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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在 T riMedia多媒体应用系统中

与应用程序互通的一种简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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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嵌入式操作系统板级支持包开发设计方法的基础上 , 提出在应用软件与板级支持包(BSP)之

间加一层库函数 ,同时使用链表来组织管理板级支持包函数的方法 , 较好地解决了应用程序与板级支持包函

数间的通信问题 ,并减少了板级支持包函数的维护复杂度 ,为嵌入式系统板级支持包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有价

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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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 ,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许多

高性能的 16位 、32位嵌入式微处理器 ,与之相适

应 ,许多公司设计开发了各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

统。嵌入式微处理器和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相应

的软件及外围电路便可构成一个嵌入式系统 ,它

灵活 、小巧 、方便 ,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

性能 ,特别是在实时性方面 ,普通的 PC 机更是与

其无法比拟。因此 ,在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情况

下 ,开发人员更多的把目光投向嵌入式系统。

板级支持包(BSP)属于嵌入式系统的一部

分 ,相当于一个板级驱动程序 ,是用来描述运行于

嵌入式微处理器上的软件与外围芯片间接口的一

个软件层 。

本文针对以 pSOSystem 为嵌入式操作系统 ,

以 TriMedia TM 1x00系列为 CPU 的多媒体应用

系统的 PCI卡 ,提出一种 BSP 的函数组织及其与

应用程序互通的方法 。TriMedia TM1x00系列的

CPU为 32位嵌入式的微处理器 。它含有一个高

性能的超长指令字处理器 、图像协处理器(ICP)

和可变长解码器(VLD)以及一套为优化处理视

频 、音频 、图形的指令集 ,可以用来进行视频和音

频数据流的处理 。pSOSystem 具有灵活的可伸缩

性。它拥有一个实时多任务单(或多)处理器操作

系统内核 ,并采用基于优先级的任务调度 ,支持可

抢占的以及基于时间片的调度策略 。

1　BSP 在 T riM edia 多媒体应用系

统中的设计与实现

1.1　BSP 在系统中的作用

板级支持包包括一个或多个例程 ,用来定义

用在特定电路板上的外围芯片 ,以提供针对这些

芯片的基本操作功能 ,完成对外围芯片的初始化

及各寄存器的设置等工作 。pSOSystem 的模块化

技术与板级支持包 BSP 相结合 , BSP 可以把

pSOSystem 模块及应用与底层硬件分开 ,保证了

开发不受处理器及外围硬件更新的影响 ,只需对

BSP中的设备驱动程序做简单的改动即可使其适

合于更新或全新的硬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

开发该系统多个版本的工作量 。另外 , BSP 把

pSOSystem 的内核与目标机硬件隔离开来 ,实现

了操作系统内核完全与设备无关 ,保证了内核的

稳定性 ,从而提高了应用系统的可靠性 。系统结

构如图1所示。BSP把用户应用程序 I/O管理器

及操作系统内核与板卡硬件隔离开 ,上层软件开

发人员就无需了解过多的硬件细节 ,便于系统的

并行开发 ,缩短开发周期 。

由图 1可见 ,为了使PCI 卡稳定可靠地工作 ,

板卡上的各个外围部件必须在系统运行时可以被

初始化并根据需要动态改变其设置 ,这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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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来实现 。BSP 通过 I2C 总线对外围芯片的各

个寄存器读或写来对它们进行控制 。它一方面完

成外围芯片的初始化;另一方面 ,在需要时改变各

芯片的内部设置 ,从而使硬件按用户的要求工作

于不同的状态。应用程序 、I/O 管理器及操作系

统内核则通过 BSP 来对 PC I卡硬件进行操作。

用户应用程序

I/O 管理器

pSOSystem 内核

板级支持包

板卡硬件

图 1　基于 pSOS 的嵌入式系统结构图

Fig.1　Structure o f Embedded Sy stem Based on pSOS

1.2　BSP 在系统中的设计及实现

一般情况下 ,BSP 中对板卡中每个芯片的操

作都通过多个函数完成。如果应用程序对板卡的

操作都直接通过调用 BSP 中的函数完成 ,那么应

用程序的结构将变得复杂 ,可阅读性也大大降低 ,

很不利于源程序的调试。重要的是应用程序的可

移植性会降低 ,如果硬件作了修改 ,应用程序可能

也得做一定的变动 ,而且多而凌乱的函数增加了

修改应用程序的工作量 ,就不能有效达到使用

BSP 的目的 。所以本文提出在应用程序与 BSP

间增加一些必要的库函数 。每个库函数通过调用

某个芯片的若干个底层 BSP 函数来完成一个特

定的功能 ,这样 ,应用程序通过调用少量的库函数

就可控制硬件实现不同的功能 。当底层硬件变动

时 ,只需修改底层函数及相应的库函数 ,而应用程

序基本不必修改 ,节省了上层软件开发人员的工

作量 ,缩短了开发周期。

另外 ,BSP 中有对各个外围芯片操作的多个

函数 。因此 ,针对一个可升级的系统 ,如何高效

地管理这些函数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一个对由

pSOS和 T riMedia系列处理器组成的系统进行开

发的软件 SDE2.1中 ,它采用一个称为注册表的

模块来管理这些函数 。该模块的内部结构对开发

人员是透明的 ,它的功能就是将 BSP 中的函数进

行注册 ,当其他程序需要调用这些函数时 ,就通过

检索注册表来完成。另外 ,由于它的透明性 ,操作

时不得不增加一些额外的接口 。本文采用一种较

简单的方法即链表来完成同样的功能。这种方法

实现比较方便 ,而且不再完全依赖于 SDE2.1中

的注册表 ,提高了自主开发的能力 。

使用库函数和注册表进行 BSP 设计的方法

如下 。

1)编写BSP 函数。对每个芯片来说 ,都有初

始化函数 ,都有为实现不同功能而对各寄存器设

置的函数以及读取各状态寄存器内容的函数等。

在初始化函数中 ,要完成对各个配置寄存器的初

始设置以使其能工作在缺省状态。根据应用程序

对硬件的不同要求 ,配置函数应能完成不同的功

能 ,例如 ,工作方式的调整 、中断的设置 、寄存器的

设置等。而状态读取函数可以获取各个芯片当前

的工作状态并返回给应用程序 。由于在这些底层

函数中需用到大量的位运算 ,所以建议在头文件

中多使用宏定义以增加程序的可阅读性 。为了利

用上述设计思想 ,这里所有的函数名都应用函数

指针变量表示 。

2)对每个芯片定义一个结构体。在该结构

体中定义对该芯片操作的各函数的函数指针 ,再

定义对应的结构体变量 ,将各函数添加到该结构

体变量中。这样 ,关于每个芯片的函数都包含在

各自的结构体中 ,便于程序的阅读 、调试及维护。

3)定义对链表进行操作的函数 ,将其作为库

函数 ,调用这些库函数可以创建链表并对链表进

行检索 、插入 、修改等操作 。可将每个结构体变量

的地址加入链表中。链表由具有所有外围设备的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组成 ,从而形成一个地址链。

链表的创建应在系统启动时 ,应用程序运行前建

立。这样 ,应用程序运行后可随时通过检索这个

链表找到相应外围设备的 BSP 函数的集合并对

其调用。

为了保持 BSP 对用户应用程序的透明性 ,需

定义相应的库函数。如打开某芯片的函数 De-

vice_open(),关闭该芯片的函数 Device_close()

等。用户应用程序通过调用库函数来实现对该芯

片的操作而不关心底层如何工作。这需要在库函

数中定义一个同样类型的结构体变量指针。库函

数在链表中检索前面对应的结构体变量的地址 ,

并将该地址赋值给库函数中定义的该结构体的变

量 ,便可通过调用相应的 BSP 函数和进行必要的

中断操作完成其功能 。

图 2为一个应用程序对外围设备操作的流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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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2可看出 ,应用程序执行过程中如果需

要对硬件操作 ,只需调用相应的库函数即可 ,库函

数通过检索链表获取 BSP 函数指针实现对底层

函数的调用。如果有必要 ,底层函数执行完后可

返回硬件当前的状态 。采用库函数和链表来链接

应用程序和 BSP ,以实现应用程序和 BSP 的通

信 ,减少了应用程序代码 ,使得应用程序的结构更

加清晰。同时 ,使用链表来组织 BSP 函数使整个

操作流程层次分明 ,对 BSP 的维护也更加方便。

当对系统升级时 ,如果需要更改硬件的部分芯片 ,

只需修改底层函数并将更改部分的函数加入链

表 ,以及删除链表中对应的原来的函数即可 。库

函数也只需很少的更改 ,而应用程序不用更改或

只需很少量的更改 ,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应用

程序的可移植性 。

2　应用系统实例

图 3 所示的是一个嵌 入式系统(CPU

TM1x00部分接口),它可作为一个视频会议终端

或监控系统的终端。TM 1x00从视频解码器和音

频编解码器获取图像和语音数据 ,经应用程序处

理后 ,通过 PCI 总线由 PC发至远端 ,或在本地通

过视频编码器和音频编解码器直接回放;或者从

远端获取数据 ,经应用程序处理后通过视频解码

器和音频编解码器回放。在该系统中 ,本文所描

述的方法能够很好地解决应用程序对底层硬件的

操作。比如对其中的视频解码器 ,如果应用程序

需要开始接收视频信号 ,它只需调用视频解码器

打开库函数 ,该库函数即可通过注册表调用相应

的底层函数 ,完成打开视频解码器等一系列对视

频解码器的初始化工作。当视频解码器升级为同

系列的其他芯片时 ,底层函数一般只需少量修改 ,

而应用程序基本不必修改即可正常工作 。

3　结束语

由于嵌入式系统体积小 ,实时性强 ,越来越广

泛地应用于通信 、信息家电乃至航空航天等领域。

BSP作为软件与硬件的接口层 ,成为嵌入式系统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文提出的在应用软件与

BSP间加一层库函数 ,同时使用链表来组织管理

BSP函数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应用程序与 BSP

函数间的通信问题 ,并减少了 BSP 函数的维护复

杂度 ,为嵌入式系统 BSP 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有价

值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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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f tw are layer that describes the interface betw een the sof tw are on chip and any pe-

ripherals on the board is known as the board support package , o r BSP.BSP allow s to change the

boards design without affecting the sof tw are that has already been developed.

This paper t ries to describe a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betw een application prog ram and

BSP and org anizing of functions in BSP which w ork wi th Philips TM1x00 CPU and pSOSystem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or pSOS.TM 1x00 is a media processor for high_performance multi-

media applications that deal wi th high_quali ty video and audio.pSOS is a modular , high_perfor-

mance real_time operating sy stem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embedded microprocessors.

A basic BSP consists of many files about every peripheral.One of those has a few functions

w hich initialize corresponding peripheral and finish the function that application program needs.

This paper brings fo rw ard a method to connect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and functions in the BSP .

The method adds a series of libraries w hich make users application program need not consider the

hardware.It can only call the library to f inish the operation about hardw are.Acco rding ly the li-

brary calls the functions in BSP to control hardw are or get information about hardware and return

to application.In addition , this paper uses a chain table to manage the functions in BSP.These

functions' name are defined as functions' pointer.These pointer are put into a structure.Func-

tio ns' pointer variables about the same peripheral are all put into a st ructure.The address of the

structure is added to chain table.So all peripheral st ructure fo rm a chain table.Library searches

the chain table to obtain the address of structure and call the corresponding funct ion.Of course ,

the chain table should be built during the sy stem startup and before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of us-

er is executed.Then when application prog ram is running , i t can call the library to use chain table

in any tim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thought of realizing the BSP communicating with application pro-

g ram.The application prog ram of user is very clear w hen the librares are used to be an interface

between it and BSP .Use of the chain table makes it easy to manage the BSP.When hardw are

needs to be upgraded , the chain table makes the change for BSP appear to be in proper o rder.So

these tw o methods have some value in realizing i t.

Key words:embedded operation system;bard support package;library ;chain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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