

bind 绑定

binding 绑定

bit 位

bitwise ?

bitwise copy 位拷贝

block 块、分组

boolean 布尔值

bound element 边界元素

byte 字节

call 调用

call operator 调用运算符

candidate function 候选函数

canonical notation 规范表示法

cardinality 基数

chain 链

child class 子类

class 类

class body 类体 ?

class declaration 类声明

class definition 类定义

class derivation list 类继承列表

class head 类头 ?

class hierarchy ?

class library 类库

class template 类模板

class template partial specializations 类模板部分特化

class template specializations 类模板特化

classifier 类元

class-like 类似类

cleanup 清理、清除

collaboration 合作

combination 组合

command line 命令行

comment 注释

compartment 分栏

compile time 编译时间

compiler 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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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ion transition 完成转换

complex transistion 复合转换

component 构件

composite state 复合状态

composition 组成

concrete 实在的

concrete 具体

concurrency 并发

const 常数

constant 常数

constraint 约束

construction 构造

constructor 构造函数

constructor （ ctor） 构造函数

container 容器

container 包容器

context 上下文

copy 复制

creation 创建

current event 当前事件

data 数据

data member 数据成员、成员变量

data structure 数据结构

data type 数据类型

declaration 声明

deduction 推导

deep 深

default 缺省、默许

deferred event 延迟事件

definition 定义

delegation 委派

dependency 依赖

deployment 配置

deployment diagram 部署图

dereference ?

dereference operator ?

derivation 派生

derive 派生

derived class 派生类

derived element 派生元素

descendant 后代

descriptor 描叙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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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设计

design time 设计时间

destroy 销毁

destruction 销毁

destructor（ dtor） 析构函数、析构器

development process 开发过程

device 设备

direct class 直接类

directive （编译）指示符

disjoint substate 互斥子状态

dot operator 点运算符

driver 驱动

dynamic binding 动态绑定

elaboration 细化

encapsulation 封装

enclosing class ?

entity 实体

entry action 进入动作

enum (enumeration) 枚举

enumeration 枚举

enumerators 枚举成员、枚举器

equality operator 等号运算符

evaluate 评估

exception 异常

exception 异常

exception declaration 异常声明

exception handling 异常处理

exception specification 异常规范

exit 退出

exit action 退出动作

explicit 显式

export 引出、导出

expression 表达式

extend 扩展

extent 外延

facility 设施、设备

feature 特征

final state 终态

fire 激发

flush 刷新

focus of control 控制焦点

fork 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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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argument 形式参数

formal parameter 形式叁数

forward declaration 前置声明

framework 框架

framework 框架

friend 友元

function 函数

function call operator 调用运算符

function object 函数对象

function overloaded resolution 函数重载解决（方案）

function template 函数模板

generation 泛化

generic 一般化的、通用的、泛化

generic algorithm 通用算法

global 全局的

global scope resolution operator 全局范围解析运算符

granularity 粒度

guard condition 监护条件

handler 处理函数

hardware 硬件

header file 头文件 ?

hierarchy 层次结构（体系）

history state 历史状态

identifier 标识符

identity 标识符

ill-formed 非良性结构

immediate base 直接上层基类

immediate derived 直接下层派生类

implement 实现

implementation 实现

implicit 隐式

import 导入

inactive 不活动

inception 初始

include 包含

increment operator 增加运算符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增量式开发

inheritance 继承

initial state 初始状态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initialization list 初始值列表

initialize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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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ine 内联

inline expansion 内联展开

instance 实例

instantiate 进行实例化

instantiated 实例化

instantiation 实例

instantiation 实例化

intent 内涵

interaction 交互

interface 接口

interface specifier 接口说明

internal transition 内部转换

invariant 不变量

invoke 调用

iterate 迭代

iteration 迭代

iterator 迭代器

join 结合

junction state 结合状态

label 标签

layer 层

leaf 叶

library 库、函数库

lifetime 生命期、寿命

linker 连接器

list 列表

literal constant 字面常数

local 局部的

location 位置

lvalue 左值

macro 宏

manipulator 操纵器

mechanism 机制

member 成员

member access operator 成员访问运算符

member function 成员函数

member initialization list 成员初始值列表

memberwise 以成员为单位

memberwise copy 以 members 为单元逐一复制

memory 内存

merge 合并

message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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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class 元类

metamodel 元模型

method 方法

micro 微

model 模型

modeling time 建模时间

module 模块

most derived class 最底层的派生类

multiple inheritance 多继承

multiplicity 多重性

mutable 可变的

namespace 命名空间

navigability 导航性

nested class 嵌套类

node 节点

note 注释

object 对象

object oriented 面向对象

operand 操作数

operation 操作

operator 操作符、运算符

option 选项

ordering 定序

orthogonal substate 正交子状态

overflow 溢出

overhead 负担

overload 重载

overloaded function 重载的函数

overloaded operator 被重载的运算符

overloaded set 重载集合

override 重载、改写、重新定义

package 包

parameter 参数

parameter list 参数列表

parent class 父类

parse 解析

partial specialization 局部特化

pass by address 传地址

pass by reference 传地址

pass by value 传值

pattern 模式

persistent object 持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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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ment delete ?

placement new ?

platform 平台

pointer 指针

polymorphic 多态性

polymorphism 多态

postcondition 后置条件

powertype 强类型

precondition 前置条件

preprocessor 预处理器

primitive type 简单类型

private 私有

procedure 过程

process 进程

product 产品

programmer 程序员

programming 编程、程式设计

project 工程

projection 投影

property 特性

protected 受保护

pseudo code 伪码

pseudostate 伪装态

public 公有

qualified 限定 ?

qualifier 限定符

query 查询

queue 队列

raise 引起、引发

rank 等级

raw 未经处理的

realization 实施

refer 叁考

reference 引用

refine 精化

region 区域

reification 具体化

relationship 联系

repository 仓库

represent 表述，表现

request 请求

requirement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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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 解析过程

resolve 解析

responsibility 职责

reuse 重用

role 角色

run time 运行时间

run to completion 运行到完成

rvalue 右值

scenario 场景

scope 范围

scope operator 生存空间运算符

scope resolution operator 生存空间解析运算符

self 自身

self-transistion 自转换

semantics 语义

sequential container 顺序式容器

shallow 浅

signal 信号

signature 特征

simple inheritance 单一继承

simple state 简单状态

simple transition 简单转换

software 软件

source 源码、源代码

source state 源状态

specialization 特化

specification 声明

stack 堆栈

stack unwinding 堆栈辗转开解 *

stage of modeling 建模步骤

statement 语句、声明

stereotype 构造型

stream 流

string 字符串

stubstate 桩状态

subscript operator 下标运算符

substitutability principle 可替代性规则

subtype 子类型

superclass 超类

tag 标签

target state 目标状态

template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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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 跟踪

transition 转换

trigger 触发

tuple 有序表

use case 用例

utility 效用

vertex 顶点

underflow 下溢

view 视图

visibility 可见性

welled formed 良好构成

xor 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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