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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念与背景介绍 

1.1 基本概念 

可重构路由交换系统由元构件构件组件平台的层次模型构成。 

元构件是网络路由设备中最常用的最小的代码重用功能单元，是构件的基本

组成元素，提供常用的构件组装零件，并且屏蔽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差异性。如

消息队列、链表、路由树等。 

构件是路由器软件中可复用、可替换的软件功能模块，是具有独立功能的消

息处理模块，在运行时具体表现为一个进程，如 BGP 构件、RIP 构件等。 

1.2 技术背景 

1)可重构路由系统 

这些年来可重构路由器的研究在很多方向上取得了进展，虽然这些研究成果

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但都对我们平台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Click 是一种模块化的软件路由器体系结构，它针对数据转发层，用户可以

灵活的配置模块化的路由器。Click 将多个简单的元件（element）进行组合，组

成一个系统来完成需要的功能，每个元件可以有多个端口与其他元件相连。 

XORP 是为解决当前的网络研究中路由器的源代码不开放和 API 不开放的

问题而提出的一个路由开放平台，与以前只关注转发层面的大多工作不同，

XORP 更多的关注控制层面，如路由协议，路由信息库，网络管理，和相关用户

层程序，XORP 通过一组策略把路由器的控制平面和独立的路由协议分成一个个

的组件，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该平台向用户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科研工具和配置

平台，新的创意可以在 XORP 上进行模拟。 

2)构件开发环境 

构件开发技术目前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分布式计算等领域有很

成熟的应用。 

CORBA 分布计算技术是 OMG 组织基于众多开放系统平台厂商提交的分布

对象互操作内容的基础上制定的公共对象请求代理体系规范。CORBA 独立于系

统平台和开发语言，是由绝大多数分布计算平台厂商所支持和遵循的系统规范技

术，已逐渐成为分布计算技术的标准。CORBA 标准由对象管理组织（OMG）设

立并进行控制，CORBA 为应用程序互相操作定义了一系列 API、通信协议和物

件/服务信息模型，这些应用程序用不同的程序语言编写，运行在不同的平台上。

CORBA 是在当今快速发展的软件与硬件资源的情况下发展出的一种新技术，它

可以让分布的应用程序完成通信，无论这种应用程序是什么厂商生产的，只要符

合 CORBA 标准就可以相互通信。 

EJB 是 Sun 推出的基于 Java 的服务器端构件规范 J2EE 的一部分，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已经成为应用服务器端的标准技术。EJB 基于 Java 语言，给出了系

统的服务器端分布构件规范，包括了构件、构件容器的接口规范以及构件打包、

http://www.csai.cn/incsearch/search.asp?key=%C6%BD%CC%A8
http://www.hudong.com/wiki/%E8%BD%AF%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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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配置等标准规范内容。EJB 的上层的分布式应用程序是基于对象组件模型

的，低层的事务服务用了 API 技术。EJB 技术定义了一组可重用的组件，用户可

以利用这些组件组合成独特的分布式应用程序。 

VxWorks操作系统是美国WindRiver公司设计开发的一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

统，它以良好的可靠性和卓越的实时性被广泛地应用在通信、军事、航空、航天

等高精尖技术及实时性要求极高的领域，Tornado 是与之对应的开发环境。开发

环境采用 BSP（板极支持包）屏蔽底层硬件差异性，并且带有丰富的、可灵活拆

卸的组件，如 VxFusion 组件、C++组件等。



 

 

2 可重构开发平台概述 

可重构路由交换平台，就是要让路由器设计、开发像机械制造工业一样，

可以用各种标准和非标准的零件来进行组装，或者像建筑业一样，用各种建筑

材料搭建成各式各样的建筑。路由交换系统构件化的目标是：可以由不同厂商、

不同单位或个人提供、在不同操作系统或硬件平台上实现的功能构件，方便地、

动态地集成为一个有机体。这些构件要求能互操作，实现路由交换功能的构件

化是一种前沿的系统设计思想，对路由交换设备制造乃至整个网络行业的健康

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重构交换开发平台应该解决的问题： 

针对柔性网络体系结构的需要，提供一种与系统、与硬件、与环境隔离的

构件开发模式，关键在于研究当前和以后构件技术的发展，完成相关工作：系

统需要什么样的构件，构件内部基本结构及扩展结构、基本属性及扩展属性，

构件交互的方法，构件联接规则，构件存在的环境等。相应的支撑技术及体系

结构要在构件开发平台中有所体现。 

可重构开发平台体系结构设计思想： 

构件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也可在同一环境中被复合使用，因此构件

需要提供清楚的接口规范与对应环境进行交互。构件的封装、设计与外部表征

尽量分离。构件对外发生作用或构件间的交互，都是通过规范定义的接口进行，

构件使用者只需要知道构件的接口，而不关心其内部实现，这是设计与实现分

离的关键。构件开发平台就提供构件交互的规则，并基于这些规则实现类似容

器的标准环境。 

可重构开发平台体系结构概况： 

可重构路由开发环境包含一个可重构路由开发的系统平台，它的设计目标

就是要让路由器设计、开发像机械制造工业一样，可以用各种标准和非标准的

零件来进行组装。 

构件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也可在同一环境中被复合使用，因此构件

需要提供清楚的接口规范与对应环境进行交互。构件的封装、设计与外部表征

尽量分离。构件对外发生作用或构件间的交互，都是通过规范定义的接口进行，

构件使用者只需要知道构件的接口，而不关心其内部实现，这是设计与实现分

离的关键。构件开发平台就应当提供构件交互的规则，并基于这些规则实现类

似容器的标准环境。因此可以说，构件开发平台真正提供了与系统、与硬件、

与环境隔离的构件开发模式。 

可重构路由开发环境基于现有的操作系统及硬件环境实现。在此开发环境

中，开发者可以方便、快捷地开发构件。开发平台还提供基于构件的组件生成

架构。以可重构开发环境为基础，对构件单元库和可重构路由组件进行设计，

最终实现可重构路由平台。可重构路由交换开发环境体系结构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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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构路由交换开发环境

异构操作系统及硬件环境

构件库

可重构路由交换组件

可重构路由交换平台

 

图 2.1  可重构路由交换开发环境体系结构 

可重构路由交换开发环境在整个可重构路由交换体系结构中的层次关系如

图 2.1 所示，它屏蔽底层差异向上提供统一支持。开发环境对上层开发的支持

以构件为主线进行构件研制，并以构件为基础实现组件组装，并面向平台提供

主要系统资源的管理。 

可重构路由交换开发环境主要由如下部分组成：(见图 2.2）： 

面向构件的异构系统支持库：构件是功能独立、统一配置的单元，实现过

程封装，使用构件时无需洞悉构件内部的实现细节。构件开发平台强调构件与

操作系统或具体硬件的分离，因此构件开发要屏蔽底层系统的差异。 

元构件：提供常用的构件组装零件，或称之为构件半成品。可能包括：路

由树、报文、分布式消息通信、SOCKET 通信等。 

构件库管理工具：包括构件的注册、入库、分类、索引等。 

面向构件的系统资源管理：针对系统原始资源面向路由交换功能进行重整，

并面向构件所涉资源进行管理。 

构件集成工具：提供基于元构件的构件生成方法。 

基于构件的组件生成架构：主要以路径消息传递和数据处理为主要线索，

提供基于软总线等构件交互方式的组件生成架构。 

除了提供上述实体功能，可重构路由交换开发环境还包括构件描述及验证

方法。它是在构件开发初期对构件功能、外部行为特征及交互接口进行形式化

描述；并提供相应的一致性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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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工具

面向构件

的资源

构件

集成工具
元构件

可重构路由交换系统及其平台运行

 

图 2.2 可重构路由交换开发环境内部结构 

构件运营管理如图 2.3 所示。构件管理服务器是一台高性能服务器，运行

构件管理的服务器端程序，命令解析器能够接收远程命令并解析，通过 CLI 配

置管理器实现对构件的配置。最终通过目标设备管理模块将管理协议报文下发

给设备。构件管理系统的设备端软件集成在设备内部，是通用的构件控制响应

程序，其中目标设备管理代理接收到构件管理服务器的命令报文后，能够实现

构件的动态加载，卸载，构件连接关系的动态改变等等。此外，还能够通过业

务命令解析配置模块实现构件的配置。业务命令解析配置器的大致工作原理是

将用户的需求解析成设备的配置命令，然后通过原系统的命令接收和解析接口

下发给目标构件。  

构件 构件 构件

构件库

    综合管理适配器 

可重构柔性网络设备构件管理

面向构件
的系统资

源管理

命令解析器 配置管理器

脚本管

理及

解析

器

通用路由器软件平台

业务命
令解析

配置器

目标设备管理代理

构件关
系管理

器

构件管

理代理

原系统
CLI构
件

综合管理平台

网络管理员

Xml脚本

TCP连接

可视化管理
命令行配置

外部管理系统
构件管理系统服务器端

构件管理系统设备端

 

图 2.3 构件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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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件运行环境 

通用路由器软件平台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即构件代理（Agent）和构件代

理客户端（Agent Client）。如下图： 

Agent

  Component: 构件

  Ci:       构件接口

组件

Ci

Component 1
Agent

Client

Component 2
Agent

Client

图 3.1 可重构路由软件系统基本框架图 

可重构路由软件系统由软件构件组成。构件运行时的形态是一个单线程的

进程。 比如 BGP 构件、RIP 构件等。Agent 是构件交互的管理模块，实现构件

之间的交互和构件的组装管理。Agent Client 是构件的通信功能块，实现构件与

其他模块的底层通信细节。 

Ci 是构件之间的标准接口。构件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以太网，或者是操作

系统内部的消息机制，只要构件遵循接口协议，就可以实现构件灵活组装和替

换，实现构件的分布式和异构系统的部署。 

Agent 是系统软件构件组装框架中的核心模块，它为构件间交互搭建桥梁。

Agent 主要完成如下功能： 

（1）管理构件连接关系 

解析构件连接关系的配置文件，存储各个构件之间的相互连接关系的拓扑

结构表。管理构件连接关系的动态变化。 

（2）接收系统命令，管理构件运行 

每个构件运行初始化时都应该向 Agent 注册，只有注册成功才会被认为真

正在运行，才能接收和发送消息。构件主动停止运行时也需要向 Agent 注销。

Agent 可以接收外部的命令，根据外部命令对构件进行管理，包括重新装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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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件连接关系配置文件，从构件服务器下载构件的可执行程序并启动运行，

终止构件的运行等操作。 

（3）监视构件运行状态 

向外部管理人员或者管理系统提供系统内各构件的运行情况和构件的拓扑

结构。 

Agent Client 是构件间交互以及构件与 Agent 通信的封装模块。它的主要功

能如下： 

（1）构件初始化 

读取构件的定义文件，获得构件详细信息并初始化构件。向 Agent 注册构

件的启动。 

（2）发送和接收消息 

构件通过 Agent Client 来发送和接收具体的消息，Agent Client 为构件和

Agent 屏蔽了底层通信的细节。 

4 构件模型 

由于构件作为零件，需要进行组装，要求在不同操作系统或硬件平台上构

件可以方便地、动态地集成为一个有机体，并且考虑到标准化与规范性，方便

第三方开发构件，因此，从构件共性方面抽象出了构件模型。构件对外发生作

用或构件间的交互，都是通过规范定义的接口进行，构件使用者只需要知道构

件的接口，而不关心其内部实现。 

抽象模型 

软件构件通过接口对外提供服务和与外部交互。构件既能接收消息、处理

消息，也能发送消息。接口包括若干个消息输入端口和消息输出端口，每个端

口对应一种特定的消息类型，而软件构件对外提供的功能则是通过消息来触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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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InputPort Outport... ...

Description

MsgType_1

MsgType_n

MsgType_n+1

MsgType_m

mnNnm ,

 

图 4.1 软硬件构件模型 

可处理的消息类型分为两大类：预留消息 RM（Reserved Message）和用户

自定义的消息 CM（Custom Message）。分别是常见的路由器控制层构件之间的

交互消息以及一些公用的消息和用户根据可重构平台的消息格式要求新创建的

消息类型。 

硬件构件作为自封装的处理模块，其与外界（其他构件或运行环境）进行

交互只能通过自身的接口。硬件构件的交互类型分为两种，即数据报文交互和

事件处理。在路由交换设备中，硬件构件的潜在处理对象为输入的分组报文，

所以硬件构件的功能接口是处理数据交互的；但为支持硬件构件的处理功能，

构件之间以及构件与运行环境之间也必须存在着状态交互，如复位和时钟等信

号。另外，为使构件能够更好地适应硬件环境，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处理能力，

一些硬件构件在设计时必须是可配置的，比如可重构路由交换平台中的业务识

别构件，其处理的数据长度应该是可以配置的，即一旦接口标准修改，该构件

无需重新编写，只需在使用时指定新的数据长度。 

基于以上特点，将硬件构件抽象为如下几个部分：提供接口（Provider 

interfaces），引用（references），属性（Attributes），事件源（Event sources），

事件槽（Event sinks）。其抽象模型如图 4.2 所示。 

接口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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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nput Output

R

 

 
 ...

... ...

testport

component

1

32

 

图 4.2 软硬件构件接口模型 

软件构件间的消息格式为：消息头与消息体，消息头部具有统一格式，主

要包含消息的类型、发送者标识、接收者标识和消息长度等；消息体携带具体

的参数，参数的个数可变，消息体长度可变。针对消息体的各个域，本文则称

为元数据。 

硬件构件的提供接口具体结构如图 4.2（右）。硬件构件模型的接口与软件

构件的接口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对外提供一组处理或操作，但二者也存在一

些差异。软件构件在使用接口时是进行数据类型匹配和自动报错的，而硬件构

件则一直处于接收输入状态，互联的两接口也必须要信号匹配，且输入的分组

在满足条件情况下才会开始处理流程，否则对报文不处理。 

构件组装 

软件构件通过向外提供若干个符合标准的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来实现构件

间的相互通信。其中输入端口用来接收上游构件发送过来的消息，输出端口用

来向下游构件发送消息。 

下面是软件构件对外连接示意图： 

可重构路由

平台软件构件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②

③

注册反馈消息

注册通告消息

注销通告消息

地址更新消息

构件注册消息

构件注销消息

.

.

.

.

.

.

.

.

.

.

.

.

上游构件
发来的其

他消息

向下游构
件发送的

其他消息

 

图 4.3 软件构件对外连接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软件构件的所有输入输出端口中，有四个输入端口和两个输

出端口的名称和用法是固定不变的，即①、②、③、④输入端口和①、②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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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①、②、③、④输入端口的作用是接收 Agent 发来的消息（例如加入到

系统中的注册消息等构件管理类的消息），①、②输出端口的作用是向 Agent

发送消息。除了这些固定的端口外，每个构件还存在若干个输入、输出端口用

来完成特定的功能，这些端口的数量、作用与具体的构件有关，如 RIP 构件有

两个输入端口和一个输出端口，用来与其他构件交互路由信息。 

硬件构件在组装的方式与软件有所不同，需要“引用”（References）的帮

助。硬件构件引用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 4.4 硬件构件连接“引用”示意图 

有关硬件构件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项目文档《硬件构件的描述、验证、

仿真与测试方法研究》。 

5 构件描述 

5.1 软件构件描述    

5.1.1 形式化描述 

1)接口描述 

软件构件的接口有以下定义： 

( , , , , )Interface I R P O T 为一个构件的接口定义。 

I 表示该构件的输入端口集合，例如 1 2{ , , , },( )nI I I I n N   表示该构件具

有 n 个输入端口，令 ( )iT I 表示第 i 个输入端口的类型，则其满足

( ) ,iT I RM CM i n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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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表示接收部件（receptor）一直处于等待处理状态，只有在其端口接收到

消息时，消息才会被处理，即输入对象 IIo 时，才会被构件处理，否则丢弃。 

P 表示处理器（processor）开放式可重构路由交换平台主要分为接入、转

发、交换、控制四大部分。软件构件的处理主要集中在控制部分，包括运行高

层协议（特别是路由协议）的内部处理模块，网络接口卡的状态一致性维护，

局部与全局路由表的一致性维护，数据报文的查表转发处理模块，传输层协议

模块以及配置管理、启动控制、文件系统等功能模块。 

O 表示该构件的输出端口集合，例如 1 2{ , , , },( )nO O O O n N  ，令 ( )iT O 表

示第 i个输入端口的类型，则其满足 ( ) ,iT O RM CM i n i N     。 

T 表示该构件的测试输出端口集合，测试端口集合是特殊的输出端口集合，

它是由用户自定义的，T O 。 

2)语义描述 

仅仅只有接口不能完全描述一个构件，比接口更重要的是对构件行为的描

述。例如接口中服务调用次序的约束，在服务的处理过程中产生异常的条件等。

于是构件的模型定义如下图 5.1 所示： 

component ::=<implement ,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interface , attribution>

interface ::= <meg_inport , mes_outport >

meg_in/outport ::= < sequence number，msgtype>

attribution::=<static attribution , action attribution>

static attribution::=<identifier , name ,version , function>

action attribution::=< Port mapping, abnormal event, period 

state, cost , deadline>

 

图 5.1 可重构平台中构件语义描述 

3)环境描述 

构件和外围环境描述为构件的选用和适应性修改提供指导。 

可重构路由平台软件构件应该包括的基本静态描述信息如下： 

构件名称； 

构件输入端口的个数； 

各输入端口所支持消息类型及格式（期望输出）； 

构件输出端口的个数； 

各输出端口所支持消息类型及格式； 

此外，还需要补充构件 ID、构件版本号和构件功能的简要文字描述，作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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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 ID：构件库中唯一标识某构件的一串 32 位标识符，它是若干个数字

和字母的组合； 

构件版本号：随着构件的不断升级，需要引入版本号来区分不同版本的构

件； 

构件功能的简要文字描述：通过一段言简意赅的文字描述构件的功能； 

5.1.2 文档化描述 

为了便于构件的复用、测试和检索，需要用一种通用且易于存储查询的描

述语言来描述构件。这里采用 XML 来描述硬件构件的信息，XML 有着人和机

器都容易读的优势，且有广泛使用的工具支持。每个 XML 包含唯一的根元素，

根元素内可层层嵌套多个非根元素。元素可以分成空元素和非空元素，非空元

素包含开始标记、内容和结束标记，空元素中没有内容。 

根据可重构路由平台软件构件的 8 项描述要素，确定了构件描述的基本内

容，具体的 XML 文档结构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mponent> 

 <name>...</name> 

 <id>...</id> 

 <version>...</version> 

 <description>...</description> 

 <in_port> 

 ... 

 </in_port> 

 <out_port> 

... 

</out_port> 

</component> 

基本信息描述 

可重构路由平台软件构件的基本信息描述如下： 

<?xml vesion=“1.0”  encoding=“utf-8” ?> 

<!-- This is a component describe document. --> 

<component> 

<name>RIP</name> 

<id>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id> 

<version>1.0</version> 

<description>this is a RIP component</d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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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前四项元素定义了构件的基本信息，包括构件的名称、ID、版本号和简要

功能描述。各元素的具体含义如下： 

<name>元素：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的名称； 

<id>元素：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全局唯一的 32 位 ID，每个构件唯一的

标识； 

<version>元素：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的版本； 

<description>元素：字符串类型，表示对构件功能的简要描述。 

端口信息描述 

<in_port>元素 

该元素详细定义了所有与构件输入端口有关的信息。该元素是构件描述文

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指导并决定了构件复用和测试过程的进行。 

<in_port>元素包含以下几个元素： 

<in_port_num>：整数类型，定义输入端口的总个数； 

<in_message_type>：整数类型，定义某输入端口支持的消息类型； 

<in_message_format>：定义某输入消息类型（自定义消息）的具体格式； 

<expect_out_port>：定义某输入消息类型对应的理论输出端口号； 

在构件描述文件中，<in_port>元素的总体结构如下： 

<in_port> 

 <in_port_num>…</in_port_num> 

 <in_message_type>…</in_message_type> 

 <in_message_format> 

 … 

 </in_message_format> 

… 

</in_port> 

注意：在本文档中定义的构件描述文件中并没有显式地给出构件的输入输

出端口号，故进行如下规定：在构件描述文件中输入、输出消息定义的顺序即

相应输入、输出端口的顺序。 

下面对每个元素的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in_port_num>元素：不能为空，应该包含一个大于 0 的整数，定义输入端

口的数目。 

<in_message_type>元素：不能为空，应该包含一个消息类型号（0~65535），

定义某输入端口支持的消息。如果在 0~1024 之间，表示该消息是预定义消息

类型；如果大于 1024，表示该消息是自定义消息类型。 

<in_message_format>元素：定义构件某输入端口消息类型的具体格式。在

构件描述文件中该元素的存在与否由消息类型决定：当<in_message_type>的内

容为 0~1024 之间时，<in_message_format>不存在（预定义消息的消息格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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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在预定义消息库中）；当 <in_message_type>的内容大于 1024 时，

<in_message_format>元素存在，用来描述自定义消息的具体格式。 

<in_message_format>元素包含如下两个元素： 

<preNum>：定义消息可携带参数的个数； 

<preItem>：定义每个参数的具体信息。<preItem>元素的个数等于该消息可

携带参数的个数； 

每个<preItem>元素又包含如下两个子元素： 

<name>：定义参数的名字，用字符串表示，可以为空； 

<length>：定义参数的存储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preItem>元素的结构如下： 

<preItem> 

 <name>source IP Address</name> 

 <length>8</length> 

</preItem> 

<expect_out_port>元素：定义某输入消息类型对应的理论输出端口号。该

元素的内容不能为空，是一个大于等于 0 的整数。大于 0 表示构件从某一输入

端口收到消息后，会向几号输出端口输出消息；等于 0 时，表示构件收到该消

息后，没有产生相应的输出。 

<out_port>元素 

<out_port>元素用来定义构件输出端口的信息，包含如下三项： 

<out_port_num>：整数类型，定义输出端口的个数； 

<out_message_type>：整数类型，定义输出端口支持的消息类型； 

<out_message_format>：符合类型，定义某输出端口对应消息类型的具体格

式。 

<out_port>元素的总体结构如下： 

<out_port> 

 <out_port_num>…</out_port_num > 

<out_message_type>…</out_message_type> 

<out_message_format> 

… 

</out_message_format> 

… 

</out_port> 

与<in_port>类似，<out_port>中输出消息定义的顺序即输出端口的顺序。 

<out_port_num>元素：与<in_port_num>类似。 

<out_message_type>元素：与<in_message_type>类似。 

<out_message_format>元素：与<in_message_format>类似。 

描述文档的 XML Schema 参见《构件描述、测试、性能分析技术研究报告》。 



 

-18- 

5.2 硬件构件描述  

5.2.1 形式化描述 

1)语义描述 

基于之前提出的硬件构件抽象模型，对硬件构件进行语义描述。硬件构件

可以由提供接口（I），引用（R），属性（A），事件源（ES），事件槽（ED）组

成的五元组来描述，即硬件构件 Component（I，R，A，ES，ED），其中 R，A

都可为空。  

对于提供接口 Interface，其可由输入端口集合、触发条件集合、功能集合

和输出端口集合组成的四元组来描述，即为 Interface(I，C，F，O)。其中，I

表示该构件的输入端口集合，C 表示该构件的触发条件集合，F 表示功能集合，

O 表示该构件的输出端口集合。 

2)功能描述 

逻辑功能描述要求： 

对于设计者，要求功能描述完成准确，利于实现，同时不能束缚设计的具

体过程，包括时序图、流程图等； 

对于使用者，考虑黑盒模型（图 5.2），将接口和实现分离，屏蔽内部的实

现细节，包括使用说明书、接口时序等。 

黑盒模型

推信号

拉信号推允许

拉允许

分组进 分组出

 

图 5.2 黑盒模型 

功能描述—（P，F，C）属性描述 

P 表示构件的接口，接口数量、类型、宽度和速率等属性；  

F 表示构件要实现的具体功能的细节描述，包括硬件构件内部模块的划分、

模块时序图、流程图等； 

C 表示构件上控制要素集合，表示本构件除数据接口外的其他信号，时钟

信号、复位信号等。 

制定标准化的硬件接口定义，并且构件之间基于数据耦合。根据国家数字

交换中心以往路由器设计经验，数据接口采用 130 位数据格式。其中前两位为

报文指示码，如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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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报文指示码和传送的数据对应关系 

报文指示码 数据 指示含义说明 

“01” “95BC” 传送数据报文开始指示 

“00” “报文内容” 数据报文正常的内容 

“10” “FB95” 传送数据报文结束指示 

“11” “FB3C” 通道中空闲指示 

3)资源描述 

由于硬件构件必须是在器件（FPGA）上装载才能执行任务、实现其功能，

因此需要对器件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硬件构件在本质是一个在可重构器件上

运行的逻辑电路，其内部的基本组成为 CLB 资源和其他专用资源，该逻辑电路

的最终物理载体为 FPGA 器件的 Bitstream 下载文件。选定的硬件构件组合后，

要最终生成可供下载的 Bitstream 文件。硬件构件最终要下载运行，就要使用一

定的硬件资源。硬件构件通常使用资源包括 FPGA 上的 CLB、BlockRAM、乘

法器等。 

硬件构件资源描述对硬件构件对 FPGA 的资源占用情况进行描述包括占用

的 CLB、BlockRAM、乘法器和需要提供的时钟频率。硬件构件需要运行在所

需的资源之上。因此资源描述是构件能否在给定 FPGA 上运行的判断依据。 

5.2.2 文档化描述 

硬件构件信息主要包括三方面：硬件构件的基本信息描述，硬件构件的模

型接口描述，硬件构件的物理资源描述。具体文档的结构如下： 

 

基本信息描述 

<?xml vesion=“1.0”  encoding=“utf-8” ?> 

<!-- This is a component describe document. --> 

<Component> 

<!-- Basic information--> 

<Infomation>…… 

</Infomation> 

<!-- Model information --> 

<Model>…… 

</Model> 

<!-- Hardware Resource information --> 

<Resource> …… 

</Resource> 

</ Compon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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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描述（<Information>）主要用来描述构件的外部信息，比如构件

标识，作者信息，开发环境以及构件的功能描述，其中构件的功能描述可以为

构件库检索提供有用的信息。具体格式如下： 

<Name>: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名称； 

<ID>: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的 ID，每个构件唯一的标识； 

<Author>:复合类型，表示构件的作者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和邮件地址等； 

<BuildDate>: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创建时间； 

<Version>: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的版本； 

<Language>: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的实现语言； 

<DevelopTool>:字符串类型，表示构件的开发工具； 

<Functionality>:字符串类型，表示对构件功能的简要描述。 

模型接口描述 

基于前边提出的抽象模型，对硬件构件的体系结构进行全面的描述。硬件

构件模型描述包括五部分： 

提供接口（<Interface>） 

引用（<Reference>） 

属性（<Attribute>） 

事件源（<EventSource>） 

事件槽（<EventSink>） 

描述实例略。 

<Interface>元素 

硬件构件的提供接口部分由其描述，可以包含多个<i>元素；每个<i>元素

描述一个功能接口，其中包含<Input>，<Output>和<Condition>三个元素，分别

表示接口的输入端口集合，输出端口集合，触发条件。 

<Input>元素包含多个<in>，<Output>元素包含多个<out>，都代表了一个端

口。端口的描述包括端口名称<name>，数据长度<width>和数据类型<type>，

其中数据类型可以考虑将各种常见类型映射到一个整数空间，从而也可以用一

个整数标识类型 

另外，每个<cont>代表一个触发条件，触发条件<cont>也可以用整数来标

识具体的一种触发类型。 

 <Reference>元素 

<Reference>描述了硬件构件的引用信息，其中包含零或多个<Address>标

签，每个<Address>代表一个引用的接口地址，地址格式如下： 

Comp_name::interface_name 

<Attribute>元素 

<Attribute>标签描述了硬件构件的可配置参数，其中包含零或多个<Param>

标签，每个 <Param> 标签代表一个参数；每个参数用 <ParamName> ，

<ParamType>，<Value>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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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ource>元素 

<EventSource>标签描述了该硬件构件可以发送的事件类型，其可以包含零

或多个<ES>，每个<ES>表示一个事件的发起，包含：<EventName>，<EventID>，

<EventTarget>，<Description>。其中<EventTarget>描述了事件的作用目标，

<Description>描述了事件的作用。 

<EventSink>元素 

<EventSink>标签描述了该构件对接收到的不同事件类型进行不同处理，即

包含零或多个<Activity>，每个<Activity>包含<EventName>、<EventID>、

<Operation>和<Description>。其中<Operation>描述了构件在接收到某种事件类

型时采取的相应操作，包括作用的端口和赋值。 

物理资源描述 

<Resource>标签描述了构件运行的资源环境，其中包括固有属性（FPGA

类型、器件型号、CLB、BlockRAM、乘法器、构件长宽等），时间属性（构件

创建时间、截止时间），空间属性（构件在器件中的位置）以及需要提供的时钟

频率等。具体格式如下： 

<Resource> 

 <FPGAFamily> Stratix II </FPGAFamily> 

 <DeviceName> EP2S15F484C3 <DeviceName> 

 <ALUNum>12480<ALUNum> 

 <MemorySize>128 M</MemorySize > 

 <Width> 400 </Width> 

 <Height> 1000 <Height> 

<CLB>64000</CLB> 

<BlockRAM>128M</BlockRAM> 

<Multiplier>26 </Multiplier > 

<Clock> 512MHz </Clock> 

 <Position> 

  <xPos> 100 </xPos> 

  <yPos> 200 </yPos> 

 </Position> 

 <Begin> 2010.5.24 08:34:12<Begin> 

<Deadline>2010.5.24 18:00:00 </Deadline> 

<Resource>



 

 

6 可重构集成开发平台功能 

系统向用户提供可视化界面，用户可以通过系统编辑程序代码，开发、管

理元构件和构件，以及组装组件，并编译为支持不同软硬件平台的可执行代码。

现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功能，将在下面的章节进行分别介绍。 

6.1 用户主界面 

用户界面包括主菜单、工具栏、文件内容区域、结果显示区域。 

主菜单和工具栏提供了命令的可视化操作途径；内容显示区域显示打开的

代码文件，包括文本和行号等等;结果区域显示各操作的结果，包括编译结果、

调试结果、用户程序的输出显示等。如图 6.1 所示： 

 

图 6.1 可重构开发环境用户主界面 

6.2 代码编辑、管理 

代码编辑模块是集成编译环境中最直接面向用户的一个模块，它要完成所

有与代码编辑相关的功能，包括代码文件和配置文件的创建、打开、保存、编

辑等几个方面。当用户启动系统后，系统需要为用户创建一个默认的 C 文件，

之后用户的编程便基于此 C 文件。该文件由系统根据用户配置提供，包含一个

或多个实验入口函数和一些初始化代码，用户在这些代码的基础之上添加自己

的代码，完成实验要求。 

代码的管理支持工程化的管理思想。每个工程可以包含多个源代码文件，

并通过工程文件来实现管理，可以依据用户的配置，创建文件夹、修改源代码、

复制文件。每个工程可以是一个元构件、构件，也可以是一个组件。实现了如

代码区 

编 译 结 果

区 

目录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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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打开、关闭工程，支持多标签界面，对工程中增、删文件和目录等操作。

具体如图 6.2 和图 6.3 所示： 

                      

图 6.2 面向工程的软件开发 

 

 图 6.3 多标签支持界面 

多标签的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闭 

a)关闭 

触发条件：文件/关闭 右击标签栏/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 

执行步骤：首先判断文档是否被保存，如果已保存，直接关闭，否则先提

示保存再关闭。 

b)关闭所有 

触发条件：文件/关闭所有 右击标签/关闭所有 关闭按钮 

执行步骤：统计标签数目，逐个关闭标签。 

c)关闭其他 

触发条件：右击标签/关闭其他 

执行步骤：首先统计当前已经打开的标签数目，然后逐个关闭标签，遇到

标签是当前的标签时不关闭当前标签，并且继续循环直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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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保存

关闭

保存

N

Y

是否保存

保存

N

Y

统计标签

数n

i<n

完成

关闭

Y

N

是否保存

保存

N

Y

统计标签

数n

Find当前标

签

完成

关闭

Y

N

i<n
N

Y

(触发)关闭

(触发)关闭所有

(触发)关闭其他

 

图 6.4 关闭文件流程图 

2)保存 

a)保存 

触发条件：文件/保存 右击标签/保存 

b)另存为 

触发条件：文件/另存为 右击标签/另存为 

3)添加文件到工程 

a)添加在开发环境中打开的文件 

触发条件：(右击)标签/添加到工程 (右击)工程/添加当前的文件 工程/添

加当前的文件 

执行步骤：如果将当前的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先判断文件是否被保存，如

没有则先保存，然后将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同时将当前文件的路径修改为

“工程路径+文件名”，然后修改.prj 文件，增加文件名，最后保存.prj 文件。 



 

-25- 

是否保存

保存

N

Y

将文件移
动到工程

目录下

在.prj中
添加文件

名称

保存.prj

文件
 

图 6.5 添加文件至工程流程图 

b)添加其他文件(没有在开发环境中打开的文件) 

触发条件：（右击）标签/添加文件。 

执行步骤：浏览文件，选择要添加文件的路径，点击添加后，将要添加到

文件复制到工程路径下，同时在 prj 文件中增加文件的相对路径。 

4)拷贝文件路径 

取得文件名，将“工程路径+文件名”复制到剪贴板上。 

6.3 元构件开发和测试 

用户可以通过代码编辑器开发元构件，并进行元构件测试。选择元构件测

试后，弹出元构件测试配置窗口，可以选择“链表”、“定时器”、“状态机”等

元构件的代码源文件复制到系统文件夹的 test 目录下，并将包括 main 函数的文

件在编辑器中打开。编译无误后可以执行，点击测试结果选项后，会自动显示

出正确的运行结果供用户与程序的执行结果比较。 

6.4 构件开发和测试 

进行构件（系统现在只实现了链表测试）开发和测试时，程序会让用户先

选择构成构件的元构件，，在弹出构件生成配置窗口，可以选择“链表”、“定时

器”、“状态机”等元构件来组成构件，选择了元构件后，用户需自己命名所要

构成的构件的名称，并选择构件框架。系统根据配置信息自动在系统目录下以

用户输入的名称创建文件夹，并将相关文件以用户输入名称重命名后保存在该

文件夹下，其中部份源代码也根据用户输入名称进行替换。如图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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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解析
用户全

局配置
查找构件库 插入工程

配置解释器

用户局

部配置
配置解析 查找构件库 插入指定位置

配置解释器

安排位置

图 6.7 全局和局部灵活配置的构件生成方式 

6.5 元构件管理 

元构件的管理，是在开发阶段对源代码级别的元构件的管理，包括入库、

出库、检索等功能。例子如图 6.8 所示: 

 

图 6.8 元构件管理 

a)元构件入库 

拷贝.xml所在的
文件至安装目录

下的unitcomp文

件夹下

是否已有相

同的元构件

拷贝.xml至安
装目录下的

schem文件夹下

增加元构件名

到列表框中
完成

N

Y

图 6.9 元构件入库 

元构件入库时，首先查找是否有相同的元构件，判断标准是元构件名相同，

如果有相同的元构件，则直接完成退出，否则将.xml 所在文件夹拷贝至“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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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unitcomp”文件夹下，然后将.xml 文件拷贝至“安装目录+schemes”文件

夹下，最后将元构件名称增加到元构件库列表中。 

b)元构件出库 

取得焦点

删除“安装目录

/schemes/.xml”

文件

删除“安装目录

/unitcomp/××”

元构件文件夹

删除列表中元构

件名
重新设定焦点

图 6.10 元构件出库 

首先取得元构件库列表中的焦点，然后删除“安装目录+schemes+.xml”文

件，其次删除“安装目录+unitcomp+name”文件夹，最后删除元构件列表中的

元构件名，重新设定新的焦点。 

c)元构件查找 

取得关键词/描

述信息
遍历.xml文件

是否有匹配

的元构件

取得匹配元构件

的焦点

焦点默认不变

N

Y

 

图 6.11 元构件查找 

首先取得用户输入的关键词，然后，逐个读取元构件列表中的各个元构件

对应的.xml 文件，将读取到的信息和元构件名匹配，如果成功则跳转至匹配到

的结果，如果不成功，则焦点不变。如果出现多个匹配结果，则点击 F3 焦点

会变换至下一个匹配结果。 

6.6 构件管理 

元构件的管理，是在开发阶段对源代码级别的元构件的管理，包括入库、

出库、检索等功能。例子如图 6.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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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构件管理 

a)构件入库 

拷贝.xml所在的
文件夹至“安装

目录/comp”文

件夹下

是否已有相

同的构件

拷贝.xml至
“安装目录

/compschems”

文件夹下

增加构件名到

列表框中
完成

N

Y

                            

图 6.13 构件入库 

当构件入库的时候，首先判断构件库中是否有相同的构件，如果有，则直

接完成，如果没有，添加构件。首先将构件文件夹的.xml 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

/comp”文件夹下，然后将.xml 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compschems”文件夹下。

最后增加构件名到列表框中。 

b)构件出库 

取得焦点

删除“安装目录
/compschems/.xm

l”文件

删除“安装目录

/comp/××”构件

文件夹

删除列表中构件

名
重新设定焦点

                       图 6.14 构件出库 

首先选中一个构件，然后删除“安装目录/compschems/.xml”文件，其次删

除“安装目录/comp/构件名”文件夹，最后删除列表中的构件名，重新设定焦

点。 

c)构件查找 

取得关键词/描

述信息
遍历.xml文件

是否有匹配

的构件

取得匹配构件的

焦点

焦点默认不变

N

Y

 

图 6.15 查找构件 

首先取得构件的关键词和描述信息，然后遍历构件库中的.xml 文件，读

取.xml 文件，匹配相关新，如果有匹配成功的构件，则将焦点移至匹配构件的

名称上面，如果没有，则焦点保持不变。 

6.7 构件组装成组件 

构件组装成组件有静态组装和动态组装两中类型。 

静态组装是在系统开发阶段，通过选择需要的构件并且配置构件间的相互

连接关系，完成一个组件的代码级别的组装开发。组装的流程是通过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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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环境中手动实现的，具体是：检索构件——选择构件——配置构件关系

——生成组件工程——编辑修改——编译完成。 

动态组装是在路由器运行期间，根据业务需求而实现自动改变构件连接关

系和下载新的构件，实现软件系统的动态重构。 

通过通用路由器软件平台，组件组装可以实现构件的增删、跳跃、并行。

例如一个最小的路由器软件系统组件包含了一个路由协议、路由管理、IP 转发

三个构件，通过可重构开发环境的组件组装功能，可以实现如图 6.17 所示的几

种结构形态： 

    路由组件

 

路由管理路由协议

IP转发

 

图 6.16 最小路由软件组件样例 

 

图 6.17 三种组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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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件开发流程 

7.1 新建工程 

选择“工程”->“新建工程”，显示新建工程界面，可以建立空白工程，

元构件，构件和组件工程。界面如图 7.1 所示： 

 

图 7.1 新建工程 

工程类型

空白工程 元构件 构件 组件

完成

新建工程

输入元构件

信息
选择元构件

输入构件信

息

选择元构件

选择构件

工程名称

工程路径

 

图 7.2 工程向导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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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型 1--新建空白工程 

选择新建一个空白工程，输入工程名和保存路径，选择完成，生成一个配

置文件 A.prj（见附录 1）。由于工程中没有任何文件，所以在<project></project>

和<workspace></workspace>中没有内容。 

工程类型 2--新建软件元构件 

文件夹A

工程名

保存路

径

A.prj

A.xml

选择新建元构

件
下一步

元构件

名称

元构件

关键词

元构件

描述

完成

 

图 7.3 新建元构件流程图（红色选填） 

输入工程名和保存路径后，在下一个对话框中输入元构件名称和元构件关

键词以及对元构件的描述（供查找），点击完成，生成一个工程配置文件和一个

元构件信息文件（见附录 3）。其中工程配置文件.prj 的<project></project>中没

有任何内容，当添加文件到这个工程中后，会在<project></project>中列出文件

的相对路径。 

工程类型 3--新建软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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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A

A.prj

A.xml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ID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1

2

3

4

图 7.4 新建构件流程图 

输入工程名和路径后，选择要添加的元构件（可以选择 0 个或者多个），其中

1 是元构件列表，显示元构件库中所有的元构件，他是根据“安装路径/unitcomp”

下各元构件文件夹中的 xml 文件生成的，2 处显示当前选择的元构件名，3 处

显示已经添加到工程中的元构件，4 处显示当前选择的元构件名称和描述。点

击下一步，输入构件的各项信息，如图 xx 所示。所有元构件的源文件都要复制

到“安装路径/comp”目录下，并且根据添加的元构件会相应的生成一个 prj 文

件和 xml 文件（见构件 xml 描述）。其中 prj 文件会比目录中多出如下文件： 

 <category name="messagequeue" expanded="yes"> 

  <localfile path="mqueue.c" /> 

  <localfile path="mqueue.h" /> 

 </category> 

其中<category></category>代表一个文件夹下，name 是文件名，expanded 是

代表文件夹中的文件是否在工程列表中展开。Yes 是展开，No 是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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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输入构件信息 

这个界面配置了构件的名称，构件的 ID，构件的版本号，构件功能的简要

描述。 

“输入端口数”和“输出端口数”都可配置，输入数字，下面的端口列表

中就显示相应数目的端口号，从“port0”开始递增。选中一个端口号，点击“配

置”就配置选中端口的消息类型，程序进入另一个界面，如图 7.5 是输入端口

的配置界面，输出端口的配置界面类似。 如果某输入端口支持的消息类型是自

定义消息（消息类型号在 1024~65535 之间），则构件定义描述文件提供对此类

消息格式的详细描述，可以在消息参数表格中填入各项信息；如果消息类型号

在 0~1024 之间，即预定义消息，那么在构件定义描述文件中无需对消息格式

进行详细描述，只需给出消息类型号即可，此时消息参数表格变为“灰色”，表

示不被写入。预定义消息的消息格式描述存放在 PreDefMsg.xml 文件中（参见

《构件描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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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输入端口配置 

工程类型 4--新建软件组件 

工程名

工程存

放路径

选择新建组件 下一步 添加元构件

完成

文件夹A

A.prj

A.xml

构件文件
以及其他

文件

下一步 添加构件

图 7.7 新建组件流程图 

当新建组件的时候，输入工程名和保存路径，点击下一步，可以选择添加

元构件（同生成构件），然后选择下一步选择并添加构件，点击完成，会根据添

加的元构件和构件生成 prj 文件，同时根据构件信息生成组件的 xml 文件，同

时会将选择的元构件源文件和构件源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并且所有文件

（prj+xml+元构件文件+构件文件）都保存在根目录下。 

另外需要支持组件拓扑图的功能。依靠解析构件形成组件的脚本文件，画

出拓扑图，此项功能详细分解待定。 

工程类型 5--新建硬件元构件 

新建硬件元构件的步骤和新建软件元构件的步骤相同。 

工程类型 6--新建硬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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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

保存路

径

选择新建硬件

构件
下一步 添加元构件 完成

文件夹comp

comp.prj

comp.xml

添加的元

构件文件

器件系

列型号

接口

信号

comp.tcl

comp_top.

vhd

构件描述下一步

图 7.8 流程图 

“新建工程”界面中选择“构件”，填入构件工程名（comp），填入工程路

径，选择下一步。 

 

图 7.9 添加器件 

从器件系列列表中选取一个器件系列，出现对应的器件型号列表，从中选

取器件型号。用户手动填写 Portname、MSB 和 LSB；directions 复选框有 3 个

下拉菜单(in;out;inout);bus 复选框默认为不选，这时 MSB 和 LSB 不可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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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选择元构件 

步骤 1 元构件列表显示的是元构件库中的元构件名，单击元构件列表中的

元构件时，显示元构件 XML 描述文件中的元构件名称和元构件描述。 

步骤 2 单击添加，将选中的元构件文件夹中的所有 vhd 文件复制到构件工

程中。 

 

图 7.11 构件信息 

输入构件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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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工程清单 

点击完成后，要实现的后台操作： 

在用户选择的工程路径下创建工程文件夹 comp，在 comp 文件下创建 4 个

文件，comp.prj, comp.xml，comp_top.vhd 和 comp.tcl（红色的部分为工程名）。 

将模板文件 model_topTemplate.vhd（模板文件存放在安装目录\template\下）

的内容拷贝到 comp_top.vhd 中，并将其中的&pr_ID&替换为 comp。 

将模板文件 model_tclTemplate.tcl（模板文件存放在安装目录\template\下）

的内容拷贝到 comp.tcl 中，并将&pr_ID&替换为 comp，&ds_ID&替换为 Stratix 

II GX （在构件生成向导 2 中选中的器件系列）， &dv_ID& 替换为 

EP2SGX90FF1508C3（在构件生成向导 2 中选中的器件型号）。 

将构件描述按照与软件构件描述相同的方式添加到 comp.xml 文件中。 

将 comp.xml、comp_top.vhd、comp.tcl 和在向导 3 中选中添加的元构件对

应的 vhd 文件（即复制的到构件工程路径下的 vhd 文件）的路径加入到 comp.prj

中。 

添加向导中输入的信号到 comp_top.vhd 文件。 

工程类型 7--新建硬件应用工程 

工程名

保存路

径

选择新建硬件

应用
下一步 添加构件 完成

文件夹app

app.prj

app.xml

添加的构

件文件

器件

系列

器件

型号

app.tcl

app_top.vh

d

应用描述下一步

图 7.13 流程图 

“新建工程”界面中选择“应用”，填入应用工程名（app），填入工程路径，

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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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添加器件 

从器件系列列表中选取一个器件系列，出现对应的器件型号列表，从中选

取器件型号。 

 

图 7.15 选择构件 

步骤 1 构件列表显示的是构件库中的构件名，单击构件列表中的构件时，

显示构件 XML 描述文件中的构件名称和构件描述。 

步骤 2 单击添加，将选中的构件文件夹中的所有 vhd 文件复制到应用工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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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应用工程信息 

输入应用的描述信息。点击“下一步”，选择“完成”。 

点击完成后，要实现的后台操作： 

在用户选择的工程路径下创建工程文件夹 app，在 app 文件下创建 4 个文

件，app.prj, app.xml，app_htop.vhd 和 app.tcl（红色的部分为工程名）。 

将模板文件 model_topTemplate.vhd（模板文件存放在安装目录\template\下）

的内容拷贝到 app_top.vhd 中，并将其中的&pr_ID&替换为 app。 

将模板文件 model_tclTemplate.tcl（模板文件存放在安装目录\template\下）

的内容拷贝到 app.tcl中，并将&pr_ID&替换为 app，&ds_ID&替换为 Stratix II GX

（ 在 构 件 生 成 向 导 2 中 选 中 的 器 件 系 列 ）， &dv_ID& 替 换 为 

EP2SGX90FF1508C3（在应用生成向导 2 中选中的器件型号）。 

将应用描述添加到 app.xml 文件中。 

将 app.xml、app_top.vhd、app.tcl 和在向导 3 中选中添加的构件对应的 vhd

文件（即复制的到应用工程路径下的 vhd 文件）的路径加入到 app.prj 中。 

7.2 向已建立工程添加文件 

右击已打开工程（元构件或构件均可），可选择<添加文件到工程>，向工

程中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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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添加文件到工程 

7.3 软件元构件管理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软件元构件管理”，显示元构件管理界面，如

图图 7-18所示。 

 

图 7.18 元构件管理 

(1)软件元构件入库 

元构件入库时，首先查找是否有相同的元构件，判断标准是元构件名相同，

如果有相同的元构件，则直接完成退出，否则将元构件的.c、.h 文件及.xml 描

述文件拷贝至“安装目录+unitcomp”文件夹下，将元构件名称增加到元构件库

列表中。 

(2)软件元构件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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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取得元构件库列表中的焦点，然后删除“安装目录+unitcomp+name”

文件夹，最后删除元构件列表中的元构件名，重新设定新的焦点。 

(3)软件元构件查找 

首先取得用户输入的关键词，然后，逐个读取元构件列表中的各个元构件

对应的.xml 文件，将读取到的信息和元构件名匹配，如果成功则跳转至匹配到

的结果，如果不成功。则焦点不变。如果出现多个匹配结果，则点击 F3 焦点

会变换至下一个匹配结果。 

7.4 软件构件管理 

选择菜单中的“工具”->“软件构件管理”，显示构件管理界面，如图 7.19

所示。 

 

图 7.19 构件管理 

(1)软件构件入库 

当构件入库的时候，首先判断构件库中是否有相同的构件，如果有，则直

接完成，如果没有，添加构件。首先将构件文件夹的.c、.h 文件及.xml 描述文

件复制到“安装目录/comp”文件夹下。最后增加构件名到列表框中。 

(2)软件构件出库 

首先选中一个构件，然后删除“安装目录/comp/构件名”文件夹，最后删

除列表中的构件名，重新设定焦点。 

(3)软件构件查找 

首先取得构件的关键词和描述信息，然后遍历构件库中的.xml 文件，读

取.xml 文件，匹配构件信息，如果有匹配成功的构件，则将焦点移至匹配构件

的名称上面，如果没有，则焦点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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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软件元构件动态管理 

在新建构件时可以添加元构件，生成构件工程之后也可以动态增删该构件

工程中的元构件，在“工程窗口”中显示“工程目录”，鼠标选中“工程名.prj”，

点击右键，选择“软件元构件管理”，如图 7.20 所示： 

 

图 7.20 软件元构件动态管理 

如图 7.21 所示，在工程列表中显示当前构件及已经加入该构件工程的元构

件，焦点在构件名时下方显示该构件信息，并可以对信息进行修改。焦点在元

构件名时可以从构件工程中删除该元构件。元构件库列表中显示元构件库中的

所有元构件，选择其中一个元构件时，右侧显示该元构件信息，点击“添加”，

如果构件工程中不包含该元构件，则把它加入到构件工程中，工程列表中添加

该元构件名。 

 

图 7.21 软件元构件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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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软件编译和多平台支持方案 

开发环境支持将代码编译成不同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下运行的程序，具体

如下： 

多硬件平台：PPC，X86，ARM 

多操作系统：VxWorks，Windows，Linux 

Linux VxWorks Windows

编译器

PPC X86 ARM

多操作系统支持

多硬件平台支持 

 

图 7.22 多平台支持 

多平台支持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为用户屏蔽底层细节，使用户不

必太关心底层硬件和操作系统的细节，另一方面是提供可选的的编译环境和工

具。如图 7.23： 

用户界面

管道编译控制器

输出显示窗口

编译命令

编译输出

编译工具

管道

GCC

minGW

Tonardo编译器

图 7.23  根据配置设定自动选择不同的编译工具 

用户在开始新建开发任务时，选择目标硬件平台和目标操作系统。在开发

过程中需要调用时，统一调用开发环境提供的 API 来代替。API 为用户提供统

一的接口，在 API 内部将函数调用转换为对应的针对具体硬件和操作系统的系

统调用。 

在编译时，如果是要生成 Windows 目标代码，则直接调用 windows 编译程

序编译连接；如果是要编译 VxWorks 目标代码，则通过命令行重定向来调用

Tonardo 提供的命令行编译工具，并将结果返回到可重构开发环境中；如果是

要生成 Linux 目标代码，则通过 ftp 将源代码文件传送到目标机器，调用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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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编译，并将编译结果和结果文件传回到本地和可重构开发环境中。如图 7.24

和图 7.25 分别是针对 Linux 系统和 VxWorks 系统的编译。 

界面窗口
Makefile生成控制器 创建进程和管道的对象

编译器控制器

1:编译请求

重定向编译信息

2：获得Makefile

4:配置telnet与ftp

8：远程调用linux中的make编译

5：远程调用autoscan获得编译选项

configure.scan生成

6:编辑编译脚本

7：远程生成Makefile

Makefile生成

 

图 7.24  Linux 交叉编译顺序图 

界面窗口 选项控制器
创建进程和管道的对象

编译器控制器

Makefile生成器1:编译请求

重定向编译结果

2：获得编译选项

3：生成Makefile

Makefile生成

4：配置环境变量

5：调用tornado提供的make编译

 

图 7.25 VxWorks 交叉编译顺序图 

在集成编译环境下执行程序有 3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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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gcc，需要传递参数，不需要其它输入，但是需要将输出重定向到系

统。 

执行 gdb，不需要传递参数，但是需要发送命令，即需要重定向输入和输

出。 

执行用户编写的程序，可能需要传递参数，还需要重定向输出，以方便用

户调试。 

执行时，需要调用 windows 的创建进程函数创建一个新的进程，并设置本

进程为其父进程，设置 redirect 标志等等，并且启动一个新的线程来监视该进

程的运行情况。 

调试时，通过开发环境菜单命令调用 gdb 调试器调试指定的可执行文件，

将调试结果解析并返回给用户显示区域。 

7.6.1  Linux 编译 

通过 ftp 将源代码文件传送到目标机器，调用 gcc 完成编译，并将编译结果

和结果文件传回到本地和可重构开发环境中。 

7.6.1.1 ftp 设置 

菜单中选择“工具”->“ftp 设置”->“ftp 设置”，可以设置要连接的 ftp

地址、用户名和密码。 

 

图 7.26 FTP 设置 

可以保存多个 ftp 设置，“FTP Accounts”列表中位于最上方的 ftp 地址是我

们选定的 ftp 地址，所以如果想使用列表中其他的 ftp 地址，只需选中该 ftp 地

址并用“△”上移到列表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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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列表中任一个 ftp 地址可以对它进行编辑，包括：FTP 描述，FTP 

SERVER（IP 地址），用户名，密码，及工程目录。新建一个 FTP 的方法是：

选中列表中的“Empty”然后编辑以上信息，该 FTP 信息就保存在了列表中。 

选中 ftp 地址并确保它位于列表最上面后，点击确定，完成 ftp 设置。 

7.6.1.2 Linux 编译 

菜单中选择“调试”->“编译”->“Linux 编译”->“Linux 自动编译”，

如下图所示。 

 

图 7.26 Linux 编译 

选择“Linux 自动编译“后连接 ftp，通过 ftp 把源代码文件传输到目标机

器，执行脚本文件，在目标机器上执行“autoscan”命令，扫描源代码文件并创

建 configure.scan 文件，返回给用户，用户可以配置 cpu 架构类型和 makefile 中

的参数，如图 xx 所示，根据用户的配置生成 makefile。 

 

图 7.27 配置 CPU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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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配置 makefile 

点击“完成”，再次通过 ftp 把 makefile 文件传输到目标机器，在目标机器

调用 gcc 完成编译，并将编译结果和结果文件传回到本地和可重构开发环境中。 

使用 expect 脚本实现和目标机器的命令交互。 

7.6.2 Vxworks 编译 

开发环境支持 Vxworks 编译，Vxworks 编译的步骤是：生成依赖关系->编

译。 

 

图 7.29 Vxworks 编译 

7.6.2.1 生成依赖关系 

选择菜单中的“调试”->“编译”->“Vxworks 编译”->“生成依赖关系”，

首先需要用户配置头文件路径，如图 7.30 所示，路径名是头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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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此处可以添加多个路径。然后点击“下一步”，配置 cpu 类型，目前 Vxworks

可以支持 PPC604 类型，点击“下一步”，显示 Vxworks 编译配置清单。 

 

图 7.30 配置头文件路径 

 

图 7.31 配置 CPU 类型 

 

图 7.32 显示 Vxworks 编译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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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2 编译 

选择菜单中的“调试”->“编译”->“Vxworks 编译”->“编译”，把编

译信息输出到开发环境的输出窗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