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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下几节介绍了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的文档和支持信息：

• 文档编排

• 本指南使用的约定

• 推荐读物

客户须知

所有文档均会过时，本文档也不例外。 Microchip 的工具和文档将不断演变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因此
实际使用中有些对话框和 / 或工具说明可能与本文档所述之内容有所不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microchip.com）获取 新文档。

文档均标记有 “DS”编号。该编号出现在每页底部的页码之前。 DS 编号的命名约定为
“DSXXXXXXXXA_CN”，其中 “XXXXXXXX”为文档编号，“A”为文档版本。

欲了解开发工具的 新信息，请参考 MPLAB® IDE 在线帮助。从 Help（帮助）菜单选择 Topics（主
题），打开现有在线帮助文件列表。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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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编排

本文档介绍如何使用 GNU 语言工具来编写 32 位应用程序的代码。内容安排如下：

• 第 1 章 编译器概述 ——介绍编译器、开发工具和功能集。

• 第 2 章 通用 C 接口——说明要使代码可移植所需要了解的内容。

• 第 3 章 操作指南 ——包含在编译项目时经常遇到的情况的帮助和参考信息。

• 第 4 章 XC32 工具链和 MPLAB X IDE ——指导您完成工具链和 IDE 设置。

• 第 5 章 编译器命令行驱动程序——介绍如何从命令行中使用编译器。

• 第 6 章 ANSI C 标准问题——介绍编译器语法支持的 C/C++ 语言与标准 ANSI-89 C
之间的差别。

• 第 7 章 与器件相关的特性——介绍编译器头文件和寄存器定义文件，以及如何用于
SFR。

• 第 8 章 支持的数据类型和变量——介绍编译器的整型和指针数据类型。

• 第 9 章 存储器分配和访问——介绍编译器运行时模型，包括关于段、初始化、存储
模型、软件堆栈和更多方面的信息。

• 第 10 章 操作符和语句——介绍操作符和语句。

• 第 11 章 寄存器使用——说明如何访问和使用 SFR。

• 第 12 章 函数——详细介绍可用的函数。

• 第 13 章 中断——介绍如何使用中断。

• 第 14 章 main、运行时启动和复位——介绍 C/C++ 代码的重要元素。

• 第 15 章 库程序——说明如何使用库。

• 第 16 章 混合使用 C/C++ 和汇编语言 ——提供关于对编译器使用 32 位汇编语言模
块的指导。

• 第 17 章 优化 ——介绍优化选项。

• 第 18 章 预处理 ——详细介绍预处理操作。

• 第 19 章 链接程序——说明链接如何工作。

• 附录 A 嵌入式编译器兼容性模式 ——介绍如何在兼容性模式下使用编译器。

• 附录 B 实现定义的行为——详细介绍在 ANSI 标准中描述为实现定义的、特定于编
译器的参数。

• 附录 C 弃用功能——详细介绍被视为过时的功能。

• 附录 D 内置函数 ——列出 C 编译器的内置函数。

• 附录 E ASCII 字符集——包含 ASCII 字符集。

• 附录 F 文档版本历史——关于本文档的先前和当前版本的信息。 
DS50001686G_CN 第10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前言
本指南使用的约定

本指南采用以下文档约定：

文档约定

说明 表示 示例

Arial 字体：

斜体字 参考书目 MPLAB® IDE User's Guide

需强调的文字 ……为仅有的编译器……

首字母大写 窗口 Output 窗口

对话框 Settings 对话框

菜单选择 选择 Enable Programmer
引用 窗口或对话框中的字段名 “Save project before build”
带右尖括号且有下划线的
斜体文字

菜单路径 File>Save

粗体字 对话框按钮 单击 OK
选项卡 单击 Power 选项卡

N‘Rnnnn verilog 格式的数字，其中 N 为
总位数， R 为基数， n 为其中
一位。

4‘b0010， 2‘hF1

尖括号 < > 括起的文字 键盘上的按键 按下 <Enter>， <F1>
Courier New 字体：

常规 Courier New 源代码示例 #define START

文件名 autoexec.bat

文件路径 c:\mcc18\h

关键字 _asm， _endasm， static

命令行选项 -Opa+，-Opa-

二进制位值 0， 1

常量 0xFF， ‘A’

斜体 Courier New 可变参数 file.o， 其中file可以是任一
有效文件名

方括号 [ ] 可选参数 mcc18 [选项] file [选项]

花括号和竖线： { | } 选择互斥参数；“或”选择 errorlevel {0|1}

省略号 ... 代替重复文字 var_name [, 
var_name...]

表示由用户提供的代码 void main (void)
{ ...
}

侧边栏文字

取决于器件。
该功能并非所有器件都支持。
支持的器件会在标题或文字中
列出。

xmemory属性

DD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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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本文档介绍了如何使用 MPLAB XC32 C/C++ 编译器。下面列出了其他有用的文档。 以
下 Microchip 文档均已提供，并建议读者作为补充参考材料。

发行说明 （自述文件）

关于 Microchip 工具的 新信息，请阅读软件附带的相关发行说明 （HTML 文件）。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 （DS50002186A_CN）

关于使用 32 位汇编器、目标链接器、目标归档器 / 库管理器和各种实用程序的指南。

32-Bit Language Tools Libraries （DS51685）
列出了随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提供的所有库函数，并详细说明了它们的使用。

Dinkum Compleat 库
Dinkum Compleat库组织在一系列头文件中，可以在程序中包含这些头文件来声明或定
义库资源。 在 MPLAB X IDE 应用程序中，在 My MPLAB X IDE（我的 MPLAB X IDE）
选项卡上的 References & Featured Links （参考材料与精选链接）部分中，提供了一
个指向 Dinkum 库的链接。

PIC32 配置设置

列出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的 #pragma config支持的 Microchip PIC32 器件
的配置位设置。

针对器件的文档

Microchip 网站上提供了许多描述 32 位器件功能和特性的文档，其中包含：

• 具体器件以及器件系列的数据手册

• 器件系列的参考手册

• 程序员参考手册

C 标准方面的信息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 Programming Language –
C.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11 West 42nd.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36.

此标准规定了用 C 语言编写程序的格式，并对 C 程序进行了解释。其目的是提高 C
程序在多种计算机系统上的可移植性、可靠性、可维护性及执行效率。

C++ 标准方面的信息

Stroustrup, Bjarn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Special Edition, 3rd Edition.
Addison-Wesley Professional;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40.

ISO/IEC 14882 C++ 标准。 ISO C++ 标准是由 ISO （国际标准组织）与 ANSI （美国
国家标准研究所）、 BSI （英国标准研究所）和 DIN （德国国家标准组织）合作制
定的。 

该标准规定了使用 C++ 编程语言表示的程序的形式和解释。 它的目的是提高 C++
语言程序在各种计算系统上的可移植性、可靠性、可维护性和执行效率。
DS50001686G_CN 第12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前言
C 语言参考手册

Harbison, Samuel P. and Steele, Guy L., C A Reference Manual，第四版。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Kernighan, Brian W. and Ritchie, Dennis M.,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第二版。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Kochan, Steven G., Programming In ANSI C，修订版。 Hayden Books,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68.

Plauger, P.J., The Standard C Library,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Van Sickle, Ted., Programming Microcontrollers in C，第一版。 LLH Technology
Publishing, Eagle Rock, Virginia 24085.

GCC 文档

http://gcc.gnu.org/onlinedocs/
http://sourceware.org/binutils/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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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南

第 1 章  编译器概述
1.1 简介

以下主题对 MPLAB XC32 C/C++ 编译器进行了定义和介绍：

• 器件说明

• 编译器说明和文档

• 编译器和其他开发工具

1.2 器件说明

MPLAB XC32 C/C++ 编译器完全支持所有 Microchip 32 位器件。

1.3 编译器说明和文档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是一款全功能的优化编译器，可将标准 ANSI C 程序转换
为 32 位器件汇编语言源代码。 该编译器还支持多种命令行选项和语言扩展，以充分利
用 32 位器件的硬件功能，同时满足编译器代码生成器较高的控制要求。

该编译器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 GCC 编译器的移植版本。

该编译器可用于几种流行的操作系统，包括 32 位和 64 位 Windows®、 Linux 和
Apple OS X。

该编译器可以在 3 种工作模式下运行：免费 （Free） 、标准 （Standard）或专业
（PRO）。 标准和专业工作模式是许可模式，需要使用激活密钥和互联网连接来使能它
们。无许可证的客户可以使用免费模式。基本的编译器操作、支持的器件和可用的存储
器在所有模式之间是相同的。这些模式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编译器采用的优化级别。

1.3.1 约定

在本手册中，将经常使用“编译器”这一术语。 它可以指代构成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的应用程序集合的全集或子集。 通常，举例来说，知道操作是由解析器还是代码
生成器应用程序执行的并不重要，说它是由 “编译器”执行的就足够了。

使用 “编译器”指代命令行驱动程序 （或只是驱动程序）也是合理的，因为总是会执
行该应用程序来调用编译过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软件包的驱动程序名为
xc32-gcc。 C/ASM 项目的驱动程序也是 xc32-gcc。 C/C++/ASM 项目的驱动程序为
xc32-g++。 第 5.9 节 “驱动程序选项说明”介绍了驱动程序及其选项。 按照这种角
度，应将 “编译器选项”视为驱动程序命令行选项，除非在本手册中另有指定。

类似地，“汇编”指代在将源代码生成为可执行二进制映像中涉及的步骤的全部或某些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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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ANSI C 标准

该编译器是经过充分验证的编译器，符合 ANSI 规范（ANSI x3.159-1989）定义的并在
Kernighan 和 Ritchie 的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第二版）中介绍的 ANSI C 标
准。 ANSI 标准包含了对原始 C 定义的一些扩展，现在它们已成为该语言的标准功能。
这些扩展可以增强可移植性，并提供更高的能力。 此外，还包含用于 PIC32 MCU 嵌入
式控制应用程序的语言扩展。

1.3.3 优化

该编译器使用了一组复杂的优化轮次，这些优化轮次采用许多先进的技术，基于 C/C++
源代码生成高效紧凑的代码。 优化轮次包括适用于所有 C/C++ 代码的高级优化，以及
可利用器件架构特定功能的特定于 PIC32 MCU 的优化。

关于优化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7 章 “优化”。

1.3.4 ANSI 标准库支持

该编译器附带了一个完整的 ANSI C 标准库。所有库函数已经过验证且符合 ANSI C 库
标准。该库包括字符串操作、动态存储器分配、数据转换、计时等函数以及数学函数
（三角函数、指数函数和双曲函数）。 用于文件处理的标准 I/O 函数亦包括在内，并且
在分发时，它们支持使用命令行模拟器对主机文件系统进行完全访问。 编译器分发版中
提供了低级文件 I/O 函数全功能的源代码，可用作需要该功能的应用程序的起始点。

1.3.5 ISO/IEC C++ 标准

该编译器附带了 2003 标准 C++ 库。

1.3.6 编译器驱动程序

该编译器包含了功能强大的命令行驱动程序。 使用该驱动程序，可以在单个步骤中编
译、汇编和链接应用程序。

1.3.7 文档

MPLAB IDE v8.xx 或更高版本和 MPLAB X IDE 均支持 C 编译器。 对于 C++，需要
MPLAB X IDE v1.40 或更高版本。 为简单起见，这两种 IDE 在整本书中将简单地称为
MPLAB IDE。
特定器件独有、因而特定编译器独有的功能会在列中注有 “DD”文字 （见前言），以
及指示信息所适用的器件的文字。

注： 不要在项目属性中指定 MPLAB XC32 系统包含目录 （例如，
/pic32mx/include/）。 xc32-gcc和 xc32-g++编译驱动程序会自动
为您选择 XC libc 或 Dinkumware libc，以及它们相应的包含文件目录。 手
动添加系统包含文件路径可能会破坏这种机制，导致将错误的 libc 包含文
件编译到项目中，从而导致包含文件和库之间的冲突。 请注意，向项目属
性中添加系统包含路径从来不是建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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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编译器和其他开发工具

该编译器可与许多其他 Microchip 工具配合工作，包括：

• MPLAB XC32 汇编器和链接器——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
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 MPLAB IDE v8.xx 和 MPLAB X IDE（C++ 需要 MPLAB X IDE v1.30 或更高版本）

• MPLAB 软件模拟器

• 所有 Microchip 调试工具和编程器

• 支持 32 位器件的演示板和入门工具包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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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通用 C 接口
2.1 简介

通用 C 接口（Common C Interface，CCI）可用于所有 MPLAB XC C 编译器，旨在用
于增强这些编译器之间的代码可移植性。例如，符合 CCI 标准的代码可以更容易地从使
用 MPLAB XC8 C 编译器的 PIC18 MCU 移植到使用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的
PIC32 MCU。

CCI 假定您的源代码已经符合 ANSI 标准。如果希望使用 CCI，您需要自行负责编写符
合标准的代码。原有项目需要进行移植，以达到符合标准的要求。此外，还必须设置一
个编译器选项，以确保在编译项目时编译器的操作与接口一致。

本章包括以下主题：

• 背景知识——对于可移植代码的追求

• 使用 CCI
• ANSI 标准细化

• ANSI 标准扩展

• 编译器特性

2.2 背景知识——对于可移植代码的追求

所有编程人员都希望编写可移植的源代码。

可移植性意味着相同的源代码可以在不同执行环境中编译和运行，而不仅仅是编写时所
针对的环境。很少有代码可以实现百分百的可移植性，但代码对变化的容忍度越高，让
它在新环境中运行所需的时间和工作就越少。

嵌入式工程师通常认为代码可移植性就是能够跨不同的目标器件，但这只是可移植性的
一部分。相同的代码可能针对相同的目标器件、但使用不同的编译器进行编译。这些编
译器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代码在编译时或运行时发生失败，所以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您可能只针对一种目标器件编写代码，只使用一种品牌的编译器，但如果对于编译器的
操作没有任何规定，简单更新一下编译器版本就可能会改变您的代码的行为。

代码必须具有跨目标器件、工具和时间的可移植性，才具有真正的灵活性。

很显然，这种可移植性无法由编程人员单独实现，因为不同编译器供应商的产品会基于
不同的技术、实现不同的功能和代码语法，并且编译器供应商还会改善其产品的工作方
式。许多很棒的编译器优化破坏了很多可信的项目。

C 语言标准的制定确保可以对变更进行管理，使代码具有更高的可移植性。美国国家标
准学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ANSI）发布了许多领域的标准，包括
编程语言。 ANSI C 标准是 C 编程语言普遍采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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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ANSI 标准

ANSI C 标准必须调和两个对立的目标：编译器供应商可以自由地增加新器件支持和改
进代码生成，而编程人员可以确信自己的源代码可正常工作。如果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
目标，源代码就可以获得可移植性。

该标准以一组规则的形式实现，它们不仅详细规定了符合标准的 C 程序必须遵循的语
法，而且详细规定了解释 C 程序的语义规则。因此，为了使编译器符合标准，必须确保
符合标准的 C 程序按标准中的描述工作。

标准描述了实现、工具集和用于运行代码的运行时环境。如果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变
化，例如，您针对不同的目标器件进行编译并在其上运行，或者如果您更新了用于编译
的编译器版本，则说明您在使用不同的实现。

标准使用行为这一术语来表示程序的外观或操作。它与如何对程序进行编码无关。

由于标准试图实现一些可以被理解为相互冲突的目标，所以一些规定显得有点含糊不
清。例如，标准规定 int类型必须能够至少容纳一个 16 位值，但它并未直接规定 int
的实际大小；此外，对有符号整型进行右移的操作在不同实现上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
是，这些不同的结果仍然符合 ANSI C 标准。

如果标准太过严格，器件架构可能就无法让编译器符合标准1。但如果标准太过薄弱，
编程人员会在不同编译器和架构中看到差异巨大的结果，标准就会失去效力。

标准将行为未完全定义的源代码归类为几组，它们包括以下行为：

实现定义的行为

这是未规定的行为，每种实现用文档说明它是如何选择的。

未规定的行为 

标准提供了两种或更多的可能性，但并未进一步要求在任何特定实例中选择哪种可能性。

未定义的行为 

这是标准未做任何要求的行为。

严格遵从标准的代码不会产生依赖于任何未规定、未定义或实现定义的行为的输出。
int 类型的大小 （前面用作示例）可以归类为实现定义的行为。即， int 的大小将根
据使用哪种编译器、如何使用该编译器，以及所面向的器件来定义。

所有 MPLAB XC 编译器都符合针对编程语言的 ANSI X3.159-1989 标准 （无法支持递
归的 XC8 编译器除外，如脚注中所述）。它通常被称为 C89 标准。此外，还支持更新
标准 C99 中的一些功能。

1. 典型的例子：中档 PIC® 单片机没有数据堆栈。由于用于此类器件的编译器无法实现递归，

它（严格说来）无法达到符合 ANSI C 标准的要求。该示例说明了标准对于中档器件和工

具过于严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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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独立式实现 （或对于通常所指的嵌入式应用程序） ，标准允许对语言的非标准扩
展，但显然并不强制要求如何规定它们或它们如何工作。在应用程序的工作与器件硬件
密切相关时，编程人员需要能够通过一种方式来指定器件设置和中断，以及利用通常很
复杂的小型器件存储器架构。标准无法以一致的方式提供这一点。

虽然 ANSI C 标准让编程人员和编译器供应商可以相互理解，但编程人员需要考虑其工
具上的实现定义的行为，以及需要使用 C 语言非标准扩展的可能性。这两种情况都会影
响代码的可移植性。

2.2.2 通用 C 接口

通用 C 接口（CCI）为 ANSI C 标准提供了补充，使编程人员在使用任意 MPLAB XC C
编译器时，可以在所有 Microchip 器件上更容易地实现一致的结果。

它提供了以下改进，在设计上全都充分考虑到了可移植性。

对 ANSI C 标准进行细化 

CCI 文档规定了一些代码的具体行为，其操作在 ANSI C 标准下被视为实现定义的行

为。例如， CCI 详细定义了有符号整型进行右移操作的结果。请注意，许多实现定义

的条目与器件特性密切关联， CCI 并未定义它们，例如 int的大小。

对非标准扩展使用一致的语法 

CCI 非标准扩展大多使用具有统一语法的关键字实现。它们可代替本机编译器实现的

关键字、宏和属性。关键字的解释可能会因每种编译器而不同，关键字的任何参数也
可能是特定于器件的。

编码准则 

CCI 提供了关于如何编写代码的建议，以便代码可以移植到其他器件或编译器。虽然

您可以选择不遵从建议，但这样代码将不符合 CCI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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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 CCI
CCI 通过细化实现定义的行为和标准化语言扩展的语法来支持更高的可移植性。

CCI 是您选择追随并付诸实施的标准，因而它与新项目相关，虽然您可以选择修改现有
的项目，使它们符合标准。

要使项目符合 CCI 标准，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使能 CCI 

在项目中选择 MPLAB IDE 窗口小部件 Use CCI Syntax （使用 CCI 语法）或使用等

效的命令行选项。

在每个模块中包含 <xc.h> 

一些 CCI 特性只有在编译器发现该头文件时才会使能。

确保符合 ANSI 标准 

不符合 ANSI C 标准的代码不会符合 CCI。

遵从 CCI 对于 ANSI 的细化定义 

对于一些 ANSI 实现定义的行为， CCI 进行了明确定义。

使用语言的 CCI 扩展 

使用 CCI 扩展，而不是本机语言扩展。

下面几节详细介绍了与 CCI 关联的一些具体条目。这些条目可分为以下几类：细化标
准、处理 ANSI C 标准扩展，以及其他一些编译器选项和用法。随这些条目还提供了一
些准则。

如果任何实现定义的行为或任何非标准扩展未在本文档中讨论，则说明它不是CCI的一
部分。例如，GCC case 语句范围、标号地址和 24 位 short long类型不是 CCI 的一
部分。使用这些特性的程序不符合 CCI 标准。当您使用非 CCI 特性并使能 CCI 时，编
译器可能会发出警告或错误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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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NSI 标准细化

以下主题介绍了 CCI 如何细化 ANSI C 标准中概述的实现定义的行为。

2.4.1 源文件编码

在 CCI 下，源文件必须使用 7 位 ASCII 集合中的字符编写。代码行可以使用换行符
（\n）或回车符 （\r）紧跟换行符来终止。在字符常量或字符串字面值中可以使用转义
字符来表示不处于基本字符集中的扩展字符。

2.4.1.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转义字符来定义一个字符串常量。

const char myName[] = "Bj\370rk\n";

2.4.1.2 差别

所有编译器都使用了该字符集。

2.4.1.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2 main的原型

main()函数的原型为

int main(void);

2.4.2.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说明如何定义 main()的示例。

int main(void)
{

while(1)
process();

}

2.4.2.2 差别

8 位编译器对于该函数使用 void返回类型。

2.4.2.3 移植到 CCI

每个程序都具有一个 main()函数定义。确认先前针对 8 位目标器件编译的所有项目中
的 main()的返回类型。

2.4.3 头文件规范

使用目录分隔符的头文件规范不符合 CCI 标准。

2.4.3.1 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两条符合标准的包含伪指令。

#include <usb_main.h>
#include "globa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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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差别

在所有编译器的先前版本中，都允许使用目录分隔符的头文件规范。当使用 Windows
样式的分隔符 “\” ，而代码在其他主机操作系统下编译时，将会出现兼容性问题。在
CCI 下，不应使用任何目录分隔符。

2.4.3.3 移植到 CCI

在头文件规范中使用目录分隔符的所有 #include伪指令都需要进行更改。删除伪指令
中除头文件名之外的所有内容。如果从命令行进行编译，在命令行上通过 -I 选项添加
头文件搜索路径；如果在 MPLAB X IDE 中编译，则在 Project Properties （项目属性）
窗口中的“Preprocessing and Messages”（预处理和消息）下添加头文件搜索路径。
这将强制编译器搜索使用该选项指定的目录。

例如，以下代码：

#include <inc/lcd.h>

应更改为：

#include <lcd.h>

并在MPLAB IDE项目属性中将 inc目录的路径添加到编译器的头文件搜索路径中或在
命令行上添加 inc目录，如下所示：

-Ilcd

2.4.4 包含搜索路径

在 CCI 下包含头文件时，文件应可以在由编译器搜索的路径中找到，下面将详细说明。

对于在尖括号分隔符 < >中指定的任何头文件，搜索路径应为通过 -I选项（或等效的
MPLAB IDE 选项）指定的路径，然后是标准的编译器包含目录。-I选项将按指定它们
的顺序进行搜索。

对于在引号字符 " " 中指定的任何文件，第一个搜索路径应为当前工作目录。对于
MPLAB X 项目，当前工作目录是 C 源文件所在的目录。如果搜索未成功，搜索路径应
为在尖括号分隔符中指定头文件时搜索的相同目录。

使用任何其他选项指定头文件的搜索路径都不符合 CCI 标准。

2.4.4.1 示例

如果使用以下伪指令包含头文件

#include "myGlobals.h"

头文件应可在当前工作目录中，或通过任意 -I 选项指定的路径中，或标准编译器目录
中找到。如果它位于其他位置，则不符合 CCI 标准。

2.4.4.2 差别

CCI 下的编译器操作不会发生变化。这纯粹是一条编码准则。

2.4.4.3 移植到 CCI

删除除 -I选项 （或等效的 MPLAB IDE 选项）之外指定头文件搜索路径的任何其他选
项，并使用 -I选项代替它。确保可以在本节指定的目录中找到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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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标识符中的有效初始字符数量

标识符 （内部和外部）中的至少前 255 个字符是有效的。它扩展了 ANSI C 标准的要
求， ANSI C 标准使用较少的有效字符数量来标识对象。

2.4.5.1 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两个命名方式很差的变量，但其名称在 CCI 下会被视为唯一。

int stateOfPortBWhenTheOperatorHasSelectedAutomaticModeAndMotorIsRunningFast;
int stateOfPortBWhenTheOperatorHasSelectedAutomaticModeAndMotorIsRunningSlow;

2.4.5.2 差别

先前的 8位编译器在默认情况下使用 31个有效字符，但允许通过某个选项对它进行扩展。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未对有效字符数量做出任何限制。

2.4.5.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您可以采用限制较少的命名方案。

2.4.6 类型的大小

CCI 未完全定义基本 C 类型（如 char、 int和 long）的大小。按照设计，这些类型
将反映目标器件中的寄存器大小和其他架构特性。它们使器件可以高效地访问相应类型
的对象。但是， ANSI C 标准在 <limits.h>中规定了这些类型的 低要求。

如果项目中需要固定大小的类型，请使用 <stdint.h>中定义的类型，例如 uint8_t
或 int16_t。这些类型的定义在所有 XC 编译器之间都保持一致，即使这些类型在 CCI
中没有定义。

基本上，C 语言提供了两组可供选择的类型：大小和格式针对所用器件定制的类型；或
无论目标如何都具有固定大小的类型。

2.4.6.1 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变量 native的定义，其大小将支持在目标器件上进行高效的访问；以
及变量 fixed，其大小明确指定并保持固定，虽然它可能无法在每款器件上支持高效的
访问。

int native;
int16_t fixed;

2.4.6.2 差别

这与编译器先前实现的类型一致。

2.4.6.3 移植到 CCI

如果需要具有固定大小的 C 类型，无论目标器件如何，可以使用由 <stdint.h>定义
的类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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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普通 char类型

普通 char的类型为 unsigned char。通常建议 char类型的所有定义都明确指定对
象的符号。

2.4.7.1 示例

以下示例

char foobar;

定义了一个名为 foobar的 unsigned char对象。

2.4.7.2 差别

8 位编译器总是将普通 char视为无符号类型。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使用 signed char作为默认的普通 char类型。这些编译器上的
-funsigned-char选项会将默认类型更改为 unsigned char。

2.4.7.3 移植到 CCI

如果使用 16 位或 32 位编译器，则需要复查定义为普通 char的对象的所有定义。任何
希望用作有符号量的普通 char都应替换为显式定义，例如：

signed char foobar;

在 XC16/32 上，可以使用 -funsigned-char选项来更改普通 char的类型，但由于
XC8 上不支持该选项，因此这种代码并不严格符合标准。

2.4.8 有符号整型表示

有符号整型的值通过获取整型的二进制补码来确定。

2.4.8.1 示例

以下显示了变量 test，它被赋予十进制值 -28。
signed char test = 0xE4;

2.4.8.2 差别

所有编译器都使用本节介绍的方式来表示有符号整型。

2.4.8.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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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整型转换

将一个整型转换为大小不足的有符号整型时，原始值将从 高有效位开始截断，以适应
目标大小。

2.4.9.1 示例

以下代码显示了将发生截断的赋值操作。

signed char destination;
unsigned int source = 0x12FE;
destination = source;

在 CCI 下， destination赋值之后的值将为 -2 （即，位模式 0xFE）。

2.4.9.2 差别

所有编译器都使用与本节所介绍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执行整型转换。

2.4.9.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10 有符号值的按位运算

有符号值的按位运算将对二进制补码表示形式进行操作 （包括符号位）。另请参见
第 2.4.11 节 “右移有符号值”。

2.4.10.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对负数进行按位与运算的示例。

signed char output, input = -13;
output = input & 0x7E;

在 CCI 下， output赋值之后的值将为 0x72。

2.4.10.2 差别

所有编译器都使用与本节所介绍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执行按位运算。

2.4.10.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11 右移有符号值

右移有符号值会涉及到符号扩展。这将保留原始值的符号。

2.4.11.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对负数进行按位与运算的示例。

signed char input, output = -13;
output = input >> 3;

在 CCI 下， output赋值之后的值将为 -2 （即，位模式 0x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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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1.2 差别

所有编译器都按本节所述的方式执行右移。

2.4.11.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12 使用具有不同类型的联合成员访问另一个联合成员时的成员转换

如果某个联合定义了几个不同类型的成员，并且您使用其中一个成员标识符来尝试访问
另一个成员的内容（是否对结果应用任何转换）在标准中属于实现定义的行为。在 CCI
中，不应用任何转换，联合对象的字节会被解释为类型与所访问成员相同的对象，而不
考虑对齐或其他可能的无效条件。

2.4.12.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定义了几个成员的联合示例。

union {
signed char code;
unsigned int data;
float offset;

} foobar;

尝试通过读取 data来提取 offset的代码不能保证读取到正确的值。

float result;
result = foobbar.data;

2.4.12.2 差别

所有编译器都不转换通过其他成员访问的联合成员。

2.4.12.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13 默认的位域 int 类型

指定为普通 int的位域的类型将与使用 unsigned int定义的相同。对于其他对象，
类型 int、 signed和 signed int属于同义，所以这与其他对象完全不同。建议在
所有位域定义中明确指定位域的符号。

2.4.13.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结构标签的示例，其中包含类型为无符号整型并具有指定大小的位域。

struct OUTPUTS {
int direction    :1;
int parity    :3;
int value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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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2 差别

如果对于位域使用了 int类型，8 位编译器会发出一个警告，但会使用 unsigned int
类型实现位域。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实现了使用 int定义为具有 signed int类型的位域，除非指定
了选项 -funsigned-bitfields。

2.4.13.3 移植到 CCI

需要复查使用普通 int类型定义了位域的所有代码。如果希望它们作为有符号量，则应
将它们的类型更改为 signed int，例如：

struct WAYPT {
int log          :3;
int direction    :4;

};

位域类型应更改为 signed int，如下：

struct WAYPT {
signed int log       :3;
signed int direction :4;

};

2.4.14 位域跨越存储单元边界

位域是否可以跨越存储单元边界在标准中属于实现定义的行为。在 CCI 中，位域不会跨
越存储单元边界；将为结构分配新的存储单元，并通过填充位来填补空隙。

请注意，存储单元的大小对于每种编译器是不同的，因为它基于基本数据类型（如 int）
的大小，而位域类型是基于基本数据类型派生的。在8位编译器上，该单元的大小为8位；
对于 16 位编译器，它为 16 位；对于 32 位编译器，它为 32 位。

2.4.14.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定义了位域的结构。

struct {
        unsigned first  : 6;
        unsigned second :6;
} order;

在 CCI 下且使用 XC8 时，存储分配单元为字节大小。位域 second将被分配一个新的
存储单元，因为在第一个存储单元中分配 first之后，只剩下 2 位。该结构 order的
大小将为 2 个字节。

2.4.14.2 差别

这种分配方式与所有先前编译器使用的方式完全相同。

2.4.14.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15 位域的分配顺序

ANSI C 标准未规定位域在其存储单元中的存储顺序。在 CCI 中，所定义的第一个位将
为它所分配到存储单元中的 低有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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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定义了位域的结构。

struct {
        unsigned lo  : 1;
        unsigned mid :6;
        unsigned hi  : 1;
} foo;

在分配给结构 foo的存储单元中，位域 lo将被分配到 低有效位。位域 mid将被分配
到接下来的低 6 位， hi将被分配到同一存储单元字节的 高有效位。

2.4.15.2 差别

这与所有编译器的先前操作是相同的。

2.4.15.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16 NULL 宏

NULL宏在 <stddef.h>中定义；但是，其定义属于实现定义的行为。在 CCI 下，NULL
的定义为表达式 (0)。

2.4.16.1 示例

以下显示了通过 NULL宏为指针赋予一个空指针常量。

int * ip = NULL;

NULL和 (0)的值会被隐式转换为目标类型。

2.4.16.2 差别

32 位编译器先前使用表达式 ((void*)0)来为 NULL赋值。

2.4.16.3 移植到 CCI

无需任何操作。

2.4.17 浮点型长度

在 CCI 下，浮点型的长度必须不小于 32 位。

2.4.17.1 示例

以下显示了 outY的定义，其大小将至少为 32 位。

float outY;

2.4.17.2 差别

8 位编译器允许使用 24 位的 float和 double类型。

2.4.17.3 移植到 CCI

使用 8 位编译器时，在使能 CCI 模式之后， float和 double类型的大小将自动设为
32 位。复查所有可能具有 float或 double类型，并且大小可能为 24 位的源代码。

对于其他编译器，不需要进行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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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NSI 标准扩展

以下主题介绍了 CCI 如何提供对标准的特定于器件扩展。

2.5.1 通用头文件

必须使用单个头文件<xc.h>来声明所有特定于编译器和特定于器件的类型和SFR。您
必须将该文件包含到每个模块中，以符合 CCI 标准。一些 CCI 定义依赖于该头文件。

2.5.1.1 示例

以下显示了包含该头文件的示例，从而可以符合 CCI 标准，以及可以访问 SFR。

#include <xc.h>

2.5.1.2 差别

一些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htc.h>作为等效的头文件。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的先前版本
使用了一系列的头文件来完成同样的工作。

2.5.1.3 移植到 CCI

将先前在 8 位编译器代码中使用的以下头文件：

#include <htc.h>

或如以下示例所示的特定于器件系列的头文件：

#include <p32xxxx.h>
#include <p30fxxxx.h>
#include <p33Fxxxx.h>
#include <p24Fxxxx.h>
#include "p30f6014.h"

更改为：

#include <xc.h>

2.5.2 绝对寻址

变量和函数可以通过使用 __at() 构造限定符放置在绝对地址处。基于堆栈的 （auto
和函数参数）变量不能使用 __at()说明符。

2.5.2.1 示例

以下显示了设为绝对地址的两个变量和一个函数。

int modify(int x) __at(0x9D001000);
const char keys[] __at(0xA0000200) = { ’r’, ’s’, ’u’, ’d’};
int modify(int x) {
  return x * 2 + 3;
}

Alternatively:
const char keys[] __at(0xA0000200) = { ’r’, ’s’, ’u’, ’d’};
__at(0x9D001000)int modify(int x) {
  return x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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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差别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符号来指定绝对地址。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使用了 address属性来指定对象的地址。

2.5.2.3 移植到 CCI

如果可能，避免将对象和函数设为绝对寻址。

在 XC8 中，将如下所示的绝对对象定义：

int scanMode @ 0x200;

更改为：

int scanMode __at(0x200);

在 XC16/32 中，将如下所示的代码：

int scanMode __attribute__(address(0x200)));

更改为：

int scanMode __at(0x200);

2.5.2.4 注意事项

在使用 XC8 时，如果对某个对象同时应用了 __at() 和 __section() 说明符，
__section()说明符目前会被忽略。

2.5.3 far 对象和函数

__far限定符可用于指示变量或函数可位于“far 存储器”中。究竟哪些存储器构成 far
存储器取决于目标器件，但它通常是需要较复杂代码来进行访问的存储器。如果表达式
涉及的是使用 far 限定符的对象，表达式可能会生成较慢、较大的代码。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限定符语义的信息。

一些器件可能未实现这种存储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该限定符将被忽略。基于堆栈的
（auto和函数参数）变量无法使用 __far说明符。

2.5.3.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 __far限定的变量和函数。

__far int serialNo;
__far int ext_getCond(int selector);

2.5.3.2 差别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far限定符来表示这种含义。函数不能使用 far进行限定。

16 位编译器对于变量和函数都使用了 far属性。

32 位编译器仅对于函数使用了 far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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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far限定符为 __far，如以下示例：

far char template[20];

更改为 __far char template[20];

在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中，更改每一处 far属性，如以下示例：

void bar(void) __attribute__ ((far));
int tblIdx __attribute__ ((far));

更改为

void __far bar(void);
int __far tblIdx;

2.5.3.4 注意事项

无。

2.5.4 near 对象

__near 限定符可用于指示变量或函数可位于 “near 存储器”中。究竟哪些存储器
构成 near 存储器取决于目标器件，但它通常是可以使用较简单代码来进行访问的存
储器。如果表达式涉及的是使用 near 限定符的对象，表达式可能会生成较快、较小
的代码。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限定符语义的信息。

一些器件可能未实现这种存储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该限定符将被忽略。基于堆栈的
（auto和函数参数）变量无法使用 __near说明符。

2.5.4.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 __near限定的变量和函数。

__near int serialNo;
__near int ext_getCond(int selector);

2.5.4.2 差别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near限定符来表示这种含义。函数不能使用 near进行限定。

16 位编译器对于变量和函数都使用了 near属性。

32 位编译器仅对于函数使用了 near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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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near限定符为 __near，如以下示例：

near char template[20];

更改为 __near char template[20];

在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中，更改每一处 near属性，如以下示例：

void bar(void) __attribute__ ((near));
int tblIdx __attribute__ ((near));

更改为

void __near bar(void);
int __near tblIdx;

2.5.4.4 注意事项

无。

2.5.5 持久性对象

__persistent限定符可用于指示运行时启动代码不应清零的变量。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限定符语义的信息。

2.5.5.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 __persistent限定的变量。

__persistent int serialNo;

2.5.5.2 差别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persistent限定符来表示这种含义。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对于变量使用了 persistent属性，指示不应将它们清零。

2.5.5.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persistent限定符为 __persistent，如以下示例：

persistent char template[20];

更改为 __persistent char template[20];
对于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persistent属性，如以下示例：

int tblIdx __attribute__ ((persistent));

更改为

int __persistent tblIdx;

2.5.5.4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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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X 和 Y 数据对象

__xdata和 __ydata限定符可用于指示变量可位于特殊存储区。究竟哪些存储器构成
X 和 Y 存储区取决于目标器件，但它通常是可以在单独总线上进行独立访问的存储器。
一些 DSP 指令通常需要此类存储器。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这些限定符语义的信息。

一些器件可能未实现这种存储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些限定符将被忽略。

2.5.6.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使用 __xdata限定的变量，以及另一个使用 __ydata限定的变量。

__xdata char data[16];
__ydata char coeffs[4];

2.5.6.2 差别

16 位编译器对于变量使用了 xmemory和 ymemory空间属性。

对于所有其他编译器，从未定义等效的说明符。

2.5.6.3 移植到 CCI

对于 16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space属性 xmemory或 ymemory，如以下示例：

char __attribute__((space(xmemory)))template[20];

更改为 __xdata或 __ydata，即， __xdata char template[20];

2.5.6.4 注意事项

无。

2.5.7 分区数据对象

__bank(num)限定符可用于指示变量可能位于某个特定的数据存储区。数字 num代表
存储区编号。究竟哪些存储器构成分区存储器取决于目标器件，但它通常是数据存储器
的一个分区，用于支持地址字段宽度有限的汇编指令。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这些限定符语义的信息。

一些器件可能未实现分区数据存储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该限定符将被忽略。实现的
数据存储区数量会因器件而异。

2.5.7.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 __bank()限定的变量。

__bank(0) char start;
__bank(5) char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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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2 差别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4 个限定符 bank0、bank1、bank2和 bank3来表示相同（尽管更
有限）的存储器位置。

对于所有其他编译器，从未定义等效的说明符。

2.5.7.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bankx限定符为 __bank，如以下示例：

bank2 int logEntry;

更改为 __bank(2) int logEntry;

2.5.7.4 注意事项

无。

2.5.8 对象对齐

__align(alignment)说明符可用于指示变量必须对齐到某个为所指定 alignment 倍
数的存储器地址。 alignment 项必须为 2 的幂。正值表示对对象的起始地址进行对齐；
负值表示对对象的结束地址进行对齐。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说明符语义的信息。

2.5.8.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 __align()限定的变量，以分别确保它们的结束地址为 8 的倍数，起
始地址为 2 的倍数。

__align(-8) int spacer;
__align(2) char coeffs[6];

2.5.8.2 差别

8 位编译器上从未实现对齐功能。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对于变量使用了 aligned属性。

2.5.8.3 移植到 CCI

对于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aligned属性为 __align，如以下示例：

char __attribute__((aligned(4)))mode;

更改为 __align(4) char mode;

2.5.8.4 注意事项

XC8 中尚未实现该功能。
DS50001686G_CN 第 36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通用 C 接口
2.5.9 EEPROM 对象

__eeprom限定符可用于指示应将变量定位到 EEPROM 中。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限定符语义的信息。

一些器件可能未实现 EEPROM。对此类器件使用该限定符将会生成警告。基于堆栈的
（auto和函数参数）变量无法使用 __eeprom说明符。

2.5.9.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 __eeprom限定的变量。

__eeprom int serialNos[4];

2.5.9.2 差别

8 位编译器对于一些器件使用了 eeprom限定符来表示这种含义。

16 位编译器使用了 space属性来将变量分配到用于 EEPROM 的存储空间。

2.5.9.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eeprom限定符为 __eeprom，如以下示例：

eeprom char title[20];

更改为 __eeprom char title[20];

对于 16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eedata space属性，如以下示例：

int mainSw __attribute__ ((space(eedata)));

更改为

int __eeprom mainSw;

2.5.9.4 注意事项

对于所有 PIC18 器件，XC8 均未实现 __eeprom限定符；对于其他 8 位器件，该限定
符将按预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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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 中断函数

__interrupt(type)说明符可用于指示函数将用作中断服务程序。type是使用逗号
分隔的关键字列表，指示关于中断函数的信息。

当前的中断类型包括：

< 空 > 

实现默认的中断函数

low_priority 

中断函数对应于低优先级中断源 （XC8 ——仅限 PIC18）

high_priority 

中断函数对应于高优先级中断源 （XC8）

save(symbol-list) 

在进入中断时保存并在退出中断时恢复所列的符号 （XC32）

irq(irqid) 

指定与该中断关联的中断向量 （XC32）

altirq(altirqid) 

指定与该中断关联的备用中断向量 （XC32）

preprologue(asm) 

指定需要在任何编译器生成的中断代码之前执行的汇编代码 （XC32）

shadow 

允许 ISR 利用影子寄存器进行现场切换 （XC32）

auto_psv 

ISR 将设置 PSVPAG 寄存器，并在退出时恢复它 （XC32）

no_auto_psv 

ISR 不会设置 PSVPAG 寄存器 （XC32）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说明符语义的信息。

一些器件可能未实现中断。对此类器件使用该限定符将会生成警告。如果
__interrupt说明符的参数对于目标器件没有意义，编译器将发出警告或错误。

2.5.10.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 __interrupt限定的函数。

__interrupt(low_priority) void getData(void) {
if (TMR0IE && TMR0IF) {

TMR0IF=0;
++tick_cou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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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2 差别

8 位编译器对于一些器件使用了 interrupt 和 low_priority 限定符来表示这种含
义。中断程序默认情况下为高优先级。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使用了 interrupt属性来定义中断函数。

2.5.10.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interrupt限定符，如以下示例：

void interrupt myIsr(void)
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myLoIsr(void)

分别更改为以下形式

void __interrupt(high_priority) myIsr(void)
void __interrupt(low_priority) myLoIsr(void)

对于 16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interrupt属性，如以下示例：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auto_psv,(irq(52)))) myIsr(void);

更改为

void __interrupt(auto_psv,(irq(52)))) myIsr(void);

对于 32 位编译器，__interrupt()关键字可接受两个参数，即，向量编号和（可选）
IPL 值。更改使用 interrupt属性的代码，类似于以下示例：

void __attribute__((vector(0), interrupt(IPL7AUTO), nomips16)) 
myisr0_7A(void) {}
 
void __attribute__((vector(1), interrupt(IPL6SRS), nomips16)) 
myisr1_6SRS(void) {}
 
/* Determine IPL and context-saving mode at runtime */
void __attribute__((vector(2), interrupt(), nomips16)) 
myisr2_RUNTIME(void) {}

更改为

void __interrupt(0,IPL7AUTO) myisr0_7A(void) {}
 
void __interrupt(1,IPL6SRS) myisr1_6SRS(void) {}
 
/* Determine IPL and context-saving mode at runtime */
void __interrupt(2) myisr2_RUNTIME(void) {}

2.5.10.4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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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压缩对象

__pack说明符可用于指示结构不使用存储器空隙，对齐结构成员；或不对齐各个结构
成员。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说明符语义的信息。

对于某些器件，一些编译器不会使用存储器空隙来填充结构，对齐结构成员，对此类器
件使用该说明符将被忽略。

2.5.11.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使用 __pack限定的结构，以及有一个成员已被显式压缩的结构。

__pack struct DATAPOINT {
unsigned char type;
int value;

} x-point;
struct LINETYPE {

unsigned char type;
__pack int start;
long total;

} line;

2.5.11.2 差别

对于 XC8 来说，__pack说明符是一个全新的 CCI 说明符。该说明符没有明显的作用，
因为器件存储器对于所有数据对象都是可字节寻址的。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使用了 packed属性来指示结构成员使用存储器空隙，不对齐。

2.5.11.3 移植到 CCI

对于 XC8，不需要进行移植。

对于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packed属性，如以下示例：

struct DOT
{

char a;
int x[2] __attribute__ ((packed));

};

更改为：

struct DOT
{

char a;
__pack int x[2];

};

或者如果需要，您也可以压缩整个结构。

2.5.11.4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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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指示过时的对象

__deprecate说明符可用于指示某个对象寿命有限，不应在新设计中使用。编译器供应
商经常使用它来指示编译器扩展或功能可能过时，或已开发了应优先使用的更好功能。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说明符语义的信息。

2.5.12.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使用 __deprecate关键字的函数。

void __deprecate getValue(int mode)
{
//...
}

2.5.12.2 差别

8 位编译器上未实现任何弃用功能。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使用了 deprecated属性 （请注意拼写的不同）来指示应尽可能
避免使用这些对象。

2.5.12.3 移植到 CCI

对于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deprecated属性，如以下示例：

int __attribute__(deprecated) intMask;

更改为：

int __deprecate intMask;

2.5.12.4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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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3 将对象分配到段

__section() 说明符可用于指示应将某个对象定位到指定段 （或 psect，使用 XC8
术语）。它通常在对象具有特殊的独特链接要求、无法通过现有编译器功能解决的时候
使用。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说明符语义的信息。

2.5.13.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一个使用 __section关键字的变量。

int __section("comSec") commonFlag;

2.5.13.2 差别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pragma psect 伪指令来将对象重定向到一个新的段或 psect。
__section()说明符的操作与该 pragma 伪指令有几个方面的不同，如下所述。

不同于该 pragma 伪指令，使用 __section()创建的新 psect 不会继承正常情况下该
对象分配到的 psect 的标志。这意味着新 psect 可以链接到任意存储区中，包括任意数
据存储区。编译器也不会对对象在新段中的位置做出任何假定。使用该 pragma 伪指令
重定向到新 psect 的对象必须总是链接到相同的存储区中，但可以在该区域中的任意地
址上。

__section() 说明符允许将已初始化对象放置在不同 psect 中。即使在新 psect 中，
仍然会执行对象的初始化。这将需要自动分配额外的 psect （其名称为新 psect 名称加
上字母 i作为前缀），其中将包含初始值。 pragma 伪指令不能用于已初始化对象。

不同于使用 pragma 伪指令的对象，使用 __section()分配了不同 psect 的对象将被
运行时启动代码清零。

在当前的XC8 编译器实现中，必须为使用 __section()说明符创建的所有新 psect保
留存储器，并通过一个链接器选项定位。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使用了 section 属性来指示不同的目标段名称。 __section()
说明符的工作方式类似于属性。

2.5.13.3 移植到 CCI

对于 XC8，更改每一处 #pragma psect伪指令，例如

#pragma psect text%%u=myText
int getMode(int target) {
//...
}

更改为 __section()说明符，如下所示

int __section ("myText") getMode(int target) {
//...
}

对于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section属性，如以下示例：

int __attribute__((section("myVars"))) intMask;

更改为：

int __section("myVars") intMask;
DS50001686G_CN 第 42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通用 C 接口
2.5.13.4 注意事项

对于 XC8， __section()说明符不能用于任何中断函数。

2.5.14 指定配置位

#pragma config伪指令可用于编程器件的配置位。 pragma 伪指令具有以下形式：

#pragma config setting = state|value
#pragma config register = value

其中，setting是配置设置描述符（如 WDT），state是一个描述性的值（如 ON），
value是一个数值。寄存器标记可能代表整个配置字寄存器，例如， CONFIG1L。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伪指令语义的信息。

2.5.14.1 示例

以下显示了使用该 pragma 伪指令指定的配置位的示例。

#pragma config WDT=ON, WDTPS = 0x1A

2.5.14.2 差别

对于一些尚不支持#pragma config的目标器件，8位编译器使用了__CONFIG()宏。

16 位编译器使用了许多宏来指定配置设置。

32 位编译器支持使用 #pragma config。

2.5.14.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__CONFIG()宏，例如

__CONFIG(WDTEN & XT & DPROT)

更改为 #pragma config伪指令，如下所示

#pragma config WDTE=ON, FOSC=XT, CPD=ON

如果已使用了 #pragma config，则无需进行移植。

对于 16 位编译器，更改每一处 _FOSC()或 _FBORPOR()宏属性，如以下示例：

_FOSC(CSW_FSCM_ON & EC_PLL16);

更改为：

#pragma config FCKSMEM = CSW_ON_FSCM_ON,  FPR = ECIO_PLL16

对于 32 位代码，无需进行移植。

2.5.14.4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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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列表宏

CCI 定义了列出编译器和目标器件特性的宏的一般格式。这些宏可以用于基于编译器或
目标器件而条件性地编译备用源代码。

 表 2-1 详细介绍了宏和宏系列。

2.5.15.1 示例

以下显示了根据具有 EEPROM 存储器的器件进行条件性编译的代码。

#ifdef __XC32__
void __interrupt(__auto_psv__) myIsr(void)
#else
void __interrupt(low_priority) myIsr(void)
#endif

2.5.15.2 差别

其中一些 CCI 宏是全新的 （如 __CCI__），其他一些与先前具有相同含义的符号具有
不同的名称 （如 __18F452现在为 __18F452__）。

2.5.15.3 移植到 CCI

需要复查所有使用编译器定义的宏的代码。旧的宏可以继续按预期工作，但它们不符合
CCI 标准。

2.5.15.4 注意事项

无。

表 2-1： 由 CCI 定义的列表宏

名称 定义时的含义 示例

__XC__ 使用 MPLAB XC 编译器编译 __XC__

__CCI__ 编译器符合 CCI 标准，并使能了 CCI 强制实施 __CCI__

__XC##__ 使用了特定的 XC 编译器（##可以为 8、16
或 32）

__XC8__

__DEVICEFAMILY__ 所选目标器件的系列 __dsPIC30F__

__DEVICENAME__ 所选目标器件的名称 __18F452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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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6 行内汇编

asm()语句可用于在 C 代码中插入行内汇编代码。其参数是一个 C 字符串字面值，代
表一条汇编指令。显然，参数中包含的指令是特定于器件的。

使用 “差别”一节中讨论的本机关键字来查找关于该语句语义的信息。

2.5.16.1 示例

以下显示了插入行内 MOVLW指令的示例。

asm("MOVLW _foobar");

2.5.16.2 差别

8 位编译器使用了 asm()或 #asm ... #endasm构造来插入行内汇编代码。

这是 16 位和 32 位编译器使用的相同语法。

2.5.16.3 移植到 CCI

对于 8 位编译器，更改所有 #asm ... #endasm 实例，使该 #asm 块中的每条指令都放
入它自己的 asm()语句中，例如：

#asm
MOVLW 20
MOVWF _i
CLRF Ii+1

#endasm

更改为

asm("MOVLW20");
asm("MOVWF _i");
asm("CLRFIi+1");

16 位或 32 位编译器无需进行移植。

2.5.16.4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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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编译器特性

以下条目详细介绍了用于控制 CCI 的编译器选项。

2.6.1 使能 CCI

假定您使用 MPLAB X IDE 来编译使用 CCI 的项目。MPLAB X IDE 的 Project Properties
（项目属性）中用于确保符合 CCI 标准的窗口小部件是编译器类别中的 Use CCI Syntax
（使用 CCI 语法）。MPLAB IDE v8 的 Compiler 选项卡下提供了具有相同名称的窗口小
部件。

如果不使用该 IDE，则命令行选项为 --EXT=cci（对于 XC8）或 -mcci（对于
XC16/32）。

2.6.1.1 差别

该选项先前从未实现过。

2.6.1.2 移植到 CCI

使能该选项。

2.6.1.3 注意事项

无。
DS50001686G_CN 第 46 页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MPLAB® XC32 C/C++ 编译器
用户指南

第 3 章  操作指南
3.1 简介

本章包含关于在为 Microchip 32 位器件编译项目时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的帮助和参考。
单击每一节开始处的链接，可以协助您找到与您的问题相关的主题。一些主题在多个章
节中具有索引。

从这里开始：

• 安装和激活编译器

• 调用编译器

• 编写源代码

• 让应用程序执行所需的操作

• 了解编译过程

• 修复无法工作的代码

3.2 安装和激活编译器

本节详细介绍在安装或激活编译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 如何安装和激活编译器？

• 如何确定编译器是否已成功激活？

• 是否可以安装同一编译器的多个版本？

3.2.1 如何安装和激活编译器？

XC 编译器安装程序会同时执行许可证的安装和激活。 www.microchip.com 上提供了
“Installing and Licensing MPLAB® XC C Compilers”（DS52059）指南。它详细介绍
了单用户和网络许可证，以及如何为评估目的而激活编译器。

3.2.2 如何确定编译器是否已成功激活？

如果您认为编译器可能未正确安装或无法正常工作， 好在 MPLAB X IDE 之外验证其
操作，以隔离可能出现的问题。请尝试从命令行上运行编译器，以检查操作是否正确。
您不需要实际编译代码。

从终端或命令行提示符下，使用选项 -status 运行许可证管理器 xclm。该选项会指示许
可证管理器打印在系统上安装的所有MPLAB XC许可证并退出。例如，在32位Windows
中输入以下命令行，使用与安装相关的路径替换路径信息。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32\v1.00\bin\xclm" -status

许可证管理器应运行，打印计算机上可用的所有 MPLAB XC 编译器许可证，并退出。
确认您的许可证列为已激活（如 Product:swxc32-pro）。注：如果未正确地激活，编译
器将继续工作，但仅在免费 （Free）模式下工作。如果显示一条错误，或编译器指示
免费模式，则说明激活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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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是否可以安装同一编译器的多个版本？

可以，编译器和安装过程设计为允许您安装相同编译器的多个版本。对于 MPLAB X IDE，
可以通过在 IDE 中更改选项来简便地在版本之间切换 （见第 3.3.4 节 “如何选择要用
于编译项目的编译器？”）。

编译器应安装到名称与编译器版本相关的目录中。这将反映在安装程序指定的默认目录
中。例如， MPLAB XC32 编译器 v1.00 和 v1.10 通常放置在独立的目录中。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32\v1.00\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32\v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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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用编译器

本节讨论如何在命令行上和从 IDE中运行编译器。它从选项和编译过程本身的角度介绍
如何让编译器执行所需的操作。

• 如何从 MPLAB IDE 中进行编译？

• 如何在命令行上进行编译？

• 如何使用 make 实用程序进行编译？

• 如何选择要用于编译项目的编译器？

• 如何更改编译器的工作模式？

• 如何编译库？

• 如何确定哪些编译器选项可用，以及它们的功能？

• 如何确定 MPLAB IDE 中的编译选项的功能？

• MPLAB IDE 调试编译有何差别？

• 另请参见如何阻止编译器使用某些特定的存储单元？

• 另请参见在编译为使用调试器时需要做些什么？

• 另请参见如何在项目中使用库文件？

• 另请参见编译器采用了哪些优化？

3.3.1 如何从 MPLAB IDE 中进行编译？

关于如何设置项目的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 第 4.5 节 “项目设置”——MPLAB X IDE

3.3.2 如何在命令行上进行编译？

对于所有 32 位器件，编译器驱动程序均名为 xc32-gcc ；例如，在 Windows 中，它
名为 xc32-gcc.exe。应调用该应用程序来完成编译的所有方面。它位于编译器分发
版的 bin目录中。请避免显式地运行各个编译器应用程序（如汇编器或链接器）。您可
以通过一条命令来进行编译和链接，即使您的项目分散于多个源文件中。

第 5.2 节“调用编译器”对该驱动程序进行了介绍。如果安装了多个驱动程序，请参见
第 3.3.4 节“如何选择要用于编译项目的编译器？”，确保可以运行正确的驱动程序。第
5.9 节“驱动程序选项说明”详细介绍了驱动程序的命令行选项。第 5.2.2 节“输入文件
类型”列出并介绍了可以传递给驱动程序的文件。

3.3.3 如何使用 make 实用程序进行编译？

使用 make 实用程序（如 make）进行编译时，编译通常作为一个两步过程执行： 先生
成中间文件，然后执行 终的编译和链接步骤来生成一个二进制输出。第 5.3.2 节“多
步 C 编译”对此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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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如何选择要用于编译项目的编译器？

编译和安装过程设计为允许您同时安装多个编译器。对于 MPLAB X IDE，您可以创建
一个项目，然后只需通过在项目属性中更改设置即可使用不同编译器来编译项目。

在 MPLAB X IDE 中，您可以通过打开 Project Properties（项目属性）窗口（File（文
件）> Project Properties），然后选择Configuration（配置）类别（Conf: [default]）
来选择要在编译项目时使用的编译器。 右侧的 Compiler Toolchain （编译器工具链）
中将会显示 MPLAB XC32 编译器版本的列表。选择您需要的 MPLAB XC32 编译器。

选定之后，通过选择 XC32 (Global Options) （XC32 （全局选项））、 XC32 编译器和
XC32 链接器类别，将显示对应于该编译器的所有控件。它们会在右侧显示一个选项窗
格；每个类别均具有几个窗格，可以从靠近窗格顶部的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

3.3.5 如何更改编译器的工作模式？

编译器的工作模式 （免费、评估、标准或专业）基于其优化级别 （见第 17 章 “优
化”），它可以作为一个命令行选项指定（见第 5.9.7 节“用于控制优化的选项”）。如
果在 MPLAB X IDE 下进行编译，则转到 Project Properties 窗口，单击编译器名称（对
于 C 语言项目为 xc32-gcc，对于 C++ 语言项目为 xc32-g++），并选择 Optimization
（优化）选项类别来设置优化级别——请参见第4.5.3节“xc32-gcc（32位C编译器）”。

在编译项目时，如果您选择了对于许可的工作模式不可用的选项，编译器会发出一条警
告消息。编译器将在禁止该选项的情况下继续编译。

3.3.6 如何编译库？

当您具有一些在应用程序之间通用的函数和数据时，您可以提供所有 C 源文件和头文
件，使其他开发人员可以将它们复制到其项目中。或者，也可以将这些模块编译为目标
文件，并将它们打包为库归档文件，然后可以与随附的头文件一起编译到应用程序中。

库会较为方便，因为需要管理的文件较少。但是，库需要进行维护。 MPLAB XC32 使
用 *.a 库归档文件。将您的项目移植到新的编译器工具链版本时，请确保重新编译您的
库对象。

使用编译器驱动程序时，可以通过在命令行上列出要包含到库中的所有文件来编译库。
所有这些文件都不应包含main()函数，也不应包含配置位的设置或任何其他此类数据。

关于如何创建自己的库的信息，请参见第 5.5.1.2 节 “用户定义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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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如何确定哪些编译器选项可用，以及它们的功能？

通过在命令行上使用 --help选项，可以获取所有编译器选项的列表。另外，本用户指
南的第 5.9 节“驱动程序选项说明”中列出了所有选项。如果在 MPLAB X IDE 中进行
编译，请参见第 4.5 节 “项目设置”。

3.3.8 如何确定 MPLAB IDE 中的编译选项的功能？

MPLAB X IDE 的 Project Properties 窗口中的大多数窗口小部件和控件以及 XC32 选
项，均直接映射到一个命令行驱动程序选项或子选项。关于这些选项和所有相应命令行
选项的列表，请参见第 4.5 节 “项目设置”。

3.3.9 MPLAB IDE 调试编译有何差别？

命令行调试编译和 MPLAB X IDE 调试编译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当选择调试时，会将名
为 __DEBUG的预处理器宏设置为 1。如果不是调试编译，则不定义该宏。

您可以在源文件中使用#ifdef等伪指令（见第5.9.8节“用于控制预处理器的选项”），
使编译器根据该宏来编译代码，从而可以在仍处于开发周期中时让程序具有不同的行
为。在执行调试编译之后，可以更容易地跟踪一些编译器错误。

在 MPLAB X IDE 中，只有执行调试编译时，才会为调试器保留存储器。请参见第 3.5.3 节
“在编译为使用调试器时需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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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编写源代码

本节列出与您编写的源代码有关的问题。它被细分为下面列出的章节。

• C 语言特定细节

• 特定于器件的功能

• 存储器分配

• 变量

• 函数

• 中断

• 汇编代码

3.4.1 C 语言特定细节

本节讨论与 C 语言本身直接相关但人们经常会问到的源代码问题。

• 何时应对表达式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 隐式类型转换是否会更改表达式的预期结果？

• 如何在程序中输入非英语字符？

• 如何使用在另一个源文件中定义的变量？

• 如何将代码移植到不同的器件架构？

3.4.1.1 何时应对表达式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表达式可以使用强制类型转换操作符 （类型包含在圆括号中，如 (int)）进行显示强
制类型转换。在所有情况下，将一种类型转换为另一种类型时都必须谨慎，并且只有在
绝对必要时才这么做。

假设具有以下示例：

unsigned long l;
unsigned short s;

s = l;

此处，一个 long类型被赋值给一个 int类型，并且该赋值将截断 l中的值。编译器将
自动执行类型转换，从表达式中赋值操作符右侧的类型 （long）转换为操作符左侧值
的类型（short）。这称为隐式类型转换。编译器通常会产生一条有关截断可能丢失数
据的警告。

如果希望将 long转换为 short，则在以上示例中并不需要、也不应强制转换为 short
类型。编译器知道两个操作数的类型，并将相应地执行转换。如果使用了强制类型转
换，并且如果稍后更改了代码，则有可能会产生错误。例如，如果具有以下代码：

s = (short)l;

该代码以相同的方式工作；但如果在将来，举例来说，s的类型更改为 long，则必须记
住要调整强制类型转换或将其删除，否则l的内容将继续被赋值截断，这可能产生错误。
重要的是，如果替换为使用强制类型转换，将不会产生由编译器发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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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编译器使用的类型不是所需类型的情况下使用强制类型转换。例如，假设将除法运
算的结果赋值给浮点型变量：

int i, j;
float fl;

fl = i/j;

在此例中，先执行整型除法运算，然后舍入后的整型结果被转换为 float格式。所以，
如果 i包含 7，j包含 2，除法运算结果将为 3，它会被隐式转换为 float类型（3.0），
然后赋值给 fl。如果希望以 float格式执行除法运算，则需要强制类型转换：

fl = (float)i/j;

（强制转换 i 或 j 将强制编译器将代码编码为浮点除法运算）。赋值给 fl 的结果现在
为 3.5。
显式强制类型转换会禁止其他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警告。这也是很多问题的根源。编译器
产生的警告越多，在代码中发现潜在错误的几率就越高。

3.4.1.2 隐式类型转换是否会更改表达式的预期结果？

会！ 编译器将总是使用整型提升，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禁止它 （见第 10.2 节 “整型提
升”）。此外，二元操作符的操作数的类型通常会发生改变，从而使它们具有 C 标准指
定的共同类型。更改操作数的类型会改变 终表达式的值，所以了解使用二元操作符时
应用的类型C标准转换规则非常重要。您可以通过强制类型转换手动更改操作数的类型
（见第 3.4.1.1 节 “何时应对表达式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3.4.1.3 如何在程序中输入非英语字符？

ANSI 标准和 MPLAB XC C 编译器不支持在源代码字符集的字符和字符串字面值中使用
扩展字符集。关于如何使用转义序列输入这些字符的信息，请参见第 8.9 节“常量类型
和格式”。

3.4.1.4 如何使用在另一个源文件中定义的变量？

假定在另一个源文件中定义的变量不为 static（见第 9.3.2 节“静态变量”）或 auto
（见第 9.4 节 “自动变量分配和访问”），则在当前文件中添加该变量的声明将允许您
对其进行访问。声明包含关键字 extern，以及在变量定义中指定的变量类型和名称，
例如

extern int systemStatus;

这是 C 语言的一部分，您爱读的 C 语言教材可以为您提供更多信息。

声明在当前文件中的位置决定变量的作用域，即，如果将声明放在某个函数内，则会将
该变量的作用域限制在该函数内；放置在函数之外将允许当前文件其余部分的所有函
数访问该变量。

通常情况下，声明放在头文件中，然后通过 #include将它们包含到 C 源代码中 （见
第 18.3 节 “预处理器伪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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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如何将代码移植到不同的器件架构？

Microchip 器件具有 3 种基本架构： 8 位，它是哈佛架构，具有独立的程序和数据存储器
总线； 32位，它是改进型哈佛架构，也具有独立的程序和数据存储器总线；以及 32位，
它是 MIPS 架构。将代码移植到某种架构系列内的不同器件只需对应用程序代码进行
低限度的更新。但是，在架构系列之间进行移植会需要大量的重写。

为了尝试减少架构之间移植的工作，开发了通用 C 接口或 CCI。如果使用这些编码样
式，您的代码将可以更容易地向上移植。关于 CCI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 章 “通用
C 接口”。

3.4.2 特定于器件的功能

本节讨论设置或控制某个特定于 Microchip PIC 器件的功能需要编写的代码。

• 如何设置配置位？

• 如何确定复位的原因？

• 如何确定复位的原因？

• 如何访问 SFR？

• 如何阻止编译器使用某些特定的存储单元？

• 在编译为使用调试器时需要做些什么？

3.4.2.1 如何设置配置位？

它们应在代码中使用宏或 pragma 伪指令进行设置。先前版本的 MPLAB IDE 允许您通
过对话框来设置这些位，但 MPLAB X IDE 要求在源代码中指定它们。配置位在源代码
中使用 config pragma 伪指令进行设置。关于 config pragma 伪指令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第 7.4.1 节 “配置位访问”。

3.4.2.2 如何确定复位的原因？

复位控制（RCON）寄存器中的位可以用于确定复位的原因。但是，这些位会被在 main
执行之前执行的运行时启动代码快速改写，请参见第 14.3 节 “运行时启动代码”。您
可以将 RCON 寄存器内容保存到稍后可从 C 代码访问的某个存储单元中，从而让应用
程序可以在再次运行时确定复位的原因。关于 RCON 寄存器的说明，请参见目标器件
的数据手册。

3.4.2.3 如何访问 SFR？

编译器附带了一些头文件 （见第 7.6 节 “从 C 代码中使用 SFR”），这些文件定义了
一些映射到存储器映射 SFR 顶部的变量。由于它们是 C 变量，所以可以像任何其他 C
变量一样使用它们，访问这些寄存器无需任何新语法。

此外，还可以访问 SFR 内的位。可以通过一些结构来访问位域，这些结构作为一个整
体映射到 SFR。请参见第 8.6.2 节 “结构中的位域”。

为变量指定的名称通常与器件数据手册中指定的名称相同。如果无法识别这些名称，请
参见第 3.4.2.4 节 “如何确定用于表示 SFR 和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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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4 如何确定用于表示 SFR 和位的名称？

特殊功能寄存器及其内的位均可通过映射到寄存器的特殊变量进行访问（第 3.4.2.3 节
“如何访问 SFR？”）；但是，这些变量的名称有时会不同于您所用器件的数据手册中
指示的名称。

请查看特定于器件的头文件，通过它们将可以对这些特殊变量进行访问。先搜索数据手
册 SFR 名称。如果未找到，则搜索 SFR 表示的对象，因为头文件中的注释通常会说明
注释涉及到的宏所执行的操作。

3.4.3 存储器分配

以下是一些与源代码如何影响存储器分配有关的问题。

• 如何将变量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处？

• 如何将函数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处？

• 如何将变量放入程序存储器？

• 如何阻止编译器使用某些特定的存储单元？

• 为什么某些对象被定位到保留的存储器中？

3.4.3.1 如何将变量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处？

实现该目的 简单的方法是通过使用 address 属性 （见第 8.12 节 “变量属性”）或
__at() CCI 构造（见第 2.5.2 节“绝对寻址”）将变量设为绝对变量。这意味着将使
用您指定的地址，而不是变量在生成代码中的符号。由于可以指定地址，所以可以完全
控制对象的存放位置，但还必须确保绝对变量不会发生重叠。

关于如何移动自动变量的信息，另请参见第 9.4 节“自动变量分配和访问”；关于移动
非自动变量的信息，另请参见第 9.3.1 节“非自动变量分配”；关于移动程序空间变量
的信息，另请参见第 9.5 节 “程序存储器中的变量”。

3.4.3.2 如何将函数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处？

实现该目的 简单的方法是通过使用 address属性将函数设为绝对函数（见第 12.2.1
节 “函数属性”）。这意味着将使用您指定的地址，而不是函数在生成代码中的符号。
由于可以指定地址，所以可以完全控制函数的存放位置，但还必须确保绝对函数不会发
生重叠。

3.4.3.3 如何将变量放入程序存储器？

const限定符意味着所限定的变量是只读的。关于将使用“const”限定的变量分配到
程序存储器 （闪存）中的信息，请参见第 5.9.1 节 “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中的
-membedded-data选项。因此，使用 const限定的所有变量（自动变量或函数参数
除外）都会被放入程序存储器，从而释放宝贵的数据 RAM （见第 9.5 节“程序存储器
中的变量”）。使用 const限定的变量也可以设为绝对变量，从而可以将它们定位到您
指定的地址处。

3.4.3.4 如何阻止编译器使用某些特定的存储单元？

虽然在编译时没有任何特定选项可以用于调整器件数据和程序存储器的范围，但您可以
在链接器脚本中保留存储器块。关于链接器脚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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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变量

本节讨论与程序中的变量和类型的定义和用法相关的问题。

• 为什么浮点结果与所预期的结果不太相同？

• 如何访问变量的各个位？

• 变量名和宏名可以多长？

• 如何在中断与主干代码之间共享数据？

• 如何将变量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处？

• 如何将变量放入程序存储器？

• 如何才能循环移位一个变量？

• 如何确定变量和函数定位到何处？

3.4.4.1 为什么浮点结果与所预期的结果不太相同？

首先，确保在MPLAB IDE中查看浮点型变量时，它们的类型和大小与它们的定义匹配。
在 MPLAB XC32 中，float 和 double 类型在默认情况下为 32 位浮点类型。long double
类型为 64 位浮点类型。

double类型的浮点类型的长度可以进行调整。请参见第 8.5 节 “浮点型数据类型”。

因为浮点型变量仅使用有限的位数来表示它们被赋予的值，所以它们将包含其所赋予值
的近似值。浮点型变量只能包含一个离散实数值集合中的一个值。如果尝试赋予不处于
该集合中的值，它会被舍入为 接近的值。浮点型变量中尾数使用的位越多，集合中可
以准确表示的值就越多，由于舍入产生的平均误差会减小。

每次执行浮点运算时，也会发生舍入。这也可能导致看起来不正确的结果。

3.4.4.2 如何访问变量的各个位？

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该目的。 简单、可移植性 好的方法是定义一个整型变量，并使
用一些宏通过掩码值和逻辑运算来读取、置 1 或清零变量中的位，如下所示。

#define  testbit(var, bit)   ((var) & (1 <<(bit)))
#define  setbit(var, bit)    ((var) |= (1 << (bit)))
#define  clrbit(var, bit)    ((var) &= ~(1 << (bit)))

以上代码分别用于：测试整型 var中的位编号 bit是否为 1；将 var中相应的 bit置
1 ；将 var 中相应的 bit 清零。或者，也可以定义一个由整型变量和带位域的结构组
成的联合 （见第 8.6.2 节 “结构中的位域”），例如

union both {
unsigned char byte;
struct {

unsigned b0:1, b1:1, b2:1, b3:1, b4:1, b5:1, b6:1, b7:1;
} bitv;

} var;

这使您可以将 byte 作为一个整体访问 （使用 var.byte），也可以独立地访问该变量中
的任意一位 （使用 var.bitv.b0至 var.bitv.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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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3 变量名和宏名可以多长？

C 标准规定，只有标识符中一定数量的初始字符是有效的，但它并未实际说明这一数
字，它会因编译器而异。对于 MPLAB XC32，没有任何限制，但对于 CCI 则存在一个
限制 （见第 2.4.5 节 “标识符中的有效初始字符数量”）。 CCI 兼容名称在 Microchip
架构之间的移植性更高。

如果两个标识符只有名称的非有效部分是不同的，则它们会被视为代表同一个对象，这
几乎肯定会导致代码失败。

3.4.5 函数

本节讨论与函数相关的问题。

• 函数的 佳大小是多大？

• 如何确定某个函数有多大？

• 如何知道每个函数在使用哪些资源？

• 如何确定变量和函数定位到何处？

• 如何在 C 中使用中断？

• 如何防止删除未用函数？

• 如何将函数设为内联函数？

3.4.5.1 函数的 佳大小是多大？

一般来说，函数的源代码长度应尽量保持较小，这有助于可读性和调试。对于执行少量
任务的函数，描述和调试函数的操作会容易得多。此外，长度较小的函数具有的副作用
通常较少，而副作用可能会成为编码错误的来源。另一方面，在嵌入式编程环境中，大
量的小函数和执行它们所需的调用可能会导致使用过多的存储器和堆栈。因此，通常需
要做出折衷。

函数大小会导致存储器分页方面的问题，如第 12.5 节 “函数长度限制”所述。函数越
小，链接器就可以越容易地在不产生错误的情况下将其分配到存储器中。

3.4.5.2 如何防止删除未用函数？

可以对函数应用__attribute__((keep))。keep属性将阻止链接器通过--gc-sections
删除函数，即使它未被使用。关于使用 --gc-sections选项进行段垃圾回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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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 如何将函数设为内联函数？

不进行优化时， XC32 编译器不会内联任何函数。

通过将某个函数声明为内联，可以指示 XC32 编译器使对该函数的调用变得更快速。
XC32 实现该目标的一种方法是将该函数的代码合并到其调用方的代码中。这可以消除
函数调用开销，使执行速度更快；此外，如果任何实际参数值为常量，其已知值可能允
许在编译时进行简化，从而不需要包含内联函数的所有代码。对代码长度的影响较难预
测；在函数进行内联的情况下，目标代码可能较长也可能较短，这取决于具体情况。

要将某个函数声明为内联，请在其声明中使用 inline 关键字，如下：

     static inline int
     inc (int *a)
     {
       return (*a)++;
     }

当某个函数同时为内联和静态时，如果对该函数的所有调用都被合并到调用方中，并且
从不使用该函数的地址，则永远不会引用该函数自己的汇编代码。在这种情况下，XC32
不会实际输出该函数的汇编代码。一些调用会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进行合并（特别是，
无法合并函数的定义之前的调用，也无法合并定义中的递归调用）。如果存在无法合并
的调用，则该函数将像正常情况下一样编译为汇编代码。如果程序引用了该函数的地
址，则该函数也必须像正常情况下一样进行编译，因为无法对这种情况进行内联。

使能优化级别 -O1 或更高级别来使能函数内联。

3.4.6 中断

本节讨论中断和中断服务程序问题。

• 如何在 C 中使用中断？

• 如何让中断程序更快？

• 如何在中断与主干代码之间共享数据？

3.4.6.1 如何在 C 中使用中断？

首先，需要了解目标器件上提供了何种中断硬件。 32 位器件实现了几个独立的中断向
量单元，并使用优先级方案。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3.2 节 “中断操作”。

在 C 源代码中，可以通过使用 interrupt属性将某个函数编写为用作中断服务程序。
这种函数会在执行函数主体代码之前 / 之后保存 / 恢复程序现场，并使用一条不同的返
回指令。关于编写中断函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3.3 节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要
填充中断向量表，请使用 vector或 at_vector属性。 sys/attribs.h 头文件中提供了
__ISR()宏，它可以简化 interrupt和 vector属性的使用。

在发生任何中断之前，程序必须确保已正确配置了外设，并已允许中断。详情请参见
第 13.9 节 “允许 / 禁止中断”。

关于所有其他中断相关的任务，包括指定中断向量、现场保护、嵌套和其他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13 章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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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汇编代码

本节讨论在 C 项目中编写汇编代码时会出现的问题。

• 如何混合使用汇编代码和 C 代码？

• 汇编源文件中除了指令之外，还需要什么？

• 如何从汇编代码中访问 C 对象？

• 如何从汇编代码内访问 SFR？

• 编写汇编代码时，必须控制哪些方面？

3.4.7.1 如何混合使用汇编代码和 C 代码？

理想情况下，所有手写汇编代码都应编写为可调用的独立程序。这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
保护，防止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和手写汇编代码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代码可以放入
可添加到项目中的独立汇编模块中，如第 16.2 节“混合使用汇编语言与 C 变量及函数”
所述。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使用两种形式的 asm 指令将汇编代码内嵌添加到 C 代码中；简单
或扩展。第 16.3 节 “使用行内汇编语言”给出了这两种形式的说明以及一些示例。

提供了一些宏来内嵌几条简单的指令，如第 16.4 节 “预定义的宏”所述。应谨慎使用
会更改寄存器内容和器件状态的更复杂行内汇编代码。关于编译器使用的那些寄存器，
请参见第 11 章 “寄存器使用”。

3.4.7.2 汇编源文件中除了指令之外，还需要什么？

汇编代码通常需要汇编器伪指令，以及指令本身。《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
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介绍了所有伪指令的操作。下面将介绍两条
常用的伪指令。

所有汇编代码必须通过使用.section伪指令放在段中，以便链接器可以将它作为一个
整体处理和放入存储器。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
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的 “链接器处理”章节。

另一条常用的伪指令是 .global，它用于将符号设为可以从多个源文件进行访问。关
于该伪指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上述用户指南。

3.4.7.3 如何从汇编代码中访问 C 对象？

大多数 C 对象都可从汇编代码中进行访问。C 源代码中使用的符号和基于该源代码生成
的汇编代码中使用的那些符号之间存在一种映射。汇编代码应访问汇编代码的等效符
号，第 16.2 节 “混合使用汇编语言与 C 变量及函数”对它们进行了详细说明。

通过使用 .global汇编器伪指令，向汇编器指示符号在其他位置定义。它是 C 声明的
汇编等效形式，虽然它不提供任何类型信息。如果符号在与汇编代码相同的模块中定
义，则不需要该伪指令，且不应使用。

从汇编代码中访问的所有C变量都被视为使用volatile限定（见第8.10.2节“volatile
类型限定符”）。在 C 代码中指定 volatile限定符是首选的方式，因为它明确说明外
部代码可能会访问该对象。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 59 页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用户指南
3.4.7.4 如何从汇编代码内访问 SFR？

在汇编代码中访问 SFR 的 安全方式是在汇编代码中定义等效于相应 SFR 地址的符
号。对于 XC32 编译器，可以从预处理的汇编代码或 C/C++ 代码中使用 xc.h 包含文件。

无法保证您将能够访问通过编译 C 代码（即便是访问您所需 SFR 的代码）而生成的符号。

3.4.7.5 编写汇编代码时，必须控制哪些方面？

如果手工编写汇编代码，则必须控制以下几个方面。

• 您必须将编写的所有汇编代码放入某个段中。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的“链接器处
理”章节。
嵌入到 C 代码中的汇编代码将被放入与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相同的段，不应将它
放入单独的段。

• 您必须确保编译器生成的代码未在使用您在汇编代码中写入的任何寄存器。如果在
一个独立模块中编写汇编代码，则这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编译器在默认情况下会
假定所有寄存器都由这些程序使用 （见第 11 章 “寄存器使用”中的寄存器）。行
内汇编代码不存在任何假定（见第16.2节“混合使用汇编语言与C变量及函数”），
您必须小心地保存和恢复您使用（写入）的任何资源，以及周围的编译器生成代码
已在使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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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让应用程序执行所需的操作

本节提供了编程技术、应用程序和示例。此外，它还讨论了与让应用程序执行特定任务
相关的问题。

• 什么原因会在输出端口上产生毛刺？

• 如何链接自举程序和可下载应用程序？

• 在编译为使用调试器时需要做些什么？

• 如何在中断与主干代码之间共享数据？

• 如何防止代码被盗用？

• 如何使用 printf 将文本发送到外设？

• 如何在代码中实现延时？

• 如何才能循环移位一个变量？

3.5.1 什么原因会在输出端口上产生毛刺？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通常是由于使用普通变量来访问端口位或整个端口本身而导致的。
这些变量应使用 volatile进行限定。请参见第 8.10.2 节 “volatile 类型限定符”。

对于映射到端口的变量，在其中存储的值（从而是写入到该端口的实际值）会被直接转
换为电气信号。这些变量包含的值应仅在代码希望它们发生更改时才发生更改，并且它
们从其当前状态更改为新值只经过单次变换，这两点至关重要。编译器会尝试在一次操
作中写入 volatile 变量。

3.5.2 如何链接自举程序和可下载应用程序？

如何实现这一点取决于您所用的器件和您的项目要求，但编译使用自举程序的应用程序
的一般方法是为自举程序和应用程序分配分离的程序存储空间，从而使它们具有自己的
专用存储器。通过这种方式，其中一个的操作不会影响另一个。这将要求自举程序或应
用程序在存储器中进行偏移。即，复位和中断的位置相对于地址 0 进行偏移，所有程序
代码则偏移相同的地址量。

通常对应用程序代码进行偏移，自举程序在链接时不进行任何偏移，从而使它填充复位
和中断代码的位置。自举程序的复位和中断代码仅仅包含将控制重定向到由应用程序定
义的、已进行偏移的真正复位和中断代码。

通过在 MPLAB X IDE 中使用可装入项目，可以将自举程序的 Hex 文件的内容与应用程
序的代码进行合并。（关于详细信息，请参见 MPLAB X IDE 文档。） 这将产生一个在
单个镜像中包含自举程序和应用程序代码的Hex文件。请检查该应用程序有关重叠的警
告，这些警告可能指示存储器同时由自举程序和可下载应用程序使用。

请参见 Microchip 网站上的 《PIC32 自举程序》应用笔记 （AN1388）：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
&appnote=en55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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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在编译为使用调试器时需要做些什么？

您可以使用调试器 （如 PICkit™ 3 在线调试器、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或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来调试使用 MPLAB XC32 编译器编译的代码。这些调试器
会将器件的一些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留给自己使用，所以您的代码不能使用这些资
源，这一点很重要。

命令行选项 -g（见第 5.9.6 节“用于调试的选项”）用于指示编译器生成调试信息。然
后，编译器可以保留由调试器使用的存储器，从而您的代码不会放入这些位置。

在 MPLAB X IDE 中，如果执行 Debug Run （调试运行），则会指定相应的调试器选
项。如果执行常规的 Run（运行）、Build Project（编译项目）或 Clean and Build（清
除并编译），则不会指定它。

由于会保留一些器件存储器供调试器使用，所以可供程序使用的存储器会变少，在选择
调试器时您的代码或数据可能无法再装入器件中。对于 32 位器件，需要一些引导闪存
来进行调试。此外，调试工具会使用一些数据存储器（RAM），可能会影响应用程序中
的变量分配。

由调试器使用的具体存储器位置是 MPLAB X、所使用的调试工具和目标器件的属性。
如果将一个项目迁移到新版本的 IDE，所需的资源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不应手动为
调试器保留存储器，或在代码中对于使用哪些存储器做出任何假设。 MPLAB IDE 帮助
文件中提供了调试器要求的汇总。

要验证由编译器保留的资源是否与调试器所需的资源匹配，您可以查看映射文件或存储
器使用报告中的引导闪存、应用程序闪存和数据存储器使用情况。

要在 MPLAB X IDE 中创建映射文件，请打开 Project Properties 窗口 （ File>Project
Properties），然后单击链接器类别（xc32-ld）。在“Option categories”（选项类别）
下选择“Diagnostics”（诊断）。在“Generate map file”（生成映射文件）旁，输入
映射文件的路径和名称。放置映射文件的逻辑位置处于项目文件夹中。

对您的代码执行 Debug Run，以生成映射文件。在常用的文本查看器中查看。

另请参见第 3.6.14 节 “为什么某些对象被定位到保留的存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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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如何在中断与主干代码之间共享数据？

同时从中断和主干代码访问的变量可以很容易被程序损坏或误读。 volatile 限定符
（见第 8.10.2 节 “volatile 类型限定符”）指示编译器避免对此类变量执行优化。这可
以解决与该问题相关的一些问题。

其他问题涉及到编译器 / 器件是否能够以原子方式访问数据。对于 32 位 PIC 器件，很
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子访问是指仅通过一条指令访问整个变量的访问。这种访问是不
可中断的。您可以通过查看汇编器列表文件来确定某个变量是否是以原子方式访问的
（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
（DS50002186A_CN））。如果是通过一条指令访问该变量，则它是原子的。由于访问
变量的方式会因语句而不同，所以通常 好完全避免这些问题，即在主干代码中访问变
量之前禁止中断，之后再重新允许中断。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3.9 节 “允许 / 禁止中
断”。在写入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时，请使用 SET/CLR/INV 寄存器，如第 7.6 节
“从 C 代码中使用 SFR”所述。

3.5.5 如何防止代码被盗用？

首先，许多带有闪存程序存储器的器件允许对全部或部分存储器进行写保护。要使它生
效，需要正确地设置器件配置位，所以请参见第 7.4.1 节“配置位访问”、第 2.5.14 节
“指定配置位”（对于 CCI）和您所使用器件的数据手册。

其次，您可以通过使用某个值填充程序存储器中的未用存储单元，而不是将它们保留为
其默认的未编程状态，防止将第三方代码烧写到这些存储单元中。您可以选择一个对应
于某条指令的填充值，或者将所有位都置 1，从而使得无法进一步修改这些值。（想象
一下，如果程序不知何故达到并从这些填充值处开始执行，将会发生什么。将执行什么
指令？）

使用 --fill 命令填充未使用的存储器。关于该命令的用法信息，请参见第 5.9.10 节
“用于链接的选项”。

3.5.6 如何使用 printf 将文本发送到外设？

printf函数可以完成两件事： 它基于您指定的格式字符串和占位符格式化文本，并将
该格式化文本发送 （打印）到目标 （或流）。例如，您可以选择将 printf 输出送到
LCD、 SPI 模块或 USART。
关于 ANSI C 函数 printf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32-bit Language Tool Libraries”手
册 （DS51685）。

要检查传递给 printf 函数的内容，可以通过使用 -msmart-io 选项尝试静态分析传
递给函数的格式字符串（第 5.9.1 节“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此外，也可使用
-Wformat选项指定当提供给函数的参数不具有对应于指定格式字符串的类型时产生警
告 （见第 5.9.5 节 “用于控制警告和错误的选项”）。

如果要创建自己的 printf 类型的函数，需要使用属性 format 和 format_arg，如
第 12.2.1 节 “函数属性”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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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如何在代码中实现延时？

如果需要精确的延时，或者如果在延时期间可以执行其他任务，则使用定时器产生中断
是 好的办法。

Microchip 建议不要在 PIC32 器件上使用软件延时，因为有许多变量可以影响时间，例
如 L1 高速缓存、预取高速缓存和闪存等待状态的配置。在 PIC32 器件上，可以选择查
询内核定时器，该定时器每两个指令周期递增一次。

3.5.8 如何才能循环移位一个变量？

C 语言没有循环移位操作符，但可以通过移位和按位或操作符来执行循环移位。由于 32
位器件具有一条循环移位指令，编译器将会查找实现循环移位的代码表达式（使用移位
和逻辑或运算），并在可能时在生成的输出中使用循环移位指令。

如果使用 CCI，并且要使用有符号变量，则应参考第 2.4.10 节“有符号值的按位运算”
和第 2.4.11 节 “右移有符号值”。

对于以下示例 C 代码：

int rotate_left (unsigned a, unsigned s)
{
  return (a << s) | (a >> (32 - s));
}

编译器可能会生成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汇编指令：

rotate_left:
   subu      $2,$0,$5
   jr        $31
   ror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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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了解编译过程

本节介绍如何了解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做了些什么、它如何对输出代码进行编码、对象
放置在何处等方面。此外，还讨论了编译器支持的功能。

• 免费、标准和专业模式之间有何差别？

• 如何让代码更小？

• 如何减少 RAM 使用量？

• 如何让代码更快？

• 编译器如何在存储器中放置所有内容？

• 如何让中断程序更快？

• C 变量 大可以多大？

• 代码将被应用哪些优化？

• 编译器支持哪些器件？

• 如何知道编译器生成哪些代码？

• 如何设置警告 / 错误消息？

• 如何确定某个函数有多大？

• 如何知道每个函数在使用哪些资源？

• 如何确定变量和函数定位到何处？

• 为什么某些对象被定位到保留的存储器中？

• 如何知道还有多少存储器可用？

• 如何编译库？

• MPLAB IDE 调试编译有何差别？

• 如何防止删除未用函数？

• 如何在项目中使用库文件？

• 编译器采用了哪些优化？

3.6.1 免费、标准和专业模式之间有何差别？

这些模式（或版本）主要差别在于编译时执行的优化（见第 17 章“优化”）。在免费
和标准模式下工作的编译器可以针对专业模式支持的所有相同器件进行编译。在免费、
标准或专业模式下编译的代码可以使用所选器件的所有可用存储器。差别在于所生成的
编译器输出代码的大小和速度。免费模式输出代码的效率将低于标准模式生成的输出代
码，而后者的效率又会低于专业模式下生成的输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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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如何让代码更小？

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结果会因项目而不同。使用汇编列表文件来观察编译
器生成的汇编代码，以验证以下技巧是否对于您的代码有用。关于列表文件的信息，请
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使用可能的 小数据类型，因为访问它们需要的代码较少 （这还可以减少 RAM 使用
量）。例如，该编译器支持的 short整型类型。关于所有数据类型和大小，请参见第 8 章
“支持的数据类型和变量”。

此外，还存在两种大小的浮点型，它们将在同一节中讨论。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浮点型变
量替换为整型变量。对于许多应用程序，比例转换变量的值有可能可以消除浮点运算。

如果可能，请使用无符号类型，而不是有符号类型，特别是如果是在具有混合类型和大小
的表达式中使用它们。在可能时，尽量避免对具有混合大小的操作数进行操作的操作符。

每次编写循环或条件代码时，请使用 “强”停止条件，即以下代码：

for(i=0; i!=10; i++)

优于：

for( i=0; i<10; i++)

相等性检查 （==或 !=）的实现效率通常高于较弱的 <比较。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递减至零的循环计数器的效率会高于从零开始递增相同迭代次数的
计数器。所以，可以将以上代码重写为：

for(i=10; i!=0; i--)

确保使能您的编译器版本允许的所有优化（见第 17 章“优化”）。如果您具有专业版，
则可以使用 -Os选项（见第 5.9.7 节“用于控制优化的选项”）来优化大小。否则，请
选择可用的 高优化。

如果您的器件支持，请考虑使用诸如 MIPS16 或 microMIPS 之类的压缩 ISA 模式。对
项目使用 -mips16或 -mmicromips选项，使编译器默认设为这些模式。使用 mips16
或 micromips 函数属性可在函数级别上更改模式。此外，您还可以在链接器选项中选择
库的优化和压缩版本。了解编译器会执行哪些优化，从而可以利用它们，而无需浪费时
间在 C 代码中手动执行编译器已处理的优化，例如，不要将乘 4 运算转换为左移 2 位
运算，因为已检测到这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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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如何减少 RAM 使用量？

考虑使用 auto（自动）变量，而不是 global（全局）或 static（静态）变量，因
为这些变量有可能可以共用分配给其他在同一时间处于不活动状态的 auto变量的存储
器。自动变量的存储区分配到堆栈中，如第 9.4 节 “自动变量分配和访问”所述。

传递引用大对象的指针，而不是向函数或从函数传递这些对象。在传递较大结构时，尤
应如此。

在整个程序中不需要进行更改的对象可以通过使用 const 限定符放入程序存储器 （见
第 9.5 节 “程序存储器中的变量”）。这可以释放宝贵的 RAM，但会降低执行速度。

3.6.4 如何让代码更快？

在很大程度上，代码长度越短则代码速度越快，所以减小代码长度的工作通常可以减少
执行时间。要实现该目的，请参见第 3.6.2 节“如何让代码更小？”和第 3.6.6 节“如
何让中断程序更快？”。但是，有一些序列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在代码长度增大的代价下
提高速度。

根据您的编译器版本 （见第 17 章 “优化”），您可能能够使用 -O3 选项 （见第 5.9.7
节“用于控制优化的选项”）来优化速度。这将使用在某些情况下速度更快但大小较大
的替代输出。

一般情况下，可以从执行速度方面获得的 大好处来自于在项目中使用的算法。确定程
序的哪些部分需要快速。查找可能为线性搜索数组的循环，然后选择一种替代搜索方
法，例如哈希表和函数。在需要重新计算结果的情况下，考虑是否可以缓存它们。

3.6.5 编译器如何在存储器中放置所有内容？

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代码和数据关联的汇编指令和伪指令会被分组到一些段中，然后它
们会被定位到代表器件存储器的容器中。要查看对象放置在哪些段中，可以使用选项
-ai查看汇编器列表文件中的该信息。

例外情况是绝对变量，它们会被放置在定义它们时的特定地址处，不放入段。对于设置
绝对变量，请使用第 8.12 节 “变量属性”下指定的 address()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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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如何让中断程序更快？

对于所有中断代码，考虑采用第 3.6.2 节“如何让代码更小？”中提出的建议（代码长
度）。代码长度越短，代码速度往往就越快。

除了您在 ISR 中编写的代码之外，编译器还会生成用于现场切换的代码。它紧接在发生
中断之后和中断返回之前执行，所以在处理中断所需的时间中必须包含它。该代码是
优的，因为该代码只会保存在 ISR 中使用的寄存器。因此，在 ISR 中使用的寄存器越
少，即意味着要执行的现场切换代码可能越少。

通常，较简单的代码需要的资源会少于较复杂的表达式。使用汇编列表文件查看编译器
在中断代码中使用了哪些寄存器。关于列表文件的信息，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
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避免从 ISR 中调用其他函数。除了函数调用的额外开销之外，编译器还会保存所有通用
寄存器，被调用函数可能使用也可能不使用这些寄存器。考虑让 ISR 只是简单设置一个
标志并返回。然后，可以在主干代码中通过检查该标志来处理中断。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可以将复杂的中断处理代码移出 ISR，从而它不会再增加寄存器使用量。对于由中断和
主干代码共用的变量，总是使用 volatile限定符 （见第 8.10.2 节 “volatile 类型限
定符”），请参见第 3.5.4 节 “如何在中断与主干代码之间共享数据？”。

3.6.7 C 变量 大可以多大？

这个问题特别涉及到各个 C 对象 （如数组或结构）的大小。所有变量的总大小是另一
回事。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知道变量将位于哪个存储空间中。对于默认的 -membedded-data
选项，使用 const 限定的对象将位于程序存储器中；其他对象将被放入数据存储器。
第 9.5.1 节“const变量的长度限制”讨论了程序存储器对象大小。数据存储器中的对
象可大致分为自动和非自动两种，第 9.3.1 节“非自动变量分配”和第 9.3.3 节 “非自
动变量长度限制”分别讨论这些对象的大小限制。

3.6.8 代码将被应用哪些优化？

可用的代码优化取决于编译器的版本 （见第 17 章 “优化”）。第 5.9.7 节 “用于控制
优化的选项”给出了优化选项的说明。

3.6.9 编译器支持哪些器件？

通常每个编译器版本都会添加一些新器件。关于编译器版本支持的器件的完整列表，请
查看自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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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 如何知道编译器生成哪些代码？

可以使用汇编器列表文件选项设置汇编列表文件，使之包含关于代码的大量信息，例如几
乎整个程序的汇编输出，包括链接到程序中的库程序；段信息；符号列表；以及更多。

列表文件可使用如下方式生成：

• 在命令行上，使用选项创建一个基本列表文件：
-Wa, -a=projectname.lst。

• 对于 MPLAB X IDE，右键单击您的项目并选择“Properties”（属性）。在 Project
Properties 窗口中，在 “Categories”（类别）下单击 “xc32-as”。从 “Option
categories”中，选择“Listing file options”（列表文件选项），并确保选中“List
to file”（列表至文件）。

默认情况下，汇编列表文件将具有 .lst扩展名。

关于列表文件的信息，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
（DS50002186A_CN）。

3.6.11 如何确定某个函数有多大？

可以通过汇编列表文件确定某个函数的这种大小（对于该函数生成的汇编代码量）。关
于创建汇编列表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6.10 节 “如何知道编译器生成哪些代
码？”。

3.6.12 如何知道每个函数在使用哪些资源？

在汇编列表文件中，提供了对于每个 C 函数 （包括库函数）打印的信息。关于创建汇
编列表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6.10 节 “如何知道编译器生成哪些代码？”。

要查看关于函数调用的信息，可以在 MPLAB X IDE 中查看调用图（Window（窗口）>
Output（输出）>Call Graph（调用图））。只有处于调试模式下时，才能查看该图。右
键单击某个函数并选择 “Show Call Graph”（显示调用图）可查看哪些函数调用了该
函数以及它调用了哪些函数。

函数使用的自动变量、参数变量和临时变量可能会与其他函数重叠，因为它们都由编译
器放在编译堆栈中，请参见第 9.4 节 “自动变量分配和访问”。

3.6.13 如何确定变量和函数定位到何处？

您可以通过汇编列表文件 （由汇编器生成）或映射文件 （由链接器生成）确定变量和
函数被定位到何处。映射文件中只会显示全局符号；汇编列表文件中会列出所有符号
（包括局部符号）。

C 标识符和汇编代码中使用的符号之间存在映射，这些符号就是在这两个文件中显示的
符号。与某个变量关联的符号将被分配该变量 低字节的地址；对于函数，它是对于该
函数生成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

关于汇编列表文件和链接器映射文件的信息，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
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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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4 为什么某些对象被定位到保留的存储器中？

大多数变量和函数都会被放到链接器脚本中定义的段中。关于链接器脚本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但是，一些变量和函数会被明确地放置在某个地址处，而不是链接到某个地址范围内的
任意位置，如第 3.4.3.1 节“如何将变量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处？”和第 3.4.3.2 节“如何
将函数定位到指定的地址处？”所述。

检查汇编列表文件，确定包含对象和代码的段的名称。检查映射文件中的链接器选项，
确定是否已显式地链接这些段，或者是否在某个类中将它们链接到任意位置。关于其中
每个文件的信息，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
（DS50002186A_CN）。

3.6.15 如何知道还有多少存储器可用？

从 MPLAB X IDE 的 Dashboard（仪表板）窗口中，可以查看编译器在编译之后提供的
存储器使用情况摘要 （--report-mem 选项）。所有这些摘要会指示已用的存储器量
和仍然可用的量，但都不会指示该存储器是一个连续块还是分成许多小块。小的空闲存
储器块不能用于较大的对象，所以即使可用的存储器总量明显足以用于要定位的对象，
也可能会产生存储器不足的错误。 
要确定每个链接器类中究竟哪些存储器仍然可用，请查看链接器映射文件。如果存在存
储器分页，则该文件还会指示该类中 大的连续块。关于映射文件的信息，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3.6.16 如何在项目中使用库文件？

关于如何编译自己的库文件的信息，请参见第 3.3.6 节 “如何编译库？”。在您进行编
译时，编译器会自动在编译过程中包含任何适用的标准库，所以永远不需要您来控制这
些文件。

要使用自己或同事编译的一个或多个库文件，请在命令行上将它们包含在要编译的文件
列表中。可以在文件列表中相对于源文件的任何位置指定这些库文件，但如果存在多个
库文件，则将按命令行中指定的顺序搜索它们。例如：

xc32-gcc -mprocessor=32MZ2048ECH100 main.c int.c mylib.a

如果要使用 MPLAB IDE 来编译项目，则将库文件添加到将会显示在项目中的 Libraries
文件夹中，并按照对它们进行搜索的顺序添加。IDE 将确保在编译序列中的适当时间点
将它们传递给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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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7 编译器采用了哪些优化？

可用的代码优化取决于编译器的版本 （见第 17 章 “优化”）。第 5.9.7 节 “用于控制
优化的选项”给出了优化选项的说明。

3.6.18 在选择调试器时，为什么会出现存储器不足错误？

如果您使用硬件工具调试器 （如 PICkit 3 在线调试器、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或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板上调试执行程序会需要一些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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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修复无法工作的代码

本节讨论与由于编译器错误而无法编译或已编译但无法按预期工作的项目相关的问题。

• 如何设置警告 / 错误消息？

• 如何在程序中查找导致编译器错误或警告的代码？

• 如何阻止产生虚假警告？

• 为什么甚至无法使 LED 闪烁？

• 使用中断时，什么原因会导致变量损坏和代码失败？

• 调用编译器

• 使用中断时，什么原因会导致变量损坏和代码失败？

• 为什么某些对象被定位到保留的存储器中？

3.7.1 如何设置警告 / 错误消息？

要控制消息输出，请参见第 5.9.5 节 “用于控制警告和错误的选项”。

3.7.2 如何在程序中查找导致编译器错误或警告的代码？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错误是与源代码相关的语法错误，则编译器产生的消息会指示引
起问题的代码行。如果在 MPLAB IDE 中进行编译，则可以双击消息，让编辑器将您带
到引起问题的行。但确定引起问题的代码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在某些情况下，所报告的错误位于需要注意的代码行之后。这是因为 C 语言允许 C 语
句横跨在源文件的多行上。编译器有可能无法确定错误所在行，直到它扫描下一条语句
之后才能确定。假设存在以下代码：

input = PORTB   // oops - forgot the semicolon
if(input>6)
  // ...

赋值语句缺少分号这一错误将会标记在包含 if()语句的下一行上。

在其他情况下，错误可能来自汇编器，而不是代码生成器。如果汇编代码是从 C 源文件
获得的，则编译器会尝试指示 C 源文件中对应于错误汇编代码的行。如果正在编译的源
代码是汇编模块，则错误会直接指示引发错误的汇编代码行。在这两种情况下，请记住
错误中的信息涉及到的是汇编代码而不是 C 代码中的问题。

后，还有一些根本不涉及到任何特定代码行的错误。编译器选项错误或链接器错误就
是这些错误的示例。如果程序定义了太多变量，则不存在引发错误的特定代码行；程序
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了太多的数据。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打印所处理的 后一
个文件和源代码的名称和行号，即使该代码并不是错误的直接来源。

在每条消息说明的顶部（在 右侧的括号内）是产生该消息的应用程序的名称。知道产
生错误的应用程序后，就可以更容易地追查问题。第 4 章 “XC32 工具链和 MPLAB X
IDE”中列出了编译器应用程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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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查看由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可以在汇编列表文件中查找。关于链接器尝试
将对象定位到何处的信息，请参见映射文件。关于列表和映射文件的信息，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3.7.3 如何阻止产生虚假警告？

警告指示可能会导致代码失败的情况。请总是检查您的代码，以确认它不是可能的错误
源。在许多情况下，代码是有效的，警告是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 通过使用选项的 -Wno-版本来禁止特定警告。

• 通过 -w选项禁止所有警告。

• 在 MPLAB X IDE 中，在 Project Properties 窗口的每个工具类别下禁止警告。此
外，还可以查看 Tool Options （工具选项）窗口、 Embedded （嵌入式）按钮和
Suppressible Messages （可禁止的消息）选项卡。

详情请参见第 5.9.5 节 “用于控制警告和错误的选项”。

3.7.4 为什么甚至无法使 LED 闪烁？

即使您已经设置了端口寄存器并向端口写入某个值，还是有一些情况会使这种看似简单
的程序无法工作。

• 请确保器件的配置寄存器已正确设置，如第 7.4.1 节 “配置位访问”所述。请确保
明确指定这些寄存器中的每一位，而不只是将它们保留为其默认状态。器件数据手
册中介绍了所有配置功能。举例来说，如果指定振荡器源的配置位是错误的，器件
时钟可能甚至无法运行。

• 如果使用的是内部振荡器，则除了配置位之外，可能还需要初始化一些 SFR 来设置
振荡器频率和模式。请参见第 7.5 节 “ID 存储单元”和您的器件数据手册。

• 要确保器件不会由于看门狗时间而复位，请在配置位中关闭定时器或在您的代码中
清零定时器。您可以使用一些库函数来处理看门狗定时器，如 “32-bit Language
Tool Libraries”手册（DS51685）中所述。如果器件发生复位，则可能永远无法到
达程序中用于使 LED 闪烁的代码行。关闭可能会导致器件复位的所有其他功能，直
到测试程序正常工作为止。

• 端口位使用的器件引脚经常会与其他外设复用。例如，引脚可能连接到端口中的某
个位，或者它可能是模拟输入，或者它可能是比较器的输出。如果连接到 LED 的引
脚未在内部连接到您要使用的端口，则 LED 永远不会按预期的那样工作。器件数据
手册中的端口功能表会显示每个引脚的其他用途，这可以帮助您确定引脚与哪个外
设复用。

3.7.5 使用中断时，什么原因会导致变量损坏和代码失败？

这通常是由于中断和主干代码同时使用变量而引起的。如果编译器优化了对某个变量的
访问，或者访问被中断程序中断，则可能会发生损坏。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5.4 节
“如何在中断与主干代码之间共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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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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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XC32 工具链和 MPLAB X IDE
4.1 简介

32 位语言工具可以与 MPLAB X IDE 配合使用，为 PIC32 MCU 器件系列的应用程序代
码提供 GUI 开发。这些工具包括：

• MPLAB XC32 C 编译器

• MPLAB XC32 汇编器

• MPLAB XC32 目标链接器

• MPLAB XC32 目标归档器 / 库管理器和其他 32 位实用程序

本章讨论的主题包括：

• MPLAB X IDE 和工具安装

• MPLAB X IDE 设置

• MPLAB X IDE 项目

• 项目设置

• 项目示例

4.2 MPLAB X IDE 和工具安装

为了配合使用 32 位语言工具与 MPLAB X IDE，必须安装：

• MPLAB X IDE，它可从 Microchip 网站上免费获取。

• MPLAB XC32 C/C++ 编译器，它包含所有 32 位语言工具。该编译器可从 Microchip
网站上免费获取 （免费版与评估版）或购买 （标准版或专业版）。

默认情况下， 32 位语言工具将安装在以下目录中：

• Windows OS —— C:\Program Files\Microchip\xc32\x.xx
• Mac OS —— Applications/microchip/xc32/x.xx
• Linux OS —— /opt/microchip/xc32/x.xx
其中， x.xx是版本号。

每个工具的可执行文件将位于 bin子目录中：

• C 编译器——xc32-gcc.exe 
• 汇编器——xc32-as.exe 
• 目标链接器——xc32-ld.exe 
• 目标归档器 / 库管理器——xc32-ar.exe 
• 其他实用程序——xc32-utility.exe 
所有器件包含（头）文件均位于 /pic32mx/include/proc 子目录中。 #include xc.h 头
文件时，会自动包含这些文件。

代码示例位于 examples 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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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PLAB X IDE 设置

在 PC 上安装 MPLAB X IDE 之后，启动该应用程序，并检查下面的设置，以确保正确
识别 32 位语言工具。

1. 从 MPLAB X IDE 菜单栏中，选择 Tools（工具）>Options（选项）打开 Options
对话框。单击“Embedded”按钮，并选择“Build Tools”（编译工具）选项卡。

2. 单击 “Toolchain”（工具链）下的 “XC32”。确保安装的路径正确。

3. 单击确定。

图 4-1：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 XC32 工具套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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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PLAB X IDE 项目

MPLAB X IDE 中的项目是编译应用程序所需的一组文件，以及这些文件与各种编译工
具的关联。下面是一个常规 MPLAB X IDE 项目。

图 4-2： 编译器项目关系

目标文件库
（*.a）

汇编器

链接器

C 源文件（*.c）
C++ 源文件（*.cpp 和 *.C）

C 编译器汇编源文件 
（*.S）

调试文件
（*.elf）

归档器（库管理器） 

编译器

驱动程序

MPLAB® X IDE
调试工具

源文件（*.s）

目标文件
（*.o）

     命令行
模拟器

链接器脚本文件 (1)
（*.ld）

(1) 链接器可以为项目选择正确的链接器脚本文件。

可执行文件
（*.hex）

MPLAB® X IDE
编程器

bin2hex 实用程序

输出文件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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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 MPLAB X IDE 项目中，C 源文件显示为编译器的输入。编译器将生成输入到汇编
器的源文件。关于编译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编译器文档。

汇编源文件显示为 C 预处理器的输入。产生的源文件是汇编器的输入。汇编器将生成目
标文件，作为链接器或归档器的输入。关于汇编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汇编器文档。

目标文件可以使用归档器 / 库管理器归档到库中。关于归档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归档
器 / 库管理器文档。

目标文件和所有库文件，以及链接器脚本文件（会自动添加通用链接器脚本）用于通过
链接器生成项目输出文件。链接器可能生成的输出文件为 (1) 由软件模拟器和调试工具
使用的调试文件 （.elf）和 (2) 生产输出文件 （.out），该文件可以输入到 bin2hex
实用程序来生成可执行文件 （.hex）。关于链接器脚本文件和使用目标链接器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链接器文档。

关于项目和相关工作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PLAB X ID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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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项目设置

要首次设置 MPLAB X IDE 项目，请使用内置的 Project Wizard（项目向导）（File>New
Project （新建项目））。在该向导中，可以选择使用 32 位语言工具的语言工具套件。
关于该向导和 MPLAB X IDE 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PLAB X IDE 文档。

设置项目之后，可以在 MPLAB X IDE 中设置工具的属性。

1. 从 MPLAB X IDE 菜单栏中，选择 File>Project Properties 打开一个窗口来设置 /
检查项目编译选项。

2. 在 “Conf:[default]”下，从工具集合中选择要设置的工具。

- XC32 (Global Options)
- xc32-as （32 位汇编器）

- xc32-gcc （32 位 C 编译器）

- xc32-g++ （32 位 C++ 编译器）

- xc32-g++

4.5.1 XC32 (Global Options)

设置所有 32 位语言工具的全局选项。另请参见 “选项页面功能”。

4.5.2 xc32-as （32 位汇编器）

可以在 MPLAB X IDE 中指定命令行选项的一个子集。选择某个类别，然后设置汇编器
选项。关于其他选项，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文档。另请参见“选项页面功能”。

表 4-1： XC32 (Global Options) (All Options) （所有选项）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Use legacy lib
（使用旧式库）

选中则使用 v1.12 之前格式的库。
取消选中则使用新的（HI-TECH）库格式。

-legacy-libc

Don’t delete intermediate 
files （不删除中间文件）

不删除中间文件。将它们放在目标目录中，并基于源文件命名它们。 -save-temps=obj

Use Whole-Program and 
Link-Time Optimizations
（使用全程序和链接时优化）

使能该功能时，编译会被限制为以下方式：
- 每文件编译设置将被忽略：
- 编译将不再为增量编译 （仅完全编译）。

表 4-2： XC32-AS General （常规）选项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Have symbols in 
production build （获取生
产编译中的符号）

生成用于在 MPLAB X 中进行源代码级调试的调试信息。 --gdwarf-2

Keep local symbols
（保留局部符号）

选中则保留局部符号，即以 .L（仅大写）开头的标号。
取消选中则丢弃局部符号。

--keep-locals

Exclude floating-point 
library （排除浮点库）

排除对浮点运算的支持，这可以减小不需要浮点支持的应用程
序的代码长度。

-mno-float

Preprocessor macro 
definitions （预处理器宏
定义）

通过编译器的 -D选项传递的特定于项目的预处理器宏定义。

Assembler symbols
（汇编器符号）

将符号“sym”定义为给定值 “value”。 --defsym sym=value

Preprocessor Include 
directories （预处理器包
含目录）

相对路径来自 MPLAB X 项目目录。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 79 页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用户指南
4.5.3 xc32-gcc （32 位 C 编译器）

虽然 MPLAB XC32 C 编译器与 MPLAB X IDE 配合工作，但它必须单独购买。可以购
买完整版本，也可以免费下载学生（有限功能）版本。关于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chip
网站 （www.microchip.com）。

可以在 MPLAB X IDE 中指定命令行选项的一个子集。选择某个类别，然后设置编译器
选项。关于其他选项，请参见 《MPLAB® X IDE 用户指南》（DS52027B_CN），它也
可从 Microchip 网站上获取。

Assembler Include 
directories （汇编器包含
目录）

相对路径来自 MPLAB X 项目目录。
将某个目录添加到汇编器搜索 .include伪指令中指定文件的
目录列表中。
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任意多个目录，以包含一系列路径。当前
的工作目录是总是 先搜索，然后是 -I目录，按此处指定它
们的顺序（从左到右）进行搜索。

-I

表 4-2： XC32-AS General （常规）选项类别 （续）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表 4-3： XC32-AS Other Options （其他选项）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Diagnostics level
（诊断级别）

选择要在 Output （输出）窗口中显示的警告。

- Generate warnings （生成警告） --warn

- Suppress warnings （禁止警告） --no-warn

- Fatal warnings （致命警告） --fatal-warnings

Include source code
（包含源代码）

选中则产生高级语言列表。高级列表要求由编译器生成汇
编源代码、向编译器传递诸如 -g之类的调试选项，并请
求产生汇编列表（-al）。
取消选中则产生普通列表。

-ah

Expand macros
（展开宏）

选中则展开列表中的宏。
取消选中则折叠宏。

-am

Include false conditionals
（包含虚假条件语句）

选中则在列表中包含虚假条件语句（.if和 .ifdef）。
取消选中则省略虚假条件语句。

-ac

Omit forms processing
（省略表单处理）

选中则关闭由列表伪指令 .psize、.eject、.title和
.sbttl执行的所有表单处理。
取消选中则由列表伪指令进行处理。

-an

Include assembly
（包含汇编）

选中则包含汇编列表。该 -a子选项可与其他子选项配合
使用。
取消选中则排除汇编列表。

-al

List symbols
（列表符号）

选中则包含符号表列表。
取消选中则从列表中排除符号表。

-as

Omit debugging 
directives
（省略调试伪指令）

选中则从列表中省略调试伪指令。这可以使列表更简洁。
取消选中则包含调试伪指令。

-ad

List to file （列表至文件） 如果希望列表生成一个文件，则使用该选项。列表文件将
与 asm 文件同名且加上 .lst。

-a=${CURRENT_QUOTED_IF
_SPACED_OBJECT_FILE_MI
NUS_EXTENSION}.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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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参见 “选项页面功能”。

表 4-4： XC32-GCC General 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Have symbols in 
production build （获取生
产编译中的符号）

针对在生产编译映像中进行调试而编译。 -g

Enable App IO
（使能 App IO）

支持用于 REAL ICE 的 APPIN/APPOUT 调试功能 -mappio-debug

Isolate each function in a 
section （将每个函数隔
离在一个段中）

该选项通常与链接器的 --gc-sections选项配合使
用，以删除未被引用的函数。
选中则在输出文件中将每个函数放入它自己的段。函数的
名称决定输出文件中段的名称。
注： 指定该选项时，汇编器和链接器可能会创建更大的目
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速度也会较慢。
取消选中则将多个函数放在一个段中。

-ffunction-sections

Place data into its own 
section （将数据放入它
自己的段中）

该选项通常与链接器的 --gc-sections选项配合使
用，以删除未被引用的静态分配的变量。
在输出文件中将每个数据项放入它自己的段中。
数据项的名称决定段的名称。指定该选项时，汇编器和链
接器可能会创建更大的目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速度也会
较慢。

-fdata-sections

Use indirect calls （使用
间接调用）

使能全范围的调用。 -mlong-calls

Generate 16-bit code
（生成 16 位代码）

默认情况下，生成 MIPS16 指令集的代码，减小代码长度。 -mips16

Exclude floating-point 
library （排除浮点库）

排除对浮点运算的支持，这可以减小不需要浮点支持的应
用程序的代码长度。

-mno-float

表 4-5： XC32-GCC Optimization （优化）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Optimization Level
（优化级别）

选择优化级别。您的编译器版本可能仅支持某些优化。等
效于 -On选项，其中的 n是以下选项之一：

• 0 ——不优化。编译器的目标是降低编译开销，以及
使调试产生预期的结果。

• 1 ——优化。优化编译需要的时间稍长一些，对于大
函数需要更多的主机存储器。编译器会尝试减小代码
长度和执行时间。

• 2 ——更多优化。编译器执行几乎所有不涉及空间 -
速度权衡的受支持优化。

• 3 ——优化但更倾向于速度（O2 的超集）。

• S ——优化但更倾向于长度（O2 的超集）。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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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oll loops （展开循环） 该选项通常可以提高执行速度，代价是代码长度较大。
选中则执行循环展开优化。这仅仅针对可以在编译时或运
行时确定迭代次数的循环。
取消选中则不展开循环。

-funroll-loops

Omit frame pointer
（省略帧指针）

选中时，对于不需要帧指针的函数，不会在寄存器中保留
帧指针。
取消选中则保留帧指针。

-fomit-frame-pointer

Pre-optimization 
instruction scheduling
（预优化指令调度）

优化级别的默认设置： 
- 禁止 -fno-schedule-insns

- 使能 -fschedule-insns

Post-optimization 
instruction scheduling
（后优化指令调度）

优化级别的默认设置：

- 禁止 -fno-schedule-insns2

- 使能 -fschedule-insns2

表 4-5： XC32-GCC Optimization （优化）类别 （续）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表 4-6： XC32-GCC Preprocessing and Messages （预处理和消息）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Preprocessor macros
（预处理器宏）

通过编译器的 -D选项传递的特定于项目预处理器宏定义。

Include directories
（包含目录）

搜索这些目录来查找特定于项目的包含文件。

Make warnings into 
errors
（使警告变为错误）

选中则基于警告以及错误来暂停编译。
取消选中则仅基于错误来暂停编译。

-Werror

Additional warnings
（额外的警告）

选中则使能所有警告。
取消选中则禁止警告。

-Wall

support-ansi 选中则发出严格 ANSI C 要求的所有警告。
取消选中则发出所有警告。

-ansi

strict-ansi 发出严格 ISO C 和 ISO C++ 要求的所有警告；拒绝所有使用
已禁止扩展的程序，以及其他一些不遵循 ISO C 和 ISO C++
的程序。

-pedantic

Use CCI syntax
（使用 CCI 语法）

使能对 CCI 语法的支持（见第 2 章“通用 C 接口”）。 -mcci

Use IAR syntax
（使用 IAR 语法）

使能对其他工具链供应商所使用的语法的支持。 -mext=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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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xc32-g++

可以在 MPLAB X IDE 中指定命令行选项的一个子集。选择某个类别，然后设置链接器
选项。关于其他选项，请参见用于 32 位器件 MPLAB 目标链接器的文档。另请参见“选
项页面功能”。

表 4-7： XC32-G++ C++ specific （C++ 特定）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Generate run time type 
descriptor information
（生成运行时类型描述符
信息）

使能生成每个具有虚拟函数的类的信息，供 C++ 运行时
类型识别功能（“dynamic_cast”和“typeid”）使用。
如果不使用语言的这些部分，可以通过禁止该选项来节省
一些空间。请注意，异常处理程序使用相同的信息，但它
将根据需要生成它。“dynamic_cast”操作符仍然可以用
于不需要运行时类型信息的强制类型转换，即，强制类型
转换为 void * 或明确的基类。

-frtti

Enable C++ exception 
handling （使能 C++ 异
常处理）

使能异常处理。生成传播异常所需的额外代码。 -fexceptions

Check that the pointer 
returned by operator 
'new' is non-null （检查操
作符 new 返回的指针是否
为非空）

在尝试修改所分配的存储空间之前，检查操作符 new 返回
的指针是否为非空。

-fcheck-new

Generate code to check 
for violation of exception 
specification （生成用以
检查是否违反异常规范的
代码）

不要生成用于在运行时检查是否违反异常规范的代码。该
选项违反 C++ 标准，但对于减小生产编译中的代码长度
可能有用。

-fenforce-eh-specs

表 4-8： XC32-G++ General 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Have symbols in 
production build
（获取生产编译中的符号）

针对在生产编译映像中进行调试而编译。 -g

Enable App IO
（使能 App IO）

支持用于 REAL ICE 的 APPIN/APPOUT 调试功能。 -mappio-debug

Isolate each function in a 
section （将每个函数隔
离在一个段中）

如果目标支持任意段，则在输出文件中将每个函数放入它
自己的段。函数的名称或数据项的名称决定输出文件中段
的名称。该选项可用于与链接器的 --gc-sections选
项配合使用，以删除未被引用的函数。

-ffunction-sections

Place data into its own 
section （将数据放入它
自己的段中）

如果目标支持任意段，则在输出文件中将每个数据项放入
它自己的段。函数的名称或数据项的名称决定输出文件中
段的名称。该选项可用于与链接器的 --gc-sections
选项配合使用，以删除未被引用的变量。

-fdata-sections

Use indirect calls
（使用间接调用）

使能全范围的调用。 -mlong-calls

Generate 16-bit code
（生成 16 位代码）

默认情况下，生成 MIPS16 指令集的代码，减小代码长度。 -mips16

Exclude floating-point 
library （排除浮点库）

排除对浮点运算的支持，这可以减小不需要浮点支持的应
用程序的代码长度。

-mno-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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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XC32-G++ Optimization 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Optimization Level
（优化级别）

选择优化级别。您的编译器版本可能仅支持某些优化。等
效于 -On选项，其中的 n是以下选项之一：

• 0 ——不优化。编译器的目标是降低汇编开销，以及
使调试产生预期的结果。

• 1 ——优化。优化编译需要的时间稍长一些，对于大
函数需要更多的主机存储器。编译器会尝试减小代码
长度和执行时间。

• 2 ——更多优化。编译器执行几乎所有不涉及空间 -
速度权衡的受支持优化。

• 3 ——优化但更倾向于速度（O2 的超集）。

• S ——优化但更倾向于长度 （O2 的超集）。

-On

Unroll loops （展开循环） 选中则执行循环展开优化。这仅仅针对可以在编译时或运
行时确定迭代次数的循环。
取消选中则不展开循环。

-funroll-loops

Omit frame pointer
（省略帧指针）

选中时，对于不需要帧指针的函数，不会在寄存器中保留
帧指针。
取消选中则保留帧指针。

-fomit-frame-pointer

Pre-optimization 
instruction scheduling
（预优化指令调度）

优化级别的默认设置：

- 禁止 -fno-schedule-insns

- 使能 -fschedule-insns

Post-optimization 
instruction scheduling
（后优化指令调度）

优化级别的默认设置：

- 禁止 -fno-schedule-insns2

- 使能 -fschedule-insns2

表 4-10： XC32-G++ Optimization 优化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Preprocessor macros
（预处理器宏）

通过编译器的 -D选项传递的特定于项目预处理器宏定义。

Include directories
（包含目录）

搜索这些目录来查找特定于项目的包含文件。

Make warnings into errors
（使警告变为错误）

选中则基于警告以及错误来暂停编译。
取消选中则仅基于错误来暂停编译。

-Werror

Additional warnings
（额外的警告）

选中则使能所有警告。
取消选中则禁止警告。

-Wall

support-ansi 选中则发出严格 ANSI C 要求的所有警告。
取消选中则发出所有警告。

-ansi

strict-ansi 发出严格 ISO C 和 ISO C++ 要求的所有警告；拒绝所有
使用已禁止扩展的程序，以及其他一些不遵循 ISO C 和
ISO C++ 的程序。

-pedantic

Use CCI syntax
（使用 CCI 语法）

使能对 CCI 语法的支持（见第 2 章“通用 C 接口”）。 -m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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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xc32-ld （32 位链接器）

可以在 MPLAB X IDE 中指定命令行选项的一个子集。选择某个类别，然后设置链接器
选项。关于其他选项，请参见用于 32 位器件 MPLAB 目标链接器的文档。另请参见“选
项页面功能”。

Use IAR syntax
（使用 IAR 语法）

使能对其他工具链供应商所使用的语法的支持。 -mext=IAR

表 4-10： XC32-G++ Optimization 优化类别 （续）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表 4-11： XC32-LD General 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Heap Size (bytes)
（堆大小 （字节））

指定堆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分配指定字节大小运行时
堆，供 C 程序使用。堆从未用数据存储器中分配。如果没
有足够的存储器可用，则会报告错误。

--heap size

Minimum stack size 
(bytes)
（ 小堆栈大小（字节））

指定堆栈的 小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默认情况下，链接
器会分配所有未用的数据存储器作为运行时堆栈。或者，
程序员也可以通过声明两个全局符号来分配堆栈： 
__SP_init和 __SPLIM_init。使用该选项可以确保至
少有 小大小的堆栈可用。链接映射输出文件中会报告实
际堆栈大小。如果没有 小大小可用，则会报告错误。

--stack size

Allow overlapped 
sections
（允许重叠的段）

选中则不检查段地址是否重叠。
取消选中则检查是否有重叠。

--check-sections
--no-check-sections

Remove unused sections
（删除未用的段）

选中则不使能对未用输入段的垃圾回收 （在某些目标器
件上）。
取消选中则使能垃圾回收。

--no-gc-sections
--gc-sections

Use response file to link
（使用响应文件进行链接）

在一个文件中而不是在命令行上传递链接器选项。在
Windows 系统上，该选项使您可以正确地链接具有大量目
标文件的项目，而通常情况下大量的目标文件会超出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命令行长度限制。

True

Additional driver options
（额外的驱动程序选项）

在此处输入该 GUI 其他位置不存在的任何额外驱动程序选
项。在此处引入的字符串将像在驱动程序调用命令中一样
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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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XC32-LD Libraries （库）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Optimization level of 
Standard Libraries
（标准库的优化级别）

选择优化级别。您的编译器版本可能仅支持某些优化。等
效于 -On 选项，其中的 n 是以下选项之一：

• 0 ——不优化。编译器的目标是降低汇编开销，以及
使调试产生预期的结果。

• 1 ——优化。优化编译需要的时间稍长一些，对于大
函数需要更多的主机存储器。编译器会尝试减小代码
长度和执行时间。

• 2 ——更多优化。编译器执行几乎所有不涉及空间 -
速度权衡的受支持优化。

• 3 ——优化但更倾向于速度（O2 的超集）。

• S ——优化但更倾向于长度 （O2 的超集）。

-On

System Libraries
（系统库）

添加要与项目文件链接的库。您可以添加多个。 --library=name

Library directories
（库目录）

将某个库目录添加到库搜索路径中。您可以添加多个。 --library-path="name"

Exclude Standard 
Libraries （排除标准库）

选中则在链接时不使用标准系统启动文件或库。仅使用在
命令行上指定的库目录。
取消选中则使用标准系统启动文件和库。

-nostdlib

Do no link startup code
（不链接启动代码）

排除默认启动代码，因为项目提供了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启
动代码。

-nostartfiles

Generate 16-bit code
（生成 16 位代码）

链接针对 MIPS16 指令集预编译的库，减小代码长度。 -mips16

Exclude floating-point 
library （排除浮点库）

排除对浮点运算的支持，这可以减小不需要浮点支持的应
用程序的代码长度。

-mno-float

表 4-13： XC32-LD Diagnostics （诊断）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生成映射文件 创建映射文件。 -Map="file"
Display memory usage
（显示存储器使用情况）

选中则打印存储器使用情况报告。
取消选中则不打印报告。

--report-mem

Generate 
cross-reference file
（生成交叉引用文件）

选中则创建交叉引用表。
取消选中则不创建该表。

--cref

Warn on section 
realignment （产生关于
段调整的警告）

选中则在段起始位置由于对齐而发生变化时产生警告。
取消选中则不产生警告。

--warn-section-align

Trace Symbols
（跟踪符号）

添加 / 删除跟踪符号。 --trace-symbol=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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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选项页面功能

对于所有工具， Properties 页面的 Options 部分具有以下功能：

表 4-14： XC32-LD Symbols and Macros （符号和宏）类别

选项 说明 命令行

Linker symbols
（链接器符号）

在输出文件中创建包含绝对地址的全局符号（expr）。
您可以根据需要在命令行中任意多次地使用该选项来定义
多个符号。对于该上下文中的 expr，支持一种有限形式
的算术运算： 您可以提供一个十六进制常量或现有符号的
名称，或使用 + 和 - 来加上或减去十六进制常量或符号。

--defsym=sym

Preprocessor macro 
definitions
（预处理器宏定义）

添加链接器宏。 -Dmacro

Symbols （符号） 指定输出中的符号信息。

- Keep all （全部保留） —

- Strip debugging info （去除调试信息） --strip-debug (-S)

- Strip all symbol info （去除所有符号信息） --strip-all (-s)

表 4-15： 页面功能选项

Reset （复位） 将页面复位为默认值。

Additional options
（其他选项）

以命令行（非 GUI）格式输入选项。

Option Description
（选项说明）

单击某个选项名称，可在该窗口中查看关于该选项的信息。并非所
有选项都在该窗口中具有信息。

Generated Command 
Line （生成的命令行）

单击某个选项名称，可在该窗口中查看该选项的等效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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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项目示例

在该示例中，您将创建一个具有两个 C 代码文件的 MPLAB X IDE 项目。

• 运行项目向导

• 设置编译选项

• 编译项目

• 输出文件

• 进一步开发

4.6.1 运行项目向导

在 MPLAB X IDE 中，选择 File>New Project 来启动向导。

1. 选择项目：对于类别选择 “Microchip Embedded”（Microchip 嵌入式），对于
项目选中 “Standalone Project”（独立项目）。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2. 选择器件：选择 dsPIC30F6014。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3. 选择调试头：该器件没有调试头，所以跳过该步骤。

4. 选择工具：从列表中选择一种开发工具。选定器件的工具支持会在工具旁以彩色
圆圈的形式显示。将鼠标光标悬停在圆圈上，可以文本形式查看支持。单击Next>
（下一步）继续。

5. 选择编译器：选择 XC32 工具链的一个版本。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

6. 选择项目名称和文件夹：输入项目名称，如 MyXC32project。然后选择项目文
件夹的位置。单击 Finish （完成）来完成项目创建和设置。

完成项目向导时， Project （项目）窗口中将包含项目树。关于项目更多信息，请参见
MPLAB X IDE 文档。

4.6.2 设置编译选项

选择 File>Project Properties，或右键单击项目名称并选择“Properties”来打开 Project
Properties 对话框。

1. 在 “Conf:[default]>XC32 (Global Options)”下，选择 “xc32-gcc”。

2. 在 “Conf:[default]>XC32 (Global Options)”下，选择 “xc32-ld”。

3. 从“Option Categories”中选择“Diagnostics”。然后，在“Generate map file”
中输入文件名，例如， example.map。

4. 单击对话框底部的 OK （确定），接受编译选项并关闭对话框。

4.6.3 编译项目

在项目树中右键单击项目名称 “MyXC32Project” ，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Build”
（编译）。 Output 窗口将显示编译结果。

如果编译未成功完成，请检查以下各项：

1. 复核该示例中的先前步骤。确保已正确设置语言工具，并具有所有正确的项目文
件和编译选项。

2. 如果您修改了示例源代码，则检查 Output 窗口中的 Build 选项卡，确定源代码中
是否存在语法错误。如果发现任何错误，则单击错误转到包含该错误的源代码
行。修正该错误，然后尝试重新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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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输出文件

通过在 MPLAB X IDE 中打开文件来查看项目输出文件。

1. 选择 File>Open File（打开文件）。在 Open（打开）对话框中，查找项目目录。

2. 在 “Files of type”（文件类型）下选择 “All Files”（所有文件）来查看所有项
目文件。

3. 选择 File>Open File。在 Open 对话框中，选择 “example.map”。单击 Open
在 MPLAB X IDE 编辑器窗口中查看链接器映射文件。关于该文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链接器文档。

4. 选择 File>Open File。在 Open 对话框中，返回到项目目录，然后转到 dist （分
发）>default（默认）>production（生产）目录。请注意，其中只有一个 Hex 文
件 “MyXC32Project.X.production.hex” 。它是主输出文件。单击 Open，在
MPLAB X IDE 编辑器窗口中查看 Hex 文件。关于该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实
用程序文档。另外还有一个文件“MyXC32Project.X.production.elf”。该文件包
含调试信息，由调试工具使用来调试代码。关于选择调试文件类型的信息，请参
见第 4.5.1 节 “XC32 (Global Options)”。

4.6.5 进一步开发

通常，您的应用程序代码将会包含错误，第一次会无法工作。因此，您需要一个调试工
具来帮助开发代码。有几个调试工具使用前面介绍的输出文件，可以与 MPLAB X IDE
配合工作来帮助您完成这项工作。您可以从由 Microchip Technology 或第三方开发商制
造的软件模拟器、在线仿真器或在线调试器中进行选择。要了解这些工具可以如何帮助
您，请参见这些工具的文档。在调试时，需要使用 Debug （调试） >Debug Project 来
运行和调试代码。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MPLAB IDE 文档。

开发完您的代码之后，您会希望通过编程将它写入器件。同样，有几个编程器可以与
MPLAB X IDE 配合工作，帮助您完成这项工作。要了解这些工具可以如何帮助您，请
参见这些工具的文档。在编程时，您需要使用调试工具栏上的 “Make and Program
Device Project”（Make 项目并对器件编程）按钮。关于该控件的信息，请参见 MPLAB
ID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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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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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编译器命令行驱动程序
5.1 简介

命令行驱动程序 （xc32-gcc 或 xc32-g++）是可以被调用以执行所有编译方面 （包
括 C/C++ 代码生成、汇编和链接步骤）的应用程序。即使您使用 IDE 来协助进行编译，
IDE 终也会调用 xc32-gcc（对于 C 项目）或 xc32-g++（对于 C++ 项目）。

虽然可以从命令行上显式地调用内部的编译器应用程序，但使用 xc32-gcc 或
xc32-g++驱动程序是使用编译器的建议方式，因为它可以隐藏使用的所有内部应用程
序的复杂性，并为所有编译步骤提供一致的接口。

本章介绍驱动程序在编译过程中执行的步骤、驱动程序可以接受和生成的文件，以
及控制编译器操作的命令行选项。此外，还说明了这些命令行选项与 MPLAB IDE
Build Options （编译选项）对话框中控件之间的关系。

下面将讨论有关驱动程序的命令行使用的主题。

• 调用编译器

• C 编译序列

• C++ 编译序列

• 运行时文件

• 启动和初始化

• 编译器输出

• 编译器消息

• 驱动程序选项说明

5.2 调用编译器

编译器在下一节中介绍的命令行上调用和运行。此外，随后几节还介绍了编译器所使用
的环境变量和输入文件。

5.2.1 驱动程序命令行格式

编译驱动程序（xc32-gcc）可以编译、汇编和链接 C 和汇编语言模块和库归档。当模
块源文件以 C++ 编写时，必须使用 xc32-g++驱动程序。大多数编译器命令行选项对于
GCC 工具集的所有实现是通用的（MPLAB XC32 使用 GCC 工具集； XC8 不使用）。
一些选项是特定于编译器的。

编译器命令行的基本形式为：

xc32-gcc [options] files 
xc32-g++ [options] files

例如，要编译、汇编和链接C源文件hello.c，从而创建绝对可执行文件hello.elf，
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xc32-gcc -o hello.elf hel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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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要编译、汇编和链接 C++ 源文件 hello.cpp，从而创建绝对可执行文件
hello.elf，可以执行： 
xc32-g++ -o hello.elf hello.cpp

第 5.9 节“驱动程序选项说明”介绍了可用的选项。约定是提供 options（通过文件
名之前的前导短划线 “-”表示），虽然这不是强制性的。

files 可以是 C/C++ 和汇编器源文件、可重定位目标文件（.o）或归档文件的任意混
合。文件的顺序很重要。它可能会影响代码或数据在存储器中出现的顺序或符号的搜索
顺序。归档文件通常在源文件之后指定。第 5.2.2 节“输入文件类型”列出了文件类型。

除了标准 C 库外，库是用户定义的目标代码库文件的列表，链接器会搜索这些库。这些
文件的顺序将决定对它们进行搜索的顺序。它们通常放置在源文件名之后，但这不是强
制性的。

本手册假定编译器应用程序位于控制台的搜索路径中、已指定了相应的环境变量，或者
在执行任何应用程序时指定了完整的路径。

环境变量

本节中的变量是可选的，但如果定义了它们，它们将由编译器使用。如果以下一些环境
变量未设置，编译器驱动程序或其他子程序可以选择确定它们适当的值。驱动程序或其
他子程序可以利用有关编译器安装的内部知识。只要安装结构保持不变，所有子目录和
可执行文件保持在相同的相对位置中，驱动程序或子程序就能够确定一个可用的值。对
于新项目，应使用 “XC32”变量；但对于旧项目，可以使用 “PIC32”变量。
 

注： 命令行选项和文件扩展名是区分大小写的。

表 5-1： 编译器相关的环境变量

选项 定义

XC32_C_INCLUDE_PATH
PIC32_C_INCLUDE_PATH

该变量的值是以分号分隔的目录列表，非常类似于 PATH。在编译
器搜索头文件时，它会尝试在使用 -I指定的目录之后、但在标准
头文件目录之前搜索在该变量中列出的目录。
如果该环境变量未定义，则预处理器会基于标准安装选择一个适
当的值。默认情况下，会在以下目录中搜索包含文件：
<install-path>\pic32mx\include

XC32_COMPILER_PATH
PIC32_COMPILER_PATH

PIC32_COMPILER_PATH的值是以分号分隔的目录列表，非常类
似于 PATH。在搜索子程序时，如果使用 PIC32_EXEC_PREFIX
无法找到子程序，编译器会尝试由此指定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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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输入文件类型

编译驱动程序可以识别以下文件扩展名，它们区分大小写。

编译器对于源文件的名称不存在任何限制，但需要注意操作系统对于大小写形式、名称长
度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如果使用的是 IDE，则需要避免汇编源文件的基本名称与使用该文

件的任何项目的基本名称相同。如果相同可能导致在编译过程中源文件被某个临时文件
覆盖。
在谈及计算机程序时，经常会使用术语“源文件”和“模块”。它们通常可以互换，但
它们指代编译过程中不同点的源代码。

XC32_EXEC_PREFIX
PIC32_EXEC_PREFIX

如果设置了 PIC32_EXEC_PREFIX，则它指定在由编译器执行的
子程序的名称中使用的前缀。将该前缀与子程序名称组合时，不
会添加目录分隔符，但如果需要，您可以指定一个以斜线结尾的
前缀。如果编译器无法使用指定的前缀找到子程序，它将尝试在
PATH环境变量中查找。
如果 PIC32_EXEC_PREFIX环境变量未设置或设置为空值，编译
器驱动程序将基于标准安装选择一个适当的值。如果安装未进行
任何修改，这将会使驱动程序能够找到所需的子程序。
使用-B命令行选项指定的其他前缀将优先于用户或驱动程序定义
的 PIC32_EXEC_PREFIX值。
在正常情况下， 好将该值保留未定义，让驱动程序自己查找子
程序。

XC32_LIBRARY_PATH
PIC32_LIBRARY_PATH

该变量的值是以分号分隔的目录列表，非常类似于 PATH。该变
量指定要传递给链接器的目录列表。驱动程序对该变量的默认求
值为：
<install-path>\lib; <install-path>\pic32mx\lib。

TMPDIR 如果设置了 TMPDIR，则它指定要用于临时文件的目录。编译器使
用临时文件来存放某个编译阶段的输出，用作下一个阶段的输入：
例如，预处理器的输出，它是相应编译器的输入。

表 5-2： 文件名

扩展名 定义

file.c 必须进行预处理的 C 源文件。

file.cpp 必须进行预处理的 C++ 源文件。

file.h 头文件（不进行编译或链接）。

file.i 已经进行预处理的 C 源文件。

file.o 目标文件。

file.ii 已经进行预处理的 C++ 源文件。

file.s 汇编语言源文件。

file.S 必须进行预处理的汇编语言源文件。

其他 要传递给链接器的文件。

表 5-1： 编译器相关的环境变量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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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件是包含全部或部分程序的文件。它们可能包含 C/C++ 代码，以及预处理器伪指

令和命令。源文件 初由驱动程序传递给预处理器。

模块是给定源文件在包含通过 #include预处理器伪指令指定的所有头文件 （或其他
源文件）之后的预处理器输出。所有预处理器伪指令和命令 （一些用于调试的命令可
能除外）都已从这些文件中删除。然后，这些模块将传递给其余的编译器应用程序。
因此，模块可能是几个源文件和头文件的合并结果。模块也常被称为翻译单元。这些
术语也适用于汇编文件，因为它们也可以包含其他头文件和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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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 编译序列

5.3.1 单步 C 编译

可以使用单个命令行指令来编译一个文件或多个文件。

5.3.1.1 编译单个 C 文件

本节演示如何编译和链接单个文件。为了本节讨论的目的，假定编译器的 <install-dir>/
bin目录已添加到PATH变量中。以下是需要注意的其他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include：标准 C 头文件的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include/proc：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头文件的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lib：标准库和启动文件的目录结构。

• <install-dir>/pic32mx/include/peripheral：PIC32 外设库包含文件的
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lib/proc：可找到特定于器件的链接器脚本片段、
寄存器定义文件和配置数据的目录。

以下是一个将两个数字相加的简单 C 程序。使用任意文本编辑器创建以下程序，并将其
保存为 ex1.c。
#include <xc.h>
#include <plib.h>

// Device-Specific Configuration-Bit settings
// SYSCLK = 80 MHz (8MHz Crystal/ FPLLIDIV * FPLLMUL / FPLLODIV)
// PBCLK = 40 MHz
// Primary Osc w/PLL (XT+,HS+,EC+PLL)
// WDT OFF
// Other options are don't care
//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20, FPLLIDIV = DIV_2, FPLLODIV = DIV_1,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FNOSC = PRIPLL, FPBDIV = DIV_8

unsigned int x, y, z;

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return(a+b);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the target for maximum performance at 80 MHz. */
  SYSTEMConfigPerformance(80000000UL);  
  x = 2;
  y = 5;
  z = add(x,y);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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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程序的第一行包含了头文件 xc.h，该文件提供了该器件上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的定义。

通过在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来编译该程序：

xc32-gcc –mprocessor=32MX795F512L -o ex1.out ex1.c

命令行选项 -o ex1.out用于命名输出可执行文件 （如果未指定 -o选项，则输出文
件命名为 a.out）。该可执行文件可以装入 MPLAB IDE。
如果需要 hex 文件 （如装入到器件编程器），则使用以下命令：

xc32-bin2hex ex1.out

这将创建一个名为 ex1.hex的 Intel hex 文件。

5.3.1.2 编译多个 C 文件

本节演示如何在单个步骤中编译和链接多个文件。将 Add()函数移入一个名为 add.c
的文件中，以演示如何在应用程序中使用多个文件。即：

文件 1
/* ex1.c */
#include <xc.h>
#include <plib.h>

// Device-Specific Configuration-Bit settings
// SYSCLK = 80 MHz (8MHz Crystal/ FPLLIDIV * FPLLMUL / FPLLODIV)
// PBCLK = 40 MHz
// Primary Osc w/PLL (XT+,HS+,EC+PLL)
// WDT OFF
// Other options are don't care
//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20, FPLLIDIV = DIV_2, FPLLODIV = DIV_1,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FNOSC = PRIPLL, FPBDIV = DIV_8

int main(void);
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x, y, z;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the target for maximum performance at 80 MHz. */
  SYSTEMConfigPerformance(80000000UL);
  x = 2;
  y = 5;
  z = Add(x,y);
  return 0;
}
文件 2
/* add.c */
#include <xc.h>
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return(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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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来编译这两个文件：

xc32-gcc -mprocessor=32MX795F512L -o ex1.out ex1.c add.c

该命令将编译模块 ex1.c和 add.c。编译的模块将与编译器库进行链接，并创建可执
行文件 ex1.out。

5.3.2 多步 C 编译

make 实用程序和 IDE（如 MPLAB IDE）支持对包含多个源文件的项目进行增量编译。
在编译项目时，它们会注意哪些源文件自上次编译以来发生了更改，并使用该信息来加
快编译速度。

例如，如果要编译两个源文件，但只有一个文件自上次编译以来发生了更改，则不需要
重新生成未发生更改的源文件对应的中间文件。

如果使用 make 实用程序来调用编译器，则需要将 make 文件配置为使用中间文件（.o
文件）和用于生成中间文件的选项 （-c，请参见第 5.9.2 节 “用于控制输出类型的选
项”）。make 实用程序通常会多次调用编译器：对于每个源文件调用一次来生成中间文
件，以及调用一次来执行编译的第二阶段。

例如，文件 ex1.c和 add.c需要使用 make 实用程序进行编译。使用 make 实用程序
来编译这些文件的命令行可能类似于：

xc32-gcc -mprocessor=32MX795F512L -c ex1.c
xc32-gcc -mprocessor=32MX795F512L -c add.c
xc32-gcc -mprocessor=32MX795F512L -o ex1.out ex1.o add.o

5.4 C++ 编译序列

5.4.1 单步 C++ 编译

可以使用单个命令行指令来编译一个文件或多个文件。

5.4.1.1 编译单个 C++ 文件

本节演示如何编译和链接单个文件。为了本节讨论的目的，假定编译器的
<install-dir>/bin目录已添加到 PATH 变量中。以下是需要注意的其他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include/cpp：标准 C++ 头文件的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include/proc：特定于PIC32器件的头文件的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lib：标准库和启动文件的目录结构。

• <install-dir>/pic32mx/include/peripheral：PIC32 外设库包含文件的
目录。

• <install-dir>/pic32mx/lib/proc：可找到特定于器件的链接器脚本片段、
寄存器定义文件和配置数据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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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个简单的 C++ 程序。使用任意纯文本编辑器创建以下程序，并将其保存为
ex2.cpp。
/* ex2.cpp */
#include <xc.h>     // __XC_UART
#include <plib.h>   // SYSTEMConfigPerformance()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vector>
#include <deque>
#include <list>
#include <set>
#include <map>
#include <string>
#include <algorithm>
#include <iterator>
#include <functional>
#include <numeric>
using namespace std;

// Device-Specific Configuration-bit settings
#pragma config FPLLMUL=MUL_20, FPLLIDIV=DIV_2, FPLLODIV=DIV_1, 
FWDTEN=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HS, FNOSC=PRIPLL, FPBDIV=DIV_8

template <class T>
inline void print_elements (const T& coll, const char* optcstr="")
{
    typename T::const_iterator pos;

    std::cout << optcstr;
    for (pos=coll.begin(); pos!=coll.end(); ++pos) {
        std::cout << *pos << ' ';
    }
    std::cout << std::endl;
}

template <class T>
inline void insert_elements (T& coll, int first, int last)
{
    for (int i=first; i<=last; ++i)
    {
        coll.insert(coll.end(),i);
    }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the target for max performance at 80 MHz.
    SYSTEMConfigPerformance (80000000UL);
    
    // Direct stdout to UART 1 for use with the simulator
    __XC_UART = 1;

    deque<int> coll;
    insert_elements(coll,1,9);
    insert_elements(coll,1,9);

    print_elements(coll, "on e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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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t elements
    sort (coll.begin(), coll.end());

    print_elements(coll, "sorted:  ");

    //sorted reverse
    sort (coll.begin(), coll.end(), greater<int>());

    print_elements(coll, "sorted >: ");

    while(1);
}

该程序的第一行包含了头文件 xc.h，该文件提供了目标器件上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的定义。该程序的第二个文件包含了头文件 plib.h，该文件提供了外设库的
必需原型。

通过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来编译该程序。

xc32-g++ -mprocessor=32MX795F512L -Wl,--defsym=_min_heap_size=0xF000 
-o ex2.elf ex2.cpp

选项 -o ex2.elf用于命名输出可执行文件。该 elf 文件可以装入 MPLAB X IDE。
如果需要 hex 文件 （如装入到器件编程器），则使用以下命令 
xc32-bin2hex ex2.elf

这将创建一个名为 ex2.hex的 Intel hex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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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编译多个 C 和 C++ 文件

本节演示如何在单个步骤中编译和链接多个 C 和 C++ 文件。

文件 1
/* main.cpp */
#include <xc.h>     // __XC_UART
#include <plib.h>   // SYSTEMConfigPerformance()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 Device-Specific Configuration-bit settings
#pragma config FPLLMUL=MUL_20, FPLLIDIV=DIV_2, FPLLODIV=DIV_1, 
FWDTEN=OFF
#pragma config POSCMOD=HS, FNOSC=PRIPLL, FPBDIV=DIV_8

// add() must have C linkage
extern "C" {
extern 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int main(void) {
    int myvalue = 6;
    
    // Configure the target for max performance at 80 MHz.
    SYSTEMConfigPerformance (80000000UL);
    
    // Direct stdout to UART 1 for use with the simulator
    __XC_UART = 1;

    std::cout << "original value: " << myvalue << endl;
    myvalue = add (myvalue, 3);
    std::cout << "new value:      " << myvalue << endl;
    
    while(1);
}

文件 2
/* ex3.c */
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
  return(a+b);
}

通过在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来编译这两个文件：

xc32-g++ -mprocessor=32MX795F512L -o ex3.elf main.cpp ex3.c

该命令将编译模块 main.cpp和 ex3.c。编译的模块将与 C++ 的编译器库进行链接，
并创建可执行文件 ex3.elf。

注： 为了将项目与项目中的 C++ 源文件必需的 C++ 支持库进行链接，请使用
xc32-g++ 驱动程序 （而不是 xc32-gcc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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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运行时文件

除了在命令行上指定的 C/C++ 和汇编源文件之外，驱动程序还可能会将一些编译器生
成的源文件和预编译的库文件编译到项目中。这些文件包含：

• C/C++ 标准库程序

• 隐式调用的算术运算程序

• 用户定义的库程序

• 运行时启动代码

5.5.1 库文件

适用于所选目标器件以及其他驱动程序选项的C/C++标准库文件的名称由驱动程序决定。

目标库 （称为 multilib）使用一组有序选项编译多次。在调用编译器驱动程序来编译和
链接应用程序时，驱动程序将选择使用相同选项编译的目标库版本。

默认情况下，32 位语言工具使用目录 <install-directory>/lib/gcc/来存储特定
的库和目录，使用<install-directory>/<pic32mx>/lib来存储特定于目标的库。
这两个目录结构均包含上面指定的每个 multilib 组合的子目录。这些子目录分别如下：

./.

./size

./speed

./mips16

./micromips

./no-float

./mips16/no-float

./micromips/no-float

./size/mips16

./size/micromips

./size/no-float

./size/mips16/no-float

./size/micromips/no-float

./speed/mips16

./speed/micromips

./speed/no-float

./speed/mips16/no-float

./speed/micromips/no-float

注： 一些 PIC32 目标器件允许通过器件配置位 （BOOTISA）选择在 MIPS32®

或 microMIPS™ ISA 模式下进行引导。在这些器件上，如果 BOOTISA 位
设置为 microMIPS 模式，则将 -mmicromips模式传递给 xc32-gcc/g++ 编
译驱动程序，指示它使用运行时启动代码的 microMIPS 版本进行链接。如
果 BOOTISA 位设置为 MIPS32 模式，则将 -mno-micromips选项传递给
编译驱动程序，以便链接运行时启动代码的 MIPS32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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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编译器分发的目标库是针对相应的命令行选项编译的：

• 大小与速度 （-Os与 -O3）
• MIPS16、MIPS32与microMIPS ISA模式（-mips16、-mno-mips16与-mmicromips）
• 软件浮点与无浮点支持 （-msoft-float与 -mno-float）

以下示例提供了关于选择哪个 multilib 子目录的详细信息。

1. xc32-gcc foo.c
xc32-g++ foo.cpp

对于该示例，未指定任何命令行选项 （即，使用默认的命令行选项）。在这种情
况下，将使用 . 子目录。

2. xc32-gcc -Os foo.c
xc32-g++ -Os foo.cpp

对于该示例，指定了用于优化大小的命令行选项 （即，使用了 -Os）。在这种情
况下，将使用 ./size子目录。

3. xc32-gcc -O2 foo.c
xc32-g++ -O2 foo.cpp

对于该示例，指定了用于优化的命令行选项；但是，该命令行选项既不优化大小
也不优化空间 （即，使用了 -O2）。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 . 子目录。

4. xc32-gcc -Os -mips16 foo.c
xc32-g++ -Os -mips16 foo.cpp

对于该示例，指定了用于优化大小和 MIPS16 代码的命令行选项 （即，使用了
-Os和 -mips16）。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 ./size/mips16子目录。

5.5.1.1 标准库

C/C++ 标准库包含一组标准化的函数，例如字符串、数学和输入 / 输出程序。第 15 章 
“库程序”介绍了这些函数的范围。

这些库中还包含代码生成器的输出代码隐式调用的 C/C++ 程序。它们是执行诸如浮点
运算之类任务的程序，可能并不直接对应于源代码中的 C/C++ 函数调用。

5.5.1.2 用户定义的库

可以根据需要创建用户定义的库，并将其与程序进行链接。库文件更易于管理，可获得
更快的编译时间，但必须与特定项目的目标器件和选项兼容。用户可能需要创建几个版
本的库，以使它能够用于不同的项目。

在编译项目时应搜索的用户创建库可以与源文件一起在命令行上列出。

与标准 C/C++ 库函数一样，用户定义的库中包含的所有函数都需要在头文件中添加声
明。常见的做法是创建一个或多个与库文件打包在一起的头文件。然后，可以在需要时
将这些头文件包含到源代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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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外设库函数

编译器工具随附的外设库函数支持PIC32器件的许多外设。关于所提供的函数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 “32-Bit Language Tools Libraries”（DS51685）。

5.6 启动和初始化

对于 C：

只有一个启动模块，它会初始化C运行时环境。它的源代码位于 <install-directory>/
pic32-libs/libpi32c/startup/crt0.S，并且它预先编译到库<install-directory>/
pic32mx/lib/crt0.o中。为了支持器件系列之间的架构差别，提供了这些模块的
multilib 版本。

对于 C++：
来自 5 个目标文件的代码进行顺序链接，以创建单个初始化程序，该初始化程序会初
始化 C++ 运行时环境。

它的源代码位于 <install-directory>/pic32-libs/libpic32/startup中。

预编译的 PIC32 启动目标文件位于 <install-directory>/pic32mx/lib/中，
文件名为 cpprt0.o、 crti.o和 crtn.o。

预编译的 GCC 启动目标文件位于 <install-directory>/lib/gcc/pic32mx/
<gcc-version>/中，文件名为 crtbegin.o和 crtend.o。为了支持器件系列之间
的架构差别以及优化设置，提供了这些模块的 multilib 版本。

关于这些启动模块中代码的实际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4.3 节 “运行时启动
代码”。

注： 一些 PIC32 目标器件允许通过器件配置位 （BOOTISA）选择在 MIPS32®

或 microMIPS™ ISA 模式下进行引导。在这些器件上，如果 BOOTISA 位
设置为 microMIPS 模式，则将 -mmicromips模式传递给 xc32-gcc/g++ 编
译驱动程序，指示它使用运行时启动代码的 microMIPS 版本进行链接。如
果 BOOTISA 位设置为 MIPS32 模式，则将 -mno-micromips选项传递给
编译驱动程序，以便链接运行时启动代码的 MIPS32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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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编译器输出

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会创建许多文件。其中的大量文件是中间文件，一些在编译完成后
会被删除，但许多文件会保留，用于对器件进行编程或用于调试目的。

5.7.1 输出文件

编译驱动程序可以产生具有以下扩展名的输出文件，这些扩展名是区分大小写的。

许多输出文件的名称使用与它们的源文件相同的基本名称。例如，源文件 input.c 将
创建一个名为 input.o的目标文件。

主输出文件是名为 a.out的 ELF 文件，除非使用 -o选项改写了该名称。

如果使用 IDE （如 MPLAB IDE）来指定编译器选项，则通常会有一个为每个应用程序
创建的项目文件。除非用户另外指定，则该项目的名称将用作项目范围输出文件的基本
名称。请查看您使用的 IDE 的手册，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编译器能够直接生成许多由 Microchip 开发工具使用的输出文件格式。

xc32-gcc 和 xc32-g++ 的默认行为是产生 ELF 输出。要更改文件的输出或文件名，
请参见第 5.9 节 “驱动程序选项说明”。

5.7.2 诊断文件

编译器生成的两个重要文件是由汇编器生成的汇编列表文件和由链接器生成的映射文件。

汇编列表文件包含原始源代码和生成的汇编代码之间的映射。它对于了解一些信息很有
用，例如 C 源代码如何进行编码，或汇编源代码如何进行优化。在确认编译器生成的访
问对象的代码是否是原子操作时，以及显示放置所有对象和代码的区域时，它是必需的。

在汇编器中创建列表文件的选项为 -a （或 -Wa,-a，如果传递给驱动程序）。该选
项具有许多变化形式，《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
（DS50002186A_CN）中进行了介绍。要从编译器中传递选项，请参见第 5.9.9 节
“用于汇编的选项”。

表 5-3： 文件名

扩展名 定义

file.hex 可执行文件

file.elf ELF 调试文件

file.o 目标文件（中间文件）

file.s 汇编代码文件（中间文件）

file.i 预处理的 C 文件 （中间文件）

file.ii 预处理的 C++ 文件 （中间文件）

file.map 映射文件

注： 在本手册中，项目名称一词将指代在 IDE 中创建的项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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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编译都会产生一个列表文件。每个翻译单元具有一个汇编器列表文件。它是一个预
链接汇编器列表，所以它不会显示 终的地址。因此，如果需要为每个源文件产生一个
列表文件，则必须单独编译这些文件，请参见第 5.3.2 节 “多步 C 编译”。如果使用
MPLAB IDE 进行编译，就是如此。每个列表文件将被分配模块名称和扩展名 .lst。

映射文件将显示与对象在存储器中的放置位置相关的信息。对于确认用户定义的链接器
选项是否已正确处理，以及确定对象和函数的确切位置，它很有用。

在链接器中创建映射文件的选项为 -Map file （或 -Wl,-Map=file，如果
传递给驱动程序）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
（DS50002186A_CN）进行了介绍。要从编译器中传递选项，请参见第 5.9.10 节
“用于链接的选项”。

在编译项目时，如果执行了链接器并运行完成，则会生成一个映射文件。

5.8 编译器消息

有 3 种类型的消息。下面介绍了这些消息类型，以及编译器遇到每种消息类型时的行为。

警告消息指示可以进行编译但异常的源代码或其他某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代码运行时
失败。用户应检查触发警告的代码或情况；但是，当前模块的编译将继续进
行，所有剩余模块的编译也将继续进行。

错误消息指示源代码是非法的，或无法对该代码进行编译。编译过程会尝试对当前模
块中的剩余源代码进行编译，但不会对更多的模块进行编译，编译过程之后
将结束。

致命错误消息指示无法允许编译继续进行的情况，它要求立即停止编译过程。

关于控制编译器错误、警告或注释输出的选项的信息，请参见第 5.9.4 节 “用于控制
C++ 方言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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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驱动程序选项说明

所有单字母选项都通过前导短划线字符 “-”标识，例如：-c。一些单字母选项可以
指定额外的数据字段，数据字段紧跟在选项名称之后，没有任何空格，例如：-Idir。
这些选项区分大小写，所以 -c是不同于 -C的选项。

编译器具有许多用于控制编译的选项，所有这些选项均区分大小写。

• 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

• 用于控制输出类型的选项

• 用于控制 C 方言的选项

• 用于控制 C++ 方言的选项

• 用于调试的选项

• 用于控制优化的选项

• 用于控制预处理器的选项

• 用于汇编的选项

• 用于链接的选项

• 用于目录搜索的选项

• 用于代码生成约定的选项

5.9.1 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

这些选项是特定于器件，而不是编译器。

表 5-4： 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

选项 定义

-G num 将小于等于 num 个字节的全局和静态项放入小数据或
bss 段，而不是常规数据或 bss 段。这使得可以使用单
条指令来访问数据。
应使用相同的 -G num值编译所有模块。

-mappio-debug 使能用于 MPLAB ICD 3 调试器和 MPLAB REAL ICE 在
线仿真器的 APPIN/APPOUT 调试库函数。该功能使您
可以使用 DBPRINTF 和相关函数与宏，如 “32-bit
Language Tool Libraries”文档（DS51685）中所述。仅
在使用支持 APPIN/APPOUT 功能的目标 PIC32 器件时
使能该选项。

-mcci 使能 Microchip 通用 C 接口编译模式。

-mcheck-zero-division
-mno-check-zero-division

对于整数除以零产生陷阱 （不产生陷阱）。默认设置为
-mcheck-zero-division。

-membedded-data
-mno-embedded-data

如果可能，先将变量分配到只读数据段，然后如果可能，
则分配到小数据段，否则再分配到数据段中。该设置产
生的代码稍慢于默认设置产生的代码，但可以减少执行
时所需的 RAM 量，因而是一些嵌入式系统的首选。

-mframe-header-opt 使编译器对于不使用其传入帧头部的每个函数，可以忽
略一些指令。该功能通常可以同时改善执行速度和代码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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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terlink-compressed 生成与 MIPS16 和 microMIPS 代码链接兼容的代码。

-mips16
-mno-mips16

生成 （不生成） MIPS16 代码。它仅在专业版中可用。

-mjals
-mno-jals

通过认识到转移延时时隙指令可能为 16 位而对于
microMIPS 生成（不生成）“jal”。这意味着函数调用
无法在链接阶段切换当前模式，因为没有支持 16 位转移
延时时隙指令的 “jal”。如果尝试将 microMIPS 目标 /
库与MIPS32目标 /库链接时产生链接错误，则可能需要
使用 -mno-jals。

-mlong-calls
-mno-long-calls

禁止（不禁止）使用 jal指令。使用 jal调用函数的效率
较高，但要求调用方和被调用方处于相同的 256 MB 段中。
该选项对 abicalls 代码不起作用。默认设置为
-mno-long-calls。

-mmemcpy 
-mno-memcpy

对于非平凡块移动，强制（不强制）使用 memcpy()。
默认设置为 -mno-memcpy，这使 GCC 可以内联大多数
恒定大小的复制。

-mmicromips
-mno-micromips

生成（不生成）microMIPS™ 指令。该功能仅在专业版
中可用。
当器件配置为引导至 microMIPS 压缩 ISA 模式时 （如
#pragma config BOOTISA=MICROMIPS），在链接
时请使用 -mmicromips选项来指定 microMIPS 启动
代码。

-mno-float 不使用软件浮点库。

-mno-peripheral-libs -mno-peripheral-libs 现在为默认设置。
-mperipheral-libs 是可选的。默认情况下，外设库
通过特定于器件的链接器脚本按指定设置进行链接。在
链接时，不要使用标准外设库。

-mprocessor 选择编译所针对的器件。
（如 -mprocessor=32MX360F512L）

-msmart-io=[0|1|2] 该选项会尝试静态分析传递给 printf、 scanf以及这
些函数的“f”和“v”版本的格式字符串。使用非浮点
格式参数将被转换为使用库函数的仅整型版本。对于许
多应用程序，该功能可以减少程序存储器使用量。
-msmart-io=0 会禁止该选项，而 -msmart-io=2 会
使编译器变得乐观，并转换带有变量或未知格式参数的
函数调用。-msmart-io=1为默认设置，只有编译器可
以证明不需要浮点支持时才会进行转换。

-muninit-const-in-rodata
-mno-uninit-const-in-rodata

将未初始化的 const变量放入只读数据段。该选项只有
在与 -membedded-data配合使用时才有意义。

表 5-4： 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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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用于控制输出类型的选项

以下选项控制编译器产生的输出的类型。

表 5-5： 输出类型控制选项

选项 定义

-c 编译或汇编源文件，但不进行链接。默认的文件扩展名为 .o。
-E 在预处理阶段之后停止 （即，在运行相应编译器之前）。默认的输出文件为

stdout。
-fexceptions 使能异常处理。在编译需要与以 C++ 编写的异常处理程序进行正确互操作的

C 代码时，可能需要使能该选项。

-o file 将输出放入 file。
-S 在正确编译之后（即调用汇编器之前）停止。默认的输出文件扩展名为 .s。
-v 打印在每个编译阶段过程中执行的命令。

-x 您可以使用 -x选项显式地指定输入语言：
-x language
显式指定以下输入文件的语言 （而不是让编译器基于文件名后缀选择默认
值）。该选项应用于随后的所有输入文件，直到遇到下一个 -x选项为止。编
译器支持以下值：
c
c++
c-header
cpp-output
assembler
assembler-with-cpp

-x none
关闭指定的任何语言，从而根据文件名后缀来处理后续的文件。这是默认的
行为，但如果使用了另一个 -x选项，则需要使用该选项。例如：
xc32-gcc -x assembler foo.asm bar.asm -x none main.c 
mabonga.s

如果没有 -x none，编译器将假定所有输入文件均用于汇编器。

--help 打印命令行选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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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用于控制 C 方言的选项

以下选项定义编译器使用的 C 方言的类型。

表 5-6： C 方言控制选项

选项 定义

-ansi 支持（且仅支持）所有 ANSI 标准 C 程序。

-aux-info filename 将翻译单元中（包括头文件中）声明和 / 或定义的所有函数的
原型声明输出到给定文件名中。在除 C 之外的任何其他语言
中，均会静默地忽略该选项。除了声明之外，该文件还会在注
释中指示每个声明的来源（源文件和行），声明是隐式、有原
型还是无原型的 （在行号和冒号后的第一个字符中，分别为
I、N（对于新样式）或 O（对于旧样式）），以及它是来自声
明还是定义（在随后的字符中，分别为 C或 F）。对于函数定
义，还会在声明之后的注释内提供 K&R 样式的参数列表及其
声明。

-fcheck-new / 
-fno-check-new
(default)

检查操作符 new 返回的指针是否为非空。

-fenforce-eh-specs
(default)/ 
-fno-enforce-eh-specs

生成 / 不生成用于在运行时检查是否违反异常规范的代码。
-fno-enforce-eh-specs 选项违反了 C++ 标准，但可用
于减小生产编译中的代码长度，非常类似于定义“NDEBUG”。
这并不会允许用户代码抛出违反异常规范的异常；编译器将
仍然基于规范进行优化，所以抛出意外的异常将导致未定义的
行为。

-ffreestanding 断言编译是在独立式环境中发生的。这隐含着 -fno-builtin。
独立式环境是一个可能不存在标准库的环境，并且程序可能
不一定从 main 处启动。 明显的示例是 OS 内核。这等效于
-fno-hosted。

-fno-asm 不将 asm、 inline或 typeof识别为关键字，从而使代码可
以使用这些词作为标识符。您可以改为使用关键字 __asm__、
__inline__和 __typeof__。
-ansi隐含着 -fno-asm。

-fno-builtin
-fno-builtin-function

不识别不以 __builtin_作为前缀开头的内置函数。

-fno-exceptions 禁止 C++ 异常处理。该选项会禁止生成传播异常所需的额外
代码。

-fno-rtti 使能 / 禁止运行时类型识别功能。 -fno-rtti选项将禁止生
成每个具有虚拟函数的类的信息，该信息供 C++ 运行时类型
识别功能（“dynamic_cast”和“typeid”）使用。如
果不使用语言的那些部分，可以通过使用该标志来节省一些
空间。请注意，异常处理程序使用相同的信息，但它将根据需
要生成它。“dynamic_cast”操作符仍然可以用于不需要运
行时类型信息的强制类型转换，即，强制类型转换为 void *
或明确的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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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用于控制 C++ 方言的选项

以下选项定义编译器使用的 C++ 方言的类型。

-fsigned-char 使类型 char为有符号，类似于 signed char。
（这是默认设置。）

-fsigned-bitfields
-funsigned-bitfields
-fno-signed-bitfields
-fno-unsigned-bitfields

这些选项控制在声明未使用 signed 或 unsigned 时位域为有
符号还是无符号。默认情况下，这种位域为有符号，除非使
用了 -traditional，在这种情况下位域总是为无符号。

-funsigned-char 使类型 char为无符号，类似于 unsigned char。
-fwritable-strings 将字符串存储在可写数据段中，不将它们设为唯一。

表 5-7： C++ 方言控制选项

选项 定义

-ansi 支持（且仅支持）所有 ANSI 标准 C++ 程序。

-aux-info filename 将翻译单元中（包括头文件中）声明和 / 或定义的所有函数
的原型声明输出到给定文件名中。在除 C++ 之外的任何其他
语言中，均会静默地忽略该选项。除了声明之外，该文件还
会在注释中指示每个声明的来源 （源文件和行），声明是隐
式、有原型还是无原型的 （在行号和冒号后的第一个字符
中，分别为 I、 N（对于新样式）或 O（对于旧样式）），以
及它是来自声明还是定义 （在随后的字符中，分别为 C或
F）。对于函数定义，还会在声明之后的注释内提供 K&R 样
式的参数列表及其声明。

-ffreestanding 断言编译是在独立式环境中发生的。这隐含着
-fno-builtin。独立式环境是一个可能不存在标准库的环
境，并且程序可能不一定从 main 处启动。 明显的示例是
OS 内核。这等效于 -fno-hosted。

-fno-asm 不将 asm、 inline或 typeof识别为关键字，从而使代码
可以使用这些词作为标识符。您可以改为使用关键字
__asm__、 __inline__和 __typeof__。
-ansi隐含着 -fno-asm。

-fno-builtin
-fno-builtin-function

不识别不以 __builtin_作为前缀开头的内置函数。

-fsigned-char 使类型 char为有符号，类似于 signed char。
（这是默认设置。）

-fsigned-bitfields
-funsigned-bitfields
-fno-signed-bitfields
-fno-unsigned-bitfields

这些选项控制在声明未使用 signed或 unsigned时位域为
有符号还是无符号。默认情况下，这种位域为有符号，除非
使用了 -traditional，在这种情况下位域总是为无符号。

-funsigned-char 使类型 char为无符号，类似于 unsigned char。
-fwritable-strings 将字符串存储在可写数据段中，不将它们设为唯一。

表 5-6： C 方言控制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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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用于控制警告和错误的选项

警告是一些诊断消息，它们报告本质上不属于错误但具有风险的构造，或者指示可能
存在错误。

您可以通过以 -W开始的选项来请求产生许多特定的警告；例如，使用 -Wimplicit
来请求产生关于隐式声明的警告。这些特定警告选项中的每个选项也具有以 -Wno-开
始的否定形式，用于关闭警告；例如，-Wno-implicit。本手册仅列出两种形式中不
属于默认设置的形式。

以下选项控制编译器产生的警告的类型和数量。
 

表 5-8： 所有警告隐含的警告和错误选项

选项 定义

-fsyntax-only 检查代码的语法，但除此之外不执行任何操作。

-pedantic 发出严格 ANSI C 要求的所有警告。拒绝所有使用已禁止扩展的
程序。

-pedantic-errors 类似于 -pedantic，只是产生错误而不是警告。

-w 禁止所有警告消息。

-Wall 这将使能关于此类构造的所有警告：一些用户视为可疑且易于避
免（或通过修改来阻止警告），即使是与宏配合使用。
请注意，有一些警告标志不会隐含在 -Wall中。其中一些标志产
生关于此类构造的警告：用户一般不视为可疑但有时可能希望检
查；其他一些标志则产生关于此类构造的警告：在某些情况下必
需或难以避免，并且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通过修改代码来禁止警
告。其中一些标志通过 -Wextra使能，但其中许多标志必须单独
使能。

-Waddress 产生关于存储器地址的可疑使用的警告。它们包括在条件表达式中
使用函数的地址 ( 如 void func(void); 和 if (func)）以及
与字符串字面值的存储器地址进行比较，例如 if (x ==
"abc")。此类用法通常表明存在程序员错误： 函数的地址总是求
值为 true，所以在条件语句中使用它们通常表明程序员忘记了函数
调用中的括号；而与字符串字面值进行比较则会产生未规定的行
为，并且在 C 中是不可移植的，所以它们通常表明程序员希望使用
strcmp。

-Wchar-subscripts 数组下标具有 char类型时产生警告。

-Wcomment 每当 /* 注释中出现注释开始序列 /*，或每当 // 注释中出现反斜杠
换行符时，产生警告。

-Wdiv-by-zero 产生关于编译时整数除以零的警告。要禁止该警告消息，请使用
-Wno-div-by-zero。不会产生关于浮点除以零的警告，因为它
是获取无穷大和 NaN 的合法方式。
（这是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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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plicit 等效于同时指定 -Wimplicit-int和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Wimplicit-function-
declaration

每当函数在声明之前使用时产生警告。

-Wimplicit-int 声明未指定类型时产生警告。

-Wmain main 的类型可疑时产生警告。 main 应为具有外部链接的函数，
返回 int，接受 0 个、 2 个或 3 个适当类型的参数。

-Wmissing-braces 聚合或联合的初始化中大括号不完整时产生警告。在以下示例
中， a的初始化中大括号不完整，但 b的完整。
int a[2][2] = { 0, 1, 2, 3 };
int b[2][2] = { { 0, 1 }, { 2, 3 } };

-Wno-multichar 如果使用了多字符 char常量，则产生警告。此类常量通常为输入
错误。由于它们具有实现定义的值，所以不应在可移植代码中使
用它们。以下示例说明了多字符 char常量的使用：
char
xx(void)
{
return('xx');
}

-Wparentheses 如果在某些上下文中省略了括号（例如，在期望得到真值的上下
文中进行赋值，或者对操作符进行了嵌套，而其优先顺序不明
确），则产生警告。

-Wreturn-type 每当函数定义为其返回类型默认设为 int 时产生警告。此外，对
于返回类型不是 void 的函数，如果 return 语句没有返回值，
也产生警告。

表 5-8： 所有警告隐含的警告和错误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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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equence-point 对由于违反 C 标准中的序列点规则而可能具有未定义语义的代码
产生警告。
C 标准以序列点的形式定义了对 C 程序中的表达式进行求值的顺
序，序列点代表程序各个部分之间的执行偏序： 在序列点之前执
行的那些部分和在它之后执行的那些部分。它们出现在以下位置：
在完整表达式（该表达式不属于更大表达式的一部分）的求值之
后；在 &&、||、? : 或 ,（逗号）操作符第一个操作数的求值之后
；在调用函数之前（但在其参数和表示被调用函数的表达式的求
值之后）；以及在某些其他位置。除了序列点规则所表述的之外，
并未规定表达式的子表达式的求值顺序。所有这些规则仅描述偏
序，而不是全序，因为，举例来说，如果在表达式中调用了两个
函数，它们之间不存在序列点，则调用这两个函数的顺序是未指
定的。但是，标准委员会已经规定，函数调用不发生重叠。
并未规定对象值的修改在各序列点间何时生效。行为取决于这一
点的程序具有未定义的行为。 C 标准规定“在上一个和下一个序
列点之间，对象的存储值 多只能被表达式求值修改一次。此外，
只有在确定将要保存的值时才能读取前一个值” 。如果程序违反
了这些规则，则任何特定实现上的结果将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具有未定义行为的代码的示例：a = a++;，a[n] = b[n++]和
a[i++] = i;。该选项不会诊断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并且它偶尔
可能会给出误报结果，但通常情况下，它对于检测程序中的此类
问题是相当有效的。

-Wswitch 每当 switch 语句具有枚举类型的索引，但该枚举的一个或多个
指定代码缺少 case 语句时，产生警告。（存在 default 标号会阻止
该警告）。在使用该选项时，超出枚举范围的 case标号也会产生
警告。

-Wsystem-headers 打印关于在系统头文件中找到的构造的警告消息。通常假定来自
系统头文件的警告并不表明真正的问题，只会使编译器输出更难
以阅读，所以通常会禁止这些警告。使用该命令行选项将指示编
译器发出来自系统头文件的警告，如同它们是出现在用户代码
中。但请注意，将 -Wall与该选项一起使用并不会对系统头文件
中的未知 pragma 伪指令产生警告。对于这种情况，还必须使用
-Wunknown-pragmas。

-Wtrigraphs 遇到任何三字符组合（假设已使能它们）时产生警告。

表 5-8： 所有警告隐含的警告和错误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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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ninitialized 如果未先进行初始化而使用了自动变量，则产生警告。
只有在使能优化时才可能产生这些警告，因为它们需要只有在优
化时才会计算的数据流信息。
只有对于寄存器分配的候选变量，才会出现这些警告。因此，对
于声明为 volatile、已获取地址，或大小不为 1、2、4 或 8 字
节的变量，不会出现这些警告。此外，对于结构、联合或数组（即
使它们处于寄存器中时），也不会出现这些警告。
请注意，对于仅用于计算一个自身从未被使用的值的变量，可能
不会出现任何警告，因为数据流分析可能会在打印警告之前已删
除这种计算。

-Wunknown-pragmas 当遇到编译器无法理解的 #pragma伪指令时，产生警告。如果使
用了该命令行选项，则甚至会对于系统头文件中的未知pragma伪
指令发出警告。如果只是通过 -Wall命令行选项使能警告，则不
会发生这种情况。

-Wunused 每当一个变量在声明之外未被使用过，每当函数声明为静态但从
未定义，每当声明了标号但未使用过，以及每当某个语句计算一
个明显未被使用的结果时，产生警告。
要获取关于未用函数参数的警告，必须同时指定 -W和-Wunused。
将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为 void 会禁止对表达式产生该警告。类似
地， unused属性会禁止对未用变量、参数和标号产生该警告。

-Wunused-function 每当声明了静态函数但未定义或非内联静态函数未被使用过时，
产生警告。

-Wunused-label 每当声明了标号但未使用过时，产生警告。要禁止该警告，请使
用 unused属性。

-Wunused-parameter 每当函数参数除了声明之外未被使用过时，产生警告。要禁止该
警告，请使用 unused属性。

-Wunused-variable 每当局部变量或非常量静态变量除了声明之外未被使用过时，产
生警告。要禁止该警告，请使用 unused属性。

-Wunused-value 每当语句计算一个明显未被使用的结果时，产生警告。要禁止该
警告，请将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为 void。

表 5-8： 所有警告隐含的警告和错误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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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不隐含以下 -W选项。其中一些选项产生关于此类构造的警告：用户一般不视为
可疑但有时可能希望检查的构造。其他一些选项则产生关于此类构造的警告：在某些情
况下必需或难以避免的构造，且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通过修改代码来禁止警告。

表 5-9： 所有警告不隐含的警告和错误选项

选项 定义

-W 打印以下事件的额外警告消息：

• 非可变自动变量可能被对longjmp的调用更改。只有在优
化编译时才可能出现这些警告。编译器只能检测到对
setjmp的调用。它无法知道 longjmp会在哪里被调用。
事实上，信号处理程序可以在代码中的任意点调用它。因
此，即使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事实上无法在会导
致问题的位置调用 longjmp，也可能会产生警告。

• 函数有可能通过 return value; 退出，也有可能通过
return;退出。不经过任何返回语句而结束函数主体的情
况会被当做 return;处理。

• 表达式语句或逗号表达式的左侧不包含副作用。要禁止该
警告，请将未用表达式强制类型转换为 void。例如，诸如
x[i,j]之类的表达式会产生警告，但 x[(void)i,j]不
会。

• 无符号值通过 <或 <=与零进行比较。

• 出现诸如 x<=y<=z之类的比较，这等效于 (x<=y ? 1 :
0) <= z，这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数学符号的解释。

• 诸如 static 之类的存储类说明符不是声明中的第一个符
号。根据 C 标准，这种用法是过时的。

• 如果还指定了 -Wall或 -Wunused，则会产生关于未用参
数的警告。

• 在有符号值和无符号值之间进行比较，当有符号值被转换
为无符号时，可能产生错误的结果。（但如果也指定了
-Wno-sign-compare，则不产生警告）。

• 聚合具有大括号不完整的初始化。例如，以下代码将会产
生此类警告，因为 x.h:的初始化两边缺少大括号：
struct s { int f, g; };
struct t { struct s h; int i; };
struct t x = { 1, 2, 3 };

• 聚合具有不初始化所有成员的初始化。例如，
以下代码将产生此类警告，因为x.h会隐式地初始化为零： 
struct s { int f, g, h; }; 
struct s x = { 3, 4 };

-Waggregate-return 如果定义或调用了返回结构或联合的函数，则产生警告。

-Wbad-function-cast 每当函数调用被强制类型转换为非匹配类型时，产生警告。例
如，如果 int foof()被强制类型转换为任何 * 类型，则产生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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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ast-align 每当对指针进行强制类型转换，从而增加了目标所需的对齐
时，产生警告。例如，如果 char *被强制类型转换为 int *，
则产生警告。

-Wcast-qual 每当对指针进行强制类型转换，从而从目标类型中去除一个类
型限定符时，产生警告。例如，如果 const char *被强制类
型转换为普通 char *，则产生警告。

-Wconversion 如果原型导致的类型转换与不存在原型时同一个参数发生的类
型转换不同，则产生警告。这包括定点到浮点的转换（以及反
之）和更改定点参数宽度或符号的转换，但与默认提升相同时
除外。
此外，如果某个负整数常量表达式隐式转换为无符号类型，则
产生警告。例如，如果 x 为无符号，则对赋值 x = -1产生警
告。但不对诸如 (unsigned) -1之类的显式强制类型转换产
生警告。

-Werror 使所有警告变为错误。

-Winline 如果某个函数不能进行内联，但将它声明为内联或提供了
-finline-functions选项，则产生警告。

-Wlarger-than-len 每当定义的对象大于 len个字节时产生警告。

-Wlong-long
-Wno-long-long

如果使用了 long long类型，则产生警告。这是默认设置。要禁
止警告消息，请使用 -Wno-long-long。只有在使用 -pedantic
标志时，才会考虑标志 -Wlong-long和 -Wno-long-long。

-Wmissing-declarations 如果定义了某个全局函数，但无事先声明，则产生警告。即使
定义本身提供了原型也如此。

-Wmissing-
 format-attribute

如果使能了 -Wformat，则也对于可能为 format 属性候选的函
数产生警告。请注意，这些只是可能的候选函数，不是绝对的。
除非使能了 -Wformat，否则该选项不起作用。

-Wmissing-noreturn 对于可能为 noreturn属性候选的函数产生警告。这些只是可
能的候选函数，不是绝对的。应仔细地手动验证这些函数。事
实上，请不要在添加 noreturn属性之前返回，否则可能会引
入难以琢磨的代码生成问题。

-Wmissing-prototypes 如果定义了某个全局函数，但无事先的原型声明，则产生警
告。即使定义本身提供了原型，也会发出该警告。（该选项可
以用于检测未在头文件中声明的全局函数）。

-Wnested-externs 如果在函数内遇到 extern声明，则产生警告。

-Wno-deprecated-declar
ations

不产生关于使用通过 deprecated属性标记为已弃用的函数、
变量和类型的警告。

-Wpadded 如果某个结构中包含填充 （用于对齐结构的某个元素或对齐整
个结构），则产生警告。

-Wpointer-arith 如果任何对象依赖于函数类型的大小或 void的大小，则产生警
告。编译器会将这些类型的大小赋值为 1，以方便计算 void * 
指针和指向函数的指针。

表 5-9： 所有警告不隐含的警告和错误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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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edundant-decls 如果任何对象在同一作用域内声明多次 （即使多个声明均有
效，不改变任何设置），则产生警告。

-Wshadow 每当某个局部变量遮蔽另一个局部变量时，产生警告。

-Wsign-compare
-Wno-sign-compare

如果在有符号值和无符号值之间进行比较，当有符号值被转
换为无符号时，可能产生错误的结果，则产生警告。该警告也
通过 -W 使能。要获得 -W 的其他警告而不产生该警告，请使
用 -W -Wno-sign-compare。

-Wstrict-prototypes 如果某个函数在声明或定义时未指定参数类型，则产生警告。
（如果前面具有指定参数类型的声明，则允许旧样式的函数定
义，而不产生警告。） 

-Wtraditional 对某些在传统和 ANSI C 中具有不同行为的构造产生警告。

• 宏主体中的字符串常量内出现的宏参数。在传统 C 中，它
们将替换参数，但在 ANSI C 中，它们是常量的一部分。

• 某个函数在一个块中声明为外部函数，然后在该块结束之
后使用了该函数。

• 具有 long类型操作数的 switch 语句。

• 非静态函数声明之后跟随一个静态函数声明。一些传统 C
编译器不接受该构造。

-Wundef 如果在 #if指令中对未定义的标识符进行求值，则产生警告。

-Wunreachable-code 如果编译器检测到代码永远不会执行，则产生警告。
即使在一些情况下，受影响代码行的一部分会被执行，该选项
也可能会产生警告，因此在删除看上去不可达的代码时应小
心。例如，对某个函数进行内联时，产生的警告可能意味着代
码行仅在该函数的某个内联副本内不可达。

-Wwrite-strings 为字符串常量赋予 const char[length]类型，从而在将一
个字符串常量的地址复制到非 const char* 指针时获得警告。
在编译时，这些警告帮助您查找可以尝试写入字符串常量的代
码，但前提是您在声明和原型中使用 const时很小心。否则，
它只会令人烦扰，这也是 -Wall不请求产生这些警告的原因。

表 5-9： 所有警告不隐含的警告和错误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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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 用于调试的选项

以下选项用于调试。

5.9.7 用于控制优化的选项

以下选项控制编译器优化。

表 5-10： 调试选项

选项 定义

-g 产生调试信息。
编译器支持将 -g 与 -O 配合使用，使得可以调试经过优化的代码。优化
代码所采取的捷径有时可能会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

• 一些已声明的变量可能根本不存在

• 控制流可能短暂地异常转移

• 某些语句可能因为计算常量结果或已得到其值而不会被执行，

• 某些语句可能因为被移出循环而在不同的位置执行
尽管如此，证明还是可以对优化输出进行调试。这使得对可能存在问题的
程序使用优化器是合理的。

-Q 使编译器在编译每个函数时打印其名称，并在完成时打印一些关于每个
轮次的统计信息。

-save-temps
-save-temps=cwd

不删除中间文件。将它们放在当前目录中，并基于源文件命名它们。因
而，使用 -c -save-temps编译 foo.c会产生以下文件：
foo.i （预处理文件）
foo.s （汇编语言文件）
foo.o （目标文件）

-save-temps=obj 类似于 -save-temps=cwd，但如果指定了 -o选项，则临时文件将基于
目标文件。如果未指定 -o 选项，则 -save-temps=obj 开关的行为类
似于 -save-temps。
例如：
 xc32-gcc -save-temps=obj -c foo.c
 xc32-gcc -save-temps=obj -c bar.c -o dir/xbar.o
 xc32-gcc -save-temps=obj foobar.c -o dir2/yfoobar
将创建 foo.i、 foo.s、 dir/xbar.i、 dir/xbar.s、
dir2/yfoobar.i、 dir2/yfoobar.s和 dir2/yfoobar.o。

表 5-11： 常规优化选项

选项 版本 定义

-O0 所有版本 不优化。（这是默认设置。）
不使用 -O 时，编译器的目标是降低编译开销，以及使调试产生预期
的结果。语句是独立的： 如果使用语句之间的断点停止程序，则可以
为任意变量赋予新值或将程序指针更改为指向函数中的任何其他语
句，并得到预期从源代码获得的结果。
编译器只会将声明为 register的变量分配到寄存器中。

-O
-O1

所有版本 优化级别 1。优化编译需要的时间稍长一些，对于大函数需要更多的
主机存储器。
使用 -O时，编译器会尝试减小代码长度和执行时间。
指定 -O时，编译器会开启 -fthread-jumps和 -fdefer-pop。编
译器会开启 -fomit-frame-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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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选项控制特定的优化。 -O2选项会开启除 -funroll-loops、
-funroll-all-loops和 -fstrict-aliasing之外的所有这些优化。

在极少数情况下，需要执行优化 “微调”时，可以使用以下标志。
 

-O2 标准版和
专业版

优化级别 2。编译器执行几乎所有不涉及空间 - 速度权衡的受支持优
化。 -O2 会开启除循环展开 （-funroll-loops）、函数内联
（-finline-functions）和严格别名优化
（-fstrict-aliasing）之外的所有可选优化。它还会开启强制复
制存储器操作数（-fforce-mem）和帧指针消除
（-fomit-frame-pointer）。与 -O相比，该选项会同时提高编译
时间和所生成代码的性能。

-O3 专业版 优化级别3。-O3会开启-O2指定的所有优化，还会开启inline-functions
选项。

-Os 专业版 针对长度优化。-Os会使能通常不会增加代码长度的所有 -O2优化。
它还会执行旨在减小代码长度的进一步优化。

表 5-12： 特定优化选项

选项 定义

-falign-functions
-falign-functions=n

将函数起始位置对齐到下一个大于 n 的 2 的幂， 多跳过 n个字节。
例如，-falign-functions=32会将函数对齐到下一个 32 字节边
界处，但对于 -falign-functions=24，只有在跳过的字节数为
23 字节或更少字节时，才会对齐到下一个 32 字节边界处。
-fno-align-functions和-falign-functions=1是等效的，
表示不对函数进行对齐。
只有 n 为 2 的幂时，汇编器才支持该标志，所以 n 会被向上舍入。
如果未指定 n，则使用依赖机器的默认值。

-falign-labels
-falign-labels=n

将所有转移目标对齐到属于 2 的幂的边界处， 多跳过 n个字节，类
似于 -falign-functions。该选项很容易会使代码速度变慢，因
为它必须在正常代码流中到达转移目标时插入空操作。
如果 -falign-loops 或 -falign-jumps 适用，并且大于该值，
则改为使用它们的值。
如果未指定 n，则使用依赖于机器的默认值，该默认值很可能为 1，
意味着不进行对齐。

-falign-loops
-falign-loops=n

将循环对齐到属于 2 的幂的边界处， 多跳过 n 个字节，类似于
-falign-functions。预期目的是循环会被执行许多次，以补
偿所执行的所有空操作。
如果未指定 n，则使用依赖机器的默认值。

-fcaller-saves 允许将值分配到会被函数调用破坏的寄存器中，通过在此类调用前
后发出额外的指令来保存和恢复寄存器。只有所产生的代码优于其
他情况下产生的代码时，才会进行这种分配。

-fcse-follow-jumps 在公共子表达式消除中，当跳转目标除了跳转没有任何其他路径可
达时，逐条扫描跳转指令。例如，当 CSE 遇到一个带有 else 子句
的 if语句时， CSE 会在测试的条件为假时跟随跳转。

表 5-11： 常规优化选项 （续）

选项 版本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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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se-skip-blocks 它类似于 -fcse-follow-jumps，但会使 CSE 跟随条件性跳过块
的跳转。当 CSE 遇到没有 else子句的简单 if语句时，
-fcse-skip-blocks会使 CSE 跟随 if语句主体前后的跳转。

-fexpensive-optimi
zations

执行许多开销相对较大的次要优化。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在输出文件中将每个函数或数据项放入它自己的段中。函数的名称
或数据项的名称决定输出文件中段的名称。
只有使用这些选项具有明显的好处时，才使用这些选项。指定这些选
项时，汇编器和链接器可能会创建更大的目标文件和可执行文件，速
度也会较慢。

-fgcse 执行全局公共子表达式消除轮次。该轮次也会执行全局常量和复制
传播。

-fgcse-lm 使能 -fgcse-lm时，全局公共子表达式消除将尝试移动只能被向其
中存储破坏的装入。这允许将包含装入 / 存储序列的循环更改为循环
外的装入，以及循环内的复制 / 存储。

-fgcse-sm 使能-fgcse-sm时，将在全局公共子表达式消除之后运行存储移动。
该轮次会尝试将存储移出循环。与 -fgcse-lm配合使用时，包含装
入 / 存储序列的循环可以更改为循环之前的装入和循环之后的存储。

-fmove-all-movables 强制将循环中的所有不可变的计算移到循环外。

-fno-defer-pop 总是在函数返回时立即弹出每个函数调用的参数。编译器通常允许
几个函数调用的参数累积在堆栈中，并一次将所有参数弹出堆栈。

-fno-peephole
-fno-peephole2

禁止特定于机器的窥孔优化。窥孔优化发生在编译期间的不同时间
点。 -fno-peephole会禁止对机器指令进行窥孔优化，而
-fno-peephole2会禁止高级窥孔优化。要完全禁止窥孔，请同时
使用这两个选项。

-foptimize-registe
r-move
-fregmove

尝试重新分配转移指令中的寄存器编号，并作为其他简单指令的操
作数，以 大程度提高关联的寄存器数量。
-fregmove和 -foptimize-register-moves是相同的优化。

-freduce-all-givs 强制循环中的所有一般归纳变量降低强度。
这些选项可能生成更好或更差的代码。其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源
代码中循环的结构。

-frename-registers 尝试通过使用在寄存器分配之后留下的寄存器来避免经过调度的代
码中的假依赖性。这种优化对于具有许多寄存器的处理器比较有用。
但它可能使调试无法进行，因为变量将不会存储在固定的寄存器中。

-frerun-cse-after-
loop

在执行循环优化之后，重新运行公共子表达式消除。

-frerun-loop-opt 运行循环优化器两次。

表 5-12： 特定优化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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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chedule-insns 尝试对指令重新排序，以消除由于所需数据不可用而产生的指令停顿。

-fschedule-insns2 类似于 -fschedule-insns，但请求在完成寄存器分配之后再执行
一次指令调度。

-fstrength-reduce 执行降低循环强度和消除迭代变量的优化。

-fstrict-aliasing 允许编译器采用适用于所编译语言的 严格别名规则。对于 C，这会
基于表达式的类型激活优化。特别是，假定一种类型的对象永远不会
与不同类型的对象位于同一地址，除非类型几乎相同。例如，
unsigned int 类型可以为 int 类型的别名，但不能为 void* 或
double类型的别名。字符类型可以为任何其他类型的别名。
请特别注意类似以下形式的代码：
union a_union { 
  int i;
  double d;
};

int f() {
  union a_union t;
  t.d = 3.0;
  return t.i;
}
不读取 近写入的联合成员，而读取其他联合成员的做法（称为“类
型双关”）很常见。即使对于 -fstrict-aliasing，也允许类型
双关，前提是通过联合类型来访问存储器。所以，上面的代码会按预
期方式运行。但是，以下代码可能不会：
int f() {
  a_union t;
  int  * ip;
  t.d = 3.0;
  ip = &t.i;
  return *ip; 
}

-fthread-jumps 执行优化，检查一个跳转的转移目标位置是否存在另一个条件比较，
并且该条件比较包含在前一个比较语句之内。如果是这样，则将第一
个转移重定向到第二个转移的目标位置或紧随其后的位置，这取决
于条件是真还是假。

-funroll-loops 执行循环展开优化。这仅仅针对可以在编译时或运行时确定迭代次
数的循环。 -funroll-loops隐含着 -fstrength-reduce和
-frerun-cse-after-loop。

-funroll-all-loops 执行循环展开优化。对于所有循环执行该优化，并且通常会使程序运行
速度变慢。 -funroll-all-loops隐含着 -fstrength-reduce和
-frerun-cse-after-loop。

-fuse-caller-save 允许编译器使用调用方保存寄存器模型。与过程间优化配合使用时，
编译器可以生成效率更高的代码。

表 5-12： 特定优化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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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ag 形式的选项指定独立于机器的标志。大多数标志都具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
-ffoo 的否定形式为 -fno-foo。在下表中，仅列出了两种形式之一 （不是默认设置
的形式）。

表 5-13： 独立于机器的优化选项

选项 定义

-fforce-mem 在对存储器操作数执行算术运算之前，强制将它们复制到
寄存器中。这将使所有存储器引用可能的公共子表达式，
从而产生更好的代码。当它们不是公共子表达式时，指令
组合应消除单独的寄存器装入。 -O2选项会开启该选项。

-finline-functions 将所有简单函数合并到其调用方中。编译器会启发式地确
定哪些函数足够简单，值得以这种方式合并。如果对某个
给定函数的所有调用均被合并，并且该函数声明为
static，则通常该函数本身不作为汇编代码输出。

-finline-limit=n 默认情况下，编译器会限制可以内联的函数的大小。该标
志用于控制显式标记为内联的函数（即，使用 inline关
键字标记）的这一限制。n是可以内联的函数的大小（以
伪指令数量表示，不包含参数处理）。 n 的默认值为
10000。增大该值会导致被内联的代码更多，代价是增加
编译时间和存储器消耗。
减小该值通常会使编译速度更快，更少的代码被内联（可
能意味着程序的速度较慢）。该选项对于使用内联的函数
特别有用。

注： 在该特定上下文中，伪指令代表函数大小的抽象测
量。它不代表汇编指令条数，因而，其确切含义可能会因
编译器版本而变化。

-fkeep-inline-functions 即使对某个给定函数的所有调用都进行了合并，并且该函
数声明为 static，仍然输出该函数的一个独立的运行时
可调用版本。该开关不会影响 extern内联函数。

-fkeep-static-consts 在未开启优化时，发出声明为 static const 的变量，即使变
量未被引用。
在默认情况下，编译器会使能该选项。如果希望无论是否
开启了优化，均强制编译器检查变量是否被引用，请使用
-fno-keep-static-consts选项。

-fno-function-cse 不要将函数地址放入寄存器。使调用常量函数的每条指令
显式地包含函数的地址。
该选项产生的代码效率较低，但不使用该选项时执行的优
化可能会混淆一些改变汇编器输出的奇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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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用于控制预处理器的选项

以下选项控制编译器预处理器。

-fno-inline 忽略 inline关键字。通常该选项用于阻止编译器展开任何
内联函数。如果未使能优化，则不会展开任何内联函数。

-fomit-frame-pointer 对于不需要帧指针的函数，不要在寄存器中保留帧指针。
这可以避免指令保存、设置和恢复帧指针。它还使一个额
外的寄存器可用于许多函数。

-foptimize-sibling-calls 优化同属和尾递归调用。

表 5-14： 预处理器选项

选项 定义

-C 指示预处理器不要丢弃注释。与 -E选项配合使用。

-dD 指示预处理器不要按正确的顺序将宏定义移动到输出中。

-Dmacro 使用字符串 1 作为定义来定义宏 macro。
-Dmacro=defn 将宏 macro定义为 defn。在所有 -U选项之前处理命令行上的所有 -D

实例。

-dM 指示预处理器仅输出在预处理结束时有效的宏定义的列表。与 -E 选项
配合使用。

-dN 类似于 -dD，只是省略宏参数和内容。仅在输出中包含
#define name。

-fno-show-column 不在诊断中打印列号。如果诊断是由不理解列号的程序（例如 DejaGnu）
进行扫描的，则可能需要如此。

-H 打印使用的每个头文件的名称以及其他正常活动。

-I- 只有对于 #include "file" 的情形，才搜索在 -I-选项之前使用 -I选项指
定的所有目录。对于 #include <file>，不搜索它们。
如果在 -I- 选项之后，使用 -I 选项指定了其他目录，则对于所有
#include伪指令搜索这些目录。（通常以这种方式使用所有-I目录。） 
此外，-I-选项会禁止使用当前目录（当前输入文件所在的位置）作为
#include "file"的第一个搜索目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覆盖-I-的
这种作用。通过 -I，您可以指定搜索调用编译器时为当前目录的目录。
这与预处理器默认情况下执行的操作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往往可以令人
满意。
-I-不会禁止使用头文件的标准系统目录。因此， -I-和 -nostdinc
是独立的。
注：不要在项目属性中指定 MPLAB XC32 系统包含目录 （例如，
/pic32mx/include/）。xc32-gcc 和 xc32-g++ 编译驱动程序会自动为您选
择默认 C libc 或 C++ libc，以及它们相应的包含文件目录。手动添加系
统包含文件路径可能会破坏这种机制，导致将错误的 libc 包含文件编译
到项目中，从而导致包含文件和库之间的冲突。请注意，向项目属性中
添加系统包含路径从来不是建议的做法。

表 5-13： 独立于机器的优化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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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ir 将目录 dir添加到要在其中搜索头文件的目录列表的开头。这可用于覆
盖系统头文件，替换为您自己的版本，因为这些目录在系统头文件目录
之前搜索。如果使用了多个 -I 选项，目录将按从左到右的顺序扫描。
之后是标准系统目录。

-idirafter dir 将目录 dir添加到第二个包含路径中。在主包含路径 （-I添加到的路
径）的所有目录中都找不到头文件时，搜索第二个包含路径上的目录。

-imacros file 在处理常规输入文件之前，将文件作为输入处理，并丢弃所产生的输
出。由于从该文件生成的输出被丢弃，-imacros file的唯一作用是
使文件中定义的宏在主输入中可用。
命令行上的所有 -D 和 -U 选项总是在 -imacros file 之前处理，无
论这些选项的写入顺序如何。所有 -include 和 -imacros 选项按这
些选项的写入顺序处理。

-include file 在处理常规输入文件之前，将文件作为输入进行处理。实际上，将先编
译文件的内容。命令行上的所有 -D和 -U选项总是在 -include file
之前处理，无论这些选项的写入顺序如何。所有 -include和 -imacros
选项按这些选项的写入顺序处理。

-M 指示预处理器输出适合于 make 的规则，该规则描述每个目标文件的依
赖性。对于每个源文件，预处理器会输出一个 make 规则，其目标为该
源文件的目标文件名，其依赖性为它使用的所有 #include头文件。该
规则可能为单行，也可能在太长时使用 \-newline 继续。规则列表打
印在标准输出中，而不是预处理 C 程序中。
-M隐含着 -E（见第 5.9.2 节 “用于控制输出类型的选项”）。

-MD 类似于 -M，但依赖性信息写入一个文件，并且编译继续进行。包含依赖
性信息的文件的名称与源文件相同，并带有 .d扩展名。

-MF file 与 -M 或 -MM 配合使用时，指定用于写入依赖性的文件。如果未给出
-MF开关，预处理器会将规则发送到与预处理输出发送到的相同位置。
与驱动程序选项 -MD或 -MMD和 -MF配合使用时，覆盖默认的依赖性输
出文件。

-MG 将缺少的头文件视为已生成的文件，并假定它们位于与源文件相同的目
录中。如果指定了 -MG，则也必须指定 -M或 -MM。 -MG不支持与 -MD
或 -MMD配合使用。

-MM 类似于-M，但输出仅提及使用#include "file"包含的用户头文件。
通过 #include <file>包含的系统头文件会被省略。

-MMD 类似于 -MD，只是仅提及用户头文件，不提及系统头文件。

表 5-14： 预处理器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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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用于汇编的选项

以下选项控制汇编器操作。

-MP 该选项指示 CPP 为除主文件之外的每个依赖性添加一个假目标，使每
个依赖性均不依赖于任何对象。如果删除头文件时未更新 make-file 而
使之匹配，这些假规则可以避开 make发出的错误。
以下是典型的输出：
test.o: test.c test.h
test.h:

-MQ 与 -MT相同，但它会为对于 make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符加上引号。
-MQ '$(objpfx)foo.o'得到 $$(objpfx)foo.o: foo.c
默认目标会自动加引号，如同为它指定了 -MQ。

-MT target 更改依赖性生成发出的规则的目标。默认情况下，CPP 会采用主输入文
件的名称，包括任何路径，删除任何文件后缀（例如 .c），并追加平台
的常用目标后缀。结果就是目标。
-MT选项会将目标设置为与您指定的字符串完全相同。如果需要多个目
标，可以将它们指定为 -MT的单个参数，或使用多个 -MT选项。
例如：
-MT '$(objpfx)foo.o' 可能得到 $(objpfx)foo.o: foo.c

-nostdinc 不在标准系统目录中搜索头文件。仅搜索使用 -I 选项指定的目录（以
及当前目录，如适用）。（关于 -I 的信息，请参见第 5.9.11 节“用于
目录搜索的选项”）。
通过同时使用 -nostdinc和 -I-，可以将包含文件搜索路径限制为仅
包含显式指定的目录。

-P 指示预处理器不生成 #line伪指令。与 -E选项配合使用（见第 5.9.2 节
“用于控制输出类型的选项”）。

-trigraphs 支持 ANSI C 三字符组合。 -ansi选项也具有这种作用。

-Umacro 取消定义宏 macro。-U选项在所有 -D选项之后，但在任何 -include
和 -imacros选项之前起作用。

-undef 不要预定义任何非标准宏 （包括架构标志）。

表 5-15： 汇编选项

选项 定义

-Wa,option 将 option作为一个选项传递给汇编器。如果 option中包含逗号，则
在逗号处将其拆分为多个选项。

表 5-14： 预处理器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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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0 用于链接的选项

如果使用了 -c、-S或 -E中的任何选项，则链接器不会运行，并且不应将目标文件名用
作参数。

表 5-16： 链接选项

选项 定义

-fill=<options 要传递给链接器的存储器填充选项。

-Ldir 将目录 dir添加到要用于搜索命令行选项 -l指定的库的目录列表中。

-llibrary 链接时搜索名为 library的库。
链接器会在标准目录列表中搜索库，它实际上是一个名为 liblibrary.a
的文件。然后链接器会使用该文件，如同通过名称精确地指定了它。
在命令的何处写入该选项会产生区别。链接器会按指定库和目标文件
的顺序来处理库和目标文件。因此， foo.o -lz bar.o 会在文件
foo.o 之后但在 bar.o 之前搜索库 z。如果 bar.o 引用了 libz.a
中的函数，则可能不会装入这些函数。
搜索的目录包括几个标准系统目录，再加上使用 -L指定的所有目录。
通常，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的文件是库文件（成员为目标文件的归档文
件）。链接器通过扫描归档文件来处理它，即查找定义了已引用但尚未
定义的符号的成员。但如果找到的文件是一个普通目标文件，则它以通
常的方式链接。使用 -l 选项（如 -lmylib）和指定文件名（例如，
libmylib.a）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 -l会按照指定搜索几个目录。
默认情况下，会指示链接器搜索：
<install-path>\lib
查找使用 -l选项指定的库。对于安装到默认位置的编译器，它将为：
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32\<version>\lib
使用环境变量可以改写该行为。
另请参见 INPUT和 OPTIONAL链接器脚本伪指令。

-mips16 链接库的 MIPS16 ISA 版本。

-mmicromips 链接库和启动代码的 microMIPS 压缩 ISA 版本。启动代码的 ISA 必须
与BOOTISA配置位的设置匹配。因此，仅当在源代码中使用#pragma
config BOOTISA=MICROMIPS时，才使用 -mmicromips链接选项
来链接 microMIPS 启动代码。

-nodefaultlibs 在链接时，不要使用标准系统库。仅将您指定的库传递给链接器。编
译器可能会生成对 memcmp、memset和 memcpy的调用。这些入口通
常由标准编译器库中的入口解析。指定该选项时，应通过其他某种机
制提供这些入口点。

-nostdlib 在链接时不使用标准系统启动文件或库。没有启动文件，仅将您指定的
库传递给链接器。编译器可能会生成对 memcmp、memset和memcpy的
调用。这些入口通常由标准编译器库中的入口解析。指定该选项时，应
通过其他某种机制提供这些入口点。

-s 从可执行文件中删除所有符号表和重定位信息。
DS50001686G_CN 第 126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编译器命令行驱动程序
5.9.11 用于目录搜索的选项

以下选项用于向编译器指定在何处查找要搜索的目录和文件。

-u symbol 假定 symbol 未定义，通过强制链接库模块来定义该符号。可对不同
符号多次使用 -u来强制装入其他库模块，这是合法的。

-Wl,option 将 option 作为一个选项传递给连接器。如果 option 中包含逗号，
则在逗号处将其拆分为多个选项。

-Xlinker option 将 option 作为一个选项传递给连接器。可以使用该选项来提供编译
器不知道如何识别的特定于系统的链接器选项。

表 5-17： 目录搜索选项

选项 定义

-Bprefix 该选项指定在何处查找可执行文件、库、包含文件和编译器本身的数
据文件。
编译器驱动程序会运行子程序 xc32-cpp、 xc32-as和 xc32-ld中的一
个或多个。它会尝试使用 prefix作为它尝试运行的每个程序的前缀。
对于要运行的每个子程序，编译器驱动程序会先尝试 -B 前缀（如果
存在）。 后，驱动程序会搜索当前 PATH环境变量来查找子程序。
有效指定目录名的 -B 前缀也适用于链接器中的库，因为编译器会将这
些选项转换为用于链接器的 -L 选项。它们也适用于预处理器中的包含
文件，因为编译器会将这些选项转换为用于预处理器的 -isystem 选
项。在这种情况下，编译器会在前缀之后附加 include。

-specs=file 在编译器读入标准 spces文件之后处理文件，以覆盖 xc32-gcc驱动
程序在确定将哪些开关传递给 xc32-as和 xc32-ld等时使用的默认
设置。可以在命令行上指定多个 -specs=file，它们将按顺序从左到
右处理。

表 5-16： 链接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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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2 用于代码生成约定的选项

-fflag 形式的选项指定独立于机器的标志。大多数标志都具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
-ffoo 的否定形式为 -fno-foo。在下表中，仅列出了两种形式之一 （不是默认设置
的形式）。

表 5-18： 代码生成约定选项

选项 定义

-fargument-alias 
-fargument-noalias 
-fargument- 
noalias-global 

指定参数之间以及参数与全局数据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fargument-alias 指定实参（形参）可以互为别名，并且可以
为全局存储的别名。
-fargument-noalias 指定实参不互为别名，但可以为全局存储
的别名。
-fargument-noalias-global 指定实参不互为别名，也不为全
局存储的别名。
每种语言会自动使用语言标准所要求的任何选项。您不需要自己使
用这些选项。

-fcall-saved-reg 将名为 reg的寄存器视为由函数保存的可分配寄存器。甚至可以在
其中分配临时变量或跨调用存活的变量。如果函数使用了寄存器
reg，则通过这种方式编译的函数会保存和恢复该寄存器。
对帧指针或堆栈指针使用该标志是错误的。对在机器的执行模型中
具有固定重要作用的其他寄存器使用该标志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
对返回函数值的寄存器使用该标志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灾难结果。
该标志应在所有模块中一致地使用。

-fcall-used-reg 将名为 reg的寄存器视为被函数调用破坏的可分配寄存器。可以在
其中分配临时变量或不会跨调用存活的变量。通过这种方式编译的
函数不会保存和恢复寄存器 reg。
对帧指针或堆栈指针使用该标志是错误的。对在机器的执行模型中
具有固定重要作用的其他寄存器使用该标志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
该标志应在所有模块中一致地使用。

-ffixed-reg 将名为 reg的寄存器视为固定寄存器。生成的代码应绝对不引用它
（除非作为堆栈指针、帧指针或其他某个固定功能）。
reg必须为寄存器的名称 （例如， -ffixed-$0）。

-fno-ident 忽略 #ident伪指令。

-fpack-struct 将所有结构成员无缝地压缩在一起。通常不希望使用该选项，因为
它会使代码不是 优化的，且结构成员的偏移量与系统库不相符。

-fpcc-struct-return 像长值一样，将短结构和联合值返回到存储器中，而不是返回到寄
存器中。该约定的效率较低，但其优点是可以使 32 位编译文件与其
他编译器编译的文件兼容。
短结构和联合指长度和对齐都与整型匹配的结构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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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o-short-double 默认情况下，编译器使用与 float等效的 double类型。该选项使
double 与 long double 等效。如果模块通过参数传递直接或通
过共享缓冲空间间接共用 double 数据，跨模块混合使用该选项可能
会产生异常结果。无论使用哪个开关设置，随产品提供的库都可正
常工作。

-fshort-enums 按照 enum 类型声明的可能值范围的需要，为其分配字节。具体地
说， enum类型等效于具有足够空间的 小整型。

-fverbose-asm
-fno-verbose-asm

在生成的汇编代码中放入额外的注释信息，使它更具可读性。
默认设置为 -fno-verbose-asm，它会省略额外的信息，这在比
较两个汇编文件时很有用。

-fvolatile 将通过指针进行的所有存储器引用视为 volatile。
-fvolatile-global 将对外部和全局数据项的所有存储器引用视为 volatile。使用该开关

对静态数据不起作用。

-fvolatile-static 将对静态数据的所有存储器引用视为 volatile。

表 5-18： 代码生成约定选项 （续）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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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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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ANSI C 标准问题
6.1 简介

该编译器符合针对编程语言的 ANSI X3.159-1989 标准。它通常被称为 C89 标准。在
本手册中将它称为 ANSI C 标准。此外，还支持更新标准 C99 中的一些特性。

• 不符合 ANSI C 标准的方面

• ANSI C 标准的扩展

• 实现定义的行为

6.2 不符合 ANSI C 标准的方面

不存在任何不符合 ANSI C 标准的方面。

6.3 ANSI C 标准的扩展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的 C/C++ 代码在以下方面与 ANSI C 标准存在差别： 关键
字、语句和表达式。

6.3.1 关键字差别

新的关键字属于基本 GCC 实现的一部分，所引用章节中的讨论基于标准 GCC 文档，
并针对 GCC 的 32 位编译器移植版本的特定语法和语义进行讨论。

• 指定变量的属性——第 8.12 节 “变量属性”

• 指定函数的属性——第 12.2 节 “函数属性和说明符”

• 内联函数——第 12.9 节 “内联函数”

• 指定寄存器中的变量——第 8.12 节 “变量属性”

• 复数——第 8.8 节 “复数数据类型”

• 使用 typeof引用类型——第 8.10 节 “标准类型限定符”

6.3.2 语句差别

语句差别属于基本 GCC 实现的一部分，所引用章节中的讨论基于标准 GCC 文档，并
针对 GCC 的 32 位编译器移植版本的特定语法和语义进行讨论。

• 标号作为值——第 10.4 节 “标号作为值”

• 带省略操作数的条件语句——第 10.5 节 “条件操作符的操作数”

• case 范围——第 10.6 节 “case 范围”

6.3.3 表达式差别

表达式差别包括：

• 二进制常量——第 8.9 节 “常量类型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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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实现定义的行为

ANSI C 标准的某些特性具有实现定义的行为。这意味着一些 C 代码的确切行为会因编
译器不同而不同。本文档将详细介绍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的确切行为，附录 B
“实现定义的行为”也对其进行了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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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与器件相关的特性
7.1 简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许多特殊的 C/C++ 语言特性和扩展，这些特性和扩展
旨在减轻生成基于 ROM 的应用程序这一任务。本章将介绍特定于这些器件的特殊语言
特性。

• 器件支持

• 器件头文件

• 堆栈

• ID 存储单元

• 从 C 代码中使用 SFR

7.2 器件支持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旨在支持所有 PIC32 器件。但是，这些系列中经常会发布
新的器件。

7.3 器件头文件

有一个头文件建议在编写每个源文件时都包含。该文件为 <xc.h>，它是一个通用文
件，它会在您编译项目时包含其他特定于器件的头文件。

包含该文件时，将可以通过特殊变量以及一些 #define访问 SFR，从而可以从汇编语
言文件中使用常规的寄存器名称。

7.3.1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cp0defs.h）是一个包含 CP0 寄存器及其位域的定义的文
件。此外，它还包含用于访问 CP0 寄存器的宏。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位于编译器安装目录的 pic32mx/include 目录。当包含通用
器件头文件 xc.h时，将自动包含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旨在与汇编或 C/C++ 文件配合工作。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依
赖于在处理器通用头文件中定义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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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堆栈

PIC32 器件使用本用户指南中所称的“软件堆栈”作为堆栈。它是大多数计算机采用的
典型堆栈安排，它是通过入栈和出栈类型的指令以及一个堆栈指针寄存器进行访问的普
通数据存储器。“硬件堆栈”一词用于描述 Microchip 8 位器件采用的堆栈，它仅用于
存储函数返回地址。

PIC32 器件使用专用的堆栈指针寄存器 sp（寄存器 29）作为软件堆栈指针。所有处理
器堆栈操作（包括函数调用、中断和异常）都使用软件堆栈。它指向堆栈中的下一个可
用单元。堆栈朝着存储器低地址向下增长。

默认情况下，堆栈的大小为 1024 字节。堆栈的大小可以通过在链接器命令行上使用

--defsym_min_stack_size链接器命令行选项指定大小来进行更改。使用命令行分

配 2048 字节堆栈的示例如下：
xc32-gcc foo.c -Wl,--defsym,_min_stack_size=2048

运行时堆栈从高地址到低地址向下增长。使用两个工作寄存器来管理堆栈：

• 寄存器 29 （sp）——它是堆栈指针。它指向堆栈中的下一个可用单元。

• 寄存器 30 （fp）——它是帧指针。它指向当前函数的帧。

未提供堆栈溢出检测功能。

C/C++运行时启动模块会在启动和初始化序列期间初始化堆栈指针，请参见第14.3.2节
“初始化堆栈指针和堆”。

7.4.1 配置位访问

PIC32 器件具有几个包含配置位或熔丝的存储单元。这些位指定基本的器件操作，例如
振荡器模式、看门狗定时器、编程模式和代码保护。未正确设置这些位可能导致代码失
败或器件无法运行。

#pragma config 伪指令指定要由应用程序使用的特定于处理器的配置设置 （即，配
置位）。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PIC32 Configuration Settings”联机帮助 （位于
MPLAB X IDE>Help>Help Contents> XC32 Toolchain （XC32 工具链）下）。（如
果从命令行中使用编译器，则该帮助文件位于默认位置： Program Files/Microchip/
<install-dir>/<version>/docs/PIC32ConfigSet.html。）

可以使用多条 #pragma config伪指令来指定配置设置。编译器会验证所指定的配置
设置对于编译所针对的处理器是否有效。如果配置字中的某个给定设置未在任何
#pragma config伪指令中指定，则与该设置关联的位默认设为未编程值。应仅在单
个翻译单元 （在预处理后带有所有包含文件的 C/C++ 文件）中指定配置设置。

对于使用 #pragma config 伪指令指定了设置的每个配置字，编译器将生成名为
.config_address的只读数据段，其中的 address是配置字地址的十六进制表示形
式。例如，如果为位于地址 0xBFC02FFC 的配置字指定了配置设置，则会创建名为
.config_BFC02FFC的只读数据段。

• 语法

•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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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 语法

以下给出了 pragma 伪指令可能采用的不同形式的元语法表示法。

pragma-config-directive：
     # pragma config setting-list
setting-list：
     setting
   | setting-list, setting
setting：
     setting-name = value-name

setting-name 和 value-name 是特定于器件的，可以通过使用位于安装目录 docs 文件
夹中的 PIC32ConfigSet.html 文档来确定。

应将所有 #pragma config伪指令放在函数定义之外，因为它们不定义可执行代码。

7.4.1.2 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可以如何使用 #pragma config伪指令。该示例执行以下操作：

•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

• 将看门狗后分频比设置为 1:128
• 选择 HS 振荡器作为主振荡器

#pragma config FWDTEN = ON, WDTPS = PS128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
int main(void)
{
...
}

7.5 ID 存储单元

用户定义的 ID 单元在一个配置字中实现。这些单元应使用 #pragma config 伪指令
进行设定。请参见第 7.4.1 节 “配置位访问”。

示例： #pragma config USERID=0x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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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从 C 代码中使用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SFR）是一些控制器件上 MCU 操作或
外设模块各个方面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进行存储器映射，这意味着，它们出现在器件
存储器映射中的特定地址处。对于一些寄存器，寄存器内的位控制一些独立的功能。

存储器映射的SFR通过一些置于寄存器地址处并使用特殊属性的特殊C变量进行访问。
这些变量可以像任何普通C变量一样进行访问，所以访问SFR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语法。

SFR 变量在头文件中预定义，在源代码中包含 <xc.h>头文件 （见第 7.3 节 “器件头
文件”）之后即可访问它们。这些头文件也定义了一些结构，以便访问 SFR 内的位。

对于映射到寄存器以及这些寄存器中的位变量或位域的C变量，其名称将基于器件数据
手册中指定的名称。存放位域的结构的名称通常为相应寄存器的名称后跟随 bits。例
如，下面给出了执行这些操作的代码：包含通用头文件、将 PORTB 作为一个整体清
零，并使用结构 / 位域定义将 PORTB 的 bit 2 置 1。

#include <xc.h>
int main(void)
{
  PORTBCLR = 0xFFFFu;
  PORTBbits.RB2 = 1;
  PORTBSET= _PORTB_RB2_MASK;
}

为了用于汇编代码， PORTB寄存器声明为： .extern PORTB。
要确认与所用器件有关的名称，请查看 <xc.h> 将包含的特定于器件的头文件，确定
每个变量的定义。这些文件将位于编译器的 pic32mx/include/proc 目录，并具
有一个代表该器件的名称。器件和将通过 <xc.h>包含的头文件的名称存在一对一关
系，例如，针对 PIC32MX360F512L 器件进行编译时， <xc.h> 头文件将包含
<proc/p32mx360f512l.h>。请记住，不需要在源代码中包含这个特定于芯片的文件；
它由 <xc.h> 自动包含。

一些 PIC32 SFR 具有关联的寄存器，用于以原子方式置 1、清零或翻转 SFR 内的位。
例如，PORTB SFR 具有与之关联的只写寄存器 PORTBSET、PORTBCLR和 PORTBINV。
向这些寄存器中的位单元中写入 1时，将分别置 1、清零或翻转 PORTB  SFR 中的相应
位。所以，要将 PORTB中的 bit 1 置 1，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PORTBSET = 0x2;

或者，使用器件头文件中提供的宏：

PORTBSET = _PORTB_RB1_MASK;

注： 符号 PORTB和 PORTBbits指代同一寄存器，并解析为相同的地址。向一
个寄存器写入数据将同时更改两者存放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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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CP0 寄存器定义

从汇编文件中包含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时， CP0 寄存器的定义如下：

#define _CP0_register_name $register_number, select_number

例如， IntCtl寄存器定义为：

#define _CP0_INTCTL $12, 1

从 C 文件中包含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时， CP0 寄存器和选择的定义如下：

#define _CP0_register_name register_number
#define _CP0_register_name_SELECT select_number

例如， IntCtl寄存器定义为：

#define _CP0_INTCTL 12
#define _CP0_INTCTL_SELECT 1

7.6.2 CP0 寄存器位域定义

从汇编或 C/C++ 文件中包含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时，每个 CP0 寄存器位域存在 3 条
#define。

_CP0_register_name_field_name_POSITION——起始位单元

_CP0_register_name_field_name_MASK——设置属于该位域一部分的位

_CP0_register_name_field_name_LENGTH——该位域占用的位数

例如， IntCtl寄存器的向量间距位域具有以下定义：

#define _CP0_INTCTL_VS_POSITION 0x00000005
#define _CP0_INTCTL_VS_MASK     0x000003E0
#define _CP0_INTCTL_VS_LENGTH   0x00000005

7.6.3 CP0 访问宏

从 C 文件中包含 CP0 寄存器定义头文件时，将会定义 CP0 访问宏。每个 CP0 寄存器
多会定义 6 个不同的访问宏：

_CP0_GET_register_name () 返回寄存器 register_name的值。

_CP0_SET_register_name (val) 将寄存器 register_name设置为 val，并返回 void。
只会为包含可写位域的寄存器定义。

_CP0_XCH_register_name (val) 将寄存器 register_name 设置为 val，并返回先前
的寄存器值。只会为包含可写位域的寄存器定义。

_CP0_BIS_register_name (set) 将寄存器 register_name 设置为 （reg |= set），
并返回先前的寄存器值。只会为包含可写位域的寄存
器定义。

_CP0_BIC_register_name (clr) 将寄存器 register_name设置为（reg &= ~clr），
并返回先前的寄存器值。只会为包含可写位域的寄存器
定义。

_CP0_BCS_register_name (clr, 
set)

将寄存器 register_name设置为
（reg = (reg & ~clr) | set），并返回先前的寄存器值。
只会为包含可写位域的寄存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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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地址转换宏

系统代码可能需要在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以及在内核段地址之间进行转换。提供
了一些宏来方便这些转换，以及确定地址所在的段。

KVA_TO_PA(v) 将内核虚拟地址转换为物理地址。

PA_TO_KVA0(pa) 将物理地址转换为 KSEG0 虚拟地址。

PA_TO_KVA1(pa) 将物理地址转换为 KSEG1 虚拟地址。

KVA0_TO_KVA1(v) 将 KSEG0 虚拟地址转换为 KSEG1 虚拟地址。

KVA1_TO_KVA0(v) 将 KSEG1 虚拟地址转换为 KSEG0 虚拟地址。

IS_KVA(v) 如果地址为内核段虚拟地址，则求值为 1，否则为 0。
IS_KVA0(v) 如果地址为 KSEG0 虚拟地址，则求值为 1，否则为 0。
IS_KVA1(v) 如果地址为 KSEG1 虚拟地址，则求值为 1，否则为 0。
IS_KVA01(v) 如果地址为 KSEG0 或 KSEG1 虚拟地址，则求值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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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支持的数据类型和变量
8.1 简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一系列数据类型和属性。此处将介绍这些数据类型和
变量。关于变量在存储器中的存储位置的信息，请参见第 9 章 “存储器分配和访问”。

• 数据表示

• 整型数据类型

• 浮点型数据类型

• 结构和联合

• 指针类型

• 复数数据类型

• 常量类型和格式

• 标准类型限定符

• 特定于编译器的限定符

• 变量属性

8.2 标识符

C/C++ 变量标识符 （以下对于函数标识符也是符合的）是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序
列，其中的下划线字符 _算作一个字母。标识符不能以数字开头。虽然它们可以使用下
划线开头，但这种标识符仅保留供编译器使用，不应由您的程序定义。对于汇编域标识
符则不是如此，它们通常以下划线开头。

标识符区分大小写，所以 main不同于 Main。

标识符中的所有字符都具有意义，虽然长度超过31个字符的标识符的可移植性会降低。

8.3 数据表示

编译器使用小尾数法格式来存储多字节值。也即，低字节存储在 低地址上。

例如， 32 位值 0x12345678将按以下形式存储在地址 0x100处：

地址 0x100 0x101 0x102 0x103

数据 0x78 0x56 0x34 0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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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整型数据类型

编译器中的整型值使用补码表示，其长度为 8 至 64 位。通过 limits.h，可在编译代
码中使用这些值。

8.4.1 有符号和无符号字符类型

默认情况下，普通 char类型的值为有符号值。根据 C 标准，该行为是由实现定义的，一
些环境1 将普通 C/C++ char 值定义为无符号。可以使用命令行选项 -funsigned-char
将给定翻译单元的默认类型设置为无符号。

8.4.2 limits.h

limits.h头文件定义了整型可以表示的值范围。

类型 位数 小值 大值

char, signed char 8 -128 127
unsigned char 8 0 255

short, signed short 16 -32768 32767
unsigned short 16 0 65535

int, signed int, long, signed long 32 -231 231-1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32 0 232-1
long long, signed long long 64 -263 263-1
unsigned long long 64 0 264-1

1. 著名的是 PowerPC 和 ARM。

宏名称 值 说明

CHAR_BIT 8 小非位域对象的长度，以位为单位。

SCHAR_MIN -128  signed char类型的对象的 小可能值。

SCHAR_MAX 127 signed char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UCHAR_MAX 255 unsigned char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CHAR_MIN -128 （或 0，请参见第
8.4.1 节 “有符号和无
符号字符类型”）

char类型的对象的 小可能值。

CHAR_MAX 127 （或 255，请参见
第 8.4.1 节“有符号和
无符号字符类型”）

char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MB_LEN_MAX 16 任意区域设置中的多字节字符的 大长度。

SHRT_MIN -32768 short int类型的对象的 小可能值。

SHRT_MAX 32767 short int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USHRT_MAX 65535 unsigned short int类型的对象的 大
可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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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_MIN -231 int类型的对象的 小可能值。

INT_MAX 231-1 int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UINT_MAX 232-1 unsigned int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LONG_MIN -231 long类型的对象的 小可能值。

LONG_MAX 231-1 long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ULONG_MAX 232-1 unsigned long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LLONG_MIN -263 long long类型的对象的 小可能值。

LLONG_MAX 263-1 long long类型的对象的 大可能值。

ULLONG_MAX 264-1 unsigned long long类型的对象的 大
可能值。

宏名称 值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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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浮点型数据类型

编译器使用 IEEE-754 浮点格式。关于实现限制的详细信息通过 float.h 提供给翻译
单元。

变量可以分别使用 float、double和 long double关键字进行声明，以存放这些类
型的值。浮点型总是为有符号的，在指定浮点型时，unsigned关键字是非法的。所有
浮点值都使用低字节 （LSb）位于低地址的小尾数法格式表示。

表 8-1 描述了这种格式，其中：

• “符号”为指示数字是正数还是负数的符号位

• 对于 32 位浮点值，指数为 8 位，它以加 127 的形式存储（即，指数 0 存储为 127）。

• 对于64位浮点值，指数为11位，它以加1023的形式存储（即，指数0存储为1023）。

• “尾数”为小数点右侧的尾数。在小数点左侧有一个隐含位，对于零值，隐含位为
零，对于其他值，它总是为 1。零值通过零指数表示。

对于 32 位浮点值，该数字的值为：

(-1)sign x 2( 指数 -127) x 1. 尾数

对于 64 位值

(-1)sign x 2( 指数 -1023) x 1. 尾数。

下面的表 8-1 列出了 IEEE 754 32 位格式的示例。请注意，尾数列的最高位 （即小数
点左边的位）是隐含位，除非指数为零 （这种情况下浮点值为零），否则假定它为 1。

表 8-1 中的示例可以如下手动计算。

符号位为零；偏移的指数为 251，所以指数为 251-127=124。获取尾数中小数点右侧的
二进制数。将它转换为十进制数，并除以 223 （其中， 23 是尾数占用的位数），得到
0.302447676659。将该小数加上 1。然后，通过以下方式得到浮点数：

-1021241.302447676659

它将变为：

12.126764793256e+371.302447676659

它约等于：

2.77000e+37

类型 位数

float 32

double 32

long double 64

表 8-1： 浮点型格式示例 IEEE 754
格式  数字  偏移的指数  1. 尾数  十进制

32 位 7DA6B69Bh
 

11111011b 1.0100110101101101
0011011b

2.77000e+37

(251) (1.3024476766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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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浮点值有时会引起误解。记住一点很重要，即并不是每个浮点值都可以通过一个
有限长度的浮点数表示。数字中指数的长度将决定可以存放的数值范围，而尾数的长度
则关系到可以精确表示的每个值之间的间距。因此，64 位浮点格式允许范围较大的值，
并且可以更精确地进行表示。

例如，如果使用 32 位宽的浮点型，它可以精确存储值 95000.0。但是，它可以表示的下
一个最高数字（大约）为 95000.00781，这种类型无法表示这两个值之间的任何值，因
为会发生舍入。这意味着进行浮点型比较的 C/C++ 代码可能无法产生预期的行为。例如：

volatile float myFloat;
myFloat = 95000.006;
if(myFloat == 95000.007)     // value will be rounded

LATA++;                 // this line will be executed!

其中， if()表达式的结果将为 true，虽然看起来所比较的两个值是不同的。

表 8-2 总结了浮点型格式的特征。该表中的符号是一些预处理器宏，它们在源代码中包含
<float.h> 之后可用。有两组宏可分别用于 float 和 double 类型；其中， XXX 代表
FLT和 DBL。例如，FLT_MAX表示 float类型的最大浮点值。DBL_MAX代表 double类
型的相同值。由于 ANSI 标准未详细规定浮点型数据类型的长度和格式，所以使用这些宏
可以实现可移植性更高的代码，它们可以检查该实现中的类型可以存放的值的范围限制。

表 8-2： 浮点型值的范围

符号 含义 32 位值 64 位值

XXX_RADIX 指数表示形式的基数 2 2

XXX_ROUNDS 加法的舍入模式 1

XXX_MIN_EXP 使 FLT_RADIXn-1 为归一化浮点
值的最小 n

-125 -1021

XXX_MIN_10_E
XP

使 10n为归一化浮点值的最小 n -37 -307

XXX_MAX_EXP 使 FLT_RADIXn-1 为归一化浮点
值的最大 n

128 1024

XXX_MAX_10_E
XP

使 10n为归一化浮点值的最大 n 38 308

XXX_MANT_DIG FLT_RADIX 尾数位数 24 53

XXX_EPSILON 与1.0相加不会得到1.0的最小数字 1.1920929e-07 2.22044604925
03131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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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结构和联合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 struct和 union类型。结构和联合的唯一区别在于
对每个成员应用的存储器偏移量。

这两种类型至少为 1 个字节宽。完全支持位域。

结构和联合可作为函数参数和函数返回值自由地传递。完全支持指向结构和联合的指针。

8.6.1 结构和联合限定符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对于结构使用类型限定符。对结构应用限定符时，其
所有成员都会继承该限定。在以下示例中，结构使用 const进行限定。

const struct {
        int number;
        int *ptr;
} record = { 0x55, &i };

在此例中，整个结构都会被放入程序存储器，并且每个成员都是只读的。请记住，如果
结构使用 const 限定，则通常需要对所有成员进行初始化，因为它们不能在运行时初
始化。

如果结构的成员单独使用 const 进行限定，但不对结构进行这种限定，则结构将被定
位到 RAM，但每个成员都是只读的。将以下结构与上面的结构进行比较。

struct {
        const int number;
        int * const ptr;
} record = { 0x55, &i };

8.6.2 结构中的位域

MPLAB XC32 C/C++ 编译器完全支持结构中的位域。

位域总是分配到 8 位存储单元中，虽然它在定义中通常使用 unsigned int类型。存
储单元对齐到 32 位边界上，虽然这可以使用 packed属性进行更改。

定义的第一个位将为存储它的字中的 低位。声明位域时，如果当前的 8 位单元可容纳
它，则会将它分配到其中；否则，会在结构中分配一个新的字节。位域永远不能跨越 8位
分配单元之间的边界。例如，以下声明：

struct {
        unsigned        lo : 1; 
        unsigned        dummy : 6; 
        unsigned        hi : 1; 
} foo;

将产生一个占用 1 个字节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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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声明未命名位域来填充控制寄存器中有效位之间的未用空间。例如，如果永远
不会引用 dummy，以上结构可以声明为：

struct {
        unsigned        lo : 1; 
        unsigned           : 6; 
        unsigned        hi : 1; 
} foo;

带有位域的结构可以通过提供由每个位域的初始值构成的逗号分隔列表进行初始化。
例如：

struct {
        unsigned        lo  : 1; 
        unsigned        mid : 6; 
        unsigned        hi  : 1; 
} foo = {1, 8, 0};

带有未命名位域的结构可以进行初始化。不应为未命名成员提供初始值，例如：

struct {
        unsigned        lo  : 1; 
        unsigned            : 6; 
        unsigned        hi  : 1; 
} foo = {1, 0}; 

将正确初始化成员 lo和 hi。

MPLAB XC 编译器支持匿名联合。它们是不具有标识符的联合，无需引用外围的联合
即可访问其成员。这些联合可以在放入结构中之后使用。例如：

struct {
union {
int x;
double y;

};
} aaa;

int main(void)
{

aaa.x = 99;
// ...}

此处，联合未命名，其成员可以作为结构的一部分进行访问。匿名联合不属于任何 C 标
准的一部分，所以使用它们会限制任何代码的可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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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指针类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两种基本指针类型：数据指针和函数指针。数据指针
存放可以由程序间接读取，并可能可间接写入的变量的地址。函数指针存放可通过指针
间接调用的可执行函数的地址。

8.7.1 组合类型限定符和指针

先回顾一下 ANSI C/C++ 标准对于指针类型定义的约定会很有帮助。

指针可以像任何其他 C/C++ 对象一样进行限定，但这样做时必须小心，因为会有两个
量与指针相关联。第一个量是实际指针本身，它像任何普通 C/C++ 变量一样对待，并
且会为它保留存储空间。第二个量是指针引用的目标，或指针所指向的目标。指针定义
的一般形式如下：

target_type_&_qualifiers * pointer’s_qualifiers pointer’s_name;

*右侧（即，指针名称旁）的所有限定符都与指针变量本身相关。*左侧的类型和所有
限定符都与指针的目标相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 * 操作符也用于指针解引用，从而使
您可以通过指针变量获取它的当前目标。

以下给出了 3 个使用 volatile 限定符的指针定义示例。定义中的各个字段使用间距
进行了强调：

volatile int *           vip ;
int          * volatile  ivp ;
volatile int * volatile  vivp ;

第一个示例是一个名为 vip 的指针。它包含使用 volatile 限定的 int 对象的地址。
指针本身（存放地址的变量）不是 volatile（可变）类型；但是，进行指针解引用时
访问的对象被视为volatile类型。即，可通过指针访问的目标对象可在外部进行修改。

第二个示例是一个名为 ivp 的指针，它也包含一个 int 对象的地址。在该示例中，指
针本身是 volatile类型，即指针包含的地址可在外部进行修改；但是，进行指针解引
用时可以访问的对象不是 volatile类型。

后一个示例是一个名为 vivp 的指针，它本身使用 volatile 限定，同时它包含
volatile对象的地址。

请记住，一个指针可以被赋予许多对象的地址；例如，某个函数使用指针作为参数，每
次调用该函数时都会为其赋予一个新的对象地址。指针的定义必须对于赋予的每个目标
地址都是有效的。

注： 描述指针时必须小心。“const 指针”是指向 const对象的指针，还是本
身即为 const类型的指针？ 您可以使用 “指向 const 的指针”和 “const
指针”这种描述来帮助阐明定义，但此类术语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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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数据指针

编译器中的指针长度均为 32 位。它们可以存放能到达所有存储单元的地址。

8.7.3 函数指针

MPLAB XC 编译器完全支持指向函数的指针，它们可以用于间接地调用函数。它们通
常用于调用存储在用户定义的 C/C++ 数组中的几个函数地址之一，该数组就如同一个
查找表。

函数指针的长度总是为 32 位，存放要调用的函数的地址。

尝试使用包含 NULL 的函数指针调用函数将导致 ifetch 总线错误。

8.7.3.1 特殊指针目标

指针和整型是不可互换的。将整型常量赋予指针将会产生对于该操作的警告。例如：

const char * cp = 0x123;  // the compiler will flag this as bad code

整型常量 0x123不具有与目标的类型或长度有关的任何信息。如果将整型地址赋予指针
并进行解引用，则这种代码是不可移植的，并且很有可能会发生代码失败，特别是对于
具有多个存储空间的 PIC® 器件。

将地址赋予一个指针时，请总是采用 C/C++ 对象的地址。如果在目标地址处未定义任
何 C/C++ 对象，则在该地址定义或声明一个可用于该目的的对象。请确保该对象的长
度与可以访问的存储单元的范围匹配。

例如，要生成从地址 0xA0001000 处开始的 1000 个存储单元的校验和。使用一个指针
来读取该数据。可以尝试如下编写代码：

int * cp;
cp = 0xA0001000;  // what resides at 0xA0001000???

并随数据递增指针。更好的解决方案是：

int * cp;
int __attribute__((address(0xA0001000))) inputData [1000];
cp = &inputData;
// cp is incremented over inputData and used to read values there

在这种情况下，编译器可以确定目标的长度和存储空间。数组长度和类型会指示指针目
标的长度。

进行指针比较 （相减）时需要小心。例如：

if(cp1 == cp2)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ANSI C 标准仅允许在两个指针目标为相同对象时进行指针比较。地址可能会延伸至超
出数组末尾的元素。

将指针与整型常量进行比较的风险更高，例如：

if(cp1 == 0xA0000100)
  ;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NULL 指针是可以向指针赋予常量值的一个实例，它可以由编译器正确处理。 NULL 指
针在数值上等于 0 （零），但这是 ANSI C 标准规定的一种特殊情况。此外，也允许与
宏 NULL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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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复数数据类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目前未实现复数数据类型。

8.9 常量类型和格式

常量用于表示源代码中的数值，例如，123 是一个常量。与所有值一样，常量必须具有
C/C++ 类型。除了常量的类型之外，还可以使用几种格式之一来指定实际值。整型常量
的格式会指定其基数。 MPLAB XC32 C 支持 ANSI 标准基数说明符，以及用于在 C 代
码中指定二进制常量的说明符。

表 8-3 列出了用于指定基数的格式。与用于指定十六进制数字的字母相同，用于指定二
进制或十六进制基数的字母也不区分大小写。

整型常量将具有 int、 long int或 long long int类型，以便类型可以在不发生
溢出的情况下存放其值。对于以八进制或十六进制指定的常量，如果它们对应的有符号
常量太小而无法存放其值，则还可以分配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 int或
unsigned long long int类型。

可以通过在数字后添加一个后缀来更改常量的默认类型；例如 23U，其中的 U为后缀。
表 8-4 列出了在分配类型时考虑的后缀和类型的可能组合。例如，如果指定了后缀 l，
并且值为一个十进制常量，并且如果 long int类型可以存放该常量，则编译器会分配
该类型；否则，它会分配 long long int类型。如果该常量被指定为一个八进制或十
六进制常量，则也会考虑无符号类型。

表 8-3： 基数格式

基数  格式  示例

二进制  0b数字或 0B数字  0b10011010

八进制  0 数字  0763

十进制  数字  129

十六进制  0x数字或 0X数字  0x2F

表 8-4： 后缀和分配的类型

后缀 十进制 八进制或十六进制

u或 U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int
unsigned long long 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int
unsigned long long int

l或 L long int
long long int

long int
unsigned long int
long long int
unsigned long long int

u或 U，以及 l或 L unsigned long int
unsigned long long int

unsigned long int
unsigned long long int

ll或 LL long long int long long int
unsigned long long int

u或 U，以及 ll或
LL

unsigned long long int unsigned long long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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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给出了一个可能由于分配给常量的默认类型不适合而发生失败的代码示例：

unsigned long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shifter;

int main(void)
{

shifter = 40;
result = 1 << shifter;
// code that uses result

}

常量 1将被分配 int类型，因而移位运算的结果将为 int类型，无论对常量进行多少
次移位， long变量 result的高位都永远不会被设置。在此例中，值 1 被左移 40 位
将产生结果 0，而不是 0x10000000000。
以下代码使用后缀来更改常量的类型，从而确保移位结果具有 unsigned long类型。

result = 1UL << shifter;

浮点型常量具有 double 类型，除非加上后缀 f 或 F，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 float
常量。后缀 l或 L指定 long double类型。

字符常量使用单引号字符 ’包围，例如 ’a’。字符常量具有 int类型，虽然在编译之后
可能会将其优化为 char类型。

编译器可接受多字节字符常量，但标准库不支持。

字符串常量或字符串字面值使用双引号字符 " " 包围，例如 "hello world"。字符串常
量的类型为 const char*，构成字符串的字符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与使用 const限
定的所有对象一样。

为了符合 ANSI C 标准，编译器不支持在字符或字符数组中使用扩展字符集。实际上，
它们需要使用反斜杠字符进行转义，如以下示例所示：

const char name[] = "Bj\370rk";
printf("%s's Resum\351", name);   \\ prints "Bjørk's Resumé"

将字符串字面值赋予指向非 const char类型的指针时，编译器将产生警告。该代码是
合法的，但指针尝试写入字符串的行为将失败。例如：

char * cp= "one";         // "one" in ROM, produces warning
const char * ccp= "two";  // "two"  in ROM, correct

定义并使用字符串初始化非 const数组 （即，不是指针定义）

char ca[]= "two";         // "two"  different to the above

是一种特殊情况，将生成一个位于数据空间中的数组，并在启动时使用字符串 "two" 初
始化 （从程序空间中复制）；而在其他上下文中使用的字符串常量则代表使用 const
限定的未命名数组，直接在程序空间中进行访问。

对于具有完全相同的字符序列的字符串， MPLAB XC32 C/C++ 编译器将使用相同的存
储单元和标号。例如，在以下代码片段中

if(strncmp(scp, "hello world", 6) == 0)
fred = 0;

if(strcmp(scp, "hello world") == 0)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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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同的问候字符串将共用相同的存储单元。当字符串可能位于不同模块时，必须使
能链接时优化，以允许这种优化。

编译器会连接两个相邻的字符串常量 （即，两个字符串仅使用空格进行分隔）。因而：

const char * cp = "hello"  "world";

将为指针赋予字符串 "hello world" 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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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标准类型限定符

类型限定符可以提供关于如何使用对象的附加信息。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
ANSI C 限定符和一些额外的特殊限定符，这些特殊限定符对于嵌入式应用非常有用，
并充分利用了 PIC MCU 架构。

8.10.1 const 类型限定符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使用 ANSI 类型限定符 const和 volatile。

const类型限定符用于指示编译器，某个对象是只读的，不会被修改。如果尝试修改声
明为 const类型的对象，编译器将发出警告或错误。

通常，const对象必须在声明时进行初始化，因为它不能在运行时的任何时间点赋值。
例如：

const int  version = 3;

会将 version定义为将放置在程序存储器中的 int变量，并且将总是包含值 3，程序
永远无法修改它。

除非使用了 -mno-embedded-data选项，否则使用 const 限定的对象将放入程序存储
器中。

8.10.2 volatile 类型限定符

volatile类型限定符用于指示编译器，无法保证某个对象在两次连续访问之间会保留
其值。这可以防止优化器删除对 volatile对象看起来多余的引用，因为这可能会改变
程序执行这种引用的行为。

所有可以由硬件修改或驱动硬件的 SFR 都限定为 volatile类型，可能由中断程序修
改的所有变量也应使用该限定符。例如：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WDTCON __attribute__((section("sfrs")));

volatile限定符并不保证任何访问都是原子的，但编译器会尝试实现它。

编译器生成的用于访问volatile对象的代码可能会与访问普通变量的代码不同，并且
用于 volatile 对象的代码通常会较长且较慢，因此仅在必需时才使用该限定符。但
是，在需要时未使用该限定符可能会导致代码失败。

volatile 关键字的另一个用途是防止未在 C/C++ 源代码中使用的变量被删除。如果
某个非 volatile变量从不使用，或者其使用方式对程序的功能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它
可能会在编译器生成代码之前被删除。

如果某条 C/C++ 语句仅包含一个 volatile 变量的名称，则会生成读取变量的存储单
元并丢弃结果的代码。例如，以下整条语句：

PORTB;

将生成读取 PORTB 但不对该值执行任何操作的汇编代码。对于一些需要通过读取来复
位中断标志状态的外设寄存器，这是非常有用的。通常，这种语句将不进行编码，因为
它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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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特定于编译器的限定符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目前没有实现任何非标准限定符。使用属性来控制变量和
函数。

8.12 变量属性

编译器关键字__attribute__可以用于指定变量或结构位域的特殊属性。该关键字后
跟包含在双括号内的属性说明。

要指定多个属性，请在双括号内通过逗号分隔它们，例如：

__attribute__ ((aligned (16), packed))。

address (addr)
为变量指定绝对虚拟地址。该属性可以与段属性配合使用。

该属性可以用在某个特定地址处开始一组变量：

  int foo __attribute__((section("mysection"),address(0xA0001000)));
  int bar __attribute__((section("mysection")));
  int baz __attribute__((section("mysection")));

请记住，编译器不会对指定的地址执行错误检查。段将被定位到指定地址处，无论链接
器脚本中列出的存储器区域范围或目标器件上的实际范围如何。该应用程序代码需要负
责确保该地址对于目标器件和应用程序是有效的。

此外，请注意带有绝对地址属性的变量将不通过 GP 相对寻址进行访问。这意味着它们
的开销会大于访问不带地址属性的变量。

此外，为了有效利用绝对段和新的 佳适应分配器，不应在链接器脚本中映射标准程序
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段。内置的链接器脚本不会映射大多数标准段，例如 .text、
.data、.bss或 .ramfunc段。通过不在链接器脚本中映射这些段，可以允许使用
佳适应分配器而不是顺序分配器来分配这些段。未在链接器脚本中映射的段可以分布在
绝对段周围，而链接器脚本映射的段则会被组合在一起并按顺序分配，这有可能导致与
绝对段发生冲突。

注： 在整个项目中一致地使用变量属性非常重要。例如，如果某个变量在文件
A 中定义时带有 aligned属性，而在文件 B 中通过 extern声明时未带
有 aligned，则可能会产生链接错误。

注： 对于没有 L1 高速缓存的目标器件上的数据变量，地址通常处于范围
[0xA0000000,0xA00FFFFC] 内，它在链接器脚本中定义为
“kseg1_data_mem”区域。对于具有 L1 数据高速缓存的目标器件上的数
据变量，地址通常处于范围 [0x80000000,0x800FFFFC] 内，它在链接器
脚本中定义为 “kseg0_data_mem”区域。请特别注意使用对应于器件的
正确 kseg 区域，否则 终可能会有多个变量分配到同一物理地址。
DS50001686G_CN 第 152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支持的数据类型和变量
后，请注意内置的默认链接器脚本中仍然会映射“小”数据和 bss（.sdata和 .sbss
等）段。这是因为“小”数据变量必须组合在一起，从而使它们处于更高效的 GP 相对
寻址模式的范围内。为了避免与这些链接器脚本映射的段发生冲突，请为绝对地址变量
选择高地址。

aligned (n)
带属性的变量将对齐到下一个 n字节边界处。

此外， aligned属性也可以用于结构成员。此类成员将在结构内对齐到指定边界处。

如果省略了对齐值 n，则变量的对齐值设置为 8 （基本数据类型的 大对齐值）。

请注意，aligned属性用于增大变量的对齐值，而不是减小它。要减小变量的对齐值，
请使用 packed属性。

cleanup (function)
指示在带属性的自动函数作用域变量超出作用域时调用的函数。

所指示的函数应接受单个参数，即指向与带属性变量兼容的类型的指针，并具有 void
返回类型。

coherent
coherent变量属性会使编译器 /链接器将该变量放入分配到 kseg1区域而不是 kseg0区
域的唯一段 （后者是带 L1 高速缓存的器件上的默认设置）。这意味着变量通过不使用
高速缓存的地址进行访问。

deprecated
deprecated (msg)
当使用指定为 deprecated 的变量时，会产生警告。可选的 msg 参数 （必须为字符
串）将打印在警告中 （如存在）。

persistent
persistent属性指定不应在启动时初始化或清零变量。使用带 persistent属性的
变量来存储在器件复位后仍然有效的状态信息。persistent属性会使编译器将变量放
入默认启动代码不会清零的类似 .bss 的特殊段中。由于该段总是处于数据空间中，所
以该属性与 space()属性不兼容。

int last_mode __attribute__((persistent));

persistent属性隐含着 coherent属性。也即，带 persistent属性的变量均通过
不使用高速缓存的地址进行访问。

注：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需要组合使用地址属性与空间属性，分别通过
space(prog)或 space(data)来指示代码或数据。此外，请参见属性
space(memory-space)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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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ed
带该属性的变量或结构成员将具有 小的可能对齐值。也即，不会为声明分配任何对齐
填充存储单元。 packed与 aligned属性配合使用，可以用于为变量或结构成员的类
型设置大于或小于默认对齐值的任意对齐限制。

section ("section-name")
将变量放入指定的段。

例如，

unsigned int dan __attribute__ ((section (".quixote")))

变量 dan将放入段 .quixote。

除非同时指定了 unique_section，否则 -fdata-sections 命令行选项对使用
section属性定义的变量不起作用。

space(memory-space)
space属性可以用于指示编译器在特定存储器空间中分配变量。对于程序存储器，有效
的存储器空间为 prog，对于数据存储器为 data。data空间是非 const 变量的默认空
间。该属性还控制如何处理已初始化的数据。对于默认的 space(data)，链接器会在
数据初始化模板中生成一个条目，但它不会对于 space(prog)生成一个条目，因为变
量位于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例如，

const unsigned int __attribute__((space(prog)) jack = 10;
signed int __attribute__((space(data))) oz = 5;

unique_section
将变量放入唯一命名的段中，就如同指定了 -fdata-sections。如果该变量还具有
section属性，将使用该段的名称作为前缀来生成唯一的段名称。

例如，

int tin __attribute__ ((section (".ofcatfood"), unique_section)

变量 tin将放入段 .ofcatfood。

unused
向编译器指示该变量可能不会被使用。如果该变量未被使用，编译器不会发出警告。

weak
weak 属性会使声明作为一个弱符号发出。弱符号指示如果有同一符号的全局版本可
用，则改为使用该版本。

当向对外部符号的引用应用 weak时，链接时可以不需要该符号。例如：

extern int __attribute__((weak)) s;
int foo() {
  if (&s) return s;
  return 0; /* possibly some other val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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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程序中，如果其他模块未定义 s，程序将仍可以进行链接，但不会为 s 赋予地
址。条件语句会验证 s 是否已定义 （如果已定义，则返回其值）。否则返回“0”。该
功能有很多用途，主要是为了提供能与可选库链接的通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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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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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存储器分配和访问
9.1 简介

存在两大组基于 RAM 的变量： 自动 / 参数变量，它们会被分配到某种形式的堆栈中；
以及全局 / 静态变量，它们可以自由地定位到整个数据存储空间。以下几节分别介绍了
这两组变量的存储器分配。

• 地址空间

• 数据存储器中的变量

• 自动变量分配和访问

• 程序存储器中的变量

• 寄存器中的变量

• 动态存储器分配

• 存储模型

9.2 地址空间

不同于 8 位和 16 位 PIC 器件，PIC32 具有统一的编程模型。PIC32 器件为所有代码、
数据、外设和配置位提供了单个 32 位宽的地址空间。

该单一地址空间中的存储器区域被指定为不同的用途；例如，作为用于指令代码的存储
器或用于数据的存储器。在内部，这些器件使用独立的总线1 来访问这些区域中的指令
和数据，从而支持并行访问。在 8 位和 16 位 PIC 器件上使用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
器这两个术语仍然适用于PIC32器件，但存储空间较小的器件会在不同地址空间中实现
它们。

器件内的 CPU 使用的所有地址都是虚拟地址。这些地址由系统控制处理器 （CP0）映
射到物理地址。

1. 根据该器件的内部总线安排，该器件可视为哈佛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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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数据存储器中的变量

大多数变量 终会被定位到数据存储器。例外情况是使用 const 限定的非 auto 变量
（它们会被放入程序存储空间），请参见第 8.10.1 节 “const 类型限定符”。

由于 auto变量和非 auto变量的存储器分配方式在根本上不同，以下将分别对它们进
行讨论。使用 C/C++ 语言术语来描述，这两组变量就是分别具有自动存储持续时间和
永久存储持续时间的变量。

9.3.1 非自动变量分配

非 auto变量（那些具有永久存储持续时间的变量）由编译器定位到任何可用的数据存
储区。这是一个两阶段的过程： 将每个变量放入相应的段中，稍后将该段链接到数据存
储器中。

编译器会考虑 3 种类别的非 auto变量，这 3 种类别都与程序开始时变量应包含的值有
关。对于所描述的类别，将使用以下段。

.pbss 这些段用于存储使用 persistent属性的变量，运行时启动代码不应更改这

些变量的值。它们在启动时不会被清零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bss 这些段 （以及 .sbss）包含所有未初始化变量 （即定义时未赋值的变量）或

应由运行时启动代码清零的变量。

.data 这些段 （以及 .sdata）包含所有已初始化变量 （定义时赋予一个非零初始

值，且必须由运行时启动代码向其复制一个值的变量）的 RAM 镜像。

请注意，用于存放已初始化变量的数据段是存放 RAM 变量本身的段。存在一个与之对
应的段 （名为 .dinit），它会被放入程序存储器 （所以它是非 volatile 类型），用于
存放由运行时启动代码复制到 RAM 变量的初始值。

注： 术语 “局部”和 “全局”经常用于描述变量，但它们不是语言标准定义的
术语。术语 “局部变量”通常表示作用域为函数内部的变量，“全局变
量”是作用域为整个程序的变量。但是， C/C++ 语言具有三种常用的作用
域：块、文件 （即，内部链接）和程序 （即，外部链接），所以仅使用两
个术语来描述它们可能会造成混淆。例如，在函数之外定义的 static变
量的作用域仅为该文件内部，所以它不可全局访问，但它可以由文件内的
多个函数访问，所以它也不是任何一个函数的局部变量。从存储器分配的
角度来说，变量基于是否为 auto类型来分配空间，从而有下面各小节中
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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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静态变量

所有 static 变量都具有永久存储持续时间，即使是在函数内定义的那些“局部静态”
变量。局部 static变量的作用域仅为定义它们的函数或块内部，但与 auto变量不同，
在程序的整个持续时间中都会为它们保留存储器。因而，它们将像其他非 auto 变量一
样分配存储器。静态变量可由其他函数通过指针访问，因为它们具有永久持续时间。

程序将确保static变量在函数调用之间保留其值，除非通过一个指针显式地进行修改。

属于 static 类型且进行初始化的变量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仅进行一次初始值赋值。因
此，它们可能优于已初始化 auto类型对象，后者在每次定义它们的块开始执行时都需
要进行赋值。运行时启动代码初始化所有已初始化静态变量的方式与其他非自动已初始
化对象相同，请参见第 5.5.2 节 “外设库函数”。静态变量与非静态变量会被定位到相
同的段中。

9.3.3 非自动变量长度限制

编译器完全支持任何类型的数组 （包括聚合类型的数组）。结构和联合聚合类型也是，
请参见第 8.6 节 “结构和联合”。不存在关于这些对象可以多长的理论限制。

9.3.4 更改默认的非自动变量分配

有几种方法可以将非 auto变量定位到默认位置之外的位置。

变量可以通过使用限定符放入其他器件存储空间。例如，如果希望将变量放入程序存储
空间，则应使用 const说明符 （见第 8.10.1 节 “const 类型限定符”）。

如果要阻止所有变量使用一个或多个数据存储单元，以便这些存储单元可以用于其他
目的， 好使用 address属性定义一个变量（或数组），从而使它占用该存储空间，
请参见第 8.12 节 “变量属性”。

如果只有几个非 auto 变量需要定位到数据存储空间中的特定地址处，则可以使用
address属性定位变量。该属性在第 8.12 节 “变量属性”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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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数据存储器分配宏 
sys/attribs.h头文件提供了许多用于常用属性的宏，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__section__(s) 对段名称 s应用 section属性。

__unique_section__ 应用 unique_section属性。

__ramfunc__ 将带属性的函数定位到 RAM 函数代码段中。

__longramfunc__ 将带属性函数定位到 RAM 函数代码段中，并应用
longcall属性。

__longcall__ 应用 longcall属性。

__ISR(v,ipl) 使用优先级 ipl应用 interrupt属性，并使用向量
号 v应用 vector属性。

__ISR_AT_VECTOR(v,ipl) 使用优先级 ipl应用 interrupt属性，并使用向量
号 v应用 at_vector属性。该宏在具有可变向量偏
移量的 PIC32 器件上特别有用。

__ISR_SINGLE__ 将某个函数指定为单向量模式下的中断服务程序。这会
在单向量地址中放置一个指向中断处理程序的跳转。

__ISR_SINGLE_AT_VECTOR__ 将整个单向量中断处理程序放置在向量 0 地址。在使用
时，请确保向量间距设置为可容纳处理程序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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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自动变量分配和访问

本节介绍 auto变量（那些具有自动存储持续时间的变量）分配。这也包括函数参数变
量 （其行为类似于 auto变量）以及由编译器定义的临时变量。

auto（自动， automatic 的缩写）变量是局部变量的默认类型。除非显式地声明为
static类型，否则局部变量将设为 auto类型。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auto关键字。

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auto变量会在函数执行时自动产生，然后在函数返回之后消失。
因为它们不是在程序的整个持续时间中都存在，所以可以在变量不存在时回收存储器，
并将其分配给程序中的其他变量。

PIC32 的软件堆栈用于存储所有 auto变量。函数是可重入的，函数的每个实例都在堆
栈上具有它自己的存储器区域，用于存放其自动变量和参数变量，如下所述。关于堆栈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4 节 “堆栈”和第 14.3.2 节 “初始化堆栈指针和堆”。

编译器指定通用寄存器 29 作为软件堆栈指针。所有处理器堆栈操作 （包括函数调用、
中断和异常）都使用软件堆栈。堆栈从高地址到低地址向下增长。

默认情况下，堆栈的大小为 1024 字节。堆栈的大小可以通过在链接器命令行上使用
--defsym_min_stack_size链接器命令行选项指定大小来进行更改。使用命令行分
配 2048 字节堆栈的示例如下：

xc32-gcc foo.c -Wl,--defsym,_min_stack_size=2048

运行时堆栈从高地址到低地址向下增长 （见图 9-1）。编译器使用两个工作寄存器来管
理堆栈：

• 寄存器 29 （sp）——它是堆栈指针。它指向堆栈中的下一个可用单元。

• 寄存器 30 （fp）——它是帧指针。它指向当前函数的帧。如果需要，每个函数会
创建一个新的帧，并从其中分配自动和临时变量。编译器优化可能会消除通过帧指
针的堆栈指针引用，替换为通过堆栈指针的等效引用。该优化使帧指针可以用作通
用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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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堆栈帧

标准限定符 const 和 volatile 可同时用于 auto 变量，它们不会影响这些变量在存
储器中的定位。这意味着，使用 const限定的局部对象仍是 auto对象，因此将在数据
存储器中的堆栈中分配存储器，而不是像非auto const对象一样在程序存储器中分配。

9.4.1 局部变量长度限制

自动变量不存在理论的 大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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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程序存储器中的变量

只有不属于 auto 类型，并使用 const 限定的变量会被放入程序存储器中。如果使用
了 -mno-embedded-data选项，则 const对象也会被放入 RAM 而不是程序存储器。
使用 const限定的所有 auto变量都会与其他 auto变量一起放入堆栈。

任何使用 const限定的（auto或非 auto）变量都永远是只读的，尝试在源代码中写
入这些变量将导致编译器发出错误。

const对象通常会定义初始值，因为程序无法在运行时写入这些对象。但是，这并不是
一项要求。未初始化的 const 对象与其他未初始化 RAM 变量一起在 bss 段中分配空
间，但编译器仍然会将其视为只读。

const char IOtype = ’A’;  // initialized const object
const char buffer[10];    // I just reserve memory in RAM

9.5.1 const变量的长度限制

const变量不存在理论的 大长度。

9.5.2 更改默认分配

如果只是希望阻止所有变量使用一个或多个程序存储单元，从而可以将这些存储单元用
于其他用途， 好使用存储器调整选项来保留存储器。

如果只有几个非自动 const变量需要定位到程序空间存储器中的特定地址处，则这些变
量应使用 address属性来将它们定位到所需位置。该属性在第 8.12 节“变量属性”中
描述。

注： 对于具有内部闪存的器件，可以组合使用 const 限定变量与默认
-membedded-data选项，将常量放入非易失性闪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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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寄存器中的变量

将变量分配到寄存器，而不是存储单元，可以使代码更有效率。对于 MPLAB XC32
C/C++编译器，变量可能会被作为代码优化的一部分而分配到寄存器中。对于优化级别1
和更高级别，赋予变量的值可能会高速缓存到寄存器中。在此期间，与变量关联的存储
单元存放的可能不是有效值。

register关键字可以用于指示您偏向将变量分配到寄存器中，但这只是建议，也可以
不这样做。此外，还可以指示特定的寄存器，但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您的寄存器选择
可能会与编译器的需求相冲突。在代码中使用特定寄存器可能会导致编译器生成效率较
低的代码。

示例：

volatile unsigned int special;
unsigned int example (void)
{
  register unsigned int my_reg __asm__("$4");
  my_reg += special;
  return my_reg;
}

如第 12.6 节 “函数参数”所示，可以通过寄存器将参数传递给函数。

9.7 动态存储器分配

运行时堆是数据存储器中的未初始化区域，用于使用标准 C 库动态存储器管理函数
calloc、malloc和 realloc以及 C++ 的 new 操作符进行动态存储器分配。大多数
C++ 应用程序都会需要堆。

如果不使用以上任何函数，则不需要分配堆。默认情况下，不会创建堆。

在 MPLAB X 中，可以在项目属性中为 xc32-ld 链接器指定堆大小。在编译项目时，
MPLAB X 会自动将该选项传递给链接器。

如果希望直接 （通过调用存储器分配函数之一）或间接 （通过使用将使用这些函数之
一的标准 C 库函数）使用动态存储器分配，则必须创建堆。堆通过在链接器命令行上使
用 --defsym_min_heap_size 链接器命令行选项指定其大小来创建。使用命令行分
配 512 字节堆的示例如下：

xc32-gcc foo.c -Wl,--defsym,_min_heap_size=512

使用 xc32-g++ 驱动程序分配 0xF000字节的堆的示例如下：

xc32-g++ vector.cpp -Wl,--defsym,_min_heap_size=0xF000

链接器会紧邻在堆栈之前分配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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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存储模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不使用固定存储模型来改变变量的存储器分配。

-G选项（见第 5.9.1 节“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控制 gp 相对寻址阈值，它类似
于针对 8位和 16位架构的 Microchip编译器提供的小数据 /大数据 /标量数据存储模型。
使用该选项指定的值指示将分配给小数据段（例如 sbss和 sdata等）的对象的 大大
小。分配到小数据段的变量进行访问时需要的指令数比分配到其他数据段的变量少。

通常，较大的 G值会产生效率更高的代码。但是，gp 相对寻址仅限于 64 KB 的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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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操作符和语句
10.1 简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支持所有 ANSI 操作符。其中一些操作符的确切结果由实
现定义。附录 B“实现定义的行为”详细说明了实现定义的行为。以下几节介绍了常被
误解的代码操作，以及编译器能够执行的其他操作。

• 整型提升

• 类型引用

• 标号作为值

• 条件操作符的操作数

• case 范围

10.2 整型提升

当操作符具有多个操作数时，它们通常必须是完全相同的类型。如果需要，编译器会
自动转换操作数，使它们具有相同的类型。类型转换将转换为较长的类型，所以不会
丢失任何信息；但是，类型变化可能导致与所预期不同的代码行为。这些构成了标准
类型转换。

在这些类型转换之前，一些操作数会无条件地转换为较长的类型，即使操作符的两个操
作数具有相同的类型。这种转换称为整型提升，它是标准 C 行为的一部分。 MPLAB
XC32 C/C++ 编译器会根据需要执行整型提升，不存在可以控制或禁止该操作的选项。
如果不知道类型已发生变化，一些表达式的结果将不是正常情况下预期的结果。

整型提升指的是将枚举类型、char、short int或位域类型的有符号或无符号形式隐
式转换为 signed int或 unsigned int类型。如果转换结果可以通过 signed int
表示，则它就是目标类型，否则则转换为 unsigned int。

假设以下示例：

unsigned char count, a=0, b=50;
if(a - b < 10)
  count++;

a - b的 unsigned char结果为 206 （它大于 10），但在执行减法运算之前， a和
b都会通过整型提升转换为 signed int。对这些数据类型执行减法运算的结果为 -50
（它小于 10），因此会执行 if()语句的主体。

如果减法运算的结果为无符号量，则应用强制类型转换。例如：

if((unsigned int)(a - b) < 10)
  count++;

在此例中，将使用 unsigned int类型进行比较，并且将不会执行 if()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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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使用按位取反操作符 ~。该操作符会翻转值中的每个位。假设
存在以下代码：

unsigned char count, c;
c = 0x55;
if( ~c == 0xAA)
  count++;

如果 c包含值 0x55，则通常假定 ~c会产生 0xAA，但是，其结果为 0xFFFFFFAA，所
以以上示例中的比较会失败。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可以对于这种问题发出比较不匹配
错误。同样，可以使用强制类型转换来改变这种行为。

如以上所述，整型提升的结果就是，运算不是使用 char类型的操作数执行的，而是使
用 int 类型的操作数执行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无论操作数是 char 类型还是 int 类
型，运算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在这些情况下， MPLAB XC32 C/C++ 编译器不会执行整
型提升，以提高代码效率。假设以下示例：

unsigned char a, b, c;
a = b + c;

严格地说，该语句要求将 b和 c的值提升为 unsigned int类型，执行加法运算，将
加法运算的结果强制转换为a的类型，然后进行赋值。虽然b和c的提升值的unsigned
int加法运算结果不同于这些值不进行提升情况下的 unsigned char加法运算结果，
但在unsigned int结果转换回 unsigned char之后， 终结果是相同的。如果 8位
加法运算的效率比 32 位加法运算高，编译器将编码为前者。

如果在以上示例中，a的类型为 unsigned int，则必须执行整型提升，以符合 ANSI C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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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类型引用

引用表达式的类型的另一种方式是使用 typeof关键字。它是语言的一个非标准扩展。
使用该功能会降低代码的可移植性。

使用该关键字的语法类似于 sizeof，但构造在语义上类似于使用 typedef 定义的类
型名称。

编写 typeof的参数有两种方式： 使用一个表达式或一个类型。下面是一个使用表达式
的示例： 
typeof (x[0](1))

它假设 x是函数的数组；所描述的类型是函数的值的类型。

以下是一个使用 typename作为参数的示例： 
typeof (int *)

此处描述的类型是一个指向 int类型的指针。

如果要编写的头文件必须在包含到 ANSI C 程序中时可工作，则编写__typeof__而不
是 typeof。

可以在可使用 typedef 名称的所有位置使用 typeof 构造。例如，您可以在声明中、
在强制类型转换中，或在 sizeof或 typeof内使用它。

• 以下语句使用 x所指向的类型来声明 y： 
typeof (*x) y;

• 以下语句将 y声明为此类值的数组： 
typeof (*x) y[4];

• 以下语句将 y声明为指向字符的指针的数组： 
typeof (typeof (char *)[4]) y;它等效于以下传统的 C 声明： 
char *y[4];

为了说明使用 typeof的声明的意义，以及它为什么是一种有用的编写方式，使用以下
宏重新编写它： 
#define pointer(T) typeof(T *)
#define array(T, N) typeof(T [N])

现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重写声明： 
array (pointer (char), 4) y;

因而，array (pointer (char), 4)的类型为由 4 个指向 char类型的指针组成的
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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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标号作为值

您可以使用一元运算符“&&” ，获取在当前函数（或包含函数）中定义的标号的地址。
它是语言的一个非标准扩展。使用该功能会降低代码的可移植性。

返回的值具有类型void *。该值是一个常量，可以在该类型常量有效的任意位置使用。
例如： 
void *ptr;
...
ptr = &&foo;

要使用这些值，需要能够跳转到其中一个值。这通过计算 goto 语句 goto *exp;来实
现。例如： 
goto *ptr;

允许 void *类型的任意表达式。

使用这些常量的一种方法是初始化一个用作跳转表的静态数组： 
static void *array[] = { &&foo, &&bar, &&hack };

然后，可以使用索引选择一个标号，如下： 
goto *array[i]; 

这种标号值的数组的用途非常类似于 switch语句。switch语句更为简洁，因而优于
数组。

标号值的另一个用途是在线程代码的解释器中。解释器函数内的标号可以存储在线程代
码中，用于实现快速分派。

这种机制可能会被误用，将代码跳转到一个不同的函数中。编译器无法防止这种情况发
生，所以必须小心确保目标地址对于当前函数是有效的。

注： 它不会检查下标是否处于界限内。（C 中的数组索引从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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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条件操作符的操作数

条件表达式中的中间操作数可以省略。那么，如果第一个操作数为非零值，其值为条件
表达式的值。它是语言的一个非标准扩展。使用该功能会降低代码的可移植性。

因此，表达式：

x ?: y

如果 x为非零值，则具有 x的值；否则为 y的值。

该示例完全等效于：

x ? x :y

在该简单示例中，省略中间操作数的功能并不是特别有用。当第一个操作数（如果它是
一个宏参数）包含或可能包含副作用时，它会变得很有用。此时，重复中间的操作数会
将副作用执行两次。省略中间操作数时，将使用已计算的值，没有重新计算它的副作用。

10.6 CASE 范围

您可以在单个 case 标号中指定一个连续值的范围，如下：

case low ... high:

这与使用相应数量的独立 case 标号（每个标号对应于从 low到 high的一个整数值）
具有相同的作用。它是语言的一个非标准扩展。使用该功能会降低代码的可移植性。

该功能对于表示 ASCII 字符编码的范围特别有用：

case 'A' ... 'Z':

请注意： 请在 ... 两边写空格，否则在对整数值使用它时，可能无法正确地解析它。例
如，编写以下代码：

case 1 ... 5:

而不是以下代码： 
cas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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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寄存器使用
11.1 简介

本章介绍编译器用于基于 C/C++ 源代码生成汇编代码的寄存器。

• 寄存器使用

• 寄存器约定

11.2 寄存器使用

编译器基于 C/C++ 源代码生成的汇编代码将使用 PIC MCU 器件上存在的一些寄存器。
编译器会假定除了它生成的代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代码会改变这些寄存器的内容，但可
以通过使用扩展汇编语言格式来告知编译器要在汇编代码中使用的寄存器，从而可以相
应地调整代码。

11.3 寄存器约定

表 11-1 列出了 PIC32 中包含的 32 个通用寄存器。 编译器会为其中一些寄存器分配专
门的任务。 表中说明了在汇编代码中使用的名称和用法。

表 11-1： 寄存器约定

寄存器编号 软件名称 使用

$0 zero 读取时总是为 0。
$1 at 汇编器临时变量。 除非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否则不要在源代

码中使用 $at 寄存器。

$2-$3 v0-v1 函数的返回值。

$4-$7 a0-a3 用于将参数传递给函数。

$8-$15 t0-t7 编译器用于表达式求值的临时寄存器。 这些值不会跨函数调用保存。

$16-$23 s0-s7 值会跨函数调用被保存的临时寄存器。

$24-$25 t8-t9 编译器用于表达式求值的临时寄存器。 这些值不会跨函数调用保存。

$26-$27 k0-k1 保留用于中断 / 陷阱处理程序。

$28 gp 全局指针。

$29 sp 堆栈指针。

$30 Fp或 s8 帧指针（如需要）。 如果不需要帧指针，则为额外的临时保存寄
存器。

$31 ra 函数的返回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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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函数
以下几节介绍如何编写函数的定义，特别是如何定制它们来满足您的应用程序。此外还
介绍了用于参数和返回值的约定，以及汇编调用序列。

• 编写函数

• 函数属性和说明符

• 函数代码的分配

• 更改默认的函数分配

• 函数长度限制

• 函数参数

• 函数返回值

• 调用函数

• 内联函数

12.1 编写函数

函数可以根据 C/C++ 语言按照通常的方式编写。

唯一对函数具有作用的说明符为 static。中断函数通过使用 interrupt 属性定义，
请参见第 12.2 节 “函数属性和说明符”。

使用 static 说明符定义的函数只会影响函数的作用域；即，限制源代码中可以调用函
数的位置。静态类型的函数只能从定义了该函数的文件中的代码直接调用。如果函数为
static类型，汇编代码中用于表示函数的等效符号可能会发生变化，请参见第 9.3.2 节
“静态变量”。该说明符不会改变对函数进行编码的方式。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175 页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用户指南
12.2 函数属性和说明符

12.2.1 函数属性

address(addr)
address 属性指定函数的绝对虚拟地址。请确保使用目标器件的相应虚拟地址指定
address属性。地址通常处于范围 [0x9D000000,0x9D0FFFFC]，它在链接器脚本中定
义为 “kseg0_program_mem”存储器区域。例如，

__attribute__((address(0x9D008000))) void bar (void);

编译器不会对地址执行错误检查。包含函数的段将被定位到指定地址处，无论链接器脚
本中指定的存储器区域或目标器件上的实际存储器范围如何。应用程序代码必须确保地
址对于目标器件是有效的。

为了有效利用绝对段和新的 佳适应分配器，不应在链接器脚本中映射标准程序存储器
和数据存储器段。内置的链接器脚本不会映射大多数标准段，例如 .text、 .data、
.bss或 .ramfunc段。通过不在链接器脚本中映射这些段，可以允许使用 佳适应分
配器而不是顺序分配器来分配这些段。未在链接器脚本中映射的段可以分布在绝对段周
围，而链接器脚本映射的段则会被组合在一起并按顺序分配，这有可能导致与绝对段发
生冲突。

alias ("symbol")
指示该函数是另一个符号的别名。例如：

void foo (void) { /* stuff */ }
__attribute__ ((alias("foo"))) void bar (void);

符号 bar会被视为符号 foo的别名。

always_inline
如果函数声明为 inline，则总是内联函数，即使未指定任何优化级别。

at_vector
将函数主体放置在指定的异常向量地址处。
请参见第 13 章 “中断”和第 13.5 节 “异常处理程序”。

const
如果某个纯函数完全通过其参数来确定其返回值（即，不检查任何全局变量），则可以
将它声明为 const，从而允许更为积极的优化。请注意，对指针参数进行解引用的函数
不是 const 类型，因为指针解引用会使用一个不属于参数的值，即使指针本身是一个
参数。

deprecated
deprecated (msg)
当使用指定为 deprecated 的函数时，会产生警告。可选的 msg 参数 （必须为字符
串）将打印在警告中 （如存在）。 deprecated属性还可用于变量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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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总是通过这种方式调用函数：先将其地址装入某个寄存器，然后使用该寄存器的内容。
这将允许调用位于直接 CALL指令的 28 位寻址范围之外的函数。

format (type, format_index, first_to_check)
format属性指示函数接受 printf、 scanf、 strftime或 strfmon样式的格式字
符串和参数，编译器应根据格式字符串对这些参数进行类型检查，就如对标准库函数执
行的一样。

type参数为 printf、 scanf、 strftime或 strfmon之一（可以具有前后的双下
划线，例如， __printf__），并决定如何解释格式字符串。

format_index 参数指定哪个函数参数是格式字符串。函数参数从 左边的参数开始
从 1 开始编号。

first_to_check 参数指定哪个参数是根据格式字符串检查的第一个参数。如果
first_to_check为零，则不执行类型检查，编译器只检查格式字符串的一致性（如
vfprintf）。

format_arg (index)
format_arg 属性指定函数处理 printf 样式的格式字符串，编译器应检查格式字符
串的一致性。用作格式字符串的函数属性通过 index标识。

interrupt (priority)
为作为中断处理函数的函数生成序言 （prologue）和结语 （epilogue）代码。请参见
第 13 章 “中断”。参数使用符号 IPLnSOFT、 IPLnSRS 或 IPLnAUTO 来指定中断优
先级，其中 n 表示 7 个优先级， SOFT|SRS|AUTO 用于指定现场保存模式。

keep
可以对函数应用 __attribute__((keep))。 keep 属性将阻止链接器通过
--gc-sections删除函数，即使它未被使用。

longcall
功能上等效于 far。

malloc
来自指定函数的任何非空指针返回值都不会是在函数返回时存活的任何其他指针的别
名。这使编译器可以改善优化。

micromips
采用压缩 microMIPS 指令集生成函数的代码。

mips16
采用 MIPS16 指令集生成函数的代码。

naked
不为函数生成序言或结语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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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即使指定了 -mlong-calls命令行选项，也总是通过绝对 CALL指令调用函数。

noinline
永远不考虑对该函数进行内联。

nomips16
总是采用MIPS32®指令集生成函数的代码，即使在使用 -mips16命令行选项编译翻译
单元时。

nonnull (index, ...)
指示编译器，函数的一个或多个指针参数必须为非空。如果编译器确定有一个空指针被
作为值传递给一个非空参数，并且指定了 -Wnonnull命令行选项，则发出警告诊断。

如果未为 nonnull属性提供任何参数，则函数的所有指针参数均会被标记为非空。

noreturn
告知编译器该函数永远不返回。在某些情况下，这会使编译器可以在调用函数中生成更
高效的代码，因为可以不考虑函数是否返回的行为而执行优化。声明为 noreturn的函
数的返回类型应总是为 void。

optimize
现在，可以使用 optimize属性为源文件中各个函数指定不同的优化选项。参数可以为
数字或字符串。数字将被假定为优化级别。以 O开头的字符串会被假定为优化选项。例
如，通过该功能，可以对频繁执行的函数使用更积极的优化选项进行编译，产生更快和
更长的代码，而其他函数则可以使用较不积极的选项进行调用。

int __attribute__((optimize("-O3"))) pandora (void)
{
  if (maya > axton) return 1;
  return 0;
}

pure
如果某个函数除了其返回值之外没有任何副作用，并且返回值仅依赖于参数和 / 或（非
可变）全局变量，编译器可以在该函数的调用前后执行更积极的优化。此类函数可以使
用 pure属性表示。

ramfunc
将函数视为如同处于数据存储器中。为函数分配可执行代码 高的适当对齐地址。请注
意，由于 ramfunc 对齐和放置要求，不应将 address 属性与 ramfunc 属性一起使
用。存在 ramfunc段会使链接器发出 crt0.S 启动代码所需的符号，以便适当地初始化
总线矩阵来执行数据存储器之外的代码。
DS50001686G_CN 第 178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函数
将该属性与 far/longcall属性和 section属性一起使用。例如：

  __attribute__((ramfunc,section(".ramfunc"),far,unique_section))
  unsigned int myramfunct (void_
    { /* code */ }

sys/attribs.h 头文件提供了一个宏，可以使 ramfunc属性的使用变得简单：

  #include <sys/attribs.h>
  __longramfunc__ unsigned int  myramfunct (void)
    { /* code */ }

section("name")
将函数放入指定的段。

例如：

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wilma"))) baz () {return;}

函数 baz将放入段 .wilma。

-ffunction-sections命令行选项对使用 section属性定义的函数不起作用。

unique_section
将函数放入唯一命名的段中，如同指定了 -ffunction-sections。如果该函数还具
有 section属性，将使用该段的名称作为前缀来生成唯一的段名称。

例如：

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fred"), unique_section) foo (void)
{return;}

函数 foo将放入段 .fred.foo。

unused
向编译器指示该函数可能不会被使用。如果该函数未被使用，编译器不会发出警告。

used
指示编译器，该函数总是会被使用，即使编译器无法检测到对该函数的引用，也必须为
该函数生成代码。例如，只有行内汇编代码引用了某个静态函数时。

vector (num)
在指定异常向量处生成一条转移指令，其转移目标为该函数。请参见第 13 章 “中断”
和第 13.5 节 “异常处理程序”。

warn_unused_result
如果调用方未使用指定函数的返回值，则发出警告。

weak
弱符号指示如果有同一符号的另一个版本可用，则改为使用该版本。例如，如果某个库
函数已实现，可以通过该属性使用用户编写的函数覆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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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函数代码的分配

与 C/C++ 函数相关联的代码通常总是放置在目标器件的程序闪存中。

通过使用 __ramfunc__ 和 __longramfunc__ 宏，可以将函数定位到 RAM 中而不
是闪存中，并从其中执行。

启动代码会将指定为 RAM 函数的函数复制到 RAM 中，并且对这些函数的所有调用都将
引用 RAM 位置。位于 RAM 中的函数将与位于程序存储器中的函数处于不同的 512 MB
存储器段，所以应对所有 RAM 函数应用 longcall 属性，这些 RAM 函数将从不处于
RAM 中的函数中进行调用。__longramfunc__宏将应用 longcall属性，并将函数放
入 RAM1。

#include <sys/attribs.h>
/* function ‘foo’ will be placed in RAM */
void __ramfunc__ foo (void)
{
}

/* function ‘bar’ will be placed in RAM and will be invoked
   using the full 32 bit address */
void __longramfunc__ bar (void)
{
}

12.4 更改默认的函数分配

与 C/C++ 函数关联的汇编代码可以放置在一个绝对地址处。这可以通过使用 address
属性并指定函数的虚拟地址来实现，请参见第 8.12 节 “变量属性”。

此外，还可以通过将函数放入用户定义的段，然后将该段链接到相应地址处而放置在特
定位置，请参见第 8.12 节 “变量属性”。

12.5 函数长度限制

 不存在关于函数可以多长的理论限制。

1. 指定 __longramfunc__在功能上等效于同时指定 __ramfunc__和 __longcall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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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函数参数

MPLAB XC 使用固定约定来向函数传递参数。用于传递参数的方法取决于所涉及参数
的长度和数量。

堆栈指针总是对齐到 8 字节边界上。

• 长度小于 32 位整型的所有整型都会先被转换为 32 位值。参数的前 4 个 32 位通过
寄存器 a0-a3传递 （关于每种数据类型需要多少寄存器，请参见表 12-1）。

• 虽然一些参数可在寄存器中传递，仍然会为要传递给函数的所有参数在堆栈中分配
空间（见图 12-1）。应用程序代码不应假定当前参数值处于堆栈中，即使已经分配
了空间。

• 在调用函数时：

- 寄存器 a0-a3用于向函数传递参数。这些寄存器中的值不会跨函数调用保存。

- 寄存器 t0-t7和 t8-t9是调用方保存的寄存器。调用函数必须将这些值压入堆
栈，以便保存寄存器的值。

- 寄存器 s0-s7是被调用方保存的寄存器。被调用函数必须保存这些寄存器中它
需要修改的任何寄存器。

- 如果优化器取消将 s8用作帧指针，则它是一个被保存的寄存器。否则，s8是
一个保留的寄存器。

- 寄存器 ra包含函数调用的返回地址。

注： 名称 “实参”（argument）和 “形参”（parameter）通常可以互换，但
实参通常是指传递给函数的实际值，形参则是指由函数定义的用于存储实
参的变量。

表 12-1： 需要的寄存器

数据类型 需要的寄存器数

char 1
short 1
int 1
long 1
long long 2
float 1
double 1
long double 2
structure 高为 4，取决于结构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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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传递参数

例 1：

int add (int, int)

a= add (5, 10);

SP + 4

SP

a0

a1

未定义

未定义

5

10

例 2：

void foo (long double, long double)

call= foo (10.5, 20.1);

SP + 12

SP

未定义
SP + 8

SP + 4
未定义

a0

a3

10.5
a1

a2
20.1

void calculate (long double, long double, int)

calculate (50.3, 100.0, .10);

SP + 12

SP

未定义
SP + 8

SP + 4
未定义

a0

a3
100.0

a1

a2

.10

50.3

SP + 16

例 3：
DS50001686G_CN 第 182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函数
12.7 函数返回值

函数返回值在寄存器中返回。

整型或指针值均放入寄存器 v0。

如果某个函数需要返回实际的结构或联合（不是指向此类对象的指针），被调用函数将
该对象复制到一个由调用方保留的存储器区域中。调用该函数时，调用方在寄存器 $4
内传递该存储器区域的地址。该函数也在寄存器 v0 中返回指向所返回对象的指针。让
调用方提供返回对象的空间将支持重入。

12.8 调用函数

默认情况下，使用直接形式的调用 （jal）指令来调用函数。这允许调用处于 256 MB
段内的目标。该操作可以通过使用应用于函数的属性或命令行选项进行更改，从而进行
较长但不受限制的调用。

-mlong-calls选项 （见第 5.9.1 节 “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会强制在默认情
况下采用寄存器形式的调用。生成的代码会较长，但从目标地址的角度来说，调用不受
限制。

可以对某个函数定义使用属性 longcall 或 far，从而对于该函数总是强制使用较长
的调用序列。可以对某个函数使用 near 属性，使得对它的调用使用较短的直接调用，
即使 -mlong-calls选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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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内联函数

通过将函数声明为内联，可以指示编译器将该函数的代码合并到其调用方的代码中。这
可以消除函数调用开销，通常可以使执行速度变快。此外，如果任何实际参数值为常
量，其已知值可能允许在编译时进行简化，从而不需要包含内联函数的所有代码。对代
码长度的影响较难预测。使用内联函数时的机器代码可能变长也可能变短，这取决于具
体情况。

要将函数声明为内联，请在其声明中使用 inline关键字，如下： 
inline int
inc (int *a)
{
  (*a)++;
}

（如果使用了 -traditional 选项或 -ansi 选项，则写为 __inline__ 而不是
inline。） 此外，还可以通过命令行选项 -finline-functions将所有“足够简单”
的函数设为内联。编译器会基于函数长度的估计值，启发式地决定哪些函数足够简单，
值得以这种方式合并。

函数定义中的某些用法可能会使它不适合于内联替换。这些用法包括： 使用 varargs、
使用 alloca、使用长度可变的数据、使用计算 goto，以及使用非局部 goto。使用命
令行选项 -Winline 将在无法替换标记为 inline 的函数时产生警告，并给出失败的
原因。

在编译器语法中， inline关键字不会影响函数的链接。

当某个函数同时为 inline 和 static 时，如果对该函数的所有调用都被合并到调用
方中，并且从不使用该函数的地址，则永远不会引用该函数自己的汇编代码。这种情
况下，编译器不会实际输出该函数的汇编代码，除非您指定了命令行选项
-fkeep-inline-functions。一些调用会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进行合并 （特别
是，无法合并函数的定义之前的调用，也无法合并定义中的递归调用）。如果存在无
法合并的调用，则该函数将像正常情况下一样编译为汇编代码。如果程序引用了该函
数的地址，则该函数也必须像正常情况下一样进行编译，因为无法对这种情况进行内
联。只有函数声明为 static，并且函数定义在所有函数使用之前，编译器才会消除
inline 函数。

当某个 inline 函数不为 static 时，则编译器必须假定可能存在来自其他源文件的调
用。由于全局符号只能在所有程序中定义一次，所以绝对不能在其他源文件中定义该函
数，导致无法合并其中的调用。因此，非static内联函数总是以通常的方式独立地编译。

注： 只有在函数的定义可见时（不仅仅是原型）才会发生函数内联。要将某个函
数内联到多个源文件中，可以将函数定义放入每个源文件包含的头文件中。

注： 只有使用 -finline选项或使能优化时，才会识别 inline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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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函数定义中同时指定了 inline和 extern，则该定义仅用于内联。在任何情况
下不会独立编译该函数，即使显式地引用了它的地址。此类地址会变为外部引用，如同
仅声明了函数但未定义它。

inline和 extern的这种组合具有类似于宏的效果。将某个函数定义与这些关键字一
起放入头文件，并将该定义（缺少 inline和 extern）的另一个副本放入库文件。头
文件中的定义将导致对函数的大多数调用被内联。如果仍然还有对该函数的任何调用，
它们将引用库中的单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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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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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中断
13.1 简介

中断处理对于大多数单片机应用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断用来使软件操作与实
时发生的事件同步。当发生中断时，软件的正常执行流程被打断，调用特殊的函数来处
理事件。当中断处理结束时，恢复先前的现场信息并继续正常执行流程。

PIC32 器件支持多个内部和外部中断源。这些器件允许高优先级中断抢占正在进行的任
何较低优先级中断。

编译器为 C/C++ 或行内汇编代码中的中断处理提供了完全支持。本章对中断处理进行
概述。

• 中断操作

•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 将处理函数与异常向量关联

• 异常处理程序

• 中断服务程序现场切换

• 中断响应延时

• 嵌套中断

• 允许 / 禁止中断

• ISR 注意事项

13.2 中断操作

编译器包含了允许完全从 C/C++ 代码中处理中断的特性。中断函数通常称为中断处理
程序或中断服务程序 （ISR）。

每个中断源通常在 SFR 中具有一个可以禁止该中断源的控制位。关于您所用器件如何
处理中断的完整信息，请查看器件数据手册。

中断代码指的是由于发生中断而执行的任何代码。中断代码在执行相应的中断返回指令
时执行完毕。这与主干代码形成对比，后者是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通常是在复位后执
行的程序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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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

中断处理函数与普通函数的差别在于，它可以处理现场保存和恢复，以确保从中断返回
时，仍然维持程序现场。此外，也使用不同的代码序列来从这些函数返回。

可以使用几个属性来确保编译器为 ISR 生成正确的代码。提供了一些宏来使它更容易实
现，请参见以下几节。

要生成中断服务程序，编译器需要执行几个操作。必须指示编译器使用替代形式的返回
代码。此外，还需要将函数链接到中断向量处。所有 ISR 必须使用 MIPS32® r2 或
microMIPS™ ISA 模式。对每个中断函数应用 “nomips16”函数属性。

中断函数必须声明为 void类型，并且不能具有参数。这是对于中断函数有意义的唯一
函数原型，因为永远不会在源代码中直接调用它们。

中断函数不能从 C/C++ 代码中直接调用 （由于使用了不同的返回指令），但它们自己
可以调用其他函数（包括用户定义的函数和库函数），但请注意这可能会使用额外的寄
存器，需要由现场切换代码保存和恢复这些寄存器。

函数通过 interrupt 属性或中断 pragma 伪指令标记为中断处理函数（也称为中断服
务程序或 ISR）。虽然每一种方法在功能上相互等效，但 interrupt属性更为常用，因
此建议使用该方法。中断会被指定为处理特定优先级的中断，或在单向量模式下工作。

对于没有特定处理程序的所有中断向量，将会安装默认的中断处理程序。默认的中断处
理程序由 libpic32.a 库提供，将会产生调试断点并复位器件。应用程序可以覆盖默认的
中断处理程序，通过声明名为 _DefaultInterrupt 的中断函数来提供特定于应用程
序的默认中断处理程序。

13.3.1 interrupt属性

__attribute__((interrupt([IPLn[SRS|SOFT|AUTO]])))

其中， n 处于范围 0..7 内 （含边界值）。

使用 interrupt属性，可以指示指定函数是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存在该属性时，编译
器会生成适合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使用的函数进入和退出序列。生成的代码通过使用影子
寄存器集（SRS）或通过使用生成的软件指令（SOFT）将现场压入堆栈来保护现场。
关于 interrupt属性，请参见例 13-1。

注： 对于支持多种指令集架构（ISA）模式的器件，可能会有一个配置位用于决
定器件对于异常 / 中断使用哪种模式。如果器件配置为在中断时使用
microMIPS ISA，请确保对中断函数应用 micromips函数属性。要确定目
标器件是否支持备用 ISA 模式下的异常处理和中断，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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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1： interrupt属性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IPL7SRS))) bambam (void);

许多 PIC32 器件允许通过配置位设置指定哪些中断优先级将使用影子寄存器集（例如，
#pragma config FSRSSEL=PRIORITY_7）。要确定您的 PIC32 目标器件是否支持
该功能，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这意味着必须指定对于每个中断处理程序使用哪种现场
保存机制。对于 IPLnSRS 中断优先级 （IPL）说明符，编译器将生成利用影子寄存器
现场保存的中断函数序言和结语代码。对于 IPLnSOFT IPL 说明符，它将使用软件现场
保存。

其他 PIC32 型号可能具有 8 个寄存器集（1 个标准寄存器集和 7 个影子寄存器集），意
味着有足够的影子寄存器集可用于每个中断优先级。因此，应对于这些器件型号上的每
个中断服务程序都使用 IPLnSRS IPL 说明符。

编译器还支持 IPLnAUTO IPL 说明符，该说明符使用 SRSCTL中的运行时值来确定是使
用软件还是 SRS 现场保存代码。从 interrupt() 属性中省略 IPL 说明符时，编译器
默认使用 IPLnAUTO。

对于不支持使用影子寄存器集进行中断现场保存的器件，请对所有中断处理程序使用
IPLnSOFT。

注： 一些 PIC32 目标器件允许通过器件配置位 （BOOTISA）使异常 / 中断代
码处于 MIPS32® 或 microMIPS™ ISA 模式。在这些器件上，如果
BOOTISA 位设置为 microMIPS 模式，则向中断函数添加 “micromips”
属性。如果 BOOTISA 位设置为 MIPS32 模式，则向中断函数添加
“nomicromips”属性。关于该配置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

注： 应用程序代码需要负责对匹配的处理程序应用正确的值。

注： SRS的中断响应延时 短， SOFT具有较长的中断响应延时，因为需要将寄
存器保存到堆栈中。 AUTO需要增加几个周期来测试是使用 SRS还是 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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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中断 pragma 伪指令

# pragma interrupt function-name IPLn[AUTO|SOFT|SRS] [vector 
[@]vector-number [, vector-number-list]]
# pragma interrupt function-name  single [vector [@] 0 

其中， n 处于范围 0..7 内 （含边界值）。

IPLn[AUTO|SOFT|SRS] IPL 说明符可以全为大写或全为小写。

使用中断 pragma 伪指令指示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函数定义必须紧跟在 pragma 伪指令之
后且与其位于同一个翻译单元中。

interrupt 属性也指示函数定义为中断处理程序。它在功能上等效于中断 pragma 伪
指令。

例如，下面的 foo的定义均指示它是优先级为 4 的中断处理函数，使用软件现场保存。

#pragma interrupt foo IPL4SOFT
void foo(void)

功能上等效于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IPL4SOFT))) foo (void)

13.3.3 __ISR 宏

<sys/attribs.h>头文件提供了一些旨在简化对中断函数应用属性的宏。处理器头文
件中还定义了向量宏。（请参见编译器的 /pic32mx/include/proc目录中的相应头
文件）。

•  __ISR(v, IPL)

• __ISR_AT_VECTOR(v, IPL)

• 中断向量宏

13.3.3.1 __ISR(v, IPL)

使用 __ISR(v, IPL)宏可分配向量号地址并将其与指定 IPL 相关联。这将会在关联的
向量地址处放置一条指向中断处理程序的跳转。该宏还会应用 nomips16 属性，因为
PIC32 器件要求中断处理程序必须使用 MIPS32 指令集。

例 13-2： 内核定时器向量， IPL2SOFT

#include <xc.h>
#include <sys/attribs.h>
void __ISR(_CORE_TIMER_VECTOR, IPL2SOFT) CoreTimerHandler(void);

注： 提供中断 pragma 伪指令只是为了确保从其他编译器移植代码时的兼容性。
interrupt函数属性是编写中断服务程序的首选方式，也是更常用的方式。

注： 一些 PIC32 目标器件允许通过器件配置位 （BOOTISA）使异常 / 中断代
码处于 MIPS32® 或 microMIPS™ ISA 模式。在这些器件上，如果
BOOTISA 位设置为 microMIPS 模式，则向中断函数添加 “micromips”
属性。” 如果 BOOTISA 位设置为 MIPS32 模式，则向中断函数添加
“nomicromips”属性。关于该配置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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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2 创建了一个用于内核定时器中断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中断优先级为 2。编译器
会在关联的向量地址处放置一个分派函数。要到达该函数，内核定时器中断标志和中
断允许位必须置 1，并且中断优先级应设置为 2。编译器会为该处理函数生成软件现场
保存代码。

例 13-3： 内核软件 0 向量， IPL3SRS
#include <xc.h>
#include <sys/attribs.h>
void __ISR(_CORE_SOFTWARE_0_VECTOR,IPL3SRS) 
CoreSoftwareInt0Handler(void);

例 13-3 创建了一个用于内核软件中断 0 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中断优先级为 3。编译器
会在关联的向量地址处放置一个分派函数。要到达该函数，内核软件中断标志和中断允
许位必须置 1，并且中断优先级应设置为 3。器件配置熔丝必须将影子寄存器集 1 分配
给中断优先级别 3。编译器会生成假定寄存器现场将保存在 SRS1 中的代码。

例 13-4： 内核软件 1 向量， IPL0AUTO
#include <xc.h>
#include <sys/attribs.h>
void __ISR(_CORE_SOFTWARE_1_VECTOR, IPL0AUTO) 
CoreSoftwareInt1Handler(void);

例 13-4 创建了一个用于内核软件中断 1 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中断优先级为 0。编译器
会在关联的向量地址处放置一个分派函数。要到达该函数，内核软件中断标志和中断允
许位必须置 1，并且中断优先级应设置为 0。编译器会生成在运行时确定是否需要软件
现场保存的代码。

例 13-5： 内核软件 1 向量，默认

#include <xc.h>
#include <sys/attribs.h>
void __ISR(_CORE_SOFTWARE_1_VECTOR) _CoreSoftwareInt1Handler(void);

例13-5在功能上等效于例13-4。由于省略了IPL说明符，所以编译器会采用IPL0AUTO。

13.3.3.2 __ISR_AT_VECTOR(v, IPL)

使用 __ISR_AT_VECTOR(v, IPL)可将整个中断处理程序放置在向量地址处，并将其
与软件分配的中断优先级相关联。应用程序代码需要负责确保向量间距设置为可容纳处
理程序的大小。该宏还会应用 nomips16 属性，因为 ISR 函数必须为 MIP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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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6： 内核定时器向量， IPL2SOFT
#include <xc.h>
#include <sys/attribs.h>
void __ISR_AT_VECTOR(_CORE_TIMER_VECTOR, IPL2SOFT) 
CoreTimerHandler(void);

例 13-6 创建了一个用于内核定时器中断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中断优先级为 2。编译器
会将整个中断处理程序放置在向量地址处。它不使用分派函数。要到达该函数，内核定
时器中断标志和中断允许位必须置 1，并且中断优先级应设置为 2。编译器会为该处理
函数生成软件现场保存代码。

13.3.3.3 中断向量宏

每 个 处 理 器 支 持 头 文 件 均 提 供 一 个 用 于 每 个 中 断 向 量 号 的 宏 （例 如，
/pic32mx/include/proc/p32mx360f512l.h。请参见编译器安装目录中的相应
头文件）。与 sys\attribs.h头文件所提供的 __ISR()宏配合使用时，这些宏可以
帮助使中断服务程序更易于编写和维护。

例 13-7： 中断向量与中断处理程序

#include <xc.h>
#include <sys/attribs.h>
void __ISR (_TIMER_1_VECTOR, IPL7SRS) Timer1Handler (void);

例 13-7 创建了一个用于定时器 1 中断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中断优先级为 7。编译器会
在与宏 _TIMER_1_VECTOR（在特定于器件的头文件中定义）关联的向量地址处放置
一个分派函数。要到达该函数，定时器 1 中断标志和中断允许位必须置 1，并且中断优
先级应设置为 7。对于允许为特定 IPL 值分配影子寄存器的器件，器件配置位设置必须
将影子寄存器集 1 分配给中断优先级 7。编译器会生成假定寄存器现场将保存在 SRS1
中的代码。
DS50001686G_CN 第 192 页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中断
13.4 将处理函数与异常向量关联

对于 PIC32 器件，每个中断源会被映射到一个异常向量处，如器件数据手册所规定。对
于具有恒定向量间距的器件，会在每个向量地址处保留默认的 4 字空间，用于分派该异
常源的处理函数。对于具有可变向量间距的器件，默认链接器脚本会调整每个向量的间
距，使之对应于指定中断函数的大小。

中断处理函数可以与中断向量相关联，可以作为位于异常向量地址处的分派函数的目
标，也可以直接位于异常向量地址处。单个处理函数可以是多个分派函数的目标。

一个处理函数与一个或多个异常向量地址的关联是通过函数声明上的向量属性指定的。
为了兼容性目的，您还可以使用中断 pragma 伪指令子句、单独的向量 pragma 伪指令
或函数声明上的向量属性将处理函数与向量地址关联。

13.4.1 向量属性

一个处理函数可以通过属性与一个或多个异常向量地址相关联。at_vector属性指示
应将处理函数本身放置在异常向量地址处。vector属性指示在异常向量地址处创建将
控制转移到处理函数的分派函数。

例如，以下声明指定创建函数 foo 作为优先级为 4 的中断处理函数。 foo 将位于异常
向量 54 的地址处。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IPL4SOFT))) __attribute__ 
((at_vector(54))) foo (void)

以下声明指定创建函数 foo作为优先级为 4 的中断处理函数。在异常向量地址 52 和 53
处定义指向 foo的分派函数。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IPL4SOFT))) __attribute__ 
((vector(53, 52))) foo (void)

直接链接到向量处的处理函数的执行速度会更快。虽然可以调整向量间距，但向量之间
的空间有限，直接在向量处链接一个相当大的处理函数可能会导致它与较高的向量地址
发生重叠，导致无法使用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分派函数是比较安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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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中断 pragma 伪指令向量子句

中断 pragma 伪指令在优先级说明符之后具有一个可选的 vector子句。

# pragma interrupt function-name IPL-specifier [vector 
[@]vector-number [, vector-number-list]]
在指定向量号的异常向量地址处将创建指向指定处理函数的分派函数。如果指定第一个
向量号时前面带有 “@”符号，处理函数自身将直接位于其中。

例如，以下 pragma 伪指令指定函数 foo将创建为优先级为 4 的中断处理函数。foo将
位于异常向量 54 的地址处。在异常向量地址 34 处将创建指向 foo的分派函数。

#pragma interrupt foo IPL4AUTO vector @54, 34

以下 pragma 伪指令指定函数 bar将创建为优先级为 5 的中断处理函数。bar将位于通
用程序存储器 （.text 段）中。在异常向量地址 23 处将创建指向 bar的分派函数。

#pragma interrupt bar IPL5SOFT vector 23

13.4.3 向量 pragma 伪指令

vector pragma 伪指令将创建一个或多个指向所指示函数的分派函数。对于使用
interrupt pragma 伪指令指定的目标函数，该函数将如同使用了向量子句。 vector
pragma伪指令的目标函数可以为任意函数，包括以汇编代码或其他方式实现的外部函数。

# pragma vector function-name vector vector-number [, 
vector-number-list]

以下 pragma 伪指令在异常向量地址 54 处定义了指向 foo的分派函数。

#pragma vector foo 54

注： 提供中断 pragma 伪指令及其向量子句只是为了确保从其他编译器移植代
码时的兼容性。向量函数属性是将处理函数与异常向量地址相关联的首选
方式。

注： 提供向量 pragma 伪指令只是为了确保从其他编译器移植代码时的兼容性。
向量函数属性是将处理函数与异常向量地址相关联的首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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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异常处理程序

PIC32 器件也具有用于非中断异常的异常向量。这些异常分为引导异常和一般异常。

13.5.1 引导异常

复位异常是在引导代码运行时发生的任何异常（StatusBEV=1）。所有复位异常均跳转
到 0xBFC00380。

在该位置，32位工具链会放置一条转移指令，指向名为_bootstrap_exception_handler()
的函数。在标准库中，提供了该函数的默认弱版本，它只会产生软件复位。针对在线调试
或仿真进行编译时，_bootstrap_exception_handler的默认实现将先产生软件断点，
然后产生软件复位。如果用户应用程序提供了 _bootstrap_exception_handler()实
现，则改为使用该实现。

13.5.2 一般异常

一般异常是在引导代码之外的程序执行期间发生的任何非中断异常（StatusBEV=0）。
一般异常将从 Ebase向量跳转到偏移 0x180处。

在该位置， 32 位工具链会放置一条转移指令，指向名为
_general_exception_context()的函数。为该函数提供的实现会保存现场、调
用应用程序处理函数、恢复现场并执行从异常指令返回。保存的现场为 hi和 lo寄存
器，以及除 s0-s8之外的所有通用寄存器， s0-s8定义为由所有被调用函数保护，
所以无需再次在此主动保存。Cause和 Status寄存器的值会被传递给应用程序处理
函数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如果用户应用程序提供了
_general_exception_context()实现，则改为使用该实现。

void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 (unsigned cause, unsigned status);

标准库提供了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的默认弱实现，它只会产生软件
复位。针对在线调试或仿真进行编译时，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的默认
实现将先产生软件断点，然后产生软件复位。如果用户应用程序提供了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实现，则改为使用该实现。

13.5.3 简单 TLB 重载入异常

在取指令或数据访问期间，如果没有任何 TLB 条目与映射地址空间的引用匹配，且
Status 寄存器中的 EXL 位为 0，则会发生 TLB 重载入异常。请注意，这不同于存在匹
配条目但其有效位关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 TLB 无效异常。

void _simple_tlb_refill_exception_handler(void);

提供了 _simple_tlb_refill_exception_handler()的默认弱实现，它只会产
生软件复位。针对在线调试或仿真进行编译时，
_simple_tlb_refill_exception_handler的默认实现将先产生软件断点，然
后产生软件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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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 高速缓存错误异常

当指令或数据引用检测到高速缓存标记或数据错误时，会发生高速缓存错误异常。该异
常是不可屏蔽的。为了避免扰乱高速缓存阵列中的错误，异常向量指向一个未映射、未
高速缓存的地址。该异常是精确的。

void _cache_err_exception_handler(void);

提供了_cache_err_exception_handler()的默认弱实现，它只会产生软件复位。
针对在线调试或仿真进行编译时，_cache_err_exception_handler的默认实现将
先产生软件断点，然后产生软件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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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中断服务程序现场切换

C/C++ 函数的标准调用约定将已经保护了 zero、s0-s7、gp、sp和 fp。k0和 k1由
编译器用于访问和保护非 GPR 现场，但它们总是以原子方式（即，在禁止全局中断的
序列中）访问，所以不需要主动保护。除了标准寄存器之外，处理函数还会主动保护
a0-a3、 t0-t9、 v0、 v1和 ra寄存器。

中断处理函数还会主动保存和恢复会由处理函数使用的处理器状态寄存器。具体地说，
EPC、SR、hi和lo寄存器会被作为现场保护。所有可用的DSP累加器将根据需要保护。

此外，如果保护了某个 DSP 累加器寄存器，则也会保护 DSP 控制寄存器。

处理函数可以使用影子寄存器集来保护通用寄存器，使得可以以较低的中断响应延时进
入处理函数的应用程序代码。在一些器件上，影子寄存器集使用器件配置位设置 （例
如，#pragma config FSRSSEL=PRIORITY_6）分配给某个中断优先级（IPL）。而
在其他器件上，影子寄存器集可能硬连线到 IPL7。关于影子寄存器集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目标器件的数据手册。

13.6.1 现场恢复

在中断函数返回之前，软件会自动恢复由软件保存的所有对象。恢复的顺序与保存现场
时所用的顺序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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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中断响应延时

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在中断源发生和执行 ISR 代码第一条指令之间的周期数。它们是：

• 处理器中断处理——处理器识别中断并转移到中断向量第一个地址所需的时间量。
对于特定处理器和所使用的中断源，要确定该值，请参见处理器数据手册。

• ISR 代码——编译器需要保存由 ISR 使用的寄存器。此外，如果 ISR 调用了某个普通
函数，则编译器需要保存所有工作寄存器，即使 ISR 自身并未显式地全部使用它们。
必须执行该操作，因为一般来说，编译器无法知道被调用函数使用了哪些资源。

13.8 嵌套中断

中断可以进行嵌套。PIC32 架构中实现的中断优先级方案允许您指定哪些中断源可以由
其他中断源中断。关于中断操作的明确详细信息，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

默认情况下，编译器中断服务程序序言代码会自动重新允许中断。

13.9 允许 / 禁止中断

以下内置函数会检查或操作当前的 CPU 中断状态：

unsigned int __builtin_get_isr_state(void)

void __builtin_set_isr_state(unsigned int)

void __builtin_disable_interrupts(void)

void __builtin_enable_interrupts(void)

13.10 ISR 注意事项

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需要注意几个事项。

与所有编译器一样，限制中断函数或由中断函数调用的任何函数所使用的寄存器数量
时，编译器生成和执行的现场切换代码会减少，请参见第 13.7 节 “中断响应延时”。
使中断函数保持小而简单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考虑中断响应延时问题时，请避免从 ISR 中调用其他函数。您可能可以使用由应用
程序的主控制循环处理的可变标志来替换函数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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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main、运行时启动和复位
14.1 简介

在创建 C/C++ 代码时，需要一些元素来确保程序正确工作： 必须存在 main 函数；需
要启动代码来初始化和清零变量，以及设置寄存器和处理器；需要处理复位条件。

• main 函数

• 运行时启动代码

• 复位时程序

14.2 MAIN 函数

标识符 main是一个特殊的标识符。它必须用作要在程序中执行的第一个函数的函数名
称。在程序中必须总是有且仅有一个名为 main的函数。但是，与 main关联的代码并
不是复位后 先执行的代码。编译器提供的额外代码 （称为运行时启动代码）将先执
行，并负责将控制转移到 main()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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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运行时启动代码

C/C++ 程序要求先初始化一些特定的对象，并且处理器处于某种特定状态，之后才会
开始执行其 main() 函数。执行这些任务是运行时启动代码的工作。运行时启动代码
在 main() 函数之前执行，但如果需要在复位后立即执行任何特殊的初始化，则应使
用第 14.4 节 “复位时程序”中介绍的复位功能。

PIC32 启动代码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1. 如果发生了 NMI，则跳转到 NMI 处理程序 （_nmi_handler）。

2. 初始化堆栈指针。

3. 初始化选定目标器件上可用的所有寄存器集中的全局指针。

4. 调用 “复位时”过程 （_on_reset）。

5. 在具有 L1 高速缓存的目标器件上，调用 ___pic32_init_cache过程来初始化
L1 高速缓存。

6. 在使用预映射的 EBI 和 SQI 外部存储器区域的目标器件上，调用
__pic32_tlb_init_ebi_sqi过程来初始化 TLB。

7. 清零未初始化的小 bss 段。

8. 使用链接器生成的数据初始化模板来初始化数据。

9. 如果目标器件具有总线矩阵且应用程序使用了RAM 函数，则初始化总线矩阵，以
便从数据存储器中执行。

10. 初始化 CP0 寄存器。

11. 在具有 DSPr2 引擎的目标器件上，使能 DSPr2 引擎。

12. 调用 “引导时”过程 （_on_bootstrap）。

13. 更改异常向量的位置。

14. 对于 C++，调用 C++ 初始化代码来调用文件范围静态存储对象的所有构造函数。

15. 调用 main()。
对于运行时模型进行了以下规定：

• 仅内核模式

• 仅 SEG1
• RAM函数均带有__ramfunc__或__longramfunc__属性（在sys/attribs.h
中定义），意味着所有RAM函数 终均处于.ramfunc段中，且函数带有ramfunc
属性。

14.3.1 发生 NMI 时跳转到 NMI 处理程序

如果 NMI 导致进入复位向量，则会跳转到 NMI 处理程序过程（_nmi_handler）。提
供了 NMI 处理程序过程的弱版本，它会执行 ERET。 _nmi_handler 函数必须带有
nomips16属性 [ 例如，__attribute__((nomips16))]，因为启动代码会跳转到该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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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初始化堆栈指针和堆

堆栈指针 （sp）寄存器必须在启动代码中初始化。要使启动代码可以初始化 sp 寄存
器，链接器必须初始化一个指向 KSEG0/KSEG1 数据存储器结束位置的变量1。

在具有 L1 数据高速缓存的器件上，链接器会将堆栈分配到 KSEG0。
在没有 L1 高速缓存的器件上，它会将堆栈分配到 KSEG1。
该变量名为 _stack。用户可以通过向连接器提供命令行选项
--defsym_min_stack_size=N来更改所分配的 小堆栈空间量。
_min_stack_size由链接器脚本提供，默认值为 1024。

类似地，用户可能希望对应用程序使用堆。虽然启动代码不需要初始化堆，但必须让标
准 C 库（sbrk）知道堆的位置和它的大小。链接器通过创建一个变量来标识堆的起始
位置。堆的位置是所采用的 KSEG0/KSEG1 数据存储器的结束位置。

在具有 L1 高速缓存的器件上，链接器会将堆分配到 KSEG0。
在没有 L1 高速缓存的器件上，它会将堆分配到 KSEG1。
该变量命名为_heap。用户可以通过向连接器提供命令行选项--defsym_min_heap_size=M
来更改所分配的 小堆空间量。如果在堆大小设置为 0 时使用堆，则行为会与堆使用量超
出 小堆大小时相同。即，它溢出到为堆栈分配的空间。

堆和堆栈使用未分配的 KSEG0/KSEG1 数据存储器，堆从 KSEG0/KSEG1 数据存储器
中的低地址开始并向堆栈方向向上增长，而堆栈则从 KSEG1 数据存储器中的较高地址
开始，并向堆的方面向下增长。链接器会尝试将堆和堆栈一起分配到 KSEG0/KSEG1
数据存储器区域中可用的 大存储器空隙中。如果基于所请求的堆大小和堆栈大小 小
空间量，没有足够的空间可用，则链接器将发出错误。

1. 根据是否存在 RAM 函数，数据存储器的结束位置是不同的。如果存在 RAM 函数，则必须将 DRM 的一部

分配置为用于内核程序，用以包含 RAM 函数，而堆栈指针将位于 DRM 内核程序边界地址起始位置的前

一个字处。如果不存在 RAM 函数，则堆栈指针位于真正的 DRM 结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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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堆栈和堆布局

图 14-2： 存在 RAM 函数时的堆栈和堆布局

数据 RAM 存储器闪存程序存储器

数据 RAM 存储器

可能未使用

闪存程序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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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初始化全局指针

编译器工具链支持全局指针（gp）相对寻址。对于处于 gp寄存器中所存储地址任意一
侧的 32 KB 范围内的数据，可以使用 gp寄存器作为基址寄存器在单条指令中对其执行
装入和存储。不使用全局指针时，从静态存储器区域装入数据需要两条指令——一条装
入由编译器 / 链接器计算的 32 位常量地址的高位，一条执行数据装入。

要利用gp相对寻址，编译器和汇编器必须将所有“小”变量和常量组合到以下段之一中：

然后，链接器必须将所有以上输入段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由默认链接器脚本处理。运
行时启动代码必须初始化 gp 寄存器，使之指向该输出段的 “中间”。要使启动代码可
以初始化 gp寄存器，链接器脚本必须初始化一个变量，它与包含“小”变量和常量的
输出段的起始位置相距 32KB。该变量名为 _gp（以匹配核心链接器脚本）。除了在标
准 GPR 集中初始化之外，还必须在影子寄存器集中初始化全局指针。

图 14-3： 全局指针位置

• .lit4. • lit8
• .sdata. • sbss
• .sdata.* • sbss.*
• .gnu.linkonce.s.* • .gnu.linkonce.sb.*

可能未使用

数据 RAM 存储器闪存程序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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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 使用数据初始化模板初始化或清零变量和 RAM 函数

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必须清零未初始化的非 auto对象。该任务也是由运行时启动代
码执行的。

未初始化变量是那些不属于 auto对象并在其定义中未赋值的变量，例如以下示例中的
output：
int output;
int main(void) { ...

此类未初始化对象只需在程序执行期间（运行时）对象将驻留并被访问的 RAM 中为其
保留空间即可。

存在两个未初始化数据段——.sbss和 .bss。.sbss段是包含小于等于 n字节的未初
始化变量的数据段，其中的 n由 -Gn命令行选项决定。 .bss段是包含 .sbss未包含
的未初始化变量的数据段。

运行时启动代码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确保所有已初始化变量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包含其
初始值。已初始化变量是那些不属于 auto对象并在其定义中赋予初始值的变量，例如
以下示例中的 input。
int input = 88;
int main(void) { ...

此类已初始化对象具有两个组成部分： 其初始值 （以上示例中的 0x0088），它存储在
程序存储器中（即，放置在 HEX 文件中）；以及变量在程序执行期间（运行时）将驻
留的并被访问的 RAM 中保留的空间。

运行时启动代码会将初始值的所有数据块从程序存储器复制到 RAM，从而使这些变量
在执行 main之前包含正确的值。

由于 auto对象是动态创建的，所以需要在定义这些对象的函数中放置用于执行对象初
始化的代码。 auto对象的初始值有可能会在函数的每个实例中发生更改，所以初始值
不能在程序存储器中存储并复制。因此，运行时启动代码不会考虑已初始化的 auto对
象，而是由每个函数输出中的汇编代码进行初始化。

内容需要在复位时或甚至电源关闭时保存的变量应使用 persistent 属性进行限定，
请参见第 8.10 节 “标准类型限定符”。这种变量链接到存储器的不同区域，运行时启
动代码不会以任何方式更改它。

存在 4 个已初始化数据段：.sdata、.data、.lit4和 .lit8。.sdata段是包含小
于等于 n字节的已初始化变量的数据段，其中的 n由 -Gn命令行选项决定。.data段
是包含 .sdata未包含的已初始化变量的数据段。.lit4和 .lit8段包含汇编器存储
在存储器中而不是指令流中的常量。

注： 已初始化的 auto变量可能会影响代码性能，特别是对象长度较大时。可
以考虑改为使用全局或 static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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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零或初始化这些段，链接器会创建数据初始化模板，该模板装入到名为 .dinit
的输出段。链接器会创建这个特殊的 .dinit 段 （分配到程序存储器中）来存放用于

数据的运行时初始化的模板。C/C++ 启动模块 crt0.o会解释该模板，并将初始数据值

复制到已初始化数据段中。这包括包含带 ramfunc 属性的函数的段。在调用 main()
函数之前，其他数据段（例如 .bss）会被清零。持久数据段（.pbss）不受影响。当

应用程序的主程序获得控制权时，数据存储器中的所有变量和 RAM 函数都已初始化。

对于数据存储器中每个输出段，数据初始化模板中均包含一个记录。该模板通过空指令
字终止。数据初始化记录的格式为：

/* data init record */
struct data_record {
  char *dst;            /* destination address  */
  unsigned int len;     /* length in bytes      */
  unsigned int format;  /* format code          */
  char dat[0];          /* variable-length data */
};

记录的第一个元素是一个指针，指向数据存储器中的段。第二个和第三个元素分别为段

长度和格式代码。 后一个元素是可选的数据字节数组。对于 bss 类型的段，不需要任

何数据字节。

目前支持的格式代码为：

• 0 ——用零填充输出段

• 1 ——从数据数组复制数据的每个字节

14.3.5 初始化总线矩阵寄存器

在具有总线矩阵的器件上，如果存在任何 RAM 函数，则启动代码应初始化总线矩阵寄
存器（BMXDKPBA、BMXDUDBA和 BMXDUPBA）；否则，不应修改这些寄存器。链接器
会收集所有 RAM 函数，并将它们分配到数据存储器中一个对齐到 2K 对齐边界处的段。
为了确定应用程序中是否存在任何 RAM 函数，链接器提供了一个包含该段起始地址的
变量。该变量名为 _ramfunc_begin。

此外，链接器还提供了边界寄存器 （BMXDKPBA）所需的 2K 对齐的变量。该变量名
为 _bmxdkpba_address。链接器还会提供两个变量，其中包含总线矩阵寄存器的地
址。这些变量名为 _bmxdkpba_address、 _bmxdudba_address和
_bmxdupba_address。

链接器会确保 RAM 函数对齐到 BMXDKPBA 寄存器所要求的 2K 对齐边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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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总线矩阵初始化

14.3.5.1 初始化 CP0 寄存器

CP0寄存器的初始化顺序如下：

1. Count寄存器

2. Compare寄存器

3. EBase寄存器

4. IntCtl寄存器

5. Cause寄存器

6. Status寄存器

14.3.5.2 硬件使能寄存器 （HWREna——CP0 寄存器 7，选择 0）

该寄存器包含决定哪些硬件寄存器可通过 RDHWR 指令访问的位掩码。特权软件可以确定
哪些硬件寄存器可通过 RDHWR 指令访问。执行该操作时，可以虚拟化一个寄存器，代价
是需要处理保留指令异常、解释指令和返回虚拟化值。例如，如果不希望提供对 Count
寄存器的直接访问，可单独禁止对该寄存器的访问，并通过操作系统虚拟化返回值。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3 无效虚拟地址寄存器 （BadVAddr——CP0 寄存器 8，选择 0）

该寄存器是一个只读寄存器，它可以捕捉导致地址错误异常 （AdEL 或 AdES）的 近
虚拟地址。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可能未使用

闪存程序存储器 数据 RAM 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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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4 COUNT 寄存器 （Count——CP0 寄存器 9，选择 0）

该寄存器用作一个定时器，无论指令是否执行、引退，或是在流水线中有任何前移，它
都以恒定速率递增。如果 Cause寄存器中的 DC位为 0，则计数器每隔一个时钟递增一
次。Count寄存器可用于实现某种功能或用于进行诊断，包括在复位时使用或用于同步
处理器。通过写入 Debug寄存器中的 CountDM 位，可以控制在处理器处于调试模式时
Count寄存器是否继续递增。

该寄存器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清零。

14.3.5.5 COMPARE 寄存器 （Compare——CP0 寄存器 11，选择 0）

该寄存器与 Count 寄存器一起用于实现定时器和定时器中断功能。定时器中断是内核
的输出。Compare寄存器保持一个稳定值，不会自己更改。当 Count寄存器的值等于
Compare寄存器的值时，SI_TimerInt引脚会置为有效。该引脚会保持置为有效，直
到写入Compare寄存器为止。SI_TimerInt引脚可以通过一个中断引脚反馈到内核，
用以产生中断。为了诊断目的， Compare 寄存器是一个读 / 写寄存器。但在正常使用
中，Compare寄存器是只写的。作为一种副作用，向 Compare寄存器写入一个值会清
除定时器中断。

该寄存器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设置为 0xFFFFFFFF。

14.3.5.6 STATUS 寄存器 （Status——CP0 寄存器 12，选择 0）

该寄存器是一个读 / 写寄存器，包含处理器的工作模式、中断允许和诊断状态。该寄存
器的一些字段组合产生处理器的工作模式。

PIC32 启动代码会初始化以下设置（0b000000000x0xx0?00000000000000000）：

• 不允许在用户模式下访问协处理器 0 （CU0=0）
• 用户模式使用所配置的尾数法 （RE=0）
• 不更改异常向量位置 （BEV=无变化）

• 不更改指示进入复位异常向量的原因的标志位 （SR, NMI=无变化）

• 清除中断屏蔽，以禁止所有待处理的中断请求 （IM7..IM2=0， IM1..IM0=0）
• 中断优先级为 0 （IPL=0）
• 基本模式为内核模式 （UM=0）
• 错误级别为正常 （ERL=0）
• 异常级别为正常 （EXL=0）
• 禁止中断 （IE=0）

在具有 DSPr2 引擎的目标器件上使能 DSPr2 引擎 （MX=1）。

14.3.5.7 中断控制寄存器 （IntCtl——CP0 寄存器 12，选择 1）

该寄存器控制在架构版本 2 中增加的扩展中断功能，包括向量中断和对外部中断控制器
的支持。

该寄存器包含中断处理的向量间距。 PIC32 启动代码会使用 _vector_spacing符号
的值初始化该寄存器的向量间距部分 （bit 9..5）。所有其他位均设置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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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8 影子寄存器控制寄存器 （SRSCtl——CP0 寄存器 12，选择 2）

该寄存器控制处理器中的 GPR 影子寄存器集的操作。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9 影子寄存器映射寄存器 （SRSMap——CP0 寄存器 12，选择 3）

该寄存器包含 8 个 4 位字段，这些字段用于将向量编号映射到要在提供中断服务时使用
的影子集编号。该寄存器的值不用于非中断异常或非向量中断 （CauseIV=0 或
IntCtlVS=0）。这些情况下，影子集编号来自 SRSCtlESS。如果 SRSCtlHSS为零，
则软件读取或写入该寄存器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写入该寄存器任何字段的值大于
SRSCtlHSS 的值，则处理器的操作是未定义的。 SRSMap 寄存器包含对应于向量编号
7..0 的影子寄存器集编号。对于多个中断向量，可以设立同一影子集编号，产生从向量
到单个影子寄存器集编号的多对一映射。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0 CAUSE 寄存器 （Cause——CP0 寄存器 13，选择 0）

该寄存器主要描述 近发生异常的原因。此外，一些字段还用于控制软件中断请求，以
及向哪个向量分派中断。DC、IV和 IP1..IP0字段除外，Cause寄存器中的所有其他
字段都是只读的。架构版本 2 增加了对外部中断控制器 （EIC）中断模式的可选支持，
在该模式下， IP7..IP2会被解释为请求的中断优先级 （RIPL）。

PIC32 启动代码会初始化以下设置：

• 使能 Count寄存器的计数 （DC=无变化）

• 使用特殊异常向量 （16#200）（IV=1）
• 禁止软件中断请求 （IP1..IP0=0）

14.3.5.11 异常程序计数器 （EPC——CP0 寄存器 14， 选择 0）

该寄存器是一个读 / 写寄存器，其中包含对异常进行处理之后恢复执行的地址。EPC寄
存器的所有位均为有效位，必须可写。对于同步（精确）异常，EPC包含以下值之一：

• 直接导致异常的指令的虚拟地址

• 紧接在转移或跳转指令之前的虚拟地址 （如果导致异常的指令处于转移延时时隙
中，并且 Cause寄存器中的转移延时位置 1）。

发生新异常时，如果 Status 寄存器中的 EXL 位置 1，则处理器不会写 EPC 寄存器；
但是，仍然可以通过 MTC0指令写该寄存器。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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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2 处理器标识寄存器 （PRId——CP0 寄存器 15，选择 0）

该寄存器是一个 32 位只读寄存器，包含指示处理器的制造商、制造商选项、处理器标
识和版本的信息。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3 异常基址寄存器 （EBase——CP0 寄存器 15，选择 1）

该寄存器是一个读 / 写寄存器，包含异常向量的基址 （在 StatusBEV 等于 0 时使用）
和一个只读 CPU 编号值 （软件可以使用它来区分多处理器系统中的不同处理器）。
EBase 寄存器让软件可以识别多处理器系统中的特定处理器，让每个处理器的异常向
量可以不同，特别是在由异构处理器组成的系统中。当 StatusBEV 为 0 时， EBase
寄存器的 bit 31..12 将与 0 相连，构成异常向量的基址。当 StatusBEV 为 1 时，或者
对于任何 EJTAG 调试异常，异常向量基址将来自固定的默认值。 EBase 寄存器的
bit 31..12 的复位状态会将异常基址寄存器初始化为 16#80000000，提供与版本 1 实现
的向后兼容性。 EBase 寄存器的 bit 31..30 固定为值 2#10，以强制使异常基址处于
KSEG0 或 KSEG1 非映射虚拟地址段中。

如果要更改异常基址寄存器的值，则必须在StatusBEV等于1时执行。如果StatusBEV
为 0 时，异常基址字段写入其他值，则处理器的操作是未定义的。

通过将 bit 31..30 与异常基址字段组合，异常向量的基址可以放置在任意 4 KB 页边界
处。如果使用向量中断，则可以生成大于 4KB 的向量偏移。在这种情况下，异常基址
字段的 bit 12 必须为零。如果软件向异常基址字段的 bit 12 写入 1，并允许使用相对于
异常基址的偏移量大于 4 KB 的向量中断，则处理器的操作是未定义的。

PIC32启动代码会使用 _ebase_address符号的值初始化该寄存器。_ebase_address由
链接器脚本提供，默认值为 KSEG1 程序存储器的起始地址。用户可以通过向链接器提供
命令行选项 --defsym_ebase_address=A来更改该值。

14.3.5.13.1 Config 寄存器 （Config——CP0 寄存器 16，选择 0）
该寄存器指定各种配置和功能信息。Config寄存器中的大部分字段由硬件在复位异常
过程中初始化，或者为常量。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3.2 Config1 寄存器 （Config1——CP0 寄存器 16，选择 1）
该寄存器是 Config 寄存器的辅助寄存器，保存关于内核中所存在功能的附加信息。
Config1寄存器中的所有字段都是只读的。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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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3.3 Config2 寄存器 （Config2——CP0 寄存器 16，选择 2）
该寄存器是 Config 寄存器的辅助寄存器，保留用于保存附加的功能信息。 Config2
分配为用于显示 2/3 级高速缓存的配置。这些字段复位为 0，因为内核不支持 L2/L3 高
速缓存。 Config2寄存器中的所有字段都是只读的。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3.4 Config3 寄存器 （Config3——CP0 寄存器 16，选择 3）
该寄存器提供附加的功能。 Config3寄存器中的所有字段都是只读的。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4 DEBUG 寄存器 （Debug——CP0 寄存器 23，选择 0）

该寄存器用于控制调试异常，并提供关于调试异常原因的信息，以及何时由于调试模式
下的一般异常而重新进入调试异常向量处。只读信息位在以下情况下更新：每次捕捉到
调试异常时，或在已处于调试模式时捕捉到一般异常。从非调试模式下进行读取时，只
有 DM 位和 EJTAGver 字段是有效的。其他所有的位和字段的值是不可预测的。如果在
非调试模式下写 Debug寄存器，则处理器的操作是未定义的。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5 跟踪控制寄存器 （TraceControl——CP0 寄存器 23，选择 1）

该寄存器提供控制和状态信息。只有存在 EJTAG 跟踪功能时，才会实现 TraceControl
寄存器。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6 跟踪控制 2 寄存器 （TraceControl2——CP0 寄存器 23，选择 2）

该寄存器提供附加的控制和状态信息。只有存在 EJTAG 跟踪功能时，才会实现
TraceControl2寄存器。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7 用户跟踪数据寄存器 （UserTraceData——CP0 寄存器 23，选择 3）

写入该寄存器时，会写入一个跟踪记录，指示类型 1 或类型 2 用户格式。该类型基于
TraceControl寄存器中的 UT位。不能在连续周期中写入该寄存器。如果在连续周期
中写入该寄存器，则跟踪输出数据是不可预测的。只有存在 EJTAG 跟踪功能时，才会
实现 UserTraceData寄存器。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18  TRACEBPC 寄存器 （TraceBPC——CP0 寄存器 23，选择 4）

该寄存器用于通过 EJTAG 硬件断点控制跟踪的启动和停止。然后，硬件断点将被设置
为触发源，并且还可以选择作为调试异常断点。只有同时存在硬件断点和 EJTAG 跟踪
功能时，才会实现 TraceBPC寄存器。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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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9 DEBUG2 寄存器 （Debug2——CP0 寄存器 23，选择 5）

该寄存器存放关于复杂断点异常的附加信息。只有存在复杂硬件断点时，才会实现
Debug2寄存器。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20 调试异常程序计数器 （DEPC——CP0 寄存器 24，选择 0）

该寄存器是一个读 / 写寄存器，其中包含对调试异常或调试模式异常进行处理之后恢复
执行的地址。对于同步（精确）调试异常和调试模式下的异常，DEPC包含以下值之一：

• 直接导致调试异常的指令的虚拟地址，或者

• 紧接在转移或跳转指令之前的虚拟地址（如果导致调试异常的指令处于转移延时时
隙中，并且 Debug寄存器中的调试转移延时 （DBD）位置 1）。

对于异步调试异常（调试中断和复杂断点）， DEPC包含一条指令的虚拟地址，在调试
处理程序代码执行完毕之后将在该地址处继续执行。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21 错误异常程序计数器 （ErrorEPC——CP0 寄存器 30，选择 0）

该寄存器是一个类似于 EPC寄存器的读 / 写寄存器，只是它是在发生错误异常时使用。
ErrorEPC寄存器的所有位均为有效位，必须可写。它也在发生复位、软复位和不可屏
蔽中断（Non-maskable Interrupt，NMI）异常时用于存储程序计数器。ErrorEPC寄
存器包含一个虚拟地址，在处理完错误之后在该地址处继续处理指令。该地址可能为：

• 导致异常的指令的虚拟地址，或

• 紧接在转移或跳转指令之前的虚拟地址 （当导致错误的指令处于转移延时时隙中
时）

不同于 EPC寄存器， ErrorEPC寄存器不存在相应的转移延时时隙指示。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5.22 调试异常保存寄存器 （DeSave——CP0 寄存器 31，选择 0）

该寄存器是一个用作简单存储器单元的读 / 写寄存器。调试异常处理程序使用该寄存器
来保存一个 GPR，然后使用它将剩余的现场信息保存到预先确定的存储区 （例如保存
在 EJTAG 探针中）。无法断定是否存在用于保存现场信息的有效堆栈时，可以通过该
寄存器，对异常处理程序和其他类型的代码安全地进行调试。

在 PIC32 启动代码中，不会对该寄存器执行初始化。

14.3.6 调用 “引导时”过程

在初始化 CP0 寄存器之后会调用一个过程。该过程使用户可以在引导期间 （即，在
StatusBEV 置 1 时）和进入 main 程序之前执行一些操作。随启动代码提供了该过程
的空白弱版本 （_on_bootstrap）。该过程可用于执行硬件初始化和 / 或用于初始化
RTOS 所需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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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 更改异常向量的位置

在紧靠任何应用程序代码的执行之前， StatusBEV会被清零，将异常向量的位置从引
导位置更改为正常位置。

14.3.8 调用 C++ 初始化代码

调用 C++ 文件范围静态存储对象的所有构造函数。启动代码必须 后调用构造函数，因
为必须在执行应用程序代码之前进行低级初始化。

14.3.9 调用 main
启动代码执行的 后一操作是调用 main 程序。如果用户从 main 返回，启动代码将进
入一个无限循环。

14.3.10 启动代码和 C/C++ 库所需的符号

本节详细介绍启动代码和 C/C++ 库所需的符号。目前，默认链接器脚本定义了这些符
号。如果应用程序提供了定制的链接器脚本，则用户必须确保提供所有以下符号，以便
启动代码和 C 库函数可以工作：

符号名称 说明

_bmxdkpba_address 在 _ramfunc_length大于 0 时放入
BMXDKPBA寄存器的地址。

_bmxdudba_address 在 _ramfunc_length大于 0 时放入
BMXDUDBA寄存器的地址。

_bmxdupba_address 在 _ramfunc_length大于 0 时放入
BMXDUPBA寄存器的地址。

_ebase_address EBASE的位置。

_end 数据分配的结束位置。

_gp 指向小变量区域的“中间”。根据约定，它与用于
小变量的第一个单元相距 0x8000 字节。

_heap 堆在 DRM 中的起始位置。

_ramfunc_begin RAM 函数的起始位置。它应位于 2K 边界处，因为
它用于初始化 BMXDKPBA寄存器。

_ramfunc_length .ramfunc段的长度。

_stack 堆栈在 DRM 中的起始位置。请记住，堆栈从数据
存储器的底部开始增长，所以该符号应指向为堆栈
分配的段的底部。

_vector_spacing IntCtl寄存器中的向量间距字段的初始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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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1 异常

此外，提供了两个弱版本的一般异常处理程序，它们可以由应用程序覆盖——一个用于
处理 StatusBEV为 1 时的异常 （_bootstrap_exception_handler），一个用于
处理 StatusBEV 为 0 时的异常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启动代码提
供的弱版本的复位异常处理程序和弱版本的一般异常处理程序都会产生软件复位。启动
代码会将指向引导异常处理程序的跳转安排在 0xBFC00380 处，将指向一般异常处理
程序的跳转安排在 EBASE+0x180处。

两个处理程序都必须带有 nomips16 属性 [ 如 __attribute__((nomips16))]，因
为启动代码会跳转到这些函数。

当 BOOTISA 配置位设置为使异常处于 microMIPS 模式时，这两个处理程序都必须带
有 micromips属性 [ 如 __attribute__((micromips))]。

图 14-5： 异常

可能未使用

数据 RAM 存储器闪存程序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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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复位时程序

一些硬件配置需要进行特殊的初始化，通常是在复位之后的前几个指令周期内进行。为
了实现这一点，通过复位时程序提供了一个钩子 （hook）。

该程序在初始化一个 小“C”现场之后调用。随启动代码提供了该过程的空白弱版
本 （_on_reset）。该程序的桩 （stub）位于编译器安装目录中的 pic32-libs/
libpic32/stubs。

如果该过程是用“C”编写的，用户需要注意一些特殊的事项。 重要的是，静态分配
的变量不会被初始化 （需要使用指定的初始化，或像对待未初始化变量那样赋 0 值）。
在调用该程序时，堆栈指针已初始化。

14.4.1 清零对象

运行时启动代码会清零由未初始化变量占用的所有存储单元，因此它们在 main()执行
之前将包含零。

需要在复位期间保存内容的变量应使用 persistent 属性，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8.10 节“标准类型限定符”。这种变量链接在存储器的不同区域，运行时启动代码
不会以任何方式更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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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库程序
15.1 使用库程序

在源代码中引用库函数或程序之后，库函数或程序（以及任何关联的变量）将自动链接
到程序中。使用来自一个库文件的某个函数并不会包含来自该库的所有其他函数。只有
所使用的库函数会被链接到程序输出中并占用存储器。

对于从库中使用的任何函数或符号，程序都需要声明。它们包含在标准 C 头 （.h）文
件中。头文件不是库文件，这两种文件类型不应混为一谈。库文件包含预编译的代码，
通常为函数和变量定义；头文件提供库文件中的函数、变量和类型，以及其他预处理器
宏的声明 （而不是定义）。

#include <math.h>    // declare function prototype for sqrt

int main(void)
{
  double i;

  // sqrt referenced; sqrt will be linked in from library file
  i = sqrt(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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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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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混合使用 C/C++ 和汇编语言
16.1 简介

通过使用两种不同的技术，可以将汇编语言代码与 C/C++ 代码混合使用：编写汇编代
码，并将它放入一个独立的汇编模块，或将其作为行内汇编代码包含到 C/C++ 模块中。
本节介绍如何一起使用汇编语言和 C/C++ 模块。它给出了在汇编代码中使用 C/C++ 变
量和函数的示例，以及在 C/C++ 中使用汇编语言变量和函数的示例。

项目中包含的汇编代码越多，维护它的难度就越高，所需时间也越多。随着项目的开
发，编译器可能会改变工作方式，因为一些优化会着眼于整个程序。如果编译器进行了
更新，由于经过更新的编译器的工作方式可能存在差异，汇编代码很可能会发生失败。
这些因素不会影响以 C/C++ 编写的代码。

• 混合使用汇编语言与 C 变量及函数

• 使用行内汇编语言

• 预定义的宏

16.2 混合使用汇编语言与 C 变量及函数

以下准则说明了如何将独立的汇编语言模块与 C 模块进行接口。

• 遵循第 11.3 节 “寄存器约定”中所述的寄存器约定。特别是，使用寄存器 $4-$7
来进行参数传递。汇编语言函数将在这些寄存器中接收参数，并应在这些寄存器中
向被调用函数传递参数。

• 表 11-1 寄存器约定介绍了必须跨非中断函数调用保存哪些寄存器

• 中断函数必须保存所有寄存器。不同于普通的函数调用，中断可能在程序执行过程
中的任意点发生。返回到正常程序时，所有寄存器都必须与发生中断之前相同。

• 在独立的汇编文件中声明且将由任意C源文件引用的变量或函数应使用汇编器伪指
令 .global声明为全局。在汇编文件中使用的未声明符号将被视为外部定义。

以下示例说明了如何在汇编语言和 C 中使用变量和函数，无论它们 初在何处定义。

文件 ex1.c 定义了要在汇编语言文件中使用的 foo 和 cVariable。 C 文件还说明了
如何调用汇编函数 asmFunction和如何访问汇编代码定义的变量 asmVariable。

注： 如果必须添加汇编代码，则 好将它编写为处于独立汇编模块中的自包含
程序，而不是将它嵌入到 C 代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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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6-1： 混合使用 C 语言和汇编语言
/*
** file: ex1.S
*/
#include <xc.h>

 /* define which section (for example "text")
 * does this portion of code resides in. Typically,
 * all your code will reside in .text section as
 * shown below.
 */

.text

 /*  This is important for an assembly programmer.This
 * directive tells the assembler that don't optimize
 * the order of the instructions as well as don't insert
 * 'nop' instructions after jumps and branches.
 */

 .set noreorder

/*********************************************************************
* asmFunction(int bits)
* This function clears the specified bites in IOPORT A.
********************************************************************/
.global asmFunction
.ent asmFunction
asmFunction:

 /* function prologue - save registers used in this function
 * on stack and adjust stack-pointer
 */

 addiu  sp, sp, -4
 sw  s0, 0(sp)

 la  s0, LATACLR
 sw  a0, 0(s0)  /* clear specified bits */

 la  s0, PORTA
 lw  s1, 0(s0)
 la  s0, cVariable
 sw  s1, 0(s0)  /* keep a copy */

 /* function epilogue - restore registers used in this function
 * from stack and adjust stack-pointer
 */

 lw  s0, 0(sp)
 addiu  sp, sp,

 addu  s1, ra, zero
 jal  foo
nop
 addu  ra, s1, zero
nop
 /* return to caller */
 jr  ra
nop

.end asmFunction

 .bss
 .global asmVariable
.align 2
asmVariable:.spa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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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ex1.S定义了需要在链接的应用程序中使用的asmFunction和 asmVariable。
汇编文件还说明了如何调用 C 函数 foo和如何访问 C 代码定义的变量 cVariable。
;
;  file: ex2.c
;
#include <xc.h>
#include <plib.h>

extern void asmFunction(int bits);
extern unsigned int asmVariable;
volatile unsigned int cVariable =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jak = 0;

int main(void) {
 SYSTEMConfigPerformance(80000000ull);
 TRISA = 0;
 LATA = 0xC6FFul;

 asmFunction(0xA55Au);
while(1)
 {

 asmVariable++;
 }

}

void foo(void)
{

 jak++;
}

在 C 文件 ex2.c中，对汇编文件中声明的符号的外部引用使用标准 extern关键字声
明；请注意 asmFunction是 void类型的函数，并相应地进行声明。

在汇编文件 ex1.S 中，符号 asmFunction 和 asmVariable 通过使用 .global 汇
编伪指令而设为全局可见，可以由任何其他源文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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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使用行内汇编语言

在 C/C++ 函数内，可以使用 asm 语句将一行汇编语言代码插入编译器将生成的汇编语
言中。行内汇编代码具有两种形式： 简单和扩展。

在简单形式中，汇编器指令使用以下语法编写：

asm ("instruction");

其中，instruction是有效的汇编语言构造。如果在 ANSI C 程序中编写行内汇编代
码，则编写 __asm__而不是 asm。

在使用asm的扩展汇编器指令中，指令的操作数使用C/C++表达式来指定。扩展语法为：

asm("template" [ : [ "constraint"(output-operand) [ , ... ] ] 
                 [ : [ "constraint"(input-operand) [ , ... ] ]
                      [ "clobber" [ , ... ] ]
               ]
             ]);

您必须指定一个汇编器指令 template，再加上每个操作数的操作数 constraint 字
符串。 template指定指令助记符，以及（可选）操作数的占位符。 constraint字
符串指定操作数约束，例如，操作数必须处于寄存器内（通常情况），或操作数必须为
立即数。

表 16-1 至表 16-4 列出了编译器支持的约束字母和修饰符。

表 16-1： 编译器支持的寄存器约束字母

注： 只能向简单形式的行内汇编代码传递单个字符串。

字母 约束

c 适合用于间接跳转的寄存器

d 地址寄存器。除非生成 MIPS16 代码，否则它等效于 @code{r}

ka 可以用作乘 - 累加指令的目标的寄存器

l @code{lo}寄存器。使用该寄存器来存储不长于一个字的值

x 串联的 @code{hi}和 @code{li}寄存器。使用该寄存器来存储双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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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 编译器支持的整型约束字母

表 16-3： 编译器支持的一般约束字母

表 16-4： 编译器支持的约束修饰符

字母 约束

I 有符号 32 位常量（用于算术指令）

J 整数 0
K 无符号 32 位常量（用于逻辑指令）

L 低 32 位为零的有符号 32 位常量。可以使用 @code{lui}装入此类常量

M 不能使用 @code{lui}、 @code{addiu}或 @code{ori}装入的常量

N 介于范围 -65535 至 -1 （包含边界值）的常量

O 有符号 15 位常量

P 介于范围 1 至 65535 （包含边界值）的常量

字母 约束

R 可以在非宏装入或存储中使用的地址。

字母 约束

= 表示该操作数对于该指令是只写的： 先前的值会被丢弃，替换为输出数据

+ 表示指令既会读取也会写入该操作数

& 表示该操作数是一个 earlyclobber操作数，即在使用输入操作数完成指令之
前就会被修改。因此，该操作数不能位于用作输入操作数的寄存器中，也不能作
为任何存储器地址的一部分

d 操作数数字 n 的第 2 个寄存器，即， %dn..
q 操作数数字 n 的第 4 个寄存器，即， %qn..
t 操作数数字 n 的第 3 个寄存器，即，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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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插入位域

• 多条汇编器指令

插入位域

该示例演示如何使用 INS指令向一个 32 位宽的变量中插入位域。这个类似于函数的宏
使用行内汇编代码来发出 INS指令， C/C++ 代码通常不会生成该指令。

/* MIPS32r2 insert bits */
#define _ins(tgt,val,pos,sz) __extension__({                    \
    unsigned int __t = (tgt), __v = (val);                      \
    __asm__ ("ins %0,%z1,%2,%3"                  /* template */ \
             : "+d" (__t)                        /* output   */ \
             : "dJ" (__v), "I" (pos), "I" (sz)); /* input    */ \
    __t;                                                        \
})

此处的 __v、pos和 sz是输入操作数。__v操作数被约束为类型“d”（地址寄存器）
或 “J”（整数 0）。 pos和 sz操作数被约束为类型 “I”（有符号 32 位常量）。

__t 输出操作数被约束为类型 “d”（地址寄存器）。“+”修饰符意味着指令既会读取
也会写入该操作数，所以该操作数同时作为输入和输出。

以下示例说明了该宏的使用。

unsigned int result;
void example (void)
{
    unsigned int insertval = 0x12;
    result = 0xAAAAAAAAu;
    result = _ins(result, insertval, 4, 8);
    /* result is now 0xAAAAA12A */
}

对于该示例，编译器可能会生成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汇编代码。

li $2,-1431699456 # 0xaaaa0000
ori $2,$2,0xaaaa # 0xaaaa0000 | 0xaaaa

li $3,18 # 0x12 
ins  $2,$3,4,8 # inline assembly

lui $3,%hi(result) # assign the result back
j $31 # return
sw $2,%lo(resul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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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汇编器指令

该示例演示如何配合使用 WSBH和 ROTR指令来进行字节交换。 WSBH指令在两个半字
内进行 32 位字节交换。ROTR指令按立即数进行循环右移。这个类似于函数的宏使用行
内汇编代码来创建 “字节交换字”，使用了 C/C++ 代码通常不会生成的指令。

以下给出了类似于函数的宏 _bswapw的定义。

/* MIPS32r2 byte-swap word */
#define _bswapw(x) __extension__({        \
    unsigned int __x = (x), __v;          \
    __asm__ ("wsbh %0,%1;\n\t"            \
              "rotr %0,16" /* template */ \
             : "=d" (__v)  /* output */   \
             : "d" (__x))  /* input*/ ;   \
    __v;                                  \
})

此处的 __x是输入操作数的 C 表达式。该操作数被约束为类型“d”，它表示一个地址
寄存器。

C 表达式 __v是输出操作数。该操作数也被约束为类型“d”。“=”表示该操作数对于
该指令是只写的： 先前的值会被丢弃，替换为输出数据。

以下示例显示了这个类似于函数的宏，它将 value 的内容进行交换之后赋值给
result。
unsigned int result;
int example (void)
{
   unsigned int value = 0x12345678u;
   result = _bswapw(value); 
   /* result == 0x78563412 */
}

对于该示例，编译器可能会生成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汇编代码：

  li$2,305397760 # 0x12340000
  addiu$2,$2,22136 # 0x12340000 + 0x5678
  wsbh $2,$2; # From inline asm
  rotr $2,16 # From inline asm
  lui$2,%hi(result) # assign back to result
  j $31 # return
  sw$3,%lo(result)($2)

16.3.1 等效汇编符号

C/C++ 符号可以不经修改直接在扩展汇编代码中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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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预定义的宏

包含 <xc.h> 之后，会有几个预定义的宏可供使用。这些宏的确切操作取决于所采用的
指令集。表 16-5 列出了通用的预定义宏及其操作。

表 16-5： 预定义的宏

宏 说明

_nop() 插入一条空操作指令

_ehb()   插入执行危险屏障指令

_cache(op,addr) 对高速缓存线执行操作。关于可用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器
件文档。

_synci(addr) 将 I 高速缓存与 D 高速缓存进行同步；在写入指令之后但在执
行它们之前对每个高速缓存线大小的块运行指令。

_prefetch(hint,x) 为了存储器引用优化而预取指令。预先知道自己可能需要数据
的应用程序可以做出安排，将数据放入高速缓存。“hint”定义
这是哪种预取。

_sync()  插入同步共享存储器指令

_wait()  插入指令来进入待机模式

_mfc0(rn, sel) 请参见 <xc.h>文件。从协处理器 0 寄存器传送一个值。

_mtc0(rn, sel, v) 请参见 <xc.h>文件。将一个值传送到协处理器 0 寄存器。

_mxc0(rn, sel, v) 请参见 <xc.h>文件。将某个值与协处理器 0 寄存器中的值
进行交换。

_bcc0(rn, sel, clr) 对于通过 rn和 sel指定的 CP0 寄存器，清零对应于 clr
中非零位的那些位

_bsc0(rn, sel, set) 对于通过 rn和 sel指定的 CP0 寄存器，清零对应于 clr
中非零位的那些位

_bcsc0(rn, sel, clr, 
set)

对于通过 rn和 sel指定的 CP0 寄存器，清零对应于 clr
中非零位的那些位；并将对应于 set中非零位的那些位置 1

_clz(x)  对 x中的前导 0 计数

_ctz(x) 对 x 中的尾随 0 计数

_clo(x) 对 x 中的前导 1 计数

_dclz(x) 模拟 x 中前导 0 的 64 位计数

_dclo(x) 模拟 x 中前导 1 的 64 位计数

_dctz(x 模拟 x 中尾随 0 的 64 位计数

_wsbh(x) 请参见 <xc.h>文件。对 32位字内的在两个半字进行字节交换。

_bswapw(x) 请参见 <xc.h>文件。字节交换字。

_ins(tgt,val,pos,sz) 请参见 <xc.h>文件。插入位。

_ext(x,pos,sz) 请参见 <xc.h>文件。从 32 位变量中提取位域。

_jr_hb() 请参见 <xc.h>文件。跳转寄存器并清除危险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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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wrpgpr(regno, val) 请参见 <xc.h>文件。写入先前寄存器集中的某个寄存器。

_rdpgpr(regno) 请参见 <xc.h>文件。从先前寄存器集读取寄存器。

_get_byte(addr, errp) 返回地址的低字节

_get_half(addr, errp) 返回地址的低 16 位

_get_word(addr, errp) 返回地址的低 32 位

_get_dword(addr, errp) 返回地址的低 64 位

_put_byte(addr, v) 向地址的低字节写入 v
_put_half(addr, v) 向地址的低 16 位写入 v
_put_word(addr, v) 向地址的低 32 位写入 v
_put_dword(addr, v) 向地址的低 64 位写入 v

表 16-5： 预定义的宏 （续）

宏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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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优化
17.1 简介

不同的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版本支持不同的优化级别。 一些版本可免费下载，
而其他一些则必须购买。 关于 C 和 C++ 许可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microchip.com/MPLABXCcompilers。
编译器版本包括：

设置优化级别

可以设置从无优化到完全优化的不同优化，具体取决于您的编译器版本。 在调试代码
时，您可能希望不对代码进行优化，以确保预期的程序流。

关于用于设置优化的编译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5.9.7 节“用于控制优化的选项”。

版本 成本 说明

专业（PRO） 有 实现了 高的优化和性能级别。

标准（STD） 有 实现了丰富的优化级别和高性能级别。

免费 无 实现具有 多代码优化限制。

评估（EVAL） 无 允许使用专业版 60 天，之后恢复为免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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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预处理
18.1 简介

在编译之前，需要对所有 C/C++ 源文件进行预处理。 使用 .S 扩展名 （大写）的汇编
源文件也需要进行预处理。 有许多选项可以控制预处理器和预处理代码的操作，请参
见第 5.9.8 节 “用于控制预处理器的选项”。

• C/C++ 语言注释

• 预处理器伪指令

• pragma 伪指令

• 预定义的宏

18.2 C/C++ 语言注释

C/C++ 注释会被编译器忽略，可用于向阅读源代码的人员提供信息。 应自由地使用它们。

可以通过将所需字符包含在 /* 和 */ 中来添加注释。 注释可以跨越多行，但注释不能
进行嵌套。 注释可以放置在 C/C++ 代码中的任意位置，甚至可以放置在表达式中间，但
不能放置在字符常量或字符串字面值中。

由于注释不能进行嵌套，可能需要使用#if预处理器伪指令来注释掉已经包含注释的代
码，例如：

#if 0
result = read();  /* TODO: Jim, check this function is right */

#endif

此外，也可以指定 C++ 样式的单行注释。 // 之后到行尾的所有字符都会被视为注释，
将被编译器忽略，如下所示：

result = read();  // TODO: Jim, check this function i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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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预处理器伪指令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接受所有标准的预处理器指令，表 18-1 列出了它们。
 

带参数的宏扩展可以使用 #字符将参数转换为一个字符串，以及使用 ##序列来连接参
数。 如果要连接两个表达式，可以考虑使用两个宏，以处理其中任一表达式需要替换自
身的情况，例如

#define paste1(a,b) a##b
#define paste(a,b) paste1(a,b)

使您可以使用 paste 宏来连接两个自身可能需要进一步扩展的表达式。 将会重新扫描
替换标记，查找更多的宏标识符，但请记住，在扩展某个特定宏标识符之后，如果它在
连接之后出现，将不会再次扩展它。

表 18-1： 预处理器伪指令

伪指令  含义  示例

# 预处理器空伪指令，不执行任何操作 #

#assert 如果条件为 false，则产生错误 #assert SIZE > 10

#define 定义预处理器宏 #define SIZE 5 
#define FLAG 
#define add(a,b) ((a)+(b))

#elif #else #if的缩写 请参见 #ifdef
#else 根据条件包含源代码行 请参见 #if
#endif 终止条件性的源代码包含 请参见 #if
#error 产生一条错误消息 #error Size too big

#if 如果常量表达式为 true，则包含源代
码行

#if SIZE < 10  
  c = process(10) 
#else
  skip();
#endif

#ifdef 如果预处理器符号已定义，则包含源代
码行

#ifdef FLAG 
  do_loop();
#elif SIZE == 5
  skip_loop();
#endif

#ifndef 如果预处理器符号未定义，则包含源代
码行

#ifndef FLAG
  jump();
#endif

#include 在源代码中包含文本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roject.h" 

#line 指定列表的行号和文件名 #line 3 final
#nn （其中， nn 是一个数字） #line nn 的

缩写

#20

#pragma 特定于编译器的选项 请参见第 18.4 节“pragma 伪指令”

#undef 取消定义预处理器符号 #undef FLAG

#warning 产生一条警告消息 #warning Length no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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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器域中的数值的类型和转换与 C 域中一样。预处理器值不具有类型，但会在预处
理器对它们进行转换之后立刻获得类型。表达式可能会使其分配的类型发生溢出，与 C
表达式可能发生溢出的方式相同。

通过使用常量后缀，可以避免溢出。 例如，在数字之后使用 L表示在转换之后应将它解
释为长整型。

因此，例如：

#define MAX 100000*100000

和

#define MAX 100000*100000L

（请注意 L后缀）将分别定义值 0x540be400 和 0x2540be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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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PRAGMA 伪指令

有一些特定的编译时伪指令可以用于修改编译器的行为。它们通过使用 ANSI 标准
#pragma功能来实现。 编译器将忽略所有无法理解的 pragma 伪指令。

pragma 伪指令的格式为：

#pragma keyword options

其中，keyword是一组关键字之一，其中一些后面会跟随某些特定选项 options。 下
面给出了这些关键字的说明。

#pragma interrupt

将函数标记为中断处理程序。 函数的序言和结语代码将执行更多的现场保存操作。 请
注意，interrupt属性（而不是该 pragma 伪指令）是用于将函数标记为中断处理程
序的建议机制。 提供中断 pragma 伪指令是为了与其他编译器保持兼容。请参见第 13
章 “中断”和第 13.5 节 “异常处理程序”。

#pragma vector

在指定异常向量处生成一条转移指令，其转移目标为该函数。 请注意， vector 属性
（而不是该 pragma 伪指令）是生成例外 / 中断向量的建议机制。请参见第 13 章“中断”
和第 13.5 节“异常处理程序”。

#pragma config

#pragma config 伪指令指定要由应用程序使用的特定于处理器的配置设置 （即，配置
位）。请参见第 13.3.2 节 “中断 pragma 伪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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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预定义的宏

这些预定义的宏可与编译器一起使用：

• 32 位 C/C++ 编译器宏

• SDE 兼容性宏

18.5.1 32 位 C/C++ 编译器宏

编译器定义了一些宏，大多数具有前缀 “_MCHP_”，它们用于表示各种特定于目标的
选项、目标处理器和主机环境的其他方面。

_MCHP_SZINT 32 或 64，取决于用以设置整型长度的命令行选项
（-mint32 -mint64）

_MCHP_SZLONG 32 或 64，取决于用以设置整型长度的命令行选项
（-mlong32 -mlong64）

_MCHP_SZPTR 总是为 32，因为所有指针均为 32 位

__mchp_no_float 在指定 -mno-float时定义

__NO_FLOAT 在指定 -mno-float时定义

__PIC__
__pic__

正在编译翻译单元来产生位置无关的代码

__PIC32MX
__PIC32MX__

总是定义 
使用 -mprocessor选项指定 PIC32MX 器件时定义。

__PIC32MZ 使用 -mprocessor选项指定 PIC32MZ 器件时定义。

__PIC32_FEATURE_SET__ 编译器会基于可用于选定器件的功能预定义一个宏。 定义
这些宏是为了可以编写可利用较新器件上功能的代码，同
时维持与较早器件的兼容性。
示例： PIC32MX795F512L 将使用
__PIC32_FEATURE_SET__==795，
PIC32MX340F128H 将使用
__PIC32_FEATURE_SET__==340

PIC32MX 未指定 -ansi时定义

__LANGUAGE_ASSEMBLY
__LANGUAGE_ASSEMBLY__
_LANGUAGE_ASSEMBLY

编译预处理汇编文件（.S 文件）时定义

LANGUAGE_ASSEMBLY 编译预处理汇编文件（.S 文件）且未指定 -ansi时定义

__LANGUAGE_C
__LANGUAGE_C__
_LANGUAGE_C

编译 C 文件时定义

LANGUAGE_C 编译 C 文件且未指定 -ansi时定义

__LANGUAGE_C_PLUS_PLUS
__cplusplus
_LANGUAGE_C_PLUS_PLUS__

编译 C++ 文件时定义

__EXCEPTIONS 使能 X++ 异常时定义

__GXX_RTTI 使能运行时类型信息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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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可以用于确定选定器件上的可用功能的宏，另请参见特定于器件的包含文件
（pic32mx/include/proc/p32*.h）。 您可以在头文件末尾附近找到这些宏。

__processor__ 其中“processor”是传递给 -mprocessor选项的大写
参数。例如， -mprocessor=32mx12f3456将定义
__32MX12F3456__

__XC 总是定义，用以指示它是 Microchip XC 编译器

__XC32 总是定义，用以指示它是 XC32 编译器

__VERSION__ __VERSION__宏会扩展为描述所使用的编译器的字符串
常量。 不要依赖它的内容会具有任何特定形式，但它至少
应包含版本号。 使用 __XC32_VERSION宏来获取数字版
本号

__XC32_VERSION或 
__C32_VERSION__

C 编译器会定义常量 __XC32_VERSION，为版本标识符
提供一个数值。 该宏可以用于构造利用新的编译器功能的
应用程序，同时仍然与较早版本保持向后兼容。 该值基于
当前发行版的主要和次要版本号。 例如，发行版 1.03 的
__XC32_VERSION定义为 1030。该宏可以与标准预处
理器比较语句配合使用，根据条件来包含 / 排除各种代码
构造

__mips_dsp 1
__mips_dspr2 1
__mips_dsp_rev 2

当选定目标器件支持 DSPr2 引擎时， C 编译器会定义这
些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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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SDE 兼容性宏

MIPS® SDE（软件开发环境）定义了一些宏，大部分带有前缀“_MIPS_”，它们用于
表示各种特定于目标的选项，其中一些将由命令行决定（例如，-mint64）。 在适用的
情况下，为了方便从 SDE 向编译器移植应用程序和中间件，这些宏将由编译器定义。

_MIPS_SZINT 32 或 64，取决于用以设置整型长度的命令行
选项 （-mint32 -mint64）

_MIPS_SZLONG 32 或 64，取决于用以设置整型长度的命令行
选项 （-mlong32 -mlong64）

_MIPS_SZPTR 总是为 32，因为所有指针均为 32 位

__mips_no_float 在指定 -mno-float时定义

__mips__
_mips
_MIPS_ARCH_PIC32MX
_MIPS_TUNE_PIC32MX
_R3000
__R3000
__R3000__
__mips_soft_float
__MIPSEL
__MIPSEL__
_MIPSEL

总是定义

R3000
MIPSEL

未指定 -ansi时定义

_mips_fpr 定义为 32
__mips16 指定 -mips16时定义

__mips 定义为 32
__mips_isa_rev 定义为 2
_MIPS_ISA 定义为 _MIPS_ISA_MIP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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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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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  链接程序
19.1 简介

关于链接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
指南》（DS50002186A_CN）。

除非请求编译器在生成中间文件之后停止，否则编译器将会自动调用链接器。

链接器脚本用于指定可用的存储器区域，以及段应定位在这些区域中的什么位置。

链接器会创建一个映射文件，详细说明分配给段的存储器。映射文件是查找存储器信息
的 佳场所。

• 替换库符号

• 链接器定义的符号

• 默认链接器脚本

19.2 替换库符号

不同于 Microchip MPLAB XC8 编译器，使用 MPLAB XC32 C/C++ 编译器时，并不是
所有库函数都可以替换为用户定义的程序。只有弱版本的库函数（见第 8.12 节“变量
属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替换。对于那些弱版本的函数，您在代码中编写的任意函数
会替换库文件中的同名函数。

19.3 链接器定义的符号

32 位链接器定义了几个可以在 C 代码开发中使用的符号。关于更多信息，请参见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DS50002186A_CN）。

链接器定义了符号 _ramfunc_begin 和 _bmxdkpba_address，它们代表在 RAM 中
访问 ram 函数的起始地址，以及从程序存储器中复制这些函数的相应地址。如果项目中
存在 ram 函数，则默认运行时启动代码将使用它们来初始化总线矩阵，请参见第 12.3 节
“函数代码的分配”。

链接器还定义了符号 _stack，由运行时启动代码用于初始化堆栈指针。该符号代表软
件堆栈的起始地址。

大多数程序很少需要上述所有符号，但如果您要编写自己的运行时启动代码，则可能会
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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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默认链接器脚本

仅对于 PIC32MX 器件：

如果在命令行上未指定链接器脚本，链接器将使用称为内置默认链接器脚本的内部版
本。默认链接器脚本具有适用于所有 PIC32 MCU 的段映射。它使用 INCLUDE 伪指令
来包含特定于器件的存储器区域。

默认链接器脚本适用于大多数 PIC32 MCU 应用程序。只有具有特定存储器分配需求的
应用程序才需要特定于应用程序的链接器脚本。可以通过使用 --verbose选项调用链
接器来检查默认链接器脚本：

xc32-ld --verbose

在正常的工具套件安装中，默认链接器脚本的副本位于
\pic32mx\lib\ldscripts\elf32pic32mx.x。请注意，该文件只是默认链接器
脚本的副本。链接器使用的脚本是链接器内部的。

链接器脚本的特定于器件的部分位于
\pic32mx\lib\proc\device\procdefs.ld，其中的 device 是为
-mprocessor编译驱动程序 （xc32-gcc）选项指定的器件值。

对于 PIC32MZ 及更新的器件：

用于PIC32MZ及更新器件的单文件链接器脚本： PIC32MZ器件的链接器脚本包含在单个文
件内（例如，pic32mx/lib/proc/32MZ2048ECH100/p32MZ2048ECH100.ld）。这可以
消除对较早的链接器脚本模型所使用的两个文件（elf32pic32mx.x和 procdefs.ld）
的依赖。与前面一样，在使用 -mprocessor=device选项进行编译时，xc32-gcc编译驱动
程序会将特定于器件的链接器脚本传递给链接器。

默认链接器脚本包含以下类别的信息：

• 输出格式和入口点

• 小堆栈和堆大小的默认值

• 用于 PIC32MX 系列的处理器定义包含文件

- 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目标文件

- 可选地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外设库

- 异常向量基址和向量间距符号

- 存储器地址赋值

- 存储器区域

- 配置字输入 / 输出段映射

• 输入 / 输出段映射

注： 在链接器脚本中指定的所有地址都应指定为虚拟地址，而不是物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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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输出格式和入口点

默认链接器脚本的前几行定义应用程序的输出格式和入口点。

OUTPUT_FORMAT("elf32-tradlittlemips")
OUTPUT_ARCH(pic32mx)
ENTRY(_reset)

OUTPUT_FORMAT 行用于选择输出文件的目标文件格式。 32 位语言工具生成的输出目
标文件格式为传统的小尾数法、 MIPS、 ELF32 格式。

OUTPUT_ARCH行用于选择输出文件的特定机器架构。32位语言工具所生成的输出文件
中会包含标识该文件是针对 PIC32 架构生成的信息。

ENTRY行用于选择应用程序的入口点。它是标识要执行的第一条指令的位置的符号。32位
语言工具会在由 _reset标号标识的指令处开始执行。

19.4.2 小堆栈和堆大小的默认值

默认链接器脚本的下一个部分提供 小堆栈和堆大小的默认值。

/*
 * Provide for a minimum stack and heap size
 * - _min_stack_size - represents the minimum space that must
 *                     be made available for the stack. Can
 *                     be overridden from the command line
 *                     using the linker's --defsym option.
 * - _min_heap_size  - represents the minimum space that must
 *                     be made available for the heap. Can
 *                     be overridden from the command line
 *                     using the linker's --defsym option.
 */
EXTERN (_min_stack_size _min_heap_size)
PROVIDE(_min_stack_size = 0x400) ;
PROVIDE(_min_heap_size = 0) ;

EXTERN 行用于确保链接器脚本的其余部分可以访问 _min_stack_size 和
_min_heap_size的默认值，假定用户不会使用链接器的 --defsym命令行选项覆盖
这些值。

两个 PROVIDE行用于确保为 _min_stack_size和 _min_heap_size提供默认值。
小堆栈大小的默认值为 1024字节 （0x400）。 小堆大小的默认值为 0字节。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 239 页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用户指南
19.4.3 用于 PIC32MX 系列的处理器定义包含文件

默认链接器脚本中的下一行用于引入特定于处理器的信息。

INCLUDE procdefs.ld

文件 procdefs.ld在此处包含到链接器脚本中。将在当前目录中和使用 -L命令行选
项指定的所有目录中搜索该文件。编译器 shell 会基于使用 -mprocessor 命令行选项
选择的处理器，确保使用 -L命令行将正确的目录传递给链接器。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包含以下信息：

• 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目标文件

• 异常向量基址和向量间距符号

• 存储器地址赋值

• 存储器区域

• 配置字输入 / 输出段映射

19.4.3.1 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目标文件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的该部分用于确保在链接中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目标文件。

/**************************************************************
 * Processor-specific object file. Contains SFR definitions.
 **************************************************************/
INPUT("processor.o")

INPUT行指定应在链接中包含 processor.o，如同在命令行上指定了该文件。链接器
会尝试在当前目录中查找该文件。如果未找到，链接器会逐个搜索库搜索路径（即，使
用 -L命令行选项指定的路径）。

19.4.3.2 可选地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外设库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的该部分用于确保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外设库，但仅当这些文件
存在时才会包含。

/*********************************************************************
 * Processor-specific peripheral libraries are optional

*********************************************************************/
OPTIONAL("libmchp_peripheral.a")
OPTIONAL("libmchp_peripheral_32MX795F512L.a")

OPTIONAL 行指定应在链接中包含 libmchp_peripheral.a和
libmchp_peripheral_32MX795F512L.a，如同在命令行上指定了这些文件。链接
器会尝试在当前目录中查找这些文件。如果未在当前目录中找到它们，链接器会逐个搜
索库搜索路径。如果未在库搜索路径中找到它们，链接过程会继续进行，不会产生错
误。仅当需要来自外设库的某个符号，但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时，链接器才会产生错误。

注： 旧式外设库已被弃用，替换为单独安装的 MPLAB Harmony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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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3 异常向量基址和向量间距符号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的该部分定义异常向量基址和向量间距的值。

/**************************************************************
 * For interrupt vector handling
 **************************************************************/
_vector_spacing= 0x00000001;
_ebase_address= 0x9FC01000;

第一行将 _vector_spacing的值定义为 1。异常的可用存储器仅支持向量间距 1。第
二行定义异常向量基址 （EBASE）的位置。

在某些器件上，异常向量基址位于 KSEG0 引导段。在其他器件上， KSEG0 引导段的
大小不足以容纳向量表，所以异常向量基址位于 KSEG0 程序段。一般情况下，KSEG0
引导段具有至少 12 KB 的器件使用引导闪存来存放异常向量表。KSEG0 引导段中的空
间少于12 KB的器件使用KSEG0程序段来存放异常向量表。请确保查看procdefs.ld
包含文件，确定您的目标器件的默认地址。

19.4.3.4 存储器地址赋值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的该部分提供关于默认链接器脚本所需的某些特定存储器地址
的信息。

/**************************************************************
 * Memory Address Equates
 **************************************************************/
_RESET_ADDR = 0xBFC00000;
_BEV_EXCPT_ADDR = 0xBFC00380;
_DBG_EXCPT_ADDR = 0xBFC00480;
_DBG_CODE_ADDR = 0xBFC02000;
_GEN_EXCPT_ADDR = _ebase_address + 0x180;

_RESET_ADDR定义处理器的复位地址。它是内核模式下 IFM 引导段的虚拟起始地址。

_BEV_EXCPT_ADDR定义在遇到异常且 StatusBEV=1时，处理器跳转到的地址。

_DBG_EXCPT_ADDR定义遇到调试异常时，处理器跳转到的地址。

_DBG_CODE_ADDR 定义作为调试执行程序的起始地址的地址。请注意，该地址可能会
根据目标器件上的 KSEG0引导段的大小而变化。

_GEN_EXCPT_ADDR定义在遇到异常且 StatusBEV=0时，处理器跳转到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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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5 存储器区域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的该部分提供关于器件上可用的存储器区域的信息。

/**************************************************************
 * Memory Regions
 *
 * Memory regions without attributes cannot be used for
 * orphaned sections. Only sections specifically assigned to
 * these regions can be allocated into these regions.
 **************************************************************/
MEMORY
{
  kseg0_program_mem (rx) : ORIGIN = 0x9D000000, LENGTH = 0x8000
  kseg0_boot_mem         : ORIGIN = 0x9FC00490, LENGTH = 0x970
  exception_mem          : ORIGIN = 0x9FC01000, LENGTH = 0x1000
  kseg1_boot_mem         : ORIGIN = 0xBFC00000, LENGTH = 0x490
  debug_exec_mem         : ORIGIN = 0xBFC02000, LENGTH = 0xFF0
  config3                : ORIGIN = 0xBFC02FF0, LENGTH = 0x4
  config2                : ORIGIN = 0xBFC02FF4, LENGTH = 0x4
  config1                : ORIGIN = 0xBFC02FF8, LENGTH = 0x4
  config0                : ORIGIN = 0xBFC02FFC, LENGTH = 0x4
  kseg1_data_mem         : ORIGIN = 0xA0000000, LENGTH = 0x2000
  sfrs                   : ORIGIN = 0xBF800000, LENGTH = 0x10000
}

定义了 11 个存储器区域，以及关联的起始地址和长度：

1. 用于应用程序代码的程序存储器区域 （kseg0_program_mem）
2. 引导存储器区域 （kseg0_boot_mem和 kseg1_boot_mem）
3. 异常存储器区域 （exception_mem）
4. 调试执行程序存储器区域 （debug_exec_mem）
5. 配置存储器区域 （config3、 config2、 config1和 config0）
6. 数据存储器区域 （kseg1_data_mem）
7. SFR 存储器区域 （sfrs）

默认链接器脚本使用这些名称来将段定位到正确的区域。非标准的段会变为孤立段。存
储器区域的属性用于定位这些孤立段。属性 （rx）指定可以将只读段或可执行段定位
到程序存储器区域。类似地，属性（w!x）指定不可执行的非只读段可以定位到数据存
储器区域。由于未为引导存储器区域、配置存储器区域或 SFR 存储器区域指定任何属
性，所以只有指定的段可以定位到这些区域（即，孤立段不能定位到引导存储器区域、
异常存储器区域、配置存储器区域、调试执行程序存储器区域或 SFR 存储器区域）。

注： L1 高速缓存器件使用 kseg1_data_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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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6 配置字输入 / 输出段映射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的 后一个部分是配置字的输入 / 输出段映射。该段映射是对默
认链接器脚本中的输入 / 输出段映射的补充 （见第 19.4.4 节 “输入 / 输出段映射”）。
它定义如何将配置字的输入段映射到配置字的输出段。请注意，输入段是在源代码中定
义的应用程序的组成部分，而输出段则是由链接器创建的。一般情况下，几个输入段可
能被合并到单个输出段中。所有输出段均在链接器脚本中的 SECTIONS命令内指定。

对于特定处理器上存在的每个配置字，均存在名为.config_address的唯一输出段，
其中的address是配置字在存储器中的位置。其中每个段均包含通过#pragma config
伪指令为该配置字创建的数据 （见第 18.4 节 “pragma 伪指令”）。每个段均分配到
其相应的存储器区域 （confign）。

SECTIONS
{
  .config_BFC02FF0 : {
    *(.config_BFC02FF0)
  } > config3
  .config_BFC02FF4 : {
    *(.config_BFC02FF4)
  } > config2
  .config_BFC02FF8 : {
    *(.config_BFC02FF8)
  } > config1
  .config_BFC02FFC : {
    *(.config_BFC02FFC)
  } > config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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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输入 / 输出段映射

默认链接器脚本的 后一个部分是输入 / 输出段映射。段映射是链接器脚本的核心。它
定义输入段如何映射到输出段。请注意，输入段是在源代码中定义的应用程序的组成部
分，而输出段则是由链接器创建的。一般情况下，几个输入段可能被合并到单个输出段
中。所有输出段均在链接器脚本中的 SECTIONS命令内指定。

链接器可能会创建以下输出段：

• .config_<address> 段

• .reset 段
• .bev_excpt 段
• .dbg_excpt 段
• .dbg_code 段

• .app_excpt 段
• .vector_0 .. .vector_63 段 （PIC32MX 中断向量表）

• .vectors 段

• .text 段
• C++ 初始化段

• .rodata 段

• .sdata2 段

• .sbss2 Section
• .dbg_data 段

• .data 段

• .got 段
• .sdata 段

• .lit8 段

• .lit4 段

• .sbss 段

• .bss 段

• .heap 段

• .stack 段

• .ramfunc 段

• 堆栈位置

• 调试段

• 分配到进行 L1 缓存的存储器中的变量

• .tlb_init_values 段

19.4.4.1 .CONFIG_<ADDRESS> 段

这些段将配置字映射到它们在目标器件上的相应绝对地址。编译器的 config pragma 伪
指令会使用该命名约定生成输入段，然后链接器脚本会将编译器生成的输入段映射到已
映射到相应绝对地址的输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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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 .RESET 段

该段包含在处理器执行复位时执行的代码。该段会被定位到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中所指
定的复位地址（_RESET_ADDR）处，并分配到引导存储器区域（kseg1_boot_mem）。
.reset输出段还包含来自 .reset.startup输入段的 C 启动代码。

.reset _RESET_ADDR :
{
  KEEP(*(.reset))
  KEEP(*(.reset.startup))
 } > kseg1_boot_mem

19.4.4.3  .BEV_EXCPT 段

该段包含在 StatusBEV=1 时发生的异常的处理程序。该段会被定位到处理器定义链接
器脚本中所指定的 BEV 异常地址 （_BEV_EXCPT_ADDR）处，并分配到引导存储器区
域 （kseg1_boot_mem）。

.bev_excpt _BEV_EXCPT_ADDR :
{
  (*(.bev_handler))
} > kseg1_boot_mem

19.4.4.4 .DBG_EXCPT 段

该段保留用于调试异常向量的空间。只有定义了符号 _DEBUGGER 时，才会分配该段。
（如果对 shell 指定了 -mdebugger 命令行选项，则会定义该符号。） 该段会被定位到
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中所指定的调试异常地址（_DBG_EXCPT_ADDR）处，并分配到
引导存储器区域（kseg1_boot_mem）。该段标会被记为 NOLOAD，因为它只是为了确
保应用程序代码不能放置在为调试执行程序保留的位置。

.dbg_excpt _DBG_EXCPT_ADDR (NOLOAD) :
{
  . += (DEFINED (_DEBUGGER) ? 0x8 : 0x0);
} > kseg1_boot_mem

19.4.4.5 .DBG_CODE 段

该段保留用于调试异常处理程序的空间。只有定义了符号 _DEBUGGER时，才会分配该
段。（如果对 shell 指定了 -mdebugger 命令行选项，则会定义该符号。） 该段会被定
位到处理器定义链接器脚本中所指定的调试代码地址 （_DBG_CODE_ADDR）处，并分
配到调试执行程序存储器区域（debug_exec_mem）。该段标会被记为 NOLOAD，因为
它只是为了确保应用程序代码不能放置在为调试执行程序保留的位置。

.dbg_code _DBG_CODE_ADDR (NOLOAD) :
{
  . += (DEFINED (_DEBUGGER) ? 0xFF0 : 0x0);
} > debug_exec_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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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6 .APP_EXCPT 段

该段包含在 StatusBEV=0 时发生的异常的处理程序。该段会被定位到处理器定义链接
器脚本中所指定的一般异常地址（_GEN_EXCPT_ADDR）处，并分配到异常存储器区域
（exception_mem）。

.app_excpt _GEN_EXCPT_ADDR :
{
  KEEP(*(.gen_handler))
} > exception_mem

19.4.4.7 .VECTOR_0 .. .VECTOR_63 段 （PIC32MX 中断向量表）

PIC32MX 器件采用了中断向量控制器，该控制器提供 64 个中断向量，具有统一的用户
可配置间距。

对于这些器件，将基于 _ebase_address 和 _vector_spacing 符号的值，将表中
的每个向量创建为定位到绝对地址处的输出段。对于表中 64 个向量中的每一个向量，
均存在一个 .vector_n输出段。

这些段包含每个中断向量的处理程序。这些段使用以下公式定位到正确的向量地址处：

_ebase_address + 0x200 + (_vector_spacing << 5) * n

其中， n是相应的向量号。

每个段都会跟随一个断言，用以确保定位到向量处的代码不会超出指定的向量间距。

.vector_n _ebase_address + 0x200 + (_vector_spacing << 5) * n :
  {
    KEEP(*(.vector_n))
  } > exception_mem
ASSERT (SIZEOF(.vector_n) < (_vector_spacing << 5), "function at 
exception vector n too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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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8 .VECTORS 段

一些PIC32系列对于向量间距采用可变偏移。该功能使用户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配
置中断向量间距。可以使用每个向量关联的 OFFxxx寄存器为每个向量设置特定的中断
向量偏移。关于中断向量表可变偏移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PIC32 系列参考手册》
和具体 PIC32 MCU 的数据手册。

应用程序源代码需要负责为每个中断向量创建 .vector_n输入段。对中断服务程序应
用 vector(n)或 at_vector(n)属性时，C/C++ 编译器会创建该段。在汇编代码中，
使用 .section伪指令来创建新的命名段。

特定于器件的链接器脚本会创建名为 .vectors 的单个输出段，它组合项目的所有独立
.vector_n输入段。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映射到地址（_ebase_address + 0x200）。
链接器脚本中还提供了 _ebase_address符号的默认值。

对于每个向量，链接器脚本还会创建名为 __vector_offset_n 的符号，其值为向量
地址相对于 _ebase_address地址的偏移量。

PROVIDE(_ebase_address = 0x9D000000);
SECTIONS {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with vector offsets */ 
 .vectors _ebase_address + 0x200 :
 {
 /* Symbol __vector_offset_n points to .vector_n if it exists, 
  * otherwise points to  the default handler.The
  * vector_offset_init.o module then provides a .data section
  * containing values used to initialize the vector-offset SFRs 
  * in the crt0 startup code.
  */
 __vector_offset_0 = (DEFINED(__vector_dispatch_0) ? (. - 
_ebase_address) :  __vector_offset_default); KEEP(*(.vector_0))
 __vector_offset_1 = (DEFINED(__vector_dispatch_1) ? (. - 
_ebase_address) : __vector_offset_default); KEEP(*(.vector_1))
 __vector_offset_2 = (DEFINED(__vector_dispatch_2) ? (. - 
_ebase_address) : __vector_offset_default); KEEP(*(.vector_2))
 /* ... */
 __vector_offset_190 = (DEFINED(__vector_dispatch_190) ? (. - 
_ebase_address) :  __vector_offset_default); KEEP(*(.vector_190))
 }
}

向量偏移量初始化模块（vector_offset_init.o）会使用默认链接器脚本中定义的
__vector_offset_n 符号。每个符号的值为向量地址相对于 ebase 寄存器地址的偏
移量。向量偏移量初始化模块会使用该符号值和相应的 OFFxxx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
来创建 .data 段。这意味着链接器生成的标准数据初始化模板将包含用于初始化
OFFxxx寄存器的值。

将这些 .data 段添加到项目和链接器生成的数据初始化模板中之后，标准运行时启动
代码会将 OFFxxx特殊功能寄存器初始化为常规已初始化数据。启动代码中不需要任何
特殊代码来初始化 OFFxxx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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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9 .TEXT 段

标准的可执行代码段不再被映射到 .text输出段。但是，一些特殊的可执行段仍然会被
映射到此处，如下所示。该段会被分配到程序存储器区域（kseg0_program_mem），
具有填充值 NOP (0)。

内置链接器脚本不再映射标准的 .text 可执行代码输入段。通过不在链接器脚本中映
射这些段，可以允许使用 佳适应分配器而不是顺序分配器来分配这些段。未在链接器
脚本中映射的段可以分布在代码中指定的绝对段周围，而链接器脚本映射的段则会被组
合在一起并按顺序分配，这有可能导致与绝对段（使用 address函数属性）发生冲突。

.text ORIGIN(kseg0_program_mem) :
{
*(.stub .gnu.linkonce.t.*)
  KEEP (*(.text.*personality*))
  *(.gnu.warning)
  *(.mips16.fn.*)
  *(.mips16.call.*)
} > kseg0_program_mem =0

19.4.4.10 C++ 初始化段

.init、.preinit_array、.init_array、.fini_array、.ctor和 .dtors这
些段全部用于构造和销毁文件范围的静态存储 C++ 对象。

  /* Global-namespace object initialization */
  .init   :
  {
    KEEP (*crti.o(.init))
    KEEP (*crtbegin.o(.init))
    KEEP (*(EXCLUDE_FILE (*crtend.o *crtend?.o *crtn.o ).init))
    KEEP (*crtend.o(.init))
    KEEP (*crtn.o(.init))
    . = ALIGN(4) ;
  } >kseg0_program_mem
  .fini   :
  {
    KEEP (*(.fini))
    . = ALIGN(4) ;
  } >kseg0_program_mem
  .preinit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start = .);
    KEEP (*(.pre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preinit_array_end = .);
    . = ALIGN(4) ;
  } >kseg0_program_mem
  .init_array   :
  {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start = .);
    KEEP (*(SORT(.init_array.*)))
    KEEP (*(.init_array))
    PROVIDE_HIDDEN (__init_array_end = .);
    . = ALIGN(4) ;
  } >kseg0_program_mem
  .fini_arr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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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start = .);
    KEEP (*(SORT(.fini_array.*)))
    KEEP (*(.fini_array))
    PROVIDE_HIDDEN (__fini_array_end = .);
    . = ALIGN(4) ;
  } >kseg0_program_mem
  .ctors   :
  {
    /* XC32 uses crtbegin.o to find the start of
       the constructors, so we make sure it is
       first.  Because this is a wildcard,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user does not
       actually link against crtbegin.o; the
       linker won't look for a file to match a
       wildcard.  The wildcard also means that it
       doesn't matter which directory crtbegin.o
       is in.  */
    KEEP (*crtbegin.o(.ctors))
    KEEP (*crtbegin?.o(.ctors))
    /* We don't want to include the .ctor section from
       the crtend.o file until after the sorted ctors.
       The .ctor section from the crtend file contains the
       end of ctors marker and it must be last */
    KEEP (*(EXCLUDE_FILE (*crtend.o *crtend?.o ) .ctors))
    KEEP (*(SORT(.ctors.*)))
    KEEP (*(.ctors))
    . = ALIGN(4) ;
  } >kseg0_program_mem
  .dtors   :
  {
    KEEP (*crtbegin.o(.dtors))
    KEEP (*crtbegin?.o(.dtors))
    KEEP (*(EXCLUDE_FILE (*crtend.o *crtend?.o ) .dtors))
    KEEP (*(SORT(.dtors.*)))
    KEEP (*(.dtors))
    . = ALIGN(4) ;
  } >kseg0_program_mem

19.4.4.11 .RODATA 段

标准的只读段不在链接器脚本中进行映射。一些特殊的只读段仍然在链接器脚本中进行
映射，但大多数段不映射，使它们可以由 佳适应分配器处理。该段会被分配到程序存
储器区域 （kseg0_program_mem）。

.rodata   :
{
  *(.gnu.linkonce.r.*)
  *(.rodata1)
} >kseg0_program_mem

注： 输入段在每个输出段中的顺序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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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2 .SDATA2 段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长度很小的已初始化常量全局和静态数据。由
于数据具有常量性质，该段也是只读段。该段会被分配到程序存储器区域
（kseg0_program_mem）。
/*
 * Small initialized constant global and static data can be
 * placed in the .sdata2 section. This is different from
 * .sdata, which contains small initialized non-constant
 * global and static data.
 */
.sdata2   :
{
  *(.sdata2 .sdata2.* .gnu.linkonce.s2.*)
} >kseg0_program_mem

19.4.4.13 .SBSS2 SECTION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长度很小的未初始化常量全局和静态数据。由
于数据具有常量性质，该段也是只读段。该段会被分配到程序存储器区域
（kseg0_program_mem）。

/*
 * Uninitialized constant global and static data (i.e.,
 * variables which will always be zero). Again, this is
 * different from .sbss, which contains small non-initialized,
 * non-constant global and static data.
 */
.sbss2   :
{
  *(.sbss2 .sbss2.* .gnu.linkonce.sb2.*)
} >kseg0_program_mem

19.4.4.14 .DBG_DATA 段

该段保留用于调试异常处理程序所需数据的空间。只有定义了符号 _DEBUGGER时，才
会分配该段。（如果对 shell 指定了 -mdebugger 命令行选项，则会定义该符号。） 该
段会被分配到数据存储器区域（kseg1_data_mem）。该段会被标记为 NOLOAD，因为
它只是为了确保应用程序数据不能放置在为调试执行程序保留的位置。

.dbg_data (NOLOAD) :
{
  . += (DEFINED (_DEBUGGER) ? 0x200 : 0x0);
} > kseg1_data_mem

19.4.4.15 .DATA 段

链接器会生成由 C 启动代码用于初始化变量的数据初始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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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6 .GOT 段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全局偏移量表。该段会被分配到数据存储器区域
（kseg1_data_mem），其装入地址位于程序存储器区域（kseg0_program_mem）。
定义了一个符号来表示全局指针 （_gp）的位置。

  _gp = ALIGN(16) + 0x7FF0 ;
  .got   :
  {
     *(.got.plt) *(.got)
  } > kseg1_data_mem AT> kseg0_program_mem

19.4.4.17 .SDATA 段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已初始化的小数据。该段会被分配到数据存储器区
域（kseg1_data_mem），其装入地址位于程序存储器区域（kseg0_program_mem）。
定义了两个符号来表示该段的虚拟起始 （_sdata_begin）和结束 （_sdata_end）
地址。

/*
 * We want the small data sections together, so 
 * single-instruction offsets can access them all, and
 * initialized data all before uninitialized, so
 * we can shorten the on-disk segment size.
 */
.sdata   :
{
  _sdata_begin = . ;
  *(.sdata .sdata.* .gnu.linkonce.s.*)
  _sdata_end = . ;
} > kseg1_data_mem AT> kseg0_program_mem

19.4.4.18 .LIT8 段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汇编器决定存储在存储器中而不是指令流中的8字
节常量。该段会被分配到数据存储器区域 （kseg1_data_mem），其装入地址位于程
序存储器区域 （kseg0_program_mem）。

.lit8           :
{
  *(.lit8)
} > kseg1_data_mem AT> kseg0_program_mem

19.4.4.19 .LIT4 段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汇编器决定存储在存储器中而不是指令流中的4字
节常量。该段会被分配到数据存储器区域 （kseg1_data_mem），其装入地址位于程
序存储器区域（kseg0_program_mem）。定义了一个符号来表示已初始化数据的虚拟
结束地址 （_data_end）。

  .lit4           :
  {
    *(.lit4)
  } > kseg1_data_mem AT> kseg0_program_mem
  _data_en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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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0 .SBSS 段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未初始化的小数据。该段会被分配到数据存储器区
域 （kseg1_data_mem） 。定义了一个符号来表示未初始化数据的虚拟起始地址
（_bss_begin）。此外，还定义了两个符号来表示该段的虚拟起始（_sbss_begin）
和结束 （_sbss_end）地址。

  _bss_begin = . ;
  .sbss   :
  {
    _sbss_begin = . ;
    *(.dynsbss)
    *(.sbss .sbss.* .gnu.linkonce.sb.*)
    *(.scommon)
    _sbss_end = . ;
  } > kseg1_data_mem

19.4.4.21 .BSS 段

该段从应用程序所有输入文件中收集未初始化数据。该段会被分配到数据存储器区域
（kseg1_data_mem） 。定义了一个符号来表示未初始化数据的虚拟结束地址
（_bss_end）。此外，也定义了一个符号来表示数据存储器的虚拟结束地址（_end）。

.bss   :
{
  *(.dynbss)
  *(.bss .bss.* .gnu.linkonce.b.*)
  *(COMMON)
  /*
   * Align here to ensure that the .bss section occupies
   * space up to _end.  Align after .bss to ensure correct
   * alignment even if the .bss section disappears because
   * there are no input sections.
   */
  . = ALIGN(32 / 8) ;
} > kseg1_data_mem
. = ALIGN(32 / 8) ;
_end = . ;
_bss_end = . ;

19.4.4.22 .HEAP 段

现在，链接器会为堆动态保留存储器区域。.heap段不再在链接器脚本中进行映射。在
分配所有其他段之后，链接器会查找 大的未用存储器空隙，并对于堆和堆栈使用该空
隙。为堆保留的 小空间量由符号 _min_heap_size决定。

19.4.4.23 .STACK 段

现在，链接器会为堆栈动态保留存储器区域。 .stack 段不再在链接器脚本中进行映
射。在分配所有其他段之后，链接器会查找 大的未用存储器空隙，并对于堆和堆栈使
用该空隙。为堆栈保留的 小空间量由符号 _min_stack_size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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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4 .RAMFUNC 段

链接器现在会动态地收集带有“ramfunc”属性和带有 “.ramfunc”名称的段，并在
适当的存储器范围中按顺序分配它们。第一个带 ramfunc 属性的函数会被放置在 高
的适当对齐地址处。

存在ramfunc段会导致链接器发出crt0.s启动代码需要的符号，用以适当地初始化PIC32
总线矩阵。

/*    
 * RAM functions go at the end of our stack and heap allocation.
 * Alignment of 2K required by the boundary register (BMXDKPBA).
 *
 * RAM functions are now allocated by the linker. The linker generates
 * _ramfunc_begin and _bmxdkpba_address symbols depending on the
 * location of RAM functions.
 */

_bmxdudba_address = LENGTH(kseg1_data_mem) ;
_bmxdupba_address = LENGTH(kseg1_data_mem) ;

19.4.4.25 堆栈位置

定义了一个符号来表示堆栈指针（_stack）的位置。如前面所述，堆和堆栈现在将在
分配其他段之后分配到可用的 大存储器空隙。

对于具有超出 64K 数据存储器的 PIC32 器件，不应使用 GP 相对寻址模式。为了避免使用
GP 相对寻址与链接器生成的符号发生冲突，请在“_linkergenerated”段中分配这些
符号： extern unsigned int 
__attribute__((section("_linkergenerated"))) _sp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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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6 调试段

调试段包含 DWARF2 调试信息。它们不会被装入程序闪存。

  /* Stabs debugging sections.  */
  .stab          0 : { *(.stab) }
  .stabstr       0 : { *(.stabstr) }
  .stab.excl     0 : { *(.stab.excl) }
  .stab.exclstr  0 : { *(.stab.exclstr) }
  .stab.index    0 : { *(.stab.index) }
  .stab.indexstr 0 : { *(.stab.indexstr) }
  .comment       0 : { *(.comment) }
  /* DWARF debug sections.
     Symbols in the DWARF debugging sections are relativ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so we begin them at 0.  */
  /* DWARF 1 */
  .debug          0 : { *(.debug) }
  .line           0 : { *(.line) }
  /* GNU DWARF 1 extensions */
  .debug_srcinfo  0 : { *(.debug_srcinfo) }
  .debug_sfnames  0 : { *(.debug_sfnames) }
  /* DWARF 1.1 and DWARF 2 */
  .debug_aranges  0 : { *(.debug_aranges) }
  .debug_pubnames 0 : { *(.debug_pubnames) }
  /* DWARF 2 */
  .debug_info     0 : { *(.debug_info .gnu.linkonce.wi.*) }
  .debug_abbrev   0 : { *(.debug_abbrev) }
  .debug_line     0 : { *(.debug_line) }
  .debug_frame    0 : { *(.debug_frame) }
  .debug_str      0 : { *(.debug_str) }
  .debug_loc      0 : { *(.debug_loc) }
  .debug_macinfo  0 : { *(.debug_macinfo) }
  /* SGI/MIPS DWARF 2 extensions */
  .debug_weaknames 0 : { *(.debug_weaknames) }
  .debug_funcnames 0 : { *(.debug_funcnames) }
  .debug_typenames 0 : { *(.debug_typenames) }
  .debug_varnames  0 : { *(.debug_varnames) }
  .debug_pubtypes 0 : { *(.debug_pubtypes) }
  .debug_ranges   0 : { *(.debug_ranges) }
  /DISCARD/ : { *(.rel.dyn) }
  .gnu.attributes 0 : { KEEP (*(.gnu.attributes)) }
  /DISCARD/ : { *(.note.GNU-stack) }
  /DISCARD/ : { *(.note.GNU-stack) *(.gnu_debuglink) *(.gnu.lto_*)
*(.discard) }

19.4.4.27 分配到进行 L1 缓存的存储器中的变量

对于具有 L1 数据高速缓存的器件，数据变量现在会被分配到 KSEG0 数据存储器区域
（kseg0_data_mem），使它们可以通过 L1 高速缓存进行访问。类似地，链接器分配的
堆和堆栈会被分配到 KSEG0 区域。启动代码使用链接器脚本中定义基址的符号来初始
化 L1 高速缓存。

示例：

EXTERN  (__pic32_init_cache_program_base_addr)
PROVIDE (__pic32_init_cache_program_base_addr = 0x9D000000) ;
EXTERN  (__pic32_init_cache_data_base_addr)
PROVIDE (__pic32_init_cache_data_base_addr = 0x8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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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8 .TLB_INIT_VALUES 段

一些 PIC32 器件具有带转换旁路缓冲区 （TLB）的存储器管理单元 （MMU）。对于其
中一些器件，数据手册描述了专用于串行四通道接口（SQI）和 / 或外部总线接口（EBI）
的 KSEG2/KSEG3 区域的特定范围。

对于这些器件，默认启动代码会调用一个为该专用存储器映射初始化 TLB 的模块。TLB
初始化模块 pic32_init_tlb_ebi_sqi.o使用该段创建的表来初始化 TLB。关于该
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位于 pic32-libs/libpic32/stubs目录中的
pic32_init_tlb_ebi_sqi.S源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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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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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嵌入式编译器兼容性模式
A.1 简介

全部 3 种 MPLAB XC C 编译器都可以置为兼容性模式。在该模式下，它们将在语法上
与其他非 Microchip 嵌入式编译器供应商所使用的非标准 C 语言扩展兼容。这种兼容性
使针对其他编译器编写的 C 源代码在使用 MPLAB XC 编译器时只需 低限度的修改。

由于其他编译器可能针对的是差别很大的器件架构，所以非标准扩展的语义可能与
MPLAB XC 编译器中不同。本文档将说明何时可能需要复核原始 C 代码。

以下主题将介绍 MPLAB C 编译器提供的兼容性功能：

• 在兼容性模式下编译

• 语法兼容性

• 数据类型

• 操作符

• 扩展关键字

• 通过该构造指定的所有汇编代码都是特定于器件的，移植到任何 Microchip 器件时
都需要复核。

• pragma 伪指令

A.2 在兼容性模式下编译

有一个选项用于使能特定于供应商的语法兼容性。使用 MPLAB XC8 时，该选项为
--ext=vendor；使用MPLAB XC16或MPLAB XC32时，该选项为-mext=vendor。
参数 vendor是用于表示语法的键名。关于可用于 MPLAB XC 编译器的所有键名的列
表，请参见表 A-1。

通用 C 接口是一种对所有 Microchip MPLAB XC 编译器通用的语言标准。第 2 章 “通
用 C 接口”已经介绍了与该语法关联的非标准扩展，这里不再重复。

表 A-1： 供应商键名

供应商键名 语法 XC8 支持 XC16 支持 XC32 支持

cci 通用 C 接口 是 是 是

iar IAR C/C++ Compiler™ for ARM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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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语法兼容性

该语法兼容性功能的目标是，使其他 C 编译器的源代码移植为本机 MPLAB XC 编译器
语法时的移植过程变得方便。

针对 Microchip 器件进行编译时，许多非标准扩展是不需要的，对于它们 MPLAB XC 编
译器未提供等效的扩展。 MPLAB XC 编译器将只是简单地忽略这些扩展，虽然通常会
产生一条警告消息，以确保您了解不同的编译器行为。您应确认项目在禁止这些功能时
仍然可以正确工作。

其他非标准扩展与 Microchip 器件不兼容。如果未从源代码中删除这些扩展， MPLAB
XC 编译器将产生错误。您应复核删除扩展的结果，并决定是否需要对项目中的其他源
代码进行更改。

表 A-2 列出了本指南的所有表中使用的各种兼容性级别。

请注意，即使 MPLAB XC 编译器支持某个 C 功能，在针对 Microchip 器件进行编译时，
地址、寄存器名称、汇编指令或任何其他特定于器件的参数也很可能不是有效的。请总
是配合目标 Microchip 器件的数据手册复核使用这些项的代码。

表 A-2： 支持级别指示符

级别 说明

支持 语法在指定兼容性模式下是可接受的，并且其含义将仿效它用于原始编译
器时的含义。

支持（无参数） 对于 pragma 伪指令，在指定的兼容性模式下支持基本 pragma 伪指令，但
参数会被忽略。

本机支持 语法等效于已被 MPLAB XC 编译器接受的语法，并且语义是兼容的。您可
以在不使能供应商兼容性模式的情况下使用该功能。

忽略 语法在指定的兼容性模式下是可接受的，但不需要或不执行所隐含的操作。
该扩展会被忽略，编译器将发出警告。

错误 指定兼容性模式下不接受该语法。将会发出错误，编译将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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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数据类型

一些编译器允许使用布尔类型 bool以及关联的值 true和 false，如 C99 ANSI 标准
所规定。如表 A-3 所示，在兼容模式1 下，该类型和这些值可由所有 MPLAB XC 编译
器使用。

如 ANSI 标准所规定，在用于 MPLAB XC 编译器时，必须包含 <stdbool.h>头文件，
该功能才能按预期工作。

不要将布尔类型 bool与 MPLAB XC8 实现的整型类型 bit混淆。

A.5 操作符

@操作符可用于其他编译器，用以指示对象所需的存储器位置。如表 A-4 所示，MPLAB
C 中对于该语法的支持仅限于 MPLAB XC8。
对于其他器件指定的任何地址很可能在新架构上是不正确的。请配合目标 Microchip 器
件数据手册来复核地址。

在兼容模式下，对 MPLAB XC8 使用 @将正常工作，但会产生警告。要防止再次出现该
警告，请改为通过 MPLAB C __at()说明符使用经过复核的地址。

对于 MPLAB XC16/32，可以考虑使用 address属性。

1. 不是所有 Microchip MPLAB XC 编译器都采用了所有 C99 功能。

表 A-3： 对 C99 BOOL 类型的支持

IAR 兼容性模式

类型 XC8 XC16 XC32

bool 支持 支持 支持

表 A-4： 对非标准操作符的支持

IAR 兼容性模式

操作符 XC8 XC16 XC32

@ 本机支持 错误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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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扩展关键字

非标准扩展通常会指定如何定义或访问对象。通常使用关键字来指示该功能。表 A-5 列
出了对应于其他编译器的非标准C关键字，以及MPLAB XC编译器提供的兼容性级别。
表的注释中提供了关于某些扩展的更多信息。

注 1： 通过该构造指定的所有汇编代码都是特定于器件的，移植到任何 Microchip 器件时都
需要复核。

2： MPLAB XC8 本机支持关键字 asm，但该编译器在 IAR 兼容性模式下仅支持 __asm关
键字。

3： 这是所有 MPLAB XC 编译器使用的默认 （也是唯一的）尾数法。

4： 用于 MPLAB XC32 时，它必须与 __longcall__宏配合使用才会完全兼容。

5： 虽然该关键字会被忽略，但默认情况下，在使用 MPLAB XC8 时所有结构都会压缩，
所以不会损失任何功能。

表 A-5： 对非标准关键字的支持

IAR 兼容性模式

关键字 XC8 XC16 XC32

__section_begin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ection_end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ection_size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egment_begin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egment_end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egment_size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fb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fe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fs 忽略 支持 支持

__asm或 asm(1) 支持 (2) 本机支持 本机支持

__arm 忽略 忽略 忽略 
__big_endian 错误 错误 错误

__fiq 支持 错误 错误

__intrinsic 忽略 忽略 忽略

__interwork 忽略 忽略 忽略

__irq 支持 错误 错误

__little_endian(3)
忽略 忽略 忽略

__nested 忽略 忽略 忽略

__no_init 支持 支持 支持

__noreturn 忽略 支持 支持

__ramfunc 忽略 忽略 支持 (4)

__packed 忽略 (5) 支持 支持

__root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wi 忽略 忽略 忽略

__task 忽略 支持 支持

__weak 忽略 支持 支持

__thumb 忽略 忽略 忽略

__farfunc 忽略 忽略 忽略

__huge 忽略 忽略 忽略

__nearfunc 忽略 忽略 忽略

__inline 支持 本机支持 本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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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固有函数

固有函数可以用于在源代码中执行常见的任务。表 A-6 列出了 MPLAB XC 编译器对于
由其他编译器提供的固有函数的支持。

注 1： 这些固有函数映射到一些宏，这些宏禁止或使能 8 位 PIC® 器件上的全局中断允许位。

为使受支持的函数正常工作，必须包含头文件 <xc.h>。

表 A-6： 对非标准固有函数的支持

IAR 兼容性模式

函数 XC8 XC16 XC32

__disable_fiq1
支持 忽略 忽略

__disable_interrupt 支持 支持 支持

__disable_irq1
支持 忽略 忽略

__enable_fiq1
支持 忽略 忽略

__enable_interrupt 支持 支持 支持

__enable_irq1
支持 忽略 忽略

__get_interrupt_state 忽略 支持 支持

__set_interrupt_state 忽略 支持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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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PRAGMA 伪指令

编译器可以使用 pragma 伪指令来控制代码生成。所有编译器都会忽略未知的 pragma
伪指令，但 MPLAB XC 编译器在兼容性模式下也实现由其他编译器实现的许多 pragma
伪指令。表 A-7 列出了 pragma 伪指令和在使用每种 MPLAB XC 编译器时的支持级别。

其中许多 pragma 伪指令都带有参数。即使 MPLAB XC 编译器支持某个 pragma 伪指
令，这种支持可能并不适用于 pragma 伪指令的所有参数。表中说明了这一点。

表 A-7： 对非标准 PRAGMA 伪指令的支持

IAR 兼容性模式

Pragma 伪指令 XC8 XC16 XC32

bitfields 忽略 忽略 忽略

data_alignment 忽略 支持 支持

diag_default 忽略 忽略 忽略

diag_error 忽略 忽略 忽略

diag_remark 忽略 忽略 忽略

diag_suppress 忽略 忽略 忽略

diag_warning 忽略 忽略 忽略

include_alias 忽略 忽略 忽略

inline 支持 （无参数） 支持（无参数） 支持 （无参数）

language 忽略 忽略 忽略

location 忽略 支持 支持

message 支持 本机支持 本机支持

object_attribute 忽略 忽略 忽略

optimize 忽略 本机支持 本机支持

pack 忽略 本机支持 本机支持

__printf_args 支持 支持 支持

required 忽略 支持 支持

rtmodel 忽略 忽略 忽略

__scanf__args 忽略 支持 支持

section 忽略 支持 支持

segment 忽略 支持 支持

swi_number 忽略 忽略 忽略

type_attribute 忽略 忽略 忽略

weak 忽略 本机支持 本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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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实现定义的行为
B.1 简介

本章介绍在编译器中对于 “实现定义的行为”的选择。

B.2 主要内容

本章讨论的内容包括：

• 概述

• 翻译

• 环境

• 标识符

• 字符

• 整型

• 浮点型

• 数组和指针

• 提示

• 结构、联合、枚举和位域

• 限定符

• 声明符

• 语句

• 预处理伪指令

• 库函数

• 架构

B.3 概述

ISO C 要求符合标准的实现用文档说明对于标准中定义为“实现定义的行为”所做的选
择。以下几节列出了所有这些方面、对于编译器所做的选择，以及 ISO/IEC 9899:1999
标准中的相应章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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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翻译

B.5 环境

ISO 标准： “如何标识一个诊断消息 （3.10 和 5.1.1.3）。”

实现： stderr的所有输出都是诊断消息。

ISO 标准： “在翻译阶段 3 中，空白字符 （换行符除外）组成的每个非空序列是保留
还是替换为一个空格字符 （5.1.1.2）。”

实现： 每个空白字符序列替换为一个字符。

ISO 标准： “在独立式环境中，程序启动时调用的函数的名称和类型 （5.1.2.1）。”

实现： int main (void);

ISO 标准： “在独立式环境中，终止程序的影响 （5.1.2.1）。”

实现： 执行一条无限循环 （转移到自身）指令。

ISO 标准： “定义 main函数可采用的备选方法（5.1.2.2.1）。”

实现： int main (void);

ISO 标准： “为 main函数的 argv参数所指向的字符串提供的值（5.1.2.2.1）。”

实现： 不向 main传递任何参数。对 argc或 argv的引用是未定义的。

ISO 标准： “交互式设备的要素（5.1.2.3）。”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在程序启动时执行的 signal(sig, SIG_IGN);的等效函数所针对
的信号 （7.14.1.1）。”

实现： 信号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当抛出 SIGABRT信号但未被捕获时，返回给主机环境以指示终止未成
功的状态的形式 （7.20.4.1）。”

实现： 主机环境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exit函数返回给主机环境，报告终止成功和不成功的状态的形式
（7.20.4.3）。”

实现： 主机环境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exit函数的参数的值不为 0、 EXIT_SUCCESS或 EXIT_FAILURE时，
它返回给主机环境的状态 （7.20.4.3）。”

实现： 主机环境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环境名称集，以及用于更改由 getenv函数使用的环境列表的方法
（7.20.4.4）。”

实现： 主机环境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系统函数执行字符串的方式 （7.20.4.5）。”

实现： 主机环境由应用程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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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标识符

B.7 字符

ISO 标准： “可能出现在标识符中的附加多字节字符以及它们与通用字符名的对应关
系 （6.4.2）。”

实现： 无。

ISO 标准： “标识符中有效初始字符的数量 （5.2.4.1 和 6.4.2）。”

实现： 所有字符均有效。

ISO 标准： “字节中的位数（C90 3.4 和 C99 3.6）。”

实现： 8。
ISO 标准： “执行字符集成员的值 （C90 和 C99 5.2.1）。”

ISO 标准： “为每个标准字母转义序列生成的执行字符集成员的唯一值 （C90 和 C99
5.2.2）。”

实现： 执行字符集为 ASCII。
ISO 标准： “存储了除基本执行字符集成员之外的任意其他字符的 char 对象的值

（C90 6.1.2.5 和 C99 6.2.5)。”

实现： char对象的值是字符在源字符集中的8位二进制表示。即，不进行任何转换。

ISO 标准： “signed char 和 unsigned char 中，哪一个与“普通”char 具有相同的范围、
表示和行为（C90 6.1.2.5、 C90 6.2.1.1、 C99 6.2.5 和 C99 6.3.1.1）。”

实现： 默认情况下， signed char 在功能上等效于普通 char。可以使用选项
-funsigned-char和 -fsigned-char来更改默认设置。

ISO 标准： “源字符集成员 （字符常量和字符串字面值）到执行字符集成员的映射
（C90 6.1.3.4、 C99 6.4.4.4、 C90 和 C99 5.1.1.2）。”

实现： 源字符集的二进制表示形式保存到执行字符集。

ISO 标准： “包含多个字符，或包含未映射到单字节执行字符的字符或转义序列的整
型字符常量的值 （C90 6.1.3.4 和 C99 6.4.4.4）。”

实现： 编译器以每次一个字符的方式确定多字符的字符常量的值。前一个值被左
移 8 位，然后下一个字符的位组合以掩码方式移入。 终的结果为 int类
型。如果结果大于 int 的表示范围，那么会发出一个警告诊断消息，并且
值被截断为 int的长度。

ISO 标准： “包含多个多字节字符，或包含不以扩展执行字符集表示的多字节字符或
转义序列的宽字符常量的值（C90 6.1.3.4 和 C99 6.4.4.4）。”

实现： 参见上文。

ISO 标准： “用于将包含单个多字节字符（该字符映射到扩展执行字符集的一个成员）
的宽字符常量转换为相应的宽字符代码的当前语言环境 （C90 6.1.3.4 和
C99 6.4.4.4）。”

实现： LC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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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整型

ISO 标准： “用于将宽字符串字面值转换为相应的宽字符代码的当前语言环境
（C90 6.1.4 和 C99 6.4.5）。”

实现： LC_ALL

ISO 标准： “包含不以执行字符集表示的多字节字符或转义序列的字符串字面值的值
（C90 6.1.4 和 C99 6.4.5）。”

实现： 从源字符集保存字符的二进制表示。

ISO 标准： “实现中存在的所有扩展整型 （C99 6.2.5）。”

实现： 不存在任何扩展整型。

ISO 标准： “有符号整型是使用符号加数值、二进制补码还是二进制反码表示，以及
异常值是陷阱表示还是普通值（C99 6.2.6.2）。”

实现： 所有整型都以二进制补码表示，所有位组合都是普通值。

ISO 标准： “任意扩展整型相对于另一个具有相同精度的扩展整型的级别
（C99 6.3.1.1）。”

实现： 不支持任何扩展整型。

ISO 标准： “将某个整型转换为有符号整型，当前者的值无法由属于后者类型的目标
表示时，所产生的结果或所抛出的信号（C90 6.2.1.2 和 C99 6.3.1.3）。”

实现： 在将值 X转换为宽度为 N 的类型时，结果的值是 X 的二进制补码的低 N 位。
也即， X 截断为 N 位。不抛出任何信号。

ISO 标准： “对有符号整型的一些位操作的结果 （C90 6.3 和 C99 6.5）。”

实现： 对有符号值进行位操作时，会对该值的二进制补码表示（包括符号位）进
行操作。有符号值右移表达式的结果进行符号扩展。
C99 允许不定义有符号数“<<”操作的一些方面。该编译器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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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浮点型

ISO 标准： “浮点运算的精度，以及 <math.h> 和 <complex.h> 中返回浮点型结果的
库函数的精度 （C90 和 C99 5.2.4.2.2）。”

实现： 精度未知。

ISO 标准： “<stdio.h>、 <stdlib.h> 和 <wchar.h> 中的库函数执行的浮点型内部表示
和字符串表示之间的转换的精度（C90 和 C99 5.2.4.2.2）。”

实现： 精度未知。

ISO 标准： “FLT_ROUNDS的非标准值所表示的舍入行为（C90和C99 5.2.4.2.2）。”

实现： 不使用此类值。

ISO 标准： “FLT_EVAL_METHOD 的非标准负值所表示的求值方法 （C90 和
C99 5.2.4.2.2）。”

实现： 不使用此类值。

ISO 标准： “当整数转换为无法精确表示原始值的浮点数时的舍入方向 （C90 6.2.1.3
和 C99 6.3.1.4）。”

实现： 遵循 C99 附件 F。
ISO 标准： “当浮点数转换为长度较短的浮点数时的舍入方向 （C90 6.2.1.4 和

6.3.1.5）。”

实现： 遵循 C99 附件 F。
ISO 标准： “如何为某些浮点常量选择 接近的可表示值，或者与 接近的可表示值

接近的较大或较小可表示值（C90 6.1.3.1 和 C99 6.4.4.2）。”

实现： 遵循 C99 附件 F。
ISO 标准： “当 FP_CONTRACT pragma 伪指令未禁止浮点表达式时，是否以及如何

化简浮点表达式 （C99 6.5）。”

实现： 未实现该 pragma 伪指令。

ISO 标准： “FENV_ACCESS pragma 伪指令的默认状态（C99 7.6.1）。”

实现： 未实现该 pragma 伪指令。

ISO 标准： “其他浮点异常、舍入模式、环境、分类及其宏名称（C99 7.6 和 7.12）。”
实现： 均不支持。

ISO 标准： “FP_CONTRACT pragma 伪指令的默认状态（C99 7.12.2)。”

实现： 未实现该 pragma 伪指令。

ISO 标准： “当实际舍入的结果与符合 IEC 60559 要求的实现中的数学结果相等时，
是否抛出 ‘不精确’浮点异常 （C99 F.9）。”

实现： 未知。

ISO 标准： “当结果很小，但在符合 IEC 60559 要求的实现中足够精确时，是否抛出
‘下溢’（及 ‘不精确’）浮点异常（C99 F.9）。”

实现：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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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数组和指针

B.11 提示

B.12 结构、联合、枚举和位域

ISO 标准： “将指针转换为整型（或反之）的结果（C90 6.3.4 和 C99 6.3.2.3）。”

实现： 将整型强制转换为指针 （或反之）的结果使用源类型的二进制表示，并按
适合于目标类型的方式重新解释。
如果源类型的长度大于目标类型，则丢弃高位。当从指针强制转换为整型
时，如果源类型的长度小于目标类型，那么将对结果进行符号扩展。当从
整型强制转换为指针时，如果源类型的长度小于目标类型，那么结果将根
据源类型是否有符号来进行扩展。

ISO 标准： “将两个指向同一数组的两个元素的指针进行相减的结果的长度
（C90 6.3.6 和 C99 6.5.6）。”

实现： 32 位有符号整型。

ISO 标准： “使用寄存器存储类说明符的建议的有效程度（C90 6.5.1和C99 6.7.1）。”

实现： 寄存器存储类说明符通常没有任何作用。

ISO 标准： “使用内联函数说明符的建议的有效程度 （C99 6.7.4）。”

实现： 如果指定了 -fno-inline或 -O0，则即使使用 inline说明符进行指
定，也不会对函数进行内联。否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内联该函数，这取
决于编译器的优化推断。

ISO 标准： “联合对象的成员使用不同类型的成员访问 （C90 6.3.2.3）。”

实现： 联合对象的相应字节解释为类型与所访问成员相同的对象，而不考虑对齐
或其他可能的无效条件。

ISO 标准： “‘普通’ int位域是作为 signed int位域还是作为 unsigned int
位域处理 （C90 6.5.2、 C90 6.5.2.1、 C99 6.7.2 和 C99 6.7.2.1）。”

实现： 默认情况下，普通 int位域作为有符号整型处理。通过使用
-funsigned-bitfields命令行选项，可以更改该行为。

ISO 标准： “除 _Bool、 signed int和 unsigned int之外允许的位域类型
（C99 6.7.2.1）。”

实现： 不支持任何其他类型。

ISO 标准： “位域是否可以跨越存储单元边界 （C90 6.5.2.1 和 C99 6.7.2.1）。”

实现： 否。

ISO 标准： “位域在单元内的分配顺序 （C90 6.5.2.1 和 C99 6.7.2.1）。”

实现： 位域从左到右分配。

ISO 标准： “结构的非位域成员的对齐 （C90 6.5.2.1 和 C99 6.7.2.1）。”

实现： 每个成员根据成员类型的对齐限制，定位到允许的距当前位置偏移量 小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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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限定符

B.14 声明符

B.15 语句

ISO 标准： “与每种枚举类型兼容的整型 （C90 6.5.2.2 和 C99 6.7.2.2）。”

实现： 如果枚举值全部非负，则类型为 unsigned int，否则为 int。
-fshort-enums命令行选项可以更改该行为。

ISO 标准： “构成访问具有 volatile 限定类型的对象的要素（C90 6.5.3 和 C99 6.7.3）。”
实现： 使用 volatile 对象的值或向 volatile 对象存储值的任意表达式均视为对该对

象进行访问。不能保证此类访问是原子的。
如果一个表达式中含有对 volatile 对象的引用，但既不使用也不存储对象的
值，那么表达式是否视为对 volatile 对象的访问取决于对象的类型。如果对
象属于标量类型、带有单个标量类型成员的聚合类型，或者含有（仅）标量
类型成员的联合，那么将表达式视为对 volatile 对象的访问。否则，将对该
表达式进行求值来产生它的副作用，但不将其视为对 volatile 对象的访问。
例如：
volatile int a;
a; /* access to ‘a’ since ‘a’ is scalar */

ISO 标准： “可修改算术、结构或联合类型的声明符的 大数量（C90 6.5.4）。”

实现： 无限制。

ISO 标准： “switch 语句中的 case 值的 大数量 （C90 6.6.4.2）。”

实现： 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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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预处理伪指令

B.17 库函数

ISO 标准： “如何将两种头文件名称形式的序列映射到头文件或外部源文件名称
（C90 6.1.7 和 C99 6.4.7）。”

实现： 定界符之间的字符序列视为一个字符串，作为主机环境的文件名。

ISO 标准： “控制条件包含的常量表达式中的字符常量的值是否与执行字符集中的相
同字符常量的值匹配 （C90 6.8.1 和 C99 6.10.1）。”

实现： 是。

ISO 标准： “控制条件包含的常量表达式中的单字符字符常量的值是否可以具有负值
（C90 6.8.1 和 C99 6.10.1）。”

实现： 可以。

ISO 标准： “所包含的以 < >定界的头文件的搜索位置，以及如何指定这些位置或如
何标识头文件 （C90 6.8.2 和 C99 6.10.2）。”

实现： <install directory>/lib/gcc/pic32mx/3.4.4/include

<install directory>/pic32mx/include

ISO 标准： “如何在所包含的以 ""定界的头文件中搜索指定的源文件（C90 6.8.2 和
C99 6.10.2）。”

实现： 编译器首先在含有包含文件的目录中、由 -iquote命令行选项指定的目
录 （如果有）中搜索指定文件，然后在以 <>定界的头文件的搜索目录中
进行搜索。

ISO 标准： “将预处理标记合并到头文件名称中的方法（C90 6.8.2 和 C99 6.10.2）。”

实现： 所有标记 （包括空格）都视为头文件名称的一部分。对于定界符内部的标
记，将不执行宏展开。

ISO 标准： “#include处理的嵌套限制（C90 6.8.2 和 C99 6.10.2）。”

实现： 无限制。

ISO 标准： “每个所识别的非 STDC #pragma伪指令的行为（C90 6.8.6 和
C99 6.10.6）。”

实现： 请参见第 8.12 节“变量属性”。

ISO 标准： “当转换的日期和时间分别不可用时， __DATE__和 __TIME__的定义
（C90 6.8.8 和 C99 6.10.8）。”

实现： 转换的日期和时间总是可用。

ISO 标准： “宏 NULL 展开成的空指针常量（C90 7.1.6 和 C99 7.17）。”

实现： (void *)0

ISO 标准： “独立式程序可用的任何库工具，条款 4 所要求的 小工具集除外
（5.1.2.1）。”

实现： 请参见 “32-Bit Language Tools Libraries”（DS51685）。

ISO 标准： “assert宏打印的诊断消息的格式（7.2.1.1）。”

实现： “Failed assertion ‘message’ at line line of ‘filename’.\n”
ISO 标准： “FENV_ACCESS pragma 伪指令的默认状态（7.6.1）。”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由 fegetexceptflag函数存储的浮点异常标志的表示 （7.6.2.2）。”

实现： 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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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标准： “除了上溢或下溢异常之外， feraiseexcept函数是否抛出不精确异常
（7.6.2.3）。”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除 FE_DFL_ENV 之外，可以用作 fesetenv 或 feupdateenv函数参
数的浮点环境宏 （7.6.4.3 和 7.6.4.4）。”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C"和 ""除外，可作为第二个参数传递给 setlocale函数的字符串
（7.11.1.1）。”

实现： 无。

ISO 标准： “当 FLT_EVAL_METHOD宏的值小于 0 或大于 2 时，为 float_t和
double_t定义的类型 （7.12）。”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INFINITY宏展开到的 大极限（如果有）（7.12）。”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NAN宏展开到的静默 NaN （如果定义）（7.12）。”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除了本国际标准所要求的之外，数学函数的域错误 （7.12.1）。”

实现： 无。

ISO 标准： “发生域错误时数学函数返回的值，以及是否将 errno设置为宏 EDOM的
值 （7.12.1）。”

实现： 发生域错误时， errno设置为 EDOM。

ISO 标准： “发生上溢和 / 或下溢范围错误时，数学函数是否将 errno设置为宏
ERANGE的值 （7.12.1）。”

实现： 是。

ISO 标准： FP_CONTRACT pragma 伪指令的默认状态 （7.12.2）。”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当 fmod函数的第二个参数为 0 时，是发生域错误还是返回 0
（7.12.10.1）。”

实现： 返回 NaN。

ISO 标准： “在减小商时，remquo函数使用的模数以 2 为底的对数（7.12.10.3）。”

实现： 未实现。

ISO 标准： “信号的集合，它们的语意，以及它们的默认处理 （7.14）。”

实现： 信号的默认处理是总是返回失败。实际的信号处理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在调用信号处理程序之前未执行 signal(sig, SIG_DFL);的等效函
数的情况下，所执行的信号阻塞（7.14.1.1）。”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在调用信号 SIGILL的信号处理程序之前，是否执行 signal(sig, 
SIG_DFL);的等效函数（7.14.1.1）。”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除 SIGFPE、 SIGILL和 SIGSEGV之外，对应于计算异常的信号值
（7.14.1.1）。”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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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标准： “文本流的 后一行是否需要一个终止换行符 （7.19.2）。”

实现： 是。

ISO 标准： “写到文本流中的紧接在换行符前面的空格字符在读入时是否出现
（7.19.2）。”

实现： 是。

ISO 标准： “可附加至写入二进制流的数据的空字符数 （7.19.2）。”

实现： 不向二进制流附加任何空字符。

ISO 标准： “附加模式流的文件位置说明符 初位于文件开始还是末尾 （7.19.3）。”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系统级函数 open使用 O_APPEND标志进行调用。

ISO 标准： “对文本流的写操作是否导致关联的文件在该点之后被截断 （7.19.3）。”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文件缓冲的特征（7.19.3）。”

ISO 标准： “零长度文件是否确实存在 （7.19.3）。”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构造有效文件名的规则 （7.19.3）。”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同一文件是否可以同时打开多次 （7.19.3）。”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文件中多字节字符所用编码的性质和选择 （7.19.3）。”

实现： 对于每个文件，编码是相同的。

ISO 标准： “remove函数对于已打开文件的作用（7.19.4.1）。”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系统函数 unlink会被调用。

ISO 标准： “如果在调用 rename函数之前，已存在具有新名称的文件，会有什么影响
（7.19.4.2）。”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系统函数 link将会被调用以创建新文件名，然后 unlink
被调用以删除旧文件名。通常，如果新文件名已存在， link将失败。

ISO 标准： “在程序异常终止时，是否删除打开的临时文件 （7.19.4.3）。”

实现： 否。

ISO 标准： “当 tmpnam 函数的调用次数超过 TMP_MAX 次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7.19.4.4）。”

实现： 将重新使用临时名称。

ISO 标准： “允许哪些模式更改（如果有），以及在哪些情况下允许更改（7.19.5.4）。”
实现： 文件通过系统级close函数关闭，然后使用open函数以新模式重新打开。

除了应用程序定义的那些限制之外，对于 open和 close函数没有任何其
他限制。

ISO 标准： “用于打印无穷大或 NaN 的样式，以及采用 n-char-sequence 打印 NaN
时，该样式的含义 （7.19.6.1 和 7.24.2.1）。”

实现： 不打印任何字符序列。
NaN 打印为“NaN”。
无穷大打印为 “[-/+]Inf”。

ISO 标准： “fprintf或fwprintf函数中%p转换的输出（7.19.6.1和 7.24.2.1）。”

实现： 功能上等效于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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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标准： “在 fscanf或 fwscanf函数中 %[转换的扫描列表中，若 -字符既不是
第一个字符也不是 后一个字符，也不是 ^ 字符作为第一个字符时的第二
个字符，此时对 -字符的解释 （7.24.2.1 和 7.19.6.2）。”

实现： 未知

ISO 标准： “fscanf 或 fwscanf 函数中 %p 转换所匹配的序列的集合（7.19.6.2 和
7.24.2.2）。”

实现： 与 %x 所匹配的序列集合相同。

ISO 标准： “fscanf 或 fwscanf 函数中与 %p 转换对应的输入项的解释 （7.19.6.2
和 7.24.2.2）。”

实现： 如果结果是无效指针，那么行为是未定义的。

ISO 标准： “fgetpos、 fsetpos 或 ftell 函数在失败时对宏 errno 设置的值
（7.19.9.1、 7.19.9.3 和 7.19.9.4）。”

实现： 如果结果超出 LONG_MAX，那么 errno设置为 ERANGE。
其他错误由应用程序定义，依据是其对于 lseek函数的定义。

ISO 标准： “在由 strtod、strtof、strtold、wcstod、wcstof或 wcstold函
数转换的字符串中，n-char-sequence 的含义（7.20.1.3 和 7.24.4.1.1）。”

实现： 该序列未附加任何含义。

ISO 标准： “发生下溢时， strtod、 strtof、 strtold、 wcstod、 wcstof 或
wcstold函数是否将 errno设置为 ERANGE（7.20.1.3 和 7.24.4.1.1）。”

实现： 是。

ISO 标准： “当所请求的长度为 0 时， calloc、 malloc和 realloc函数是返回空
指针还是返回指向已分配对象的指针（7.20.3）。”

实现： 返回指向静态分配的对象的指针。

ISO 标准： “调用 abort 函数时，是否清空打开的输出流、关闭打开的流或删除临时
文件 （7.20.4.1）。”

实现： 否。

ISO 标准： “abort函数返回给主机环境的终止状态（7.20.4.1）。”

实现： 默认情况下，不存在主机环境。

ISO 标准： “system函数在其参数不是空指针时返回的值。”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本地时区和夏令时 （7.23.1）。”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clock函数的年代（7.23.2.1）。”

实现： 由应用程序定义。

ISO 标准： “在标准化的 tmx结构中， tm_isdst的正值（7.23.2.6）。”

实现： 1。
ISO 标准： “在“C”语言环境中， strftime、 strfxtime、 wcsftime和

wcsfxtime函数的 %Z说明符的替换字符串（7.23.3.5、 7.23.3.6、
7.24.5.1 和 7.24.5.2）。”

实现： 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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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 架构

ISO 标准： “在符合 IEC 60559 要求的实现中，三角函数、双曲函数、以 e 为底的指
数函数、以 e 为底的对数函数、错误函数和对数 gamma 函数是否抛出不
精确异常，以及何时抛出 （F.9）。”

实现： 否。

ISO 标准： “当实际舍入的结果与符合 IEC 60559 要求的实现中的数学结果相等时，
是否抛出不精确异常 （F.9）。”

实现： 否。

ISO 标准： “当结果很小，但在符合 IEC 60559 要求的实现中足够精确时，是否抛出
下溢 （及不精确）异常 （F.9）。”

实现： 否。

ISO 标准： “函数是否遵从舍入方向模式 （F.9）。”

实现： 并不强制要求遵从舍入模式。

ISO 标准： “为在头文件 <float.h>、 <limits.h>和 <stdint.h>中指定的
宏分配的值或表达式（C90、 C99 5.2.4.2、 C99 7.18.2 和 7.18.3）。”

实现： 请参见第 8.4.2 节 “limits.h”。
ISO 标准： “任意对象中的字节的数量、顺序和编码（当未在标准中明确指定时）

（C99 6.2.6.1）。”

实现： 小尾数法形式，从 低字节开始填充。请参见第 8.3 节 “数据表示”。

ISO 标准： “sizeof操作符的结果的值 （C90 6.3.3.4 和 C99 6.5.3.4）。”

实现： 请参见第 8.3 节 “数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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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弃用功能
C.1 简介

下面介绍的功能被认为是过时的，已被替换为更高级的功能。对于所提到的语言工具版
本，依赖于弃用功能的项目将可以正常工作。使用弃用功能会导致产生警告；建议编程
人员修改其项目，以消除对于弃用功能的任何依赖。在语言工具的未来版本中，可能会
完全去除对这些功能的支持。

涵盖的弃用功能包括：

• 指定寄存器中的变量

C.2 指定寄存器中的变量

编译器允许您将一些全局变量放入指定的硬件寄存器。

您还可以指定普通寄存器变量应分配到的寄存器。

• 全局寄存器变量会在整个程序中保留寄存器。诸如编程语言解释器之类的程序具有
一些经常访问的全局变量，对于这些程序，该功能可能会很有用。

• 处于特定寄存器中的局部寄存器变量不会保留寄存器。编译器的数据流分析能够确
定指定寄存器何时包含存活值，何时可用于其他用途。显现为未被使用时，对局部
寄存器变量的存储操作可能会被删除。对局部寄存器变量的引用可能会被删除、移
动或简化。

如果希望将汇编器指令的一个输出直接写入特定寄存器，则有时可以将这些局部变量与
扩展行内汇编代码方便地配合使用（见第 16 章“混合使用 C/C++ 和汇编语言”）。（这
样将可以实现目的，前提是您指定的寄存器符合在行内汇编语句中为该操作数指定的约
束）。

C.2.1 定义全局寄存器变量

您可以定义全局寄存器变量，如下： 
register int *foo asm ("t0");

此处的t0是应使用的寄存器的名称。选择一个通常会被函数调用保存和恢复的寄存器，
从而使库程序不会破坏它。

在某个寄存器中定义全局寄存器变量会使该寄存器至少在当前编译中完全保留用于该
用途。在当前编译中，该寄存器将不会被分配用于函数中的任何其他用途。这些函数将
不会保存和恢复该寄存器。对该寄存器的存储操作永远不会被删除，即使它们显现为已
消亡，但引用可能会被删除、移动或简化。

注： 使用太多寄存器可能会削弱 32 位编译器进行编译的能力。建议不要将寄存
器放入固定寄存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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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号处理程序中或从多个控制线程中访问全局寄存器变量是不安全的，因为系统库
程序可能会临时使用该寄存器来处理其他事项 （除非您特别针对手中的任务重新编译
它们）。

一个函数使用了某个全局寄存器变量，它通过第三个函数 lose来调用另一个此类函数
foo，而第三个函数是在不知道该变量的情况下编译的（即，它处于未声明该变量的源
文件中），这样的做法是不安全的。这是因为 lose 可能会保存该寄存器并将某个其他
值放入其中。例如，不能预期某个全局寄存器变量在传递给 qsort 的比较函数中是可
用的，因为 qsort 可能会在该寄存器中放入某个值。通过使用相同的全局寄存器变量
定义来重新编译 qsort，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如果要重新编译实际上不使用您的全局寄存器变量的 qsort 或其他源文件，从而使它
们不会将该寄存器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则指定编译器命令行选项 -ffixed-reg就足够
了。不需要在它们的源代码中实际添加一个全局寄存器声明。

如果某个函数会更改一个全局寄存器变量的值，而另一个函数是在没有该变量的情况下
编译的，则无法从后面这个函数中安全地调用前面那个函数，因为它可能会破坏调用方
预期在返回时获取的值。因此，如果某个函数是进入使用了全局寄存器变量的程序部分
的入口点，则该函数必须显式地保存和恢复属于其调用方的值。

库函数 longjmp会将每个全局寄存器变量恢复为在 setjmp时具有的值。

所有全局寄存器变量声明必须位于所有函数定义之前。如果此类声明出现在函数定义之
后，寄存器可能会在前面的函数中被用于其他用途。

全局寄存器变量可能没有初始值，因为可执行文件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提供寄存器的初始
内容。

C.2.2 为局部变量指定寄存器

您可以使用指定寄存器来定义局部寄存器变量，如下： 
register int *foo asm ("t0");

此处的 t0 是应使用的寄存器的名称。请注意，该语法与用于定义全局寄存器变量的语
法是相同的，但对于局部变量，它将出现在函数内。

定义此类寄存器变量并不会保留寄存器；在流程控制确定该变量的值不存活时，它仍可
用于其他用途。使用该功能时，留给编译器编译某些函数的可用寄存器可能会太少。

该选项并不能确保编译器生成的代码在任何时候都将该变量保留在您指定的寄存器中。
您不能在 asm语句中编写显式引用该寄存器、并假定它总是引用该变量的代码。

显现为未被使用时，对局部寄存器变量的赋值操作可能会被删除。对局部寄存器变量的
引用可能会被删除、移动或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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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内置函数
D.1 简介

本附录列出了特定于 MPLAB XC32 C 编译器的内置函数。

内置函数使C语言程序员可以访问目前只能通过行内汇编访问但却十分有用、适用于一
系列广泛应用程序的汇编器操作符或机器指令。内置函数在 C 源文件中编写，语法类似
于函数调用，但它们被编译为直接实现函数的汇编代码，不涉及函数调用或库程序。

有一些原因使得提供内置函数优于要求程序员使用行内汇编。这些原因包括：

1. 提供用于特定目的的内置函数可以简化编码。

2. 使用行内汇编时，某些优化会被禁止。内置函数则不会如此。

3. 对于使用专用寄存器的机器指令，在编写行内汇编代码时，需要特别细心处理，
避免寄存器分配错误。内置函数让这个过程变得简单，因为您不需要关心每条机
器指令的特殊寄存器要求。

内置函数列表

• unsigned long__builtin_section_begin(quoted-section-name)
• unsigned long __builtin_section_end(quoted-section-name)
• unsigned long __builtin_section_size(quoted-section-name)
• unsigned int __builtin_get_isr_state(void)
• __builtin_set_isr_state(unsigned int)
• void __builtin_disable_interrupts(void)
• void __builtin_enable_interrupts(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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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内置函数说明

本节介绍编译器内置函数的程序员接口。由于这些函数是“内置”的，所以不存在与之关联的头文件。类似
地，不存在与内置函数关联的命令行开关——它们总是可用。所选择的内置函数名称使它们属于编译器的命
名空间 （均具有前缀 __builtin_），所以它们不会与程序员命名空间中的函数或变量名称发生冲突。

以下内置函数获取关于段地址和大小的运行时信息：

以下内置函数检查或操作当前的 CPU 中断状态：

unsigned long__builtin_section_begin(quoted-section-name)
说明： 返回所引用段名称的起始地址。

原型： unsigned long __builtin_section_begin(quoted-section-name);

参数： quoted-section-name   段的名称。

返回值： 段的地址。

汇编器操作符 /
机器指令：

.startof.

错误消息 如果在链接中不存在所引用的段名称，将显示“未定义的引用”错误消息。

unsigned long __builtin_section_end(quoted-section-name)
说明： 返回所引用段名称的结束地址 +1。
原型： unsigned long __builtin_section_end(quoted-section-name);

参数： quoted-section-name   段的名称。

返回值： 段的结束地址 +1。
汇编器操作符 / 机器指
令：

.endof.

错误消息 如果在链接中不存在所引用的段名称，将显示“未定义的引用”错误消息。

unsigned long __builtin_section_size(quoted-section-name)
说明： 返回所引用指定段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原型： unsigned long __builtin_section_size(quoted-section-name);

参数： quoted-section-name   段的名称。

返回值： 指定段的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

汇编器操作符 /
机器指令：

.sizeof.

错误消息 如果在链接中不存在所引用的段名称，将显示“未定义的引用”错误消息。

unsigned int __builtin_get_isr_state(void)
说明： 获取当前的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允许位。

原型： unsigned int __builtin_get_isr_state(void);

参数： 无。

返回值： 压缩格式的当前 IPL 和中断允许位。该值用于 __builtin_set_isr_state()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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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器操作符 /
机器指令：

mfc0   $3, $12, 0
srl    $2,$3,10
ins    $2,$3,3,1
andi   $2,$2,0xf
sw     $2,0($fp)

错误消息 无。

__builtin_set_isr_state(unsigned int)
说明： 使用通过 __builtin_get_isr_state()获取的值设置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允许位。

原型： void __builtin_set_isr_state(unsigned int);

参数： 通过 __builtin_get_isr_state()获取的无符号整型值。

返回值： 无。

汇编器操作符 / 机器指
令：

di
ehb
mfc0   $2, $12, 0
ins    $2,$3,10,3
srl    $3,$3,3
ins    $2,$3.0.1
mfc0   $2, $12, 0 
ehb

错误消息 无。

void __builtin_disable_interrupts(void)
说明： 禁止中断。

原型： void __builtin_disable_interrupts(void);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汇编器操作符 / 机器指
令：

di     $2
ehb

错误消息 无。

void __builtin_enable_interrupts(void)
说明： 允许中断。

原型： void __builtin_enable_interrupts(void);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汇编器操作符 / 机器指
令：

ei     $2

错误消息 无。

unsigned int __builtin_get_isr_state(void)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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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内置 DSP 函数

许多 PIC32 MCU 支持 DSP 引擎，包含旨在提高 DSP 和媒体应用程序性能的指令。
DSPr2 引擎提供了对压缩 8 位 /16 位整型数据、Q7、Q15 和 Q31 小数数据进行运算的
指令。

XC32 C编译器支持使用通用向量扩展和一组内置函数的DSP运算。当使用-mprocessor
选项选择 DSP 器件时，将自动使能这两种类型的支持。

DSP 控制寄存器的 SCOUNT 和 POS 位是全局的。WRDSP、EXTPDP、EXTPDPV 和
MTHLIP 指令会修改 SCOUNT 和 POS 位。在优化期间，编译器不会删除这些指令，也
不会删除对包含这些指令的函数的调用。

目前， XC32 C 编译器仅支持对 32 位向量的运算。与 8 位整型数据关联的向量类型通
常称为 v4i8，与 Q7 关联的向量类型通常称为 v4q7，与 16 位整型数据关联的向量类型
通常称为 v2i16，与 Q15 关联的向量类型通常称为 v2q15。在 C 中可以如下定义它们：

typedef signed char v4i8 __attribute__ ((vector_size(4)));

typedef signed char v4q7 __attribute__ ((vector_size(4)));

typedef short v2i16 __attribute__ ((vector_size(4)));

typedef short v2q15 __attribute__ ((vector_size(4)));

v4i8、 v4q7、 v2i16 和 v2q15 值的初始化方式与聚合相同。例如：

v4i8 a = {1, 2, 3, 4};

v4i8 b;

b = (v4i8) {5, 6, 7, 8};

v2q15 c = {0x0fcb, 0x3a75};

v2q15 d;

d = (v2q15) {0.1234 * 0x1.0p15, 0.4567 * 0x1.0p15};

下表列出了存在硬件支持的 v4i8 和 v2q15 运算。 a和 b是 v4i8 值， c和 d是 v2q15 值。

注 1： 第一个值为 低位， 后一个值为 高位。上面的代码会将 低字节设置
为 1。

2： Q7、Q15 和 Q31 值必须使用它们的整型表示形式进行初始化。如该示例
中所示，可以通过将小数值乘以 0x1.0p7 来获得 Q7 值的整型表示形式。
Q15 值等效形式是乘以 0x1.0p15。 Q31 值等效形式是乘以 0x1.0p31。

C 代码 指令 
a + b addu.qb 

c + d addq.ph 

a - b subu.qb 

c - d subq.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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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存在硬件支持的 v2i16 运算。 e和 f是 v2i16 值。

如果先定义类型，可以更简便地描述 DSP 内置函数。

typedef int q31;

typedef int i32;

typedef unsigned int ui32;

typedef long long a64;

q31 和 i32 运算实际上与 int 是相同的，但 q31 用于指示 Q31 小数值， i32 用于指示
32 位整型值。类似地，a64 与 long long是相同的，但 a64 用于指示将放入 4 个 DSP
累加器 （$ac0、 $ac1、 $ac2 或 $ac3）之一的值。

此外，一些内置函数偏向于或需要使用立即数作为参数，因为相应的 DSP 指令可同时
接受立即数和寄存器操作数，或仅接受立即数。立即数参数如下所列。

imm0_3: 0 to 3.

imm0_7: 0 to 7.

imm0_15: 0 to 15.

imm0_31: 0 to 31.

imm0_63: 0 to 63.

imm0_255: 0 to 255.

imm_n32_31: -32 to 31.

imm_n512_511: -512 to 511.

C 代码 指令 
e * f mul.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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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置函数直接映射到一条特定的 DSP 指令。关于每条指令的用途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 PIC32 DSP 文档。在下表中，函数提供了在您的代码中生成 DSP 指令的方法。例
如，在 v2q15 __builtin_mips_addq_ph (v2q15, v2q15)中， addq_ph是实
际的 DSP 指令。

表 D-1： 直接映射到 DSP 指令

v2q15 __builtin_mips_addq_ph (v2q15,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addq_s_ph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addq_s_w (q31, q31)

v4i8 __builtin_mips_addu_qb (v4i8, v4i8)

v4i8 __builtin_mips_addu_s_qb (v4i8,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subq_ph (v2q15,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subq_s_ph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subq_s_w (q31, q31)

v4i8 __builtin_mips_subu_qb (v4i8, v4i8)

v4i8 __builtin_mips_subu_s_qb (v4i8, v4i8)

i32 __builtin_mips_addsc (i32, i32)

i32 __builtin_mips_addwc (i32, i32)

i32 __builtin_mips_modsub (i32, i32)

i32 __builtin_mips_raddu_w_qb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absq_s_ph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absq_s_w (q31)

v4i8 __builtin_mips_precrq_qb_ph (v2q15,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rq_ph_w (q31, q31)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rq_rs_ph_w (q31, q31)

v4i8 __builtin_mips_precrqu_s_qb_ph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preceq_w_phl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preceq_w_phr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qu_ph_qbl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qu_ph_qbr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qu_ph_qbla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qu_ph_qbra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u_ph_qbl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u_ph_qbr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u_ph_qbla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receu_ph_qbra (v4i8)

v4i8 __builtin_mips_shll_qb (v4i8, imm0_7)

v4i8 __builtin_mips_shll_qb (v4i8, i32)

v2q15 __builtin_mips_shll_ph (v2q15, imm0_15)

v2q15 __builtin_mips_shll_ph (v2q15, i32)

v2q15 __builtin_mips_shll_s_ph (v2q15, imm0_15)

v2q15 __builtin_mips_shll_s_ph (v2q15, i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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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 __builtin_mips_shll_s_w (q31, imm0_31)

q31 __builtin_mips_shll_s_w (q31, i32)

v4i8 __builtin_mips_shrl_qb (v4i8, imm0_7)

v4i8 __builtin_mips_shrl_qb (v4i8, i32)

v2q15 __builtin_mips_shra_ph (v2q15, imm0_15)

v2q15 __builtin_mips_shra_ph (v2q15, i32)

v2q15 __builtin_mips_shra_r_ph (v2q15, imm0_15)

v2q15 __builtin_mips_shra_r_ph (v2q15, i32)

q31 __builtin_mips_shra_r_w (q31, imm0_31)

q31 __builtin_mips_shra_r_w (q31, i32)

v2q15 __builtin_mips_muleu_s_ph_qbl (v4i8,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muleu_s_ph_qbr (v4i8,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mulq_rs_ph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muleq_s_w_phl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muleq_s_w_phr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dpau_h_qbl (a64, v4i8, v4i8)

a64 __builtin_mips_dpau_h_qbr (a64, v4i8, v4i8)

a64 __builtin_mips_dpsu_h_qbl (a64, v4i8, v4i8)

a64 __builtin_mips_dpsu_h_qbr (a64, v4i8, v4i8)

a64 __builtin_mips_dpaq_s_w_ph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dpaq_sa_l_w (a64, q31, q31)

a64 __builtin_mips_dpsq_s_w_ph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dpsq_sa_l_w (a64, q31, q31)

a64 __builtin_mips_mulsaq_s_w_ph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maq_s_w_phl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maq_s_w_phr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maq_sa_w_phl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maq_sa_w_phr (a64, v2q15, v2q15)

i32 __builtin_mips_bitrev (i32)

i32 __builtin_mips_insv (i32, i32)

v4i8 __builtin_mips_repl_qb (imm0_255)

v4i8 __builtin_mips_repl_qb (i32)

v2q15 __builtin_mips_repl_ph (imm_n512_511)

v2q15 __builtin_mips_repl_ph (i32)

void __builtin_mips_cmpu_eq_qb (v4i8, v4i8)

void __builtin_mips_cmpu_lt_qb (v4i8, v4i8)

void __builtin_mips_cmpu_le_qb (v4i8, v4i8)

i32 __builtin_mips_cmpgu_eq_qb (v4i8, v4i8)

i32 __builtin_mips_cmpgu_lt_qb (v4i8, v4i8)

i32 __builtin_mips_cmpgu_le_qb (v4i8, v4i8)

void __builtin_mips_cmp_eq_ph (v2q15, v2q15)

表 D-1： 直接映射到 DSP 指令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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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__builtin_mips_cmp_lt_ph (v2q15, v2q15)

void __builtin_mips_cmp_le_ph (v2q15, v2q15)

v4i8 __builtin_mips_pick_qb (v4i8, v4i8)

v2q15 __builtin_mips_pick_ph (v2q15,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packrl_ph (v2q15, v2q15)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w (a64,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w (a64, i32)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r_w (a64,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s_h (a64, i32)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rs_w (a64,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rs_w (a64, i32)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s_h (a64,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extr_r_w (a64, i32)

i32 __builtin_mips_extp (a64,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extp (a64, i32)

i32 __builtin_mips_extpdp (a64,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extpdp (a64, i32)

a64 __builtin_mips_shilo (a64, imm_n32_31)

a64 __builtin_mips_shilo (a64, i32)

a64 __builtin_mips_mthlip (a64, i32)

void __builtin_mips_wrdsp (i32, imm0_63)

i32 __builtin_mips_rddsp (imm0_63)

i32 __builtin_mips_lbux (void *, i32)

i32 __builtin_mips_lhx (void *, i32)

i32 __builtin_mips_lwx (void *, i32)

i32 __builtin_mips_bposge32 (void)

表 D-1： 直接映射到 DSP 指令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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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置函数直接映射到一条特定的 MIPS DSP REV 2 指令。关于每条指令用途的详
细信息，请参见 PIC32 DSP 文档。

表 D-2： 直接映射到 MIPS DSP 指令

v4q7 __builtin_mips_absq_s_qb (v4q7);

v2i16 __builtin_mips_addu_ph (v2i16, v2i16);

v2i16 __builtin_mips_addu_s_ph (v2i16, v2i16);

v4i8 __builtin_mips_adduh_qb (v4i8, v4i8);

v4i8 __builtin_mips_adduh_r_qb (v4i8, v4i8);

i32 __builtin_mips_append (i32, i32,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balign (i32, i32, imm0_3);

i32 __builtin_mips_cmpgdu_eq_qb (v4i8, v4i8);

i32 __builtin_mips_cmpgdu_lt_qb (v4i8, v4i8);

i32 __builtin_mips_cmpgdu_le_qb (v4i8, v4i8);

a64 __builtin_mips_dpa_w_ph (a64, v2i16, v2i16);

a64 __builtin_mips_dps_w_ph (a64, v2i16, v2i16);

a64 __builtin_mips_madd (a64, i32, i32);

a64 __builtin_mips_maddu (a64, ui32, ui32);

a64 __builtin_mips_msub (a64, i32, i32);

a64 __builtin_mips_msubu (a64, ui32, ui32);

v2i16 __builtin_mips_mul_ph (v2i16, v2i16);

v2i16 __builtin_mips_mul_s_ph (v2i16, v2i16);

q31 __builtin_mips_mulq_rs_w (q31, q31);

v2q15 __builtin_mips_mulq_s_ph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mulq_s_w (q31, q31);

a64 __builtin_mips_mulsa_w_ph (a64, v2i16, v2i16);

a64 __builtin_mips_mult (i32, i32);

a64 __builtin_mips_multu (ui32, ui32);

v4i8 __builtin_mips_precr_qb_ph (v2i16, v2i16);

v2i16 __builtin_mips_precr_sra_ph_w (i32, i32, imm0_31);

v2i16 __builtin_mips_precr_sra_r_ph_w (i32, i32, imm0_31);

i32 __builtin_mips_prepend (i32, i32, imm0_31);

v4i8 __builtin_mips_shra_qb (v4i8, imm0_7);

v4i8 __builtin_mips_shra_r_qb (v4i8, imm0_7);

v4i8 __builtin_mips_shra_qb (v4i8, i32);

v4i8 __builtin_mips_shra_r_qb (v4i8, i32);

v2i16 __builtin_mips_shrl_ph (v2i16, imm0_15);

v2i16 __builtin_mips_shrl_ph (v2i16, i32);

v2i16 __builtin_mips_subu_ph (v2i16, v2i16);

v2i16 __builtin_mips_subu_s_ph (v2i16, v2i16);

v4i8 __builtin_mips_subuh_qb (v4i8, v4i8);

v4i8 __builtin_mips_subuh_r_qb (v4i8, v4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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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q15 __builtin_mips_addqh_ph (v2q15,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addqh_r_ph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addqh_w (q31, q31);

q31 __builtin_mips_addqh_r_w (q31, q31);

v2q15 __builtin_mips_subqh_ph (v2q15, v2q15);

v2q15 __builtin_mips_subqh_r_ph (v2q15, v2q15);

q31 __builtin_mips_subqh_w (q31, q31);

q31 __builtin_mips_subqh_r_w (q31, q31);

a64 __builtin_mips_dpax_w_ph (a64, v2i16, v2i16);

a64 __builtin_mips_dpsx_w_ph (a64, v2i16, v2i16);

a64 __builtin_mips_dpaqx_s_w_ph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dpaqx_sa_w_ph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dpsqx_s_w_ph (a64, v2q15, v2q15);

a64 __builtin_mips_dpsqx_sa_w_ph (a64, v2q15, v2q15);

表 D-2： 直接映射到 MIPS DSP 指令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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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ASCII 字符集
表 E-1： ASCII 字符集

高位字符

低位字符

十六
进制

0 1 2 3 4 5 6 7

0 NUL DLE 空格 0 @ P ‘ p

1 SOH DC1 ! 1 A Q a q

2 STX DC2 " 2 B R b r

3 ETX DC3 # 3 C S c s

4 EOT DC4 $ 4 D T d t

5 ENQ NAK % 5 E U e u

6 ACK SYN & 6 F V f v

7 Bell ETB ’ 7 G W g w

8 BS CAN ( 8 H X h x

9 HT EM ) 9 I Y i y

A LF SUB * : J Z j z

B VT ESC + ; K [ k {

C FF FS , < L \ l |

D CR GS - = M ] m }

E SO RS . > N ^ n ~

F SI US / ? O _ o 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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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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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文档版本历史
文档版本历史

版本 D （2012 年 1 月）

• 将产品名称从 MPLAB C32 C 编译器更改为 MPLAB XC32 C/C++ 编译器。完全重
新组织文档，使之与其他 Microchip 编译器文档一致。

版本 E （2012 年 7 月）

• 在整个文档中增加了与 C++ 有关的信息。

• 新增了介绍通用 C 接口 （CCI）标准的章节。

版本 F （2012 年 12 月）

• 在表 3-11 “通用优化选项”中增加了 “版本”列。

• 在第 10 章 “函数”中增加了 keep和 optimize函数属性。

• 增加了第 14.2 节 “混合使用汇编语言与 C 变量及函数”。

• 增加了附录 D “内置函数”。

• 增加了附录 E “嵌入式编译器兼容性模式”。

• 增加了附录 F “文档版本历史”。该信息先前位于 “前言”中。

• 增加了 “支持”章节。该信息先前位于 “前言”中。

版本 G （2013 年 11 月）

• 在整个文档中更新了对于 《MPLAB® XC32 汇编器、链接器和实用程序用户指南》
的新名称的引用。

• 修改了第 2.5.2.1 节 “绝对寻址的示例”。

• 增加了第 3 章 “操作指南”。

• 增加了第 4 章 “工具链和 MPLAB X IDE”。

• 修改了第 5.5 节 “运行时文件”，增加了关于设置 BOOTISA 位的注释。

• 修改了第 5.5.1 节，增加了关于目标库和相应命令行选项的信息。

• 修改了第 5.6 节 “启动和初始化”，增加了关于设置 BOOTISA 位的注释。

• 更新了表 5-4 “特定于 PIC32 器件的选项”和表 5-16 “链接选项”。

• 在第 7.4.1 节 “配置位访问”中，更新了 PIC32 配置设置的文件路径。

• 更新了第 7.6 节 “从 C 代码中使用 SFR”中的代码示例。

• 第 8.12 节“变量属性”：增加了关于目标器件上的数据变量的注释；增加了在一组
变量中使用属性的代码示例；增加了 coherent和 persistent属性。

• 修改了第 9.3.5 节 “数据存储器分配宏”中的表。

• 在第 9.5 节 “程序存储器中的变量”中，增加了关于内部闪存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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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了第 9.6 节 “寄存器中的变量”中的代码示例。

• 修改了第 9.8 节 “存储模型”。

• 更新了表 11-1 “寄存器约定”。

• 修改了第 12.2.1 节“函数属性”中 interrupt (priority)的说明，并增加了
micromips。

• 修改了第 13.3 节“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增加了关于 ISA 模式的注释和关于异常 /
中断代码的注释。

• 修改了第 13.4 节 “将处理函数与异常向量关联”，增加了新的第一段。

• 修改了第 13.5 节“异常处理程序”中的文字，并增加了“简单 TLB 重载入异常”
和 “高速缓存错误异常”新章节。

• 修改了第 13.9 节 “允许 / 禁止中断”中的代码。

• 修改了第 13.10 节 “ISR 注意事项”中的文字。

• 更换了第 14.3 节 “运行时启动代码”中的启动代码的编号列表。

• 修改了第 14.3.2 节 “初始化堆栈指针和堆”中的文字。

• 修改了第 14.3.5 节 “初始化总线矩阵寄存器”中的文字。

• 修改了表 16-5 “预定义的宏”。

• 更新了第 18.5.1 节 “32 位 C/C++ 编译器宏”中的表，增加了对应于 PIC32MX、
PIC32MZ和 mips的条目。

• 在第19.4节“默认链接器脚本”中，新增了关于PIC32 MX和PIC32MZ器件的文字。

• 在第 19.4.3.2 节“可选地包含特定于处理器的外设库”中，增加了关于旧式外设库
的注释。

• 在第 19.4.3.5 节“存储器区域”中，增加了关于 kseg1 的代码和关于 L1 高速缓存
器件的注释。

• 在第 19.4.4 节 “输入 / 输出段映射”中增加了章节。

• 增加了第 D.3 节 “内置 DSP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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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简介

关于支持问题，请参考本章提供的内容。

• myMicrochip 个性化通知客户服务

• Microchip 网站

• Microchip 论坛

• 客户支持

• 联系 Microchip Technology

myMICROCHIP 个性化通知客户服务

myMicrochip： http://www.microchip.com/pcn
Microchip 的个人通知客户服务有助于客户了解关于所关注 Microchip 产品的 新信
息。注册客户可在某个产品系列或开发工具发生变更、更新、发布新版本或勘误表时，
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请访问 myMicrochip 开始注册过程，并选择接收个性化通知的首选项。页面上提供了
FAQ 和注册详细信息，可以通过选择上面的链接打开。

在选择首选项时，选择“Development Systems”（开发系统）将会在列表中填入可用
的开发工具。下面列出了主要的工具类别：

• 编译器——Microchip C 编译器、汇编器、链接器及其他语言工具的 新信息。包
括所有 MPLAB C 编译器；所有 MPLAB 汇编器（包括 MPASM™ 汇编器）；所有
MPLAB 链接器（包括 MPLINK™ 目标链接器）；以及所有 MPLAB 库管理器（包
括 MPLIB™ 目标库管理器）。

• 仿真器——Microchip在线仿真器的 新信息，包括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

• 在线调试器——Microchip 在线调试器的 新信息，包括 PICkit™ 2、 PICkit 3 和
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

• MPLAB® IDE——关于开发系统工具的Windows®集成开发环境Microchip MPLAB
IDE 的 新信息。主要针对 MPLAB IDE、MPLAB IDE 项目管理器、MPLAB 编辑
器、 MPLAB SIM 模拟器以及一般编辑和调试功能。

• 编程器——Microchip 编程器的 新信息。包括器件（生产）编程器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MPLAB ICD 3 在线调试器和 MPLAB PM3，以及开发（非生产）
编程器 PICkit 2 和 3。

• 入门 / 演示板——包括 MPLAB 入门工具包电路板、 PICDEM 演示板以及各种其他
评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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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HIP 网站

网站： http://www.microchip.com
Microchip 网站为客户提供在线支持。客户可通过该网站方便地获取文件和信息。只要
使用常用的互联网浏览器即可访问。网站提供以下信息：

• 产品支持——数据手册和勘误表、应用笔记和示例程序、设计资源、用户指南以及
硬件支持文档、最新的软件版本以及归档软件

• 一般技术支持——常见问题解答 （FAQ）、技术支持请求、在线讨论组以及
Microchip 顾问计划成员名单

• Microchip 业务——产品选型和订购指南、最新 Microchip 新闻稿、研讨会和活动
安排表、 Microchip 销售办事处、代理商以及工厂代表列表

MICROCHIP 论坛

论坛： http://www.microchip.com/forums
Microchip 网上论坛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在线支持。当前提供的论坛包括：

• 开发工具

• 8 位 PIC MCU
• 16 位 PIC MCU
• 32 位 PIC MCU

客户支持

Microchip 产品的用户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得帮助：

• 代理商或代表

• 当地销售办事处

• 应用工程师 （FAE）
• 技术支持

客户应联系其代理商、代表或应用工程师 （FAE）寻求支持。当地销售办事处也可为
客户提供帮助。本文档后附有销售办事处的联系方式。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完整、
最新的销售办事处列表。

技术支持： http://www.microchip.com/support 
文档错误或意见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CTRC@microchip.com 。

联系 MICROCHIP TECHNOLOGY
您可以通过以下号码致电或发送传真到 Microchip Technology 总部：

电话：1-480-792-7200
传真：1-480-792-7277



MPLAB® XC32 C/C++ 编译器
用户指南

术语表
A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是美国负责制订和批准标准的组织。

ASCI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是使用 7 个二进制位来表示每个字符的字符集编码。它包括大写和
小写字母、数字、符号以及控制字符。

B
Build

编译并链接一个应用程序的所有源文件。

八进制 （Octal）
使用数字 0-7，以 8 为基数的计数体制。 右边的位表示 1 的倍数，右边第二位表示 8
的倍数，右边第三位表示 82 = 64 的倍数，以此类推。

本机数据大小 （Native Data Size）
对于本机跟踪，在 Watch（观察）窗口中使用的变量大小必须等于选定器件的数据存储
器的大小：对于 PIC18 器件为字节，对于 16 位器件为字。

编译堆栈 （Compiled Stack）
一个由编译器管理的存储区，变量将在其中静态地分配空间。当无法在目标器件上高效
地实现软件或硬件堆栈时，它可以替代软件或硬件堆栈这种机制。

编译器 （Compiler）
将用高级语言编写的源文件翻译成机器码的程序。

标识符 （Identifier）
函数名或变量名。

表达式 （Expression）
被算术或逻辑操作符分隔开的常量和 / 或符号的组合。

C
C/C++

C 语言是具有表达式简练、现代控制流程和数据结构，以及操作符丰富等特点的通用编
程语言。 C++ 是 C 语言的面向对象版本。

COFF

公共目标文件格式。这种格式的目标文件包含机器码、调试及其他信息。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 293 页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用户指南
CPU

参见中央处理单元。

操作符 （Operator）
在构成定义明确的表达式时使用的符号，例如加号“+”和减号“-”。每个操作符都具
有指定的优先级，用于确定求值的顺序。

操作码 （Opcode）
操作码。参见助记符。

插件 （Plug-in）
MPLAB IDE/MPLAB X IDE 具有内置组件和接插模块，用于针对各种软件和硬件工具来
配置系统。可在 Tools （工具）菜单下找到几个插件工具。

场景 （Scenario）
MPLAB SIM 软件模拟器用于激励控制的一种特定设置。

程序存储器 （Program Memory）
MPLAB IDE/MPLAB X IDE——器件中存储指令的存储器。亦指仿真器或软件模拟器中
包含下载的目标应用固件的存储器。

16 位汇编器 / 编译器——器件中存储指令的存储器。

程序计数器 （Program Counter）
包含正在执行的指令的地址的存储单元。

程序计数器单元 （Program Counter Unit）
16 位汇编器——程序存储器布局的概念性表示。对于每个指令字，程序计数器将递增
2。在可执行段中，2 个程序计数器单元相当于 3 个字节。在只读段中，2 个程序计数器
单元相当于 2 个字节。

持久性数据 （Persistent Data）
永不清除或初始化的数据。其目的是使应用程序可以在器件复位时保存数据。

重定位 （Relocation）
链接器执行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可重定位段分配绝对地址，且可重定位段中
的所有符号都更新为其新地址。

触发输出 （Trigger Output）
触发输出指可在任意地址或地址范围产生的仿真器输出信号，与跟踪和断点的设置无
关。可设置任意个触发输出点。

次数计数器 （Pass Counter）
每次一个事件 （如执行特定地址处的一条指令）发生时都会递减 1 的计数器。当次数
计数器的值为零时，事件满足。可将次数计数器分配给断点和跟踪逻辑，以及在
complex trigger （复杂触发）对话框中的任何连续事件。

存储类别 （Storage Class）
确定与指定对象相关联存储区的存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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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模型 （Memory Model）
对于 C 编译器，指应用程序可使用的存储区的表示。对于 PIC18 C 编译器，指一种描
述，它指定指向程序存储器的指针的位数。

存储限定符 （Storage Qualifier）
指明所声明对象的特殊属性 （如 const）。

错误 / 错误文件 （Error/Error File）
错误报告使程序不能继续处理的问题。而且，当问题比较明显时，错误还尽可能标识出
源文件名和行号。错误文件包含由语言工具生成的错误消息和诊断信息。

D
DWARF

使用任意记录格式调试。 DWARF 是用于 ELF 文件的调试信息格式。

带序列号的快速批量编程 （Serialized Quick Turn Programming）
序列化使您可以将序列号编程到器件编程器进行编程的每个单片机中。该编号可用作记
录代码、密码或 ID 号。

单片机 （Microcontroller）
高度集成的芯片，它包括 CPU、 RAM、程序存储器、 I/O 端口和定时器。

单片机模式 （Microcontroller Mode）
PIC18 单片机的一种程序存储器配置。在单片机模式下，仅允许内部执行。因此，在单
片机模式下仅可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

导出 （Export）
以标准的格式将数据发送出 MPLAB IDE/MPLAB X IDE。
导入 （Import）
从外面的源 （如 hex 文件）将数据送入 MPLAB IDE/MPLAB X IDE。
地址 （Address）
标识存储器中位置的值。

递归 （Recursion）
已定义的函数或宏可调用自己的概念。当编写递归宏时要特别小心；当递归没有出口时
容易陷入无限循环。

递归调用 （Recursive Call）
一个直接或间接调用自身的函数。

段

OCG psect 的 GCC 等效形式。被链接器视为一个整体的代码或数据块。

段属性 （Section Attribute）
赋予段的 GCC 特性 （例如， access段）。

断点 （Breakpoint）
硬件断点：一个事件，执行这种事件会导致暂停。

软件断点：一个地址，固件会在这个地址处暂停执行。通常由特殊的 break 指令获得。
© 2014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S50001686G_CN 第 295 页



MPLAB® XC32 C/C++ 编译器用户指南
堆 （Heap）
用于动态存储器分配的存储区，其中的存储器块按运行时确定的任意顺序进行分配和
释放。

堆栈，编译 （Stack, Compiled）
一个由编译器管理和分配的存储区，变量将在其中静态地分配空间。当无法在目标器件
上高效地实现软件堆栈时，它可以替代软件堆栈这种机制。它会阻止重入。

堆栈，软件 （Stack, Software）
用来存储返回地址、函数参数和局部变量的存储区。该存储器在运行时通过程序中的指
令动态分配。它支持可重入函数调用。

堆栈，硬件 （Stack, Hardware）
PIC 单片机中调用函数时存储返回地址的存储区。

E
EEPROM

电可擦除的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可电擦除的特殊 PROM。一次写或擦除一个字节。
EEPROM 即使电源关闭时也能保留内容。

ELF

可执行链接格式。这种格式的目标文件包含机器码。调试和其他信息使用 DWARF 指
定。 ELF/DWARF 可提供优于 COFF 的优化代码调试。

Epilogue

编译器生成代码的一部分，负责释放堆栈空间、恢复寄存器，以及执行运行时模型中指
定的任何其他特定于机器的要求。此代码在给定函数的任何用户代码之后、在函数返回
之前执行。

EPROM

可擦除的可编程只读存储器。通常通过紫外线照射来擦除的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二进制 （Binary）
使用数字 0 和 1，以 2 为基数的计数体制。 右边的位表示 1 的倍数，右边第二位表示
2 的倍数，右边第三位表示 22 = 4 的倍数，以此类推。

F
Fixup

在链接器重定位之后，使用绝对地址替换目标文件符号引用的过程。

FNOP

强制空操作。强制 NOP 周期是双周期指令的第二个周期。由于 PIC 单片机的架构是流
水线型，在执行当前指令的同时预取物理地址空间中的下一条指令。但是，如果当前指
令改变了程序计数器，那么这条预取的指令就被忽略了，导致一个强制 NOP 周期。

Free-Standing

一种实现，它接受任何不使用复杂类型的严格符合程序，而且在这种实现中，对库条款
（ANSI ‘89 标准条款 7）中规定的属性的使用，仅限于标准头文件：<float.h>、
<iso646.h>、 <limits.h>、 <stdarg.h>、 <stdbool.h>、 <stddef.h> 和
<std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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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 / 仿真器 （Emulation/Emulator）
参见 ICE/ICD。

访问入口点 （Access Entry Point）
访问入口点提供了一种方法，可跨段将控制转移到某个可能未在链接时定义的函数。它
们支持独立链接引导应用程序段和安全应用程序段。

非扩展模式 （Non-Extended Mode）（PIC18 MCU）

在非扩展模式下，编译器不会使用扩展指令和立即数变址寻址。

非实时 （Non Real Time）
指处理器执行到断点或单步执行指令，或 MPLAB IDE/MPLAB X IDE 运行于软件模拟
器模式。

非易失性存储器 （Non-Volatile Storage）
电源关闭时保存其内容的存储器件。

符号 （Symbol）
符号是描述组成程序的各个部分的一种通用机制。这些部分包括函数名、变量名、段
名、文件名和结构 / 枚举 / 联合标记名等。MPLAB IDE/MPLAB X IDE 中的符号主要指
变量名、函数名和汇编标号。链接后符号的值就是其在存储器中的值。

符号，绝对 （Symbol, Absolute）
表示一个立即数的值，例如通过汇编 .equ伪指令指定的定义。

G
GPR

通用寄存器。器件数据存储器 （RAM）的一部分，作为一般用途。

概要文件 （Profile）
对于 MPLAB SIM 软件模拟器，寄存器已执行激励的汇总列表。

高级语言 （High Level Language）
编写程序的语言，它比汇编语言更不依赖于具体的处理器。

跟踪 （Trace）
记录程序执行的仿真器或软件模拟器功能。仿真器将程序执行记录到其跟踪缓冲区内，
并可上载到 MPLAB IDE/MPLAB X IDE 的跟踪窗口中。

跟踪存储区 （Trace Memory）
跟踪存储区包含在仿真器内部。跟踪存储区有时称为跟踪缓冲区。

跟踪宏 （Trace Macro）
一个通过仿真器数据来提供跟踪信息的宏。由于该宏属于软件跟踪，所以必须将它添加
到代码中、必须重新编译或重新汇编代码，并且必须使用该代码对目标器件进行编程，
之后跟踪才会工作。

工具条 （Tool Bar）
一行或一列图标，单击这些图标时将执行 MPLAB IDE/MPLAB X IDE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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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簿 （Workbook）
MPLAB SIM 激励器用于生成 SCL 激励的一种设置。

观察变量 （Watch Variable）
调试会话期间可在 Watch 窗口中监控的变量。

归档 / 归档器 （Archive/Archiver）
归档 / 库是可重定位目标模块的集合。由将多个源文件编译 / 汇编为目标文件，然后使
用归档器 / 库管理器将目标文件组合为一个归档 / 库文件生成。可将归档 / 库与目标模
块和其他归档 / 库链接，生成可执行代码。

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制订许多行业和技术 （包括计算和通信）方面的标准的一个组织。也称为 ISO。

过滤器 （Filter）
通过选择确定在跟踪显示或数据文件中包含 / 排除哪些数据。

H
Hex 代码 /Hex 文件 （Hex Code/Hex File）
Hex 代码是以十六进制格式代码存储的可执行指令。 Hex 代码包含在 hex 文件中。

宏 （Macro）
宏指令。以缩写形式表示指令序列的指令。

宏伪指令 （Macro Directive）
控制宏定义体中执行和数据分配的伪指令。

环回测试板 （Loop-Back Test Board）
用于测试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的功能。

环境 （Environment）
MPLAB PM3——包含关于如何对器件编程的文件的文件夹。该文件夹可以转移到
SD/MMC 卡。

汇编语言 / 汇编器 （Assembly/Assembler）
汇编语言是以符号形式描述二进制机器码的编程语言。汇编器是将汇编源代码翻译成机
器码的语言工具。

I
ICE/ICD

在线仿真器 / 在线调试器：用于对目标器件进行调试和编程的硬件工具。仿真器具有比
调试器更多的功能，例如跟踪。

在线仿真 / 在线调试：使用在线仿真器或调试器进行仿真或调试的行为。

-ICE/-ICD：带有在线仿真或调试电路的器件（MCU 或 DSC）。该器件总是安装在仿真
头板上，并用于通过在线仿真器或调试器进行调试。

ICSP

在线串行编程。使用串行通信和 低数量的器件引脚对 Microchip 嵌入式器件进行编程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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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

集成开发环境，如 MPLAB IDE/MPLAB X IDE。
IEEE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J
机盒 （Pod）
在线仿真器或调试器的外壳。其他名称还有“Puck”（如果外壳为圆形）和“Probe”
（不要与逻辑探头相混淆）。

机器码 （Machine Code）
处理器实际读和解释的计算机程序的表示。二进制机器码程序由一系列机器指令（可能
还包含数据）组成。特定处理器的所有可能指令的集合称为 “指令集”。

机器语言 （Machine Language）
特定中央处理单元的指令集，不需翻译即可供处理器使用。

基数 （Radix）
数字基，十六进制或十进制，用于指定一个地址。

激励 （Stimulus ）
软件模拟器的输入（即为模拟对外部信号的响应而生成的数据）。通常数据采用文本文
件中一系列动作的形式。激励可以是异步的，同步的（引脚），时钟激励和寄存器激励。

交叉引用文件 （Cross Reference File）
引用符号表的一个文件及引用符号的文件的列表。如果定义了符号，则在列出的第一个
文件中包含符号的定义。其他文件包含对符号的引用。

校准存储区 （Calibration Memory）
用于保存 PIC 单片机内 RC 振荡器或其他外设校准值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或通用寄存器。

节点 （Node）
MPLAB IDE/MPLAB X IDE 项目组成部分。

警告 （Warning）
MPLAB IDE/MPLAB X IDE——提醒出现了可能导致器件、软件文件或设备物理损坏的
通知。

16位汇编器 / 编译器——警告报告可能存在问题的条件，但并不暂停处理。在MPLAB C30
中，警告消息报告源文件名和行号，但包含文本 “warning:”来将警告与错误消息区
分开。

静态 RAM 或 SRAM （Static RAM or SRAM）

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目标板上可读 / 写且不需要经常刷新的程序存储器。

局部标号 （Local Label）
局部标号是用 LOCAL 伪指令在一个宏内部定义的标号。这些标号特定于宏实例化的一
个给定示例。也就是说，声明为 local 的符号和标号在遇到 ENDM 宏后不再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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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变量 / 函数 （Absolute Variable/Function）
使用 OCG 编译器的 @ address语法放置在绝对地址处的变量或函数。

绝对段 （Absolute Section）
具有链接器不能改变的固定 （绝对）地址的 GCC 编译器段。

K
看门狗定时器 （Watchdog Timer， WDT）
PIC 单片机中在一段可选择的时间长度后复位处理器的定时器。使用配置位来使能、禁
止和设置 WDT。
可重定位 （Relocatable）
一个目标文件，它的地址没有分配到存储器中的固定地址。

可重定位段 （Relocatable Section）
16 位汇编器——地址非固定 （绝对）的段。链接器通过一个称为重定位的过程来为可
重定位段分配地址。

可重入函数 （Reentrant）
可以有多个同时运行的实例的函数。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函数重入：直接或间接
递归调用函数；或者在由函数转入的中断处理过程中又执行此函数。

可执行代码 （Executable Code）
可装入来执行的软件。

控制伪指令 （Control Directive）
汇编语言代码中根据汇编时指定表达式的值包含或忽略代码的伪指令。

库 / 库管理器 （Library/Librarian）
参见归档 / 归档器。

快速存取存储区 （Access Memory）
仅限 PIC18——PIC18 器件中的一些特殊寄存器，对这些寄存器的访问与存储区选择寄
存器 （BSR）的设置无关。

扩展单片机模式 （Extended Microcontroller Mode）
在扩展单片机模式下，既可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也可使用外部存储器。如果程序存储
器地址大于 PIC18 器件的内部存储空间，执行自动切换到外部存储器。

扩展模式 （Extended Mode）（PIC18 MCU）

在扩展模式下，编译器将使用扩展指令 （即 ADDFSR、 ADDULNK、 CALLW、 MOVSF、
MOVSS、 PUSHL、 SUBFSR和 SUBULNK）以及立即数变址寻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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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VDS

低电压差分信号。一种通过铜线进行高速（每秒千兆位）数据传输的低噪声、低功耗、
低幅值方法。

对于标准 I/O 信号，数据存储依赖于实际电压大小。电压大小会受线路长度影响（线路
越长，电阻就越高，这会使电压下降）。但对于 LVDS，数据存储仅通过正负电压值区
分，而不是实际电压大小。因此，数据可以传输更长的线路距离，同时保持干净、一致
的数据流。

来源：http://www.webopedia.com/TERM/L/LVDS.html。
链接描述文件 （Linker Script File）
链接描述文件是链接器的命令文件。它们定义链接选项并描述目标平台上的可用存储器。

链接器 （Linker）
将目标文件和库文件组合起来生成可执行代码并解析一个模块对另外一个模块引用的
语言工具。

列表伪指令 （Listing Directive）
列表伪指令是控制汇编列表文件格式的伪指令。它们允许指定标题、分页及其他列表
控制。

列表文件 （Listing File）
列表文件是列出为每条 C 源语句生成的机器码、源文件中遇到的汇编指令、汇编器伪指
令或宏的 ASCII 文本文件。

逻辑探头 （Logic Probe）
Microchip 的某些仿真器 多可连接 14 个逻辑探头。逻辑探头提供外部跟踪输入、触发
输出信号、 +5V 和公共接地端。

M
Makefile

将用于 Make 项目的指令导出到一个文件中。使用该文件可以在 MPLAB IDE/MPLAB X
IDE 之外使用 make编译项目。

Make 项目 （Make Project）
重新编译应用程序的命令，仅编译自上次编译完成后更改了的源文件。

MCU

单片机。 microcontroller 的缩写形式。也写作 uC。

MPASM™ 汇编器 （MPASM™ Assembler）
Microchip Technology 用于 PIC 单片机、KeeLoq® 器件及 Microchip 存储器件的可重定
位宏汇编器。

MPLAB ICD

Microchip 在线调试器，与 MPLAB IDE/MPLAB X IDE 配合使用。参见 ICE/I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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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LAB IDE/MPLAB X IDE

Microchip 的集成开发环境。MPLAB IDE/MPLAB X IDE 附带了编辑器、项目管理器和
软件模拟器。

MPLAB PM3

Microchip 的器件编程器。用于对 PIC18 单片机和 dsPIC 数字信号控制器进行编程。可
与 MPLAB IDE/MPLAB X IDE 配合使用或独立使用。代替 PRO MATE II。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 （MPLAB REAL ICE™ In-Circuit Emulator）
Microchip 的新一代在线仿真器，与 MPLAB IDE/MPLAB X IDE 配合使用。参见 ICE/ICD。
MPLAB SIM

Microchip 的软件模拟器，与 MPLAB IDE/MPLAB X IDE 配合使用，支持 PIC MCU 和
dsPIC DSC 器件。

MPLIB™ 目标库管理器 （MPLIB™ Object Librarian）
Microchip 的库管理器，与 MPLAB IDE/MPLAB X IDE 配合使用。MPLIB 库管理器是用
于将由 MPASM 汇编器（mpasm 或 mpasmwin v2.0）或 MPLAB C18 C 编译器生成的
COFF 目标模块组合成库文件的目标库管理器。

MPLINK™ 目标链接器 （MPLINK™ Object Linker）
MPLINK 链接器是 Microchip MPASM 汇编器和 Microchip C18 C 编译器的目标链接器。
也可将 MPLINK 链接器与 Microchip MPLIB 库管理器配合使用。MPLINK 链接器设计可
与 MPLAB IDE/MPLAB X IDE 配合使用，尽管它也可独立于 MPLAB IDE/MPLAB X IDE
使用。

MRU

近使用的。指可从 MPLAB IDE/MPLAB X IDE 主下拉菜单选择的文件和窗口。

命令行接口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仅基于文本输入和输出，在程序和其用户之间进行通信的一种方式。

模板 （Template）
为以后插入自己的文件中使用而创建的文本行。 MPLAB 编辑器将模板存储到模板文
件中。

模块 （Module）
源文件在执行预处理器伪指令之后的预处理输出。也称为翻译单元。

目标 （Target）
指用户硬件。

目标板 （Target Board）
构成目标应用的电路和可编程器件。

目标处理器 （Target Processor）
目标应用板上的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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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代码 / 目标文件 （Object Code/Object File）
目标代码是由汇编器或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目标文件是包含机器码，也可能包含调试
信息的文件。它可以直接执行；或为可重定位的，需要与其他目标文件（如库文件）链
接来生成完全可执行的程序。

目标文件伪指令 （Object File Directive）
仅当生成目标文件时使用的伪指令。

目标应用程序 （Target Application）
目标板上的软件。

N
NOP

空操作。执行该指令时，除了程序计数器加 1 外没有任何其他影响。

内部链接 （Internal Linkage）
如果不能从定义函数或变量的模块外部访问它们，则这样的函数或变量具有内部链接。

匿名结构 （Anonymous Structure）
16 位 C 编译器——未命名的结构。

PIC18 C 编译器——属于 C 联合成员的未命名结构。匿名结构的成员可以像外围联合的成
员一样进行访问。例如，在以下代码中，hi和 lo是联合 caster中的匿名结构的成员。

union castaway
 int intval;
 struct {
  char lo; //accessible as caster.lo
  char hi; //accessible as caster.hi
 };
} caster;

O
OTP

一次性编程。非窗口封装的 EPROM 器件。由于 EPROM 需要紫外线照射来擦除其存
储内容，因此只有窗口片是可擦除的。

P
PC

个人计算机或程序计数器。

PC 主机 （PC Host）
运行有一个支持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任何 PC。

PIC MCU

PIC 单片机 （MCU）指 Microchip 的所有单片机系列。

PICkit 2 和 3 （PICkit 2 and 3）
Microchip 适用于开发阶段的器件编程器，具有通过 Debug Express 进行调试的功能。
要了解每个工具支持哪些器件，请参见每个工具的自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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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 伪指令 （Pragma）
对特定编译器有意义的伪指令。通常一条 pragma 伪指令用于向编译器传达实现定义的
信息。 MPLAB C30 使用属性来传达这种信息。

Prologue

编译器生成代码的一部分，负责分配堆栈空间、保存寄存器，以及执行运行时模型中指
定的任何其他特定于机器的要求。此代码在给定函数的任何用户代码之前执行。

Psect

GCC 段的 OCG 等效形式， program section （程序段）的缩写。被链接器视为一个整
体的代码或数据块。

PWM 信号 （PWM Signal）
脉宽调制信号。某些 PIC MCU 包含 PWM 外设。

跑表 （Stopwatch）
测量执行周期的计数器。

配置位 （Configuration Bit）
可编程来设置 PIC 单片机工作模式的专用位。配置位可或不可再编程。

片外存储器 （Off-Chip Memory）
片外存储器指 PIC18 器件的一种存储器选择，这种情况下存储器可位于目标板上，或所
有程序存储器都由仿真器提供。从 Options>Development Mode 访问 Memory 选项卡
可打开 Off-Chip Memory Selection 对话框。

Q
弃用功能 （Deprecated Feature）
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支持但 终将逐步淘汰且不再使用的功能。

器件编程器 （Device Programmer）
用于对电可编程半导体器件 （如单片机）进行编程的工具。

器件的 MPLAB 入门工具包 （MPLAB Starter Kit for Device）
Microchip的入门工具包包含了着手研究指定器件所需的一切。查看工作中的应用程序，
然后调试和编程您自己的更改。

器件的 MPLAB 语言工具 （MPLAB Language Tool for Device）
Microchip 用于指定器件的 C 编译器、汇编器和链接器。根据应用中所使用的器件来选
择语言工具类型。例如，如果为 PIC18 MCU 编写 C 代码，就选择用于 PIC18 MCU 的
MPLAB C 编译器。

嵌套深度 （Nesting Depth）
宏可包含其他宏的 大深度。

清除 （Clean）
清除会删除活动项目的所有中间项目文件，例如目标文件、hex 文件和调试文件。编译
项目时，将基于其他文件重新创建这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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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AM

随机访问存储器 （数据存储器）。可以以任意顺序访问这种存储器中的信息。

ROM

只读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不能修改的存储器。

Run

将仿真器从暂停状态释放，允许仿真器实时运行应用代码、实时改变 I/O 状态或实时响
应 I/O 的命令。

软件模拟器

模仿器件操作的软件程序。

S
Shell

MPASM 汇编器 shell 是宏汇编器的提示输入接口。有两个 MPASM 汇编器 shell：一个
针对 DOS 版本，一个针对 Windows 版本。

Single Step

这一命令单步执行代码，一次执行一条指令。执行每条指令后，MPLAB IDE/MPLAB X
IDE 更新寄存器窗口、观察变量及状态显示，使您可分析和调试指令。您也可以单步执
行 C 编译器源代码，但是 MPLAB IDE/MPLAB X IDE 将执行由一行高级 C 语句生成的
所有汇编指令，而不是执行单条汇编指令。

Skew

不同时间出现在处理器总线上与指令执行有关的信息。例如，执行前一条指令的过程中
取指时，被执行的操作码出现在总线上；当实际执行该操作码时，源数据地址及其值以
及目标数据地址出现在总线上。当执行下一条指令时，目标数据值出现在总线上。跟踪
缓冲区一次捕捉总线上的这些信息。因此，跟踪缓冲区的一条记录将包含三条指令的执
行信息。执行一条指令时，从一条信息到另一条信息的捕捉周期数称为 skew。

Skid

当使用硬件断点来暂停处理器时，在处理器暂停前可能再执行一条或多条指令。断点后
执行的指令条数称为 skid。
SQTP

参见带序列号的快速批量编程。

Step Into

这一命令与 Single Step 相同。Step Into （与 Step Over 相对）在 CALL 指令后，单步
执行子程序。

Step Out

Step Out 使您可以单步跳出当前正在单步执行的子程序。该命令会执行该子程序中的剩
余代码，然后在该子程序的返回地址处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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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Over

Step Over 允许调试代码时不单步执行子程序。当 step over 一条 CALL指令时，下一个
断点将设置在 CALL指令后的下一条指令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子程序陷入无限循环
或不正确返回，下一个断点将永远执行不到。除了对 CALL 指令的处理外， Step Over
命令与 Single Step 相同。

三字符组合 （Trigraph）
三字符序列，都以 ?? 开头，由 ISO C 定义为单个字符的替代。

闪存 （Flash）
按块 （而不是按字节）写或擦除数据的一种 EEPROM。

上电复位仿真 （Power-on-Reset Emulation）
在应用开始上电时，将随机值写到数据 RAM 区中来模拟 RAM 中的未初始化值的软件
随机过程。

上载 （Upload）
上载功能将数据从一个工具（如仿真器或编程器）传送到主机 PC，或将数据从目标板
传送到仿真器。

生产编程器 （Production Programmer）
生产编程器是一种编程工具，其中设计了可对器件进行快速编程的资源。它具有在各种
电压下进行编程的能力并完全符合编程规范。在生产环境中，应用电路需要在组装线上
传送，时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尽可能快地对器件编程至关重要。

十六进制 （Hexadecimal）
使用数字 0-9 以及字母 A-F（或 a-f），以 16 为基数的计数体制。字母 A-F 表示值为 10
至 15（十进制）的十六进制数字。 右边的位表示 1 的倍数，右边第二位表示 16 的倍
数，右边第三位表示 162 = 256 的倍数，以此类推。

实时 （Real Time）
当在线仿真器或调试器从暂停状态释放时，处理器以实时模式运行且与芯片的正常操作
相同。在实时模式下，使能仿真器的实时跟踪缓冲区，并持续捕捉所有选择的周期，使
能所有断点逻辑。在在线仿真器或调试器模式下，处理器实时运行，直到有效断点导致
暂停，或者直到用户暂停执行。

在软件模拟器模式下，实时仅意味着单片机指令的执行速度与主机 CPU 可模拟的指令
速度一样快。

事件 （Event）
对可能包含地址、数据、次数计数、外部输入、周期类型（取指和读 / 写）及时间标记
的总线周期的描述。事件用于描述触发、断点和中断。

舒缓 （Relaxation）
将某一指令转换为功能相同但大小较小的指令的过程。这对于节省代码长度非常有用。
MPLAB XC32 目前知道如何将 CALL 指令 relax（舒缓）为 RCALL 指令。当被调用
的符号处于当前指令的 +/- 32k 指令字范围内时，将会执行该操作。

书签 （Bookmarks）
使用书签可以简便地定位文件中的特定行。

选择编辑器工具条上的 Toggle Bookmarks （切换书签）可添加 / 删除书签。单击该工
具条上的其他图标可移动到下一个或上一个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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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Attribute）
C 程序中变量或函数的 GCC 特性，用于描述特定于机器的性质。

属性，段 （Attribute, Section）
段的 GCC 特性，可以在汇编器 .section伪指令中指定为标志，例如“executable”、
“readonly”或 “data” 。
数据存储器 （Data Memory）
在 Microchip MCU 和 DSC 器件中，数据存储器（RAM）由通用寄存器（GPR）和特
殊功能寄存器 （SFR）组成。某些器件还有 EEPROM 数据存储器。

数据监视与控制界面 （Data Monitor and Control Interface， DMCI）
数据监视与控制界面 （DMCI）是 MPLAB X IDE 中的一个工具。该界面可以对项目中
的应用程序变量提供动态输入控制。应用程序生成的数据可以使用 4 个可动态分配图形
窗口中的任意一个以图形方式进行查看。

数据伪指令 （Data Directive）
数据伪指令是指控制汇编器的程序或数据存储空间分配，并提供通过符号（即有意义的
名称）引用数据项的方法的伪指令。

数字信号处理 / 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数字信号处理 （DSP）指数字信号以及已转换为数字形式 （经过采样的）的一般模拟
信号（声音或图像）的计算机处理。数字信号处理器是设计为用于数字信号处理的微处
理器。

数字信号控制器 （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
数字信号控制器 （DSC）是具有数字信号处理能力的单片机 （即 Microchip 的 dsPIC
DSC 器件）。

顺序断点 （Sequenced Breakpoints）
按顺序发生的断点。断点的执行顺序为从下到上；序列中的 后一个断点 先发生。

T
特殊功能寄存器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SFR）

数据存储器（RAM）的一部分，专用于控制 I/O 处理器函数、 I/O 状态、定时器或其他
模式及外设的寄存器。

条件编译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只有当预处理器伪指令指定的某个常量表达式为真时才编译程序段的操作。

条件汇编 （Conditional Assembly）
基于指定表达式在汇编时的值包含或忽略的汇编语言代码。

调试 / 调试器 （Debug/Debugger）
参见 ICE/ICD。

调试信息 （Debugging Information）
编译器和汇编器选项，在选中时，它们将提供不同程度的信息来用于调试应用程序代
码。关于选择调试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编译器或汇编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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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SB

通用串行总线。一种外部外设接口标准，用于通过电缆使用双向串行传输在计算机和外
部外设之间进行通信。USB 1.0/1.1 支持 12 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USB 2.0 也称为高
速 USB，它支持 高 480 M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

V
Volatile
一个变量限定符，它可以防止编译器应用会影响变量在存储器中的访问方式的优化。

W
Watch 窗口 （Watch Window）

Watch 窗口包含一系列观察变量，这些变量在每次执行到断点时更新。

外部 RAM （External RAM）

芯片外部的读 / 写存储器。

外部标号 （External Label）
具有外部链接的标号。

外部符号 （External Symbol）
具有外部链接的标识符符号。这可能是一个引用或一个定义。

外部符号解析 （External Symbol Resolution）
链接器收集所有输入模块的外部符号定义来解析所有外部符号引用的过程。没有相应定
义的任何外部符号引用都会导致报告链接器错误。

外部链接 （External Linkage）
如果可以在定义函数或变量的模块外部对函数或变量进行引用，则函数或变量具有外部
链接。

外部输入线 （External Input Line）
用于根据外部信号设置事件的外部输入信号逻辑探针线 （TRIGIN）。

微处理器模式 （Microprocessor Mode）
PIC18 单片机的一种程序存储器配置。在微处理器模式下，不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整
个程序存储器映射到外部。

伪指令 （Directive）
源代码中控制语言工具操作的语句。

尾数法 （Endianness）
多字节对象中的字节存储顺序。

未初始化数据 （Uninitialized Data）
定义时未指定初始值的数据。在 C 中，

int myVar; 

定义了将存放到未初始化数据段的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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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段 （Unassigned Section）
在链接器命令文件中未分配到特定目标存储区的段。链接器必须找到用于分配未分配段
的目标存储区。

文件寄存器 （File Register）
片内数据存储器，包括通用寄存器 （GPR）和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X
系统窗口控制 （System Window Control）
系统窗口控制位于窗口和某些对话框的左上角。单击这一控制通常会弹出包含Minimize
（ 小化）、 Maximize （ 大化）和 Close （关闭）等项的菜单。

下载 （Download）
下载是将数据从主机发送到其他设备 （如仿真器、编程器或目标板）的过程。

限定符 （Qualifier）
次数计数器使用的地址或地址范围，或用作复杂触发中另一个操作之前的事件。

响应延时 （Latency）
事件与其得到响应之间的延迟时间。

向量 （Vector）
复位或中断发生时应用程序跳转到的存储地址。

项目 （Project）
项目包含编译应用程序所需的文件（源代码和链接描述文件等），以及它们与各种编译
工具和编译选项的关联。

消息 （Message）
显示出来的文本，警告在语言工具的操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消息不会停止操作。

小尾数法 （Little Endian）
多字节数据的数据存储顺序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低字节存储在较低的地址中。

虚拟字节 （Phantom Byte）
dsPIC 架构中的未实现字节，在将 24 位指令字视为 32 位指令字时使用。虚拟字节出现
在 dsPIC hex 文件中。

Y
样机系统 （Prototype System）

指代用户的目标应用程序或目标电路板的术语。

已初始化数据 （Initialized Data）
用初始值定义的数据。在 C 中，

int myVar=5;

定义了将存放到已初始化数据段中的一个变量。

已分配段 （Assigned Section）
在链接器命令文件中已分配到目标存储区的 GCC 编译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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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步 （Asynchronously）
不同时发生的多个事件。通常用来指可能在处理器执行过程中的任意时刻发生的中断。

异步激励 （Asynchronous Stimulus） 
为模拟传递到软件模拟器件的外部输入而生成的数据。

应用

可由 PIC® 单片机控制的一组软硬件。

优先顺序 （Precedence）
定义表达式中求值顺序的规则。

与断点 （ANDed Breakpoint）
为中断设置 “与”条件，即只有断点 1 和断点 2 同时出现时，才会暂停程序。只有数
据断点和程序存储器断点同时出现时，才会完成它。

原始数据 （Raw Data）
与一个段有关的代码或数据的二进制表示。

源代码 （Source File）
编程人员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形式。采用某种正式的编程语言编写的源代码可翻译成机器
码或被解释程序执行。

源文件 （Source File）
包含源代码的 ASCII 文本文件。

运行时观察 （Runtime Watch）
Watch（观察）窗口，其中的变量会在应用程序运行时更改。要确定如何设置运行时观
察，请参见相应的工具文档。并不是所有工具都支持运行时观察。

运行时模型 （Run-time Model）
描述目标架构资源的使用。

Z
暂停 （Halt）
停止程序执行。执行 Halt 与在断点处停止相同。

帧指针 （Frame Pointer）
引用堆栈中地址，并将基于堆栈的参数和基于堆栈的局部变量分隔开的指针。为访问当
前函数的局部变量和其他值提供了方便。

只读存储器 （Read Only Memory）
存储器硬件，它允许快速访问其中永久存储的数据，但不允许添加或修改数据。

指令 （Instruction）
告知中央处理单元执行特定操作，并可能包含操作中要使用的数据的位序列。

指令集 （Instruction Set）
特定处理器理解的机器语言指令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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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错误 （Fatal Error）
引起编译立即停止的错误。不产生其他消息。

中断 （Interrupt）
传递到 CPU 的信号，它使 CPU 暂停执行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将控制权转交给中断服
务程序 （ISR），以处理事件。在完成 ISR 时，将恢复应用程序的正常执行。

中断处理程序 （Interrupt Handler）
发生中断时处理特殊代码的子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SR）

语言工具——处理中断的函数。

MPLAB IDE/MPLAB X IDE——当产生中断时进入的用户生成代码。代码在程序存储器
中的位置通常取决于所产生中断的类型。

中断服务请求 （Interrupt Service Request， IRQ）

使处理器暂停正常的指令执行并开始执行中断处理程序的事件。某些处理器有几种中断
请求事件，允许具有不同优先级的中断。

中断向量 （Interrupt Vector）
中断服务程序或中断处理程序的地址。

中央处理单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器件的一部分，负责取出要执行的正确指令，对指令进行译码，然后执行指令。如果有
必要，它和算术逻辑单元（Arithmetic Logic Unit，ALU）一起工作来完成指令的执行。
它控制程序存储器的地址总线、数据存储器的地址总线和对堆栈的访问。

助记符 （Mnemonic）
可直接翻译成机器码的文本指令。也称为操作码。

状态条 （Status Bar）
状态条位于 MPLAB IDE/MPLAB X IDE 窗口的底部，指示光标位置、开发模式和器件，
以及有效工具条等当前信息。

字母数字字符 （Alphanumeric）
字母数字字符由字母字符和十进制数字 （0, 1, … 9）组成。

字母字符 （Alphabetic Character）
字母字符指属于阿拉伯字母表 （a, b, … z, A, B, … Z）中字母的字符。

左值 （L-value）
引用可被检查和 / 或修改的对象的表达式。左值表达式用在赋值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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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符号
## 预处理器操作符 ................................................ 230
#define ............................................................... 123
#ident .................................................................  128
#if........................................................................  117
#include .....................................................  123, 124
#line ...................................................................  125
#pragma ............................................................... 114
#pragma config ................................................  232
#pragma interrupt .........................................  232
#pragma vector ................................................  232
# 预处理器操作符 ..................................................  230
.app_excpt段 ....................................................  246
.bev_excpt段 ....................................................  245
.bss .....................................................................  204
.bss段 .................................................................  252
.c .............................................................................  78
.config_address..............................................  243
.data ...................................................................  204
.data段...............................................................  250
.dbg_data段 ....................................................... 250
.dbg_excpt段 ....................................................  245
.gld ..........................................................................  78
.got段 .................................................................  251
.heap ...................................................................  252
.h文件，参见头文件
.lit4 ...................................................................  204
.lit4段...............................................................  251
.lit8 ...................................................................  204
.lit8段...............................................................  251
.ramfunc段 .......................................................  253
.reset段.............................................................  244
.rodata段 ..........................................................  249
.s .............................................................................  78
.sbss ...................................................................  204
.sbss2段.............................................................  250
.sbss段...............................................................  252
.sdata ................................................................. 204
.sdata段 ............................................................. 251
.sdata2段 ..........................................................  250
.stack段.............................................................  252
.startup段 ........................................................  248
.text段...............................................................  248
.vector_n段 ......................................................  246
数字
0b 二进制基数说明符 ............................................  148
32 位 C 编译器宏...................................................  233

A
__align 限定符 .........................................................  36
-ansi ...........................................  109, 110, 125, 184
-aux-info ................................................... 109, 110
a0-a3 ...................................................................  197
address属性 .......................................................  176
alias (symbol) ................................................  176
aligned (n) ..............................................  152, 153
always_inline .................................................. 176
ANSI..................................................................  23, 31
ANSI C 标准 ............................................................  20

符合标准.........................................................  131
实现定义的行为 .............................................. 132

ANSI C，严格 .......................................................  111
ANSI 标准库支持 .....................................................  16
ASCII 字符

扩展 ................................................................  149
ASCII 字符集 .........................................................  287
asm........................................................................  220
asm C 语句..............................................................  45
at_vector属性.................................................. 176
按位取反操作符 .....................................................  168
安装，参见编译器安装与激活

B
__bank 限定符.........................................................  35
_BEV_EXCPT_ADDR ......................................  241, 245
_bmxdkpba_address..........................................  212
_bmxdudba_address..........................................  212
_bmxdupba_address..........................................  212
_bootstrap_exception_handler .................. 213
_bootstrap_exception_handler() .............  195
_bss_begin.........................................................  252
_bss_end .............................................................  252
-B ....................................................................  93, 127
BadVAddr，参见无效虚拟地址寄存器 
BMXDKPBA .............................................................  205
BMXDUDBA .............................................................  205
BMXDUPBA .............................................................  205
帮助！ .....................................................................  47
包含文件 ................................................................  127
保护代码 ..................................................................  63
背景知识 ..................................................................  19
编译器

驱动程序...................................................  91, 127
编译器安装与激活 ................................................... 47
编译器工作模式 ................................................. 15, 65
编译器生成的代码 ...................................................  69
编译器特性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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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器选择 ..............................................................  50
变量

auto .............................................................. 161
长度 ................................................................ 143
程序存储器 ............................................... 55, 163
初始化 ............................................................ 204
存储持续时间 ................................................. 158
静态 ............................................................... 159
绝对 .................................................................. 31
位置 .................................................................. 69
在寄存器中 ..................................................... 164
大大小 ........................................................... 68

变量的位访问 ........................................................... 56
变量名，参见标识符
标识符

唯一长度 ..................................................... 25, 57
标志，肯定和否定 ......................................... 122, 128
标准 I/O 函数 ........................................................... 16
标准库文件
标准模式，参见编译器工作模式

C
__C32_VERSION__ .............................................. 234
-C .......................................................................... 123
-c .................................................................. 108, 126
calloc ................................................................. 164
case 范围 ............................................................... 171
Cause ................................................................... 208
Cause 寄存器 ........................................................ 208
Cause寄存器........................................................  207
CCI .......................................................................... 21
char .............................................. 110, 111, 140, 181
CHAR_BIT ............................................................. 140
CHAR_MAX ............................................................. 140
CHAR_MIN ............................................................. 140
char 数据类型 .......................................................... 26
cleanup (function) ....................................... 153
coherent ............................................................. 153
Compare ............................................................... 207
Compare 寄存器 .................................................... 207
Compare寄存器 ................................................... 207
Config ................................................................. 209
Config1 ............................................................... 209
Config1 寄存器 ...................................................... 209
Config2 ................................................................. 10
Config2 寄存器 ...................................................... 210
Config3 .............................................................. 210
Config3 寄存器 ...................................................... 210
Config 寄存器 ........................................................ 209
confign ............................................................... 243
const ................................................................... 176
const 对象

初始化 ............................................................ 151
const对象

存储单元 ......................................................... 163
const 限定符 .......................................................... 151
Count ........................................................... 206, 207
CountDM ................................................................ 207

Count 寄存器 ......................................................... 207
Count寄存器 ........................................................ 207
CP0 ........................................................................ 206
CP0 访问宏 ............................................................ 137
CP0 寄存器 ............................................................ 206
C 标准库 ................................................................ 102
C 堆栈使用 ............................................................. 161
C 方言控制选项 ............................................. 109, 110

-ansi .................................................... 109, 110
-aux-info ............................................ 109, 110
-ffreestanding ................................. 109, 110
-fno-asm .............................................. 109, 110
-fno-builtin ..................................... 109, 110
-fno-signed-bitfields .......................... 110
-fno-unsigned-bitfields ...................... 110
-fsigned-bitfields ................................ 110
-fsigned-char ........................................... 110
-funsigned-bitfields ............................ 110
-funsigned-char ....................................... 110
-fwritable-strings ................................ 110
-traditional ............................................. 184

参数，参见函数和参数 
操作符，强制类型转换 ............................................ 52
常量

C 说明符 ......................................................... 148
字符 ................................................................ 149
字符串，参见字符串字面值 ............................ 149

程序存储器 ............................................................ 163
程序存储器区域

kseg0_program_mem ................................... 242
传统 C .................................................................... 117
处理器标识寄存器 .................................................. 209
存储持续时间 ......................................................... 158
存储器

剩余 .................................................................. 70
摘要 .................................................................. 70

存储器分配 ............................................................ 157
程序存储器 ..................................................... 163
非自动变量 ..................................................... 158
函数代码 ......................................................... 180
静态变量 ......................................................... 159
数据存储器 ..................................................... 158

存储模型 ................................................................ 165
错误控制选项

-pedantic-errors ..................................... 111
-Werror ........................................................ 116

错误消息
位置 .................................................................. 72

错误异常程序计数器 .............................................. 211
D
__deprecate 限定符 ................................................. 41
_data_end ........................................................... 251
_DBG_CODE_ADDR ........................................ 241, 245
_DBG_EXCPT_ADDR ...................................... 241, 245
-D .......................................................... 123, 124, 125
_DEBUGGER ................................................... 24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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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ize=N ............................................................... 201
-dM ........................................................................ 123
-dN ........................................................................ 123
--defsym ............................................................. 239
--defsym _ebase_address=A ........................ 209
--defsym _min_heap_size=M ........................ 201
--defsym, _min_heap_size .......................... 164
--defsym_min_stack_size ............................ 161
-dD ........................................................................ 123
DBD，参见调试转移延时 
Debug ................................................................... 210
Debug2 ................................................................. 211
Debug2 寄存器 ...................................................... 211
debug_exec_mem ................................................ 245
Debug 寄存器 ........................................................ 210
Debug寄存器 ........................................................ 207
DEPC，参见调试异常程序计数器
deprecated属性 ................................................ 116
deprecated属性 ........................................ 153, 176
DeSave ................................................................. 211
double ................................................. 129, 142, 181
DSPr2 引擎 ........................................................... 280
大小限制 .................................................................. 68
代码长度，减少 ............................................. 118, 119
代码生成约定选项 ................................................. 128

-fargument- noalias-global ............... 128
-fargument-alias .................................... 128
-fargument-noalias ................................ 128
-fcall-saved ............................................. 128
-fcall-used ............................................... 128
-ffixed ........................................................ 128
-fno-ident ................................................. 128
-fno-short-double .................................. 129
-fno-verbose-asm .................................... 129
-fpack-struct ........................................... 128
-fpcc-struct-return .............................. 128
-fshort-enums ........................................... 129
-fverbose-asm ........................................... 129
-fvolatile ................................................. 129
-fvolatile-global .................................. 129
-fvolatile-static .................................. 129

带省略操作数的条件语句 ......................................  171
调度 ....................................................................... 121
调用 main .............................................................. 212
定义全局寄存器变量 .............................................. 275
读物，推荐 ............................................................... 12
段 .................................................................... 81, 120

配置字 ............................................................ 134
端口上的毛刺 .......................................................... 61
堆 .......................................................................... 201
堆栈

C 使用 ............................................................ 161
指针（W15） ......................................... 128, 134

堆栈位置 ................................................................ 253
堆栈指针 ................................................................ 201

E
__eeprom 限定符 .................................................... 37
_ebase_address ........................................ 209, 212
_end .............................................................. 212, 252
-E .......................................... 108, 123, 124, 125, 126
EBase ................................................................... 209
EBase寄存器 ........................................................ 209
EJTAGver .............................................................. 210
ENTRY ................................................................... 239
EPC .......................................................................... 08
EPC寄存器 ............................................ 197, 208, 211
ERET ...................................................................... 200
ErrorEPC，参见错误异常程序计数器
exception_mem .................................................. 246
EXL位 ................................................................... 208
EXTERN ................................................................. 239
extern ................................................. 116, 122, 185
EXTPDP ................................................................. 280
EXTPDPV ............................................................... 280
二进制常量

C 代码 ............................................................ 148

F
__far 限定符 ............................................................ 32
-falign-functions..........................................  119
-falign-labels ................................................ 119
-falign-loops ..................................................  119
-fargument- noalias-global ...................... 128
-fargument-alias ............................................ 128
-fargument-noalias ....................................... 128
-fcaller-saves ................................................ 119
-fcall-saved .................................................... 128
-fcall-used ...................................................... 128
-fcse-follow-jumps ....................................... 119
-fcse-skip-blocks .......................................... 120
-fdata-sections ...................................... 120, 154
-fdefer-pop，参见 -fno-defer
-fexceptions .................................................... 108
-fexpensive-optimizations ........................ 120
-ffixed ....................................................... 128, 276
-fforce-mem .............................................. 119, 122
-ffreestanding ........................................ 109, 110
-ffunction-sections ............................. 120, 179
-fgcse ................................................................. 120
-fgcse-lm ........................................................... 120
-fgcse-sm .......................................................... 120
-finline-functions ............... 116, 119, 122, 184
-finline-limit=n ............................................ 122
-fkeep-inline-functions ..................... 122, 184
-fkeep-static-consts ................................... 122
-fmove-all-movables ..................................... 120
-fno .............................................................. 122, 128
-fno-asm ..................................................... 109, 110
-fno-builtin ............................................ 109, 110
-fno-defer-pop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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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o-function-cse .......................................... 122
-fno-ident ......................................................... 128
-fno-inline ....................................................... 123
-fno-keep-static-consts ............................. 122
-fno-peephole .................................................. 120
-fno-peephole2 ................................................ 120
-fno-short-double .......................................... 129
-fno-show-column ............................................ 123
-fno-signed-bitfields ................................. 110
-fno-verbose-asm ............................................ 129
-fno-unsigned-bitfields ............................. 110
-fomit-frame-pointer ................... 118, 119, 123
-foptimize-register-move .......................... 120
-foptimize-sibling-calls .......................... 123
-fpack-struct .................................................. 128
-fpcc-struct-return ..................................... 128
-freduce-all-givs .......................................... 120
-fregmove ........................................................... 120
-frename-registers ....................................... 120
-frerun-cse-after-loop ....................... 120, 121
-frerun-loop-opt ............................................ 120
-fschedule-insns ............................................ 121
-fschedule-insns2 .......................................... 121
-fshort-enums .......................................... 129, 269
-fsigned-bitfields ....................................... 110
-fsigned-char .................................................. 110
-fstrength-reduce .......................................... 121
-fstrict-aliasing .................................. 119, 121
-fsyntax-only .................................................. 111
-fthread-jumps ........................................ 118, 121
-fverbose-asm .................................................. 129
-funroll-all-loops ............................... 119, 121
-funroll-loops ........................................ 119, 121
-funsigned-bitfields ........................... 110, 268
-funsigned-char ...................................... 110, 140
-fvolatile ......................................................... 129
-fvolatile-global .......................................... 129
-fvolatile-static .......................................... 129
-fwritable-strings ....................................... 110
far ........................................................................ 177
file.c ................................................................... 93
file.h ................................................................... 93
file.i ................................................................... 93
file.o ................................................................... 93
file.S ................................................................... 93
file.s ................................................................... 93
float ................................................... 129, 142, 181
float.h ................................................................. 42
format (type, format_index, 
first_to_check) .............................................. 177
format_arg (index) ....................................... 177
fp .......................................................................... 197
F常量后缀 ............................................................. 149
返回类型 ................................................................ 112
非易失性 RAM ....................................................... 151

浮点舍入 .................................................................. 56
浮点型 .................................................................... 143

偏移的指数 ..................................................... 142
舍入 ................................................................ 143
指数 ................................................................ 142

浮点型常量后缀 ..................................................... 149
浮点型格式

double .......................................................... 142
float ............................................................ 142
long double ............................................... 142

符号 ....................................................................... 127
符号位 .................................................................... 142
复位

之后执行的代码 .............................................. 214

G
_general_exception_context() .................. 195
_general_exception_handler ...................... 213
_GEN_EXCPT_ADDR ...................................... 241, 246
_gp ........................................................ 203, 212, 251
-g .......................................................................... 118
-Gn ........................................................................ 204
-G num ................................................................. 106
GLOBAL 伪指令 ......................................................  59
gp .................................................................. 197, 203
高优先级中断 ......................................................... 187
跟踪控制寄存器 ..................................................... 210
公共子表达式 ......................................................... 122
公共子表达式消除 .................................. 119, 120, 121

H
_heap ............................................................ 201, 212
--help ................................................................. 108
-H .......................................................................... 123
hex 文件 ................................................................... 96

合并 .................................................................. 61
hi .......................................................................... 197
HWREna ................................................................. 206
函数

参数 ........................................................ 161, 181
大小 ............................................................ 57, 69
静态 ............................................................... 175
绝对 .................................................................. 31
说明符 ............................................................ 175
位置 .................................................................. 69
以汇编代码编写 .............................................. 217
指针 ................................................................ 147

宏 ................................................... 123, 124, 125, 185
__C32_VERSION_ ......................................... 234
__LANGUAGE_ASSEMBLY .............................. 233
__LANGUAGE_ASSEMBLY__ .......................... 233
__LANGUAGE_C ............................................. 233
__LANGUAGE_C__ ......................................... 233
__NO_FLOAT .................................................. 233
__PIC__ ........................................................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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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pic__ ........................................................ 233
__PIC32_FEATURE_SET__ .......................... 233
__PIC32MX ................................................... 233
__PIC32MX__ ............................................... 233
__processor__ ........................................... 234
__VERSION__ ............................................... 234
_LANGUAGE_C ............................................... 233
_LANGUAGE_ASSEMBLY ................................ 233
_mchp_no_float ......................................... 233
_MCHP_SZINT ............................................... 233
_MCHP_SZLONG ............................................. 233
_MCHP_SZPTR ............................................... 233
LANGUAGE_ASSEMBLY .................................. 233
LANGUAGE_C ................................................. 233
PIC32MX ........................................................ 233

环境变量
PIC32_C_INCLUDE_PATH ............................. 92
PIC32_C_INCLUDE_PATH .............................. 92
PIC32_COMPILER_PATH ................................ 92
PIC32_EXEC_PREFIX .................................... 93
PIC32_LIBRARY_ PATH ................................ 93
TMPDIR ............................................................ 93
XC32_C_INCLUDE_PATH ................................ 92
XC32_COMPILER_PATH .................................. 92
XC32_EXEC_PREFIX ...................................... 93
XC32_LIBRARY_ PATH .................................. 93

汇编代码
编写 ............................................................. 59,60
与 C 混合使用 ..........................................  59, 217

汇编列表文件 ........................................................ 104
汇编选项 ................................................................ 125

-Wa ................................................................ 125
汇编语言

常见错误 .......................................................... 60
寄存器 .............................................................. 60

I
__interrupt 限定符 ................................................... 38
__ISR(v, ipl) .................................................. 190
__ISR_AT_VECTOR(v, ipl) ............................ 191
-I .................................................................. 124, 125
-I- ................................................................ 123, 125
-idirafter ........................................................ 124
-imacros ..................................................... 124, 125
-include ..................................................... 124, 125
-iquote ............................................................... 270
-isystem ............................................................. 127
IAR 兼容性 ..................................................... 257,262
inline ......................................................... 123, 184
INPUT ................................................................... 240
int ................................................................ 140, 181
IntCtl ................................................................. 207
INT_MAX ............................................................... 141
INT_MIN ............................................................... 141

J
寄存器

分配到 ............................................................ 164
函数使用的 ....................................................... 69

寄存器 ........................................................... 275, 276
寄存器约定 ............................................................ 173
激活，参见编译器安装与激活
基数说明符

C 代码 ............................................................ 148
减小代码长度 ................................................. 118, 119
较低优先级中断 ..................................................... 187
结构 ....................................................................... 144

位域 .......................................................... 56, 144
结构 ...................................................................... 181
结构位域 ................................................................ 144
结构限定符 ............................................................ 144
禁止警告 ................................................................ 111
禁止中断 .................................................................. 63
精简模式，参见编译器工作模式
警告和错误控制选项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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