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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简介

本教程讲解如何使用GB系列 RF开发套件进行软件开发，讲述如何使用 IAR
编程、在线调试、如何使用 TIOS操作系统及其原理、以及如何使用 GB开发板

进行协议分析，并讲述基于 MAC802.15.4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收发数据实验，

其中不包括与 ZSTACK相关内容、MAC802.15.4的格式介绍、BEACON、短地

址申请、绑定、解除绑定等内容，如需要以上知识，请阅读 ZSTACK帮助文档

（下载 ZSTACK协议后可获得）。

此教程的主要目的是使用户了解 GB2530系列模块的特点，并协助用户了解

其编程方法，故本教程为入门级教程，有过其编程经历者可跳过本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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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准备工作：

3套开发套件（1套用作协议分析，一套用作 EndDevice，一套用作 Coordinator），计算

机一台（需要 3个空闲 USB2.0接口，2个串口，如无串口，需增加 2个 USB接口用来连接

USB转串口设备）。

注：每套开发套件包含（USB-AB线一根、仿真器一个、JTAG连接线一根、开发板一

个、转接板一个、GB-RF模块一个、2.4G天线一根）其中协议分析需要用低功率模块。

软件准备工作：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Packet Sniffer,SmartRF Flash Programmer,串口测试工具

（XP可用超级终端），DEMO 例程。

基础知识要求：

要求熟悉 C语言，能使用 C语言进行单片机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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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环境搭建
首先，把模块卡到转接板上，然后把转接板插到开发板上，用 JTAG 连接线把开发板和

仿真器连接起来，然后用 USB-AB先连接 PC和仿真器，这个过程非常简单，3套设备都一

样的连接，下面来讲下各个跳线的不同和模块的不同。

EndDeviceEndDeviceEndDeviceEndDevice和和和和 CoordinatorCoordinatorCoordinatorCoordinator硬件搭建硬件搭建硬件搭建硬件搭建

EndDevice 和 coordinator 的连接是一样的，都是使用高功率模块，跳线方面，注意连

接 JP2，共 7 个跳线帽，然后在 RS232/485 选择跳线处选择 RS232（JP5），详细电路结构

请参照开发板用户手册。然后连接 RS232的 DB9头到 PC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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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etPacketPacketPacket SnifferSnifferSnifferSniffer协议分析仪硬件搭建协议分析仪硬件搭建协议分析仪硬件搭建协议分析仪硬件搭建

由于 CC2530连接 CC2591使用了 P1.4脚（如更换其他脚，TI 默认工程、软件等使用可

能存在问题），导致和 CCDEBUG连接的引脚不能正常使用 SNIFFER功能，所以在使用 SNIFFER

的时候只能使用高功率模块。

使用 SNIFFER的连接跳线除了 SNIF JUMP 之外，其他可以不连接，如图

mailto:mail@tricoteco.com


厦门市岗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 591号 3楼

T. +86 592 7265091 F.+86 592 7265095 E. sales@gban.cn W. WWW.GBAN.CN
·７·

PacketPacketPacketPacket SnifferSnifferSnifferSniffer软件使用软件使用软件使用软件使用

打开软件 Packet Sniffer。如下图

选择对应应用所需要的协议，启动后如图

选择设备、信道等选项，配置好后启动。SNIFFER 的详细使用说明，请参照 HELP 内帮助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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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程序烧录
在工程 DEMO 文件夹下找到 Coordinator.hex 和 enddevice.hex 分别烧写到 Coordinator 和
enddevice2个设备中。

首先找到 Coordinator对应的仿真器的编号

如果连接了多个仿真器，可以按住仿真器的 RESET按扭，这时将在界面中消失所按下

的仿真器，记住其对应的 ID即可。在 Flash image 的

选择对应的 HEX 文件。

选择对应的操作方式，这里选择 Erase, program and verify.
然后电击 PERFORMACTIONS,烧录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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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现象

实验现象这里我们就拿串口工具来讲，首先把我们的硬件按照前面所讲述的方法连接好，然

后打开我们电脑上的 PC串口工具，串口工具设置如下图：

串口设定以后打开串口工具在发送栏输入“hello word"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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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硬件工具上的指示灯是灭的，如下图所示：

当点击发送时发送端发送数据时对应板子上的 LED1 指示灯会亮，

发送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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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上的变化如下图所示：

当再次点击发送时 LED1指示灯熄灭，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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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口变化如图：

反之依然。当模组处于无线数据发送与接收时指示灯是是一闪一灭

到此实验成功！

mailto:mail@tricoteco.com


厦门市岗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 591号 3楼

T. +86 592 7265091 F.+86 592 7265095 E. sales@gban.cn W. WWW.GBAN.CN
·１３·

工程配置说明

在 OPTIONS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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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试程序时 FORMAT选项选择 DEBUG 模式，输出 HEX 文件时选择 OTHER模式。

注意在调试时选择正确的仿真器，如下图所示

常用的几项介绍完，如需要更改其他选项，请仔细阅读 IAR 帮助文档，防止改错而影响工

程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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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STIOSTIOSTIOS原理
调度是内核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决定该轮到哪个任务运行了。多数实时内核是基于

优先级调度法的。每个任务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被赋予一定的优先级。基于优先级的调度

法指，CPU 总是让处在就绪态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先运行。然而，究竟何时让高优先级任

务掌握 CPU 的使用权，有两种不同的情况，这要看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内核，是非抢占型的

还是可抢占型内核。

非抢占型内核 （Non-Preemptive Kernel）

非抢占型内核也叫做不可剥夺型内核，不可剥夺型内核要求每个任务自我放弃CPU 的所有

权。不可剥夺型调度法也称作合作型多任务，各个任务彼此合作共享一个CPU。异步事件还

是由中断服务来处理。中断服务可以使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由挂起状态变为就绪状态。但中

断服务以后控制权还是回到原来被中断了的那个任务，直到该任务主动放弃CPU 的使用权

时，那个高优先级的任务才能获得CPU的使用权。

不可剥夺型内核的一个优点是响应中断快。在任务级，不可剥夺型内核允许使用不可重入函

数。每个任务都可以调用不可重入性函数，而不必担心其它任务可能正在使用该函数从而造

成数据的破坏。因为每个任务要运行到完成时才释放CPU 的控制权。

使用不可剥夺型内核时，任务级响应时间比前后台系统快得多。此时的任务级响应时间

取决于最长的任务执行时间。不可剥夺型内核的另一个优点是，几乎不需要使用信号量保护

共享数据。运行着的任务占有CPU，而不必担心被别的任务抢占。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某

种情况下，信号量还是用得着的。处理共享I/O 设备时仍需要使用互斥型信号量。例如，在

打印机的使用上，仍需要满足互斥条件。

图2 示意不可剥夺型内核的运行情况，任务在运行过程之中，[2(1)]中断来了，如果此

时中断是开着的，CPU 由中断向量[2(2)]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中断服务子程序做事件处理

[2(3)]，使一个有更高级的任务进入就绪态。中断服务完成以后，中断返回指令[2(4)], 使

CPU 回到原来被中断的任务，接着执行该任务的代码[2(5)]直到该任务完成，调用一个内核

服务函数以释放CPU 控制权，由内核将控制权交给那个优先级更高的、并已进入就绪态的任

务[2(6)]，这个优先级更高的任务才开始处理中断服务程序标识的事件[2(7)]。

__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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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剥夺型内核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响应时间。高优先级的任务已经进入就绪态，但还不

能运行，要等，也许要等很长时间，直到当前运行着的任务释放CPU。

可剥夺型内核

当系统响应时间很重要时，要使用可剥夺型内核。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一旦就绪，总能得到CPU

的控制权。当一个运行着的任务使一个比它优先级高的任务进入了就绪态，当前任务的CPU

使用权就被剥夺了，或者说被挂起了，那个高优先级的任务立刻得到了CPU 的控制权。如果

是中断服务子程序使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进入就绪态，中断完成时，中断了的任务被挂起，

优先级高的那个任务开始运行。如图3 所示。

图 3

使用可剥夺型内核，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执行，可以得到CPU 的控制权是可知的。

TIOS 的调度分析

TIOS 属于非抢占型操作系统，所以不必担心函数重入的问题，也不必担心临界区的保

护问题，对于没有任何操作系统使用经验的人来说，学习并且分析 TIOS 操作系统，将使你

在 最 短 的 时 间 里 对 操 作 系 统 有 一 个 整 体 的 理 解 。 TIOS 中 调 度 函 数

osal_start_system( void ) 函数分析

void osal_start_system( void )

{

UINT16 events;

UINT16 retEvents;

halIntState_t intState;

// Forever Loop

while(1)

{

/* This replaces MT_SerialPoll() and osal_check_timer() */

TaskActive = osalNextActiveTask();

TaskActive 是一个全局变量，总是记录着此刻处于就绪态的任务，在 TIOS 中，所谓就

绪态就是有事件等待处理的任务。osalNextActiveTask()该函数是用来寻找此刻有事件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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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最高优先级的任务，该函数返回一个指针，指针指向最高优先级有事件任务。

if ( TaskActive )

如果 TaskActive 非空，即某个任务有事件，则进入处理函数中

{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宏，保存此时的 EA 寄存器值，然后关闭中断

events = TaskActive->events;

取得 TaskActive 中的事件。

// Clear the Events for this task

TaskActive->events = 0;

清除 TaskActive 中的事件，为下一次的调度作准备。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宏，还原中断值

if ( events != 0 )

此处，不少读者可能认为该判断可以不要。但是 TI 程序员写程序非常的谨慎，为了避免任

何一个不可预知的错误，他们总是很小心。

{

// Call the task to process the event(s)

if ( TaskActive->pfnEventProcessor )

如果 TaskActive 中的处理函数非空。TaskActive->pfnEventProcessor 是一个指向任务的

指针，即指向在 osal_add_Task()中加入的 APPLICATION 中设计的 FUNCTION()函数，不能理

解函数指针的读者可以想阅读一些关于指针的教程。

{

retEvents= (TaskActive->pfnEventProcessor)( TaskActive->taskID,

events );

运行函数(TaskActive->pfnEventProcessor)( TaskActive->taskID, events )，即运行函

数 FUNCTION（）

// Add back unprocessed events to the current task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宏，保存此时的 EA 寄存器值，然后关闭中断

TaskActive->events |= retEvents;

将函数的返回值重新赋值给 TaskActive->events，这就是为什么任务函数执行完之后，

一定要将事件清空的原因。不清空高优先级的任务中事件，高优先级任务将一直运行，低优

先级任务得不到运行。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宏，还原中断值

}

}

}

// Complete pass through all task events with no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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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函数就是整个程序的总调度，他总是在不停地从高到低扫描每一个任务，当任务中有

事件时，就进入到该任务中去执行事件。进入该调度函数后，程序就这样无限运行下去，不

会退出该调度函数了，除非中断。知道了程序是如何被调度的，读者可能还是一头雾水，不

用着急，下一步我们来介绍任务的加载以及任务中的事件是如何被加入进去的。

任务加载

// 此数组中定义的先后关系必须与 osalInitTasks 保持一致!!

const pTaskEventHandlerFn tasksArr[] = {

macEventLoop,

Hal_ProcessEvent,

Transfer_ProcessEvent,

};

/*********************************************************************

* @fn osalInitTasks

*

* @brief This function invokes t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for each task.

*

* @param void

*

* @return none

*/

void osalInitTasks( void )

{

uint8 taskID = 0;

tasksEvents = (uint16 *)osal_mem_alloc(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osal_memset( tasksEvents, 0,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macTaskInit( taskID++ );

Hal_Init( taskID++ );

Transfer_Init( taskID++ );

}

Transfer_ProcessEvent,为任务Transfer的处理函数，Transfer_Init为其初始化函数，

顺序要保持一直，就是说，如果 Transfer_Init 在 osalInitTasks 函数中排在第三个的话，

那么其对应的处理函数 Transfer_ProcessEvent 也要放在处理数组的第三个位置。其优先级

顺序为任务初始化顺序，就本工程来说，MAC 的优先级最高，HAL 的其次，Transfer 的最小。

事件设置函数

事件被设置只有一个函数，就是 osal_set_event(),但是设置的方式有三种：

1直接调用该函数为某个任务设置事件

2 使用延时设置事件函数

3 使用消息，消息会被 TIOS 默认为是一个系统事件（system_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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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先分析一下 osal_set_event 函数

byte osal_set_event( byte task_id, UINT16 event_flag )

{

OsalTadkREC_t *srchTask;

halIntState_t intState;

srchTask = osalFindTask( task_id );

在任务链表中寻找任务号为 task_id 的节点，并让 srchTash 指向该地址

task_id 是需要增加事件的任务号，event_flag 为需要设定的事件号，事件号一般设置成掩

码方式，比如 0x0001,0x0020,0x0004 等等，一个十六位的变量可以同时表示 16 的事件的置

位与否。

if ( srchTask )

{

如果找到了合适的节点

// Hold off interrupts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宏，保存此时的 EA 寄存器值，然后关闭中断

// Stuff the event bit(s)

srchTask->events |= event_flag;

将事件掩码赋给节点中的 events 元素，请注意：上节中所讲解的 osalNextActiveTask()函

数为什么能搜索到有事件的任务呢，就是因为这里给任务加了事件。

// Release interrupts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宏，还原中断值

}

else

return ( INVALID_TASK );

return ( ZSUCCESS );

}

事件设置方式

在前面介绍了事件设置函数，下面介绍设置事件的另外两种方式。

3.4.1 延时为某个任务设置事件

byte osal_start_timerEx( byte taskID, UINT16 event_id, UINT16 timeout_value )

{

在该函数中 taskID 是预设置事件的任务号，evnet_id 为预设置的事件，timeout_value

为延时多少个时间刻度再设置事件，实际延时的时间为 timeout_value*（1/系统频率）。比

如系统频率为 1000，即 1ms 周期。那么设置 timeout_value 为 1000，实际时间也就是 1s。

halIntState_t int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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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lTimerRec_t *newTimer;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Hold off interrupts.

宏，保存此时的 EA 寄存器值，然后关闭中断

// Add timer

newTimer = osalAddTimer( taskID, event_id, timeout_value );

在此又要引入一个链表了------时间链表，时间链表的各个节点有三个主要元素:记录时

间的变量，记录任务号的变量和记录事件的变量。osalAddTimer 函数就是以某个任务的任

务号作为主要信息来增加节点，osalAddTimer 函数先判断这个任务在之前有无添加过时间

节点并还没有被利用，如果有则直接修改该时间节点将最新延时时间放入，如果这个任务之

前没有添加时间节点或时间节点已经被利用并删除，则重新申请空间并添加一个节点。添加

完后返回该节点的地址。

if ( newTimer )

{

如果添加成功

// Does the timer need to be started?

if ( timerActive == FALSE )

{

timerActive 为一个全局变量，用来判断定时器是否开启了，这里如果没有开启，则马

上开启定时器，使得定时器开始运作。

osal_timer_activate( TRUE );

定时器运作函数，这个函数最终会被一个跟硬件定时器打交道的函数代替

}

}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Re-enable interrupts.

宏，还原中断值

return ( (newTimer != NULL) ? ZSUCCESS : NO_TIMER_AVAIL );

}

3.4.2 消息为某个任务添加事件，添加的事件为系统事件

byte osal_msg_send( byte destination_task, byte *msg_ptr )

{

destination_task 为需要接收消息的任务，msg_prt 为指向消息的指针。在使用消息发

送函数之前，要先使用 osal_msg_allocate(len))来动态申请一个空间存放该消息，用完该

消息后同样得调用 osal_msg_deallocate((uint8 *) pMsg)函数来释放动态申请的空间。

if ( msg_ptr == NULL )

return ( INVALID_MSG_POINTER );

消息为空的话直接返回错误指示信息

if ( osalFindTask( destination_task ) == NULL )

{

osal_msg_deallocate( msg_ptr );

return ( INVALID_TAS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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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找不到需要接收消息的任务，说明该函数绝对被错误调用了，另外直接释放动态申

请的空间

// Check the message header

if ( OSAL_MSG_NEXT( msg_ptr ) != NULL ||

OSAL_MSG_ID( msg_ptr ) != TASK_NO_TASK )

{

osal_msg_deallocate( msg_ptr );

return ( INVALID_MSG_POINTER );

}

如果 msg_ptr 的指针指向地址不正确，直接释放动态申请的空间。

OSAL_MSG_ID( msg_ptr ) = destination_task;

// queue message

osal_msg_enqueue( &osal_qHead, msg_ptr );

将信号放入消息队列中

// Signal the task that a message is waiting

osal_set_event( destination_task, SYS_EVENT_MSG );

设置为系统事件

return ( ZSUCCESS );

}

mailto:mail@tricoteco.com


厦门市岗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 591号 3楼

T. +86 592 7265091 F.+86 592 7265095 E. sales@gban.cn W. WWW.GBAN.CN
·２２·

TICK,时间单位，硬件定时器

在介绍完任务和事件的加入之后，我们开始阐述一个隐蔽于 TIOS 操作系统身后但又十分重

要的概念-----系统时钟。

TIOS需要用户提供周期性信号源，用于实现事件的定时判断事件延时时间到并将事件置

位。节拍率应在每秒10 次到1000 次之间，或者说10 到1000Hz。时钟节拍率越高，系统的

额外负荷就越重。时钟节拍的实际频率取决于用户应用程序的精度。TI在他们的zigbee协议

栈TI-MAC1.2.1就是使用了1000HZ的时钟频率。在此提出一点异议请读者注意，笔者主要讲

解的是将TIOS移植到“弱功能”单片机上使用，所以并不提倡使用太高精度的时钟频率，这

样会给小型单片机单来太多的额外负担，建议使用100HZ的系统时钟。时钟节拍源可以是专

门的硬件定时器，也可以是一些外部信号源。

对于 osalTimerUpdate( UINT8 updateTime ) 函数分析

static void osalTimerUpdate( uint16 updateTime )

{

halIntState_t intState;

osalTimerRec_t *srchTimer;

osalTimerRec_t *prevTimer;

osalTimerRec_t *saveTimer;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Hold off interrupts.

宏，保存此时的 EA 寄存器值，然后关闭中断

// Update the system time

osal_systemClock += updateTime;

osal_systemClock 是一个全局变量，用于知道系统从启动到现在一直运行了多少个系

统时钟，updataTime 是时间走动刻度，一般取 1。该函数在系统定时器的中断函数中

调用。比如，系统的频率设置为 100，那么也就是定时器的时间设置成 10MS,每 10MS

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然后执行该 osalTimerUpdate（）函数。

// Look for open timer slot

if ( timerHead != NULL )

{

对时间链表头的分析。头不为空就进入处理函数。那么时间链表头怎么样才不为空呢，

也就是 osalAddTimer（）函数至少被调用了一次，换句话说，也就是只少有一个任务

利用 osal_start_timerEx()函数为其余任务或自己增加延时任务，时间链表中的节点

的结构体中的 timeout 成员会被加入时间值来代表某个任务多久之后触发特定事件。

这里听着可能有点绕口，不过慢慢往后看，就能明白。

// Add it to the end of the timer list

srchTimer = timerHead;

prevTimer = (void *)NULL;

// Look for open timer slot

while ( srchTi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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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crease the correct amount of time

if (srchTimer->timeout <= updateTime)

如果时间链表中的某个节点结构体中 timeout 成员变量值已经小于等于系统时间走动

刻度，说明该节点的时间已到，也可以理解为到时候设置事件了。

srchTimer->timeout = 0;

直接将该小于等于系统时间走动刻度的变量清零。

else

srchTimer->timeout = srchTimer->timeout - updateTime;

如果 timeout 成员变量值还比较大，说明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就必须减去系统时间走

动刻度让他一步步减小，如同时光一点点流逝。

// When timeout, execute the task

if ( srchTimer->timeout == 0 )

{

时间已到的链表节点

osal_set_event( srchTimer->task_id, srchTimer->event_flag );

给指定任务号的任务设置事件。

// Take out of list

if ( prevTimer == NULL )

timerHead = srchTimer->next;

将该节点从链表中剔除

else

prevTimer->next = srchTimer->next;

// Next

saveTimer = srchTimer->next;

// Free memory

osal_mem_free( srchTimer );

由于时间链表中的节点空间是动态申请的，所以剔除完链表中的节点后，要将申请的

空间释放。

srchTimer = saveTimer;

}

else

{

// Get next

prevTimer = srchTimer;

srchTimer = srchTimer->next;

向后继续寻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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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Re-enable interrupts.

宏，还原中断值

}

任务的调度、事件的加入、系统时钟中的时间刻度的走动，这些智慧碰撞于一起

最终使一个系统动态地运作了起来。

内存管理与分配

在前面讲解到的时间链表的建立、任务链表的建立都离不开内存的动态分配与释放，下

面分析关于内存管理的几个函数。

在 TI 的 zigbee 程序 TI-MAC1.2.1 中，在 XDATA 定义了一个 1024 字节的数组，后续全部的

动态空间申请与释放都是在这个数组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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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osal_mem_init( void )

{

初始化函数，主要完成了内存分配数组的初始化

osalMemHdr_t *tmp;

// Setup a NULL block at the end of the heap for fast comparisons with zero.

tmp = (osalMemHdr_t *)theHeap + (MAXMEMHEAP / HDRSZ) - 1;

找到分配数组的尾部

*tmp = 0;

赋零，便于在使用该动态内存时判断是否到了尾部，也就是说判断是否还有空间能够分配

// Setup a small-block bucket.

tmp = (osalMemHdr_t *)theHeap;

找到分配数组的头

*tmp = SMALLBLKHEAP;

TIOS 中将动态分配的空间划分为了两块，一个为小空间分配块 ff1，专门用来负责分配给小

于 16 个字节的空间分配。另一块为大空间分配块 ff2，用于分配给大于 16 个字节的空间分

配。将 SMALLBLKHEAP 这个常数赋值给头，SMALLBLKHEAP 这个常数在 TI-MAC1.2.1 中设置为

232，表示小空间分配块有 232 个字节长度，大空间分配块有（1024-232-2）个长度，为什

么是 1024-232-2 而不是 1024-232，读者读完下面的分析就能明白。如下图 4

用

否

23

2

小空间 用

否

79

0

大空间 0

图 4

被分配的空间总是比实际要分配的空间多 HDRSZ 个字节，在 8 位单片机中，HDRSZ 为 2 个字

节，前一个字节用来表示这个分配空间被使用了没有，使用了就将该字节的最高位置一，没

使用就清零。后一个字节表示该空间的长度。所以由于 232 个字节的长度的分配空间占用了

两个字节的头，此时就必须 1024-232-2。

// Setup the wilderness.

tmp = (osalMemHdr_t *)theHeap + (SMALLBLKHEAP / HDRSZ);

*tmp = ((MAXMEMHEAP / HDRSZ) * HDRSZ) - SMALLBLKHEAP - HDRSZ;

#if ( OSALMEM_GUARD )

ready = OSALMEM_READY;

#endif

// Setup a NULL block that is never freed so that the small-block bucket

// is never coalesced with the wilderness.

ff1 = tmp;

让 ff1 先指向大空间分配块，然后在该处给 ff2 分配一个 0 字节长度的空间，最后让 ff1

指向小空间分配块。这样就巧妙地将小空间分配块与大空间分配块分开了。值得注意的是，

当小空间分配块 ff1 的空间被耗尽后也可以继续在大空间分配块 ff2 中分配。

ff2 = osal_mem_alloc( 0 );

ff1 = (osalMemHdr_t *)theHea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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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配内存函数的分析：

void *osal_mem_alloc(UINT16 size )

{

osalMemHdr_t *prev;

osalMemHdr_t *hdr;

halIntState_t intState;

UINT16 tmp;

byte xdata coal = 0;

#if ( OSALMEM_GUARD )

// Try to protect against premature use by HAL / OSAL.

if ( ready != OSALMEM_READY )

{

osal_mem_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这里可能造成编译器的递归调用警告

}

#endif

size += HDRSZ;

预分配的长度加上标志头的长度，如前面所说，标志头的长度为两个字节，第一个字

节表示该空间被使用没，第二个字节表示申请的长度

// Calculate required bytes to add to 'size' to align to halDataAlign_t.

if ( sizeof( halDataAlign_t ) == 2 )

{

size += (size & 0x01);

}

else if ( sizeof( halDataAlign_t ) != 1 )

{

const byte mod = size % sizeof( halDataAlign_t );

if ( mod != 0 )

{

size += (sizeof( halDataAlign_t ) - mod);

}

}

以上是对于 size 长度的一些计算，主要是针对不同位数的处理器，使 size 作一个靠

齐处理。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Hold off interrupts.

宏，保存此时的 EA 寄存器值，然后关闭中断

// Smaller allocations are first attempted in the small-block bucket.

if ( size <= OSALMEM_SMALL_BLKSZ )

{

如果要分配的空间比较小，小于 OSALMEM_SMALL_BLKSZ（16），就直接在小长度分配空

间分配

hdr = f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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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

否则，说明要分配的空间比较大，在大长度分配空间分配

hdr = ff2;

}

tmp = *hdr;

将此处的空间头的值取出来赋给 tmp，也就是上面介绍的头两个字节

do

{

if ( tmp & OSALMEM_IN_USE )

判断 tmp 的最高位是否被置一了，也就是判断这块空间是否被用了，如果被用了

则继续往后寻找。

{

tmp ^= OSALMEM_IN_USE;

coal = 0;

当空间被动态分配和释放多次以后，就会形成一种每个动态分配内存机制都会碰到的

问题----内存碎片，当程序要分配一个连续的大空间时，就需要将以前被分散的小空

间联合起来，coal 这个变量就是用在将几块连续打散的空间合并的判断变量，判断 coal

即可知道内存快是否连续。如下图 5 中，红色的块表示未使用的块，黄色的块表示已

经使用的块，如果要在这个空间中分配大小为 3 的内存，就必须跨过这些黄色的块，

使用最后一个连续的红块。而前面的红块成为了内存碎片。

未

用

0x0

0

0x8

0

0x0

0

0x8

0

0x0

0

0x0

0

23

2

1 1 1 1 1 2

小分配块 大分配块

图 5

}

else

{

if ( coal != 0 )

{

*prev += *hdr;

这里的一段程序主要是用来判断如何分配一块合适的内存给应用程序，当内存区没有

内存碎片时，这时申请内存就直接到内存分配块分配，这个时候不用操心内存碎片以

及内存合并的事，直截了当分配就是。一旦需要分配大的内存并且存在内存碎片时，

就必须操心更多的事了。判断以下几种情况：

1 是否有一块没使用的空间大于欲分配的空间，有则直接分配。

2 若没有，则合并内存块，直到合并到连续的块并且空间足够大

3 若没有连续可加起来满足条件的块，则((void *)NULL).

if ( *prev >=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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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dr = prev;

tmp = *hdr;

break;

}

}

else

{

if ( tmp >= size )

{

break;

}

coal = 1;

prev = hdr;

}

}

hdr = (osalMemHdr_t *)((byte *)hdr + tmp);

tmp = *hdr;

if ( tmp == 0 )

{

hdr = ((void *)NULL);

break;

}

} while ( 1 );

直到按照以上条件分配完成，退出循环

if ( hdr != ((void *)NULL))

{

下面的程序主要将被分配的空间与刚才分配的实际空间作一个差值，比较这个差值的

大小。如果这个值很大，说明这块空间还有很多能够利用的余地，于是先将这个空间

重新分割开以便接下来的继续分配使用，然后在已经分配的空间上打上已用的标记；

如果这个值不大，说明空间利用的差不多了，还算合理了，就不分割，直接打上已用

的标记。

tmp -= size;

// Determine whether the threshold for splitting is met.

if ( tmp >= OSALMEM_MIN_BLKSZ )

{

// Split the block before allocating it.

osalMemHdr_t *next = (osalMemHdr_t *)((byte *)hdr +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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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 tmp;

*hdr = (size | OSALMEM_IN_USE);

分割在此

}

else

{

*hdr |= OSALMEM_IN_USE;

}

hdr++；

}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Re-enable interrupts.

return (void *)hdr;

}

void osal_mem_free( void *ptr )

{

osalMemHdr_t *currHdr;

halIntState_t intState;

#if ( OSALMEM_GUARD )

// Try to protect against premature use by HAL / OSAL.

if ( ready != OSALMEM_READY )

{

osal_mem_init();

}

#endif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Hold off interrupts.

currHdr = (osalMemHdr_t *)ptr – 1；

*currHdr &= ~OSALMEM_IN_USE;

释放空间的函数相对于申请空间的函数要简单许多，直接将欲释放空间的头的被使用

标志清除了即可

if ( ff1 > currHdr )

{

这里可能会让不少读者疑惑：ff1 为数组的头，怎么也不可能指向比 currHdr 还靠后的

的地址，怎么可能大于 currHdr 呢。其实这是有可能的，上面已经提到，当 ff1 的空

间被分配完时，是可以通过 osal_mem_kick( void )函数，让 ff1 指向 ff2 的地址继续

分配的，这种情况下，ff1 被移动到了后面去了，但是 currHdr 可能是 ff1 在数组头时

分配的一块空间，这时必须让 ff1 前移来表示着 ff1 处继续有可用空间了。

ff1 = currHdr;

｝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 intState ); // Re-enable interrup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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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DEMODEMODEMO工作原理工作原理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任何 C工程都上从MAIN 开始的，我们从MAIN 开始讲解本 DEMO 的原理以及过程

首先看MAIN 中代码

HAL_BOARD_INIT(); //初始化晶振相关

// Make sure supply voltage is high enough to run
zmain_vdd_check();//检查电源，这里是保证有足够的电压工作，例如电池工作设备

osal_memcpy(aExtendedAddress,(uint8*)(P_INFOPAGE+HAL_INFOP_IEEE_OSET),8);
//读取 INFORMATIONPAGE内的 IEEE地址到变量内，用来做为设备的长地址

// Initialize board I/O
InitBoard( OB_COLD );//关中断

// Initialze HAL drivers
HalDriverInit();//硬件初始化

// Initialize the MAC
ZMacInit();//MAC初始化

// Initialize the operating system
osal_init_system();//操作系统初始化

// Final board initialization
InitBoard( OB_READY );//开中断

//WatchDogEnable( WDTIMX ); //开启看门狗

osal_start_system(); // No Return from here//系统启动，正常工作

return 0; // Shouldn't get here.
接下来是在 osal_start_system(); 这个死循环内一直工作了。对于本 DEMO 来说，我们关注

的是 osal_init_system();/以及对应的任务的建立，处理。

任务建立过程

在文件 OSAL_TASKADD文件中，有任务处理数组

// 此数组中定义的先后关系必须与 osalInitTasks保持一致!!
const pTaskEventHandlerFn tasksArr[] = {
macEventLoop,
Hal_ProcessEvent,
Transfer_ProcessEvent,

};
里面是任务处理的函数指针。在这里添加要建立的任务，例如 Transfer_ProcessEvent,
然后在函数

void osalInitTasks( void )
{
uint8 taskID = 0;
tasksEvents = (uint16 *)osal_mem_alloc(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osal_memset( tasksEvents, 0, (sizeof( uint16 ) * tasksCnt));
macTaskInit( taskID++ );
Hal_Init( taskID++ );
Transfer_Init( task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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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函数是任务的初始化调用。注意：其顺序代表优先级，越前面的越高。

void Transfer_Init( byte task_id )
{
Transfer_TaskId = task_id;
cmdUart_Init();
P1DIR |= 0X01;

}
任务初始化函数的作用之一是给全局 TASKID 变量一个对应的 TASKID 号，它是发送

消息或者触发 EVENT的依据。例如 osal_msg_send( Transfer_TaskId, (uint8 *)msgPtr );一些任

务的初始化操作也可以在这里完成。例如串口初始化 cmdUart_Init();
在串口初始化函数内采用的是回调的方式，串口 callBackFunc是指向串口数据处理函数

Uart_ProcessZToolData;
void cmdUart_Init(void)
{

/* UART Configuration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 SPI_MGR_DEFAULT_BAUDRATE;
uartConfig.flowControl = SPI_MGR_DEFAULT_OVERFLOW;
uartConfig.flowControlThreshold = SPI_MGR_DEFAULT_THRESHOLD;
uartConfig.rx.maxBufSize = SPI_MGR_DEFAULT_MAX_RX_BUFF;
uartConfig.tx.maxBufSize = SPI_MGR_DEFAULT_MAX_TX_BUFF;
uartConfig.idleTimeout = SPI_MGR_DEFAULT_IDLE_TIMEOUT;
uartConfig.intEnable = TRUE;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Uart_ProcessZToolData;
HalUARTOpen (SPI_MGR_DEFAULT_PORT, &uartConfig);

//HalUARTWrite(SPI_MGR_DEFAULT_PORT,"hello\n",sizeof("hello\n"));
}
当串口收到数据达到条件的情况下将满足某个或者某些条件

if (event & (HAL_UART_RX_FULL | HAL_UART_RX_ABOUT_FULL|HAL_UART_RX_TIMEOUT))

在 DEMO 中处理函数如下

void Uart_ProcessZToolData ( uint8 port, uint8 event )

{

unsigned char getchcount;

unsigned char *ptr=NULL;

zAddrType_t dstAddr;

/* Verify events */

if (event == HAL_UART_TX_FULL)

{

// Do something when TX if full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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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event & (HAL_UART_RX_FULL | HAL_UART_RX_ABOUT_FULL |

HAL_UART_RX_TIMEOUT))

{

getchcount = Hal_UART_RxBufLen(SPI_MGR_DEFAULT_PORT);

if(getchcount>0)

{

ptr = osal_mem_alloc(getchcount);

if(ptr != NULL)

{

HalUARTRead(SPI_MGR_DEFAULT_PORT, ptr, getchcount);

dstAddr.addrMode = SADDR_MODE_EXT;

osal_memcpy(dstAddr.addr.extAddr,testdstaddr,Z_EXTADDR_LEN);

npduSendReq(&dstAddr,MAC_TXOPTION_ACK,ptr,getchcount);

osal_mem_free(ptr);

}

}

}//end event

}

当触发处理条件的情况下，首先由 Hal_UART_RxBufLen(SPI_MGR_DEFAULT_PORT);得到

本次触发接收到的数据长度，然后申请内存，把收到的数据读取出来。然后调用

npduSendReq(&dstAddr,MAC_TXOPTION_ACK,ptr,getchcount);把数据发送出去。结构体

dstAddr 是目标地址。MAC_TXOPTION_ACK 是发送模式，要求 ACK，如果是广播，这里直接添

0就可以，因为广播是不允许 ACK 的。其他模式请阅读 TI 文档。Ptr 是要发送的数据的指针，

getchcount 是发送数据长度，这里要注意，由于硬件发送缓冲只有 128 个字节，除掉 MAC

需要的头部所占的大小，发送长度有最大长度，头不占用大小和发送模式有关。建议以最大

长度为标准，例如不超过 100 个字节。

接收部分介绍

当数据到达的情况下，会调用回调函数 void MAC_CbackEvent(macCbackEvent_t

*pData)下面介绍下将要用到的 2 个 EVENT ：MAC_MCPS_DATA_CNF 和 MAC_MCPS_DATA_IND。

MAC_MCPS_DATA_CNF 是当数据请求发送后返回的结果的 EVENT，当调用了发送函数

npduSendReq 后会对应的产生一个 CNF 的 EVENT，这里可以处理例如信道忙、发送成功、等

其他发送结果。

MAC_MCPS_DATA_IND 是当接收到数据时产生的 EVENT。这里我们把数据整理后发送到了

Transfer 任务。osal_msg_send( Transfer_TaskId, (uint8 *)msgPtr );

在发送完消息后，Transfer 任务将接收到系统消息 SYS_EVENT_MSG。

uint16 Transfer_ProcessEvent( byte task_id, uint16 events )

{

ZMacDataInd_t *msg_ptr;

if ( events & SYS_EVENT_MSG )

{

while ( msg_ptr = (ZMacDataInd_t*)osal_msg_receive( Transfer_TaskId ) )

{

switch ( msg_ptr->hdr.Ev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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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数据到达

case MAC_MCPS_DATA_IND:

if( osal_memcmp(aExtendedAddress,msg_ptr->SrcAddr.addr.extAddr,8) )//单播数据到

达

{

processCMD(msg_ptr);

}

break;

}

// Release the memory

osal_msg_deallocate( (uint8 *)msg_ptr );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return 0;

}

这里只简单的处理了 MAC_MCPS_DATA_IND 的 EVENT，其他 EVENT 用户如有需要可以添加

对应处理过程。

数据到达后判断空中数据的目标地址是否为本端点地址，如果是本端点地址，则调用

processCMD 函数把数据发送到串口去。如果不是，那么可以添加对应的转发等功能实现更

大的网络结构。

信道和功率等其他参数的配置在文件 CFG 文件中，如下图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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