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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写内核（序） 

 

我对深入研究系统内部非常感兴趣，在大学课程中学习了编译原理相关课程。尝试写过一个编译器，不过它看起来

更像一个汇编器。后来 始使用 FreeBSD，我对它到底怎么实现的感到很好奇，于是找了一份源代码 始阅读，和

你想象的一样，我在数百万行源程序中深陷泥潭。我需要一把来复枪，结果确找到了一堆加农炮：） 

 

后来，我找到了"skelix", 一个 os 内核，运行在 i386 机器上，支持多任务，分页机制，虚拟内存，文件系统等。

这个 tutorial 教你怎样一步一步实现 skelix，虽然它看起来象一个玩具。这样做的好处是看起来更清晰一些。如

果你发现 bug 或好的建议可以告诉原作者（http://www.skelix.org）：xiaoming.mo at skelix dot org。译者：

jinglexy at yahoo dot com dot cn（email and msn both），上海体育馆，Kedacom Company。预计 7月份翻译

完成（2007 年，实际上 6月份就 finish 了：）。 终整理的文档会做成一个 chm 或 pdf 文件发布在

http://www.cppblog.com/jinglexy，方便读者阅读。如有不当或错误之处希望大家指正，修正后的文档和相关讨

论也发布在这个站点上，源程序也可以在这个博客上下载到，实在不行发邮件到我 msn 上吧。 

近也在准备写一个微内核 os，兼容 posix，跨平台等（很多代码会出自 linux，兼容 linux 驱动）。网络上有了

很好的题材，有兴趣的可以结集一下哦。MSN: jinglexy at yahoo dot com dot cn，qq 群见

http://www.cppblog.com/jinglexy 上面的公告。 

晕，这不是广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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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课：环境需求 

  

GCC  

Skelix 使用 c语言编写，当然也用了汇编语言（at&t 风格），在 linux 下使用 gcc 编译。 

[root@root ~]$ gcc -v 

Reading specs from /usr/lib/gcc/i386-redhat-linux/3.4.2/specs 

Configured with: ../configure --prefix=/usr --mandir=/usr/share/man --infodir=/usr/share/info 

--enable-shared --enable-threads=posix --disable-checking --with-system-zlib --enable-__cxa_atexit 

--disable-libunwind-exceptions --enable-java-awt=gtk --host=i386-redhat-linux 

Thread model: posix 

gcc version 3.4.2 20041017 (Red Hat 3.4.2-6.fc3) 

在每篇教程中都给出了源程序和软盘映象文件，你可以直接使用它们。如果你需要编译这些源程序，编译环境必须

正确。我们推荐的环境是 linux2.6.x 内核，gcc3.x 编译器。 

由于在源程序中使用了__asm__, __attribute__, __extention__，以及 gcc 内嵌汇编，还有 unsigned long long(直

到 C99 才 始支持)；如果你使用了其他编译器，需要修改对应的源程序。且编译器必须是 32 位，这样做的目的是

保持源程序简洁清晰。 

 

对于 windows 用户可以使用 cygwin，它提供了 windows 下的 linux 环境。不过我没有尝试使用它，因为我的电脑

上没有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也可以在你的 windows 系统上安装一个虚拟机上的 linux，如果你的电脑足够快的

话。 

 

VMWARE 

 

为了运行教程中的范例，一个虚拟机必不可少，virtual pc2007 已经可以免费使用了，在 M$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找

到下载。当然也可以使用 qemu 和 bochs 之类的虚拟机。推荐的虚拟机是 VMWARE。 

  

Things Are Good To Know 
 
如果能看懂 Makefile 好了，这是*nix 程序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知识。另外，如果你熟悉内存地址映射，中断，

异常，GDT，LDT，IDT，分页机制，范围端口就更好了。当然不懂也没关系，Intel 的三卷手册是案头必备：

http://www.intel.com 

IA-32 Intel Architecture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 Volume1: Basic Architecture 

IA-32 Intel Architecture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 Volume2A: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A-M 

IA-32 Intel Architecture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 Volume2B: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N-Z 

IA-32 Intel Architecture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 Volume3A: System Programming Guide Part1 

IA-32 Intel Architecture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 Volume3B: System Programming Guide Part2 

读者对这些东西不必紧张，我在教程中会解释相关的知识。c语言和汇编是 基本的要求，能够很清楚的了解什么

是堆和栈。关于 c语言的数据成千上万，但是保护模式方面的书籍比哈雷慧星还少，据说每 76 年可以买到一本，

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 

风格约定 

  

原文中的格式被擅自去掉了，翻译后的风格应该可以一看就懂。 

  



第 1 课：引导程序 

  

目标：使"system"从软盘启动，并打印"Hello World!" 下载源程序 

内存寻址 

处理器以‘字节’管理和访问内存，每个字节都有独立的地址，即物理地址。有两种地址映射方式：分段和分页，

skelix 内核中都用到了。 

 

段对于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先回顾一下 dos 时期的段吧。它是一个 16 位的寄存器，所以 多可以直接访问 2^16

字节的内存，即 64K。这对应用程序来说太少了，于是 Intel 使用 Segment:Offset 结合方式来表示一个虚拟地址。

段寄存器左移 4位加上偏移就得到实际的物理地址了。例如，0x7c00:0x0189 表示物理地址 0x7c189，而不是

0x7c000189。计算过程如下： 

  

 7C000 

+ 0189 

------- 

 7C189 

现在我们来计算 大可以访问的地址：FFFF:FFFF 

 

 FFFF0 

+ FFFF 

------- 

10FFEF 

这个范围是 1M + 65519 bytes, 因为在 80386 中使用了 20 位地址线，所以可以额外多访问 65519 个字节虚拟地址，

例如地址 0x100010 被映射到地址 0x10，访问这两个地址是等价的。 

表示同一个物理地址有多种方式，例如 07C0:0000 和 0000:7C00 就是一样的。 

  

另一个概念是线性地址，这个是 32 位地址，只有当分页机制 启时才有效，文章后面会提到它。 

  

引导过程 

  

当系统上电或 RESET 时，处理器将执行一些列的初始化，寄存器被设置成非预知状态，并且 cpu 处于实模式。也许

你想知道 cpu 是怎样设置 segment:offset 为物理地址 FFFF0 的（0xf000:0xfff0 就是 bios 入口地址），这是因为

cs 寄存器有一个非可见部分，它保存了 ffff:0000 地址，并且 cs 在初始化时会被装入 f000 值。此后以正常方式

使用它。当 bois 取得控制权后，根据用户配置（从软驱，硬盘，或 cdrom）中读取第一个 sector 到 00007C00，并

跳转到该地址执行（就是引导程序 bootstrap）。在 bootstrap 中我们可以使用 bios 中断，但是进入 kernel 后就

不能再使用了。 

  

 

程序一：使用 as 和 ld 的范例 

  

你可以在下载源程序的 01/first.cry/bootsect.s 

  

        .text              .text 表示代码段 

        .globl             start 表示 start 可以用作外部符号 

        .code16            GCC 默认使用 32 位地址和操作数，这里告诉它使用 16 位 

http://skelix.org/download/01.rar


start: 

        jmp      start     死循环 

.org    0x1fe,   0x90      .org NEW-LC, FILL，说明：这里填充 0x90，是 nop 指令的机器码 

.word   0xaa55 

  

讲解：.org 指令指示下一个数据地址，为了编译这个程序，我们写了一个 Makefile，总不能老是敲命令吧，呵呵。

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写 Makefile 的资料，编译选项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01/first.cry/Makefile 

AS=as                     gcc 汇编工具 

LD=ld                     gcc 连接器 

 

.s.o: 

    ${AS} -a $< -o $*.o >$*.map 

 

all: final.img 

 

final.img: bootsect 

    mv bootsect final.img 

 

bootsect: bootsect.o 

    ${LD} --oformat binary -N -e start -Ttext 0x7c00 -o bootsect $< 

  

讲解：ld 可以被配置为支持多于一种的目标文件. binary 表示没有程序头和其他信息，仅仅是一些裸数据。如果

没有这个选项，将被默认链接为 elf 格式。-N 把 text 和 data 节设置为可读写。-Ttext 将 text 节起始地址设置为

0x7c00（在 jmp 和数据引用等重定位链接时会用到这个参考值），所有的引用地址都是在 7c00 这个地址上加出来

的。-e 选项指定程序入口点 

现在我们运行 make 指令编译一下： 

[root@root~/source/os/skelix/01/first.cry]$ ls 

bootsect.s  COPYING  Makefile 

[root@root~/source/os/skelix/01/first.cry]$ make 

as -a bootsect.s -o bootsect.o >bootsect.map 

ld --oformat binary -N -e start -Ttext 0x7c00 -o bootsect bootsect.o 

mv bootsect final.img 

[root@root~/source/os/skelix/01/first.cry]$ ls 

bootsect.map  bootsect.o  bootsect.s  COPYING  final.img  Makefile 

[root@root~/source/os/skelix/01/first.cry]$ 

  

现在，我们启动 vmware，运行，载入软驱映象文件"final.img"，我们得到一个黑屏，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什么

也没有做。 

  

程序一：显示 Hello World! 

好了，上面的黑屏程序并不是太好玩，现在我们尝试在上面打印"Hello World!" 

01/hello.world/bootsect.s 

        .text 

        .globl  start 

        .code16 

start: 



        jmp     code 

msg:                                   使用 jmp 指令跳过该变量，这是我们为什么在 Makefile 使用-N 链接

选项了 

        .string "Hello World!\x0" 

code: 

        movw    $0xb800,%ax 

        movw    %ax,    %es            es 段设置成 B800，如前所述，segment:offset 地址映射方式，它指

向 B8000， 

                                       这意味着第一个字节地址是 0（映射到 B8000），属性字节是 1（映射

到 B8001） 

                                       B8001 值设置为 0x07 可以将这个 byte 颜色设置为黑底白字。 

        xorw    %ax,    %ax 

        movw    %ax,    %ds 

        movw    $msg,   %si            为 movsb 指令设置正确的 si 和 di 

        xorw    %di,    %di 

        cld 

        movb    $0x07,  %al            字的颜色 

 

1: 

        cmp     $0,    (%si) 

        je      1f     

        movsb 

        stosb 

        jmp     1b 

1:      jmp     1b 

 

.org    0x1fe,  0x90 

.word   0xaa55 

  



第 2 课：保护模式 

  

目标        下载源程序 

  

如前文所述，系统上电时处理器处于实模式。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种工作模式：保护模式。skelix 从磁盘启动

后即进入该模式。在本课中我们进入保护模式并打印"Hello World!"。 

 

 

保护模式的优点 

 

在实模式下，处理器不能简单寻址 1MB 以外的物理地址（实际上用某些方法是可以的），这等内存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 i386 系列处理器提供了保护模式：基于特权级的保护和访问更大的内存地址范围。我们在这里讲的是 32 位保

护模式，16 位保护模式不在讨论之列。 

保护模式 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范围 大 4GB 的地址空间，但是经过多年的更新换代，我们的机器还没有达到

4GB 内存，于是引入了虚拟内存的概念，它可以使用硬盘存储空间作为内存使用。保护模式下对内存访问进行保护，

它阻止用户程序对内核代码或数据的访问，应用程序的 crash 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单个进程可以访问自己独有

的 4GB 虚拟地址空间，而不是混乱在整个内存里面使用，它是通过地址映射来实现的，即逻辑地址转换成虚拟地址

的过程。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 Intel 的文档。 

 

概述运行原理 

好了，让我们结束无聊的理论知识吧，本课的目的是使我们的程序进入到保护模式。在保护模式中，我们仍然使用

段（事实上，我们无法在处理器上禁用段特性），每个段可以访问单独的 4GB 地址空间。段转载在寄存器中，它表

示一个描述符选择子，和实模式一样使用 cs，ds 等 16 位寄存器。这样说吧：一个内存段描述符寄存器 CS = 0x8，

我们可以直接访问 0到 4G-1 地址空间，注意我说的是“可以”，因为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这个段有多大，而不是象

实模式那样限制在 64KB。 

  

我上面提到段是用选择子来表示的，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很准确，实际上选择子是段描述符表的索引。这个描述符表

是系统所有可以使用的段的地址和范围表的入口，一个描述符包括段起始地址，长度，类型（数据/代码/门），特

权级等。为了范围到特定的内存地址，段选择子和偏移地址表示为如下形式：selector:offset，和实模式一样。

例如，我们让 0x08 选择子指向 B8000（视频内存区域） 始的内存范围，这样我们可以使用 8:00000000 来范围

视频内存区域的第一个字节。在系统中存在以下几种描述符表：GDT（全局描述符表），LDT（局部描述符表），IDT

（中断描述符表）。当进入到保护模式后，所有的内存范围都通过 GDT 或 LDT。 

在本课中我们使用 GDT，正如它的名字“全局”，GDT 可以被所有任务共享。现在我们来使用一个代码段和一个数

据段。 

下面是代码段/数据段描述符的格式，一个描述符是 8字节长（64 位）： 

  

 63_______________56__55__54__53__52__51_____________48_ 

| 基地址（31 到 24 位） | G |D/B| X | U | 长度（19 到 16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47__46__45__44____41______40____39_________________32_ 

| P |  DPL |     类型    |  A   |  基地址（23 到 16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kelix.org/download/02.rar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6 

|                    基地址（15 到 0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长度（15 到 0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释一下：为什么长度只有 20 位呢，这是因为粒度一般设置位 4K，所以可以表示 0到 4GB 大小的长度范围。 

  

  

                                   表-域说明 

  

长度(位 15-0) 长度的低 16 位 

基地址(位 15-0) 基地址的低 16 位 

基地址(位 23-16) 基地址的中 16 位 

A 是否已访问 

类型 位 41： 对于数据/堆栈段，为 1表示可写，为 0表示只读 

对于代码段，为 1表示可读可执行，为 0表示不可读可执行 

位 42： 对于代码段，为 0是一般段，为 1是一致性代码段。对于数据段，

为 0表示数据段，为 1表示堆栈段。 

位 43： 1 表示代码段，0表示数据或堆栈段 

位 44： 1 表示代码或数据段，0表示系统段（中断门，调用门，陷阱门）
 

DPL 特权级：我们只使用两个，内核 0级和用户 3级 

P 存在位，为 1表示在内存中。一般在虚拟内存管理中会使用到这个位。 

长度(位 19-16) 长度的低 8位 

U 用户定义位 

X 恒为 0 

D 32 位代码段还是 16 位代码段 

G 段长度的粒度：4k 大小或 1字节 

基地址(位 31-24) 基地址的高 16 位 

  

我们从上面看到，一个描述符保护 32 位基地址和 20 位段长界限等属性。32 位基地址表示 32 位物理地址，是一个

段的 始地址，20 位长度界限表示这个段的长度。读者可能注意到 2^20 只能表示 1M 大小范围。为了访问 4GB 地

址范围，描述符中使用了 G位来表示粒度。当 G位为 1时，粒度为 4K，这是可以访问的范围是 1M * 4K，即 4GB

大小；如果 G为为 0，粒度为 1字节，可以访问的范围是 1M 字节大小。 

  

特权级保护是保护模式的重要概念，为了解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描述符选择子。上面已经提到了，选择子是描述

符表的一个索引： 

  

 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___2____1___0__ 



|              Index              | TI |   RP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PL 请求特权级：requester privilege level 

TI 使用 GDT(=0) 或者 LDT(=1) 

Index 描述符表索引值 

  

应用程序特权级（PL）和 cs 寄存器中的 PL（即 RPL）是类似的。程序在低的特权级（即 PL 值更高）不能访问高

特权级的数据段或执行高特权级的代码段。当选择子载入到寄存器中时，处理器会检查 CPL 和 RPL，根据这两个 PL

得到一个 EPL（恕我直言，作者增加了一个新的概念并不明智），然后比较 EPL 和描述符中的 DPL。当 EPL 的特权

级更高时，才能正确访问目标段。注意，这里只是大致遵循该法则，处理器还要检测读写属性，存在位等。正如上

面图所描述，选择子 Index 是 13 位的，所以 多可以索引 2^13 个描述符，即 8096 个。这只是在 GDT 中 多索引

的描述符个数，另外每个进程都可以有自己的 LDT。处理器会保留第一个 GDT 中的描述符，它应当被清 0，不应当

用作访问内存使用。 

 

进入保护模式 

 

在上一课中，我们从软盘启动 skelix。现在我们可以执行到实模式代码，并进入保护模式了，一些模式切换的代

码必不可少，并且不准备让 skelix 在返回到那黑暗时代－实模式了。在进入保护模式之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先创建 GDT： 

02/bootsect.s 

  

gdt: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空描述符 

        .quad    0x00cf9a000000ffff # cs 

        .quad    0x00cf92000000ffff # ds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用作将来的段描述符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用作将来的段描述符 

可以看到，我们在上面定义了 5个 GDT 描述符，但暂时只用到了第 2个和第 3个。第一个 dummy 描述符是 Intel

规定的，第 2个是 cs 段（代码段）描述符，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 8字节值：（红色表示 cs 描述符的值域）

  

Bits 15-0 FFFFh 长度界限低 16 位 

Bits 39-16 000000h 段基地址低 24 位 

Bit  40 0b 访问位：设置为 0 

Bit  41 1b 读/写，或读/执行（值表示可读可执行代码） 

Bit  42 0b 栈还是数据段，普通代码段还是一致代码段 

Bit  43 1b 代码段还是数据段 

Bit  44 1b 代码数据段，还是门描述符 

Bits 45,46 00b 内核特权级 

Bit  47 1b 存在位 

Bits 48-51 Fh 长度界限高 4位 

Bits 52 0b 软件可用位，设置为 0 



Bits 53 0b 设置为恒 0 

Bits 54 1b 32 位段还是 16 位段 

Bits 55 1b 粒度为 4k 还是 1字节 

Bits 63-56 00h 段基地址高 8位 

根据上面的解释，这个段描述符描述的段从 00000000 地址 始，界限是 FFFFF*4K，即 4G 的 32 位代码段。第 3个

描述符用于数据段或堆栈段，区别在于第 43 位，设置为 0表示数据段。 

 

好了，还是让程序的使用来说明一切吧。处理器有几个专门的寄存器用于保护模式，GDTR 寄存器使用 LGDT 来加载，

GDTR 是 48 位寄存器，低 16 位表示 GDT 的长度，高 32 位表示 GDT 的基地址。 

  

02/bootsect.s 

gdt_48: 

        .word  .-gdt-1        当前地址减 gdt 地址减 1得到 GDT 的长度 

        .long  GDT_ADDR       这里使用了一些常量，如 GDT_ADDR，定义在一个头文件中 

 

02/include/kernel.inc 

.set CODE_SEL, 0x08        # 内核代码段选择子，二进制值是 00001000，表示 GDT 的第 2项（索引值为 1） 

.set DATA_SEL, 0x10        # 内核代码段选择子 

.set IDT_ADDR, 0x80000     # IDT 起始地址 

我们将所有数据设置为固定地址，IDT 表（后面课程会介绍到）是所有数据的起始部分。 

.set IDT_SIZE, (256*8)     # IDT 大小 

.set GDT_ADDR, (IDT_ADDR+IDT_SIZE)        # GDT 在 IDT 的后面 

我们用 GDT_ADDR，而不是用 bootsector.s 文件中的 gdt 符合，是因为在进入保护模式后 7c00 地址将被覆盖，于

是我们把系统中用到的一些表搬移到固定地址。 

 

.set GDT_ENTRIES, 5        # GDT 有 5 个描述符 

                           # 空描述符 

                           # 内核代码段描述符 

                           # 内核数据段描述符 

                           # 当前进程 tss 

                           # 当前进程 ldt 

在 skelix 我们使用了 5个 GDT 描述符，这里我们先介绍前 3个， 后两个将会在后面的课程中介绍。 

.set GDT_SIZE, (8*GDT_ENTRIES) 

                           # GDT 大小，每个描述符是 8个字节大小，所以 GDT 大小是该值，但是我们用的并

不是它 

.set KERNEL_SECT, 72       # 内核大小，单位是，36k 对于现在来说已经足够了 

.set STACK_BOT, 0xa0000    # 堆栈从 640K 内存处 始向下增长，应该是 STACK_TOP 才对？ 

  

下载我们来看一下引导程序 

02/bootsect.s 

        .text 

        .globl    start 

        .include "kernel.inc" 

include the above file 

        .code16 

start: 

        jmp        code 



gdt: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null descriptor 

        .quad    0x00cf9a000000ffff # cs 

        .quad    0x00cf92000000ffff # ds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reserved for further use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reserved for further use 

gdt_48: 

        .word    .-gdt-1 

        .long    GDT_ADDR 

code: 

        xorw    %ax,    %ax 

        movw    %ax,    %ds    # 数据段 = 0x0000 

        movw    %ax,    %ss    # 堆栈段 = 0x0000 

        movw    $0x1000,%sp    # 保护模式前用的堆栈，不要让他覆盖到 7c00 处的引导程序即可 

        # 我们将加载内核到地址 0x10000 

        movw    $0x1000,%ax 

        movw    %ax,    %es 

        xorw    %bx,    %bx    # es:bx 加载内核的目标地址 

        movw    $KERNEL_SECT,%cx 

        movw    $1,     %si    # 0，跳过去，所以是 1 

rd_kern: 

        call    read_sect      # 入口参数：si 是起始扇区数，es:bx 是指定内存地址 

        addw    $512,    %bx 

        incw    %si 

        loop    rd_kern 

我们先把内核读到 0x10000 这个临时地址，然后再把它搬移到 0x0（进入保护模式后搬移）。这个函数讲起来有些

烦，读者可以自己分析：） 

 

        cli                    # 就要进入保护模式了，所以关掉实模式下的中断 

        cld                    # 将内核的前 512 字节移到 0x0 

        movw    $0x1000,%ax 

        movw    %ax,    %ds 

        movw    $0x0000,%ax 

        movw    %ax,    %es 

        xorw    %si,    %si 

        xorw    %di,    %di 

        movw    $512>>2,%cx 

        rep 

        movsl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内核的这个部分是 load.s 这个文件编译出来的（本课后面会介绍到），load.s 会读取“真

正的内核”到 0x200 处，但是在这一课，我们只准备打印"Hello World!"，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 

 

        xorw    %ax,    %ax 

        movw    %ax,    %ds    # 复位 ds 为 0x0000 

 

        movw    $GDT_ADDR>>4,%ax       # (0x80000 + 256 * 8) >> 2 

        movw    %ax,    %es            # gdt 所在的数据段 

        movw    $gdt,   %si 



        xorw    %di,    %di            # 从 ds:si 拷贝到 es:di 中 

        movw    $GDT_SIZE>>2,%cx       # 拷贝数据段中的 gdt 到指定地址 

        rep 

        movsl 

 

enable_a20:         

        inb    $0x64,   %al     

        testb  $0x2,    %al 

        jnz    enable_a20 

        movb   $0xbf,   %al 

        outb   %al,     $0x64 

这种 启 a20 地址线的方法来自一本书："The Undocumented PC"，中文纸版是《PC 技术内幕》，可惜已绝版。a20

地址线通过键盘控制器一个端口使能（ibm 早期这样设计），当系统启动时，该地址线是关闭的，使能它之后才能

访问 1MB 以外的地址空间。 

        lgdt    gdt_48                 # 加载 gdt 地址到寄存器中 

        # 进入保护模式 

        movl   %cr0,    %eax 

        orl    $0x1,    %eax 

        movl   %eax,    %cr0           # 使能 CR0 控制寄存器中的 PE 位（即第 0位）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保护模式了，是不是简单的另你不敢相信？呵呵 

 

        ljmp   $CODE_SEL, $0x0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绝对地址跳转，因为解码管线中预取了 16 位指令，需要刷新成后面的 32 位指令。关于 ia32

的指令预取和解码管线，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文章，建议读者阅读一下相关文章。这个指令跳转到 0x08 描述符选

择子指向的偏移 0x 的指令处，并 始执行，这个描述符即 GDT 中的第 2项：内核代码段描述符。代码就是 load.s

的 始处，一会我们 始分析 load.s 这个程序。 

  

  

bootsector.s 中的函数： 

        # 输入:    si:    LBA 地址，从 0 始 

        # 输出     es:bx  读取扇区到这个内存地址 

read_sect: 

        pushw   %ax 

        pushw   %cx 

        pushw   %dx 

        pushw   %bx 

 

        movw    %si,    %ax         

        xorw    %dx,    %dx 

        movw    $18,    %bx    # 对于 1.44M 软盘：每磁道 18 扇区 

 

        divw    %bx 

        incw    %dx 

        movb    %dl,    %cl    # cl = 扇区号 

        xorw    %dx,    %dx 

        movw    $2,     %bx    # 每磁道 2磁头 

        divw    %bx 

 



        movb    %dl,    %dh    # 磁头 

        xorb    %dl,    %dl    # 软驱号 

        movb    %al,    %ch    # 柱面 

        popw    %bx            # 读取到：es:bx 

rp_read: 

        movb    $0x1,   %al    # 读 1 个扇区 

        movb    $0x2,   %ah 

        int     $0x13 

        jc      rp_read 

        popw    %dx 

        popw    %cx 

        popw    %ax 

        ret 

  

.org    0x1fe,  0x90              # 填充 nop 指令，机器码是 0x90 

.word   0xaa55 

Hello World Comes Back 

当我们进入到保护模式后，所有的通用寄存器和段寄存器保持原来实模式的值，代码段从特权级 0 始执行。load.s

文件将从地址 0处 始执行。 

02/load.s 

        .text 

        .globl    pm_mode 

        .include "kernel.inc" 

        .org 0                    # 告诉加载器，该代码将从逻辑地址 0 始执行。它也是物理地址 0。 

 

pm_mode: 

        movl    $DATA_SEL,%eax 

        movw    %ax,    %ds 

        movw    %ax,    %es 

        movw    %ax,    %fs 

        movw    %ax,    %gs 

        movw    %ax,    %ss 

        movl    $STACK_BOT,%esp   # 所有数据段选择子设置为 0x10，即 GDT 的第 3项，特权级为 0。这个步骤

非常重要！ 

 

        cld 

        movl    $0x10200,%esi     # 在 bootsector 程序中，我们将内核加载到了 0x10200 这个地址 

        movl    $0x200, %edi      # 现在把内核搬移到 0x200 

        movl    $KERNEL_SECT<<7,%ecx        # 拷贝 2^7 次方个，注意下面是 movsl，每次 4个字节 

        rep 

        movsl 

 

        movb    $0x07, %al                  # 颜色 

        movl    $msg,  %esi 

        movl    $0xb8000,%edi 

1: 

        cmp     $0,    (%esi)               # 打印"Hello World!"字符串 

        je      1f 



        movsb 

        stosb 

        jmp     1b 

1:      jmp     1b 

msg: 

                .string "Hello World!\x0" 

现在我们用图来清晰的描述它，引导程序被加载在 00007c00，它设置栈顶在 00001000，然后读取内核到 00001000，

然后把内核映象的前一个 sector（即 load.s）程序读到地址 0。在 load.s 程序中移到内核到地址 0。 

  

        图 1                                        图 2 

|                   |                    |___________________|a0000  

|                   |                    |       内核栈      |  

|       GDT         |                    |                   |  

|       IDT         |                    |       GDT/IDT     |  

|___________________| 8000：系统数据     |___________________|80000  

|                   |                    |                   |  

|                   |                    |                   |  

|                   |                    |                   |  

|       内核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10000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7e00                |                   |  

|     bootsector.s  |                    |                   |  

|___________________|7c00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1000                |       内核        | 

|      stack        |                    |                   | 

|___________________|200                 |___________________|200 

|      load.s       |                    |                   | 

|___________________|0                   |___________________|0 

 

当进入到保护模式后，load.s 移到内核到它后面，设置内核栈，如图 2。 

后，我们翻 Makefile 看看： 

02/Makefile 

  

AS=as -Iinclude            -I 选项告诉汇编工具查找头文件的路径 

LD=ld 

 

KERNEL_OBJS= load.o        到现在为止，内核只保护 load.s 汇编文件 

.s.o: 

    ${AS} -a $< -o $*.o >$*.map 

 

all: final.img 



 

final.img: bootsect kernel 

    cat bootsect kernel > final.img 

    @wc -c final.img 

 

bootsect: bootsect.o 

    ${LD} --oformat binary -N -e start -Ttext 0x7c00 -o bootsect $< 

 

kernel: ${KERNEL_OBJS} 

    ${LD} --oformat binary -N -e pm_mode -Ttext 0x0000 -o $@ ${KERNEL_OBJS} 

    @wc -c kernel 

内核代码段链接在 0x0000 

clean: 

    rm -f *.img kernel bootsect *.o 

 

执行 make，用 vmware 运行一下刚才的 image 看看，是不是 hello world 呢。 



第 3 课：辅助函数 

  

目标            下载源程序 

  

这节课我们讲述的内容与操作系统暂无太大关系，但是这些基础函数非常重要，并且在后面的课程中经常用到。这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内核库。如果你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知道 kprintf 象 c 语言里面的 print 一样工作就行了。

简单掠过即可。 

 

kprintf 

C 用户库里面的 printf 具有高度可伸缩性，也很容易理解，相比之下 C＋＋中的 IO 运算符就比较难了。为了在屏

幕上显示字符串或数据，我们现在需要实现类似 C库中的 printf，显示字符在 B8000 始的显存处。我并不像完

全实现 printf 的所有功能，因为 skelix 内核只需要显示字符串，十进制和十六进制或二进制，正整数，字符就行

了，并且需要支持可变参数。其他更高级的功能我们不会用到。 

 

这里有一种方法来实现，我们直到象 func(int arg1, int arg2, int arg3)这样一个函数被调用时，它汇编后的

指令应该如下（所有从左向右入栈的编译器应该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pushl   arg3 

pushl   arg2 

pushl   arg1 

call    func 

  

我们看到，参数从右向左一个个入栈，参数越多，入栈越深。如果是可变参数那我们怎么知道有多少个参数呢？答

案是 printf 格式化字符串中参数判断：有多少个%X，就有多少个参数要解析。在 32 位模式下，所有小于 4字节的

参数都被当作 4字节处理。例如一个 char 型参数，入栈时就是 int 型了，所以在解析参数时务必保证正确。 

我们这样设计 kprintf 参数：kprintf(color, format string, arguments...) 

第一个参数定义输出的前景/背景颜色。我们定义了很多宏来解析栈，如果你熟悉 C语言应该很容易理解它们。 

 

03/kprintf.c 

#define args_list char *            // 这个宏用例转换栈空间为字符串指针 

#define _arg_stack_size(type)    (((sizeof(type)-1)/sizeof(int)+1)*sizeof(int)) 

                                    // 这个宏四舍五入参数大小为 4字节的倍数 

#define args_start(ap, fmt) do {    \ 

ap = (char *)((unsigned int)&fmt + _arg_stack_size(&fmt));   \ 

} while (0) 

                                    // 参数将从格式化字符串后面 始解析，即 fmt 就是栈顶，上面这个宏

就是取参数的首地址 

 

#define args_end(ap)                // 到现在为止，什么也不做 

#define args_next(ap, type) (((type *)(ap+=_arg_stack_size(type)))[-1]) 

                                    // 取‘当前’参数地址，然后设置指针为下一个参数地址，暧昧的函数

名！ 

 

03/kprintf.c 

static char buf[1024] = {-1};       // 注意没有锁保护，引用该变量的函数不可重入！ 

static int ptr = -1; 

http://skelix.org/download/03.rar


  

下面两个函数解析值为指定的进制数： 

static void 

parse_num(unsigned int value, unsigned int base) {            // 可以打印小于等于 10 进制的数 

    unsigned int n = value / base; 

    int r = value % base; 

    if (r < 0) { 

        r += base; 

        --n; 

    } 

    if (value >= base) 

        parse_num(n, base); 

    buf[ptr++] = (r+'0'); 

} 

 

static void                                                   // 打印 16 进制数 

parse_hex(unsigned int value) { 

    int i = 8; 

    while (i-- > 0) { 

        buf[ptr++] = "0123456789abcdef"[(value>>(i*4))&0xf]; 

    } 

}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kprintf 这个函数，它支持的格式：%s, %c, %x, %d, %% 

void 

kprintf(enum KP_LEVEL kl, const char *fmt, ...) { 

    int i = 0; 

    char *s; 

    /* must be the same size as enum KP_LEVEL */ 

    struct KPC_STRUCT { 

        COLOUR fg; 

        COLOUR bg; 

    } KPL[] = { 

        {BRIGHT_WHITE, BLACK}, 

        {YELLOW, RED}, 

    }; 

 

enum KP_LEVEL {KPL_DUMP, KPL_PANIC} 定义在 include/kprintf.h, 它表示两种输出方案, KPL_DUMP 使用黑色

背景白色前景显示字符，KPL_PANIC 使用黄色前景和红色背景。颜色常量定义在 include/scr.h, 后面会介绍到.

  

    args_list args; 

    args_start(args, fmt); 

 

    ptr = 0; 

 

    for (; fmt[i]; ++i) { 

        if ((fmt[i]!='%') && (fmt[i]!='\\')) { 

            buf[ptr++] = fmt[i]; 



            continue; 

        } else if (fmt[i] == '\\') { 

            /* \a \b \t \n \v \f \r \\ */ 

            switch (fmt[++i]) { 

            case 'a': buf[ptr++] = '\a'; break; 

            case 'b': buf[ptr++] = '\b'; break; 

            case 't': buf[ptr++] = '\t'; break; 

            case 'n': buf[ptr++] = '\n'; break; 

            case 'r': buf[ptr++] = '\r'; break; 

            case '\\':buf[ptr++] = '\\'; break; 

            } 

            continue; 

        } 

        /* 下面是支持的打印格式 */ 

        switch (fmt[++i]) { 

        case 's': 

            s = (char *)args_next(args, char *); 

            while (*s) 

                buf[ptr++] = *s++; 

            break; 

        case 'c': 

            buf[ptr++] = (char)args_next(args, int); 

            break; 

        case 'x': 

            parse_hex((unsigned long)args_next(args, unsigned long)); 

            break; 

        case 'd': 

            parse_num((unsigned long)args_next(args, unsigned long), 10); 

            break; 

        case '%': 

            buf[ptr++] = '%'; 

            break; 

        default: 

            buf[ptr++] = fmt[i]; 

            break; 

        } 

    } 

    buf[ptr] = '\0'; 

    args_end(args); 

    for (i=0; i<ptr; ++i) 

        print_c(buf[i], KPL[kl].fg, KPL[kl].bg);            /* print_c() 是下层的显示函数，本文后面

会有讲解 */ 

} 

 

  

由于是内核程序，我们无法使用 C用户库。所以一下 memcpy，memset，memcpy 函数需要自己实现，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在 BSD 系统中，即便使用了-nostdlib，编译器仍然会产生 System V 中相关的 memcpy 等代码，具体情况我也



不是很清除。这些函数的效率当然无法和 linux 内核中的内嵌汇编相比！我们暂时这样实现它们吧。 

03/libcc.c 

  

  

/* 下面函数对重叠区域也进行了处理 */ 

void  

bcopy(const void *src, void *dest, unsigned int n) { 

    const char *s = (const char *)src; 

    char *d = (char *)dest; 

    if (s <= d) 

        for (; n>0; --n) 

            d[n-1] = s[n-1]; 

    else 

        for (; n>0; --n) 

            *d++ = *s++; 

} 

 

void 

bzero(void *dest, unsigned int n) { 

    memset(dest, 0, n); 

} 

 

void *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unsigned int n) { 

    bcopy(src, dest, n); 

    return dest; 

} 

 

void * 

memset(void *dest, int c, unsigned int n) { 

    char *d = (char *)dest; 

    for (; n>0; --n) 

        *d++ = (char)c; 

    return dest; 

} 

 

int 

memcmp(const void *s1, const void *s2, unsigned int n) { 

    const char *s3 = (const char *)s1; 

    const char *s4 = (const char *)s2; 

    for (; n>0; --n) { 

        if (*s3 > *s4) 

            return 1; 

        else if (*s3 < *s4) 

            return -1; 

        ++s3; 

        ++s4; 

    } 



    return 0; 

} 

 

int 

strcmp(const char *s1, const char *s2) { 

    while (*s1 && *s2) { 

        int r = *s1++ - *s2++; 

        if (r) 

            return r; 

    } 

    if (*s1 == *s2) 

        return 0 

    else 

        return (*s1)?1:-1; 

} 

 

char *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 

    char *p = dest; 

    while ( (*dest++ = *src++)) 

        ; 

    *dest = 0; 

    return p; 

} 

 

unsigned int 

strlen(const char *s) { 

    unsigned int n = 0; 

    while (*s++) 

        ++n; 

    return n; 

} 

 

print_c 函数 

直接操作显存区域一点也不方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显示模块。这个就是我们的‘显卡驱动’了，是不是不敢相信

驱动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常量定义： 

03/include/scr.h 

  

#define MAX_LINES    25                // bios 默认设置屏幕为 80x25 大小，彩色字符模式 

#define MAX_COLUMNS  80 

#define TAB_WIDTH    8                 // 必须是：2^n 

#define VIDEO_RAM    0xb8000           // 显存地址 

  

我们曾简要提到过这个地址，在字符模式下，适配器使用 0xB8000-0xBF000 作为视频内存。通常我们处于 80x25

大小屏幕，有 16 种颜色。由于一个屏幕只需要 80x25x2 个字节，即 4k，所以该视频内存可以分为多个页。我们使

用所有的页，但是当前只能有一个页面可见。为了显示一个字符，将用到 2个字节，一个字节是字符值，另一个字

节是字符属性（即颜色）。属性字节定义如下： 



To display a single character, two bytes are being used which called the character byte and the attribute 

byte. The character byte contains the value of the character. The attribute byte is defined like this: 

Bit 7 闪烁 

Bits 6-4 背景色 

Bit 3 明亮模式 

Bit3 2-0 前景色 

  

#define LINE_RAM    (MAX_COLUMNS*2) 

#define PAGE_RAM    (MAX_LINE*MAX_COLUMNS) 

 

#define BLANK_CHAR    (' ') 

#define BLANK_ATTR    (0x70)        /* 白色前景，黑色背景 */ 

 

#define CHAR_OFF(x,y)    (LINE_RAM*(y)+2*(x))        /* 计算给定坐标 x，y的偏移地址（相对 0xB8000） */

Calculates the offset of a given ordinary x, y from 0xB8000 

  

typedef enum COLOUR_TAG {                            /* 颜色表 */ 

    BLACK, BLUE, GREEN, CYAN, RED, MAGENTA, BROWN, WHITE, 

    GRAY, LIGHT_BLUE, LIGHT_GREEN, LIGHT_CYAN,  

    LIGHT_RED, LIGHT_MAGENTA, YELLOW, BRIGHT_WHITE 

} COLOUR; 

  

坐标系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 

 | （0，0）          / 

 | 

\|/ 

 

 

03/scr.c 

  

static int csr_x = 0; 

static int csr_y = 0; 

由于我们只用到了一个视频页，所以上面两个变量就可以存储坐标了。关于多页显示可以在网络上查找相关资料。

 

static void  

scroll(int lines) {        向上滚动屏幕多少行，就是一些内存复写。 

    short *p = (short *)(VIDEO_RAM+CHAR_OFF(MAX_COLUMNS-1, MAX_LINES-1)); 

    int i = MAX_COLUMNS-1; 

    memcpy((void *)VIDEO_RAM, (void *)(VIDEO_RAM+LINE_RAM*lines), 

           LINE_RAM*(MAX_LINES-lines)); 

 

    for (; i>=0; --i)            // 说明这个 for 循环有问题，觉得应该改成下面这样： 

    // for (i = i * lines; i>=0; --i) 

        *p-- = (short)((BLANK_ATTR<<4)|BLANK_CHAR); 

} 

  



下面函数设置光标可能会引发竞态条件，但是 print_c 只准备在内核中使用，所以没有关中断。它可能会引起一些

bug，但是我没有找到。译注：全局变量没有锁保护在设计上就是一种错误。这里的代码保护确实是没有做！读者

应用到自己的内核时要小心了。 

void  

set_cursor(int x, int y) { 

    csr_x = x; 

    csr_y = y; 

  

    outb(0x0e, 0x3d4);                                   设置光标高 8位的准备工作 

    outb(((csr_x+csr_y*MAX_COLUMNS)>>8)&0xff, 0x3d5);    设置光标高 8位 

    outb(0x0f, 0x3d4);                                   设置光标低 8位的准备工作 

    outb(((csr_x+csr_y*MAX_COLUMNS))&0xff, 0x3d5);       设置光标低 8位    

} 

 

void 

get_cursor(int *x, int *y) { 

    *x = csr_x; 

    *y = csr_y; 

} 

 

void  

print_c(char c, COLOUR fg, COLOUR bg) { 

// 用这个函数来显示一个具体的字符到屏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显卡驱动’ 

    char *p;  

    char attr; 

 

    p = (char *)VIDEO_RAM+CHAR_OFF(csr_x, csr_y);        // 取光标位置 

    attr = (char)(bg<<4|fg);                             // 属性 

  

    switch (c) { 

    case '\r': 

        csr_x = 0; 

        break; 

    case '\n': 

        for (; csr_x<MAX_COLUMNS; ++csr_x) { 

            *p++ = BLANK_CHAR; 

            *p++ = attr; 

        } 

        break; 

    case '\t': 

        c = csr_x+TAB_WIDTH-(csr_x&(TAB_WIDTH-1)); 

        c = c<MAX_COLUMNS?c:MAX_COLUMNS; 

        for (; csr_x<c; ++csr_x) { 

            *p++ = BLANK_CHAR; 

            *p++ = attr; 

        } 

        break; 

    case '\b': 



        if ((! csr_x) && (! csr_y)) 

            return; 

        if (! csr_x) { 

            csr_x = MAX_COLUMNS - 1; 

            --csr_y; 

        } else 

            --csr_x; 

        ((short *)p)[-1] = (short)((BLANK_ATTR<<4)|BLANK_CHAR); 

        break; 

    default: 

        *p++ = c;  

        *p++ = attr; 

        ++csr_x; 

        break; 

    } 

    if (csr_x >= MAX_COLUMNS) { 

        csr_x = 0; 

        if (csr_y < MAX_LINES-1) 

            ++csr_y; 

        else  

            scroll(1); 

    } 

    set_cursor(csr_x, csr_y);        // 设置光标位置 

} 

函数比较简单，没有分析的必要了，大家自己琢磨吧。 

  



第 4 课：中断和异常 1 

  

目标                  下载源程序 

  

在本课中，我们学习如何处理中断和异常。并且加入中断处理程序到 skelix 内核中，这样可以在中断或异常来临

时打印一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这些程序是后面课程的基础。 

 

那么中断和异常到底是什么咚咚呢？ 

举例来说吧，小胖正在家里吃饭，吃的很歪歪的时候，MM 来了一个电话，于是接电话告诉她晚上七点在村口 YY 树

下不见不散，这就是一个突发事件，接完电话继续吃饭。突然小胖在米饭里面发现一个蟑螂，errr~~~~。只好结束

晚餐了，这个就是异常了。中断是可以返回来的，比如上面的接电话，但异常就不能返回继续做刚才的事了。 

  

简单的说，中断和异常都是停止 CPU 正在做的事情，强制它做另外一件事，然后回到原来的控制流上继续执行。中

断和异常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外部触发源，对于硬件设备来说，如键盘输入，系统时钟等就会触发中断。而保护模式

下的指令执行才会引发异常，例如除零错误，双重错误：），INT 3 指令就是主动触发异常（可以在用户态进行测

试），表示这个进程进入调试状态。 

处理器为每个中断或异常分配一个独立的编号，这个编号实际上就是中断向量表，在实模式下它是从物理地址 0

始的，现在早已被我们的内核‘skelix’覆盖了，即便没有覆盖，我们仍然无法在保护模式中使用这些实模式的

中断。在 Intel 手册上，有两种外部中断和两种异常。 

  

中断分类 

1）可屏蔽中断：通过 INTR 引脚告诉 CPU 来了一个中断，可以被寄存器设置屏蔽调 

2）非可屏蔽中断：通过 NMI 引脚告诉 CPU 来了一个中断，不可屏蔽 

下面是系统启动默认设置的中断向量： 

IRQ 引

脚 

中断向

量 

中断 

IRQ0  08  系统时钟 

IRQ1  09  键盘 

IRQ2  0A  PIC2 桥接，即从 8259A 

IRQ3  0B  COM2 

IRQ4  0C  COM1 

IRQ5  0D  LPT2 

IRQ6  0E  软盘 

IRQ7  0F  LPT1 

IRQ8  70  CMOS Real Time Clock 

IRQ9  71   

IRQ10  72   

IRQ11  73   

IRQ12  74  PS/2 Mouse 

http://skelix.org/download/04.rar


IRQ13  75  数学协处理器 

IRQ14  76  硬盘设备 IDE0 

IRQ15  77  硬盘设备 IDE1 

上面表格中的 IRQ 是中断控制器的物理引脚，直接连到外部硬件设备上的。在 AT 兼容机器上有 16 个引脚。 

异常分离 

1）处理器检查：页故障，陷阱等 

2）程序片：例如 INTO，INT 3，INT n 等系统调用 

 

中断向量 异常 

00  除零错 

01  调试异常 

02  非可屏蔽中断 (NMI) 

03  断点 (INT 3 指令) 

04  溢出 (INTO 指令) 

05  越界 (BOUND 指令) 

06  无效的指令 

07  无协处理器 

08  双重错误 

09  协处理器越界 

0A  无效的 TSS 

0B  段不存在 

0C  栈溢出 

0D  通用保护异常（内存引用或其他检查保护），Windows 9x 蓝屏就是它的杰作 

0E  页错误 

0F  Intel 保留 

10  协处理器错误 

11-19  Intel 保留 

1A-FF  未使用 

  

 

如果读者仔细的话，可能注意到中断和异常编号会有冲突。IRQ0 到 IRQ7 中断向量和异常的 0x08－0x10 重叠了，

所以我们得处理一下。中断的屏蔽可以通过 8259A PIC（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s）设置。PIC1 处理

IRQ0 到 IRQ7，PIC2 处理 IRQ8 到 IRQ15，当中断到来时，PIC 得到信号并通知 CPU。CPU 收到后会停止当前任务执

行，并转向中断向量中指向的处理代码。我们称之为 ISR（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8259A 设置的中断向量

编号可重新分配，为了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对 8259A 进行编程，这个是有难度的事情，你可以在网络上搜索相关的

文章自己看下（否则本文可能很难看下去，如果你一点基础也没有的话， 好能很好的理解 ICW 和 OCW 的几个命令

字），下面的程序就是干这事的： 

 

04/init.c 

static void 

pic_install(void) { 



    outb(0x11, 0x20);            // ICW1 命令字，使用边沿触发中断，多片 8259A 级联 

    outb(0x11, 0xa0); 

    outb(0x20, 0x21);            // ICW2 命令字，重新分配中断向量编号 IRQ0－IRQ7 

    outb(0x28, 0xa1);            // ICW2 命令字，重新分配中断向量编号 IRQ8－IRQ15 

    outb(0x04, 0x21);            // ICW3 命令字，主从 8259A 链接设置 

    outb(0x02, 0xa1); 

    outb(0x01, 0x21);            // ICW4 命令字，设置 EIO/AEIO 模式，缓冲方式等 

    outb(0x01, 0xa1); 

  

    outb(0xff, 0x21);            // 屏蔽 IRQ0-IRQ7 所有中断 

    outb(0xff, 0xa1);            // 屏蔽 IRQ8-IRQ15 所有中断 

} 

  

一个好消息：我们现在 始终于使用 C语言了。类似 outb 这样的宏会替代一些汇编语言，这样看起来会好过一些。

不熟悉 AT&T 汇编的可能要补一下了，否则可能认为进度太快了。 

04/include/asm.h 

#define cli() __asm__ ("cli\n\t") 

#define sti() __asm__ ("sti\n\t") 

 

#define halt() __asm__ ("cli;hlt\n\t"); 

#define idle() __asm__ ("jmp .\n\t"); 

 

#define inb(port) (__extension__({    \ 

unsigned char __res;    \ 

__asm__ ("inb    %%dx,    %%al\n\t"    \ 

                     :"=a"(__res)    \ 

                     :"dx"(port));    \ 

__res;    \ 

})) 

 

#define outb(value, port) __asm__ (    \ 

"outb    %%al,    %%dx\n\t"::"al"(value), "dx"(port)) 

 

#define insl(port, buf, nr) \ 

__asm__ ("cld;rep;insl\n\t"    \ 

::"d"(port), "D"(buf), "c"(nr)) 

 

#define outsl(buf, nr, port) \ 

__asm__ ("cld;rep;outsl\n\t"    \ 

::"d"(port), "S" (buf), "c" (nr)) 

  

现在我们知道了怎么重新分配中断向量，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实模式下的中断向量表已经被内核覆盖了，怎么办呢？

我们不得不重写它们了。这一点也不有趣。 

IDT and ISR 

处理器执行中断和异常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当某个中断或异常发生时，处理器停止当前任务跳转到特定的例程中去，

这个例程就是 ISR。当 ISR 执行完后，返回控制到原来的任务中去。那么处理器又是怎么样路由这些中断的呢？原

因是系统中存在一个叫 IDTR（IDT register）的寄存器，它指向内存中的一个叫中断描述符表的缓冲，这个描述

符表就定义了所有中断例程（即 ISR）的逻辑地址等。它和 GDT 看起来很像，只有个别的位不同而已。IDT 中为每



个中断或异常都准备了独立的一项，我们常称之为向量（就是上面重新分配的中断向量编号）。IDT 可以看作是一

个 64 位长整型的数组， 多可有 256 项。LIDT 指令可以加载 IDT 的地址到 IDTR 中，就像 LGDT 加载 GDT 地址到 GDTR

一样。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IDT 描述符： 

  

                    图－0 
  

  

 63_______________56__55__54__53__52__51_____________48_ 

|                  偏移地址（31 到 16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47__46__4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6________32_ 

| P |  DPL |           01110000            |  未使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6 

|                     描述符选择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偏移地址（15 到 0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多数的域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后面的代码中我会详细讲解到。实际上，有多种描述符，但这里我们只用到中断门。

现在我们设置 CPU 使其路由到正确的中断例程 ISR 中去，那么 ISR 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中断和异常会停止当前执行

的任务并且需要返回回来继续执行，所以 ISR 需要保存当前任务的运行环境，就是一大堆寄存器。需要在进入 ISR

的时候保存这些寄存器，并在离 的时候回复它们。 

 

如果 ISR 代码和当前任务特权级相同，那么 ISR 将会使用当前任务堆栈（这个任务一般是内核线程，当然也有例外），

或者就是切换到内核栈中, 即从 TSS（后面介绍这个咚咚）中加载新的 CS，EIP 和栈，并按顺序保存所有的寄存器

到新的堆栈中。当堆栈切换后（如果有的话），CPU 会自动保存 SS, ESP, EEFLAGS, CS 和 EIP 等寄存器到栈中。

有些异常会带一个错误号（表示错误的一些信息），这个错误号也会自动压入栈中。之后 IDT 中的 CS 和 EIP 将会

被加载从而执行 ISR 例程。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中断门，所以 IF 标识（EFLAGS 寄存器）将会被清掉。从 ISR 例程返

回逆序做上面的步骤即可，不值得一提。 

  

            图 1－特权级不变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栈增长方向  

|    Old EFLAGS   |      |    Old EFLAGS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Old CS       |      |    Old CS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Old EIP      |      |    Old EIP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    Error Code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图 2－特权级变化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Old SS       |      |    Old SS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Old ESP      |      |    Old ESP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栈增长方向  

|    Old EFLAGS   |      |    Old EFLAGS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Old CS       |      |    Old CS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Old EIP      |      |    Old EIP      |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                 |      |    Error Code   |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我假定读者看到这里还没有昏菜，如果是的话找些保护模式的书补一补哦。也许看到下面的程序可能更清晰一些。

在前面课程中我们在 load.s 程序的 后面打印"Hello World!"，本课中我们先跳转到 C代码中去执行，稍后就是

中断和异常相关程序了。 

04/load.s 

        .text 

        .globl    pm_mode 

        .include "kernel.inc" 

        .org 0 

pm_mode: 

        movl    $DATA_SEL,%eax 

        movw    %ax,    %ds 

        movw    %ax,    %es 

        movw    %ax,    %fs 

        movw    %ax,    %gs 

        movw    %ax,    %ss 

        movl    $STACK_BOT,%esp 

 

        cld 

        movl    $0x10200,%esi 

        movl    $0x200, %edi 

        movl    $KERNEL_SECT<<7,%ecx 

        rep 

        movsl 

 

        call    init      # 进入到 C语言编写的程序中 

  

init 函数将会初始化硬件和系统表（idt 和 gdt）： 

04/init.c 

unsigned long long *idt = ((unsigned long long *)IDT_ADDR); 

unsigned long long *gdt = ((unsigned long long *)GDT_ADDR); 



为了方便存取，我们使用一个 long long（ia32 上是 8个字节）表示一个描述符，GCC 也许会给出警告（对于这种

类型），使用--Wno-long-long 就可以了. 

  

这个函数用来填充 IDT 项，index 参数是索引，第二个参数 offset 是 ISR 例程的地址。 

static void  

isr_entry(int index, unsigned long long offset) {                // IDT 描述符格式请参考图－0 

    unsigned long long idt_entry = 0x00008e0000000000ULL | 

            ((unsigned long long)CODE_SEL<<16); 

    // 通过上面设置后，idt 项值变为 0x00008e0000080000，表示偏移地址为 0，使用 0x8 作为描述符选择子（即

内核代码段描述符），该 ISR 是存在的且特权级 DPL 为 0 

    idt_entry |= (offset<<32) & 0xffff000000000000ULL; 

    idt_entry |= (offset) & 0xffff; 

    // 上面两行填充 ISR 地址 

    idt[index] = idt_entry; 

    // 填充值到 idt 中 

} 

// 这个函数安装所有的 256 ISR 例程 

static void  

idt_install(void) { 

    unsigned int i = 0; 

    struct DESCR { 

        unsigned short length; 

        unsigned long address; 

    } __attribute__((packed)) idt_descr = {256*8-1, IDT_ADDR};    // 防止默认 4字节对齐，该变量占 6

字节 

 

    for (i=0; i<VALID_ISR; ++i)        // isr 数组存放着所有的 ISR 例程地址，后面会讲到 

        isr_entry(i, (unsigned int)(isr[(i<<1)+1]));              // 安装异常，就是 i * 2 + 1 

 

    for (++i; i<256; ++i) 

        isr_entry(i, (unsigned int)default_isr);                  // 安装中断 

 

    __asm__ __volatile__ ("lidt    %0\n\t"::"m"(idt_descr)); 

} 

 

static void  

pic_install(void) { 

This function has been explained earlier    outb(0x11, 0x20); 

    outb(0x11, 0xa0); 

    outb(0x20, 0x21); 

    outb(0x28, 0xa1); 

    outb(0x04, 0x21); 

    outb(0x02, 0xa1); 

    outb(0x01, 0x21); 

    outb(0x01, 0xa1); 

    outb(0xff, 0x21); 

    outb(0xff, 0xa1); 

} 



 

void  

init(void) { 

    int a = 3, b = 0; 

 

    idt_install(); 

    pic_install(); 

    sti(); 

    a /= b;                // 测试除零异常，看看发生了什么 

} 

  

  

好了，现在进入核心程序。我们不得不又和一些汇编程序打交道。我们知道，当硬件向 PIC 发送一个信号后，PIC

通知处理器停止当前任务执行，然后处理器查找 ISR 例程，然后执行 ISR，再返回控制流。所以 ISR 就是我们关注

的地方： 

04/isr.s 

  

        .text 

        .include "kernel.inc" 

        .globl   default_isr, isr  

         

        .macro   isrnoerror        nr            // 用于无错误码异常的宏 

        isr\nr: 

        pushl    $0                              // push 一个额外的 0 

        pushl    $\nr 

        jmp       isr_comm 

        .endm 

 

        .macro    isrerror        nr 

        isr\nr: 

        pushl    $\nr 

        jmp        isr_comm 

        .endm 

  

关于宏的说明，可以参考 linux 中 as 的帮助页。使用 pinfo 可以很好的浏览， 

这个指令在我的博客上有介绍（http://www.cppblog.com/jinglexy）， 

查找 2007.4 月份文档即可。 

  

使用上面两个宏，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定义中断和异常函数及编号： 

isr:    .long    divide_error, isr0x00, debug_exception, isr0x01 

        .long    breakpoint, isr0x02, nmi, isr0x03 

        .long    overflow, isr0x04, bounds_check, isr0x05 

        .long    invalid_opcode, isr0x06, cop_not_avalid, isr0x07 

        .long    double_fault, isr0x08, overrun, isr0x09 

        .long    invalid_tss, isr0x0a, seg_not_present, isr0x0b 

        .long    stack_exception, isr0x0c, general_protection, isr0x0d 

        .long    page_fault, isr0x0e, reversed, isr0x0f 

        .long    coprocessor_error, isr0x10, reversed, isr0x11 



        .long    reversed, isr0x12, reversed, isr0x13 

        .long    reversed, isr0x14, reversed, isr0x15 

        .long    reversed, isr0x16, reversed, isr0x17 

        .long    reversed, isr0x18, reversed, isr0x19 

        .long    reversed, isr0x1a, reversed, isr0x1b 

        .long    reversed, isr0x1c, reversed, isr0x1d 

        .long    reversed, isr0x1e, reversed, isr0x1f 

上面就是 init.c 中使用的 isr 例程数组，注意类似 isr0x00 的咚咚就是代码地址。 

  

  

             图－3 

 

        +-----------+ 

        |  old  ss  |    76 

        +-----------+ 

        |  old esp  |    72 

        +-----------+ 

        |  eflags   |    68 

        +-----------+ 

        |    cs     |    64 

        +-----------+ 

        |   eip     |    60 

        +-----------+ 

        |  0/err    |    56 

        +-----------+ 

        |  isr_nr   | tmp = esp 

        +-----------+ 

        |   eax     |    48 

        +-----------+ 

        |   ecx     |    44 

        +-----------+ 

        |   edx     |    40 

        +-----------+ 

        |   ebx     |    36 

        +-----------+ 

        |   tmp     |    32 

        +-----------+ 

        |   ebp     |    28 

        +-----------+ 

        |   esi     |    24 

        +-----------+ 

        |   edi     |    20 

        +-----------+ 

        |    ds     |    16 

        +-----------+ 

        |    es     |    12 

        +-----------+ 

        |    fs     |    8 



        +-----------+ 

        |    gs     |    4 

        +-----------+ 

        |    ss     |    0 

        +-----------+ 

恐怖的堆栈图，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画出来，汗一个先：）有没有推荐更好的工具？ 

对于所有的中断和异常来说，该堆栈帧结构都是一样的。 

 

isr_comm: 

        pushal                      // 依次把寄存器 AX、CX、DX、BX、SP、BP、SI 和 DI 压栈 

        pushl    %ds                // 入栈，入栈，入栈...... 

        pushl    %es 

        pushl    %fs 

        pushl    %gs 

        pushl    %ss 

        movw     $DATA_SEL,%ax      // 所有数据段特权级都是 0 

        movw     %ax,    %ds 

        movw     %ax,    %es 

        movw     %ax,    %fs 

        movw     %ax,    %gs 

 

        movl     52(%esp),%ecx      // 看上面的堆栈图,52 就是 ISR 例程的编号 

        call     *isr(, %ecx, 8)    // 不带参数执行 isr 例程 

 

        addl     $4,      %esp      // 我们当然不能 popl %ss，所以就这样跳过去了 

        popl     %gs 

        popl     %fs 

        popl     %es 

        popl     %ds 

        popal 

        addl     $8,      %esp      // 跳过 isr_nr 和 err_code 

        iret                        // 返回到原来的控制流继续执行 

 

        isrNoError        0x00 

        isrNoError        0x01 

        isrNoError        0x02 

        isrNoError        0x03 

        isrNoError        0x04 

        isrNoError        0x05 

        isrNoError        0x06 

        isrNoError        0x07 

        isrError          0x08 

        isrNoError        0x09 

        isrError          0x0a 

        isrError          0x0b 

        isrError          0x0c 

        isrError          0x0d 

        isrError          0x0e 



        isrNoError        0x0f 

        isrError          0x10 

        isrNoError        0x11 

        isrNoError        0x12 

        isrNoError        0x13 

        isrNoError        0x14 

        isrNoError        0x15 

        isrNoError        0x16 

        isrNoError        0x17 

        isrNoError        0x18 

        isrNoError        0x19 

        isrNoError        0x1a 

        isrNoError        0x1b 

        isrNoError        0x1c 

        isrNoError        0x1d 

        isrNoError        0x1e 

        isrNoError        0x1f 

default_isr:                        # 硬件中断处理例程 

        incb    0xb8000 

        movb    $2,     0xb8001 

        movb    $0x20,  %al 

        outb    %al,    $0x20       # 发送 OCW2，告诉 PIC1 ISR 执行完毕 

        outb    %al,    $0xa0       # 发送 OCW2，告诉 PIC2 ISR 执行完毕 

        iret 

可以在这里找到 OCW2 的资料： 

http://docs.huihoo.com/gnu_linux/own_os/interrupt-8259_5.htm， 

我一直都想找一份端口大全的资料，如果哪位有可以发一份给我： 

jinglexy at yahoo dot com dot cn 

在现在阶段中，所有异常暂时打印一些寄存器，只是演示一下而已： 

04/exceptions.c 

void 

divide_error(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info 是这个文件 后定义的一个函数，它的参数就是上面图－3中的堆栈 

 

void 

debug_exception(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breakpoint(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nmi(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overflow(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bounds_check(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invalid_opcode(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cop_not_avalid(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double_fault(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overrun(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invalid_tss(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seg_not_present(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stack_exception(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general_protection(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page_fault(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reversed(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void 

coprocessor_error(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info"::"a"(KPL_PANIC)); 

    halt(); 

} 

 

// 很好理解的函数，不费口舌了这里。 

info(enum KP_LEVEL kl,  

     unsigned int ret_ip, unsigned int ss, unsigned int gs, unsigned int fs,  

     unsigned int es, unsigned int ds, unsigned int edi, unsigned int esi,  

     unsigned int ebp, unsigned int esp, unsigned int ebx, unsigned int edx,  

     unsigned int ecx, unsigned int eax, unsigned int isr_nr, unsigned int err, 

     unsigned int eip, unsigned int cs, unsigned int eflags, 

     unsigned int old_esp, unsigned int old_ss) { 

    static const char *exception_msg[] = { 

        "DIVIDE ERROR", 

        "DEBUG EXCEPTION", 



        "BREAK POINT", 

        "NMI", 

        "OVERFLOW", 

        "BOUNDS CHECK", 

        "INVALID OPCODE", 

        "COPROCESSOR NOT VALID", 

        "DOUBLE FAULT", 

        "OVERRUN", 

        "INVALID TSS", 

        "SEGMENTATION NOT PRESENT", 

        "STACK EXCEPTION", 

        "GENERAL PROTECTION", 

        "PAGE FAULT", 

        "REVERSED", 

        "COPROCESSOR_ERROR", 

    }; 

    unsigned int cr2, cr3; 

    (void)ret_ip; 

    __asm__ ("movl    %%cr2,    %%eax":"=a"(cr2)); 

    __asm__ ("movl    %%cr3,    %%eax":"=a"(cr3)); 

    if (isr_nr < sizeof exception_msg) 

        kprintf(kl, "EXCEPTION %d: %s\n=======================\n", 

                isr_nr, exception_msg[isr_nr]); 

    else 

        kprintf(kl, "INTERRUPT %d\n=======================\n", isr_nr); 

    kprintf(kl, "cs:\t%x\teip:\t%x\teflags:\t%x\n", cs, eip, eflags); 

    kprintf(kl, "ss:\t%x\tesp:\t%x\n", ss, esp); 

    kprintf(kl, "old ss:\t%x\told esp:%x\n", old_ss, old_esp); 

    kprintf(kl, "errcode:%x\tcr2:\t%x\tcr3:\t%x\n", err, cr2, cr3); 

    kprintf(kl, "General Registers:\n=======================\n"); 

    kprintf(kl, "eax:\t%x\tebx:\t%x\n", eax, ebx); 

    kprintf(kl, "ecx:\t%x\tedx:\t%x\n", ecx, edx); 

    kprintf(kl, "esi:\t%x\tedi:\t%x\tebp:\t%x\n", esi, edi, ebp); 

    kprintf(kl, "Segment Registers:\n=======================\n"); 

    kprintf(kl, "ds:\t%x\tes:\t%x\n", ds, es); 

    kprintf(kl, "fs:\t%x\tgs:\t%x\n", fs, gs); 

} 

后，还得改一下 Makefile。 

04/Makefile 

AS=as -Iinclude 

LD=ld 

CC=gcc                        # 不用说，我们 始使用 gcc 了 

CPP=gcc -E -nostdinc -Iinclude 

CFLAGS=-Wall -pedantic -W -nostdlib -nostdinc -Wno-long-long -I include -fomit-frame-pointer 

-Wall -pedantic -W 打 所有的编译警告，-nostdlib 告诉 GCC 不使用标准库, -nostdinc -I include 告诉 GCC 

只在本目录的 include 文件夹下找寻头文件。-Wno-long-long 上面已经说了。-fomit-frame-pointer 告诉编译器

可能优化而不使用栈寄存器，个人觉得不要使用这个选项为好，用-fnoomit-frame-pointer 就一定可以正确的回

溯堆栈。 



  

KERNEL_OBJS= load.o init.o isr.o libcc.o scr.o kprintf.o exceptions.o 

Adds new modules into kernel.s.o: 

    ${AS} -a $< -o $*.o >$*.map 

 

all: final.img 

 

final.img: bootsect kernel 

    cat bootsect kernel > final.img 

    @wc -c final.img 

 

bootsect: bootsect.o 

    ${LD} --oformat binary -N -e start -Ttext 0x7c00 -o bootsect $< 

 

kernel: ${KERNEL_OBJS} 

    ${LD} --oformat binary -N -e pm_mode -Ttext 0x0000 -o $@ ${KERNEL_OBJS} 

    @wc -c kernel 

 

clean: 

    rm -f *.img kernel bootsect *.o 

 

dep: 

    sed '/\#\#\# Dependencies/q' < Makefile > tmp_make 

    (for i in *.c;do ${CPP} -M $$i;done) >> tmp_make 

    mv tmp_make Makefile 

上面的这个自动产生依赖是从 linux-0.11 里面来的。赵博的书上讲的很详细了。 



第 5 课：中断和异常 2      下载源代码 

  

目标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介绍了如何处理异常。本课中，我们讲学习如何在 skelix 中使用时钟中断和键盘。 

 

时钟滴答 

 

可编程定时器通常使用主板上的 8253/8254 芯片。经过设置后，它每隔一段时间会触发一个中断，我们将利用它来

实现多任务的抢占。这个定时器芯片有 3个独立的计数器模块，可以使用 0x40~0x42 端口来操作它们，每个计数器

有自己的 16 为计数寄存器，并且可以在 6中状态下工作运行，这个计数器可以使用 BCD 或者 16 进制。通过 0x43

端口可以访问这 3个计数寄存器，该控制端口操作字格式如下： 

  

位 7,6 Select Counter ，选择对那个计数器进行操作。 “00” 表示选择 Counter 
0 ， “01” 表示选择 Counter 1 ， “10” 表示选择 Counter 2 ， “11” 表
示 Read-Back Command （仅对于 8254 ，对于 8253 无效） 

位 5,4 Read/Write/Latch 格式位。 “00” 表示锁存（ Latch ）当前计数器的值； 

“01” 只读写计数器的高字节 （ MSB ）； “10” 只读写计数器的低字节

（ LSB ）； “11” 表示先读写计数器的 LSB ，再读写 MSB 

位 3-1 Mode bits ，控制各通道的工作模式。 “000” 对应 Mode 0 ； “001” 对
应 Mode 1 ； “010” 对应 Mode 2 ； “011”对应 Mode 3 ； “100” 对
应 Mode 4 ； “101” 对应 Mode 5  

位  0 控制计数器的存储模式。 0 表示以二进制格式存储， 1 表示计数器中的值

以 BCD 格式存储 

  

根据 Intel 手册，系统上电后，8254 状态是不可知的。工作模式，计数值，输出基数都是不可知的。只有对它进

行编程，才能使用各个计数器模块。现在我们来看下程序： 

05/timer/time.c 

  

void timer_install(int hz) {        // 设置定时器多长时间发送一个中断给 cpu 

    unsigned int divisor = 1193180/hz; 

由于外部晶振电路频率是 1193180, 所以设置计数器值为 1193180/hz， 

表示当计数从 0累加到 1193180/hz 后发一个方波脉冲给 cpu 

 

    outb(0x36, 0x43);               // 二进制，工作模式为 3，先写 LSB 再写 MSB 

    outb(divisor&0xff, 0x40); 

    outb(divisor>>8, 0x40); 

    outb(inb(0x21)&0xfe, 0x21);     // 设置 PIC1 的掩码第 0位：允许时钟中断 

}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r_ticks = 0; 

 

void do_timer(void) {               // 时钟中断处理程序 

    int x , y; 

    ++timer_ticks; 

    get_cursor(&x, &y); 

http://skelix.org/download/05.rar


    set_cursor(71, 24); 

    kprintf(KPL_DUMP, "%x", timer_ticks); 

    set_cursor(x, y); 

    outb(0x20, 0x20);              // 发送 eoi：通知 PIC1 中断例程已处理完成，可以接收新的中断了 

因为 timer 只链接在 PIC1 上，所以不需要 oub(0x20, 0xa0) 来告知 PIC2 了 

} 

  

另外我们还需要改一些其他文件： 

05/timer/include/isr.h 

#define VALID_ISR    (32+1)        // 我们添加了一个新的 ISR 例程到 isr 表中 

 

05/timer/isr.s 

isr:    .long    divide_error, isr0x00, debug_exception, isr0x01 

        .long    breakpoint, isr0x02, nmi, isr0x03 

        .long    overflow, isr0x04, bounds_check, isr0x05 

        .long    invalid_opcode, isr0x06, cop_not_avalid, isr0x07 

        .long    double_fault, isr0x08, overrun, isr0x09 

        .long    invalid_tss, isr0x0a, seg_not_present, isr0x0b 

        .long    stack_exception, isr0x0c, general_protection, isr0x0d 

        .long    page_fault, isr0x0e, reversed, isr0x0f 

        .long    coprocessor_error, isr0x10, reversed, isr0x11 

        .long    reversed, isr0x12, reversed, isr0x13 

        .long    reversed, isr0x14, reversed, isr0x15 

        .long    reversed, isr0x16, reversed, isr0x17 

        .long    reversed, isr0x18, reversed, isr0x19 

        .long    reversed, isr0x1a, reversed, isr0x1b 

        .long    reversed, isr0x1c, reversed, isr0x1d 

        .long    reversed, isr0x1e, reversed, isr0x1f 

        .long    do_timer, isr0x20      # <<<<< 添加的项 >>>>>> 

        isrNoError        0x1b 

        isrNoError        0x1c 

        isrNoError        0x1d 

        isrNoError        0x1e 

        isrNoError        0x1f 

        isrNoError        0x20          # <<<<< 添加的项 >>>>>> 

  

05/timer/init.c 

void  

init(void) { 

    char wheel[] = {'\\', '|', '/', '-'}; 

    int i = 0; 

 

    idt_install(); 

    pic_install(); 

    timer_install(100);            // 每秒中 100 次时钟中断，linux 是这样的，windows 是 200 次 

    sti();                         // 不要忘了使能中断哦 

    for (;;) {        __asm__ ("movb    %%al,    0xb8000+160*24"::"a"(wheel[i])); 

        if (i == sizeof wheel) 



            i = 0; 

        else 

            ++i; 

    } 

} 

  

我们还是使用以前的 Makefile，当然需要加入新的模块到 KERNEL_OBJS 中： 

05/timer/Makefile 

KERNEL_OBJS= load.o init.o isr.o timer.o libcc.o scr.o kprintf.o exceptions.o  

运行 make 编译一把，在让 vmware 执行一下 final.img，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键盘 

 

好啦，我们已经知道在屏幕上显示一些东西了，现在学习按键处理，然后在显示出来。 

当一个键按下时，一个 8位扫描码会发送给计算机。例如，‘a’键按下后，扫描码 0x1e（取决于键盘布局，不要

告诉我你用的日本键盘，鄙视一个）发送，当翻 按键时，扫描码 高位置一并发送：0x1e | 0x80 = 0x9e。对于

一些特殊按键，如 break，home 键等，这里不做处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查找相关资料。一些可见按键对于本课来

说已足够。 

下面是我使用的按键码表，如果你确实用到了特殊键盘， 好找到对应的资料。 

扫

描

码 

键 扫

描

码 

键 . ...... ...... ...... ......    

01 ESC 02 1! 03 2@ 04 3# 05 4$ 06 5% 

07 6^ 08 7& 09 8* 0A 9( 0B 0) 0C -_ 

0D =+ 0E <-- 0F TAB 10 qQ 11 wW 12 eE 

13 rR 14 tT 15 yY 16 uU 17 iI 18 oO 

19 pP 1A [{ 1B ]} 1C Enter 1D LCTL 1E aA 

1F sS 20 dD 21 fF 22 gG 23 hH 24 jJ 

25 kK 26 lL 27 ;: 28 '" 29 `~ 2A LSHT

2B \| 2C zZ 2D xX 2E cC 2F vV 30 bB 

31 nN 32 mM 33 ,< 34 .> 35 /? 36 RSHT

37 ** 38 LALT 39 SPACE 3B-44 F1-F10 57 F11 58 F12 

正如你看到的，ctrl，shift，alt 键以普通扫描码发送，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映射这些键以显示到屏幕上。 

访问键盘控制器仍然经由端口： 

 

05/keyboard/kb.c 

void 

do_kb(void) { 

    int com; 

    void (*key_way[0x80])(void) = { 

        /*00*/unp, unp, pln, pln, pln, pln, pln, pln, 

        /*08*/pln, pln, pln, pln, pln, pln, pln, pln, 

        /*10*/pln, pln, pln, pln, pln, pln, pln, pln, 



        /*18*/pln, pln, pln, pln, pln, ctl, pln, pln, 

        /*20*/pln, pln, pln, pln, pln, pln, pln, pln, 

        /*28*/pln, pln, shf, pln, pln, pln, pln, pln, 

        /*30*/pln, pln, pln, pln, pln, pln, shf, pln, 

        /*38*/alt, pln, unp, fun, fun, fun, fun, fun, 

        /*40*/fun, fun, fun, fun, fun, unp, unp, unp, 

        /*48*/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50*/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fun, 

        /*58*/fun,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60*/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68*/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70*/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78*/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unp, 

    }; 

上面是一堆函数指针，当获取到扫描码后，我们使用这个表找到相关的处理函数，进行相关的处理。unp 是未定义

的键，pln 是可显示字符，ctl 是控制键 ctrl，shf 是控制键 shift，alt 是控制键 alt，fun 函数用于 F1 到 F12。

    com = 0; 

    scan_code = inb(0x60);                // 从 8042 的 0x60 端口获取扫描码 

    (*key_way[scan_code&0x7f])();         // 0x7f 是放 按键的掩码 

 

    /* 按键已处理 */ 

    outb((com=inb(0x61))|0x80, 0x61);     // 当我们从0x60端口读完扫描码后，这个扫描码并不会自动删除，

    outb(com&0x7f, 0x61);                 // 同时也阻止了我们读下一系列按键，所以我们需要通知键盘控

制器按键已处理， 

                                          // 做法很简单：只需要通过 0x61 端口的 高位 disable 和

re-enable 键盘即可，  

                                          // 位 7: 0=Enable keyboard; 1=Disable keyboard 

    outb(0x20, 0x20);                     // 发送 EOI：中断处理已完成 

} 

 

static unsigned char shf_p = 0;           // 保存 Ctrl, Shift 和 Alt 键的状态 

static unsigned char ctl_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alt_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scan_code;           // 当前处理的扫描码 

 

/* 这个函数用于打印可打印字符 */ 

static void 

pln(void) { 

    static const char key_map[0x3a][2] = { 

        /*00*/{0x0, 0x0}, {0x0, 0x0}, {'1', '!'}, {'2', '@'},  

        /*04*/{'3', '#'}, {'4', '$'}, {'5', '%'}, {'6', '^'},  

        /*08*/{'7', '&'}, {'8', '*'}, {'9', '('}, {'0', ')'}, 

        /*0c*/{'-', '_'}, {'=', '+'}, {'\b','\b'},{'\t','\t'}, 

        /*10*/{'q', 'Q'}, {'w', 'W'}, {'e', 'E'}, {'r', 'R'}, 

        /*14*/{'t', 'T'}, {'y', 'Y'}, {'u', 'U'}, {'i', 'I'}, 

        /*18*/{'o', 'O'}, {'p', 'P'}, {'[', '{'}, {']', '}'}, 

        /*1c*/{'\n','\n'},{0x0, 0x0}, {'a', 'A'}, {'s', 'S'}, 

        /*20*/{'d', 'D'}, {'f', 'F'}, {'g', 'G'}, {'h', 'H'}, 



        /*24*/{'j', 'J'}, {'k', 'K'}, {'l', 'L'}, {';', ':'}, 

        /*28*/{'\'','\"'},{'`', '~'}, {0x0, 0x0}, {'\\','|'},  

        /*2c*/{'z', 'Z'}, {'x', 'X'}, {'c', 'C'}, {'v', 'V'},  

        /*30*/{'b', 'B'}, {'n', 'N'}, {'m', 'M'}, {',', '<'}, 

        /*34*/{'.', '>'}, {'/', '?'}, {0x0, 0x0}, {'*', '*'}, 

        /*38*/{0x0, 0x0}, {' ', ' '} }; 

  

定义可打印字符码表，键 key_map[?][0]是 shift 未按下的扫描码对应的字符， 

key_map[?][1]责对应按下 shift 的键码。 

 

    if (scan_code & 0x80) 

        return; 

    // 已经按下这个键了，那就什么也不做 

 

    print_c(key_map[scan_code&0x7f][shf_p], WHITE, BLACK);    // 打印它：黑纸白字，清清楚楚 

} 

 

/* Ctrl 键 */ 

static void 

ctl(void) { 

    ctl_p ^= 0x1; 

} 

 

/* Alt 键 */ 

static void 

alt(void) { 

    alt_p 键 ^= 0x1; 

} 

 

/* Shift 键 */ 

static void 

shf(void) { 

    shf_p ^= 0x1; 

} 

 

/* F1, F2 ~ F12 键 */ 

static void 

fun(void) { 

} 

 

/* 暂不实现特殊键 */ 

static void 

unp(void) { 

} 

  

当有 shift 键按下时，我们打印大写字母。 

void 

kb_install(void) { 



    outb(inb(0x21)&0xfd, 0x21); 

} 

  

我们几乎实现完了， 后在中断入口表中添加一项： 

05/keyboard/isr.s 

        .long    do_timer, isr0x20, do_kb, isr0x21  # 注意：加入了按键处理项 

        isrNoError        0x20 

        isrNoError        0x21      # 这里也加一个宏定义 

 

05/keyboard/include/isr.h 

#define VALID_ISR    (32+2)         # ISR 个数再加 1 

 

05/keyboard/init.c 

    timer_install(100); 

    kb_install();      /* 安装键盘处理 */ 

    sti(); 

  

在 Makefile 的 KERNEL_OBJS 加入新的模块： 

05/keyboard/MakefileKERNEL_OBJS= load.o init.o isr.o timer.o libcc.o scr.o kprintf.o exceptions.o kb.o

  

运行 make 编译一把，再用 vmware 执行，看看是不是可以处理按键了，退格键也可以了。 

你甚至可以再上面写一个 hello, world，只是不能编译：） 

  



第 6 课：多任务    下载源代码 

  

目标 

  

在本课中，我们将在 skelix 内核中同时运行多个任务（本文中可以暂时理解成进程）。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 LDT

表，并且是基于优先级的任务调度。 

 

TSS 

 

现在我们 始 skelix 内核的多任务支持工作了。首先要澄清的是：在单处理器上面，进程只能并发，而不是并行。

就是说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任务在运行，cpu 会划分很多很小的时间片来运行各个任务，这样看起来就像多个任务

在同时运行一样。i386 从硬件上就支持多任务了，但是也可以通过编程来实现，本文就是一个例子，每个任务轮

流运行一个小的时间片。我们知道，单个 cpu 只有 1组寄存器，这些可以用于所有任务。当由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

个任务时，必须先保存原来任务的运行环境（就是一堆寄存器和其他信息），通常称这个运行环境叫‘上下文’。

i386 使用一个叫 TSS 的段来存储这些信息，这个 TSS 段至少 104 字节（不包括 IOPL 位图的话），对应它的是一个

TSS 描述符。TSS 描述符只能在 GDT 表中，这意味着任务不能自己通过 LDT 来切换到其他任务。当时钟中断到来切

换任务时，CPU 会自动保存相关信息到 TSS 中。 

 

TSS 定义了任务的上下文环境，结构如下： 

  

                  （图－1） 

  

         31       16,15          0 

        +------------------------+                | 

        |   NO use  |  Back Link |                | 高地址 

        +------------------------+                | 

        |         ESP0           |                | 

        +------------------------+                | 

        |   NO use  |    SS0     |                | 

        +------------------------+                | 

        |         ESP1           |                | 

        +------------------------+                | 

        |   NO use  |    SS1     |                | 低地址 

        +------------------------+               \|/ 

        |         ESP2           | 

        +------------------------+ 

        |   NO use  |    SS2     | 

        +------------------------+ 

        |         CR3            | 

        +------------------------+ 

        |         EIP            | 

        +------------------------+ 

        |        EFLAGS          | 

        +------------------------+ 

        |         EAX            | 

        +------------------------+ 

        |         ECX            | 

http://skelix.org/download/06.rar


        +------------------------+ 

        |         EDX            | 

        +------------------------+ 

        |         EBX            | 

        +------------------------+ 

        |         ESP            | 

        +------------------------+ 

        |         EBP            | 

        +------------------------+ 

        |         ESI            | 

        +------------------------+ 

        |         EDI            | 

        +------------------------+ 

        |   NO use  |    ES      | 

        +------------------------+ 

        |   NO use  |    CS      | 

        +------------------------+ 

        |   NO use  |    SS      | 

        +------------------------+ 

        |   NO use  |    DS      | 

        +------------------------+ 

        |   NO use  |    FS      | 

        +------------------------+ 

        |   NO use  |    GS      | 

        +------------------------+ 

        |   NO use  |    LDT     | 

        +------------------------+ 

        |  I/O 位图 | NO use | T | 

        +------------------------+ 

 

i386 处理器可以使用嵌套任务，就是说当任务 1切换到任务 2时，任务 2 的 Back Link 域被设置成任务 1的选择

子，且任务 2的 EFLAGS 中的 NT（嵌套任务标识）置位，这样任务 2返回时，cpu 就知道切换回任务 1。我们知道，

i386 有 4 中特权级，所以可以在 TSS 中设置这四种特权级下的堆栈。比如一个任务运行在 ring3 特权级下，它使

用用户态堆栈，使用系统调用可以让这个任务切换到 ring0 的内核态，这是堆栈也必须切换到内核态堆栈。这些堆

栈指针就是存放在 TSS 中的。现在我们来看看 TSS 描述符（它只能放在 GDT 中）： 

  

                   图－2：TSS 描述符定义 

  

 63_______________56__55__54__53__52__51_____________48_ 

| 基地址（31 到 24 位） | G | 0 | 0 |AVL| 长度（19 到 16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47__46__45__44________41__40____39_________________32_ 

| P |  DPL | 0 | 1 | 0 | B |  1  |  基地址（23 到 16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6 

|                    基地址（15 到 0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长度（15 到 0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图－3：通用描述符定义 

  

 63_______________56__55__54__53__52__51_____________48_ 

| 基地址（31 到 24 位） | G |D/B| X | U | 长度（19 到 16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47__46__45__44____41______40____39_________________32_ 

| P |  DPL |     类型    |  A   |  基地址（23 到 16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6 

|                    基地址（15 到 0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长度（15 到 0 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通用描述符和 TSS 描述符，在 TSS 描述符中，我们看到 D位（数据还是代码段）和 X位（未使

用）都被置为 0，而且 AVL 位有效。类型 type 是 010B，第 41 位，及 B 位是 TSS 描述符的忙标识，因为一个进程只

能有一个 TSS，所以当进程执行时，B位将被设置，表示这个 TSS 正在被使用，除了进程调度外，不能再使用它了。

A位被置为 1，即便 A位被置为可写，TSS 也不能被进程读或写。TSS 的其他域和通用描述符一样，只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 TSS 的长度界限至少要有 104 字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skelix 暂时不支持 fpu，mmx 和 sse，如果读者想扩

展的话需要注意每个进程都有自己的 fpu，sse 环境。 

  

在本课中，TSS 描述符的 DPL 将被置为 0，所以只有内核可以进程任务切换。和 GDTR 和 LDTR 一样，TSS 描述符也

有自己的用于切换任务的寄存器，就是 TR。可以用 LTR 指令来加载这个寄存器。GDT 中的 TSS 描述符不能被加载到

任何其他寄存器，否则会发生一个异常。 

 

切换任务有多种方法，我们的做法是使用 jmp 指令跳转到 TSS 描述符。（还有其他方法，如从中断返回，使用任务

门（起始也相当于 jmp 到 TSS 上））。赵博的 linux 内核完全剖析上讲到了切换任务的几种方法，并详细讨论了，

不清楚的同学可以购买该书。 

在切换任务时，CPU 首先保存当前进程的上下文环境到当前 TSS 中，然后加载新任务的 TSS 到 TR 寄存器中，然后

从新任务的 TSS 中加载上下文到寄存器中， 后跳转到新任务的第一条指令并 始执行。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说清楚，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地方，欢迎和我讨论：jinglexy at yahoo dot com dot cn（MSN）。 

 

OK，让程序来说明一起吧。先看看 TSS 数据结构的定义： 

06/include/task.h 

  



struct TSS_STRUCT { 

    int    back_link; 

    int    esp0, ss0; 

    int    esp1, ss1; 

    int    esp2, ss2; 

    int    cr3; 

    int    eip; 

    int    eflags; 

    int    eax,ecx,edx,ebx; 

    int    esp, ebp; 

    int    esi, edi; 

    int    es, cs, ss, ds, fs, gs; 

    int    ldt; 

    int    trace_bitmap; 

}; 

没有 pad 的数据结构是 104 字节，如果你使用或模拟 IA64 平台的话，就需要查找相关的资料了。 

对于一个正在运行的 OS，上面的信息显然是不够的，所有我定义了另外一个包装 TSS 的数据结构， 

即进程信息（process control block），以后简称为 pcb： 

#define TS_RUNNING    0                // 任务的三种状态 

#define TS_RUNABLE    1 

#define TS_STOPPED    2 

 

struct TASK_STRUCT {                   // pcb 定义 

    struct TSS_STRUCT tss; 

    unsigned long long tss_entry;      // tss 描述符在 gdt 中的 8字节入口项 

    unsigned long long ldt[2]; 

    unsigned long long ldt_entry; 

    int state; 

    int priority; 

    struct TASK_STRUCT *next; 

}; 

#define DEFAULT_LDT_CODE    0x00cffa000000ffffULL 

#define DEFAULT_LDT_DATA    0x00cff2000000ffffULL 

#define INITIAL_PRIO        200 

  

priority 表示任务优先级，新建任务默认的优先级是下面的 INITIAL_PRIO。skelix 内核中所有的任务都用一个

单向链表来表示，这样做起来比较简单。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任务的例子，就是任务 0：内核初始化完成后，就执行

任务 0。 

 

06/task.c 

static unsigned long TASK0_STACK[256] = {0xf}; 

上面数据是任务 0在特权级 0下使用的堆栈，0xf 值如果不设置的话，这块内存就会发生一些错误，我也不清楚是

为什么，所以第一个元素随便给了一个非 0值。 

 

struct TASK_STRUCT TASK0 = { 

    /* tss */ 

    { 

        0, 



        /* esp0                                    ss0 */ 

        (unsigned)&TASK0_STACK+sizeof TASK0_STACK, DATA_SEL,  

        上面定义会使任务的 esp0 执行栈底，使用内核数据段选择子就可以了 

        /* esp1 ss1 esp2 ss2 */ 

        0, 0, 0, 0,  

        /* cr3 */ 

        0,  

        /* eip eflags */ 

        0, 0,  

        /* eax ecx edx ebx */ 

        0, 0, 0, 0, 

        /* esp ebp */ 

        0, 0, 

        /* esi edi */ 

        0, 0,  

        /* es          cs             ds */ 

        USER_DATA_SEL, USER_CODE_SEL, USER_DATA_SEL,  

        /* ss          fs             gs */ 

        USER_DATA_SEL, USER_DATA_SEL, USER_DATA_SEL,  

        /* ldt：见后面说明 */ 

        0x20, 

        /* trace_bitmap */ 

        0x00000000}, 

    /* tss_entry */ 

    0, 

    /* ldt[2] */ 

    {DEFAULT_LDT_CODE, DEFAULT_LDT_DATA}, 

    /* ldt_entry */ 

    0, 

    /* state */ 

    TS_RUNNING, 

    /* priority */ 

    INITIAL_PRIO, 

    /* next */ 

    0, 

}; 

现在，我们定义了一个 TSS，再在 GDT 中加入描述符索引： 

 

06/bootsect.s 

gdt: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null descriptor 

        .quad    0x00cf9a000000ffff # cs 

        .quad    0x00cf92000000ffff # ds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reserved for further use 

        .quad    0x0000000000000000 # reserved for further use 

第四项（0x3）用于存放该任务的 TSS，所以定义了一个宏：  CURR_TASK_TSS = 3 来索引 GDT 中的这个 TSS。当任

务释放控制权后，会加载自己的 TSS 描述符索引到 pcb 的 tss_entry 域。不管多少任务，都可以只使用两个描述符，



切换任务前更新 GDT 中的描述符即可。由于 GDT 有长度限制，只能存放 8096 个描述符，linux 操作系统限制了任

务的数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突破进程数限制看起来如此的简单。 

 

06/task.c 

unsigned long long set_tss(unsigned long long tss) {             // 参数为 tss 在内存中的地址 

    unsigned long long __tss_entry = 0x0080890000000067ULL; 

    __tss_entry |= ((tss)<<16) & 0xffffff0000ULL;                // 基地址低 24 位 

    __tss_entry |= ((tss)<<32) & 0xff00  0000  0000   0000ULL;   // 基地址高 8位 

    return gdt[CURR_TASK_TSS] = __tss_entry; 

} 

这个函数产生 TSS 描述符，并存放它到 GDT 中，可以看到，描述符的 DPL 设置为 0，所以只有内核可以用这个描述

符。 

属性 0080，8900，0000，0067 分析：0x67 是长度 103（从 0 始计算，即长 104），89 即 p 位为 1，dpl 位为 0，

b位为 1，80 是粒度 G位为 1 

 

unsigned long long get_tss(void) { 

    return gdt[CURR_TASK_TSS]; 

} 

 

LDT 

 

我们看了这么多关于 GDT 和 LDT 的代码后，LDT 非常容易理解了。它和 GDT 差不多，区别是具有局部特性，每个任

务都可以有自己的 LDT，我们在 skelix 内核中为每个任务在 LDT 中设置两个描述符项，第一项是代码段，第二项

是数据段和堆栈段，描述符选择子格式如下： 

            图－4 

 1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___2____1___0__ 

|              Index              | TI |   RPL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设置所有任务的特权级为 3，即 RPL ＝ 11b，且 TI ＝ 1（表示使用 LDT 而不是 GDT），和 GDT 不同的是，LDT

的第一项可以使用而不是保留，所以代码段的选择子为 0x7，而数据段和堆栈段选择子为 0xf。 

 

TSS 数据结构中，有一个 LDT 域，保存的是 GDT 表中的描述符。听起来可能昏菜，我们现在来搞明白她。首先，每

个进程都有自己的 LDT 表，而且这个表可以在内存的任何地方（暂时不考虑虚拟内存），所以需要一个描述符来索

引这个内存地址（即 LDT 表），这个描述符就放在 GDT 中，并且在 TSS 中存放一份该描述符的选择子。 

画个图来说明好了： 

            图－5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TASK      |                          |      GDT       | 

|________________|                          |                | 

| TSS  __________|/    选择子存于此         |________________| 

|     | LDT field|--------------------------|     描述符     | 

|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描述符索引该 LDT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 / 

|      LDT       |/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GDT 中的第三项用于任务 TSS，第四项用于任务 LDT。通过选择子 0x18 和 0x20 分包可以索引到它们。和设置 TSS

一样，对应也写有两个 LDT 操作的函数。 

06/task.c 

  

unsigned long long  

set_ldt(unsigned long long ldt) { 

    unsigned long long ldt_entry = 0x008082000000000fULL;        // DPL 是 3 而不是 0 

    ldt_entry |= ((ldt)<<16) & 0xffffff0000ULL; 

    ldt_entry |= ((ldt)<<32) & 0xff00000000000000ULL; 

    return gdt[CURR_TASK_LDT] = ldt_entry; 

} 

 

unsigned long long 

get_ldt(void) { 

    return gdt[CURR_TASK_LDT]; 

} 

现在，我们将设置所有任务使用相同的 LDT，这些任务共享相同的内存空间。如果你要设计字节的 OS，这不会是个

好主意。但是后面会为这些任务通过虚拟内存机制来设置不同的内存空间，后续课程会讲到。 

 

06/include/task.h 

  

#define DEFAULT_LDT_CODE    0x00cffa000000ffffULL 

#define DEFAULT_LDT_DATA    0x00cff2000000ffffULL 

上面就是任务的 LDT 描述符定义，注意 DPL（descriptor priority level）值为 3。 

  

上面已经提到，所有任务使用一个单向链表连接起来，其中有两个重要指针：一个是任务 0（TASK0）的 next 指针，

它是所有任务链表的头指针；另一个是 current 指针，指向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 

创建任务并调度 

首先，我们定义有： 

06/task.c 

struct TASK_STRUCT *current = &TASK0; 

  

现在我们来看看新任务是如何创建的： 

06/init.c 



static void 

new_task(struct TASK_STRUCT *task, unsigned int eip,  

                unsigned int stack0, unsigned int stack3) { 

// 这个函数有 4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任务数据结构的内存地址 

// 第二个参数是任务入口地址 

// 第三个和第四个参数是 0环和 3环特权级下堆栈地址 

// 由于堆栈地址的描述符选择子是固定的，所以就不用传进来了 

 

    memcpy(task, &TASK0, sizeof(struct TASK_STRUCT));        // TASK0 作为任务模板 

    task->tss.esp0 = stack0; 

    task->tss.eip = eip; 

    task->tss.eflags = 0x3202;        // 合适的状态标识 

    task->tss.esp = stack3; 

 

    task->priority = INITIAL_PRIO;    // 新任务默认优先级 

 

    task->state = TS_STOPPED; 

    task->next = current->next; 

    current->next = task; 

    task->state = TS_RUNABLE; 

} 

extern void task1_run(void);          //  任务入口函数 

extern void task2_run(void); 

static long task1_stack0[1024] = {0xf, }; 

static long task1_stack3[1024] = {0xf, }; 

static long task2_stack0[1024] = {0xf, }; 

static long task2_stack3[1024] = {0xf, }; 

// 因为没有内核中没有实现内存管理，所以固定设置一些任务和她们使用的堆栈。 

// 任务 0运行在内核态，任务 1和任务 2运行在 ring3 

void  

init(void) { 

    char wheel[] = {'\\', '|', '/', '-'}; 

    int i = 0; 

    struct TASK_STRUCT task1;                      // 移到全局定义较合适 

    struct TASK_STRUCT task2; 

 

    idt_install(); 

    pic_install(); 

    kb_install(); 

    timer_install(100); 

    set_tss((unsigned long long)&TASK0.tss);       // 让任务 0先跑起来 

    set_ldt((unsigned long long)&TASK0.ldt); 

    __asm__ ("ltrw    %%ax\n\t"::"a"(TSS_SEL));    // 加载任务 0使用的 TR 和 LDTR 寄存器 

    __asm__ ("lldt    %%ax\n\t"::"a"(LDT_SEL));    // 使用 ltrw 和 lldt 指令 

  

    sti();                                         // 从现在 始捕获中断或异常 

    new_task(&task1,                               // 注意：创建任务时，中断是使能的 

            (unsigned int)task1_run,  



            (unsigned int)task1_stack0+sizeof task1_stack0, 

            (unsigned int)task1_stack3+sizeof task1_stack3); 

    new_task(&task2, 

            (unsigned int)task2_run, 

            (unsigned int)task2_stack0+sizeof task2_stack0, 

            (unsigned int)task1_stack3+sizeof task2_stack3); 

  

    __asm__ ("movl %%esp,%%eax\n\t" \ 

             "pushl %%ecx\n\t" \         // 任务 0内核栈 ss 

             "pushl %%eax\n\t" \         // 任务 0内核栈 esp0 

             "pushfl\n\t" \              // eflags 

             "pushl %%ebx\n\t" \         // 任务 0代码段选择子 cs 

             "pushl $1f\n\t" \           // 任务 0函数地址 eip：就是下面第 2行汇编 

             "iret\n" \ 

             "1:\tmovw %%cx,%%ds\n\t" \ 

             "movw %%cx,%%es\n\t" \ 

             "movw %%cx,%%fs\n\t" \ 

             "movw %%cx,%%gs" \ 

             ::"b"(USER_CODE_SEL),"c"(USER_DATA_SEL)); 

    // 注意：现在 始内核运行在任务 0上了,通过 iret 指令长跳转到任务 0上 

    // （先加载正确的 EIP，CS，SS，ESP，图如下：） 

    +--------------------+ 

    | LDT stack selector | 

    +--------------------+ 

    |        ESP         | 

    +--------------------+ 

    |       EFLAGS       | 

    +--------------------+ 

    | LDT code selector  | 

    +--------------------+ 

    |        EIP         | 

    +--------------------+ 

  

    for (;;) { 

        __asm__ ("movb    %%al,    0xb8000+160*24"::"a"(wheel[i])); 

        if (i == sizeof wheel) 

            i = 0; 

        else 

            ++i; 

    } 

} 

现在，任务已经有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下面加入时钟中断代码进行任务调度。 

06/timer.c 

void do_timer(void) {        // 时钟中断处理函数 

    struct TASK_STRUCT *v = &TASK0; 

    int x, y; 

    ++timer_ticks; 

    get_cursor(&x, &y); 



    set_cursor(71, 24); 

    kprintf(KPL_DUMP, "%x", timer_ticks); 

    set_cursor(x, y); 

    outb(0x20, 0x20); 

    cli(); 

    for (; v; v=v->next) {   // 遍历链表，调整任务优先级 

        if (v->state == TS_RUNNING) { 

            if ((v->priority+=30) <= 0) 

                v->priority = 0xffffffff; 

        } else 

            v->priority -= 10;    // 值越低，优先级越高（等待的任务优先级会变高） 

        // *nix 内核通常这样做：较小的值优先级较高 

    } 

    if (! (timer_ticks%1)) 

        scheduler(); 

    sti(); 

} 

  

调度函数实现： 

06/task.c 

void scheduler(void) { 

    struct TASK_STRUCT *v = &TASK0, *tmp = 0; 

    int cp = current->priority; 

 

    for (; v; v = v->next) { 

        if ((v->state==TS_RUNABLE) && (cp>v->priority)) { 

            tmp = v; 

            cp = v->priority; 

        } 

    }    // 遍历链表，找寻优先级 高的任务（即值 小的任务） 

 

    if (tmp && (tmp!=current)) {           // tmp 是遍历的结果 

        current->tss_entry = get_tss();    // 置 TSS 和 LDT 描述符 

        current->ldt_entry = get_ldt(); 

        tmp->tss_entry = set_tss((unsigned long long)((unsigned int)&tmp->tss)); 

        tmp->ldt_entry = set_ldt((unsigned long long)((unsigned int)&tmp->ldt)); 

 

        current->state = TS_RUNABLE; 

        tmp->state = TS_RUNNING; 

        current = tmp; 

 

        __asm__ __volatile__("ljmp    $" TSS_SEL_STR ",    $0\n\t"); 

        // skelix 通过长跳转到 TSS 描述符上（偏移应为 0）切换任务 

    } 

} 

 

下面是任务 A & B 



 

06/isr.s 

task1_run: 

        call    do_task1 

        jmp     task1_run 

task2_run: 

        call    do_task2 

        jmp     task2_run 

这里使用汇编而不是 c语言来写这两个任务的入口函数的原因， 

是不想在跳转前后改变内核栈。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在任务 1和任务 2中使用 kprintf： 

06/init.c 

void 

do_task1(void) { 

    unsigned int cs; 

    __asm__ ("movl    %%cs,    %%eax":"=a"(cs)); 

    kprintf(KPL_DUMP, "%x", cs); 

    for (;;) 

        ; 

} 

 

void 

do_task2(void) { 

    unsigned int cs; 

    __asm__ ("movl    %%cs,    %%eax":"=a"(cs)); 

    kprintf(KPL_PANIC, "%x", cs); 

    for (;;) 

        ; 

} 

  

修改 Makefile 中的 KERNEL_OBJS： 

06/MakefileKERNEL_OBJS= load.o init.o isr.o timer.o libcc.o scr.o kb.o task.o kprintf.o exceptions.o

编译，运行一把。截图就不贴出来了（结果是看不到任务 1和任务 2的打印：ring3 任务当然不能使用 ring0 函数）

ok，现在改一下这两个任务函数： 

06/init.cvoid 

do_task1(void) { 

    print_c('A', BLUE, WHITE); 

} 

 

void 

do_task2(void) { 

    print_c('B', GRAY, BROWN); 

} 

  

编译，运行，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第 7 课：文件系统    下载源代码 

  

目标 

  

这一课中，将创建一个磁盘分区，并在她上面建立文件系统。文章看起来比较长，但是过程比较简单。 

 

 

访问硬盘 

 

大家都知道，硬盘 小的管理单位是扇区，每个扇区512字节。有两种方式定位访问磁盘。一种是CHS模式（Cylinder, 

Head， Sector），她反映了磁盘的物理结构。扇区（Sector）是磁盘可以直接访问的 小数据单位（即一个块）。

柱面（Cylinder）也成为磁轨，通常一个 1.44M 软盘每柱面有 18 扇区，而硬盘每柱面含有 64 扇区。磁头（Head）

表示有多少个盘面（通常每个盘面使用两个磁头，正反盘面各一个）。关于 CHS 相关的资料网络上可以搜索出很多，

这里不赘述。 

例如我建立了一个 100M 字节的磁盘映象文件，在 bocsh 可以这样定义它的结构： 

ata0-master: type=disk, path="minix.img", mode=flat, cylinders=200, heads=16, spt=63 

计算：16 * 64 * 200 * 512 = 100 M（512 是每扇区字节数） 

很明显，在 CHS 模式下，磁盘容量 大可表示为  柱面数 * 每柱面扇区数 * 磁头数 * 512. 注意：柱面和磁头从

0 始计数，而扇区数则从 1 始。不要问我为什么。 

 

另一种硬盘访问模式叫 LBA（Linear Block Addressing：线性块寻址模式），它是物理硬盘的逻辑寻址方式。和

线性内存寻址一样，LBA 用线性地址来定位扇区（这样，柱面和磁头就不会用到了）。这种方式非常简单，但是驱

动使用的是 CHS 模式，所以需要进行转换（LBA 也是从 0 始计数的）。 

LBA =（C-Cs）*PH*PS+（H-Hs）*PS+（S-Ss） 

磁盘大小 LBA 值 = C * H * S - 1 

 

方向计算（由 LBA 获取 CHS：下面的公式好像有问题，读者 好在网上找到正确的资料）： 

C = LBA / (heads per cylinder * sectors per track) 

temp = LBA % (heads per cylinder * sectors per track) 

H = temp / sectors per track 

S = temp % sectors per track + 1 

CHS 跟 LBA 之间，其实相当于 seg:offset 与线形地址的关系。不同点在于: 

1. CHS 是三维的，seg:offset 是二维的  

2. LBA 的空间更大 2^32，CHS 空间很小 2^24（不考虑 sector 不能取 0的问题) 

如果你使用 vmware 建立一个虚拟磁盘，可以在启动时进入 bios 看到该虚拟磁盘的 CHS 和 LBA 信息。 

下面三个 demo 对应的源程序分别为 dpt（分区表 disk partition table），fs 和 root 目录。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数据结构： 

 

07/dpt/hd.c 

struct HD_PARAM { 

    unsigned int cyl; 

    unsigned int head; 

    unsigned int sect; 

} HD0 = {208, 16, 63};        // 定义一个 104M 磁盘 

http://skelix.org/download/07.rar


  

由于 skelix 使用 LBA 寻址，所以需要把 LBA 地址转换成 CHS 地址： 

    unsigned int cyl = lba / (HD0.head * HD0.sect); 

    unsigned int head = (lba % (HD0.head * HD0.sect)) / HD0.sect; 

    unsigned int sect = (lba % (HD0.head * HD0.sect)) % HD0.sect + 1; 

 

现在已经得到 chs 地址了，我们将通过 0x1F0-0x1F7 端口来访问硬盘。 

（这些繁文缛节一点也不好玩，但是我又不得不讲） 

 

07/include/hd.h 

#define HD_PORT_DATA         0x1f0 

#define HD_PORT_ERROR        0x1f1 

#define HD_PORT_SECT_COUNT   0x1f2 

#define HD_PORT_SECT_NUM     0x1f3 

#define HD_PORT_CYL_LOW      0x1f4 

#define HD_PORT_CYL_HIGH     0x1f5 

#define HD_PORT_DRV_HEAD     0x1f6 

#define HD_PORT_STATUS       0x1f7 

#define HD_PORT_COMMAND      0x1f7 

  

另人恐慌，不过可以很清楚的来个分组。我们从 0x1f0 端口读取数据， 

如果发生了错误就从 0x1f1 读取错误码， 

0x1f2 和 0x1f3 端口设置扇区号， 

0x1f4 和 0x1f5 端口设置柱面号， 

0x1f6 端口设置磁头号。 

端口 0x1f7 用于读硬盘状态或者写操作命令。 

 

写 0x1f7 端口常用的命令字如下： 

#define HD_READ              0x20        // 读硬盘 

#define HD_WRITE             0x30        // 写硬盘 

通过上面定义，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访问硬盘， 

（为了简化步骤，暂时不做一些错误检测） 

下面这个函数 hd_rw 就是用来操作硬盘的接口。 

 

07/hd.c 

    while ((inb(HD_PORT_STATUS)&0xc0)!=0x40) 

    // 等待硬盘状态，直到可以写或读为止，状态字节说明如下： 

Bit 7 控制器忙 

Bit 6 驱动器准备就绪 

Bit 5  写出错 

Bit 4  寻道结束 

Bit 3  数据请求复位 

Bit 2  ECC 效验错误 

Bit 1  硬盘已收到索引 

Bit 0  命令执行错误 



    outb(sects_to_access, HD_PORT_SECT_COUNT); // 准备读或写多少个扇区 

  

    outb(sect, HD_PORT_SECT_NUM);              // 发送 chs 地址 

    outb(cyl, HD_PORT_CYL_LOW); 

    outb(cyl>>8, HD_PORT_CYL_HIGH); 

    outb(0xa0|head, HD_PORT_DRV_HEAD);         // a0 是第一块硬盘 

Bits 

7-5 
必须是 101b 

Bit 4 HD0(=0 第一块硬盘), HD1(=1 第二块硬盘) 

Bits 

3-0 
磁头号 

  

    outb(com, HD_PORT_COMMAND);                // 硬盘操作命令 

HD_READ=0x20 如果不成功会反复读 

HD_WRITE=0x30 如果不成功会反复写 

    if (com == HD_READ) 

        insl(HD_PORT_DATA, buf, sects_to_access<<7); 

    else if (com == HD_WRITE) 

        outsl(buf, sects_to_access<<7, HD_PORT_DATA); 

    // 说明：insl 和 outsl 是从 io 端口读写一串数据的宏汇编指令， 

    // 这里使用的是 pio 方式，mdma 和 udma 不作讨论 

 

    while ((inb(HD_PORT_STATUS)&0x80));        // 等待完成 

事实上，这只是 简单的处理流程，连错误检测都没有。虽然是 pio 方式， 

仍然可以使用中断，以避免上面的 while 循环等待，而减少内核浪费的时间。 

不过 skelix 不准备做这么复杂。 

  

磁盘分区表（disk partitiontable，以下简称 dpt） 

现在我们有能力访问硬盘的扇区了，需要把这些扇区管理起来。硬盘的第一个扇区必须包含硬盘分区表。这个分区

表从第一个扇区的 0x1be 偏移 始，长度是 64 字节。 多可以包含 4个分区（本文不考虑逻辑分区，都使用主分

区）。这 4个分区的相对偏移分别为 0x1be, 0x1ce, 0x1de, 0x1fe，第一个扇区的 后两个字节必须是 0xaa55。

 

每个分区项的格式如下： 

Byte  0  引导标识 

Bytes 1-3  CHS 信息 

Byte  4  分区类型 

Bytes 5-7 CHS 信息 

Bytes 8-11  该分区的起始扇区号 

Bytes 12-16 扇区数量 

  

第 0 个字节是引导标识，如果值为 0x80 标识可引导。对于一块硬盘来说，只有一个分区是可以引导的。第 4个字

节定义分区类型，例如FAT32, NTFS, ext2 等。有一篇文章

http://www.osdever.net/documents/partitiontypes.php?the_id=35，里面定义了常见的分区类型。 

http://www.osdever.net/documents/partitiontypes.php?the_id=35


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到 dpt 项有两种方式定位扇区，一种是通过字节 1~3 和字节 5~7 中的 CHS 信息，另一种是字节

8~16 的 LBA 信息。随便用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在本文中使用 LBA 方式，所以我不准备解释字节 1~3 和字节 5~7 的

具体格式了。 

 

现在我们来建立分区表： 

07/dpt/hd.c 

  

static void 

setup_DPT(void) {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sect[0x1be] = 0x80;             // 第一个分区可引导 

 

    sect[0x1be + 0x04] = FST_FS;    // 自定义的数据分区类型 

    *(unsigned long *)&sect[0x1be + 0x08] = 1; 

    *(unsigned long *)&sect[0x1be + 0x0c] = 85*1024*2; /* 85MB */ 

 

    sect[0x1ce + 0x04] = FST_SW;    // 自定义的交换分区类型，后续课程使用 

    *(unsigned long *)&sect[0x1ce + 0x08] = 85*1024*2+1; 

    *(unsigned long *)&sect[0x1ce + 0x0c] = 16*1024*2; /* 16MB */ 

 

    sect[0x1fe] = 0x55; 

    sect[0x1ff] = 0xaa; 

 

    hd_rw(0, HD_WRITE, 1, sect);    // 写入磁盘 

    // 写到扇区 0，扇区数为 1，sect 是写入缓冲 

} 

现在，我们在启动的过程中把分区表信息打印出来： 

07/dpt/hd.c 

void 

verify_DPT(void) { 

    unsigned char sect[512]; 

    unsigned i = 0; 

    unsigned int *q = (unsigned int *)(HD0_ADDR); 

    // 变量 q存放读出的分区表（起始扇区号和扇区数量）数组 

 

    hd_rw(0, HD_READ, 1, sect); 

    if ((sect[0x1fe]==0x55) && (sect[0x1ff]==0xaa)) { 

        unsigned char *p = &sect[0x1be]; 

        char *s; 

        kprintf(KPL_DUMP, "   | Bootable | Type      | Start Sector | Capacity \n"); 

 

        for (i=0; i<4; ++i) { 

            kprintf(KPL_DUMP, " %d ", i); 

            if (p[0x04] == 0x00) { 

                kprintf(KPL_DUMP, "| Empty\n"); 

                p += 16; 

                q += 2; 

                continue; 



            } 

            if (p[0x00] == 0x80) 

                s = "| Yes      "; 

            else 

                s = "| No       "; 

 

            kprintf(KPL_DUMP, s); 

            /* system indicator at offset 0x04 */ 

            if (p[0x04] == FST_FS) { 

                kprintf(KPL_DUMP, "| Skelix FS "); 

            } else if (p[0x04] == FST_SW) { 

                kprintf(KPL_DUMP, "| Skelix SW "); 

            } else 

                kprintf(KPL_DUMP, "| Unknown   ", *p); 

 

            /* starting sector number */ 

            *q++ = *(unsigned long *)&p[0x08]; 

            kprintf(KPL_DUMP, "| 0x%x   ", *(unsigned long*)&p[0x08]); 

            /* capacity */ 

            *q++ = *(unsigned long*)&p[0x0c]; 

            kprintf(KPL_DUMP, "| %dM\n", (*(unsigned long*)&p[0x0c]*512)>>20); 

            // 保存到内存中，32 字节偏移，32 字节长度 

 

            p += 16; 

        } 

    } else { 

        kprintf(KPL_DUMP, "No bootable DPT found on HD0\n"); 

        kprintf(KPL_DUMP, "Creating DPT on HD0 automaticly\n"); 

        kprintf(KPL_DUMP, "Creating file system whatever you want it or not!!\n"); 

        setup_DPT(); 

        verify_DPT(); 

    } 

} 

在我们编译观察结果之前，还需要修改任务函数 task1_run 和 task2_run，因为它们会滚动屏幕把我们想要的结

果覆盖掉。 

07/init.c 

void 

do_task1(void) { 

    __asm__ ("incb 0xb8000+160*24+2"); 

} 

 

void 

do_task2(void) { 

    __asm__ ("incb 0xb8000+160*24+4"); 

} 

按例，还得改改 Makefile，加入 hd.o 到 KERNEL_OBJS, 并在 sti() 之前就调用 verify_DPT()函数： 

07/dpt/Makefile 

KERNEL_OBJS= load.o init.o isr.o timer.o libcc.o scr.o kb.o task.o kprintf.o hd.o exceptions.o 



  

07/dpt/init.c 

    __asm__ ("ltrw    %%ax\n\t"::"a"(TSS_SEL)); 

    __asm__ ("lldt    %%ax\n\t"::"a"(LDT_SEL)); 

 

    kprintf(KPL_DUMP, "Verifing disk partition table....\n"); 

    verify_DPT();      /* <<<<< Here it is */ 

 

    sti();             // 任务调度可以进行了 

  

编译运行一把，OK！（ 好使用一个未分区的磁盘映象来测试） 

 

文件系统 

 

分区已经建立，下一步就是组织各个分区上的文件系统。虽然我们可以做到访问扇区了，但是对于访问文件却是不

方便的。需要做一些结构化的工作，为此定义了一个表示文件的数据结构： 

07/fs/include/fs.h 

  

#define FT_NML    1             /* normal file */ 

#define FT_DIR    2 

 

struct INODE {                  /* 存放在硬盘里面，在 inode 区 */ 

    unsigned int i_mode;        /* file mode */ 

    unsigned int i_size;        /* size in bytes */ 

    unsigned int i_block[8]; 

}; 

*nix 用户可能对 inode 比较敏感。现在我来一一解释这个数据结构中的域，i_mode 定义文件类型。FT_NML 表示

这是一个普通文件，FT_DIR 表示是一个目录。i_size 是文件大小，对于文件夹则是另外意思，后面将会讲到。

i_block 的前 6个整形表示文件的前 6个扇区号，第七个表示二级指针扇区（即它指向一个扇区，这个扇区里面存

放文件后续部分使用扇区号），由 512 / 4 = 128 扇区，表示文件接下来使用的 128 个扇区。128 * 512 = 64K。

i_block 数组的 后一个表示三级指针， 大可以表示 (512 / 4) * (512 / 4) * 512 = 8MB 字节。所以这个 i_block

数组 大可以表示 3k + 64K + 8M 文件的大小，虽然比较小，但是对于我们的 85M 分区来说已经足够了。 重要

的是，它比较简单。举例来说把，这个文件节点使用了如下扇区序列： 13, 7, 9, 16, 257, 57, 3, ....., 35, 

33, ....., 55, ......., 128, ....., 81. 

 

对于目录（也是一种文件）来说，它以类似数组的形式组织： {{file_name, file_inode}, {file_name, file_inode},

{file_name, file_inode}, }，定义如下： 

 

07/fs/include/fs.h 

#define MAX_NAME_LEN 11 

 

struct DIR_ENTRY {            / 存放在硬盘里面，在 data 区 */ 

    char de_name[MAX_NAME_LEN]; 

    int de_inode; 

}; 

操作系统中的所有文件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节点编号，如果有了这个节点号，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文件。 始的两

个文件永远是"." 和 ".."，表示当前目录和上级目录，如果我们切换到下级目录，可以通过".."来回到上一级。

"/"表示 上级目录，它没有父节点。 



举例来说，我们需要定位到 /usr/doc/fvwm/TODO 文件，首先我们找到"/"文件，然后搜索这个文件项下面的 doc

文件，因为"/"是个目录，所以先得到"/"目录的节点编号，然后搜索指向的节点表。然后再搜索到 fvwm 目录，并

且在这个目录的节点表中搜索到"TODO"这个文件，并通过"TODO"的节点编号来定位节点这个文件的节点数据结构。

后就可以访问 i_block 数组了，也就是可以访问这个文件了。怎么自己看的都昏菜了，s**t!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需要指定从哪里搜索节点号，我们在磁盘中组织所有节点为数组，并由节点号来索引节点数

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父节点，需要知道"/"存放在什么地方，这个也好办，就放在节点数组的第一项好了。

文件名声明成 12 字节，这样每个节点将占用 16 字节（另 4字节是节点编号），这样方便磁盘 IO 之后的一些操作。

当磁盘使用一段时间后，有的节点使用了，有的节点没有使用，那怎么知道呢？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位图表，每个

位表示 inode 数组中的一项。 

 

07/fs/include/fs.h 

struct SUPER_BLOCK { 

    unsigned char sb_magic;    /* 分区类型 FST_FS 或 FST_SW *' 

     

    unsigned int sb_start;     /* DPT 0x08: 起始扇区 */ 

    unsigned int sb_blocks;    /* DPT 0x0c: 扇区数量 */ 

 

    unsigned int sb_dmap_blks; 

    unsigned int sb_imap_blks; 

    unsigned int sb_inode_blks; 

}; 

  

这个超级块的数据结构用来管理各个分区。例如，下面是一个磁盘分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data          |  

 -------------------------------------------------------- 

每个分区的第一个扇区（蓝色）是 boot secotr，我不打算使用它，一个扇区大小。 

第二个扇区（绿色）是超级块（super block，以下简称 sb），一个扇区大小。 

黑色是 dmap，336 个扇区大小。 

红色是 imap，一个扇区大小。 

灰色是 inodes，将占有 342 个 block，即 342 * 8 个扇区大小。 

为了管理这个 85M 分区，我们额外花了 1.5M 的空间。 

  

在 verify_fs()函数中定义了超级块（局部变量）sb，为了方便访问定义了一些宏，获取相对整个硬盘的绝对地址

（LBA)： 

 

07/fs/incude/fs.h 

#define ABS_BOOT_BLK(sb)        ((sb).sb_start) 

#define ABS_SUPER_BLK(sb)        ((ABS_BOOT_BLK(sb))+1) 

#define ABS_DMAP_BLK(sb)        ((ABS_SUPER_BLK(sb))+1) 

#define ABS_IMAP_BLK(sb)        ((ABS_DMAP_BLK(sb))+(sb).sb_dmap_blks) 

#define ABS_INODE_BLK(sb)        ((ABS_IMAP_BLK(sb))+(sb).sb_imap_blks) 

#define ABS_DATA_BLK(sb)        ((ABS_INODE_BLK(sb))+INODE_BLKS) 

  

说明：dmap（data map）存放的是扇区使用位图 

      imap（inode map）存放 inode 使用位图。 

      inodes 存放节点表。 

为了方便，一些位的操作函数如下： 



07/fs/fs.c 

void 

setb(void *s,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v = s; 

    v += i>>3;            // i 的单位由位转换成字节 

    *v |= 1<<(7-(i%8)); 

} 

 

void 

clrb(void *s,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v = s; 

    v += i>>3; 

    *v &= ~(1<<(7-(i%8))); 

} 

 

int 

testb(void *s,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v = s; 

    v += i>>3; 

    return (*v&(1<<(7-(i%8)))) !=0; 

} 

例如，设置缓冲区 sect 的 1796 位，可以使用 setb(sect, 1796) 

init.c 在调用 verify_DPT();创建分区表后，紧接着调用 verify_fs();创建文件系统： 

07/fs/fs.c 

void 

verify_fs(void) { 

    unsigned int *q = (unsigned int *)(HD0_ADDR);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struct SUPER_BLOCK sb; 

    unsigned int i = 0, j = 0, m = 0, n = 0; 

 

    /* 读取超级块 */ 

    sb.sb_start = q[0];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READ, 1, &sb); 

    // 很难想象这段代码不越界，正好越界到 sect 上了？昏菜！ 

 

    /* 判断超级块是否正确，不是就创建文件系统 */ 

    if (sb.sb_magic != FST_FS) { 

        kprintf(KPL_DUMP, "Partition 1 does not have a valid file system\n"); 

        kprintf(KPL_DUMP, "Creating file system\t\t\t\t\t\t\t  "); 

        sb.sb_magic = FST_FS; 

        sb.sb_start = q[0]; 

        sb.sb_blocks = q[1]; 

        sb.sb_dmap_blks = (sb.sb_blocks+0xfff)>>12; 

        sb.sb_imap_blks = INODE_BIT_BLKS; 

        sb.sb_inode_blks = INODE_BLKS;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WRITE, 1, &sb); 

  



        // dmap 位图中，每个位表示 1个扇区，也就是说 dmap 中每个扇区可以标识 512 * 8 扇区。 

        // 另外，我们把 inode 位图大小固定，即使用 1个扇区。 

        /* 初始化 dmap 位图 */ 

        n = ABS_DMAP_BLK(sb); 

        j = sb.sb_dmap_blks+sb.sb_imap_blks+sb.sb_inode_blks+2; 

        memset(sect, 0xff, sizeof sect/sizeof sect[0]); 

        for (i=j/(512*8); i>0; --i) { 

            hd_rw(n++, HD_WRITE, 1, sect); 

            m += 4096; 

        } 

        m += 4096; 

        for (i=j%(512*8); i<512*8; ++i) { 

            clrb(sect, i); 

            --m; 

        } 

        hd_rw(n++, HD_WRITE, 1, sect); 

 

        memset(sect, 0, sizeof sect/sizeof sect[0]); 

        for (i=sb.sb_imap_blks-(n-ABS_DMAP_BLK(sb)); i>0; --i) 

            hd_rw(n++, HD_WRITE, 1, sect); 

 

        /* 初始化 inode 位图 */ 

        for (i=sb.sb_imap_blks; i>0; --i) 

            hd_rw(ABS_IMAP_BLK(sb)+i-1, HD_WRITE, 1, sect); 

 

        /* 初始化 inode 数组 */ 

        for (i=sb.sb_inode_blks; i>0; --i) 

            hd_rw(ABS_INODE_BLK(sb)+i-1, HD_WRITE, 1, sect); 

        kprintf(KPL_DUMP, "[DONE]"); 

    } 

    q += 2; 

 

    kprintf(KPL_DUMP, "0: Type: FST_FS "); 

    kprintf(KPL_DUMP, "start at: %d ", sb.sb_start); 

    kprintf(KPL_DUMP, "blocks: %d ", sb.sb_blocks); 

    kprintf(KPL_DUMP, "dmap: %d ", sb.sb_dmap_blks); 

    kprintf(KPL_DUMP, "imap: %d ", sb.sb_imap_blks); 

    kprintf(KPL_DUMP, "inodes: %d\n", sb.sb_inode_blks); 

 

    /* 初始化交互分区 */ 

    sb.sb_start = q[0];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READ, 1, &sb); 

    if (sb.sb_magic != FST_SW) { 

        // 注意，和数据分区不同（每个块占有 1个扇区）， 

        // 交互分区每个块占有 8个扇区，即 4096 字节，和内存页对齐 

 

        kprintf(KPL_DUMP, "\nPartition 2 does not have a valid file system\n"); 

        kprintf(KPL_DUMP, "Creating file system\t\t\t\t\t\t\t  "); 



        sb.sb_magic = FST_SW; 

        sb.sb_start = q[0]; 

        sb.sb_blocks = q[1]; 

        sb.sb_dmap_blks = (sb.sb_blocks)>>15;    /* 1 bits == 4K page */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WRITE, 1, &sb); 

        kprintf(KPL_DUMP, "[DONE]");     

    } 

    /* 初始化数据位图 */ 

    n = ABS_DMAP_BLK(sb); 

    j = sb.sb_dmap_blks+2; 

    memset(sect, 0xff, sizeof sect/sizeof sect[0]); 

    for (i=j/(512*8); i>0; --i) { 

        hd_rw(n++, HD_WRITE, 1, sect); 

        m += 4096; 

    } 

    m += 4096; 

    for (i=j%(512*8); i<512*8; ++i) { 

        clrb(sect, i); 

        --m; 

    } 

    hd_rw(n++, HD_WRITE, 1, sect); 

 

    kprintf(KPL_DUMP, "1: Type: FST_SW "); 

    kprintf(KPL_DUMP, "start at: %d ", sb.sb_start); 

    kprintf(KPL_DUMP, "blocks: %d ", sb.sb_blocks); 

    kprintf(KPL_DUMP, "dmap: %d, presents %d 4k-page\n", 

            sb.sb_dmap_blks, sb.sb_blocks>>3); 

} 

后修改 Makefile，然后 make clean && make dep && make 

07/fs/Makefile 

KERNEL_OBJS= load.o init.o isr.o timer.o libcc.o scr.o kb.o task.o kprintf.o hd.o exceptions.o fs.o

编译，运行。 

  

root 根目录 

 

后一件事情建立根目录。"/"是所有文件的根目录，所以我们一 始就必须设置好它。"/"文件永远使用 inode 0，

这样 skelix 内核才知道怎样找到它。然后再读取"/"文件的内容，也就是 DIR_ENTRY 结构数组。为了更方便的操作，

我们先完成一些基础函数，用来操作 blocks 和 inodes。 

 

07/root/fs.c 

static struct INODE iroot = {FT_DIR, 2*sizeof(struct DIR_ENTRY), {0,}}; 

 

unsigned int 

alloc_blk(struct SUPER_BLOCK *sb) { 

    // 根据 dmap 位图查找空闲的扇区，返回 LBA 地址（从 1 始） 

    unsigned int i = 0, j = 0, n = 0, m = 0;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n = ABS_DMAP_BLK(*sb); 

    for (; i<sb->sb_dmap_blks; ++i) { 

        hd_rw(n, HD_READ, 1, sect); 

        for (j=0; j<512*8; ++j) { 

            if (testb(sect, j)) { 

                ++m; 

            } else {            /* gotcha */ 

                setb(sect, j); 

                if (m >= sb->sb_blocks) 

                    return 0; 

                else { 

                    hd_rw(n, HD_WRITE, 1, sect); 

                    return ABS_BOOT_BLK(*sb) + m; 

                } 

            } 

        } 

        ++n; 

    } 

    return 0; 

} 

 

void 

free_blk(struct SUPER_BLOCK *sb, unsigned int n) { 

    // 释放一个扇区：设置 dmap 位图中对应的位即可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unsigned int t = (n-ABS_BOOT_BLK(*sb))/(512*8)+ABS_DMAP_BLK(*sb); 

    hd_rw(t, HD_READ, 1, sect); 

    clrb(sect, (n-ABS_BOOT_BLK(*sb))%(512*8)); 

    hd_rw(t, HD_WRITE, 1, sect); 

} 

 

static int 

alloc_inode(struct SUPER_BLOCK *sb) { 

    // 在 imap 表中中找一个空闲的项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int i = 0; 

    hd_rw(ABS_IMAP_BLK(*sb), HD_READ, 1, sect); 

    for (; i<512; ++i) { 

        if (! testb(sect, i)) { 

            setb(sect, i); 

            hd_rw(ABS_IMAP_BLK(*sb), HD_WRITE, 1, sect); 

            break; 

        } 

    } 

    return (i==512)?-1:i; 

} 

 



static void 

free_inode(struct SUPER_BLOCK *sb, int n) { 

    // 释放 inode 项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hd_rw(ABS_IMAP_BLK(*sb), HD_READ, 1, sect); 

    clrb(sect, n); 

    hd_rw(ABS_IMAP_BLK(*sb), HD_WRITE, 1, sect); 

} 

// 上面 4个函数就是针对 dmap 和 imap 的操作（申请，释放） 

 

static struct INODE * 

iget(struct SUPER_BLOCK *sb, struct INODE *inode, int n) {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int i = n / INODES_PER_BLK; 

    int j = n % INODES_PER_BLK; 

 

    hd_rw(ABS_INODE_BLK(*sb)+i, HD_READ, 1, sect); 

    memcpy(inode, sect+j*sizeof(struct INODE), sizeof(struct INODE)); 

    return inode; 

} 

 

static void 

iput(struct SUPER_BLOCK *sb, struct INODE *inode, int n) {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int i = n/INODES_PER_BLK; 

    int j = n%INODES_PER_BLK; 

    hd_rw(ABS_INODE_BLK(*sb)+i, HD_READ, 1, sect); 

    memcpy(sect+j*sizeof(struct INODE), inode, sizeof(struct INODE)); 

    hd_rw(ABS_INODE_BLK(*sb)+i, HD_WRITE, 1, sect); 

} 

// 上面两个函数分别完成读/写磁盘指定下标号对应的 inode 节点到内存中。 

//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函数对竞态条件做处理，因为 skelix 仅内核读写硬盘。 

// 本文中暂时没有用户态的多任务。 

 

主流程如下: 

07/root/fs.c 

static void 

check_root(void) { 

    struct SUPER_BLOCK sb;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struct DIR_ENTRY *de = NULL; 

 

    sb.sb_start = *(unsigned int *)(HD0_ADDR);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READ, 1, sect); 

    memcpy(&sb, sect, sizeof(struct SUPER_BLOCK)); 

    hd_rw(ABS_IMAP_BLK(sb), HD_READ, 1, sect); 

    // 加载 imap 扇区，判断"/"目录有没有创建 

    if (! testb(sect, 0)) {            // "/"目录必须使用 inode 0，否则 halt 



        kprintf(KPL_DUMP, "/ has not been created, creating....\t\t\t\t\t  "); 

        if (alloc_inode(&sb) != 0) {   // 分配节点号：即 imap 位图中的一位 

            kprintf(KPL_PANIC, "\n/ must be inode 0!!!\n"); 

            halt(); 

        } 

 

        iroot.i_block[0] = alloc_blk(&sb);    // 节点分配一个块（一个扇区） 

        iput(&sb, &iroot, 0);                 // 写入节点 

  

        de = (struct DIR_ENTRY *)sect; 

        strcpy(de->de_name, "."); 

        de->de_inode = 0;                     // 节点号为 0 

        ++de; 

        strcpy(de->de_name, ".."); 

        de->de_inode = -1;                    // 节点号为－1，这样我们就知道是 上层目录了 

        hd_rw(iroot.i_block[0], HD_WRITE, 1, sect);    // 写入"." 和 ".."文件夹 

 

        kprintf(KPL_DUMP, "[DONE]"); 

    } 

    iget(&sb, &iroot, 0); 

    hd_rw(iroot.i_block[0], HD_READ, 1, sect); 

    de = (struct DIR_ENTRY *)sect; 

 

    if ((strcmp(de[0].de_name, ".")) || (de[0].de_inode) || 

        (strcmp(de[1].de_name, "..")) || (de[1].de_inode) != -1) { 

        kprintf(KPL_PANIC, "File system is corrupted!!!\n"); 

        halt(); 

    } 

} 

  

// 再来一个函数打印文件的相关信息 

static void 

stat(struct INODE *inode) { 

    unsigned int i = 0; 

    char sect[512] = {0}; 

    struct DIR_ENTRY *de; 

 

    kprintf(KPL_DUMP, "======== stat / ========\n"); 

    switch (inode->i_mode) { 

    case FT_NML: 

        kprintf(KPL_DUMP, "File, "); 

        break; 

    case FT_DIR: 

        kprintf(KPL_DUMP, "Dir,  "); 

        break; 

    default: 

        kprintf(KPL_PANIC, "UNKNOWN FILE TYPE!!"); 

        halt(); 



    } 

 

    kprintf(KPL_DUMP, "Size: %d, ", inode->i_size); 

    kprintf(KPL_DUMP, "Blocks: "); 

    for (; i<8; ++i)        // 打印 inode 标识使用的扇区 

        kprintf(KPL_DUMP, "%d, ", inode->i_block[i]); 

 

    hd_rw(inode->i_block[0], HD_READ, 1, sect); 

    switch (inode->i_mode) { 

    case FT_DIR: 

        kprintf(KPL_DUMP, "\nName\tINode\n"); 

        de = (struct DIR_ENTRY *)sect;    // 打印子目录（只一个扇区） 

        for (i=0; i<inode->i_size/sizeof(struct DIR_ENTRY); ++i) { 

            kprintf(KPL_DUMP, "%s\t%x\n", de[i].de_name, de[i].de_inode);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现在，我们把上面的函数整理到程序中 

void 

verify_dir(void) { 

    unsigned char sect[512] = {0}; 

    unsigned int *q = (unsigned int *)(HD0_ADDR);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SUPER_BLOCK sb; 

 

    sb.sb_start = q[0];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READ, 1, sect); 

    check_root(); 

    memcpy(&sb, sect, sizeof(struct SUPER_BLOCK)); 

    stat(iget(&sb, &inode, 0)); 

} 

 

07/root/init.c 

void  

init(void) { 

    …… 

    kprintf(KPL_DUMP, "Verifing disk partition table....\n"); 

    verify_DPT(); 

    kprintf(KPL_DUMP, "Verifing file systes....\n"); 

    verify_fs(); 

    kprintf(KPL_DUMP, "Checking / directory....\n"); 

    verify_dir(); 

    …… 

} 

不需要再编辑 Makefile 了，直接 make && run 好了。 



   

第 8 课：内存管理    下载源代码 

  

目标 

  

抱歉，其实还没有实现。在任务分配独立的 4G 地址空间上调试失败了，现在只使能了分页机制，页异常。大量的

工作未实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搜索 buddy 和 slab 的相关资料，经典的内存管理算法。 

 

分页 

  

386 处理器的内存管理单元可以实现任务独立地址空间，任务间内存保护。每个任务可以拥有独立的 4G 虚拟地址

空间。内存映射是内存管理很重要的一步，可以分为两部分：分段和分页。前面的课程中已经讨论过分段机制了，

通过分段可以隔 不同的代码，数据，堆栈等；分页单元把虚拟地址映射成物理地址，还可以用来实现虚拟内存（和

硬盘分区进行交换），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它。 

  

对于每个任务，我们无法分配 4G 的物理内存，所以使用了一些机制来管理内存：及虚拟内存机制。该机制有处理

器的分页部分来实现，首先我们将内存分成一些块，每个块大小为 4k，通常我们称之为一个页帧。操作系统通过

页目录和页表来管理这些页帧。页目录是相当于第一级页表，其中的每一项再管理一个下级页表。（更详细过程请

参考 intel 的 IA 32/64 手册） 

 

当分页机制 启时，处理器把任务中的虚拟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步骤如下： 

1.查找段选择子在 GDT 或 LDT 中的描述符，做一些权限检查，看看能否访问 

2.以描述符中的基址相加页目录基址得到一个线性地址 

3.在页表中索引虚拟地址所对应的页表项，得到页地址 

4.查找偏移得到实际物理地址。 

如果实际物理页不存在（可能交换到硬盘中去了），则引发异常，可以在这个异常里面做想要做的事情（加载硬盘

中的交换页，或者 kill 这个程序：Segment Fault，等等） 

 

处理器使用的页目录或者页表，都是由 32 位的项组成： 

页目录项： 

 31                    12    11    9    876   5   43    2     1     0 

┏━━━━━━━━━━━━━━━━━━━━━━━━━━━━━━━━━━┓ 

┃   指向页表的物理地址  ┃ 用户定义 ┃  X  ┃ A┃ X ┃ U/S┃ R/W┃ P ┃ 

┗━━━━━━━━━━━━━━━━━━━━━━━━━━━━━━━━━━┛ 

  

页表项： 

 31                    12    11    9   87  6  5   43    2     1     0 

┏━━━━━━━━━━━━━━━━━━━━━━━━━━━━━━━━━━┓ 

┃   指向页帧的物理地址  ┃ 用户定义 ┃ X┃D┃ A┃ X ┃ U/S┃ R/W┃ P ┃ 

┗━━━━━━━━━━━━━━━━━━━━━━━━━━━━━━━━━━┛ 

  

从上面可以知道，页目录项和页表项的结构很类似，下面逐个说明一下其中的域： 

 

Bit  0 P 存在位（present），为 0 表示该页帧或页表不在内存中。如果

访问该项将发生异常。 

Bit  1 R/W 表示页表或页帧指向的内存只读（＝0），或可写（＝1） 

http://skelix.org/download/08.rar


Bit  2 U/S 表示页表或页帧的权限，当特权级为 0时，只有 ring0 到 2 的特

权级可以访问它，否则所有的 ring3 任务都可以访问。这个域非

常重要。 

Bits 3, 4, 

(6), 7, 8 

X Intel 保留位，设置为 0就行了 

Bit  5 A 该页是否已访问 

Bits 9-11 用户定义 我们使用第 11 位，表示该页帧是否被交互到硬盘上了 

  

页目录的每一项：即页表的物理地址，它的高 20 位地址表示有个页帧的起始地址，正好和 4k 对齐。2^20 可以表

示 1M 范围，每个页帧大小是 4k，所以可以索引 1M * 4K 地址空间。页目录项中还有一个 D 位，它用来表示一个页

帧是否已修改，linux 用它来表示一个页面释放是脏页面，这个位非常有用，当一个页帧交换到硬盘上后，如果该

页帧还没有被修改，而且是已经从硬盘交换出来的，则简单取消以后的交换。 

  

为了将逻辑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逻辑地址被分成 3 部分： 

Bits 31-22 页目录项的索引下标，由它可以得到页表的物理地址 

Bits 21-12 页表项的索引下标，由它可以得到页帧的物理地址 

Bits 11-0 相对页帧起始地址的偏移 

  

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个逻辑地址：0x3E837B0A。前提条件：CR3 寄存器指向的页目录地址是 0x0005C000，这个寄

存器存储了当前页目录所使用的页帧的物理地址，通常也叫做 PDBR。 

  

先取它的高 10 位， 就是 0x0FA，由它可以索引到页目录的第 0x0FA 项，我们取得这一项的值，假设得到的地址值

是 0x0003F000。然后我们取虚拟地址的中间 10 位，就是 0x037，再取出 0x0003F000 指向页帧的第 0x037 项的值，

假设是 0x0001B000。这个地址就是我们要找的虚拟地址对应的物理地址的页帧的起始地址， 后加上偏移值（低

12 位），即 0xB0A，得到实际的物理地址是：0x0001BB0A。 

相关的知识可以参考 Intel 的 IA 32/64 手册。 

CR3 寄存器必须在分页机制 启前就装载好，可以使用 MOV 指令或者在任务切换时使用 TSS 中的 CR3 域的值。当处

理器访问不存在的页帧时，发生一个异常，CR2 寄存器存引发异常的逻辑地址，同时错误码也会压入到堆栈中，错

误码格式如下： 

 31                                                 3   2     1     0 

┏━━━━━━━━━━━━━━━━━━━━━━━━━━━━━━━━━━┓ 

┃                    未使用                         ┃ U/S┃ R/W┃ P ┃ 

┗━━━━━━━━━━━━━━━━━━━━━━━━━━━━━━━━━━┛ 

  

异常处理例程通常采取如下的步骤： 

查找一个空闲的页帧或从硬盘中将页帧交换出来，重新设置正确的页目录项或页表项的值，刷新 TLB。处理器通常

保存 近 多访问的页目录或页表项到一个 cache 中，以避免每次都进行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这个 cache

就叫做 TLB。只有我们改动了页目录或页表项，就应当刷新 TLB。方法很简单，就是重新加载 CR3 寄存器。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码段，内存管理通常少不了大量的宏定义： 

08/include/kernel.h 

#define PAGE_DIR    ((HD0_ADDR+HD0_SIZE+(4*1024)-1) & 0xfffff000) 

物理内存安排：IDT（在 0x40000），接下来是 GDT，接下来是 HD0 使用，然后才是页目录， 

所以这个宏看起来有点长。 



 

08/include/mm.h 

#define PAGE_SIZE    (4*1024)                    /* 页帧粒度 */ 

#define PAGE_TABLE    (PAGE_DIR+PAGE_SIZE)       /* 页表物理地址 */ 

#define MEMORY_RANGE (4*1024)                    /* skelix 只管理 4M 内存暂时 */ 

 

08/mm.c 

/* 物理内存使用情况的位图表 */ 

static char mmap[MEMORY_RANGE/PAGE_SIZE] = {PG_REVERSED, }; 

 

void 

mm_install(void) { 

    unsigned int *page_dir = ((unsigned int *)PAGE_DIR); 

    unsigned int *page_table = ((unsigned int *)PAGE_TABLE); 

    unsigned int address = 0; 

    int i; 

    for(i=0; i<MEMORY_RANGE/PAGE_SIZE; ++i) { 

        /* 页表项属性设置为: kernel, r/w, present */ 

        page_table[i] = address|7; 

        address += PAGE_SIZE; 

    }; 

    // 上面循环初始化了 0~4M 对应的所有页表项 

 

    page_dir[0] = (PAGE_TABLE|7); 

    // 页目录项只需要第一个就可以了，因为只有 4M 内存 

 

    for (i=1; i<1024; ++i) 

        page_dir[i] = 6; 

    // 其他的 1023 个页目录项设置为空，如果这 1024 项都设置，可访问 4G 内存空间 

    // 设置 0～1M 内存为已使用。 

    for (i=(1*1024*1024)/PAGE_SIZE-1; i>=0; --i) 

        mmap[i] = PG_REVERSED; 

    // 因为内核只用到了低于 1M 的内存，所以保留它们，这样就不会被交换出去了 

 

 

    __asm__ ( 

        "movl    %%eax,    %%cr3\n\t"        // 加载页目录基址到寄存器 

        "movl    %%cr0,    %%eax\n\t" 

        "orl    $0x80000000,    %%eax\n\t" 

        "movl    %%eax,    %%cr0"::"a"(PAGE_DIR));    // 启分页机制，CR0 的 高位 

} 

  

通过 mmap 位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内存的使用情况，这样就可以分配空闲页帧了，如下： 

08/mm.c 

unsigned int 

alloc_page(int type) { 

    int i; 

 



    for (i=(sizeof mmap)-1; i>=0 && mmap[i]; --i) 

        ; 

 

    if (i < 0) { 

        kprintf(KPL_PANIC, "NO MEMORY LEFT"); 

        halt(); 

    } 

    mmap[i] = type; 

    return i;            // 返回页帧号 

} 

 

void * 

page2mem(unsigned int nr) {            // 转换为虚拟地址 

    return (void *)(nr * PAGE_SIZE); 

} 

 

void 

do_page_fault(enum KP_LEVEL kl, 

              unsigned int ret_ip, unsigned int ss, unsigned int gs, 

              unsigned int fs, unsigned int es, unsigned int ds,  

              unsigned int edi, unsigned int esi, unsigned int ebp, 

              unsigned int esp, unsigned int ebx, unsigned int edx,  

              unsigned int ecx, unsigned int eax, unsigned int isr_nr,  

              unsigned int err, unsigned int eip, unsigned int cs,  

              unsigned int eflags,unsigned int old_esp, unsigned int old_ss) { 

    unsigned int cr2, cr3; 

    (void)ret_ip; (void)ss; (void)gs; (void)fs; (void)es;  

    (void)ds; (void)edi; (void)esi; (void)ebp; (void)esp;  

    (void) ebx; (void)edx; (void)ecx; (void)eax;  

    (void)isr_nr; (void)eip; (void)cs; (void)eflags;  

    (void)old_esp; (void)old_ss; (void)kl; 

    __asm__ ("movl %%cr2, %%eax":"=a"(cr2)); 

    __asm__ ("movl %%cr3, %%eax":"=a"(cr3)); 

    kprintf(KPL_PANIC, "\n  The fault at %x cr3:%x was caused by a %s. " 

            "The accessing cause of the fault was a %s, when the " 

            "processor was executing in %s mode, page %x is free\n",  

            cr2, cr3, 

            (err&0x1)?"page-level protection voilation":"not-present page",  

            (err&0x2)?"write":"read",  

            (err&0x4)?"user":"supervisor", 

            alloc_page(PG_NORMAL)); 

} 

页异常函数，它什么也没有做，知识显示一些错误信息。 

现在我们来动态的分配一些内存，我们修改一下任务函数： 

08/init.c 

static void 

new_task(unsigned int eip) { 

    struct TASK_STRUCT *task = page2mem(alloc_page(PG_TASK)); 



    memcpy(&(task->tss), &(TASK0.tss), sizeof(struct TSS_STRUCT)); 

 

    task->tss.esp0 = (unsigned int)task + PAGE_SIZE; 

    task->tss.eip = eip; 

    task->tss.eflags = 0x3202; 

    task->tss.esp = (unsigned int)page2mem(alloc_page(PG_TASK))+PAGE_SIZE; 

    task->tss.cr3 = PAGE_DIR; 

    task->priority = INITIAL_PRIO; 

    task->ldt[0] = DEFAULT_LDT_CODE; 

    task->ldt[1] = DEFAULT_LDT_DATA; 

 

    task->next = current->next; 

    current->next = task; 

    task->state = TS_RUNABLE; 

} 

自己分配的任务数据结构和任务堆栈，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后在 init.c 中添加初始化代码： 

08/init.c 

void  

init(void) { 

    char wheel[] = {'\\', '|', '/', '-'}; 

    int i = 0; 

 

    idt_install(); 

    pic_install(); 

    mm_install();      /* 初始化函数调用 */ 

    kb_install(); 

    timer_install(100); 

    set_tss((unsigned long long)&TASK0.tss); 

    set_ldt((unsigned long long)&TASK0.ldt); 

    __asm__ ("ltrw    %%ax\n\t"::"a"(TSS_SEL)); 

    __asm__ ("lldt    %%ax\n\t"::"a"(LDT_SEL)); 

 

    kprintf(KPL_DUMP, "Verifing disk partition table....\n"); 

    verify_DPT(); 

    kprintf(KPL_DUMP, "Verifing file systes....\n"); 

    verify_fs(); 

    kprintf(KPL_DUMP, "Checking / directory....\n"); 

    verify_dir(); 

 

    sti(); 

    new_task((unsigned int)task1_run); 

    new_task((unsigned int)task2_run); 

    __asm__ ("movl %%esp,%%eax\n\t" \ 

             "pushl %%ecx\n\t" \ 

             "pushl %%eax\n\t" \ 



             "pushfl\n\t" \ 

             "pushl %%ebx\n\t" \ 

             "pushl $1f\n\t" \ 

             "iret\n" \ 

             "1:\tmovw %%cx,%%ds\n\t" \ 

             "movw %%cx,%%es\n\t" \ 

             "movw %%cx,%%fs\n\t" \ 

             "movw %%cx,%%gs" \ 

             ::"b"(USER_CODE_SEL),"c"(USER_DATA_SEL)); 

    __asm__ ("incb 0xeeffeeff");         /* 测试：触发一个异常 */ 

    for (;;) { 

        __asm__ ("movb    %%al,    0xb8000+160*24"::"a"(wheel[i])); 

        if (i == sizeof wheel) 

            i = 0; 

        else 

            ++i; 

    } 

} 

  

异常处理例程中什么也没做，访问内存出错则死机： 

08/exceptions.c 

void 

page_fault(void) { 

    __asm__ ("pushl    %%eax;call    do_page_fault"::"a"(KPL_PANIC)); 

    halt(); 

} 

后把 mm.o 添加到 Makefile 的 KERNEL_OBJS 中去： 

08/Makefile 

KERNEL_OBJS= load.o init.o isr.o timer.o libcc.o scr.o kb.o task.o kprintf.o hd.o exceptions.o fs.o mm.o

  



   

第 9 课：系统调用和可执行程序    下载源代码 

  

目标 

  

这一节中，我们来实现从磁盘加载应用程序并执行它，以及给这个应用程序系统调用的能力。 

 

系统调用 

 

经过前面一系列的课程，我们基本上建立了一个 OS 的各个简单组件，确实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算法和架构。

现在再来实现一个简单的 shell 控制，一般的 shell 处理流程是：getty()打印登录提示符，等待用户 login，然

后执行 bash。这里，我当然不想实现一个 shell，也不想写什么 getty。这一节中，skelix 将从磁盘加载一个可执

行程序并执行它，就像常用的*nix OS 一样。 

由于 slelix 的虚拟内存管理部分还没有做好，所有的任务共享同一个地址空间。我们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程序

从磁盘中加载到地址 0x100000，放到"/"根目录下面。 

要注意的是，用户任务不能访问内核地址空间，所以一些函数如 kprintf, print_c 等也不能再使用了（实际上是

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实现虚拟内存管理，这里先假定不能使用它们）。大多数的操作系统都提供了一些 API 或系

统调用来执行这些函数。现在先添加一个系统调用： 

 

09/isr.s 

sys_print: 

        pushl    %esi            # 背景颜色 

        pushl    %edi            # 前景颜色 

        pushl    %ebx            # 要打印的字符 

        cli                      # 中断门会字节关掉 EFLAGS 的 IF 位，系统调用却不行 

        call    print_c 

        sti 

        addl    $12,    %esp 

        ret 

  

恨简单，不是吗？上面系统调用有三个参数，esi 是背景颜色，edi 是前景颜色，ebx 是要打印的字符。这个系统

调用只打印一个字符，起始就是用户程序对内核 print_c 函数的一个 wrapper。 

理论上说，用户任务不能直接使用 print_c 函数，也不应当知道有这个函数存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系统调用，

以此提供给用户一个可用的接口。DOS 操作系统提供了 int 0x21 作为系统服务，linux 提供 int 0x80 系统调用，

本节中模仿 linux 在 IDT 中添加一个号码 0x80 的系统调用。 

现在我们只用到了 IDT 中断的 34 项，所以其余的项都可以拿来使用，但是我们只需要 0x80 已足够。在 IDT 中建

立一个 386 的陷阱门就行了，陷阱门和中断门非常类似，只是 E 位的类型用 8替代，并且 DPL 特权级设置为 3。

 

09/init.c 

static void 

sys_call_install(void) { 

    unsigned long long sys_call_entry = 0x0000ef0000080000ULL 

                             | ((unsigned long long)CODE_SEL<<16); 

    sys_call_entry |= ((unsigned long long)sys_call<<32) 

                             & 0xffff000000000000ULL; 

    sys_call_entry |= ((unsigned long long)sys_call) & 0xffff; 

http://skelix.org/download/09.rar


    idt[SYS_CALL] = sys_call_entry; 

} 

宏 SYS_CALL 值为 0x80。 

  

现在我们来看下 0x80 的陷阱门处理例程： 

09/isr.s 

sys_call: 

        cmpl    $1,        %eax 

        jb        1f 

        iret 

1: 

        pushal 

        call    *sys_call_table(, %eax, 4) 

        popal 

        iret 

我尽量做到简单，虽然很多东西没有考虑周全，这样做可以降低学习成本。该例程判断系统调用号，即存储在 eax

中的值，然后查找函数表：sys_call_table。 

  

函数表定义如下： 

09/syscall.c 

void (*sys_call_table[VALID_SYSCALL])(void) = {sys_print}; 

VALID_SYSCALL 宏定义为 1, of course 

 

系统调用测试函数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用户任务的系统调用测试函数： 

09/color.c 

void 

color(void) { 

    int i, j; 

    for (i=0; i<16; ++i) 

        for (j=0; j<16; ++j) 

            __asm__ ("int    $0x80"::"S"(i),"D"(j),"b"('X'),"a"(0)); 

    for (;;) 

        ; 

} 

按例， 简单实现。这个函数打印一些“X”字符，以不同的前景和背景颜色。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把它存储在磁

盘上呢，在没有 shell 的情况下（否则可以用 cp 来拷贝了）。解决的方法是另外写一个程序把程序直接写到磁盘

上：实现一个 ghex.c 程序来把 color 可执行程序的内容打印出来，在内核里面再把可执行文件写到磁盘上。 

Makefile 也得修改一下： 

09/Makefile 

all: final.img color 

 

color: color.o 

    ${LD} --oformat binary -N -e color -Ttext 0x100000 -o color $< 

上面的命令把 color.o 文件生成一个二进制可执行文件，入口点在 color 函数，代码段逻辑地址从 0x100000 始。

（color.c 由主机上的 gcc 编译器编译，ld 链接） 

  



现在把这些二进制数据（显示命令是：./ghex ../color）写到磁盘上： 

09/fs.c 

void 

install_color(void) { 

    struct SUPER_BLOCK sb; 

    char sect[512] = {0}; 

    struct DIR_ENTRY *de = NULL; 

    int inode = -1; 

    struct INODE clnode; 

    unsigned int blk = 0; 

    unsigned char color[] =  

{0x57,0x56,0x53,0x83,0xec,0x08,0xc7,0x44,0x24,0x04,0x00,0x00, 

 0x00,0x00,0x83,0x7c,0x24,0x04,0x0f,0x7f,0x2e,0xc7,0x04,0x24, 

 0x00,0x00,0x00,0x00,0x83,0x3c,0x24,0x0f,0x7f,0x19,0x8b,0x74, 

 0x24,0x04,0x8b,0x3c,0x24,0xbb,0x58,0x00,0x00,0x00,0xb8,0x00, 

 0x00,0x00,0x00,0xcd,0x80,0x89,0xe0,0xff,0x00,0xeb,0xe1,0x8d, 

 0x44,0x24,0x04,0xff,0x00,0xeb,0xcb,0xeb,0xfe}; 

 

    sb.sb_start = *(unsigned int *)(HD0_ADDR);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READ, 1, sect); 

    memcpy(&sb, sect, sizeof(struct SUPER_BLOCK)); 

 

    inode = alloc_inode(&sb); 

    assert(inode > 0); 

    blk = alloc_blk(&sb); 

    assert(blk != 0); 

    clnode.i_block[0] = blk; 

    hd_rw(blk, HD_WRITE, 1, color); 

    clnode.i_mode = FT_NML; 

    clnode.i_size = sizeof color; 

    iput(&sb, &clnode, inode); 

    // 为 color 程序分配新的 inode 节点和块 

 

    hd_rw(iroot.i_block[0], HD_READ, 1, sect); 

    de = &((struct DIR_ENTRY *)sect)[2]; 

    strcpy(de->de_name, "color"); 

    de->de_inode = inode; 

    hd_rw(iroot.i_block[0], HD_WRITE, 1, sect); 

    // 把 color 程序放到根目录"/"下面 

 

 

    iget(&sb, &iroot, 0); 

    iroot.i_size = 3*sizeof(struct DIR_ENTRY); 

    iput(&sb, &iroot, 0); 

    // 搞定 

} 

  



// color 程序已经写到磁盘上了，再把它加载到内存地址 0x100000 

09/fs.c 

void 

load_color(void) { 

    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SUPER_BLOCK sb; 

    char sect[512] = {0}; 

 

    sb.sb_start = *(unsigned int *)(HD0_ADDR); 

    hd_rw(ABS_SUPER_BLK(sb), HD_READ, 1, sect); 

    memcpy(&sb, sect, sizeof(struct SUPER_BLOCK)); 

    iget(&sb, &inode, 1); 

 

    /* 只是简单的把 color 加载到虚拟地址 0x100000（也是物理地址 0x100000） */ 

    hd_rw(inode.i_block[0], HD_READ, 1, (void *)0x100000); 

} 

还记得以前运行的 task1_run 和 task2_run 这两个任务吗，它们只是做一些轮流在屏幕上打印字符的无聊工作。

我们把 task1 换成执行磁盘中的 color 程序： 

09/init.c 

void 

do_task1(void) { 

    __asm__ ("incb 0xb8000+160*24+2"); 

    load_color(); 

    __asm__ ("jmp 0x100000"); 

} 

 

后在 check_root()函数中添加一些安装函数： 

09/fs.c 

    if (! testb(sect, 0)) { 

        kprintf(KPL_DUMP, "/ has not been created, creating....\t\t\t\t\t  "); 

        if (alloc_inode(&sb) != 0) { 

            kprintf(KPL_PANIC, "\n/ must be inode 0!!!\n"); 

            halt(); 

        } 

        iroot.i_block[0] = alloc_blk(&sb); 

        iput(&sb, &iroot, 0); 

         

        hd_rw(iroot.i_block[0], HD_READ, 1, sect); 

        de = (struct DIR_ENTRY *)sect; 

        strcpy(de->de_name, "."); 

        de->de_inode = 0; 

        ++de; 

        strcpy(de->de_name, ".."); 

        de->de_inode = -1; 

        hd_rw(iroot.i_block[0], HD_WRITE, 1, sect); 

        kprintf(KPL_DUMP, "[DONE]"); 

        if (iroot.i_size == 2*sizeof(struct DIR_ENTRY)) 



            install_color(); 

    } 

  

编译，运行一下。如果一起正常的话，应该是 color 任务打印一系列的彩色字符。很有成就感吧：） 

到此为止，这一系列的课程就结束了，大家可以继续深入下去，linux 内核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 kernel， 

而且也有一些较好的书籍，如情景分析，ULK2，In A Nut Shell 等。 

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当然也少不了挫折和煎熬。态度才是第一位，祝大家进步：） 

                                    丁亥年四月廿四       于上海体育馆 

                                    http://www.cppblog.com/jinglexy 

                                    天衣有缝 

  



一份免责声明 

 
skelix（著作权属于 www.skelix.org），觉得很典型，无事译了一下，顺手涂鸦，不堪入目。这本错别字/错误极

多的小册子可能会引来不少江湖帮会的追杀，也许它应该在地下流传，这是个不错的归宿（拒绝在收费网站上转载）。

感谢 MM 对我的无私理解，对于编程花了许多个日子里，陪伴她的只有星星和月亮。 

  

一个正在进行的 project（序言中提到的），其实刚刚 始而已，希望能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做做，C / C++

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好就可以了。正如一前辈所述，网络上的失败案例已经太多，太多，一些措施将被采取。如果有

好的项目，也可以收留偶，对此类事情热情甚高，实际上可能是个 open source 的愤青。qq 群：3226292，加入者

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对充 q币扩充人数的做法十一分反感，人数满了就不要加了，希望加入者活跃交流。 

  

web & blog : http://www.cppblog.com/jinglexy, 希望是 后一次搬家了，清净，低调... 

msn & email: jinglexy at yahoo dot com dot cn 

                            天衣有缝 于 2007.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