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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CUXpresso IDE 简介
MCUXpresso IDE 11.1.0 版是恩智浦提供的低成本微控制器(MCU)开发平台生态系统。它提供
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可帮助工程师实现从最初评估到最终量产的嵌入式应用开发。
MCUXpresso 平台生态系统包括：

• MCUXpresso IDE [10] - 一种软件开发环境，为恩智浦基于 ARM Cortex-M 的 MCU 创建应
用，包括“LPC”、“Kinetis”和“iMX RT”系列。

• MCUXpresso 配置工具[134]，由引脚、时钟和外设工具构成，专为 SDK 项目而设计，完全
集成且默认安装。

• MCUXpresso SDK [22]，每个都提供一套器件支持和示例软件，帮助扩展对 MCUXpresso
IDE 的功能和产品的认知。

• LPCXpresso 开发板系列，每个都包含内置的“LPC- Link”、
“LPC-Link2”，或与 CMSIS-DAP
兼容的调试探针。这些板是由恩智浦与 Embedded Artists 联合开发的。

• Tower 和 Freedom 开发板系列，其中大部分产品都包含支持一系列固件选项的 OpenSDA
调试电路。

• iMX RT 系列 EVK 开发板，包含支持一系列固件选项的 OpenSDA 调试电路，或高性能
FreeLink（兼容 LPC-Link2）调试探针。

• 单独的“LPC-Link2”调试探针。
本指南用于介绍如何使用 MCUXpresso IDE，且假定您对 MCU 以及为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有一
定的了解。
注：MCUXpresso IDE 采用 LPCXpresso IDE 的技术和设计。这意味着，熟悉 LPCXpresso IDE
的用户会发现 MCUXpresso IDE 与之极为相似。

1.1

MCUXpresso IDE 的功能概述
MCUXpresso IDE 是一个功能全面的软件开发环境，面向恩智浦基于 ARM 的 MCU，包括及时、
经济高效地开发优质嵌入式软件应用所需的所有工具。
MCUXpresso IDE 基于 Eclipse IDE，包含行业标准的 ARM GNU 工具链，为开发人员提供易于
使用、代码大小不受限制的开发环境，用于开发恩智浦基于 Cortex-M 内核（LPC、Kinetis 和 iMX
RT）的 MCU。此 IDE 集合了广泛使用的 LPCXpresso 和 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 的优势，
提供支持所有恩智浦 Cortex-M 微控制器的常用平台。
MCUXpresso IDE 是免费的工具链，让开发人员在代码或调试方面不受大小限制。它提供直观
且强大的界面，包含针对受支持的板、GNU 工具集成和库、多核调试器、跟踪功能等实施的分
析和功率测量。MCUXpresso IDE 调试连接支持 Freedom、Tower、EVK、LPCXpresso，以及
带行业领先的开源和商业调试探针（包括 LPC-Link2、P&E 和 SEGGER）的自定义开发板。
功能全面的调试器支持 SWD 和 JTAG 调试，可以直接下载至片上和外部闪存。
有关新功能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http://www.nxp.com/mcuxpresso/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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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功能汇总
完整的 C/C++集成开发环境

• Eclipse 集成开发环境(IDE)，提供许多易用的增强功能
• 基于 Eclipse 4.12.0.v201906 和 CDT9.8.1 而构建
• IDE 装有多个 Eclipse 插件：
• Git，支持 P&E Micro 调试探针
• IDE 可以通过许多其他 Eclipse 插件进一步增强
• 配备命令行工具，以便于集成至构建、测试和制造系统
行业标准的 GNU 工具链 GCC8-2019q3-更新包括：

• C 和 C++编译器、汇编程序和链接器
• SREC、十六进制和二进制转换器
高级项目向导

• 简单创建预先配置的特定 MCU 应用[62]
• 可使用 MCUXpresso SDK 扩展[42]
• 为恩智浦基于 ARM 的 MCU（包括 LPC、Kinetis 和 iMX RT）提供器件特定支持
• 自动生成[167]链接器脚本，以便将代码和数据正确置于闪存和 RAM 中
• 扩展支持，以灵活放置堆栈[192]
• 自动生成 MCU 特定的启动和器件初始化代码
• 注：Cortex-M MCU 无需汇编程序
高级多核支持

• 进行配置，为多核 MCU 中的每个内核创建链接项目[212]
• 在 IDE 实例中调试多核项目[222]，能够将多个调试视图链接至特定内核
功能全面的本地调试器，通过 LinkServer 支持 SWD 和 JTAG 连接

•
•
•
•
•

内置经过优化的闪存烧写[142]，适用于内部/外部 QSPI 和 Hyper 闪存
高级调试和指令级调试[96]
断点[109]和观察点[110]
CPU 寄存器[112]和片上外设[117]
支持 JTAG 扫描链上的多个器件

完整安装和集成来自以下公司的第三方调试解决方案：

• P&E Micro [85]
• SEGGER J-Link [87]
库支持

• Redlib：小尺寸嵌入式 C 库
• RedLib-nf：尺寸更小的库，提供较低的 fprintf 支持
• RedLib-mb：提供增强半托管性能的库变体
• Newlib：完整 C 和 C++库
• NewlibNano：基于 Newlib 的新型小尺寸 C 和 C++库
• LPCOpen MCU 软件库
• Cortex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CMSIS)库和源代码
• 通过 MCUXpresso SDK 为每个器件提供可扩展的支持
跟踪功能

• 在某些基于 Cortex-M3/M4/M7 的 MCU 上通过嵌入式跟踪缓冲区(ETB)，或者在基于
Cortex-M0+的 MCU 上通过微跟踪缓冲区(MTB)实施指令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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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链接至来源、反汇编和配置文件的应用执行的快照
• 通过 LPC-Link2 调试时，基于 Cortex-M3/M4/M7/M33 的 MCU 上的 SWO 跟踪提供的功能
包括：
• 配置文件跟踪
• 中断跟踪
• 数据检测跟踪
• 通过 ITM 提供 Printf
• 注：除了本地 LinkServer 之外，现在还扩展到支持 P&E Micro 和 SEGGER J-Link
LinkServer 功率测量

• 在 LPCXpresso 板上，按可调速率（最高 200 ksps）对功耗采样；平均功耗显示选项
• 在 IDE 中，浏览收集的数据的详细图
• 导出数据，以使用其他工具进行分析
MCUXpresso 配置工具

• MCUXpresso 配置工具[134]，专为 SDK 项目而设计，完全集成且默认安装

1.1.2

支持的调试探针
MCUXpresso IDE 内置支持 3 种调试解决方案。这种支持包括安装所需的所有驱动器和支持的
软件。
注：某些 mbed 板需要配备串行端口驱动器以进行识别，对于每个板，这一例外程序需单独安
装。该驱动器从帮助 -> 额外资源 -> MBED 串行端口驱动器网站链接
正常使用时，MCUXpresso IDE 为以下各解决方案提供相似的界面和各种功能：
本地 LinkServer（包括 CMSIS-DAP），也用于 LPCXpresso IDE 中

• 支持多种调试探针，包括使用 CMSIS-DAP 固件烧写的 OpenSDA、LPC-Link2 等
•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630896
P&E Micro

• 支持多种调试探针，包括使用与 P&E 兼容的固件烧写的 OpenSDA、MultiLink 和 Cyclone
•

探针
http://www.pemicro.com/

SEGGER J-Link

• 支持多种调试探针，包括使用与 J-Link 兼容的固件烧写的 OpenSDA 和 J-Link 调试探针
• https://www.segger.com/
请参见调试解决方案概述章节[75]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注：Kinetis Freedom 和 Tower 板一般提供板载 OpenSDA 调试电路。该电路可使用一系列调试
固件烧写，包括：

• mBed CMSIS-DAP - 受 LinkServer 连接支持
• DAP-Link - 受 LinkServer 连接支持（如有 DAP-Link，则优先于 mBed CMSIS-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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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ink - 受 SEGGER J-Link 连接支持
• P&E - 受 P&E 连接支持

必要时，默认固件可以更改；有关此程序和受支持的固件选项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nxp.com/opensda

提示
使用 Windows 10 系统时，OpenSDA 引导加载程序可能出现问题，OpenSDA LED
将闪烁显示错误代码。以下文章探讨该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https://mcuoneclipse.com/2018/04/10/recovering-opensdaboards-with-windows-10

1.1.3

开发板
恩智浦提供大量可与 MCUXpresso IDE 无缝协作的开发板，包括：
面向 LPC 的 LPCXpresso 板
这些板提供实用且使用简便的开发硬件，可以作为您的 LPC Cortex-M MCU 项目的起点。

图 1.1. LPC800 系列(LPCXpresso802)

图 1.2. LPCXpresso 开发板(LPCXpresso54608)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www.nxp.com/lpcxpresso-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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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Kinetis 的 Freedom 和 Tower 板

同样，对于 Kinetis MCU，有多种开发板可供选择，包括很受欢迎的 Freedom 和 Tower 系列开
发板。

图 1.3. Tower (TWR-KV58F220M)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www.nxp.com/pages/:TOWER_HOME

图 1.4. Freedom (FRDM-K64F)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www.nxp.com/pages/:FREDEVPLA
iMX RT 跨界处理器板
iMX RT 板将低功耗应用处理器和高性能微控制器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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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i.MX RT 系列(MIMXRT1050-EVK)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s://www.nxp.eom/pages/:IMX-RT-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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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CUXpresso IDE 11.1.0 版的新功能
MCUXpresso IDE 团队在此发行版中增加了多种新功能，该版本侧重于方便新用户使用以及产
品优化和缺陷修正，包括：
产品

• 新欢迎界面[10]，旨在为新用户提供大幅提升的开箱即用体验
IDE

•
•
•
•
•

新插件 SDK [24]机制，提供更简化的 MCUXpresso IDE SDK 选择和安装流程
新暗黑主题[16]，提供低光界面，大部分以暗色显示，以帮助缓解眼部疲劳
改善映像信息视图[171]
改善已安装的 SDK 操作[28]
改善代码大小[170]

• 通过降低 assert()函数（通常被称为 SDK 函数）的成本来减少 SDK 项目调试版本的代码
大小。

• 增加了对处理 SDK 组件之间更复杂的依赖规格的支持。
调试

• 大部分 LinkServer 闪存烧写[84]现在都对在之前的调试操作中保持不变的闪存扇区实施
Verify Same（验证相同）操作

•
•
•
•

LinkServer MultiCore 调试操作现在可以一键启动
重新设计的实时全局变量[120]图改善了变量选择和显示
重新设计的 SWO 中断跟踪
LinkServer LPC-Link2 固件现在作为 v5.361 软载入，通过重置目标来改善调试控制

请参见随附的 ReadMe 文档了解关于缺陷修正等的详细信息。该文档位于 MCUXpresso IDE 安
装文件夹中。

2.1

MCUXpresso IDE 以前版本的功能亮点
产品

• 改善了 IDE 更新[20]功能，简化了所有受支持主机的更新流程
• 现在用于创建命令行环境的脚本在 DOS 和 Bash 版本中提供
• 关于如何使用这些脚本，请参见安装指南
• SDK 安装选项得到改善，请参见 SDK 导入和配置[32]
• Windows 版本现在使用 Busybox（来自 GNU MCU Eclipse Windows Build Tools 项目）为
GCC 工具提供类 Unix 层

• 以前的专业版的所有功能都已集成到标准免费版中，专业版已停产
IDE

• 所有调试解决方案的堆栈视图[126]
• 显示针对分配给裸机项目的托管 Linkerscript [167] RAM 分配的使用情况
• 暂停时的 Live Heap 更新和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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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像信息视图[171]扩展和取代符号浏览器
• 集成内存的详细使用情况、超链接内存内容和静态调用图显示
• 修改了开发透视图[14]
• 链接器脚本、链接器模板和调试映射文件的编辑器语法高亮显示[177]
• 提供文件内容的链接导航
• 重新设计了快速入门面板[14]
• Quick Start panel -> Quick Settings [130]现在显示库的当前设置
• 所有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案的专用调试操作[101]链接
• 如果 CPU 发生故障，故障视图[115]自动显示（针对 LinkServer）
• 改善了寄存器视图[112]，提供更优化的显示和分组选项
• 现在只为选定的版本配置自动生成启动配置[76]
• 项目内存配置[188]现在可以编辑，用于代替设置和向导
• 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得到优化，以显示选定项目当前的项目版本配置（也在快速入门视图中
显示）

• 支持基于 ARM Cortex M33 的新 MCU
项目

• 导入的或新建的项目[19]现在会展开，以显示包含主要函数的源文件，并在此编辑器中打开
此文件

• 改善了新建项目向导[42]中的组件显示
• Quick Start panel -> Quick Settings [130]现在显示当前设置
• 现在可以灵活管理与 SDK (MCU)之间的项目关联，且可以根据需要保持现有的内存配置，
具体请参见项目配置[130]

• 用于改善项目共享[37]的多种增强操作包括：
• 拖放项目，以进行导入和导出
• 项目本地包含选项包括：SDK 部件支持、闪存驱动器和 LinkServer 连接和重置脚本
• 项目虚拟节点[131]用于实现便捷可视性，以及用于编辑项目配置
• 适用于所有调试解决方案的项目 GUI 闪存工具[108]通过项目启动配置提供
调试

• 重新设计的 LinkServer 启动配置[76]对话提供更优化的功能和易用性
• 新的 LinkServer 启动配置图标反映了这一点
• 所有调试解决方案的新启动配置选项卡允许加载来自额外映像的调试符号[106]
• 改善了单步骤运行 LinkServer 调试连接的性能
• 在基于 Cortex-M33 的 MCU 上实施 SWO 跟踪支持
• 除了 LinkServer LPC-Link2 以外，实时全局变量[120]现在还适用于 SEGGER JLINK 和 P&E
•
•
•
•

Micro 调试探针
LinkServer 内部闪存驱动器优先于随附的 SDK 驱动器
调试快捷方式按钮[101]现在具有多核感知，确保显示从机项目连接设置
改善的故障视图[115]现在显示故障地址（如有）
除了 LinkServer LPC-Link2 以外，SWO 跟踪功能现在还适用于 SEGGER JLINK 和 P&E
Micro 调试探针

• LinkServer LPC-Link2 固件现在软加载为 v5.224，提供更快的操作速度和更高的闪存烧写
性能

• LinkServer 调试探针现在支持通过序列号（供命令行使用）选择
• 增加了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案的集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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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构 GUI 闪存工具[137]，以便为 LinkServer、P&E 和 SEGGER 调试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 为所有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案提供二进制闪存烧写和擦除功能
• 将功能集集成到快速入门面板之后，项目启动配置和以前一样来自 IDE
• 指令跟踪受 LinkServer、P&E 和 SEGGER 调试解决方案无缝支持
• LinkServer 半托管操作[160]，包括 printf 在内，都进一步优化，提供大约为之前版本两倍的
性能

• 通过新的库变体 Redlib MB 和 LinkServer 重构半托管机制[160]，以提供更高的性能，且避
免对执行时间关键型中断的代码造成中断

• LinkServer 全局变量值的绘图[123]
• 实时全局变量值现在可通过图表形式和表格形式实施跟踪
• 外设显示滤波[119]，用以简化复杂的外设视图
LinkServer 闪存烧写

•
•
•
•

SFDP 闪存驱动器[146]经过扩展，支持 iMX RT MCU
现在支持在某些 Kinetis 部件上对数据闪存区域烧写
提升了闪存烧写的性能和可靠性
LinkServer 通过自配置闪存驱动器，增强外部 SPIFI/QSPI 烧写[146]

• 使用适用于 LPC18/43、LPC546xx、LPC540xx（iMX RT 在发布之后可用）的 JEDEC SFDP
（串行闪存发现协议）
SDK

• 改善了 SDK 安装和刷新时间
• 重新设计了“新建和导入 SDK”示例向导
• 集成错误修饰器
• SDK 部件支持现在在当前工作区内生成，消除了启用多个 IDE 可能导致产生的问题
• 需要时可以智能化地重新生成部件支持，避免不必要的延迟
• SDK 拖放位置[32]现在可通过工作区首选项
• 改善了安装的 SDK 视图，以显示版本信息和增强的工具提示
• SDK 清单分析器，用以提供可见的 SDK XML 描述
• 轻松访问嵌入式文档[28]
• 扩展 SDK 组件管理，以支持项目刷新[61]
• 改善了 SDK 组件管理
• SDK 处理功能的一般改进包括：
• SDK 版本字符串现在在 SDK 视图中显示和报告
• 由用户选择版本化的内部 XML 描述（通过首选项实现）
• 更出色的 SDK 自动支持，具备重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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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DE 概述
以下章节高度概述 MCUXpresso IDE（通常称为 IDE）提供的功能。

3.1

工作区
在您首次启用 MCUXpresso IDE 时，系统会要求选择工作区，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工作区选择
工作区只是一个用于存储项目和数据的文件系统目录，对于新安装，通常应接受推荐的默认位
置。如果您勾选了“用此作为默认选项，并且不再询问”选项，那么 MCUXpresso IDE 启动时
会始终开启所选的工作区；否则，系统会始终提示您选择一个工作区。
MCUXpresso IDE 一次只能访问一个工作区，但可以使用多个工作区。您可以通过“File ->
Switch Workspace”选项来更改 MCUXpresso IDE 使用的工作区。

提示
可以并行运行多个 IDE 实例，每个实例可以访问不同的工作区。
注：更改工作区时，您可以选择使用各种复制设置勾选框选项，将设置（首选项）从现有工作
区复制到新工作区。

3.2

欢迎界面
推出的 MCUXpresso IDE 11.1.0 版采用新的欢迎界面。此视图旨在通过提供链接，以及常见任
务和 IDE 操作帮助，帮助新用户缩短学习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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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欢迎界面
1. 单击选择、下载和安装插件 SDK[24]
2. 单击查看新建项目[42]的整个流程
3. 单击查看导入示例[51]的整个流程
因为是通过安装 SDK 使得 IDE 支持大部分恩智浦 MCU，所以第一选项是引导用户访问新插件
SDK [24]安装视图。从这个视图可以看出，只需单击几次，即可为要求的 MCU 或（开发板）选
择、下载和安装 SDK。从这个屏幕，还可以查看创建新项目和安装 SDK 示例的流程。
这个视图顶部是功能和资源的链接，包括转至 IDE 链接（已在上方标出），使用该链接用户可
以直接转至 IDE 的主开发视图（透视图）。
注：这个欢迎视图由 Eclipse 功能提供，集成标准图标，以便与所有 Eclipse 视图一样最大化、
最小化和还原。由于此视图用于全屏显示，最小化或还原可能导致屏幕布局不佳。推荐通过 IDE
链接，或通过关闭此欢迎界面返回到主 IDE 开发视图。您可以随时单击主 Eclipse 图标视图中的
“主页”图标回到欢迎界面。
可以通过取消勾选视图右下方的复选框，禁止在启动时显示欢迎界面。

3.3

文档和帮助
除了帮助之外，欢迎界面提供的功能是一套综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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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UXpresso IDE 基于 Eclipse IDE 框架 构建 ，关 于许 多核 心功 能 的说 明， 请参 见位 于
MCUXpresso IDE 的“Help -> Help Contents”菜单下的一般 Eclipse 文档和帮助文件。还可
以查看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本文档），以及编译器、链接器和其他底层工具的文档。
MCUXpresso IDE 文档由多个文档组成，包括：

•
•
•
•
•
•

MCUXpresso IDE 安装指南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本文档）
MCUXpresso IDE SWO 跟踪指南
MCUXpresso IDE 指令跟踪指南
MCUXpresso IDE LinkServer 功率测量指南
MCUXpresso IDE FreeRTOS 调试指南

• MCUXpresso (IDE)配置工具用户指南
这些指南还提供 PDF 格式，位于 MCUXpresso IDE 安装文件夹中。
如需获取如何使用 MCUXpresso IDE 的帮助，请访问：http://www.nxp.com/mcuxpresso/ide
如下方所示，可通过 Help -> Additional resources 查看相关的网址链接：

图 3.3. 其他资源

3.4

透视图和视图
主 MCUXpresso IDE 窗口的整体布局被称为透视图。每个透视图包含多个子窗口，这些窗口被
称为视图。视图显示 IDE 环境中的一组数据。例如，这个数据可能是源代码、十六进制转储、
反汇编或内存内容。视图可以打开、移动（拖动）、停驻和关闭，当前显示的视图的布局可以
保存和恢复。
一般来说，MCUXpresso IDE 使用单个开发透视图进行操作，在这个透视图下，代码开发和调
试会话的操作都如图 3.6 所示。此单个透视图简化了 Eclipse 环境，但与此同时，也会稍微减少
屏幕上显示的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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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MCUXpresso IDE 可以在“双重透视图”模式下操作，因此 C/ C++透视图用于实施代码
开发和导航，调试透视图则用于调试应用。
注：在调试透视图下，所选的项目概念保持不变。蓝色的调试按钮工具技巧将显示这个选定项
目。此外，如果在调试透视图下启动调试操作，且在开发透视图下实施切换，IDE 会自动打开调
试堆栈视图，以显示处于活动状态的调试连接。
您可以使用 MCUXpresso IDE 窗口右上角的透视图图标手动切换不同透视图，如图 3.4 所示。

图 3.4. 透视图选择
可以通过单击“视图+”图标选择新透视图。选定视图之后，其图标会在水平区域内显示，如上
方高亮显示。
透视图中的所有视图都可以通过拖放重新排列，以满足您的特定要求。如果视图意外关闭，在
“Window -> Show View”对话框中选中该视图，即可恢复。可以通过“Window -> Perspective
-> Reset Perspective”随时恢复默认的透视图布局。
通过顶部的下拉菜单，常用的分析（跟踪）视图和 RTOS 调试会更加容易使用，如下图所示：

图 3.5. 其他视图
选定之后，这些其他视图会出现在控制台视图旁边，但是可以按需要重新排列。
注：本指南的剩余部分假定使用默认的开发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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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开发透视图的主要部分

图 3.6. 开发透视图（同时调试）
1. 项目资源管理器/外设/寄存器/故障

• 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所示）中，您可以查看当前工作区中的所有项目。[10]
• 在这个视图中，可以使用许多编辑和配置功能，包括新项目共享[37]选项和虚拟节点
[131]

• 调试时，您可以通过外设视图显示 MCU 外设[117]和项目内存区域列表。选择一个外设或
内存区域将生成一个新窗口来显示其详细内容。注：根据您的 MCU 配置，有些外设可能
没有接通电源/时钟，因此不会显示其内容。

• 调试时，您可以使用改善过的寄存器在 MCU 的 CPU 中查看寄存器[112]及其内容。
• 伪寄存器也在这里显示，例如“cycle delta”，显示自上次暂停以来计算的周期数
• 故障视图也在这里显示，如果发生 CPU 故障[115]（例如硬故障），故障视图会自动显示。
此视图会破解 CPU 寄存器，提供故障发生原因的详细信息。
2. 快速入门/变量/断点

• 在窗口左下角，快速入门面板视图（所示）提供连接至常用功能的快速链接。在这里，您
可以启用各种向导（包括新建项目），从 SDK 导入项目，也可以从文件系统导入项目和
选项，例如构建、调试、导出等。每个部分中的大图标会执行群组中的第一个选项，例如
新建项目、构建、调试。此外，调试组包含调试解决方案特定的调试快捷方式按钮[101]。

• 注：这个面板是操作 MCUXpresso IDE 的关键，所以不能从此透视图中移除。
• 变量视图与快速入门面板平行，您可以使用该视图查看和编辑本地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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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点视图与快速入门面板平行，您可以使用该视图查看和更改当前设置的断点[109]和观察
点[110]。
3. 调试

• 调试视图在您调试[93]项目时出现。此视图显示调试堆栈，在“停止/暂停”状态下，您可
以在堆栈内单击并检查范围内的项目，例如本地变量。
4. 编辑器

• 位于中间的是编辑器，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和编辑源代码和其他文本文件。调试时，您可
以在此处查看正在执行的代码，并逐行执行。通过按调试视图顶部的 'i->' 图标，您可以
切换为从源转至汇编指令。单击左侧区域会设置和删除断点[109]
• 增强编辑器[177]提供调试映射文件、链接器脚本和链接器模板文件的结构、关键字和
链接。
5. 控制台/安装的 SDK/问题/跟踪视图/功率测量

• 窗口的中下部分是控制台、安装的 SDK 和问题视图等。控制台视图显示关于编译和调试
操作的状态信息，以及半托管程序输出。

• 安装的 SDK[22]视图（所示）支持管理已安装的 SDK。新 SDK 可以通过拖放或复制和粘
贴作为插件添加。此视图中还提供其他 SDK 管理功能，包括解压缩、浏览和删除。您可
以在大纲视图中查看任何选定的 SDK 的详细信息。

• 可以浏览和提取 SDK 文档
• 问题视图显示所有编译器错误和警告，且支持轻松导航至编辑器视图中的错误位置。
• 映像信息视图
• 此映像信息[171]视图提供关于映像（或对象）静态内存占用量（使用和内容）的详细
信息。
6. 快速访问/透视图选择

• 支持快速访问视图、透视图等功能，例如，输入“错误”来查看和打开 IDE 的错误列表，
或输入“跟踪”来查看和打开各种 LinkServer 跟踪视图。

• 您可以使用透视图选择在指定的各透视图之间切换。
7. 大纲/全局变量

• 您可以使用大纲视图快速在编辑器视图中找到符号、声明和函数。这个视图还可以显示从
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选择的任何 SDK 的详细信息。

• 全局变量视图（所示）与之平行，您可以使用该视图查看和编辑全局变量的值。
• 在目标使用实时变量[120]和变量图形[123]功能运行时，可以对变量实施监测。
8. 内存/堆栈/跟踪

• 内存视图提供一系列选项，用于查看目标内存
• 堆栈视图支持轻松监测裸机项目的堆栈[126]值。
• 当接近或超过预先设定的限值时，会发出警告
• 跟踪视图
• 跟踪视图包括 SWO 跟踪（显示配置）、指令跟踪，以及本屏幕截图中未显示的功率
跟踪，但是，必要时可能会从“分析”菜单选择这些视图。有关跟踪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MCUXpresso IDE SWO 跟踪指南和/或 MCUXpresso IDE 指令跟踪指南__和/

或__MCUXpresso IDE LinkServer 功率测量指南。

• SWO 跟踪视图允许您使用 SWO/SWV 技术（基于 Cortex-M3/M4/M7/M33 的产品的
组成部分）收集和显示运行时信息。

• 某些 MCU 上的指令跟踪视图，您可以采集和查看从 MCU 的嵌入式跟踪缓冲区(MTB)
或微跟踪缓冲区(MTB)下载的指令跟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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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测量视图，此视图可以显示实时目标功耗。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见 MCUXpresso
IDE 功率测量指南。
9. 图标栏快捷方式

• 各种有用的快捷方式，例如打开项目的工作区，或在使用 IDE 环境的项目位置打开一个终
端。将鼠标悬停在此处，弹出的对话会说明各种选项。

3.5.1

黑暗主题
MCUXpresso IDE 11.1.0 版的新功能是支持黑暗主题。黑暗主题是一个工作区首选项，可以打
开 Window -> Preferences -> Appearance -> Theme，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图 3.7. 外观首选项
选择之后，黑暗主题将用于渲染透视图，显示效果与下图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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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开发透视图黑暗效果
注：为了正常显示透视图，需要重启 IDE：File -> Restart。

3.6

快速入门面板
MCUXpresso IDE 的一个主要特性是快速入门面板，本文中经常会提到。快速入门面板用于将
常见的 IDE 功能和操作集成到一起，包括项目创建、项目构建、项目调试和其他常见的项目操
作等的链接。
强烈建议使用此面板来执行下方所述的受支持的 MCUXpresso IDE 操作，这是因为按照这种方
式使用时，许多底层 Eclipse 功能都得到了增强，可以帮助改善和简化用户体验。
下方高亮显示和描述了面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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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快速入门面板

提示
大图标执行群组中第一个按钮的操作
其中：
1. 显示当前从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的项目。将对此项目执行构建、调试和其他操作
2. 新建[42]、导入 SDK [51]和从文件系统[69]导入的链接
3. 构建[49]（或清除）当前选择的项目

• 在控制台[239]视图中查看进度和结果
4. 调试当前选择的项目

• 单击调试[93]将默认构建项目（如果需要），执行调试探针发现，创建默认的启动配置[76]
（如果需要），如果创建成功，则开始调试会话。

• 终止、构建和调试，终止所选项目现有的调试会话，然后执行另一项调试操作。计划用于
实施迭代源代码修复和调试重试操作
5. 调试快捷方式[101]为特定的供应商调试解决方案提供一系列调试操作
6. 其他部分提供一系列选项和快捷方式

• 编辑项目设置这个快捷方式等同于右键单击项目，然后选择属性
• MCUXpresso 配置[134]工具提供快捷方式，为选择的项目启动配置工具
• 快捷设置[130]为当前选择的项目提供一系列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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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选择的项目（和参考）导出到文件系统。还可以查看关于共享项目[37]的更多信息
• 此功能要求在项目资源管理器顶部选择项目
• 在当前工作区内，为所有项目创建有效的构建配置。

提示
如果快速入门面板被隐藏起来，
请在 IDE 顶部的菜单栏中选择 Window -> Show View
-> MCUXpresso IDE，然后双击“快速入门”

3.7

项目资源管理器和新建项目
基于 Eclipse 的 MCUXpresso IDE 版本集成了一些新项目资源管理器功能，这些功能只有在选
定的工作区[10]中没有项目时才会显示，如下所示：

图 3.10. 项目资源管理器为空
前两个选项直接等同于通过快速入门面板提供的前两项操作。建议优先使用快速入门选项，而
不是剩余的选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使用 MCUXpresso IDE 向导和功能。
注：因为这个 Eclipse 功能，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的拖放功能不可用，直至创建或导入首个项目。
新建或导入的项目将显示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新建项目将自动展开，显示包含主要功能
的源文件。为了方便起见，这个源文件也会在编辑器中打开，如下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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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新建或导入的项目

3.8

更新 MCUXpresso IDE
MCUXpresso IDE 具备更新安装的工具，以添加新功能、更新和/或部署缺陷修正等。为了支持
这种机制，MCUXpresso IDE 版本内部使用 Eclipse 样式的插件定位关键组件。

提示
由于目录结构复杂，而且在执行更新后组件位置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很难定位低层
组件。所以，为了简化使用体验，会在 install_dir/ide 中提供多个软链接，如下方的
章节“定位 IDE 组件”中所述
默认情况下，当恩智浦发布更新时，屏幕底部会显示可用通知。

图 3.12. 更新通知
或者，您可以通过 Help -> Check 更新来检查更新。如果有可用更新，系统会显示与下方类似的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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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更新 MCUXpresso IDE 组件
只需确保勾选所需的更新，然后单击“下一步”。这样组件就会被下载并安装到 MCUXpresso IDE
中。安装之后，需要重新启动，新功能才能使用。
注：除了更新 MCUXpresso IDE 之外，使用此机制还可以提供面向 MCUXpresso 配置工具和
PEMicro 调试解决方案的更新。
主要产品版本只作为整套产品安装提供，因为它们一般基于更新版的 Eclipse

3.8.1

定位 IDE 组件
MCUXpresso IDE 由许多组件组成，其中一些可以独立于 IDE 使用。还包括可能从 IDE 内引用
的文档、示例、脚本、驱动器等。
由于对 MCUXpresso IDE 10.3.0 版的结构做出了调整，所以某些项目的路径可能与以前版本的
路径不同，也可能在产品更新（时间可能也很长）之后变更。例如，现在 IDE bin 文件夹将占据
表格的位置：

因此，为了简化某些文件夹的位置，会将快捷方式（或符号链接）安装到产品安装目录的 ide 目
录中。这些链接可用于直接定位组件或项目，或向脚本路径写入。
可使用快捷方式访问以下目录：

•
•
•
•

Bin -> install_dir/ide/bin
Examples -> install_dir/ide/Examples
Wizards -> install_dir/ide/Wizards
tools -> install_dir/ide/tools

事实上，这些链路允许直接采用和之前的 MCUXpressoIDE 版本相同的链路，但始终参考最新
的插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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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件支持概述（预先安装，通过 SDK）
为了支持特定的 MCU（或 MCU 系列）和任何相关的开发板，需要使用许多元件。它们可以分
解为：

• 启动代码
• 此代码处理 MCU 所需的特定功能
• 内存映射知识
• 所有内存区域的地址、大小和类型
• 外设知识
• 详细信息，使得用户能够查看和编辑 MCU 外设寄存器
• 闪存驱动器
• 尽可能高效地对 MCU 的片内和片外闪存器件实施烧写的例程
• 调试功能
• 关于 MCU 调试接口和功能的知识（例如 SWO、ETB）
• 示例代码（非严格要求，也不是部件支持元件）
• 展示特定 MCU 和支持驱动器的功能的代码
总的来说，这些数据被称为部件支持(Part Support)，MCUXpresso IDE 使用这些数据元素来填
充其向导和构建智能功能，例如自动生成链接器脚本等。
MCUXpresso IDE 安装一套基本的适用于较旧版本的 LPC 器件的部件支持功能（预先安装）。
关于 LPC5xxxx、
Kinetis 和 iMXRTxxx 等较新的器件的知识，必须通过安装 SDK [24]提供给 IDE。

4.1

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
IDE 安装时，和较旧的恩智浦 IDE LPCXpresso IDE v8.2.2 一样，采用增强型部件支持版本。因
此支持大多数“开箱即用”的 LPC Cortex-M 部件。这被称为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一般来说，
SDK 不适用于这些较旧的部件，但是，LPC5410x 和 LPC5411x 部件系列可与预先安装的部件
支持或 SDK 部件支持配合使用。
这些预先安装的部件的示例代码由复杂的 LPCOpen 包（和代码包）提供。它们都包含代码库，
用于支持 MCU 功能、LPCXpresso 板（和其他一些使用比较普遍的产品），以及大量代码示例
和驱动器。这些版本都是默认安装：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nxp.com/lpcopen
https://www.nxp.com/LPC800-Code-Bundles

4.1.1

预先安装和 SDK 部件处理之间的差异
由于 SDK 将部件(MCU)和板支持集成到单个包中，所以在创建或导入项目时，MCUXpresso IDE
能够在 SDK 安装的 MCU 和它们相关的板之间提供链接。
对于预先安装的部件，在 LPCOpen 包和代码包中提供板支持库。在创建或导入项目时，应由用
户负责将 MCU 和其相关的 LPCOpen 板和芯片库实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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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使用预先安装和 SDK 部件支持来创建和导入项目，请参见以下章节。
注：在导出或共享具备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的项目时，无需采取特殊操作，这是因为其他
MCUXpresso IDE 安装也包含所需的部件支持。关于从 SDK 创建的共享项目，请参见共享项目。[37]

4.1.2

查看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
MCUXpresso IDE 安装之后，会包含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适用于大部分基于 LPC 的 MCU。
要浏览预先安装的 MCU 系列，只需在快速入门面板中单击“新建项目”，单击之后，会显示与
下方图像类似的页面：

图 4.1. 新建项目向导
预先安装的部件的列表将显示在此窗口的左下方。
除此以外，还会显示一系列相关的开发板，并显示是否提供匹配的 LPCOpen 库或代码包。
关于如何使用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来创建项目，请参见：使用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来创建项目[62]
如果您计划使用不在预先安装的部件范围内的 MCU，例如 Kinetis MCU，那么您首先需要安装
合适的 MCU SDK 来扩展 MCUXpresso IDE 部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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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DK 部件支持
IDE 的部件支持可以使用免费提供的 MCUXpresso SDK v2.x 包来扩展。SDK 2.x 包被用于为所
有 Kinetis、iMX RT 和更新的 LPC MCU 等提供更多支持。
MCUXpresso IDE 11.1.0 版新增一种提供和安装 SDK 的简化方法，
这些 SDK 被称为插件 SDK。
插件 SDK 是预先构建的 SDK，托管在恩智浦的服务器上，必要时可以直接从 IDE 中浏览、下
载和安装。参见获取和安装插件 SDK [24]
每个 SDK 都作为 Eclipse 插件安装，
以便利用标准的 Eclipse 管理和更新机制。
MCUXpresso IDE
插件 SDK 适合恩智浦广泛的 MCU。和所有 Eclipse 插件一样，插件 SDK 安装之后，就成为产
品本身的一部分。可以使用标准的 Eclipse 机制[31]来管理插件 SDK
以前传统的 SDK 安装和处理方法仍然可用。参见通过 SDK 构建器提供 SDK 部件支持[26]
SDK 安装之后，包含的部件支持可通过新建项目向导和 SDK 示例导入向导使用，且支持导入项
目。[37]

4.2.1

获取和安装插件 SDK
SDK 通过已安装的 SDK 视图安装和管理，该视图默认是控制台视图的第一个选项卡。参见主要
组件[14]项 3 了解更多信息。插件 SDK 安装也可以通过新欢迎系统和通过主 IDE 图标栏上的安

装新 MCUXpresso SDK 图标来启动。
启动之后，会显示和下图相似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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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插件 SDK 安装
1. 可以在本节中为需要的板（或处理器）选择要安装的 SDK。支持列排序，以帮助定位，下方
则讨论过滤列表的选项

• 在此视图中，已安装的 SDK 默认隐藏
• 如果隐藏已安装未勾选，已安装的 SDK 也会显示，并显示已安装的 SDK（用红圈表示）
的状态
2. 可能选择一系列过滤选项，以缩减显示的 SDK 的列表。使用这些过滤器时，用户可以浏览
MCU 和板的功能。
3. 选择 SDK 后，即可进行安装（包括选项）

• 安装和创建项目会下载、安装和启用新建项目向导，且选择选定的板
• 安装和导入示例会下载、安装和启用输入 SDK 示例向导，且选择选定的板
• 安装会下载和安装
注：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需要手动强制刷新远程存储库的缓存内容，此操作可以通过上方高
亮显示的按钮来执行。
选定一个 SDK（或多个 SDK）且开始安装之后，系统会提供是否接受 SDK 许可条件的选项，
选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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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插件 SDK 安装许可
可以通过安装对话框来监测下载和安装进度：

图 4.4. 插件 SDK 安装进度
如果单击“在后台运行”，IDE 会重新掌握控制权，当然，SDK 需要等到下载和安装结束后才
会变得可用。此时，如果已选择创建或导入选项，则向导可能启动。虽然插件 SDK 安装程序可
能重新启动，但必须在现有的 SDK 安装完成之后，才能开始下一个安装。
注：IDE 首次启动时，本次显示的数据会在后台自动加载。如果插件 SDK 安装程序在 IDE 启动
之后立即启动，那么在数据导入期间，可能会出现短时停顿。

4.2.2

通过 SDK 构建器提供 SDK 部件支持
恩智浦也通过其 SDK 构建器网站为工具链（包括 MCUXpresso IDE）提供 SDK。通过这个网
站（需要登录），恩智浦 MCU 用户可以请求构建通过配置，可以包含一系列软件功能的恩智浦
MCU。构建之后，该 SDK 可以下载和安装到 MCUXpresso IDE 中，这是安装 SDK 的传统方法，
是以前所有的 MCUXPresso IDE 版本所使用的方法。以这种方式安装的 SDK 现在被称为文件
系统 SDK，因为它们成为了任何 IDE 设备的共享资源，而不是特定 IDE 设备的组成部分。
这些 SDK 可以使用简单的“拖放”机制来安装，然后利用新部件和板知识（一般是大量示例）
来自动增强 IDE。
可以使用 MCUXpresso 工具网站上的 SDK 构建器，按照需求生成和下载适用于 MCUXpresso
IDE 的 SDK，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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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只有专为 MCUXpresso IDE 构建的 SDK 可与 MCUXpresso IDE 兼容。为其他工具
链构建的 SDK 则无法使用！因此，在生成 SDK 时，确保将 MCUXpresso IDE 指定为工具链。

4.2.3

通过 SDK 构建器获取和安装 SDK
使用较早的 IDE 版本的客户可能更熟悉这个 SDK 构建和安装模式。
SDK 通过已安装的 SDK 视图安装和管理，该视图默认是控制台视图的第一个选项卡。参见主要
组件[14]项 3 了解更多信息。
SDK 可以免费下载（需要登录）；MCUXpresso IDE 从已安装的 SDK 控制台视图，提供转至
SDK 门户（如下所示）的链接。从这个门户，可以将所需的 SDK 下载至主机。或者，转至 Help
-> Additional Resources -> MCUXpresso SDK Builder...，在外部浏览器中打开此门户。

图 4.5. SDK 导入
下载之后，只需将 SDK 包从下载位置拖放到已安装的 SDK 视图，即可进行安装。拖动之后，
系统会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确认导入，单击“确定”。之后，SDK 包会自动安装到 MCUXpresso
IDE 部件支持存储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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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后，“已安装的 SDK”视图会更新，并显示您刚安装的包。

图 4.6. SDK 导入视图
默认情况下，SDK 会被安装到常用文件夹，因此适用于任何 MCUXpresso IDE 实例。或者，SDK
可以安装到当前的工作区，使其安装相对于工作区来说属于本地安装。选择的安装位置会在 SDK
窗口文本中显示，具体如上方突出所示。此外，还高亮显示新版本信息字符串（灰色显示），
所以此功能可用于区分不同的 SDK 版本。还可以参见 SDK 高级导入[32]，了解关于 SDK 安装
选项的更多信息。
SDK 备注：

• 更新后的 SDK(MCUXpressoSDK v2.7.x)与 MCUXpresso IDE 11.1.0 版并行发布。这一点可
以从版本 2.7.x 和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的清单版本 3.6.0 看出。虽然较旧的 SDK 仍然与
MCUXpresso IDE 11.1.0 版兼容，但我们建议用户检查并更新到可用的最新 SDK 包。

• 已安装的 SDK 视图工具提示显示综合性的版本信息
• MCUXpresso IDE 可以将 SDK 作为压缩包或解压文件夹（或压缩插件）导入。一般作为压
缩包导入。

• 让 SDK 保持压缩状态的主要后果是，您将无法创建（或导入项目）到工作区中，且将参
考回连到 SDK 源文件。

• 以拖放形式导入 SDK 时，会复制所需的文件，原有的文件/文件夹不会受到影响。复制的文
件被安装到默认位置，使得重要的 SDK 能由不同的 IDE 实例/设备和工作区共享。来自导入
的 SDK 的数据被用于填充向导，该向导包含可用的 MCU 和板信息。此外，它们会被解析，
以生成部件支持，令示例项目和驱动器变得可用。

• 默认情况下，SDK（例如工作区）都位于用户的本地内存中，这意味着，只有实施安装的
用户能使用它们。请参见 SDK 高级导入[32]，详细了解在必要时，如何使用共享位置。

• 安装之后，会重新生成 SDK 提供的部件支持。这种重新生成是必要的，因为可能会在多个
SDK 中指定 MCU 部件支持（不同版本）。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需要强制重新生成 SDK
部件支持，这可以通过单击已安装的 SDK 视图右上角的“重新创建和重新加载”按钮来实
现，或者在视图内右键单击，然后选择“重新创建”来实现。

4.2.4

已安装的 SDK 操作
已安装的 SDK 视图现在包含 3 个选项卡。除了已安装的 SDK 选项卡外，还提供新的可用板和

可用器件选项卡。这些选项卡显示由已安装的 SDK 提供的受支持的板和器件，允许直接调用新
建项目和示例导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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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SDK 选项卡视图
已安装的 SDK 视图还提供多种其他操作，右键单击菜单选项来查看其中一些操作：

重要提示：在此视图中，插件 SDK 无法解压或删除，但是可以转换为文件系统 SDK [30]请勿尝
试采用任何方式来手动更改插件 SDK，此举可能导致失去来自 IDE 的 SDK 部件支持。插件 SDK
只能使用 Eclipse 插件管理机制[31]进行删除
在这里，您可以执行许多操作，例如查看相关的嵌入式 SDK 文档，否则可能需要解压和探索
SDK 结构。
已安装的 SDK 视图会显示 SDK 是作为压缩的归档文件存储还是作为常规文件夹存储。
MCUXpresso IDE 提供选项，通过右键单击选项将文件系统 SDK 归档文件解压到所选的 SDK
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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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压 SDK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通常不需要解压，除非您希望使用参考文件或执行许多示
例导入（可以看出这些方面的速度已得到改善）。
SDK 被解压之后，其图标会更新，以反映它现在作为文件夹存储在内部。

图 4.8. 解压后的 SDK
还提供许多其他选项，例如检查 SDK XML 描述文件、复制和粘贴 SDK，以及管理已安装的 SDK
的库。

提示
要编辑（并保存）SDK XML 文件，首先必须解压 SDK，
并更改以下首选项：Preferences
-> MCUXpresso IDE -> SDK Handling -> Misc，取消勾选只读模式选项。保存之后，
此更改对该 SDK 设备永久有效。

提示
除了其他 SDK 选项之外，还可以从文件系统或另一个 IDE 实例中复制 SDK 并将其
粘贴到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
最后，在安装新 SDK 时，会自动重新生成 SDK 部件支持。如果项目被导入，但预期的部件支
持不可用，则从右键菜单选项选择重新创建，以强制重新创建 SDK 部件支持。
将插件 SDK 转换为文件系统 SDK
有时，将插件 SDK 迁移为文件系统 SDK 可能很有用。例如，如果您需要解压 SDK 或与其他 IDE
设备共用 SDK 时。要做到这一点，只需在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选择插件 SDK，然后从右键菜
单中选择“复制”，然后“粘贴”。如此操作会启动导入操作，将插件中的 SDK 内容复制到默
认的 SDK 文件系统位置中。相比插件版本，会优先使用这个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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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插件 SDK 是 IDE 设备的组成部分，只能通过 Eclipse 插件管理机制[31]进行删除。
卸载（删除）安装的 SDK
插件 SDK 成为了 IDE 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简单删除。如果出于任何原因，需要移除插件
SDK，则必须通过 Eclipse 插件管理机制进行移除。可以通过 Help -> About -> Installation
Details 来启动：

图 4.9. 插件 SDK 删除
注：文件系统 SDK 始终优先于插件 SDK 使用，所以可以通过安装能够提供同样功能的文件系
统 SDK 来替代插件 SDK。
如果是使用“拖放”方法安装 SDK，那么 SDK 的副本将被安装到默认位置。安装到此位置的
SDK 可以通过右键选项卸载和删除。SDK 被卸载之后，会自动重新为剩余的 SDK 创建部件支
持。请参见卸载考量[36]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每个已安装的 SDK 旁边都有一个复选框，如果未勾选，那么在 MCUXpresso IDE 中 SDK 会保
持隐藏，直至重新勾选。如果安装了多个包含共享部件支持的 SDK，那么这个功能可用于强制
从特定的 SDK 中选择部件支持。请参见共享部件支持处理[35]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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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再需要安装到非默认文件系统位置的 SDK，则必须手动删除或者隐藏。注：您可以需要
退出 MCUXpresso IDE 才能删除这些 SDK。请参见 SDK 导入和配置[32]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4.2.5

已安装的 SDK 功能
您可以浏览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的每个 SDK，检查其内容，例如组件、内存设置，包括示例等。

图 4.10. SDK 浏览

4.2.6

高级用法：SDK 导入和配置
通过拖放实施 SDK 导入包含两大功能。首先是复制 SDK 的位置，其次是自动扫描该位置，以
创建所需的部件支持。该行为可以浏览和改变，通过 Preferences -> MCUXpresso IDE -> SDK
Handling -> Installation 转至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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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SDK 安装首选项
从上图可以看出，提供两个搜索位置。02 路径是 MCUXpresso IDE 11.0 版的默认搜索路径，更
早的 MCUXpresso IDE 版本则使用 01 路径。旧路径只有在位置中确实包含已安装的 SDK（一
般是通过旧 MCUXpresso IDE 版本安装）时才会显示。之所以提供不同路径，是为了让用户能
够安装最新版本和旧版本的 MCUXpresso IDE，以免 SDK 版本与旧版工具不兼容。请参见 SDK
与 MCUXpresso IDE 旧版本之间的兼容性[35]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 工作区
• 常见（默认）
• 用户定义
默认的常见安装位置可以更改，采用当前选定的工作区或用户定义的位置。更改之后，新 SDK
搜索根路径会自动添加到搜索根列表中。
注：其他搜索根在需要时可以移除，但当前选定的拖放位置根不可移除。
此外，您可以从此对话框向文件夹添加新搜索路径，该文件夹是您存储或计划存储 SDK 文件夹
/压缩文件的位置。刷新已安装的 SDK 视图之后，这些 SDK 会和默认位置中的 SDK 一起显示在
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
让 SDK 保存在默认位置或将 SDK 保存在其他文件夹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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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非默认位置时，“删除 SDK”功能被禁用
• 因为这些 SDK 没有被导入，所有它们可能是原始文件
• 对 SDK 和部件支持的了解以工作区为基础

有时候，SDK 在 SDK 位置列表中的顺序可能很重要：如果有多个 SDK 适用于分散在不同位置
的同一部件，您可以通过重新排序来选择要加载的 SDK。如果发现多个 SDK，会在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上显示警告。
注：在工作区之间，只有默认的 SDK 位置是持久的。至于其他位置，则根据各工作区的需要进
行创建。
在对话框（上方）中，还会显示多个“复选”选项，具体如下：

•
•
•
•
•

始终解压 SDK......如果勾选，在导入时会解压被压缩的 SDK。
不要求解压缩......如果勾选（默认），IDE 不会提示用户考虑解压 SDK。
不要求确认......如果勾选，IDE 不会要求用户确认，会直接采用拖放方法导入 SDK。
使缺失的 SDK 参考保持持久性......勾选以下选项后，此设置控制持久性设置。
不要求用户操作......请参见共享部件支持[35]。勾选之后，这个 SDK 关联设置自动执行，不
再提醒客户。

• 启用 SDK/清单版本......如果为同一个部件安装多个 SDK，如果此选项被勾选，则允许使用
SDK 版本中的拖放菜单从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选择旧版本 SDK

• 此外，有些 SDK 包含旧版本清单（XML 描述），如果勾选，此选项允许通过清单版本中
的拖放菜单，在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选择旧版本清单。

• 自动卸载......如果勾选，将删除在拖放安装位置中发现的不兼容 MCUXpresso IDE 的 SDK。

4.2.7

高级用法：SDK 其他选项
也提供额外的其他 SDK 首选项。这些复选框选项如下：

图 4.12. SDK 其他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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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使用 IDE 提供的闪存驱动器......一般情况下，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作为特定 MCU 的
SDK 部件支持的一部分提供。但是，发现存在更新版本时，一般会在 IDE 设备中复制这些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此选项默认勾选，会导致优先使用 IDE 提供的驱动器，而不是 SDK
提供的闪存驱动器。优先搜索 IDE 的闪存驱动器目录，而不是 SDK 动态部件支持文件，此
举也可以简化闪存驱动器开发

• 默认 SDK 调试控制器选择半托管......此选项默认勾选，设置项目，指定选择半托管作为输出
格式

• 包含半托管硬故障处理程序......此选项默认勾选，使得新建项目和导入项目中包含最少量的
硬故障处理程序。之所以使用此处理程序，是为了在不连接任何调试工具时，令半托管操作
为空。不使用这种处理程序时，半托管操作会在不连接任何调试工具时暂停 MCU。在项目
开发的早期阶段，这可能是最有用的选项，但可能与真实的硬故障处理程序之间发生冲突。

• 启动 SDK 选项检查......如果此选项默认勾选，则允许 IDE 在导入时检查 SDK 示例选项，并
尝试解析发现的不兼容的选项。

• 从 SDK 视图选择文件......如果此选项默认勾选，则迫使在已安装的 SDK 视图中打开的文件
以只读模式打开。这是为了防止 SDK 文件被意外损坏。注：此选项仅适用于解压后导入的
SDK。

• 打开项目主文件......示例项目导入后，会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打开，包含主功能的源文
件也会打开。此选项默认不勾选，会在同时导入多个文件时允许上述这种操作。

4.2.8

SDK 用户须知的重要提示
将 SDK 安装到 MCUXpresso IDE 中会增加其默认功能，但 SDK 可能采用不同的配置和版本。
下一节讨论用户在使用 SDK 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只能使用为 MCUXpresso IDE 创建的 SDK
如果出现表单 MCUXpresso IDE 无法加载一个或多个 SDK 的错误，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该 SDK
不是为 MCUXpresso IDE 构建的。在 SDK 构建器中，
验证工具链是否设置为 MCUXpresso IDE。
必要时，将工具链重置为 MCUXpresso IDE 并重新构建 SDK。
SDK 与 MCUXpresso IDE 旧版本的兼容性
新 SDK 版本 2.7.0 已经与 MCUXpresso IDE 11.1.0 版同时发布，但是，这个 SDK 格式包含的
有些功能不兼容旧版 MCUXpresso IDE。因此，这些新 SDK 可能无法安装，或者在旧版本的
MCUXpresso IDE 中使用时功能降低。
为了给那些在系统上安装了新旧版本 MCUXpresso IDE 的用户提供支持，我们采用新的默认
SDK 安装位置，但仍然支持旧版本使用的默认位置（从 10.1.0 版本开始，开始有效支持只读）。
其结果是，MCUXpresso IDE 10.1.0 和之后的版本会自动继承旧版 IDE 安装到（旧）默认位置
的 SDK。而旧版 IDE 无法“察知”MCUXpresso IDE 10.1.0 或之后的版本所安装的 SDK。
注：如果无需与旧版 IDE 保持兼容性，建议用户在可能时转而使用最新的 SDK。
共享部件支持处理
每个 SDK 包都将包含面向一个或多个 MCU 的部件支持，因此不可能会有两个（或更多）SDK
包包含相同的部件支持。
例如，
用户可能请求使用 Tower K64 SDK 和更新的 Freedom K64 SDK，
它们都适用于相同的 MK64FN1M0xxx12 MCU。如果两个 SDK 都安装到 IDE 中，那么这两组
示例和板驱动器都是可用的，但是 IDE 将选择这些 SDK 中指定的最新版本的部件支持。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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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向导和对话框将只显示一个 MCU 实例，但可以提供各种兼容的板和示例。注：如果选择了
一个板（从一个 SDK 中），并且由另一个 SDK 提供部件支持，则会在项目向导中显示一条消
息，表明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但无需用户采取操作。
如果安装了两个具有匹配的部件支持的 SDK，并且之后删除了提供部件支持的 SDK，那么剩余
的 SDK 将自动使用部件支持。
最后，如果项目创建为支持一种 SDK 部件支持，例如 Freedom K64，那么：- 该 SDK 被更改
为另一个兼容部件支持的 SDK，例如 TWR K64。该项目与另一位采用不同 SDK 的用户共享，
该 SDK 包含可兼容的部件支持（可能是只提供器件支持的 SDK）
发生这种情况时，会为每个项目生成和下图相似的对话框：

其中，保持持久性选项会改变此项目，让其永久与选定的 SDK 关联。如果取消勾选，IDE 会将
该更改作为临时更改，且数据不会写回到项目。
注：这种新关联建立后，项目将包含来自一个 SDK 的文件，但与另一个 SDK 关联。如果项目
刷新或者使用了组件管理功能，然后不兼容的代码可能被复制到项目中。
构建 Fat SDK
可能会为选择的部件（处理器类型/MCU）或板生成 SDK。如果只是选择了部件，那么生成的
SDK 中将包含部件支持，以及适用于最匹配的开发板的板支持数据。
因此，要获得支持 Freedom 和 Tower 板的 SDK，例如 Kinetis MK64......部件，只需要选择部件，
之后板支持会自动添加。
如果选择的部件没有直接匹配的板，例如 Kinetis MK63......那么生成的 SDK 中会包含：

• 对请求部件的部件支持，例如 MK63......
• 对推荐的最匹配、具有关联开发板的部件支持，例如 MK64......
• 对上述部件的板支持包，例如 Freedom 和/或 Tower MK64......
卸载考量
MCUXpresso IDE 支持根据需要安装和卸载 SDK（尽管对于大部分用户，卸载 SDK 毫无益处）。
但是，由于 SDK 为 IDE 提供部分支持，如果 SDK 被卸载，部件支持也会随之取消。任何使用
已卸载的 SDK 提供的部件支持构建的现有项目将不再构建或调试。要解决这种情况，只能重装
缺失的 SDK。注：如果有另一个安装的 SDK 能提供“缺失”的部件支持，则会自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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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项目
注：也请参见下方的增强项目共享功能[37]：

如果项目是使用来自 SDK 的部件支持构建的，然后被导出，例如与同样使用 MCUXpresso IDE
的同事共享该项目，那么该同事也需要安装 SDK，以为项目 MCU 提供部件支持。

4.3

增强项目共享功能
MCUXpresso IDE 具备一系列功能，旨在提升项目共享的易用性。这些功能结合在一起，用以
简化共享和协作过程。

4.3.1

项目拖放
除了快速入门面板提供的现有项目导入和导出功能之外，还提供一组新功能，用以简化项目转
移过程。
以前，在导入项目时需要先浏览到项目位置，然后导入。现在......

• 现在，只需将包含一个或多个项目的文件夹（或 zip）拖放到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即可
将项目导入到工作区中

• 简单地将项目从一个资源管理器视图拖放到另一个，即可将项目从一个 IDE 实例复制到另一
个 IDE 实例
Eclipse 还提供以下功能：

• 也可以通过将项目从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拖放到主机文件处理程序，以导出项目
• 警告：需要保持谨慎，因为在拖动时，默认的 Eclipse 行为是从工作区移动文件，而不是
进行复制。这个行为可以更改为进行复制，在 Mac 上是通过按住选项键，在 Windows 上
则是通过按住 Ctrl。请注意，如果移动了项目的基础文件，项目仍然显示在项目资源管理
器视图中，但不再可用。应实施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刷新(F5)。

提示
如果项目被意外移动（如上所述），可以通过将其从文件处理程序位置拖回项目资
源管理器视图来重新导入（必须先移除原有项目，否则可能因为名称冲突导致无法
导入）。

4.3.2

项目本地 SDK 部件支持
与同事共享项目时，SDK 模型在扩展 IDE 功能方面的缺陷凸显，
因为他们必须安装相同的 SDK，
采可以使用这个共享项目。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可以修改 SDK 项目（和示例），使其包含所需的 SDK 部件支持的本地副本。
SDK 项目可以得到增强，以包含本地 SDK 部件支持

• SDK 项目现在可以从已安装的 SDK 导入部件支持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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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右键单击项目，选择“添加 SDK 部件支持”即可

图 4.13. 添加 SDK 本地部件支持

• 然后可以使用这些项目（在其他用户的 MCUXpresso IDE 10.2.0 或更高版本中），而无需
先下载和安装适当的 SDK

• 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本地部件支持作为已安装的 SDK 显示

图 4.14. 查看 SDK 本地部件支持
注：这个功能不等同于可以取消最终安装 SDK 这个需求，因为涉及到项目大小等，而是作为短
期的解决方案，让项目暂时不受 SDK 要求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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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按照添加本地部件支持的方法将其移除。只需右键单击项目，选择“DK Management
-> Remove SDK Part Support”即可。此操作完成后，则必须为要使用的项目安装合适的 SDK。

4.3.3

项目本地支持文件
调试所需的支持文件，例如闪存驱动器、LinkServer 连接和重置脚本通常被发现（自动）位于
SDK 中，或者默认安装在 IDE 内。
但是，有时可能需要使用自定义的闪存驱动器和/或脚本。虽然这些文件可以从文件系统中的不
同位置存储和引用，但是为了增强项目共享，现在可以直接将这些文件包含在项目中并在本地
引用。
要以这种方式使用脚本和闪存驱动器文件，首先可以简单地将它们拖放到本地项目结构中：

LinkServer 启动配置现在可用于直接浏览至本地脚本（连接或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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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本地脚本文件
与此类似，可以通过编辑项目内存配置并再次在项目中浏览所需的闪存驱动器来引用项目的本
地闪存驱动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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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本地闪存驱动器
请参见额外的内存配置和连接器脚本。[167]
我们很少需要用到上述功能，但当共享项目需要用到自定义调试文件时，上述方案可以简化共
享和使用 MCUXpresso IDE 项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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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已安装的 SDK 部件支持来新建项目
关于如何使用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来创建项目，请参见：使用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来创建项目
[62]
在 MCUXpresso IDE 透视图的左下角找到快速入门面板[17]，然后查看首个入门级新建项目。

图 5.1. SDK 项目
新建项目向导引导用户从已安装的 SDK（以及从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创建，将在之后的章节中
讨论）创建新项目。
单击“新建项目”，启动新建项目向导，具体如下图所示：

5.1

新建项目向导
打开“板和/或器件选择”页面即会启动新建项目向导，该页面包含下方所述的一系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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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新建项目向导首页
1. 显示通过 SDK 安装的所有部件(MCU)。单击选择 MCU，然后过滤可用的匹配板。可以通过
单击三角形（用蓝色框高亮显示）隐藏 SDK 部件支持
2. 显示所有预先安装的部件（都是 LPC 或通用 M 部件）。单击选择 MCU，然后过滤可用的匹
配板（如果有）。可以通过单击三角形（用蓝色高亮显示）隐藏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
3. 显示来自 SDK 或匹配的 LPCOpen 包的所有板。单击选择板及其关联的 MCU。

• 来自 SDK 包的板将 SDK 叠加到它们的映像上。
4. 一些与用户选择相关的描述
5. 显示与所选 MCU 或板匹配的 SDK。如果安装了多个匹配 SDK，用户可以从该列表中选择要
使用的 SDK
6. 与当前选择相关的任何警告、错误或信息
7. 用于过滤可用板的输入字段，例如输入“64”来查看匹配的 MK64......可用的 Freedom 或
Tower 板
8. 3 种选项：按 A-Z 或 Z-A 的顺序对板排序，或者清除输入字段使用的过滤器，或选择单击。

提示
项目创建之后，选择的板和/或 MCU 会被保存，在下次进入向导时选择使用。要移除
此选项，请单击清除过滤器按钮（或任何背景空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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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提供为您想要创建的项目快速选择目标的几种方法。

在此说明中，我们将为 Freedom MK64xxx 板（所需的 SDK 已经导入）创建项目。
首先，要减少显示的板的数量，我们只需在过滤器(7)中输入“64”。页面只会显示 MCU 匹配
“64”的板。

图 5.3. 新建项目向导选择
如上图高亮显示，选定(SDK)板之后，系统还会自动选择匹配的 MCU（部件）和 SDK。
选定所选的板之后，单击“下一步”......

5.1.1

SDK 新建项目向导：基础项目创建和设置
SDK 新建项目向导分为两页，提供基础和高级配置选项。这些页面每页都预先配置了默认选项
（高级页面提供的默认选项可能基于从基础页面选择的选项进行设置）。
因此，要为我们选定的 Freedom MK64......板创建简单的“Hello World” C 项目，只需单击“完
成”即可。
注：系统会基于 MCU 名称，为项目提供一个默认名称。如果此名称与工作区内的一个项目名称
匹配，例如，向导以前被用于生成的一个采用默认名称的项目，那么错误字段会显示名称冲突，
且“下一步”和“完成”按钮会“变灰”。要更改新项目的名称；空白的“项目名称后缀”字
段可用于快速创建唯一的名称，但保留原有的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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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在选择的工作区内创建一个项目，并采用适用于板的所有默认向导选项。
但是，向导支持灵活选择/变更许多版本、库和源代码选项。这些选项以及第一个向导页面的组
件如下方所示。

图 5.4. 新建项目向导的基础 SDK 设置
1. 项目名称：系统基于以前屏幕上选择的部件自动选择默认的项目名称前缀

• 注：因为底层 GCC 工具链 Windows 版本对接受的文件名长度有所限制，所以建议采用的
项目名称长度不超过 56 个字符。否则，系统会显示项目构建错误消息，表示无法找到文
件，尤其是在链接步骤期间。
2. 项目后缀：可以在此处输入要附加到项目名称中的可选后缀。
3. 错误和警告：错误或警告在此处显示。在错误得到处理之前，“下一步”选项将不可用。错
误可能包括依赖问题等，或者，例如，选择的项目名称可能与工作区中现有的项目名称一样。
后缀字段(2)提供一种便利方式，用于创建唯一的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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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CU 封装：器件封装可以从 SDK 包含的范围内选择。该封装与实际的器件封装相关，一般
对于项目创建毫无用处。
5. 板文件：此字段允许自动选择一组默认的板支持文件，否则将创建空文件。如果以前的屏幕
上选择的是部件，而不是板，则不会显示这些选项。

• 如果您想要使用板特有的功能，例如通过 UART 输出，您应确保选择默认的板文件。
6. 项目类型：可以选择 C 或 C++项目，或者选择库。选择“C”之后会对应自动选择 RedLib
库，选择 C++则会对应选择 NewlibNano 库。参见 C/C++库支持[156]
7. 项目选项：

• 半托管：会导致选择所选库的半托管变体。对于 C 项目，会默认选择 Redlib Semihost-nf。
半托管允许调试环境仿真 IO 操作（例如 printf 和 scanf）。

• UART：会导致选择所选库的非托管变体。对于 C 项目，会默认选择 Redlb Nohost。printf
和 scanf 等 IO 操作将通过 UART（或者由调试探针通过 USB 提供的仿真 UART）执行

• CMSIS-Core：会导致创建包含多种支持代码（例如时钟设置、头文件）的 CMSIS 文件
夹。建议保持勾选此选项

• 复制源：对于压缩 SDK，此选项会被勾选并变灰。对于解压过的 SDK，可以使用 SDK 源
的链接参考创建项目。
8. 组件：

• 操作系统：提供拉入和链接操作系统资源（例如 FreeRTOS）的选项。
• 驱动器：用于选择支持的驱动器软件组件，以支持 MCU 外设集。
• CMSIS 驱动器：适用于标准 arm 硬件的代码和头文件
• 实用程序：一系列可选的支持实用程序。
• 例如，选择 debug_console，以使用 SDK 调试控制台处理 IO
• 选择此选项会导致向导在生成的代码内用(SDK) PRINTF() macro 替代 C Library
printf()

• 调试控制台选项基于通过 VCOM 而非 USB 向主机通信的调试探针（LPC-Link2 和
OpenSDA 调试探针支持此功能）

• 中间件：用于选择各种中间件组件
• 根据所选的 SDK，也可能显示其他选项
9. 每组组件都支持过滤器和可供选择的复选框。这些图标允许清除过滤器，允许勾选所有复选
框，允许清除所有复选框。
10. 启用或禁用组件选择汇总视图：因为所选的软件组件不能一起查看，所以可以通过此按钮选
择可选的汇总视图。这项设置将被记忆为工作区首选项。
11. 通过上述选项，为创建的项目启用所选的软件组件汇总视图。
最后，如果未显示错误状态，您可以选择“完成”来结束向导，或者，选择“下一步”进入高
级选项页面（接下来说明）。
重要提示：此向导默认选择的组件（操作系统、驱动器、实用程序、中间件等）都可以在该项
目内使用。但是，如果未从用户项目代码中引用组件支持功能，则链接器会从生成的映像中移
除这些组件支持功能。此外，选择组件之后会自动选择依赖关系。最后，请注意这是一个附加
过程，移除组件可能留下未解决的依赖关系，导致项目无法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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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某些中间件组件目前不兼容新建项目向导的功能，所以会被隐藏起来。如果需要这种组件，
建议采用的方法是：导入包含该组件的示例，然后根据需要进行修改。请参见 SDK 项目组件管
理理[58]了解具体的实施方法。
注：默认情况下，新项目文件都存储在当前的 MCUXpresso IDE 工作区中，建议采取这种方式，
因为之后源和项目描述都会存储在该工作区中。但是，如果需要，新建项目向导允许指定非默
认位置。为了确保在使用非标准位置时，每个项目的源和本地配置都是自包含的，IDE 会使用项

目名称前缀设置，在指定的位置中创建一个子目录。新建的项目文件会被存储在此位置。

5.1.2

SDK 新建项目向导：高级项目设置
高级配置页面会基于首个向导项目页面的设置来采用某些默认选项，例如，C 项目会预先选择
Redlib 库，C+ +项目会预先选择 NewlibNano。

图 5.5. 新建项目向导的高级 SDK 设置
1. 您可以通过这个面板选择库变体。参见 C/C++库支持[156]。注：如果前一个页面选择了 C++
项目，则 Redlib 选项会变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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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根据做出的选择，可能需要选择多个选项来修改支持 printf 的功能（和尺寸）
• Redlib 浮点 printf：如果勾选了此选项，会自动链接对 printf 的浮点支持。这样 printf 就可
以支持打印浮点变量，但是需要采用更大的库支持代码。Newlib 也是如此。

• Redlib 使用字符 printf：选择此选项可以避免使用堆，可以减小代码大小，但是会减慢 printf
操作的速度。
2. 此面板允许置位与输入/输出相关的选项。参见 C/C++库支持[156]。

• 重定向 SDK “PRINTF”：许多 SDK 示例都使用 PRINTF 宏，选择此选项会导致重定向
至 C 库 IO，而不是由 SDK 调试控制台提供的选项。

• 包含半托管硬故障处理程序：默认选定，此选项勾选后，会在项目源里增加一个硬故障处

•

理程序。此处理程序专用于处理在执行了半托管功能（例如 printf），但没有连接调试工
具来支持此操作时发生的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此操作程序会控制操作，并安全返回
到执行的应用。如果您不想使用半托管库，或者想要使用您自己的硬故障处理程序，请取
消勾选此选项。参见半托管 printf [160]了解更多信息。
将 printf/scanf 重定向至 ITM：导致 C 文件'retarget_itm.c 被拉入您的项目。这使得
printf/scanf I/O 能够通过 SWO 通道发送。其优势在于，可以在性能损失极小的情况下执
行 I/O 操作。此外，这些例程无需调试器支持，（例如）可用于生成能够有效清空的记录，
除非连接了调试工具。注：此功能在 Cortex M0 和 M0+部件上不可用。
• 如需更多信息，可参见 MCUXpresso IDE SWO 跟踪指南。

• 将 printf/scanf 重定向至 UART：设置定义 SDK_DEBUGCONSOLE_UART，导致 C 库
printf 功能重定向至 SDK 调试控制台 UART 代码。
3. 硬件设置：从这个下拉菜单，您可以设置一些选项，例如可用的/所需的浮点支持类型。这会
默认对 MCU 设定合适的值。

•

4. MCU C 编译器：从这个下拉菜单，您可以设置多个编译器选项，这些选项可以针对 GNU
C/C++编译器进行设置。

•

5. 将应用链接至 RAM 复选框，以反映或设置选项：强制链接器忽略任何定义的闪存区域，并
将应用链接至定义的首个 RAM 区域。此选项是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anaged Linker Script -> Link application to RAM 中的标记的副本 注：此设置只适用于开
发中的项目，这是因为需要使用调试控制或引导加载程序将代码/数据加载到 RAM 中，并模
拟处理器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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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存配置：此面板显示创建的 MCU 项目的闪存和 RAM 内存布局。还显示预先选择的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注：此闪存驱动器仅用于进行 LinkServer (CMSIS-DAP)调试连接。

• 从这个对话框中，可以根据需要编辑项目的默认内存设置以及自动生成的链接器脚本。参
见内存配置和链接器脚本[167]

5.2

项目构建
要构建项目（使用新建项目向导创建），只需要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项目，然后
转至“快速入门”面板，单击“构建按钮”，即可构建项目。这会构建所选项目的有效配置，
而新创建的项目则默认采用调试配置。
注：MCUXpresso IDE 项目在创建时采用两种构建配置：调试和发布（如果需要，可以增加更
多）。两种配置的区别在于默认采用的编译器优化等级不同。调试项目默认采用 None (-O0)，
发布项目则默认采用(-Os)。关于如何在两种构建配置之间切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如何在调试
和发布配置之间切换？[229]
构建日志将在控制台视图中显示，具体如下。

图 5.6. 新建项目向导构建
上方高亮显示的项目内存的使用情况如下所示：

默认情况下，应用会基于在器件内存配置中找到的首个闪存进行构建和链接。
对于大部分 MCU，
只有一个闪存器件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项目需要 8216 字节的闪存存储空间，占可用闪
存的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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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将用于存储全局变量、堆和堆栈。MCUXpresso IDE 提供一个灵活方案，为堆和堆栈保留
内存。上述示例每个为堆和堆栈保留 4KB。请参见内存配置和链接器脚本[167]了解详细信息。
此外，请参见映像信息[171]，详细了解如何浏览映像的组成。

5.2.1

构建配置
默认情况下，每个项目在创建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构建配置”：调试和发布。每种构建配置都
包含一组不同的构建选项。因此，调试构建一般是编译其代码，且优化功能被禁用(
构建则是编译其代码，进行优化，以实现最小的代码大小(

-o0 )，发布

-os )。当前为项目选择的构建配置将

在快速入门面板的“构建/清理/调试”选项的项目名称后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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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导入示例项目（从已安装的 SDK）
除了驱动器和部件支持，SDK 还提供目标 MCU 的多个示例项目。
要从安装的 SDK 导入示例，请转至“快速入门”面板并选择“导入 SDK 示例”。

图 6.1. SDK 示例
此选项调用导入 SDK 示例向导，引导用户从安装的 SDK 导入 SDK 示例项目。
与新建项目向导一样，此向导首先会打开一个页面，以选择 MCU/板。但是现在，该页面只会显
示 SDK 支持的部件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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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SDK 示例板

6.1

SDK 示例导入向导
选择和过滤的方式与新建项目向导[42]一样，但需要注意，示例是为特定的开发板创建的，因此
必须选择板，之后才能进入向导的“下一步”页面。

6.1.1

SDK 示例导入向导：基础选择
SDK 示例导入向导分为两页，提供基础和高级配置选项，以及选择选项：第二个配置页面只在
选择导入单个示例时可用。原因在于，示例可能设置特定的选项，所以全局更改设置并不合理。
第一个页面提供各个类别所有可用的示例。类别可以展开，以查看基本的层级结构。各种设置
和选项如下所述：注：系统会基于 MCU 名称、板名称和示例名称，为项目提供一个默认名称。
如果此名称与工作区内的一个项目名称匹配，例如，向导以前被用于生成的一个采用默认名称
的示例，那么错误字段会显示名称冲突，且“下一步”和“完成”按钮会“变灰”。要更改新
示例的名称，可以使用空白的“项目名称后缀”字段快速创建唯一的名称，但保留原有的前缀，
例如，增加“1”。
MCUXpresso IDE 将为选定的 MCU 和板创建一个项目，该项目采用常用默认设置。但是，向导支
持灵活选择/变更许多版本、库和源代码选项。这些选项以及第一个向导页面的组件如下方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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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SDK 示例选择
1. 项目名称：系统会按照以下格式自动创建项目名称：boardname_exampiename
2. 项目后缀：可以在此处输入要附加到项目名称中的可选后缀。如果您重复导入一个或多个项
目，这会非常有用，因为在此处输入可以使所有自动生成的名称在当前的工作区中是唯一
的......
3. 项目类型：这由导入的示例预先设置的类型来设置。如果导入多个示例，这些选项会变灰。
4. 项目选项：

• “SDK 调试控制台”：选择示例之后，此选项可用于控制半托管控制台、UART 或示例默
认设置之间的 IO。

• “复制源”：对于解压过的 SDK，您可以取消勾选此选项，以创建包含连接至原始 SDK 文
件的源链接的项目。取消勾选此选项时应谨慎，因为编辑链接的示例源会覆盖原有的文件！

• “导入其他文件”：默认情况下，在导入期间不会过滤掉源文件，例如图形，请勾选此复
选框以导入所有文件。
5. 示例过滤器：在此字段中输入文本，找到可能的匹配结果，例如，输入“LED”或“bubble”，
找到在许多 SDK 中显示的示例。此过滤器不分大小写。
6. 示例：示例列表分了类别。注：对于某些部件，有许多潜在示例可以导入
7. 多种选项（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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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打开过滤器窗口，以从 XML 描述中导入示例。这属于开发人员功能，将在下方详细说明。
清除现有的过滤器
选择（勾选）所有示例
清除所有勾选的示例
打开示例结构
关闭示例结构

最后，如果不显示错误状态，则可以选择“完成”来结束向导，或者，如果只选择一个示例，
则可以使用选择“下一步”选项进入高级选项页面（在下一节中介绍）。
注：SDK 中可能包含许多示例，如下所示，FRDM MK64 SDK 示例显示 146。导入许多个示例
需要一定时间......考虑到，每个示例都由多个文件和相关的描述 XML 组成，导入一个示例可能
只需要几秒，但导入其他每个示例都需要这么长时间。此外，单个工作区中包含大量项目可能
会影响 IDE 的运行，因此，建议将导入的示例数量限制在合理范围。
注：因为底层 GCC 工具链 Windows 版本对接受的文件名长度有所限制，所以建议采用的项目
名称长度不超过 56 个字符。否则，系统会显示项目构建错误消息，表示无法找到文件，尤其是
在链接步骤期间。

图 6.4. SDK 示例选择多项

6.1.2

SDK 示例导入向导：高级选项
高级配置页面（如下所示）会基于所选的示例采用某些默认选项；例如，C 项目会预先选择 Redlib
库，C++项目则预先选择 Newlib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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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新建项目向导的高级 SDK 设置
这些设置高度匹配 SDK 新建项目向导描述中的设置。因此，请参见 SDK 新建项目向导：高级
选项[47]查看关于这些选项的说明。注：更改这些高级选项可能会妨碍示例的构建或执行。

6.1.3

SDK 示例导入向导：从 XML 片段导入
此选项可与‘Project Explorer’ -> Tools -> Generate Example XML 配合使用（也可用于导入
MCUXpresso 配置工具项目生成器创建的项目）。
此处，它用于合并可选的板封装框架中现有的源。
要为您工作区中的现有项目创建一个 XML“片段”，请右键单击“项目资源管理器”中的项目（或
者仅单击“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不选定项目），然后选择“Tools->Generate examples.xml file”
工作区中选定的项目或所有项目（如果未选定项目）将在工作区本身创建的新文件夹中转换成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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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片段创建项目，请在快速入门面板视图中单击“导入 SDK 示例...”：
选择板，然后单击按钮“从 XML 导入”。（在下方高亮显示，关于其描述，参见以前的章节）。
您将在示例列表中看到来自外部片段的示例定义，选择如下所示。

选择要重新创建的外部示例，然后单击“完成”，即会在工作区中创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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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将示例导入到非默认位置
默认情况下，导入的示例源都存储在当前的 MCUXpresso IDE 工作区中，建议采取这种方式，
因为工作区随后会包含源和项目描述。但是，如果需要，导入 SDK 示例向导允许指定非默认
位置。为了确保在使用非标准位置时，每个项目的源和本地配置都是自包含的，IDE 会使用项

目名称前缀设置，在指定的位置中创建一个子目录。然后，单个或多个导入项目会被存储在这
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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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DK 项目组件管理
从 SDK 创建的项目和示例包含许多软件组件，例如外设驱动器和/或中间件。在以前的
MCUXpresso IDE 版本中，只有在创建新项目时才可以使用添加组件的选项，导入示例时则不
能。MCUXpresso IDE 版本能够通过新的管理 SDK 组件向导轻松地对之前创建或导入的示例项
目添加（或移除）SDK 组件。要启动管理 SDK 组件向导，只需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所
选项目，然后如下图所示单击包图标：

图 7.1. 管理 SDK 组件
注：这个强大功能可以基于 SDK 中包含的元数据来添加（或移除）SDK 组件和源文件级的依赖
关系。但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 IDE 只能保持 SDK 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在确定能否安全移除组件时，不会考虑从用户创
建的文件或源（例如 SDK 示例的 main() function）引用的 SDK 组件功能。所以，IDE 并非
一直能够阻止用户移除成功构建项目实际所需的组件。

• 组件被移除时，定义的符号不会被移除，因此用户应该确保在移除组件时，只显示所需的符
号。否则，可能导致项目构建失败。
您可以从 Preferences -> MCUXpresso IDE -> SDK Handling -> Components 选择各种 SDK 组
件管理选项。

7.1

SDK 项目组件管理示例
为了说明如何使用这种功能，会在项目中添加 dac 驱动器。要进行添加，请启动管理 SDK 组件
向导，单击“dac”驱动器组件，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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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屏幕上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列出此组件所需的所有源文件，如下所示。

图 7.2. SDK 组件管理
注：其中许多文件可能已经包含在您的项目中。
单击“是”将这些源文件添加到您的项目中。
重要提示：由于您的项目中可能包含所需源文件被编辑过的版本或全新版本，所以 MCUXpresso
IDE 会比较要包含的新文件和所选项目中已包含的现有文件。
如果发现源文件存在差异，则启动如下方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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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SDK 组件管理文件差异
此时，您可以从下列选项中选择：

• 替换 单击覆盖来自 SDK 版本的项目。
• 保留现有文件 单击使现有项目文件保持不变。
• 比较 单击比较两个文件——这会启动 Eclipse 文件比较实用程序，以便可以比较新 SDK 文
件和项目副本。
在本示例中，我们会单击“比较”......
从下方您可以看到，对用户项目源做出了更改：

图 7.4. SDK 组件管理文件比较
比较实用程序允许检查任何更改，并决定选择或忽略哪些代码行。做出决定后，单击“提交”
使用这些更改，或单击“取消”保持项目文件不变。
最后，请注意添加前应用构建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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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添加后应用的大小。

它们完全一样！
这是因为尽管项目中添加了新的源文件，但是它们（可能）不会被项目的任何代码引用，所以
最终映像中不会包含任何新功能或数据。要使用任何新组件，则必须引用它的一些新功能。
注：一些中间件组件（例如 USB）与添加/移除组件功能不兼容，因此在添加/移除对话框中会隐
藏起来。如果需要这种组件，建议采用的方法是：导入包含该组件的示例，然后根据需要进行
修改。以后的版本将会解除这种限制。
此外，请参见映像信息[171]，详细了解如何浏览映像的组成。

7.2

SDK 项目刷新
使用上述技术，MCUXpresso IDE 项目可以通过更新的 SDK 组件进行刷新。
当为特定的 MCU/板发布新的 SDK 时，许多源文件会得到更新、缺陷修复、功能增加等。如果
MCUXpresso IDE 中现有的 SDK 被这样一个新 SDK 替换，则可以使用上述同样的机制选择性
地将更新（或变更）后的源文件或源文件部分添加到现有项目中。
要使用此功能，只需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一个项目，然后如下方所示单击“刷新 SDK
组件”。

图 7.5. SDK 组件管理项目刷新
SDK 组件管理向导将引导您完成更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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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预先安装的部件支持来新建项目
关于如何使用 SDK 来创建项目，请参见使用安装的 SDK 部件支持来新建项目[42]
要研究预先安装的部件/MCU 系列，只需在快速入门面板中单击“新建项目”。单击之后，会显
示与下方图像类似的页面：

图 8.1. 新建项目向导预先安装
预先安装的部件的列表将显示在此窗口的左下方。
除此以外，还会显示一系列相关的开发板，并显示是否提供匹配的板支持库（LPCOpen 或代码
捆绑包）。
关于此页的详情，请参见：新建项目向导详情[42]

8.1

新建项目向导
本向导页面提供几种为要创建的项目快速选择目标的方法。
在此说明中，我们将为 LPC4337 MCU 创建一个项目。这个 MCU 有可用的 LPCOpen 库，所以
我们可以使用板过滤器来定位这个 MCU。注：当 LPCOpen 或代码捆绑包项目存在时，将会显
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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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PCOpen 软件驱动器和示例[70]章节介绍 LPCOpen

为了减少显示的板的数量，可以简单地在过滤器中输入“4337”，之后屏幕只显示 MCU 包含
“4337”的板。

图 8.2. 适用于预先安装的 MCU 的新建项目向导选择
如上图高亮显示，选定板之后，也会自动选择匹配的 MCU（部件）。
注：如果没有匹配的板，可以从预先安装的 MCU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MCU。
注：从 SDK 添加到 MCUXpresso IDE 的板将在板的映像上叠加“SDK”图形。如果板没有 SDK
图形，表示匹配的 LPCOpen 包（或代码捆绑包）可用于该板和相关的 MCU。
选择所选的板后，现在单击“下一步”启动下一级向导。这些面向预先安装的 MCU 的向导与
LPCXpresso IDE 中采用的向导非常相似，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说明。

8.2

创建项目
MCUXpresso IDE 包含许多项目模板，允许为特定的 MCU 创建正确配置的项目。
这个新建项目向导支持 2 种类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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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 LPCOpen 库的项目
• 独立项目

此外，某些 MCU（例如 LPC4337）从内部支持多核，对于这些 MCU，还会显示多核选项（如下）：

图 8.3. 新建项目：向导选择
现在，您可以选择想要创建的项目类型（有关向导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内容）。
在本例中，我们将展示创建简单的 C “Hello World”示例项目的步骤。

8.2.1

选择向导类型
对于大多数 MCU 系列，MCUXpresso IDE 为两种形式的项目提供向导：LPCOpen 和非
LPCOpen。有关 LPCOpen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软件驱动器和示例[70]。对这两种形式，主
要可用的向导包括：
C 项目

• 创建一个简单的C项目，使用由无限 while(1) 环路（增加一个计数器）构成的 main() 例程。
• 对于 LPCOpen 项目，也将包含代码，以启动板和启用 LED。
C++项目

• 创建一个简单的C++项目，使用由无限 while(1) 环路（增加一个计数器）构成的 main() 例程。
• 对于 LPCOpen 项目，也将包含代码，以启动板和启用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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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静态库项目

• 创建一个简单的静态库项目，包含源目录和（可选）可以包括文件的目录。该项目还将包含
一个“liblinks.xml”文件，可由智能更新向导在上下文敏感菜单中使用，创建连接应用项目
和这个库项目的链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单击下方网址查看常见问题解答：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630594
C++静态库项目

• 创建一个简单的(C++)静态库项目，与 C 静态库项目向导创建的一样，但工具设置为构建 C++，
而不是 C 代码。
非 LPCOpen 向导系列还包含一个进一步向导：
半托管 C 项目

• 创建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项目，其中 main()例程包含一个 printf()调用，使得文本将
在 MCUXpresso IDE 的控制台视图中显示。这使用“半托管”功能实现。参见半托管[159]
章节了解更多信息。

8.2.2

配置项目
在您选择适当的项目向导之后，您将能够输入新项目的名称，这个名称在当前工作区中必须是
唯一的。
最后，您将看到一个或多个“选项”页面，您可以通过它们设置一些项目特定的选项。所提供
的选择由您的目标 MCU 和所选择的特定向导决定，可能因 MCUXpresso IDE 版本而异。注：
如果您对任何选项有任何疑问，我们通常建议保持默认设置值。
以下章节详细介绍在运行向导时可能看到的一些选项。

8.2.3

向导选项
向导将显示一组页面（因选择的 MCU 而异），其中许多页面一般无需用户进行更改，因为已经
预先设置采用常用的默认值。这些页面可能包括：
LPCOpen 库项目选择
在创建 LPCOpen 项目时，您看到的首个选项页面是 LPCOpen 库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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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LPCOpen 库选择
您可以在此页面运行“导入向导”，从 http://www.nxp.com/lpcopen 为您的目标 MCU/板下载
LPCOpen 捆绑包，并将其导入您的工作区（如果您尚未实施此步骤）。
然后，您需要使用工作区浏览器为您的 MCU 选择 LPCOpen 芯片库（对于某些 MCU，还可以
从浏览按钮旁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合适的值）。注：在您从工作区中选择库项目之前，向导不允
许继续操作。
最后，您可以使用工作区浏览器，选择性地为安装 MCU 的板选择 LPCOpen 板库（同样，在有
些情况下，还可以从浏览按钮旁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合适的值）。虽然选择板库是可选操作，我
们建议您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这项操作。
CMSIS-CORE 选择
为了实现向后兼容，适用于许多部件的非 LPCOpen 向导都能够将新项目和 CMSIS-CORE 库项
目链接起来。ARM Cortex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或 CMSIS）的 CMSIS-CORE 部分提供一
种定义的访问 MCU 外设寄存器的方法，以及用于初始化 MCU 和使用 Cortex CPU 本身的各方
面功能的代码。MCUXpresso IDE 通常通过配置 CMSIS 库项目来为 CMSIS 提供支持。您可以
在 MCUXpresso IDE 安装的示例目录中找到 CMSIS-CORE 库项目。
通常，如果您想要使用CMSIS-CORE库项目，您应该使用 CMSIS_CORE_<partfamily>（这些项目使用来
自ARM CMSIS v3.20 规范的组件）。在某些情况下，MCUXpresso IDE基于早期的CMSIS规范
版本提供库，采用 CMSISV1p30_<partfamily> 之类的库名称，但是不建议在新项目中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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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MCUXpresso IDE 中的 CMSIS 库选项来选择想要将正在创建的项目链接到的
CMSIS- CORE 库（如果有）。注：在向导允许您继续操作之前，您需要将合适的 CMSIS-CORE
库项目导入到工作区中。
有关 CMSIS 及其在 MCUXpresso IDE 中的支持的更多信息，
请单击下方网址查看常见问题解答：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630589
注：对于新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使用 LPCOpen 而不是 CMSIS-CORE 库项目。
（事实上，
LPCOpen 实际是基于 CMSIS- CORE 的多个方面进行构建的。）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软
件驱动器和示例[70]
CMSIS DSP 库选择
ARM Cortex 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或 CMSIS）规范也提供 DSP 库的定义和实现。
MCUXpresso IDE 为 Cortex-M0/M0+、Cortex-M3 和 Cortex-M4 部件的 CMSIS DSP 库提供预
先构建的库项目，虽然也在 MCUXpresso IDE 示例中提供其源版本。
注：CMSIS DSP 库可用于 LPCOpen 和非 LPCOpen 项目。
外设驱动器选择
对于某些部件，可以从 MCUXpresso IDE 安装的示例区域找到一个或多个适用于目标 MCU 的
外设驱动器库项目。在创建新项目时，您可以使用非 LPCOpen 向导为此类库项目创建合适的链
接。在向导中选择这些库之前，您需要确保已经从示例中导入这些库。
注：对于新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建议使用 LPCOpen 而不是这些外设驱动器项目。
允许使用浮点硬件
某些 MCU 可能包含一个硬件浮点单元
（例如恩智浦 LPC32xx、
LPC407x_8x 和 LPC43xx 部件）
。
此选项将设置合适的构建选项，以便代码构建为使用硬件浮点单元，也会使启动代码启用将要
包含的单元。
代码读取保护
恩智浦的 Cortex LPC MCU 提供“代码读取保护”(CRP)机制，以防止在内部闪存中的特定存
储位置包含特定值时，外部工具对内部闪存实施某些类型的访问。MCUXpresso IDE 支持设置
这种存储位置。参见代码读取保护[183]章节了解更多信息。
允许使用 Romdivide 库
恩智浦的某些基于 Cortex-M0 的 MCU（例如 LPC11Axx、LPC11Exx、LPC11Uxx 和 LPC12xx）
的 ROM 中包含优化代码，以执行分频操作。此选项允许使用这些 Romdivide 库功能。有关更
多详细信息，请单击下方网址查看常见问题解答：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630743
禁用看门狗
与大多数 MCU 不同，恩智浦的 LPC12xx MCU 在重置时默认启用看门狗定时器。此选项禁用这
种默认行为。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单击下方网址查看常见问题解答：
https://community.nxp.com/message/63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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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C1102 ISP 引脚

与恩智浦的其他 MCU 不同，在重置时配置引脚来触发进入恩智浦的 ISP 引导加载程序，这在
LPC1102 上不是采用硬连接。此选项允许生成默认代码，以提供 ISP 引脚。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恩智浦的应用笔记 AN11015“将 ISP 添加至 LPC1102 系统”。
内存配置编辑器
对于某些 MCU，例如 LPC18xx 和 LPC43xx，向导将提供编辑目标内存配置的选项。这是因为，
这些部件可能使用外部的 SPIFI 闪存，因此如果需要，可以在这里进行说明。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LinkServer 闪存支持[142]和内存配置和链接器脚本[167]
注：在项目创建之后，也可以编辑内存配置。
Redlib Printf 选项
某些部件的“半托管 C 项目”提供两种配置实现 printf 系列功能的选项，这些功能从 Redlib C
库拉入：

• 使用非浮点版本 printf
• 如果应用没有将浮点数传递给 printf() 系列功能，则可以选择非浮点printf变体。这将有助于减
小应用的代码大小。

• 对于向导不提供此选项的MCU，可以通过将符号 CR_INTEGER_PRINTF 添加到项目属性来实现相同
的效果。

• 使用字符，而不是基于字符串的 printf
• 默认情况下，printf() 和 puts() 使用 malloc() 在堆上提供一个临时缓冲区，以便生成要显示的字符串。
启用此选项，以切换至使用这些功能的“按字符”版本（无需堆空间）。例如，如果您正
在重新设定printf()的目标以通过UART写出，这会很有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一
个临时缓冲区来存储整个字符串没有意义，只能通过UART一次一个字符打印出来。

• 对于向导不提供此选项的MCU，可以通过将符号 cr_printf_char 添加到项目属性来实现相同的
效果。
注：如果只需要显示固定的字符串，那么使用 puts() 而不是 printf() 将显著减小应用的代码大小。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C/C++库支持[156]

8.2.4

创建的项目
选择合适的选项后，您可以单击“完成”按钮，向导将为您创建项目，以及合适的启动代码和
简单的 main.c 文件。项目的构建选项将根据您在项目向导中选择的MCU进行合适配置。
然后您应该能够构建和调试您的项目，如 9.5 节和第 11 章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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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导入示例项目（从文件系统）
MCUXpresso IDE 支持两种导入示例的方案：

•
•

从 SDK - 使用 Quickstart Panel -> Import SDK example(s)。参见导入示例项目（从 SDK）[51]
从文件系统 - 使用 Quickstart Panel -> Import project(s) from file System

• 关于此选项的讨论，请参见下文：

拖放
只需将包含 MCUXpresso IDE 项目的文件夹（或 zip）拖放到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
即可将 MCUXpresso IDE 项目直接导入到工作区。注：这将导入文件夹（或 zip）中
的所有项目。也可以直接将项目从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拖出到文件处理程序，或者直
接拖出到 IDE 的另一个实例中，以导出项目。参见增强项目共享功能[37]了解更多信
息。由于 11.1.0 版中的底层 Eclipse 发生变化，当工作区中已经存在一个或多个项目
时，拖放只能用于导入项目
注：此选项还可用于导入从 MCUXpresso IDE 导出的项目。参见导出项目[73]
MCUXpresso IDE 安装了预先安装的部件的大量示例项目，可以直接导入到工作区中：这些示
例项目位于：

包含：

•

CMSIS-DSPLIB

• 一套常用的信号处理功能，可在基于 Cortex-M 处理器的器件上使用。
• 面向 LPC800 系列的代码捆绑包
• 其中包括软件实例，用于教导用户如何在基础级别实施外设烧写。
• 闪存驱动器
• LinkServer 用来创建闪存驱动器的示例项目
• Legacy
• 一系列历史实例和驱动器，包括 CMSIS/外设驱动器库
• LPCOpen
• 高质量的板和芯片，支持适用于 LPC MCU 的库，以及示例项目

9.1

LPC800 系列器件的代码捆绑包
LPC800 系列 MCU 非常适合那些想要从 8 位和 16 位 MCU 过渡到 Cortex M0/M0+的客户。为
此，我们创建了由软件示例组成的代码捆绑包，用于教导用户如何在基础级别实施外设烧写。
这些示例提供寄存器级别的外设访问，与 MCU 用户手册中的内存映射直接对应。例如 readme
和源文件评论中提供的简明、准确的解释。LPC800 系列器件的代码捆绑包在推出系列产品时提
供，可以配合一系列工具使用，包括 MCUXpresso IDE 在内。
有关代码捆绑包的更多信息及最新下载，请访问：
https://www.nxp.com/LPC800-Code-Bun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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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LPCOpen 软件驱动器和示例
注：LPCOpen 不再处于主动开发阶段，来自恩智浦的新 MCU 受 SDK 支持。某些部件（例如
LPC54xxx 系列中的一些产品）可以提供 LPCOpen 和 SDK 支持。
LPCOpen 全面收集了免费软件库（驱动器和中间件）和示例程序，可让开发人员创建各种基于
LPC 微控制器的多功能产品。LPCOpen 对所有 LPC 开发人员免费开放。
这些 LPCOpen 功能包括：

• 带有用示例的 MCU 外设驱动器
• 器件系列中的常用 API
• 通常需要第三方和开源软件端口
• 支持 Keil、IAR 和 LPCXpresso/MCUXpresso IDE 工具链
LPCOpen 经过彻底的测试和维护。最新的 LPCOpen 软件现在提供：

• MCU 系列特定的下载包
• 支持 USB ROM 驱动器
• 改进代码组织和驱动器（效率、功能）
• 提高对 MCUXpresso IDE 的支持
CMSIS/外设驱动器库/代码捆绑包软件包仍然可用，位于 install_dir/ide/Examples/Legacy 文件
夹内。但是，这些只适用于现有的开发工作。在开始新的评估或产品开发时，我们建议使用
LPCOpen（如果可用）。
有关 LPCOpen 的更多信息及包下载，请访问：
http://www.nxp.com/lpcopen

9.3

导入示例项目
要从文件系统导入示例项目，找到“快速入门”面板并选择“从文件系统导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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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导入项目
您可以在此处浏览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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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导入示例

• 浏 览 以 找 到 本 地 系 统 中 以 zip 存 储 的 示 例 。 这 些 可 能 是 您 以 前 下 载 的 文 档 （ 例 如
http://www.nxp.com/lpcopen 中的 LPCOpen 包，或者 MCUXpresso IDE 安装的示例/旧式子
目录中提供的废弃示例代码）。

• 浏览找到存储在本地系统的目录表单中的项目（例如，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将不同工作区中的
项目导入当前的工作区中）。

• 浏览 LPCOpen 资源，以访问 http://www.nxp.com/lpcopen，并为您的目标 MCU 下载合适
的 LPCOpen 包。此选项将自动打开网络浏览器，浏览合适的链接页面。
为了演示如何使用导入项目功能，我们现在为 LPCXpresso4337 开发板导入 LPCOpen 示例。

9.3.1

为 LPCXpresso4337 开发板导入示例
首先，假设您之前没有下载合适的 LPCOpen 包，单击“浏览 LPCOpen 资源”，打开网络浏览
器窗口。单击“LPC4300 系列”，找到“恩智浦 LPCXpresso4337”，下载 2.xx 版本 LPCXpresso
工具链（为 LPCXpresso IDE 创建的 LPCOpen 包与 MCUXpresso IDE 兼容）。
注：LPC4337 的 LPCOpen 包已预先安装，位于：

包下载完成后，返回导入项目对话框，单击“项目档案”旁边的浏览按钮；然后找到以前下载
的 LPCOpen LPCXpresso4337 包档案。选择档案，单击“打开”，然后单击“下一步”。屏
幕将显示档案中的项目列表，如图 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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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选择要导入的项目
选择要导入的项目，然后单击“完成”。示例将被导入您的工作区。
注：一般而言，在从示例的 zip 档案文件进行导入时，最好选择所有项目。在您第一次导入示例
组，您可能意识不到项目之间的依赖关系，这是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项目档案会包含一
个或多个库项目，这些库项目被示例中的实际应用项目使用。如果不导入这些库项目，则无法
创建应用项目。

9.4

导出项目
MCUXpresso IDE 从“快速入门”面板提供以下导出选项：

• 导出要存档(zip)的项目
• 导出要存档(zip)的项目和参考
• 选择此选项可导出项目并自动导出引用的库
要导出一个或多个项目，首先从“项目资源管理器”选择项目，然后从 Quickstart Panel -> Export
project(s)存档(zip)。这会打开文件处理程序窗口。只需选择目标位置，输入要导出的档案的名
称，然后单击“确定”。
此外，请参见增强项目共享功能[37]了解关于拖放项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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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构建项目
在工作区中构建项目是使用“快速入门”面板来“构建所有项目”的简单示例。或者，可以在
“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单个项目并进行构建。注：构建单个项目也可能触发相关的或
引用项目的构建。

9.5.1

构建配置
默认情况下，每个项目在创建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构建配置”：调试和发布。每种构建配置都
包含一组不同的构建选项。因此，调试构建一般是编译其代码，且优化功能被禁用(
构建则是编译其代码，进行优化，以实现最小的代码大小(

-o0 )，发布

-os )。当前为项目选择的构建配置将

在“快速入门”面板的“构建/清理/调试”选项的项目名称后面显示。
关于如何在两种构建配置之间切换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如何在调试和发布配置之间切换？[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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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调试解决方案概述
MCUXpresso IDE 内置支持 3 种调试（硬件）解决方案；和 LPCXpresso IDE 一样，包含本地
LinkServer（包括 CMSIS-DAP）[79]。还支持 P&E Micro [85]和 SEGGER J-Link [87]。这种支
持包括安装所需的所有驱动器和支持的软件。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讨论这些不同的调试解决方案。有关调试的一般信息，请参见章节调试项目
[93]
注：在 MCUXpresso IDE 中，使用的调试解决方案对项目设置或构建配置没有影响。基础调试
的调试操作也是相同的。

10.1 开启调试会话
连接合适的板和调试探针（通常是通过 USB）后，开启调试会话：
1. 在 MCUXpresso IDE 项目视图中选择要调试的项目
2. 在 MCUXpresso IDE 快速入门视图中单击“调试”

•

• 自动执行调试探测发现操作，以显示可用的调试连接（例如，检测到的调试探针），包括
与 LinkServer、P&E 和 J-Link 兼容的探针。

3. 选择所需的调试探针并单击“确定”

• 在这个阶段，会在包含调试特定配置的项目中自动创建项目启动配置[76]
• 如果调试连接成功，会显示调试视图，一般显示项目在 main()上已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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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项目调试完成之后，启动配置中将包含使用的调试探针的详细信息。后续调试会话将
自动选择这个探针（如果可用）。
从此刻开始，低级别的调试操作受上面提到的某个调试解决方案控制。
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来看，IDE 中最常见的调试操作都是相同的（或者大致相似），例如：

• 部件知识的自动继承
• 自动将生成的映像下载（烧写）到目标闪存
• LinkServer/CMSIS-DAP 闪存烧写 - 参见章节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简介[142]
• 自动在 main()上暂停[101]
• 设置断点[109]和观察点[110]
• 步骤[96]（逐步输出等）
• 查看和编辑本地变量[127]、寄存器[112]、外设[117]、内存[129]
• 查看和编辑全局变量[120]
• 实时全局变量[120]
• 查看反汇编[128]
• 半托管 IO [159]
• 所有调试解决方案都支持指令跟踪，请参见指令跟踪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 GUI 闪存工具[137]
• 所有调试解决方案都支持 SWO 跟踪，包括配置、中断跟踪等，请参见 SWO 跟踪指南了解
更多信息

• 通过故障视图[115]查看执行故障的详细信息（自动显示 LinkServer 调试期间生成的故障，
其他调试解决方案需要暂停）
也提供其他文档，涉及：

• 功率测量 - 请参见功率测量指南
• FreeRTOS 调试 - 请参见 FreeRTOS 调试指南
注：此外，MCUXpresso IDE 将动态管理每个调试解决方案的连接需求，以在相互不冲突的情
况下启动多个会话。关于调试多核 MCU，请参见章节调试多核项目[222]
需要注意的是，每种调试解决方案的某些操作（例如通过启动配置[98]实施功能处理）可能是不
同的。此外，高级调试功能可能因解决方案而异，甚至相似的功能在不同的 IDE 中也存在差异。
P&E Micro 和 SEGGER 调试解决方案也提供许多高级功能，有关详情，请访问各自的网站。

10.2 启动配置文件的简介
MCUXpresso IDE 中项目的调试属性都保存在每个项目的启动文件（也称为启动配置文件）中。
每个调试解决方案（LinkServer、P&E、SEGGER）的启动配置文件都不同，且包含调试连接
属性（SWD/JTAG 和各种其他配置等），也可能包含用于自动调试探针匹配和选择的调试探针
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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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尚未接受调试，例如新导入或创建的项目，那么项目不会有与之相关的启动配置。
用户首次尝试调试项目时，MCUXpresso IDE 将执行调试探针发现操作，并向用户显示找到的
调试探针列表。注：搜索的调试解决方案可以从这个对话框中过滤出来，如高亮显示的那样，
移除不必要的选项可以加快这个过程。

图 10.1. 调试探针发现
在选定调试探针，用户单击“确定”之后，IDE 会自动为调试探针创建默认的启动配置文件（下
方所示的 LinkServer 启动配置）。

图 10.2. 启动配置文件
注：仅为当前选择的构建配置创建启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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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调试操作，这些文件无需注意，基本上可以忽略。但是，如果需要更改，这些文件无
需手动编辑，而是应该在 IDE 内浏览它们的属性。
最简单的方法是单击展开“项目资源管理器”窗格中的项目，然后双击启动配置文件，自动打
开启动配置编辑配置对话框。
注：这个对话框包含多个内部选项卡，调试器选项卡（如下所示）包含调试主设置。请参见项
目 GUI 闪存工具[108]

图 10.3. 启动配置
有些调试解决方案支持从这个视图实施高级操作（例如恢复程序出错的部件）。
注：启动配置文件创建之后，可用于实施未来的项目调试操作。如果您想要使用采用不同的调
试探针的项目，只需删除现有的启动配置，然后允许在下一次调试操作中自动使用新配置。

提示
为了简化此操作，可以通过按住 SHIFT 键，同时从“快速入门”面板启动调试会话
来强制实施探针发现。新调试连接完成之后，会创建新项目启动配置替代现有的启动
配置。或者，调试快捷方式[101]可用于强制实施特定的调试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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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导出项目与他人共享时，通常应该在导出之前删除启动配置（连同其他 IDE 生成的文
件夹，例如构建配置文件夹（调试/发布，如果存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章节启动配置[98]

10.3 LinkServer 调试连接
MCUXpresso IDE 的本地调试连接（称为 LinkServer）通过以下调试探针支持调试操作：

• 带 CMSIS-DAP 固件的 LPC-Link2
• 集成 LPC-Link2 与 CMSIS-DAP 固件的 LPCXpresso V2/V3 板
• 安装到板载调试探针硬件上的 CMSIS-DAP 固件（默认安装在 LPCXpresso MAX 和 CD
板上）

• 有关 LPCXpresso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www.nxp.com/lpcxpresso-boards
• 需要额外的驱动器：
• https://developer.mbed.org/handbook/Windows-serial-configuration

• 安装到板载 OpenSDA 调试探针硬件上的 CMSIS-DAP 固件（默认安装在某些 Kinetis FRDM
和 TWR 板上）

• 被称为 DAP-Link 和 mBed CMSIS-DAP：http://www.nxp.com/opensda
• 需要额外的驱动器：
• https://developer.mbed.org/handbook/Windows-serial-configuration

• 其他 CMSIS-DAP 探针，例如带 CMSIS-DAP 固件的 Keil uLINK：http://
www2.keil.com/mdk5/ulink

• Legacy RedProbe+和 LPC-Link
• RDB1768 开发板内置的调试连接器(RDB-Link)
• RDB4078 开发板内置的调试连接器
注 ： MCUXpresso IDE 会 自 动 尝 试 将 最 新 的 CMSIS-DAP 固 件 软 加 载 到 LPC-Link2 或
LPCXpresso V2/V3 板上。要实现此操作，必须正确设置这些板上的 DFU 链接。请参见板文档
了解详情。

10.4 LinkServer 调试操作
用户首次尝试调试项目时，MCUXpresso IDE 将执行调试探针发现操作，并向用户显示找到的
调试探针列表。
注：要在 MCUXpresso IDE 中执行调试操作，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要调试的项目，
然后从快速入门视图中单击“调试”。
如果显示多个调试探针，则选择所需的探针。对于兼容 LinkServer 的调试探针，您可以从
Non-Stop（默认）或 All-Stop IDE 调试模式选择。
Non-Stop 使用 GDB 的“不关机模式”，允许在应用运行期间从目标读取数据。目前，该机制
被用于支持实时全局变量[120]和实时堆[126]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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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调试探针发现 Non-Stop
单击“确定”启动调试会话。此时，将创建项目启动配置文件。LinkServer 启动配置文件将包
含字符串“LinkServer”，并显示 LS 图标。
注：如果左侧勾选了“记住我的选择”，探针详情会存储在启动配置文件中，且会在本项目后
续的调试操作中自动选择此探针。
关于使用受支持的调试探针实施的一些常用的调试操作的说明，请参见常见调试操作[101]
执行 LinkServer 探针发现操作时，MCUXpresso IDE 默认选择“Non-Stop”模式。此默认设置
可以从 MCUXpresso IDE 首选项更改，通过：
Preferences -> Debug Options (M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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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LinkServer Non Stop 首选项
对于给定的项目，Non-Stop 模式选项被存储在项目的启动配置中。对于已经具有启动配置的项
目，可以如下所示，从 GDB 调试器选项卡更改此选项。

图 10.6. LinkServer Non Stop 控制

10.4.1

LinkServer 调试脚本
LinkServer 调试支持以下章节脚本[234]中讨论的脚本语言。
LinkServer 调试连接提供 3 种可能的标识，其中脚本一般被引用，用于执行一些非标准行为。
连接脚本 连接脚本覆盖默认的调试连接行为。通常，这些脚本用于为调试操作准备调试目标
(MCU)，否则调试操作可能会由于某些目标设置在重置后无法得到保证而失败。常见的需求可
能是：确保 RAM 可用于闪存烧写操作。如果需要，连接脚本会在 LinkServer 调试启动配置内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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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脚本 重置脚本覆盖默认的调试重置行为。与连接脚本相比，需要重置脚本的情况要少一些，
但是可以用来解决标准重置可能不能通过调试操作解决的问题。如果需要， 重置脚本 会在
LinkServer 调试启动配置内引用。
在极少数情况下，将连接或重置脚本添加到项目可能非常有用，请参见项目共享[37]了解执行此
操作的更多详细信息。
预连接脚本 预连接脚本有点不同。这些脚本（如果存在）为初始调试连接准备目标 MCU，这种
连接可能会失败。预连接脚本不在启动配置中指定，而是基于内置智能功能，由 IDE 为给定目
标自动调用。但是，可以通过项目启动配置中的复选框禁用。在极少数情况下，向项目添加预

连接脚本可能是有用的，这可以通过在项目目录中放置名为 LS_preconnect.scp 的文件实现。
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脚本自动提供和引用（通过 SDK），所以无需用户干预或操作。

10.5 LinkServer 故障排除
10.5.1

调试日志
有时，更详细地研究调试会话操作是很有用的。这些步骤被记录到名为调试日志的控制台中。
此日志会在调试操作开始时显示，但在默认情况下，会在执行开始时由另一个视图代替。该调
试日志是 IDE 控制台视图中的标准日志。要显示此日志，请选择控制台，然后单击查看各种选
项（如下图所示）：

调试日志显示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跟踪问题非常有用。
在下方所示的调试日志示例中，您可以看到已经运行了一个初始连接脚本文件。调试某些部件
需要连接脚本，且在必要时可由 IDE 自动添加到启动配置文件中。接下来，捕获并显示 MCU 的
硬件功能，其中包括可用的断点和观察点的数量，以及各硬件组件的详细信息；这些硬件组件
指示哪些调试功能可能可用，例如指令跟踪。
在此日志下，会显示闪存驱动器(FTFE_4K)选择、调试的部件（在本例中为 K64）的标识，以
及闪存烧写操作的烧写进度和速度（在本例中，超过 95 KB/sec）。

提示
会显示检测到的适用于 LinkServer 闪存烧写操作的类似闪存变体“K 64 FTFE
Generic 4K”的行。检测到的闪存的大小（在本例中为 1MB）和扇区大小(4KB)会在
此处显示。扇区大小可能很重要，因为该大小的倍数表示闪存烧写操作的有效基本地
址。例如，如果需要对多个映像进行烧写，则第二个映像必须比以前烧写的映像的大
小限值大 4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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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闪存烧写
大多数调试会话从闪存烧写开始，然后重置 MCU。注：如果闪存烧写失败，则调试操作将被中止。
MCUXpresso IDE 11.1.0 版新增功能 - 大部分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现在为在之前的调试操作
中保持不变的闪存扇区实施 Verify Same 操作（通过闪存散列机制）。
以下是重复之前的调试操作的调试日志的片段。日志报告在之前的操作中未发生变化的扇区，
以及闪存操作实现的整体速度——在本例中，相当于 937 KB/sec 烧写速度。

注：如果该功能不太可能导致问题，可以通过取消勾选“启用闪存散列”选项从项目 LinkServer
启动配置禁用。或者，该功能可以作为工作区首选项通过 MCUXpresso IDE -> Debug Options ->
LinkSever Options -> Enable flash hashing 禁用
以下是针对最常见的低级闪存操作的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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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扇区擦除：在内部，闪存器件被分为多个扇区（或分成块），其中扇区是单次操作可以擦除
的闪存的最小单位。扇区比页面大（参见以下）。在整个闪存器件中，扇区都是同样大小，
但并非一直如此。扇区基址在边界上对齐，边界大小是其大小的几倍。扇区擦除通常是闪存
烧写序列的第一步。
2. 页面烧写：在内部，闪存器件被分为多个页面，其中页面是单次操作可以烧写的最小单位。
页面比扇区小。页面基址在边界上对齐，边界大小是其大小的几倍。
3. 批量擦除：批量擦除会重置闪存中的所有字节（一般至 0xff）。这种操作可以清除所有内部
底层结构，例如闪存区域保护（从烧写开始）。
映像（或数据）烧写包括重复的扇区擦除操作，之后是一系列烧写页面操作；直到扇区全部烧
写，或者已经没有数据需要烧写。
对 Kinetis 部件烧写时，遇到的常见问题之一：它们使用 0x400 偏置的闪存配置块。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Kinetis MCU 闪存配置块[184]。Kinetis MCU 上的闪存扇区的大小范围在低于 1KB
到 8KB，因此实施的第一次扇区擦除可能将这个块的值全部清除到 0xFF，如果之后未能成功实
施烧写且部件被重置，则可能报告为“Secured”，且后续无法实施调试，直至部件恢复。
如果意外对“错误的板”执行了调试操作，会错误调用闪存烧写器，因此可能发生这种问题。
注：LinkServer 批量擦除操作会自动为 Kinetis 部件恢复此闪存配置块。但是，如果 Kinetis 器
件按扇区被批量擦除，此机制会被绕过，因此不会对 Kinetis 部件执行此操作！
如果您需要恢复“锁定”部件，请参见章节 LinkServer GUI 闪存工具[137]

10.5.3

LinkServer 可执行程序
LinkServer 调试操作基于三项主要的调试可执行程序。

• arm-none-eabi-gdb - 这是面向基于 ARM 的 MCU 构建的 GDB 版本
• crt_emu_cm_redlink - 此可执行程序（被称为调试桩）与 GDB 通信，并将低级命令传递给
LinkServer 可执行程序（也被称为 Redlink 服务器）

• redlinkserv - 这是 LinkServer 可执行程序，采取调试桩操作，通过调试探针直接与 ARM
•

Cortex 调试硬件通信。
rltool - 实用程序，有时被 IDE 用来直接与 redlinkserv 通信

如果调试操作失败或发生崩溃，可能是这些进程中的一个或多个未能正常关闭。因此，如果 IDE
没有有效的调试连接，但是在建立新调试连接时遇到了问题，则需要确保这些可执行程序
来停止所有低级别调试可执行程序（面
都没有运行。为简化这个过程，提供了 IDE 按钮
向所有调试解决方案）。因此，如果调试操作失败或发生崩溃，只需在开始新的调试操作之前
单击此按钮即可。

10.6 P&E 调试连接
MCUXpresso IDE 安装时，会自动安装 P&E Micro 软件和驱动器。无需额外执行任何设置，即
可使用 P&E Micro 调试连接。
目前，我们使用以下协议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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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link Universal (FX)
• Cyclone Universal (FX)（USB 和以太网）

• 安装到板载 OpenSDA 调试探针硬件上的 P&E 固件（默认安装在某些 Kinetis FRDM 和 TWR
板上）
注：某些带 OpenSDA 的 Kinetis 板支持 P&E VCOM，但不提供调试支持。要更新此固件，请
访问 OpenSDA 固件更新页面，链接：Help -> Additional Resources -> OpenSDA Firmware
Updates

10.7 P&E 调试操作
通过 P&E 兼容的调试探针进行调试的过程与和(CMSIS-DAP)兼容调试探针的本地 LinkServer
完全一样。只需通过“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选择项目，然后从“快速入门”面板中单击“调
试”，再从探针发现对话框中选择 P&E 调试探针即可。
如果显示多个调试探针，则选择所需的探针，然后单击“确定”启动调试会话。此时，将创建
项目启动配置文件。注：P&E 启动配置文件将包含字符串“PE”。
MCUXpresso IDE 将探针信息，以及其序列号存储在项目启动配置中。此机制用于在已经退出
现有启动程序配置时，匹配连接的探针。
为了简化调试操作，MCUXpresso IDE 将自动启动 P&E 的 GDB 服务器，并根据需要选择和动
态分配所需的各端口。这意味着可以启动、终止和重新启动多个 P&E 调试连接，所有这些操作
都无需使用用户连接配置。如果需要，可以通过编辑 P&E 启动配置文件来控制这些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常见调试操作[101]
注：如果项目已经具有 P&E 启动配置，则会选择和使用该配置。如果它们不再适用于进行预期
的连接，则删除该文件，并允许创建新启动配置文件。
重要提示：P&E 软件支持通过 P&E 调试探针实施低级调试操作。这包括部件支持处理、闪存烧
写和许多其他功能。如果遇到问题，P&E Micro 提供一系列支持论坛：http:// www.pemicro.co
m/forums/
注：如果调试操作失败或发生崩溃，可能是一个或多个调试进程未能正常关闭。因此，如果 IDE
没有有效的调试连接，但是在建立新调试连接时遇到了问题，则需要确保这些可执行程序
都没有运行。为简化这个过程，提供了

IDE 按钮

来停止所有低级别调试可执行程序（面

向所有调试解决方案）。因此，如果调试操作失败或发生崩溃，只需在开始新的调试操作之前
单击此按钮即可。

10.7.1

P&E 在 LinkServer 调试中的不同
MCUXpresso IDE 核心技术旨在提供无缝的代码开发和调试环境。
与 P&E 调试探针一起使用时，调试环境由 P&E 调试服务器提供。此调试服务器不能 100%匹配
本地 LinkServer 连接提供的功能。但是，基本的调试操作与 LinkServer 调试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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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受支持的调试探针实施的一些常用的调试操作的说明，请参见常见调试操作[101]
注：LinkServer 高级功能（例如功率测量）不能再通过 P&E 调试连接提供。但是，可以使用 P&E
提供的插件获得其他功能。

10.7.2

P&E Micro 软件更新
P&E Micro 在 MCUXpresso IDE 中通过 Eclipse 插件提供支持.P&E 更新站点自动添加到可用的
软件更新站点列表中。
若要检查是否有更新，请选择：
Help -> Check for Updates
任何来自 P&E 的可用更新都将被列出，以供选择和安装。
注：P&E Micro 可能在其网站上提供新闻和其他信息，如需获取详细内容，请访问
https://www.pemicro.com

10.8 SEGGER 调试连接
在为每个主机平台安装 MCUXpresso IDE 时，会自动安装 SEGGER J-Link 软件和文档包。在
MCUXpresso IDE 中使用 SEGGER 调试解决方案无需用户进行设置。
目前，我们使用以下协议测试：

• J-Link 调试探针（USB 和以太网）
• 安装到板载 OpenSDA 调试探针硬件上的 J-Link 固件（默认安装在某些 Kinetis FRDM 和 TWR
板上）

• 安装到 LPC-Link2 调试硬件和 LPCXpresso V2/V3 板上的 J-Link 固件
• 有关详情，请参见 https://www.segger.com/lpc-link-2.html
• 有关固件程序，请参见 http://www.nxp.com/LPCSCRYPT

10.8.1

SEGGER 软件安装
与 MCUXpresso IDE 提供的其他调试解决方案不同，SEGGER 软件安装没有集成到 IDE 安装
中，而是在您的主机上独立安装 SEGGER J-Link。
安装位置类似于：

MCUXpressoIDE 自动定位所需的可执行程序，并作为工作区首选项保存。可以如下所示，在
MCUXpresso IDE 首选项中查看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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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Segger 首选项
注：此首选项还提供对 SEGGER IP 探针实施扫描的选项（在执行探针发现操作时）。此选项
默认禁用。
SEGGER 可 能 会 不 时 发 布 软 件 新 版 本 ， 用 户 可 以 选 择 手 动 安 装 。 有 关 详 情 ， 请 参 见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MCUXpresso IDE 将继续使用项目工作区中引用的 SEGGER 安装路径，除非无法找到所需的可
执行程序（例如，引用的安装程序已被删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1. IDE 将自动搜索能够找到的最新安装。如果成功，工作区首选项会自动更新
2. 如果无法找到 SEGGER 安装，系统将提示用户查找安装
要强制特定的工作区更新以使用更新的安装位置，只需单击“恢复默认设置”按钮。
要永久选择特定的 SEGGER 安装版本，SEGGER GDB 服务器的位置可以存储在环境变量中。
例如，在 Windows 下，您可以设置：

之后可以使用此位置，覆盖可能已经设置的工作区首选项。
SEGGER 软件卸载
卸载 MCUXpresso IDE 时，不会移除 SEGGER J-Link 安装程序。如果有此要求，用户必须手
动卸载 SEGGER J-Link 工具。
注：如果因为任何原因 MCUXpresso IDE 无法找到 SEGGER J-Link 软件，那么 IDE 将提示用
户手动查找安装，或者禁止进一步使用 SEGGER 调试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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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SEGGER 调试操作
通过 J-Link 兼容的调试探针进行调试的过程与通过本地 LinkServer (CMSIS-DAP)兼容的调试探
针完全一样。只需通过“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选择项目，然后从“快速入门”面板中单击“调
试”，再从探针发现对话框中选择 SEGGER 探针。
如果显示多个调试探针，则选择所需的探针，然后单击“确定”启动调试会话。此时，将创建
项目启动配置文件。注：SEGGER 启动配置文件将包含字符串“JLink”。
为了简化调试操作，MCUXpresso IDE 将自动启动 SEGGER 的 GDB 服务器，并根据需要选择
和动态分配所需的各端口。这意味着可以启动、终止和重新启动多个 SEGGER 调试连接，所有
这些操作都无需使用用户连接配置。如果需要，可以通过编辑 SEGGER 启动配置文件来控制这
些选项。
在 MCUXpresso IDE 中，SEGGER 调试操作默认使用 SWD 目标接口。在调试某些多核部件（例
如 LPC43xx 系列）时，必须使用 JTAG 目标接口来访问内部从机 MCU。要选择 JTAG 作为目
标接口，只需编辑 SEGGER 启动配置文件并选择 JTAG 即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常见调试操作[101]
注：如果项目已经具有 SEGGER 启动配置，则会选择和使用该配置。如果现有的启动配置文件
不再适用于进行预期的连接，则删除该文件，并允许创建新启动配置文件。

提示
如果在启动配置中设置运行前重置，则会使用默认的智能重置。该重置自动支持从闪
存或 RAM 运行。如果需要，可以选择性地从自由格式文本字段设置特定的重置类型，
请参见 SEGGER 文档查看可用的重置类型。
重要提示：SEGGER 软件支持通过 SEGGER 调试探针实施低级别调试操作。这包括部件支持
处理、闪存烧写和许多其他功能。如果遇到问题，SEGGER 提供一系列支持论坛：http://
forum.segger.com/

10.9.1

SEGGER 与 LinkServer 调试的不同
MCUXpresso IDE 核心技术旨在提供无缝的代码开发和调试环境。与 SEGGER 调试探针一起使
用时，调试环境由 SEGGER 调试服务器提供。此调试服务器不能 100%匹配本地 LinkServer
连接提供的功能。但是，基本的调试操作与 LinkServer 调试非常相似。
关于使用受支持的调试探针实施的一些常用的调试操作的说明，请参见常见调试操作[101]
注：LinkServer 功能（例如功率测量）不能再通过 SEGGER 调试连接提供。但是，可以使用外
部 SEGGER 提供的应用获得其他功能。

10.10 SEGGER 故障排除
对 SEGGER 调试探针执行调试操作时，将使用启动配置文件提供的一组参数调用 SEGGER
GDB 服务器。命令和得到的输出记录在 IDE SEGGER 调试控制台中。控制台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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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Segger 服务器
命令无需基于 IDE，可以独立复制和调用，以启动调试会话和探索连接问题。
下方所示为成功的调试会话发送至 Kinetis K64 板的简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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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 SEGGER 调试操作失败，IDE 将生成一个错误对话框，
单击“详情”按钮可显示 SEGGER
服务器日志副本。SEGGER 调试操作之所以失败，可能是因为器件的名称不匹配。MCUXpresso
IDE 会尝试将所需的器件名称提供给 SEGGER 服务器，但在极少数情况下，提供的名称可能并
非想要的名称。可以通过下拉列表或用户提供的器件名称填入 SEGGER 启动配置器件条目信息。
如果需要，可以在 SEGGER 启动配置中设置其他服务器选项。例如，要将捕捉的日志信息存储
至文件，可以设置其他服务器选项：

其中$(CWD)表示当前使用的调试连接目录，例如，动态创建的项目构建配置文件夹。
注：如果调试操作失败或发生崩溃，可能是一个或多个调试进程未能正常关闭。因此，如果 IDE
没有有效的调试连接，但是在建立新调试连接时遇到了问题，则需要确保这些可执行程序
都没有运行。为简化这个过程，
提供了

IDE 按钮

来停止所有低级别调试可执行程序（面

向所有调试解决方案）。因此，如果调试操作失败或发生崩溃，只需在开始新的调试操作之前
单击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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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试项目
本章介绍 MCUXpresso IDE 中的调试解决方案支持的常见调试功能。有关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
案和调试操作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调试解决方案概述[75]。

11.1 调试概述
要执行调试操作，需要通过调试探针实际连接主机和目标 MCU。调试探针将 MCUXpresso IDE
提供的高级别命令转换为目标 MCU 支持的合适的低级别操作。
通常是使用连接至主机的 USB 来连接调试探针（虽然 P&E 和 SEGGER 提供的 IP 探针也受支
持）。一些调试探针（例如 LPC-Link2 或 SEGGER J-Link Plus）是独立的物理器件，但是许多
LPCXpresso、Freedom、Tower、EVK 板也包含内置的调试探针，可通过其中一个开发板 USB
连接进行访问。
注：如果使用单独的调试探针，则必须确保使用适用的电缆将调试探针连接到目标板，并且正

确连接目标板的电源。
通常，板载调试探针连接也会为开发板和目标 MCU 提供电源。与之相反，外部调试探针通常不
会为目标供电，需要采用第二个连接（通常为 USB）为板和 MCU 供电。一些外部调试探针（例
如 LPC-Link2）也可以为目标板供电，这是通过连接 link JP2 实现。关于其他调试探针，请参见
随附的文档。
与板载调试探针相比，外 部调试探针通常提供更出 色的功能和性能，但需要 注意的是，
LPCXpresso V2 和 V3 板都集成了功能全面的 LPC-Link2 调试探针。
注：一些 LPCXpresso 开发板配有两个 USB 连接器。确保您已连接标有 DFU-Link 字样的下部
连接器。许多 Freedom 和 Tower 板也配备了两个 USB 连接器。确保连接至标有“OpenSDA”
字样的连接器，这通常（但并非总是）标记在板上。如果存有疑问，这些设计中使用的调试处
理器一般都是 Kinetis K20 MCU，约 6 平方毫米大小。离该 MCU 最近的 USB 是 OpenSDA 连
接。

11.1.1

调试启动
要在目标 MCU 上调试项目，只需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突出显示适合的项目，然后在快速入
门面板中单击调试大图标（如图 11.1 所示），或者单击蓝色的虫子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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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启动调试会话
注：不应使用绿色的虫子图标，因此如此会调用标准 Eclipse 调试操作，导致跳过某些基本的
MCUXpresso IDE 调试步骤。
对于新创建的项目，调试操作将执行多个步骤。默认情况下，首先会构建所选的项目，并（假
设没有构建错误）启动调试探针发现操作（参见下一节），以允许用户选择所需的调试探针。
系统会基于默认选项（根据构建配置）自动创建启动配置文件，并与该项目关联。与项目构建
配置一样，启动配置文件控制每次执行调试操作时会采取哪些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章
节启动配置文件的简介[76]。
注：可以通过编辑工作区首选项来更改此默认行为，路径为：Preferences -> Run/Debug ->
Launching -> Build (if required) before launching。对于单个项目，启动配置中的主选项卡允许
覆盖工作区首选项。
默认情况下，在选定调试探针（且单击“确定”）之后，.axf文件的二进制内容会自动通过调试
探针连接下载至目标MCU中。通常情况下，项目是根据目标MCU闪存构建，但在这些情况下，
系统会自动选择合适的闪存驱动器，以执行闪存烧写操作。接下来，将在 main() 的第一个指令上
设置默认的断点，之后启动应用（通过仿真或执行处理器重置）并执行代码，直至达到默认的
断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章节断点[109]。

11.1.2

调试探针选择对话框（探针发现）
首次调试项目时，IDE 将执行探针发现操作，并显示发现的可供选择的调试探针。这将显示一个
对话框，列出所有受支持的可以连接至主机的探针。在图 11.2 所示的示例中，发现了一个
LinkServer (LPC- Link2)、一个 P&E Micro Multilink 和一个 J-Link (OpenSDA)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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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连接的探针：调试仿真器选择
注：如果只找到一个探针，则会自动选择此探针，所以只需单击“确定”或单击“返回”使用
显示的探针即可。
MCUXpresso IDE 支持唯一的调试探针关联。
调试探针可以返回一个 ID（序列号），用于将特定的调试探针与特定的项目关联起来。有些调
试探针总是返回相同的 ID，但是有些调试探针（例如 LPC-Link2）则是每个探针返回一个唯一
的 ID，在我们的示例中，为 IWFUA1EW。
对于未来的调试会话，系统会自动使用存储的探针选择来匹配使用之前的调试探针调试的项目。
在使用多个调试探针时，这可以大大简化其使用情况。
但是，如果在执行调试操作时无法找到之前记住的调试探针，则会从同个系列
（例如 LinkServer、
P&E 或 SEGGER）执行调试探针发现操作。
另请参见调试快捷方式[101]
有时候，探针发现找不到调试探针，会返回如下所示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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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LPC-Link2 不再连接
这可能是因为您忘记连接探针，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将其连接到计算机并选择再次搜索即可。
如果您要使用同系列调试探针中不同的调试探针，只需选择新探针，该探针即会取代之前选择
的探针。
注：

• 在调试仿真器选择对话框中，“记住我的选择”选项默认启用，这导致选定的探针会被存储
在启动配置中，用作当前项目的当前配置（一般是“调试”或“发布”）。因此，您只需移
除启动配置，即可随时移除该探针选择。

• 您需要为在工作区中调试的每个项目（以及项目中的每个配置）选择探针。
• 如果您想要使用不同系列的调试探针来调试项目，最简单的选择就是删除与项目相关的启动
配置文件，并启动调试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章节“启动配置文件的简介[76]。此外，
请参见调试快捷方式。[101]

11.1.3

控制执行
启动调试会话之后，会在 main() 的第一个指令上设置默认的断点[109]，之后启动应用（通过仿真
或执行处理器重置）并执行代码，直至达到默认的断点。
现在可以使用通用调试控制按钮来控制程序执行，如表 11.1 所示，这些按钮都在全局工具栏中
显示。调试视图中显示了调用堆栈，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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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11.4. 调试控件和调试调用堆栈
表 11.1.程序执行控件
按钮

说明

键盘快捷键

重启程序（从重置开始）
运行/继续运行程序

F8

暂停执行正在运行的程序
Ctrl + F2

终止调试会话
清除调试
运行、暂停、终止所有调试会话
跨过 C/C++线

F6

单步执行函数

F5

从函数返回

F7

执行、跨过、退出所有调试会话
显示反汇编指令

提示
清除调试会停止所有与 LinkServer、P&E 和 SEGGER 调试连接相关的调试流程。如果 IDE
通过连接的调试会话重启，或者如果出现崩溃，则需要执行此操作；此操作会移除任何失败
的或遗留的调试流程。注：在执行任何操作之前，会发出警告并提供取消选项，因为这会导
致终止所有连接的调试会话。
注：如果只存在一个调试会话，那么“所有”调试会话的调试控件将执行与对应的单个会话相
同的操作。
注：通常情况下，用户只能使用一个有效的调试会话。但是，如果存在多个调试会话，可以单
击调试视图的调试调用堆栈选择有效的会话。所有调试视图都会反映所选的会话。
设置断点
要设置断点，只需双击要在其上设置断点的行（行号之前）左侧的空白区域。
重启应用
如果达到断点或暂停执行，并且想要重新从头开始执行应用，您可以使用“重启”按钮执行此
操作。
停止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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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停止调试，只需按“终止/停止”按钮。此操作会断开 MCUXpresso IDE 与目标（板）的连接。
后续行为可由断开行为管控。[107]
暂停调试
通常情况下，调试会由于断点[109]或观察点[110]操作而暂停，因为它们会在发生相关事件时设
置为观察目标。但是，可以使用暂停按钮来即刻暂停目标。
要暂停调试
如果您要使用调试透视图进行调试，那么您需要在停止调试会话时切换回 C/C++透视图，只需
单击 MCUXpresso IDE 右上角的 C/C++选项卡即可（如图 3.4 所示）。

11.2 启动配置
启动配置文件将在首次执行调试操作时在项目的根目录中自动创建。它们通常被命名为：

将为正在调试的构建版本创建文件，并用于存储该构建配置的调试连接的设置。
通常情况下，无需编辑启动配置，因为 IDE 创建的默认设置是适用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您可能需要管理这些设置——通常是根据常见问题解答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项目
资源管理器视图中可用的上下文相关菜单的“启动配置”条目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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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创建启动配置
注：要查看内容或编辑现有的启动配置文件，您也可以简单地双击打开“编辑”视图。
提供多种选项：
编辑...

• 允许修改各种调试设置
• 通常不是必需的，因为默认选项适用于大部分调试操作
新建...

• 为特定的调试解决方案创建启动配置（如果不存在）。
• 通常您不需要使用此选项，因为在您首次调试项目时会自动执行此项操作。但是，如果您
想要使用不同的调试解决方案（例如 LinkServer 和 SEGGER）来灵活调试项目，就需要
创建这两种启动配置。在下一次调试操作中，用户可以选择要在该会话中使用的启动配置。
创建和编辑新...

• 允许创建新的启动配置并立即打开进行编辑。
删除...

• 允许删除选定项目（或多个项目）的启动配置。
• 这个选项很有用，因为它允许您在因某些原因作出更改之后再恢复默认的调试连接设置，或
者在您想要将项目移动到新版本工具时，确保您的调试设置适用于此版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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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JTAG 配置...

• 允许删除所选项目（或多个项目）的 JTAG 配置文件。这些文件存储在调试/发布子目录中。

11.2.1

编辑启动配置(LinkServer)
警告：- 修改启动配置的默认设置可能会阻碍成功调试连接。
选择“编辑…”或“创建并编辑新”启动配置菜单项之后，屏幕上会弹出新的对话框，与下图
类似......

图 11.6. 编辑启动配置
您可能需要修改的大多数设置都可以在“调试器”选项卡的目标配置子选项卡中找到（如上图
的屏幕截图所示）。
在特定情况下，您可能需要作出修改的一些例子包括：

• 在调试启动时更改初始断点[109]
• 调试器启动后，会自动在 main()的首个语句上设置初始（临时）断点。如果需要，您可以
更改设置这个初始断点的位置，甚至完全移除它。

• 更改调试器连接行为
• 通过连接脚本，例如 kinetisconnect.scp
• 通过 JTAG，而非 SWD 连接至目标
• 如果受目标支持，您可以编辑调试类型
• 连接至正在运行的目标
• 将“仅附加”设置为 True（也请参见调试快捷方式）[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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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每个构建配置都支持多个启动配置。
可以使用标准的 Eclipse 功能创建多个启动配置，
例如，从主菜单中选择“Run -> Debug Configurations”，并双击 C/C+条目。或者，
您可以克隆现有的启动配置。完成之后，调试操作将向用户显示可用启动配置的列表。
只需双击所需的启动配置即可启动调试会话。

11.3 常见的调试操作和启动配置
在可能的情况下，无论使用哪种调试解决方案，MCUXpresso IDE 都尝试提供常规的调试体验。
但是，有些调试任务需要修改启动配置，且每个调试解决方案要求的修改都不同。本节将介绍
针对每种调试解决方案的一些常见调试操作。

11.3.1

调试快速入门快捷方式
MCUXpresso IDE 快速入门面板中提供调试快捷方式按钮。这些按钮仅从各自的调试解决方案
中调用操作。

图 11.7. 调试快捷方式（所示为 LinkServer）
每个按钮为每个调试解决方案提供相同的 4 个选项：
调试（默认）：对所选的调试探针实施调试连接。如果没有启动配置，则会进行创建。附加模式
将设置为 False。注：常规调试操作将自动沿用启动配置附加设置，而此操作会强制将附加模式设
置为 False。如果启动配置已经存在，则附加设置将设置为 False，除此以外不进行其他更改。
附加：对兼容 LinkServer 的调试探针实施附加连接。如果没有启动配置，则会进行创建。附加
模式将设置为 True。启动配置将使用修饰符 A 来显示采用的设置配置是“附加”。

按钮。如

果启动配置已经存在，则附加设置将设置为 True，除此以外不进行其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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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存烧写：执行启动配置烧写操作，默认情况下会将“项目”写入闪存。如果需要，将构建所
选的项目，如果不存在默认启动配置，则会进行创建。
擦除闪存：执行启动配置擦除操作，默认情况下，会通过批量擦除来擦除闪存。如果没有默认
的启动配置，则会进行创建。
注：所选的操作将被记住，以便后续的快捷方式使用，工具提示将显示要执行的操作。

提示
如果执行了附加操作，则创建的启动配置会将“附加”设置为 True。因此，后续的
调试操作会在附加模式下执行，直至启动配置更改为将附加模式设置为 false，或者
再次使用调试快捷方式强制将附加模式设置为 false。

11.3.2

连接至正在运行的目标（附加）
将代码下载至闪存，然后从 main()调试，即可启动典型的调试会话。但是，为了探索已经运行
的系统，可以在不影响代码执行的情况下（至少在用户选择停止 MCU 之前！）对目标 MCU 执
行调试连接（附加）。
注：只有当要附加的项目源完全匹配目标上运行的二进制代码时，才能对正在运行的目标实施
源级调试。
重要提示：请仔细阅读并理解半托管 printf 和调试[160]章节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库选择[156]章
节中的内容。
LinkServer
通过双击启动配置文件来编辑项目启动配置，选择“调试器”选项卡和目标配置视图，然后将
“仅附加”设置为“True”，如下所示：

图 11.8. 调试启动附加模式
在实施调试连接时，目标将继续运行，直至其暂停。但是，如果将 IDE 调试模式设置为“不停
止”（默认），则可以探索和显示全局变量值。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

用户指南

本文档中所有信息均受法律免责声明保护

第 11.1.0 版 — 2019 年 12 月 10 日

© 2019 恩智浦半导体。保留所有权利。

102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恩智浦半导体

其他操作（例如 ITM 控制台 IO）也将正常运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inkServer SWO 跟踪
指南。
P&E
通过双击启动配置文件来编辑项目启动配置，选择“启动”选项卡，然后按如下所示设置“附
加到正在运行的目标”复选框：

图 11.9. 调试启动附加模式 P&E
在实施调试连接时，目标将继续运行，直至其暂停。
SEGGER JLink
通过双击启动配置文件来编辑项目启动配置，选择“调试器”选项卡，然后按如下所示设置“附
加到正在运行的目标”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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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调试启动附加 Segger
在实施调试连接时，目标将继续运行，直至其暂停。

11.3.3

控制初始断点（在 main 上）
调试器启动后，会自动在 main()的首个语句上设置初始（临时）断点。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
设置这个初始断点的位置，甚至完全移除它。常见要求是：从启动开始调试应用。标准示例应
用中的入口点（启动）可以由名为 ResetISR 的符号标识，可以在这个符号上设置一个断点，以
在应用给出首个指令时停止执行。
LinkServer
要从映像开始时调试，通过双击启动配置文件来编辑项目启动配置，然后选择“调试器”选项
卡，用 ResetISR 替代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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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调试启动 ResetlSR
实施调试连接时，目标应在此符号处停止。
要禁用初始断点，请取消勾选“在此启动时停止...”选项。要恢复原来的行为，请用 main 替换
符号 ResetlSR，并勾选“在此启动时停止...”选项。或者，您可以删除启动配置并允许 IDE 创
建一个新配置。
P&E
通过双击启动配置文件来编辑项目启动配置，选择“启动”选项卡，然后用 ResetlSR 替换 main

图 11.12. 调试启动 ResetISR P&E
实施调试连接时，目标应在此符号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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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禁用初始断点，请取消勾选“在此设置断点...”选项。要恢复原来的行为，请用 main 替换符
号 ResetlSR，并勾选“在此设置断点...”选项。或者，您可以删除启动配置并允许 IDE 创建一
个新配置。
SEGGER JLink
通过双击启动配置文件来编辑项目启动配置，选择“启动”选项卡，然后用 ResetlSR 替换 main

图 11.13. 调试启动 ResetlSR Segger
实施调试连接时，目标应在此符号处停止。
要禁用初始断点，请取消勾选“在此设置断点...”选项。要恢复原来的行为，请用 main 替换符
号 ResetlSR，并勾选“在此设置断点...”选项。或者，您可以删除启动配置并允许 IDE 创建一
个新配置。

11.3.4

调试预先加载的二进制（添加符号）
在典型的调试场景中，构建一个项目，烧写闪存中并进行调试。但是，常见的要求可能是通过
引导加载程序进行调试，或者调试预先加载（至闪存）的由另一个项目生成的额外代码。
为了获得良好的调试体验，必须将其他项目代码的符号信息（和源）提供给调试环境。
现在，可以通过项目启动配置中的 其他符号 选项卡来轻松添加其他项目的符号信息，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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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4. 调试启动其他符号
要添加来自其他项目的符号信息，只需浏览到它们的.axf 文件，并使用默认地址或为映像数据设
置新的基址。使用+按钮添加更多符号信息。

11.3.5

断开行为
用户完成调试会话之后，可以使用 IDE 的“终止”按钮断开调试器的连接！目标的确切行为由
特定的调试解决方案决定。
LinkServer
对于 LinkServer，启动配置包含一组选项，用于控制目标在终止时的操作。在默认选项下，目
标采用当前的 PC 值继续运行，但是可以通过在启动配置中选择新设置来进行更改。

图 11.15. 调试启动断开模式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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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ochange - 目标保持当前状态不变
stop - 让目标处于调试状态，例如：停止
cont - 默认，会从当前的 PC 值启动映像，或者让其保持运行
run cont - 重置目标，并让其运行

P&E
“终止”按钮会强制目标停止运行。另外，对于 P&E 调试，IDE 支持另一个选项，以断开连接，
强制目标运行。这可以通过 IDE 的断开

按钮实现。

SEGGER JLink
默认情况下，目标在断开之后继续运行。启动配置选项，断开行为可以更改为停止，导致目标
在断开时即停止。

11.3.6

项目闪存烧写
启动配置对话框现在包含一个“GUI 闪存工具”选项卡。再加上高级 GUI 闪存工具[137]和调试
快捷方式[101]，可以使用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案的闪存烧写功能。
对于每个调试解决方案，选项略有不同，但是表示方式大致相同，如下所示。这些选项都带自
我描述。

图 11.16. 调试启动闪存烧写
要执行所选的操作，只需单击“运行”按钮。
重要提示：默认情况下，会创建启动配置，将烧写作为默认的烧写操作，批量擦除作为默认的
擦除操作。设置被用户更改后，会存储在该项目的启动配置中，并保持不变，直到手动更改（或
者启动配置被删除）。使用调试快捷方式[101]时，它们将在所选的项目启动配置（如果不存在，
则创建一个新的默认启动配置）中执行当前设置，因此，如果将烧写操作设置为验证，则会在
执行烧写操作时执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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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断点
在调试会话期间查看源（或反汇编）时，您可以通过简单地单击/双击源视图最左侧（通常显示
为淡蓝色列）来切换断点。这也是显示断点符号的位置（设置之后）。此操作可以在目标暂停
或运行期间执行。
断点（和观察点）也会显示，可以在断点视图中删除或禁用。如果您要使用“开发”透视图，
那么在默认情况下，它将位于 MCUXpressoIDE 窗口的左下角，其中标有快速入门和其他视图
如果您在某个时点关闭了断点视图，那么您可以使用“Window -> Show view”菜单或“Window
-> Perspective -> Reset Perspective”重新打开。

11.4.1

断点类型
在基础等级，提供 2 种类型的断点：

• 硬件：数量有限，但可以在 ROM（闪存）或 RAM 上设置。这些断点由 CPU 内置的调试硬
件提供。

• 软件：由软件指令 BKPT 实现，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放在 RAM 中的地址上（因为底层代码必
须更改）。这些断点的使用数量不受限制，由调试器隐藏放置（或移除）。
通常，调试器会自动决定要在特定的存储器类型或环境中使用的最佳断点，此操作对用户不
可见。
简单地说，软件断点被放置在 RAM 中，硬件断点被放置在 ROM（闪存）中。

提示
在某些系统上，引导加载程序可能会将代码从 ROM 复制到 RAM 中以便执行。如果
代码中的符号出现断点，比如 main()，那么调试器可能会选择软件断点，这是因为它
知道 main()会留存在 RAM 中。如果调试器在引导加载程序重新定位代码之前设置了
软件断点，则会出现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重新定位的代码会覆盖所有这些软
件断点。MCUXpresso IDE 支持普通的加载映像[185]——为了确保在这种情况下不
会出现此问题，MCUXpresso IDE 将强制在 main()上设置一个硬件断点。这个断点
不会被覆盖，因为这个断点类型不会改变内存。

11.4.2 断点资源
调试在闪存中运行的代码时，调试器可以设置的断点数量受 MCU 的 ARM CPU 提供的硬件断点
单元数量的限制。
注：RAM 中的代码可以使用不同的断点机制，提供基本无限的断点功能。
通常情况下，可以设置的硬件断点/观察点的数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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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 确实提供一定程度的实现灵活性，所以务必参考您的 MCU 文档。
如果您试图在调试期间设置过多的断点/观察点，那么确切的行为由您所使用的调试解决方案决
定。对于 LinkServer，将生成如下所示的错误。

要解决此问题，只需移除多余的断点即可。
还请注意，在最初调试应用时，在 main()函数上默认设置的初始断点将（临时）需要一个断点。
采用单步执行代码时，也可能（临时）需要一个断点。
注：当目标暂停时，可以在 IDE 的源或反汇编视图中设置任意数量的断点，但是只有当目标恢
复（运行）时，低级别调试硬件才会尝试设置所需的断点。因此，可以请求更多受目标 MCU 支
持的断点，导致发生上述错误。

11.4.3

跳过所有断点
您可以使用断点视图（或主工具栏）中的“跳过所有断点”按钮

来临时禁用所

有断点。对于只有几个可用断点的部件，这非常有用，特别是在您想要重新加载映像时，这通
常会导致工具再次自动临时设置 main()上的默认断点。

11.5 观察点
观察点是数据的断点，通常被称为数据断点。观察点是有效的调试辅助，通过允许监测全局变
量、外设访问、堆栈深度等来发挥作用。可以设置的观察点的数量因 MCU 系列和实现的不同
而异。
观察点是使用观察点单元实现的，这些单元是 MCU/CPU 调试架构中的数据比较器，位于处理
器核心附近。配置后，它们监测处理器的地址行和具体相关事件的其他信号。这种硬件能够监
测 CPU 执行的数据访问，并在发生特定数据事件时强制其停止。
与其他调试功能相比，设置观察点的方法在 IDE 中更具隐蔽性。设置观察点的最简单方法之一
是使用大纲视图，该视图默认位于 IDE 的“快速入门”面板中。
在这个视图中，您可以查找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然后简单地选择“切换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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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7. 切换观察点
设置后，它们将和已经设置的断点一起在断点窗格中显示。
可以将观察点配置为在读取（或加载）、写入（或存储）时，或在执行这两种操作时暂停 CPU。
由于观察点“监视”对内存的访问，所以它们适用于跟踪对全局或静态变量的访问，以及对内
存的任何数据访问，包括对内存映射外设的访问。
注：为了便于在断点视图中区分断点和观察点，您可以选择按断点类型对条目进行分组。在断
点视图中，单击 Eclipse 向下箭头图标菜单，然后您可以选择按断点类型分组，如下所示：

图 11.18. 观察点视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您也可以直接在断点视图中找到设置观察点的选项。从这里设置后，屏
幕上会弹出一个未填充的对话框，只需输入地址，即会创建一个观察点，用于监测对该位置
的访问。
IDE 中设置观察点的另一个位置是内存视图中的上下文相关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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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观察点资源与其他调试功能共享，特别是 SWO 数据监测项需要采用专用的观察点单元来监
测其值。
注：因为实现观察点的方式，任何受监测的访问都将由 CPU 在暂停之前执行（与指令断点不同
- 它在底层指令执行之前暂停 CPU）。达到观察点时，您会看到除了执行监测数据访问的指令
外，还存在一些“栈板”。如果数据访问之后的指令改变了程序流（例如分支或函数返回），
那么 IDE 可能不会显示导致 CPU 停止的指令或语句。
注：由 C 库执行的应用初始化可能写入被监测的内存位置，因此，如果观察点是基于初始化的
全局数据设置，那么您可能会看到应用在启动期间暂停。

11.5.1

使用观察点来监测堆栈深度
在应用运行期间，观察点提供一种非常简单的监测堆栈深度的方法。
基于 ARM 的处理器上的堆栈使用满递减堆栈方案，因此能够递减到用于其他目的（一般用于保
存全局数据或堆）的内存区域中。建立最大的应用堆栈深度可能是一项挑战，特别是，由于过
度使用堆栈导致的任何内存损坏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观察点可用于监测和捕捉在执行期间
超过特定深度的堆栈，以确保了解堆栈的真正深度。
下 图 显 示 对 断 点 视 图 功 能 添 加 观 察 点 (C/C++) 的 使 用 ...... 选 定 一 个 地 址 ， 用 于 监 测 达 到
0x10007D00 的堆栈。

图 11.19. 堆栈深度上的观察点

11.6 寄存器
寄存器视图默认位于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旁边，将在内核停止时（例如，存在有效的调试连接，
但目标暂停）显示内部 ARM CPU 寄存器。寄存器视图的内容因正在调试的 MCU 中的 ARM CPU
的性质而异，但是基址寄存器集将适用于所有 MCU。
显示的寄存器列表由基址寄存器集（内核寄存器）、故障和状态寄存器、伪寄存器，以及浮点
寄存器（适用于 Cortex M4/M7 等）组成。由于许多 MCU 的寄存器集都很大，所以如果需要减
少屏幕使用，现在可以将单个寄存器组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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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于许多调试任务来说，CPU 寄存器的值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在反汇编级别进行调试时（并
且是单步执行），这些值可能提供强大的调试辅助。要深入了解恩智浦 MCU 中的 CPU 使用的
ARM 寄存器集，请参见 ARM 提供的文档。

提示
即使在“LinkServer 不停止”模式下工作时，也不能在目标执行时读取或写入寄存器，
且寄存器显示可能会出现空白。

11.6.1

基址寄存器集（内核寄存器）
基址寄存器集包括 CPU 的 16 个 32 位内核寄存器(r0 - r15)，还包括程序状态寄存器，某些寄存
器具有特殊功能：

• r13 - SP 堆栈指针，它会保存堆栈上最后一个条目的地址
• r14 - LR 链接寄存器，它会保存 BL（带链接的分支）指令的返回地址
• r15 - PC 程序计数器，它会保存（待）执行的指令的地址
• xpsr - 程序状态寄存器，由应用(APSR)、中断(IPSR)和执行(EPSR)程序状态寄存器组成，
反映了 CPU 的状态

• 标志 - 由执行算术运算的某些指令设置（包含在 APSR 中）
寄存器集（适用于 Cortex M4 CPU）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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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 寄存器视图
注：在此图中，浮点寄存器已被隐藏
图中突出显示了四个寄存器块

• 寄存器 r0 - r15 和 xpsr（其组件如下方的状态寄存器所示）
• 状态寄存器 apsr ipsr 和 epsr，这些寄存器一起组成了 xpsr
• 某些位字段（例如 CPU 标志）在此视图中按字母数字顺序表示
• Cycles 是一个内存映射寄存器，随每个内核时钟周期递增。CycleDelta 是一个伪寄存器，记
录自上次暂停以来的周期（参见以下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 详情视图显示已选的各种格式的寄存器
暂停时，可以读取所有这些寄存器（或写入）。能向寄存器集写入值是一个强大的调试功能，
但是应该谨慎使用。
CycleDelta
CycleDelta 包含自上次 CPU 暂停以来内核时钟节拍数量。例如，如果您从 main 上的默认断点
运行到断点，那么 cycledelta 将包含在执行这段代码时发生的时钟节拍数量。如果执行一个步骤，
cycledelta 将是正在执行的代码的时钟节拍数量。如果在指令级别执行，该值通常为 1，这是因
为许多指令都在单个时钟周期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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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 MCUXpresso IDE 版本中，当 CPU 遇到硬故障时，使用伪寄存器 VectPC 来显示值。
此功能已经被故障视图[115]取代。

11.7 故障
在应用开发期间，程序或算法中的错误可能导致 CPU 出现故障（硬故障）。这些故障包括：

• 使用故障 - 例如除以 0
• 总线故障 - 例如被内存控制器触发中止
• 内存管理 - 例如由内存保护单元触发的故障
这样的错误很难定位，所以为了帮助调试这些问题，MCUXpresso IDE 集成了一个故障视图。
如果发生故障，新故障视图将自动出现，CPU 将停止运行(LinkServer)。该视图提供一组功
能，包括识别故障的性质、导致故障的代码所在的位置（链接）、调用“故障”函数的函数
位置（链接）。
注：
对于非 LinkServer 调试探针，故障可能导致应用留在默认的故障处理程序（一般作为 while(1)
实现）内运行，因此可能需要暂停，以查看发生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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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1. 故障视图的主要特性
这个视图会以导致错误的源文件和行代码作为标题。该视图具有以下特性：
1. 发生的故障，在本例中为“除以 0”类型使用故障

• 某些故障可能需要在 CPU 中启用，例如“除以 0”在 Cortex M4 配置和控制寄存器中启用
2. 所采取的操作 - 在本例中生成了一个硬故障
3. 连接到故障函数源及其调用程序函数的链接（位于堆栈寄存器中）
4. 寄存器的值在进入错误处理程序时自动堆叠
5. 可能提供进一步信息的故障状态寄存器
6. 其他选项包括：

• 使得反汇编与源并行打开的按钮(3)
• 将故障详细信息复制到剪贴板的按钮
• 显示所有故障寄存器和描述的按钮
在某些情况下，在系统初始化过程的早期，在达到 main()上的断点之前，可能会导致硬故障。
这可能意味着，在调试器采取行动显示故障视图之前，故障就被触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
尝试在启动代码中设置断点，如此可以在不触发硬故障的情况下加载代码。然后，您应该能够
单步/运行，直至找到发生硬故障的原因。随后您会看到屏幕上显示了故障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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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故障重复发生且难以调试，则可以启用指令跟踪（当 MCU 支持时），并在找到
故障时丢弃捕获的跟踪。回顾捕获的指令可以帮助找到发生故障的原因。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 MCUXpresso IDE 指令跟踪指南。
注：通常情况下，嵌入式系统上的错误非常严重，但是这个视图也可以帮助用户开发和测试故
障处理程序，以应对可恢复的故障情况。

11.8 外设
外设是一个常用术语，表示内核外设，例如系统定时器(SysTick)，以及 SOC/MCU 外设，例如
ADC 或 UART。在这两种实例中，这些硬件块都显示在 MCU 的地址空间中（称为内存映射外
设），因此可以通过访问它们的特定内存位置来查询它们。
MCUXpresso IDE 的调试支持（无论是内置支持，还是由 SDK 提供的支持）包括关于 MCU 外
设的知识，这可以通过项目资源管理器窗格中的“外设”选项卡获取（建立调试连接之后）。
以下视图突出显示两个外设，它们已被选中用于详细显示。除此以外，还突出显示器件的内存
区域，如果选择这些内存区域，将创建一个标准的十六进制内存显示。内存区域不是通常意义
上的外设，在这里我们将它们纳入外设范围，以便显示它们的内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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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2. 外设视图
本视图列出了每个外设，以及它们的基址和简短说明。如果勾选对应的复选框，则会启动详细
的内存视图。此视图显示内部的外设寄存器，提供位字段枚举，大大简化了读取现有配置和设
置新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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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3. 外设寄存器视图
重要提示：当 MCU 启动时，许多外设将不可用，因为它们未接通电源/启动时钟。当外设处于
这种状态下时，访问该外设不会成功，详细的外设视图则只会以红色显示它们的基址。某些外
设可能部分可用，不可用的部分仍然以红色显示。已更改的条目会以黄色显示。

提示
即使在“LinkServer 不停止”模式下工作时，也不能在目标执行时读取或写入外设。
当目标正在执行时，无论 LinkServer 处于何种模式，主外设的显示都可能为空。
警告：强烈建议只采用这种方法访问您相当了解的外设，因为尝试查看某些外设可能导致调试
连接断开，或者执行其他不必要的操作。在这些情况下，MCUXpresso IDE 的调试功能无法提
供保护。

11.8.1

外设过滤器
MCUXpresso IDE 能够过滤显示的外设视图。外设可能包含大量内部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可能
包含许多字段，为了减少屏幕混乱并帮助定位相关的外设寄存器（和字段），可以应用一个或
多个过滤器。
要创建过滤器，请在外设显示区域内单击右键，然后选择“编辑过滤器”。这将启动如下所示
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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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4. 外设过滤器
对于要匹配的文本片段，您可以选择过滤器是过滤寄存器名称，还是字段名称。若要还原视图，
右键单击外设显示区内部，然后选择“移除所有过滤器”。

11.9 全局变量和实时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存储在系统 RAM 内存中，因此在应用暂停和运行时，可以使用调试链（读
取及有可能写入）访问。
注：恩智浦 MCU 中的 ARM 处理器使用负载存储架构，这意味着全局变量必须从内存读取（加
载），然后由处理器写回（如果更改）。显示的变量值与内存中的值对应，但可能与处理器中
的值不同。现代的 MCU 每秒执行数百万条指令，所以在应用运行期间发现的变量与视图中显示
的值相比，可能已改变数次，因此注意在尝试更改全局变量视图中的变量值之前了解这一点。
选择项目全局变量之后，会自动填充此视图。只需单击“添加全局”按钮，即可启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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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5. 添加全局变量
之后会显示被调试的映像中可用的全局变量列表。勾选复选框选择相关变量，然后单击“确定”：

图 11.26. 全局变量选择器
注：为了简化变量选择过程，此对话框支持对每列实施过滤（突出显示）和排序。
选择之后，选定的变量将被记住，在出现该对话框时使用。
所有受支持的调试链现在能够在调试目标(MCU)运行时查看全局变量值。使用这个功能时，这
些变量被称为“实时变量”。
变量要是“实时”的：

• 目标必须运行
• 必须单击“启用/禁用（运行）”按钮（如下图突出显示）
完成之后，显示会按照选择的频率（可在 500 ms 至 10 s 之间选择）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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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7. 全局变量显示
还可以输入表达式（使用标准的 C 符号）或符号。系统会评估表达式，并在地址栏中显示地址。

图 11.28. 全局变量显示表达式
实时变量（例如常规全局变量）也可以就地编辑。只需单击变量值并编辑内容即可。在编辑操
作期间，显示不会更新。该机制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可以与运行中的目标交互，但又不会影
响系统各方面的性能。
注：如果您想让一些全局变量“实时”呈现，另一些不实时呈现，可以通过“新视图”按钮生
成第二个全局变量显示来实现，可以在不启用该视图的“运行”功能的情况下进行填充。
随着监测的全局变量的数量增加，实时变量的有用性降低，最终会限制在选择的频率下可更新
的变量数量。但是，如果需要，可以监测复杂的变量列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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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9. 全局变量显示组合

11.10实时全局变量图
除了显示实时变量外，IDE 还可以跟踪（采样）它们的值，以便绘制图形，记录数据或计算统计
数据。
默认情况下，假设变量值可以跟踪，但是，它们的值也可以通过右键单击菜单选择在详情视图
中显示。

变量只有在先按照之前的章节所述添加到全局变量面板之后，才可以进行跟踪。选择要绘图的
变量时，只需单击突出显示相关的变量即可。
注：变量选定之后，时基（运行时间）开始，并显示变量值和对其采样。如果选择了其他变量，
它们的值会在当前运行期间加入到显示中。如果取消选中变量，则不会再显示该变量的值和对
其采样。但是，如果在同一调试会话中被再次选中，该变量会与之前所有捕获的值一起显示。
在任何时段，如果没有选中该项，则其值显示为 0。

提示
如果显示暂停，仍会继续捕获数据，但不会显示新值，这有助于详细查看数据。暂停
取消之后，捕获的数据会加入到显示中。
注：如果目标被暂停，仍会继续计时（x 轴），但是显示不会在目标恢复运行之后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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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 实时全局变量图详情
在下方所示的示例中，两个变量被添加到全局变量视图中，且都被选中用于跟踪。

图 11.30. 全局变量图的主要功能
下面介绍突出显示的功能：
1. 选择的变量。单击复选框，选择用于绘图的变量

• 被选中之后，变量会存储在内部的值数据库中，会一直保存到调试会话终止（即使之后被
取消选定）
2. 图类型：跟踪的数据可以采用三种方式查看：

• 图 - 显示为随时间变化的图
• 跟踪 - 记录值
• 统计数据 - 计算跟踪值（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的统计数据
3. 恢复运行和暂停：单击“恢复”开始绘制变量图。单击暂停更新的图形显示。仍会继续捕获
变量值，但屏幕不会更新
4. 保存：单击保存捕获的数据。

• png 的大小与全局视图的大小成比例。因此，要了解更多细节，请在保存之前增大全局视图
• 此按钮提供保存图类型(png)、跟踪(tsv)和统计数据(tsv)的选项
5. 清除数据：显示：单击丢弃跟踪的日期
6. 显示或隐藏图形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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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个/单个图形：单击在每个变量的单独图形与所有变量绘制在一个图形上之间切换
8. 单击图形，查看所选的点的 X、Y 坐标
9. 图形工具栏 - 如下所示
单击标记为(7)的按钮可以将多个图集成到单个图形视图中。

图 11.31. 多个全局变量图
每个图形视图都有一个可选的可见工具栏(6)。下方的注释图像显示放大的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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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2. 全局变量图形工具栏
其中：
1. 自动缩放以显示所有数据
2. 缩放：选择所需的按钮，然后单击图形需要放大的区域
3. 水平和垂直缩放：选择所需的按钮，然后在图形中选择和拖放，以执行所需的缩放
4. 图像平移和无操作：选择“图像平移”以单击和拖放缩放的显示图。选择“无操作”，防止
与图像交互
5. 撤销和重做：单击这些按钮，循环执行以前的操作
6. 添加图例（所示）
7. 添加和移除注释。可以为注释命名，抓取绘图点，并显示它的值
8. 水平或垂直测量：单击并拖动以在绘制点之间切换，以测量它们的分离值
9. 将图形保存为 png 文件

11.11堆栈视图
默认位于 MCUXpresso IDE 开发透视图中，透视图右下角显示内存视图。
嵌入式系统开发期间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分配适当的内存，以供堆栈使用。堆栈视图能够监测堆
栈在分配的内存区域中的使用情况。该视图允许实时监测堆栈的使用情况（在应用运行期间）。
但是，由于堆栈的值被存储在处理器寄存器中，所以堆栈的使用情况只能在应用暂停时更新。
堆栈视图显示配置的堆栈的大小使用情况，在项目属性中设置：C/C++Build -> Settings ->
Manager Linker Script -> Heap and Stack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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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3. 堆栈视图
当目标暂停时，此视图将自动更新。要在调试目标运行时启用堆栈使用情况更新，请单击视图
顶部的运行图标来启用或禁用对视图的更新。更新频率可以设置在 500ms 到 10 秒之间。

提示
虽然不可能对堆栈进行实时监测，但是可以使用观察点在执行对特定堆栈深度的访问
时强制停止目标。请参见高级堆栈放置[130]章节了解更多信息。
用于生成此视图的符号由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创建。但是，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工作区首选
项使用其他符号来代替，如下所示：

图 11.34. 堆栈视图符号

提示
提示一下，当一半以上的内存空闲时，内存的使用量%显示呈现绿色，随着内存用
量增多，显示颜色逐渐变为黄色和红色

11.12 其他调试功能
11.12.1 本地变量
本地变量视图位于“快速入门”面板旁边，显示目标暂停时在范围内的本地变量。通常，本地
变量保存在处理器寄存器中，因此在处理器运行时不能访问。从这个视图可以查看寄存器，且
可以编辑它们的值（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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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5. 本地变量视图

11.12.2 反汇编视图
反汇编视图允许在汇编程序等级（由编译器生成）查看应用的代码。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调试堆栈视图中的“指令单步执行”按钮来启用该视图。这个按钮有两个
功能，既可以生成视图，也可以切换从源级到汇编级的单步执行模式。汇编程序等级的单步执
行通常与寄存器视图一起使用，以检查短代码段的详细行为。
可以通过重新单击此按钮，从单步执行模式返回到源代码级。

图 11.36. 反汇编启用
启用之后，反汇编视图一般显示来自当前 PC 的低等级汇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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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7. 反汇编视图
该视图支持多种功能，包括：

•
•
•
•

设置要查看的新地址
刷新视图内容（如果底层代码发生改变，这会很有用）
从当前调试会话(PC)进行链接和取消链接
将源代码行与其相关的汇编指令混合在一起

• 这个功能的有用性随着编译器优化程序的提高而降低

11.12.3 内存视图
默认情况下，在 MCUXpresso IDE 开发透视图，以及堆栈视图中堆栈。内存视图允许以传统方
式探索调试目标内存。可以通过外设[117]或输入所需的地址值来填充视图的目标内存区域。

图 11.38. 内存视图
注：虽然从技术上来说，在目标运行时填充此图像是可行的，但目前不支持这种操作模式。如
果需要，可以通过全局变量表达式实时监测相关的特定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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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置项目
使用向导导入或生成项目时，在创建时可以使用许多配置选项。但是，一旦创建了项目，或者
通过其他方式共享了项目，可能还需要对它们实施更改。
潜在的项目变化范围几乎是无限的，但在以下部分，我们将介绍一些要求的常见更改，以及可
能遇到的潜在分歧。注意，其中许多更改都是从项目的虚拟节点[131]开始。
注：本节只讨论可能实施的一些常见更改。此外，请参见章节内存配置和链接器脚本[167]、闪
存驱动器[142]、库支持[156]，以及其他配置工具文档，更全面地了解可用的选项。

12.1 可通过快速入门快捷设置实施的更改
MCUXpresso IDE 通过快速入门面板快速访问一系列项目设置，如下所示：

图 12.1. 快捷设置
注：这些设置仅适用于所选项目的有效构建配置，并简化了对常用设置的访问，这些设置通过
Properties -> C/C++ Build-> Settings 访问。此外请注意，如果选择了多个项目（如果它们的设
置兼容），则可能对多个项目实施快捷设置更改。

提示
显示了调试控制台、浮点和库类型的当前设置
1. 定义的符号 - 选择用于编辑(-D)符号
2. 未定义的符号 - 选择用于编辑(-U)符号
3. 包含路径 - 选择用于编辑(-I)包含路径
4. 库搜索路径 - 选择用于编辑(-L)库
5. 库 - 选择用于编辑(-l)链接器库搜索
6. SDK 调试控制台 - 选择要通过 UART 实施，或者通过 C 库 printf 函数重定向的 SDK 调试控
制台的 PRINTF 输出

• 与 UART 输出相比，选择 printf 会增加项目二进制文件的大小
• 要生成半托管的 printf 输出，项目必须链接到适当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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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半托管和 printf 的使用[159]
7. 设置浮点类型 - 选择在可用浮点选项之间进行切换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硬件浮点支持[232]
8. 设置库/标题类型 - 选择切换当前的 C/C++库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C++库支持[156]

12.2 项目设置
可以通过虚拟节点查看（和编辑）项目的多个功能。项目虚拟节点包含在项目结构中，提供要
显示的虚拟文件夹，支持轻松编辑项目设置。

图 12.2. 项目设置
为项目自动生成，提供查看许多重要的项目设置的快速方式。此外，右键单击这些节点可以提
供直接选项，用以编辑相关的设置，否则需要多次单击鼠标才能访问。

12.3 更改 MCU（和相关的 SDK）
在创建时，所有项目都与特定的 MCU 相关联。目标 MCU 决定了项目的内存布局、启动代码、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库、支持源、启动配置选项等，所以不要更改项目关联的 MCU，除非
您完全能接受更改带来的后果。
因此，相比更改项目的关联 MCU，强烈建议为所需的 MCU 生成一个新项目，然后按需要编辑
这个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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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时可能需要重置一个项目 MCU（以及相关的 SDK），具体可如下所示操作。从项目的
虚拟节点中，选择“编辑 MCU”。

图 12.3. 编辑 MCU
屏幕上会显示 MCU 设置对话框（如下所示）

图 12.4. 选择 MCU
您可以从这里选择一个可选的 MCU，但注意，在完成此操作之前，您必须按要求勾选两个复
选框：

• 保留内存配置 - 如果设置（默认），原始项目内存设置将被保留，否则适用于所选 MCU 的
MCU 设置将会替换原始设置。

• 保留项目配置 - 如果没有设置（默认），新 MCU 配置（例如 Cortex 架构）将取代原来的
设置。
选择新 MCU 之后，将生成如下所示的警告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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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选择 MCU 警告
只有选择“是”之后，才会实施项目更改。

12.4 更改 MCU (SDK)包类型
MCU 通常可在一系列包类型中使用。不同的包可能影响在 MCU 外部引脚上可用的选项，例如，
GPIO 行数。MCUXpresso IDE 不使用这种包类型，但是它对包含的“MCUXpresso 配置工具”
#configtools 具有重要意义。
如前一节所示，在项目虚拟节点中选择“编辑 MCU”。

图 12.6. 编辑包
然后选择“更改包”，再选择所需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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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CUXpresso 配置工具
本章将介绍 MCUXpresso IDE 默认安装的 MCUXpresso 配置工具的特性。除了 IDE 的开发和调
试透视图外，该配置工具还提供新透视图。

图 13.1. 显示引脚透视图的配置工具
请参见 MCUXpresso IDE 配置工具用户手册了解详细信息。

13.1 使用配置工具
MCUXpresso IDE 包含以下配置工具：

• 引脚工具
• 允许您配置引脚路由和生成“pin_mux.c & .h”源文件
• 时钟工具
• 允许您配置系统时钟和生成“clock_config.c & .h”源文件
• 外设工具
• 允许您配置其他外设和生成“peripherals.c & .h”源文件
• 器件配置工具
• 允许您配置器件的内存接口初始化，并生成 C 阵列或二进制格式的 dcd.d 和 dcd.h 源文件
• TEE 工具
• 允许您配置内存区域、总线主机和外设的安全策略，以便隔离和保护应用中的敏感区域，
并生成 tzm_config.c & .h 源文件。
MCUXpresso 配置工具可用于查看或修改 SDK 示例项目或基于 SDK 2.x 的新项目的配置。要打
开该工具，只需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右键单击该项目，并选择对应的打开命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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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配置工具启动
如果项目中未包含任何配置文件(.mex)，则通过导入现有的源文件（从 YAML 评论，从 pin_mux.c、
clock_config.c 和/或 peripherals.c）自动创建。如果项目中没有源文件，则创建默认配置。配置
被存储在项目文件夹的根目录中，以“.mex”为文件扩展名。

13.1.1

工具透视图
每个工具都采用单独的透视图显示。打开配置之后，您可以在透视图之间切换，以查看/更改每
个工具的配置 - 使用 IDE 窗口右上角的工具栏：

如果您的工作区中包含多个项目，请注意 MCUXpresso 配置工具一次只支持打开一项配置，并
且必须使用弹出菜单中的打开命令明确打开每个项目的该配置。切换透视图不会切换所选的配
置。

13.1.2

引脚工具
使用引脚工具可以显示和配置 MCU 的引脚。基本配置可以在引脚、外设信号或包视图中完成。
更高级的设置（引脚的电气特性）可以在路由引脚视图中更改。

13.1.3

时钟工具
使用时钟工具可以在表视图中显示和更改时钟源和输出设置。更高级的设置可以通过图表视图
和详情视图进行更改。时钟环境全局设置（例如运行模式、MCG 模式和 SCG 模式）可以通过
主应用工具栏进行更改。

13.1.4

外设工具
您可以使用外设工具来配置所选外设的初始化，并为它们生成代码。在外设视图中，选择要配
置的外设，然后确认添加到配置组件中。然后，您可以选择外设模式，并在设置编辑器中配置
设置。

13.1.5

器件配置工具
您可以使用器件配置工具来配置器件的内存接口的初始化。使用器件配置数据(DCD)视图来创建
不同类型的命令，并指定它们的顺序、定义它们的地址、值、大小和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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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TEE 工具
在可信执行环境或 TEE 工具中，您可以配置内存区域、总线主机和外设的安全策略，以便隔离
和保护应用中的敏感区域。您可以在安全访问配置及其子视图中设置应用的不同部分的安全策
略，并在内存映射和访问概览视图中查看这些策略。使用用户内存区域视图，创建便于查看的
内存区域及其安全等级概览。

13.1.7

生成代码
要更新项目中的源代码，只需单击工具栏上的“更新代码”按钮。该命令将打开一个对话框，
其中包含要重新生成的文件列表，并允许您选择使用哪些工具生成这些代码。
另外，也可以通过单击源代码视图中的导出按钮来导出所选的源文件。

13.1.8

SDK 组件
生成的代码使用 SDK 组件的 API 来配置外设。关于 IDE 项目中缺少的 SDK 组件，会在问题视
图中报告。通过右键单击报告的问题并选择建议的快速修复，可以将组件添加到 IDE 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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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GUI 闪存工具
GUI 闪存工具为所有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案提供闪存烧写功能。
除了在启动调试会话时实现无缝的闪存烧写外，MCUXpresso IDE 还支持通过 GUI 和从命令行
直接访问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案的闪存烧写功能（可能对执行小批量生成运行有用）。
可以使用 IDE 从三个不同的位置访问这些闪存烧写功能。
首先，通过 IDE 按钮来启动功能最强大的（高级）版本（将在此节中介绍）：

单击此处将启动如下所示的对话框：

图 14.1. GUI 闪存工具
注：对于各调试解决方案，这个对话框可能稍有不同。
其次，项目启动配置现在包含 GUI 闪存工具选项卡，提供项目特定的闪存操作。请参考调试解
决方案概述[75]了解更多信息。
最后，快速入门面板调试快捷方式支持轻松访问简单的项目闪存烧写。请参见调试快速入门快
捷方式[101]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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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多核 MCU 的内核一般是自动选择，但是对于 GUI 闪存操作，可能需要直接控制内核
选择，以便用户可以使用这个选项。

14.1 高级 GUI 闪存工具
每个调试解决方案都支持下方的操作。
1. 将.axf 或.bin 文件烧写入闪存中
2. 闪存批量擦除
3. 各种调试解决方案特定的功能
启动时，每个调试解决方案都会显示与 LinkServer 变体类似的对话框，如下所述：

图 14.2. GUI 闪存工具的主要功能
注：每个调试解决方案的探针选项（在上方突出显示的）都是不同的，其中目标和通用选项（也
突出显示）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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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启动高级 GUI 闪存工具之前，必须先选择一个项目，以便沿用所选项目的器件和
其他项目配置（例如闪存驱动器）。高级 GUI 闪存工具不会在项目中创建或使用与
启动配置相关的信息。
1. 连接脚本：系统会自动选择 SDK 指定的连接脚本。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工作区或文件系统
快捷键选择不同的脚本。
2. 重置处理：器件默认的重置处理可以通过选择以下选项来覆盖：默认、SYSRESETREQ、
VECTRESET、SOFT
3. 闪 存 重 置 处 理 ： 闪 存 驱 动 器 默 认 的 重 置 处 理 可 以 通 过 选 择 以 下 选 项 来 覆 盖 ： 默 认 、
SYSRESETREQ、VECTRESET、SOFT
4. 烧写/擦除/恢复锁定的 Kinetis 器件

• 要将二进制应用烧写入闪存中，应选择“烧写视图”（所示）。下文仅描述烧写选项。
• 对于擦除闪存器件使其恢复空白状态的选项，应选择“擦除视图”
• 提供批量擦除、按扇区擦除、检查空白（以验证空白闪存）选项。
• 一般来说，闪存无需擦除，因为烧写操作会按照需要自动擦除闪存的各部分。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时常擦除闪存非常有用，因为闪存中的映像会引发问题。

• 不建议对 Kinetis 产品实施按扇区擦除，因为这会清空该器件，并使其进入锁定状态；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使用以下选项......

• 应选择“恢复锁定的 Kinetis 器件”视图来恢复锁定的器件。
5. 烧写操作：

• 烧写：默认操作对选择的应用或二进制烧写，仅擦除闪存器件要求擦除的部分。
• 烧写（先批量擦除）：在对选定的应用或二进制烧写之前，先擦除整个器件。这可以确保
擦除以前的闪存内容。

• 仅验证：此选项会比较闪存和所选的应用或二进制的内容。注：大多数闪存烧写操作都是
在烧写阶段验证。闪存内容不会更改。

• 检查文件区域的空白：此选项可用来验证烧写操作不会覆盖已经烧写写入闪存的任何数据。
闪存内容不会更改。
6. 文件选择：如果选定的项目包含构建的.axf 文件，则会自动选择此文件。或者，可以使用工
作区或文件系统快捷键选择不同的文件。
7. 格式：这些单选按钮会按要烧写的文件类型预先设置。但是，如果选定.axf 文件，单击 bin
将自动从所选的.axf 生成一个.bin。

• 对于不包含基址信息（例如.bin）的文件类型，则必须指定基址。
8. 预览命令：选择此选项，会显示要发出的预览烧写命令，以及可以不基于 IDE 执行此操作的
脚本（如下所示）

• 如果需要，可以对预览命令实施编辑，更改的内容会显示在此脚本中。可以选择多种 shell
脚本样式，最后可以单击将脚本复制到剪贴板中
最后，单击“运行”执行闪存烧写操作，烧写操作完成后，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表明操作已成
功。

14.1.1

高级 GUI 闪存工具命令预览
如上方的第 8 点所示，GUI 闪存工具可以选择性地显示将要发出的命令，以便在执行之前编辑
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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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GUI 闪存工具命令预览
除了显示要发出的命令外，对话框中还包含可以不基于 IDE 发布的脚本，用以执行闪存烧写操
作。对要执行的命令的更改也会显示在脚本中。
备注

• 该脚本将设置与本地 shell 配置无关联的本地环境。但是，会引用 MCUXpresso IDE 的组件，
所以只有在已安装 MCUXpresso IDE，且显示引用的所有工作区文件时，才能使用该脚本。

• 调试探针首次被主机检测到时，可能会安装驱动器，安装此驱动器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 MCUXpresso IDE 能够保持连接到多个调试探针，IDE 则能够动态保持对连接的探针的了解，
生成的任何命令行都可以反映给定的实例。因此，如果命令脚本会被捕获以供再次使用，则
必须确保只连接一个调试探针。

•

通常情况下，在首次执行调试操作时，IDE 会自动软加载 LPC-Link2 或 LPCXpresso V2 和
V3 板的调试探针固件。因此，要从命令行使用这些调试探针，则必须软加载探针固件，或
者将探针固件烧写闪存。可以通过对 LPC-Link 使用脚本 boot_link1，对 LPC-Link2 使用脚
本 boot_link2 来从命令行软加载探针固件，这些脚本都位于 mcuxpresso_install_dir/ide/bi
n 中。要将调试探针固件烧写入 LPC-Link2 调试探针的闪存中，请参见：http://www.nxp.c
om/LPCSCRYPT

14.1.2

高级 GUI 闪存工具记录输出
执行 GUI 闪存工具操作时，低电平输出会被记录到调试日志中。下方所示为成功的 LinkServer
烧写操作的代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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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高级 GUI 闪存工具对任意二进制实施烧写
GUI 闪存工具通常用于对从项目的.axf 文件生成的二进制实施烧写。但是，有时候可能要求它对
从其他地方生成的二进制（或.axf）文件实施烧写。通过采用所需的存储器/芯片组合生成项目，
并简单地将.bin 文件拖放到此项目，即可实现这一点。GUI 闪存工具被调用时，用户可以浏览查
找所需的二进制文件，并以常规的方式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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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inkServer 闪存支持
LinkServer (CMSIS-DAP)闪存驱动器仅由 LinkServer 调试连接使用。请参见章节 LinkServer
调试[79]，了解关于 LinkServer 调试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
MCUXpresso IDE 基于 LinkServer 的调试连接使用可加载 RAM 的闪存驱动器机制。这种闪
存驱动器包含在特定的 MCU（或者 MCU 系列)上对内部闪存实施烧写所需的知识。这些知识
可能被硬连接到驱动器中，或者其中有些是在启动时由驱动器决定（一般被称为“通用”闪存
驱动器）。
在 MCUXpresso IDE 启动调试连接时，在主机上运行的 LinkServer 调试会话通常会将闪存驱动
器下载到目标 MCU 的 RAM 中。然后通过调试探针与下载的闪存驱动器通信，以便将所需的代
码和数据烧写入闪存中。
此外，可加载的闪存驱动器机制还支持可用于对外部闪存烧写（例如，通过 LPC18x、LPC40xx、
LPC43xx、LPC5460x 和 iMXRT 系列的 SPIFI 闪存接口）的闪存驱动器。其中一些驱动器的源
代码在 MCUXpresso IDE 安装目录的示例/闪存驱动器子目录中提供。
注：在本节中，四通道 SPI(QSPI)和 SPIFI 可以互换使用。术语 SPIFI（SPI 闪存接口）通常用
于指 LPC 使用 QSPI。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采用.cfx 文件扩展名。对于预先安装的 MCU，每个器件/系列使用的闪存
驱动器都位于 MCUXpresso IDE 安装的/bin/Flash 子目录中。对于安装了 MCU 的 SDK，闪存
驱动器通常在 SDK 中提供，虽然其副本也可能位于/bin/Flash 子目录中。
重要提示：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完全集成到 MCUXpresso IDE 托管的 Linkerscript 构建机制
中，并在 SDK 元数据中指定。其他调试解决方案根据实施调试时对正在调试的 MCU 的了解，
调用 MCU 特定的闪存烧写策略。

15.1 默认的闪存驱动器和按区域的闪存驱动器
默认情况下，由于遗留问题，预先安装的 MCU 被配置为使用所谓的“默认”闪存驱动器。这意
味着，这个闪存驱动器适用于为该 MCU 定义的所有闪存块（例如，如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所示）。
对于大多数用户，都无需更改自动为被烧写的 MCU 选定的闪存驱动器。
但是，MCUXpresso IDE 也支持创建和对跨多个闪存器件的项目进行烧写。为了实现上述功能，
也可以按照内存区域指定闪存驱动器。
例如，这允许基于 LPC43xx 器件、带内部闪存的项目利用外部 SPIFI 闪存器件。这是通过从内
存配置中移除默认的闪存驱动器来实现，而不是确切指定每个闪存块（按区域指定闪存驱动器）
要使用的闪存驱动器。典型的使用案例包括：创建从 MCU 的内部闪存中运行的应用，以利用存
储在外部 SPIFI 器件中的静态恒定数据（例如，适用于图形）。下图显示了一个内存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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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按区域的驱动器
注：安装了 MCU 支持的 SDK 总是使用按区域的闪存驱动器。

15.2 高级闪存驱动器
大多数向导生成的项目或从 SDK（或 LPCOpen）导入的项目都预先配置适用于目标闪存器件
的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用户无需注意实际使用的闪存驱动器。但是，
对于支持复杂的闪存策略或外部闪存器件的 MCU 来说，情况会更加复杂。本节讨论这些情况，
但请注意，即使在这些情况下，闪存驱动器也可能是自动选择的，因此无需用户关注。

15.2.1

LPC18xx/LPC43xx 内部闪存驱动器
许多 LPC18/43 器件提供两个内部闪存库，库 A 以地址 0x1A000000 开头，库 B 以地址
0x1B000000 开头。

当您使用新建项目向导为其中一个器件创建新项目时，将会选择合适的默认闪存驱动器（从 LP
C18x3_43x3_2x256_BootA.cfx / LPC18x5_43x5_2x384_BootA.cfx /LPC18x7_43x7_2x512_B
ootA.cfx 中），在对器件实施烧写后，该驱动器会配置器件从 A 闪存库启动。
如果您想要从 B 闪存库启动，那么您需要手动配置项目，使其使用对应的“BootB”闪存驱动器(L
PC18x3_43x3_2x256_BootB.cfx / LPC18x5_43x5_2x384_BootB.cfx / LPC18x7_43x7_2x512_Bo
otB.cfx)。这可以通过在内存配置编辑器的“闪存驱动器”字段选择合适的驱动器文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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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您还需要从可用内存列表中删除闪存库 A（或至少重新排序，让闪存库 B 位于首位）。

15.2.2

LPC SPIFI QSPI 闪存驱动器
有时候除了内存闪存外，许多器件还支持外部 SPIFI 闪存。对这些闪存烧写会带来很多挑战，
因为内存的大小（如果存在）是未知的，实际的内存器件也是未知的。这些问题是使用通用驱

动器进行处理，该驱动器可以查询内存器件获取其大小和烧写要求。
在写入时，这些 LPC 器件包含：
表 15.1.SPIFI 的详细信息
LPC 器件
LPC18xx/LPC43xx
LPC40xx
LPC5460x
LPC540xx

SPIFI 地址
0x14000000
0x28000000
0x10000000
0x10000000

可启动
是
否
否
是

闪存驱动器
LPC18_43_SPIFI_GENERIC.cfx
LPC40xx_SPIFI_GENERIC.cfx
LPC5460x_SPIFI_GENERIC.cfx
LPC540xx_SPIFI_GENERIC.cfx

在烧写操作期间，该闪存驱动器会查询 SPIFI 闪存器件来确认其配置。如果器件被识别，其大
小和名称将在 MCUXpresso IDE 调试日志中报告，如下所示：

注：虽然闪存驱动器报告 SPIFI 器件的大小和位置，IDE 的全局视图由项目的内存配置设置决定。
仍然由用户负责确保这些设置与实际使用的器件相匹配。
受我们的 LPC SPIFI 闪存驱动器支持的闪存器件
以下段落包含基本被弃用的信息，请参见章节使用 SFDP 的闪存驱动器[146]
以下是受我们提供的通用 SPIFI 闪存驱动器支持的 SPIFI 闪存器件列表。注：被确认属于下列
器件范围中的其他器件也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器件不受我们提供的闪存驱动器支持，则生成
这些驱动器的源代码位于 MCUXpresso IDE 安装目录的示例/闪存驱动器子目录中。因此，如果
需要，用户可以添加对新 SPIFI 器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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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i.MX RT QSPI 和 Hyper 闪存驱动器
I.MX.RT MCU 通过 QSPI/HyperBus 接口支持外部闪存，MCUXpresso IDE 中包含一系列
LinkServer 闪存驱动器，它们为安装到 EVK 开发板中的器件提供支持（如下所述）。
注：这些驱动器也以源项目的形式提供，所以它们也被用作为其他外部闪存器件开发驱动器的
基础。这些驱动器项目位于：Examples/Flashdrivers/NXP/iMXRT

表 15.2.闪存的详细信息
iMX RT 器件
i.MX RT 1050
i.MX RT 1050
i.MX RT 1050
i.MX RT 1020

基址
0x6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可启动
是
是
是
是

闪存驱动器
MIMXRT1050-EVK_S26KS512S.cfx
MIMXRT1050-EVK_IS25WP064A.cfx
MIMXRT1050-EcoXiP_ATXP032.cfx
MIMXRT1020-EVK_IS25LP064.cfx

与适用于开发板的 SDK 配合使用时，系统会自动选择合适的驱动器
重要提示：对于要从这些闪存器件（重置之后）中启动和就地执行(XIP)的应用，必须将特定器
件的正确标头烧写入闪存中（作为项目的一部分）。SDK 示例在构建时会自动包含合适的标头，
但是，MCUXpresso IDE 不会阻止用户将不带标头的项目烧写入这些器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应用将无法启动，后续的闪存烧写器操作也会失败。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建议使用的恢复程序是改变板启动策略（通过 DIP 开关），以防止从 QSPI
或 hyperflash 启动。重启该板，然后对闪存实施批量擦除。然后，使用具备合适标头的映像重
新烧写，恢复启动策略，然后重启。

提示
此外，这些驱动器附带有一系列支持当前所有的 iMX RT EVK 板的自配置驱动器，请
参见使用 SFDP 协议的闪存驱动器[146]，了解关于该驱动器和此方法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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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使用 SFDP 的闪存驱动器（LPC 和 iMX RT）
如上所述，对这些闪存烧写会带来很多挑战，因为内存的大小（如果存在）是未知的，实际的
内存器件也是未知的。
LinkServer 通用闪存驱动器尝试通过识别特定的器件（通过它们的 JEDEC ID），然后相应设置
它们的大小和烧写参数来解决此问题。但是，这种机制只有在器件被闪存驱动器识别的情况下
才有用，如果器件无法识别，则无用。
这个问题，再加上可用器件的庞大数量，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方法。幸运的是，现代的闪
存器件通常包含一个数据块，该数据块描述器件大小、低电平结构和烧写详情等器件属性。这
些数据块及其用途统称为串行闪存发现协议或 SFDP。这些数据块的标准在 JEDEC JESD216
标准中进行了介绍。
MCUXpresso IDE 版本 10.2.0 中包含一系列通用闪存驱动器，用于通过 SFDP 数据进行自配置，
这些驱动器经过扩展，可供之后的 MCUXpresso IDE 版本使用。当前受支持的 SFDP 驱动器的
列表如下：

表 15.3.SFDP 闪存的详细信息
器件
LPC18xx/LPC43xx
LPC546xx
LPC540xx
i.MX RT 1064
i.MX RT 1060
i.MX RT 1060
i.MX RT 1050
i.MX RT 1050
i.MX RT 1020
i.MX RT 1015
i.MX RT 1010

基址
0x1400000
0x1000000
0x1000000
0x7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0x6000000

可启动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闪存驱动器
LPC18_43_SPIFI SFDP.cfx
LPC546xx_SPIFI_SFDP.cfx
LPC540xx_SPIFI_SFDP.cfx
MIMXRT1064.cfx
MIMXRT1060_SFDP_HYPERFLASH.cfx
MIMXRT1060_SFDP_QSPI.cfx
MIMXRT1050_SFDP_HYPERFLASH.cfx
MIMXRT1050_SFDP_QSPI.cfx
MIMXRT1020_SFDP_QSPI.cfx
MIMXRT1015_SFDP_QSPI.cfx
MIMXRT1010_SFDP_QSPI.cfx

重要提示：对于某些 iMX RT 器件，当前的 SDK 引用器件特定的闪存驱动器，而不是 SFDP 版
本。但是，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项目，以使用 SFDP 版本。闪存驱动器不能检测 QSPI 或
Hyperflash 是否已安装在板上，因此应由用户负责确保使用正确的驱动器。
注：iMX RT 1064 MCU 在 MCU 封装内集成了一个闪存器件，但是，闪存驱动器仍然使用 SFDP
机制来检测器件，所以也被列在上表中。
QSPI SFDP 问题和限制
一些（通常较旧的）QSPI 器件不支持 SFDP 机制，因此不能通过此协议进行烧写。但是，因为
其中一些 QSPI 器件被安装在恩智浦(LPC)制造的开发板上，所以如果没有找到 SFDP 数据，这
些驱动器就会做出一些基本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会假设器件的大小为 1MB，且会使用一些标
准的烧写机制。此方案应该确保恩智浦的 LPC 开发板（带 QSPI）可以使用这种驱动器类型。
注：此信息在编写时是正确的，仅适用于 LPC 驱动器，未来对这些驱动器实施的开发会改变它
们的功能。
闪存烧写日志
将代码或数据烧写入闪存中时，一部分调试日志会显示闪存烧写操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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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访问未知的闪存器件时，驱动器会被调用两次。首先识别器件，然后执行所需的烧写。在
对多个器件烧写的情况下，闪存驱动器可能（重新）加载，以供每次使用。
其中：
1. SFDP JEDEC ID 是用于访问闪存的方法，LPC18_43_SPIFI_SFDP.cfx 是使用的闪存驱动
器
2. 加载并初始化上述驱动器（此步骤将设置时钟、引脚多路复用，并对连接的器件实施一些研
究）
3. 驱动器返回一个字符串 JEDEC_SFDP，表示已成功找到和读取 SFDP 数据
• 读取的器件的 JEDEC ID 为 EF4014，在本例中，与 Winbond 25Q80DVSIG 对应（被安
装到 LPC-Link2 板上，在目标模式下使用）
• 读取的器件大小为 1MB，被分成 16 个 64KB 扇区/块——这些块是用于烧写的擦除大小，
因此对该闪存实施的烧写操作都必须在分配给这个 64KB 大小的地址上开始执行
4. 驱动器二次打开（没有重新加载，因为它还处于上次调用的状态）
5. 引用这个驱动器的项目请求将 1046900 字节的数据写入以 0x14000000 开始的地址，与项目
内存配置中的设置保持一致
6. 写入操作通过 16 页写入来执行
• 注：这个闪存驱动器（和许多 LinkServer 驱动器一样）使用比实际的闪存器件页尺寸大得
多的虚拟页尺寸来优化驱动器操作
7. 最后，打印操作总结，该总结显示闪存的烧写性能
注：如果驱动器未能找到 SFDP 数据，它将尝试使用标准例程对器件进行烧写。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驱动器的大小将被假定为 1MB，闪存变体将被报告为 ID，而不是 SFDP，如下所示：

有时候，一些报告相同的 JEDEC ID 的器件实际上是不同的，在这个特殊示例中，该器件是非
常类似的 Winbond 25Q80BVSIG，例如..BV，而不是..DV
QSPI 烧写和启动
在处理外部闪存时，需要了解闪存驱动器执行的闪存烧写操作和后续使用闪存执行代码和/或提
供数据的操作之间的差别。本质上，闪存驱动器的责任在成功实施烧写操作后结束，在这个时
点之后，MCU/SPI 闪存组合能否正常操作，则由其他器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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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MCU 被重置（或重启）之后，器件配置和操作不再由 MCUXpresso IDE 负责，而是由以
下各项或其中一项决定：

• 开发板/MCU 启动设置
• 这些可能是 DIP 开关或跳线，用于为 MCU 启动流提供输入，或者可能是在 MCU 内烧写
的 OTP 位

• MCU 的 BootROM 能够理解和设置器件的能力
• 器件（例如 LPC1800 和 LPC4300）上的 BootROM 本身理解某些 QSPI 器件，因此能够
配置用于实施启动。但是，这个启动流程虽然正确烧写，也无法使用有些 QSPI 闪存

• 器件（例如 LPC540xx 和 RT10xx）上的 BootROM 基于（作为应用的一部分）烧写入 QSPI
闪存中的正确的标头(XIP)信息。如果该数据不正确（或不存在），启动/重置将失败。

• 集成了内部启动闪存和外部 SPIFI/QSPI 闪存的器件（例如 LPC546xx）通常将 QSPI 配置的
责任交给用户的应用，这可能包括

•
•
•
•

设置引脚多路复用
QSPI/SPIFI 时钟设置
闪存接口初始化
QSPI 初始化（这可能只针对 QSPI 器件）

• 包括在选定的 QSPI 时钟频率下为 QSPI 操作设置适当的等待状态

15.3 Kinetis 闪存驱动器
Kinetis MCU 使用一系列通用驱动器，这些驱动器是作为 SDK 器件支持包的组成部分提供。创
建或导入项目时，将自动选择适用的闪存驱动器并与项目关联。
Kinetis 闪存驱动器通常遵循简单的命名约定，例如：FTFx_nK_xx，其中：

• FTFx 是 MCU 的闪存模块的名称，其中 x 可以采用值 E、A 或 L
• nK 表示闪存器件支持的闪存扇区大小，其中 n 可以采用值 1、2、4、8
• 扇区大小是可以在该器件上擦除的最小闪存数量
• xx 表示特殊驱动器的其他可选字符，例如，_Tiny 适用于只有少量 RAM 的器件
• 另一个可选的_D 后缀用于显示驱动器被写入目标数据闪存，而不是更常见的烧写闪存
例如，K64F MCU 的闪存驱动器被称为 FTFE_4K，这是因为 K64F MCU 使用 FTFE 闪存模块
类型，且支持 4KB 闪存扇区大小。
启动将数据烧写入闪存中的调试会话时，IDE 的调试日志文件将报告所使用的闪存驱动器，以及
从 MCU 读取的参数。如下所示，我们看到驱动器识别了一个 K64 器件，也可以看到内部闪存
的大小。它还报告了对此器件烧写时实现的烧写速度。遇到问题时，这些日志非常有用。
注：闪存驱动器启动时，会查询 MCU 并报告多个数据项。但是，受 MCU 的内部寄存器的性质
影响，它们实际上可能与被调试的 MCU 并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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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许多 Kinetis MCU 的闪存驱动器如下：

15.4 配置项目以横跨多个闪存器件
https://community.nxp.com/thread/388979

15.5 LinkServer GUI 闪存烧写器
LinkServer GUI 闪存烧写器已被与调试解决方案无关联的 GUI 闪存工具[137]取代。

15.6 LinkServer 命令行闪存烧写器
虽然以下信息仍在使用，但对大多数用户来说，此功能已被 GUI 闪存工具[137]中的功能取代。

15.6.1

命令行烧写
在 MCUXpresso IDE 中启动调试会话时，通常会自动调用闪存烧写，但是也可以使用命令行实
用程序（也称为 LinkServer 调试桩）直接访问闪存烧写操作。在为生产运行次数有限的器件实
施闪存烧写时，这非常有用。
MCUXpresso IDE 闪存烧写实用程序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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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命令行运行闪存烧写操作，应该使用适当的选项调用适用于您的器件的闪存实用程序桩。
对于包含 Cortex-M MCU 的板，该实用程序被称为 crt_emu_cm_redlink
例如：

会将 AXF 文件 LPC11U68_App.axf 加载到 LPC11U68 的闪存中。
注：通常情况下，在首次执行调试操作时，IDE 会自动软加载 LPC-Link2 或 LPCXpresso V2 和
V3 板的调试探针固件。因此，要从命令行使用这些调试探针，则必须软加载探针固件，或者将
探针固件烧写入闪存。可以通过对 LPC-Link 使用脚本 boot_link1，对 LPC-Link2 使用脚本
boot_link2 来从命令行软加载探针固件，这些脚本都位于 mcuxpresso_install_dir/ide/bin 中。要
将调试探针固件烧写入 LPC-Link2 调试探针的闪存中，请参见：http://www.nxp.com/LPCSCRYPT
将映像烧写入闪存中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如果要闪存的文件是 AXF（或 ELF）文件，闪存烧写实用程序会采用以下
选项：

也可以使用以下脚本来闪存二进制文件：

其中：

• crt_emu_cm_redlink 是闪存实用程序的名称
• 目标是目标芯片的名称。例如 LPC1343、LPC1114/301、LPC1768 等（参见下方的“查找
正确的参数...”）

• --flash-load 可能实际是不同选项中的一个。使用：
• --flash-load 将文件写入闪存，
• --flash-load-exec 将其写入闪存，然后让其开始运行，
• --flash-mass-load 擦除闪存，然后将文件写入闪存，以及
• --flash-mass-load-exec 擦除闪存，将文件写入闪存，然后让其开始运行。
• 文件名是要闪存烧写的文件。它可能是可执行(axf)文件，或是二进制(bin)文件。如果使用二
•

进制文件，还必须指定 base_address。使用引号是可选项，除非名称中包含不常见的字符
或空格。
base_address 是写入二进制文件的地址。可以指定为以 0x 开始的十六进制值。

如果使用的闪存位于主芯片外部，您需要指定支持该器件的适用闪存驱动器。这通常采用保存
在默认位置的.cfx 文件的名称。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可以指定文件的绝对文件系统名称。使用引
号是可选项，除非名称中包含不常见的字符或空格（参见下方的“查找正确的参数...”）。
警告：当 crt_emu_cm_redlink 闪存驱动器对它们认为会构成就地执行映像的开头的数据进行烧
写时，它们决定映像的向量表的位置，并按照许多 LPC 器件的要求自动插入几个初始向量的校
验和。这可能不是闪存烧写所用的文件存储在该位置的值。这意味着，如果要比较闪存和该文
件的内容，可能发现这个特定位置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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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闪存是在扇区中烧写。闪存扇区的大小和分布由所用的闪存器件决定。数据是在单独的
连续块中烧写——EFL (.AXF)文件中可能指定多个连续的数据块，但二进制文件中只有一个。
当连续数据块被烧写入闪存中时，则保存闪存扇区中先于块启动的数据。但是，最后一个扇区
的块中的后续数据会被擦除。
对受 SDK 器件支持的闪存烧写
上述方法适用于受预先安装的器件支持所支持的器件。如果需要 SDK 器件支持，则必须将其他
选项传输给实用程序。

• sdk_parts_directory - 实用程序可以找到 SDK 器件信息的位置；以及
• sdk_flash_directory - 实用程序可以找到 SDK 提供的闪存驱动器的位置。
这些被提供给实用程序，通过将以下两个选项添加

到已经描述过的命令行。例如：

由于需要输入的内容过多，您可能想要将 SDK 支持目录的位置放到环境变量中，如下所示：
Windows：

MacOS 或 Linux：

使用下方的“从 MCUXpresso IDE 查找正确的参数”来确定这些选项需要哪些值。
实施闪存烧写需要考虑编辑 MCUXpresso IDE 项目的内存
MCUXpresso IDE 允许用户使用“编辑...”按钮来更改硬件中使用的内存区域的默认定义（包
含不同名称的闪存区域的技术规格）。该按钮可以在标题“内存的详细信息”下的 C/C++Build ->
MCU Settings 中的项目属性中找到。编辑器可以创建采用多个名称的闪存区域。
为了使用这些对项目器件信息的更新，该实用程序必须使用 MCUXpresso IDE 存储项目产品的
目录作为其器件信息的来源，无论已修改什么配置（该配置通常称为“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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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MCUXpresso 中查找此目录的位置，请在项目编辑器视图中展开项目，选择包含所需配置
名称的目录（例如“调试”），右键单击该目录打开其属性，并查看“资源”标题。
通过添加选项，将该目录名称作为 sdk_parts_directory 提供给实用程序：

即使该器件由 SDK 支持，这也是用于-x 的正确选项。为复杂的调试连接实施闪存烧写
在建立稳定的调试连接之前，某些板或芯片有时需要额外的步骤。这种调试连接由称为连接脚
本的小 BASIC 类程序设置。“从 MCUXpresso IDE 查找正确的参数”时，可以获取一些明确的
指示，表明您的芯片或板是否需要连接脚本（如下所示）。
连接脚本分布在产品中，通常不需要从头开始编写。
如果需要连接脚本，可以通过在已经描述的命令行中添加以下选项来提供：
--connectscript "connectscript"
如果您要使用--flash-load-exec，而不是--flash-load，那么您可能还会发现，您使用的器件需要
使用自己的“重置脚本”来替代开始执行闪存映像的标准方法。而且，您会发现是否需要如下
所示的一个脚本。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在命令行中添加以下选项来提供：
--resetscript "resetscript"
（和往常一样，只有当脚本文件的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其他不可打印的字符时，才需要使用引号。)
从 MCUXpresso IDE 查找正确的参数
注：查找正确的命令和选项的简单方法是：使用上述 GUI 闪存烧写器，完成对话框中会显示 GUI
实际调用的命令行。在这一行，IDE 将选择正确的

•
•
•
•
•
•

目标名称
默认的闪存驱动器 flashdriver
要运行的连接脚本（如果需要）
要运行的重置脚本，如果需要，使用--flash-load-exec
sdk_parts_directory，可以从中找到关于所使用的器件的 XML 信息（如果是通过 SDK 提供）
sdk_flash_directory，可以从中找到支持所使用的器件的闪存驱动器（如果是通过 SDK 提供）

注：只有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了支持相关芯片或板的项目时，详细信息才会显示并与
之相关。
例如，生成的命令行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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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这个后接-p 的目标名称；
Flashdriver 后接--flash-driver，
connectscript 后接--connectscript；
Resetscript 后接--resetscript，sdk_flash_directory 后接--flash-dir，sdk_parts_directory 后接-x。
如果目标不需要连接脚本或重置脚本，则不会显示相关选项。如果项目不是基于 SDK，则不会
显示-x 和--flash-dir。
处理闪存操作中的错误
如果您的板需要运行连接脚本，以便为闪存驱动器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那么当您在没有使用
它的情况下实施闪存操作时，会显示错误。您可以使用上方的“从 MCUXpresso IDE 查找正确
的参数”来检查是否需要连接脚本。
在某些板上，可以运行与闪存驱动器不兼容的映像（crt_emu_cm_redlink 在目标上运行，以帮
助管控闪存器件）。随着操作进行，这种不兼容性可能会以烧写错误的形式表现出来。原因通
常是以前的映像所使用的不可掩码的例外（例如看门狗定时器）干扰闪存驱动器操作。
可以采用很多方法解决这种情况：

• 您的板支持系统内处理(ISP)重置吗？使用它通常会重置硬件并停止启动 ROM，从而确保为
闪存驱动器提供稳定的环境。如果有，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板载开关进行激活。您可能需要
参考板文档。

• 使用带 crt_emu_cm_redlink 的--vc 选项。当实用程序与板的调试端口之间的连接建立之后，
此选项导致重置。大部分芯片都保留为已执行部分启动 ROM，通常该结果状态适合用于运
行闪存驱动器。（但是存在例外。）

• 擦除闪存的内容（如下所示）或对（例如，小）映像烧写，需确保不涉及不可掩码的例外。
这些解决方案肯定会遇到问题，它们很可能和烧写操作一样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
候可能是因为不兼容的映像会允许闪存驱动器短时运行，而在这段时间内，可以使用这些“解
决方案”中的其中一个。
验证闪存内容
闪存烧写实用程序可以验证编写为 AXF（或 ELF）文件的闪存内容：

也可以使用以下脚本来验证二进制文件：

其中目标和闪存驱动器的意义相同，如上所示。
例如：

注：执行此命令时，“处理闪存操作中的错误”中所述的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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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存烧写实用程序也可以删除闪存内容。要进行删除，需要使用以下几个选项：

其中目标和闪存驱动器的意义相同，如上所示。
例如：

注：执行此命令时，“处理闪存操作中的错误”中所述的问题仍然存在。
验证闪存已被擦除
闪存烧写实用程序可以验证闪存内容是否已删除：

例如：

也可以确认由给定的 AXF 或二进制文件烧写的特定区域是否为空。

也可以使用以下脚本来验证二进制文件：

其中目标和闪存驱动器的意义相同，如上所示。
例如：

注：执行此命令时，“处理闪存操作中的错误”中所述的问题仍然存在。
示例
要在使用 LPC- Link2 的 LPC54113J128 目标的位置 0 中加载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app.bin，请使
用以下命令行：

要加载可执行文件 app.axf 并在使用 LPC-Link2 的 LPC1768 目标上开始执行，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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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擦除闪存，将可执行文件 app.axf 烧写入 LPC18S37 板上，该板没有内部闪存，但支持在板
上使用外部闪存，然后运行：

要进行擦除，则将 app.axf 烧写入 Kinetis MK64FN1M0xxx12（通过 SDK 支持）中，然后要求
获取连接脚本（在 MacOS/Linux 上）：

要删除 LPC1343 上的闪存：

要删除 LPC54113J128 上的闪存，使用向量捕获来确保当前启用的代码不会干扰闪存驱动器：

要检查 LPC54018 上的闪存是否为空，该器件由 SDK 支持，更改了存储在 MCUXpresso SDK
示例项目（位于~/ws/ lpcxpresso54018_driver_examples_gpio_gpio_led_output）中的内存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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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C++库支持
MCUXpresso IDE 附带三个不同的 C/C++库系列。这在平衡代码大小和库功能方面提供了最大
的灵活性。

16.1 Redlib、Newlib 和 NewlibNano 的概述
• Redlib 我们的（非 GNU)）ISO C90 标准 C 库，采用 C99 扩展名。
• Newlib GNU C/C++库
• NewlibNano 一种 GNU C/C++库版本，优化之后用于嵌入。
默认情况下，MCUXpresso IDE 将为 C 项目使用 Redlib，为 SDK C++项目使用 NewlibNano，
为预先安装了 MCU 的 C++项目使用 Newlib。
Newlib 提供完整的 C99 和 C++库支持，但在应用中会使用更大（在有些情况下，大很多）的代
码大小。
NewlibNano 是 ARM“面向 ARM 嵌入式处理器的 GNU 工具”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提供一个
关注代码大小的 Newlib 版本。与在 C 和 C++项目中使用标准版 Newlib 相比，使用 NewlibNano
可以大幅减小您的应用大小。
如果您要求应用更小，且不需要 C99 或 C+ +库的附加功能，我们建议您使用 Redlib，它通常可
以令应用更小。

16.1.1

对 C90 的 Redlib 扩展
尽管 Redlib 基本上是一个 C90 标准的 C 库，但它确实实现了许多扩展，包括来自 C99 规范的
一些扩展。其中包括：

• 单精度数学函数
• 提供单精度实现的一些 math.h 函数，例如 sinf()和 cosf()。
• stdbool.h
• 提供 C99 stdbool.h 标头的实现。
• itoa
• itoa()是非标准的库函数，在许多其他工具链中提供，用于将整数转换为字符串。为了简化
移植，提供该函数的实现，可以通过 stdlib.h 进行访问。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后续章节。

16.1.2

Newlib 与 NewlibNano
Newlib 和 NewlibNano 之间的区别包括：

• NewlibNano 针对大小进行优化。
• printf 和 scanf 系列例程已经在 NewlibNano 中重新实现，以消除对浮点输入/输出处理代码
的直接依赖。需要使用这些函数处理浮点值的项目现在必须在链接期间明确要求使用该功能。

• NewlibNano 中的 printf 和 scanf 系列例程只支持 C89 标准中定义的转换说明符。这可以很
好地平衡小内存尺寸和全功能格式化输入/输出。

• NewlibNano 移除了 printf/scanf 系列例程（iprintf/iscanf 等）冗余的仅限整数实现。这些函
数现在指代标准例程。

• 在 NewlibNano 中，只有未写入的缓冲数据在退出时被清除。开放流不会关闭。
• 在 NewlibNano 中，动态内存分配器已经重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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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库变体
每个 C 库系列都提供许多不同的变体：None、Nohost 和 Nohost-nf、Semihost 和 Semihost-nf
（仅 Redlib）。这些变体每个都提供一组不同的“桩”，它们构成 C 库的基础，并包含库中其
他函数使用的某些低级别函数。
每个变体都有一组不同的桩，因此提供不同级别的功能：

• Semihost(-mb)
• 这个库变体提供所有函数的实现，包括文件 I/O。文件 I/O 通过调试器定向，并在主机系
统（半托管）上执行。例如，printf/scanf 将使用调试器控制台窗口，fread/fwrite 将基于主
机系统上的文件进行操作。注：仿真的 I/O 相对较慢，只能在调试时使用。

• Semihost(-mb)-nf（无文件）
• 仅 Redlib。类似于 Semihost，但只支持 3 种标准的内置流——stdin、stdout、stderr。这
减少了流所使用的数据结构所需的内存用量，但意味着用户应用不能打开和使用文件，尽
管对于嵌入式应用来说这通常不是问题。

• Nohost 和 Nohost-nf
• 这个库变体提供字符串和内存处理函数，以及一些基于文件的 I/O 函数。但是，它假设您
没有调试主机系统，因此任何文件 I/O 都无效。但是，用户可以提供自己的一些 I/O 函数
实现，例如将输出重定向到 UART。

• None
• 准确地说，它没有桩，且内存大小是最小的。它为所有基于文件的 I/O、一些字符串和内
存处理函数排除了低级别函数。
注：在创建向导项目时，默认不选择-mb 库变体，但是这些变量可以选择用以增强半托管性能，
但会略微增加 RAM 的使用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半托管 printf [160]。
在许多嵌入式微控制器应用中，
可以通过小心使用 C 库来使用 None 变体，例如避免调用 printf()。
如果您使用错误的库变体，屏幕会显示以下格式的构建错误：

• 链接器错误“未定义对‘xxx’的引用”
例如，对于根据 Redlib(None)链接，但使用 printf()的项目：

或者根据 NewlibNano(None)链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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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只需更改所使用的库托管（如下所述），或者移除对触发 C 库函数的调用。

16.3 切换所选的 C 库
通常，在新建项目向导首次创建项目时，项目使用的库变体已设置。但是，在 Redlib、Newlib
和 NewlibNano 之间切换所选的 C 库，以及切换正在使用的库变体是非常简单的。
要进行切换，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中项目，然后转至：
Quickstart -> Quick Settings -> Set library/header type
然后选择所需的库和变体。

16.3.1

手动切换
或者，您可以手动对项目属性进行必要的更改，如下所示......
在 Newlib(Nano)和 Redlib 库之间切换时，还必须切换标头（因为这两个库使用不同的头文件）。
要实施此操作：
1. 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选择项目
2. 右键单击选择“属性”
3. 展开 C/C++构建，选择“设置”
4.在“工具”设置选项卡中，在 MCU C 编译器下选择“其他”。注：Redlib 不适用于 C++项目
5. 在库标头中，选择“Newlib”或“Redlib”
6. 在“工具”设置选项卡中，在 MCU 汇编器下选择“架构和标头”
7. 在库标头中，选择“Newlib”或“Redlib”
对所有构建配置（通常是调试和发布）重复上述步骤。
要改变实际链接的库（假定您使用托管链接器脚本）：
1. 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选择项目
2. 右键单击选择“属性”
3. 展开 C/C++构建，选择“设置”
4. 在“工具”设置选项卡中，在 MCU 链接器下选择“托管的链接器脚本”
5. 在库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的 Newlib、NewlibNano 或 Redlib 库变体（None、Nohost、
Semihost、Semihost-nf）。
再次对所有构建配置（通常是调试和发布）重复上述步骤。注：Redlib 不适用于 C++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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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什么是半托管？
半托管这个词用于描述通过调试探针实现的应用 IO。要进行此操作，需要库代码和调试支持。

16.4.1

半托管的背景
在创建新嵌入式应用时，有时候在开发早期阶段很有用，可以输出调试状态消息，用于显示在
应用执行时发生的情况。
传统上，可以通过连接至 PC 上运行的端接程序的串行电缆来传输消息。[242]MCUXpresso IDE
提供可以替代此方案的备用方案，称为半托管。半托管为在目标板上运行的代码提供一种机制，
以使用运行 IDE 的 PC 的功能。最常见的示例是：传输给 printf 的字符串会在 IDE 的控制台视图
中显示。
“半托管”一词最初是由 ARM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提出的，基本上表示部分功能是由主机（运
行调试工具的 PC）执行，另一部分功能是由目标（您的板）执行。最初是为了在根本没有真正
基于外设的 I/O 的目标环境中提供 I/O。

16.4.2

半托管实现
工具具体实现的方式取决于您要在哪个目标 CPU 上运行。使用基于 Cortex-M 的 MCU，C 库的
底层中包含一个特殊的 BKPT 指令。此指令的执行被调试工具捕获，这些调试工具决定请求什
么操作——例如，在 printf 示例中，这实际上是“将字符写到 stdout”。然后，调试工具将从目
标板的内存中读取字符，并将其显示在 IDE 的控制台窗口中。
半托管还支持许多其他 I/O 操作（尽管它依赖调试探针，但又支持调试探针）......例如，它还支
持 scanf 从 IDE 控制台读取其输入。它还允许文件操作，使得 fopen 能打开 PC 硬盘中的文件，
fscanf 则能被用于读取该文件。

16.4.3

半托管性能
可以说，半托管机制并不提供高性能的 I/O 系统。每次发生半托管操作时，处理器基本上都会停
止，但会发生数据传输。所花费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目标 CPU、所使用的调试探针、PC
硬件，以及 PC 操作系统。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导致您的代码似乎运行地更慢。
在 MCUXpresso IDE 版本 10.2.0 中，半托管性能得到了增强，可以提供大约为以前的 IDE 版本
两倍的速度。此外，还提供了一个新 MB 库变体，与 LinkServer 调试连接结合使用时，可以显
著地进一步提高性能。这个库和新 LinkServer 调试支持一起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且不会对代
码的执行性能造成影响。

16.4.4

关于使用半托管的重要提示
当您链接到半托管库时，您的应用将不再独立工作 - 它将只在连接到调试器时工作。
半托管操作导致 CPU 进入“调试状态”，这意味着在目标和主机 PC 之间传输数据期间，不会
在目标上执行任何代码（包括中断）。因此，如果您的应用使用中断，那么通常建议在中断处
于活动状态时避免使用半托管，当然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也是如此。如果您仍然需要使用 printf，
那么您可以重新定义 C 库的底层，以使用备用的通信通道，例如 UART 或 Cortex-M CPU 的 ITM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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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

半托管的 printf 和调试
半托管适用于所有受支持的调试解决方案，因此应该了解这种机制的含义：
链接到半托管库的项目在执行半托管操作（例如 printf）时，必须连接调试器，否则无法执行。
这是因为半托管操作利用调试工具拦截的断点指令来触发所需的行为（通常是 IDE 控制台中显
示的 printf 字符串）。如果没有调试连接，这些断点指令将不会被捕获，并将发生硬故障异常。
默认情况下，提供的硬故障处理程序实现将是一个无限循环。因此，如果对这种目标执行“附
加”，用户会看到在硬故障处理程序中运行的代码。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确保项目不会通
过向 UART 发送输出、使用 ITM 功能、注释掉半托管操作等来使用半托管操作。
因此，（例如）如果用户创建了一个也执行半托管 printf 操作的 LED blinky 应用，那么在没有
调试连接的情况下，在执行第一个 printf 时，blinky 将停止。
MCUXpresso IDE 版本 10.1.0 中引入功能：新项目和新导入的 SDK 示例项目将自动包含一个半
托管硬故障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此处理程序用于防止出现上述问题。现在，如果在没有
附加调试工具的情况下执行半托管操作，则将进入新的半托管硬故障处理程序。处理程序将确
认是否是由半托管操作导致进入新处理程序，如果是，则简单地返回。

因此，如果用户创建一个也执行半托管 printf 操作的 LED blinky 应用，那么在没有调试连接的
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 printf 操作，blinky 都将继续执行。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简单地删除处理程序文件，或通过定义一个符号来禁用此功能：

注：以前创建的导入 MCUXpresso IDE 的项目（例如 LPCOpen 项目）将不会继承此功能。
MCUXpresso IDE 版本 10.2.0 中引入功能：是否包含硬故障处理程序，
可以通过首选项来管控：
preferences -> MCUXpresso IDE -> SDK Options -> Include semihost hardfault handler....，其
中默认设置为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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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lib Semihost MB

MCUXpresso IDE 版本 10.2.0 中引入功能：是可选的 Redlib Semihost MB 库变体。
这个库增强了 LinkServer 调试连接的半托管性能（其他调试解决方案和以前一样执
行），且不会对代码执行性能产生影响。与其他 Redlib Semihost 库相比，只会稍微
增大代码和数据大小。推荐需要高半托管性能和/或低调试探针性能的用户使用这个
可选库。

16.4.6

半托管技术规格
MCUXpresso IDE 中使用的半托管机制以 ARM 网站中的下列文档中的技术规格为基础......=>
ARM 开发套件(ADS) v1.2 调试目标指南，第 5 章。半托管

16.5 使用 printf
默认情况下，printf()（和 puts()）的输出将通过半托管机制在调试控制台中显示。这提供了一种
从在目标上运行的应用中获取基本状态信息的简单方法。
要使 printf()像这样工作，必须确保链接“semihost”或“semihost- nf”库变体。
注：如果只需要显示固定的字符串，那么使用 puts()而不是 printf()将显著减小应用的代码大小。

16.5.1

Redlib printf 变体
Redlib 提供以下两种 printf 变体。许多 MCUXpresso 新建项目向导提供选项，可以选择在创建
新项目时使用哪些选项。
字符与字符串输出
默认情况下，printf()和 puts()函数会立即输出生成的字符串，以便单个半托管操作可以将字符串
输出到调试器的控制台中。注：这些 printf()/puts()版本使用 malloc()在堆上提供一个临时缓冲区，
以便生成要显示的字符串。
通过指定构建定义的“CR_PRINTF_CHAR”（应该在项目级别设置），可以切换使用这些函
数的“逐字符”版本（不需要堆空间）。例如，如果您正在重定向 printf()以通过 UART 写出（如
下所示），这会很有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一个临时缓冲区来存储整个字符串没有意
义，只能通过 UART 一次打印一个字符。
仅限整数与整个 printf（包括浮点）
合并到 Redlib 中的 printf()例程比 Newlib 中的例程小得多。因此，如果代码大小是个问题，则尽
可能使用 Redlib。此外，如果您的应用没有将浮点数传递给 printf，您还可以选择 printf 的“仅
限整数”（可兼容非浮点）变体。这可以进一步减小代码大小。
要从 Redlib 启用“仅限整数”printf，请定义符号“CR_INTEGER_PRINTF”（在项目级别）。
对于从 SDK 新建项目向导创建的项目，默认如此操作。

16.5.2

NewlibNano printf 变体
默认情况下，NewlibNano 使用 printf 和 scanf 系列函数的非浮点变体，如果这类函数只使用整
数值，此举可以帮助大幅减小映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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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代码库确实需要 printf/scanf 浮点变体，那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启用：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然
后选择“启用 printf/scanf 浮点”复选框。

16.5.3

Newlib printf 变体
Newlib 提供一个“iprintf”函数，只能实现整数 printf。

16.5.4

使用 LPCOpen 时的 Printf
如果您是基于 LPCOpen 构建应用，那么您可能会发现不是默认在 MCUXpresso IDE 的调试控
制台中显示 printf 输出。这是因为许多 LPCOpen 板库项目默认将 printf 重定向到 UART 输出。
如果您想将 printf 输出定向到调试控制台，那么您需要更改项目，使得：
1. 您的主应用项目与 C 库的“semihost”变体链接，并且
2. 通过以下方法，禁止 LPCOpen 板库重定向 printf 输出：

• 在 LPCOpen 板库中查找源文件 board.c，并注释掉行：#include retarget.h，或者
• 查找文件 board.h，并启用行：#define DEBUG_SEMIHOSTING

16.5.5

使用 SDK 时的 Printf
MCUXpresso SDK 代 码 库 通 过 宏 printf 提 供 自 己 的 printf 功 能 。 该 功 能 在 头 文 件
fsl_debug_console.h 中设置，以便指向 C 库本身提供的 printf 函数，或者可以指向 SDK 函数的
伪 printf 函数：DbgConsole_Printf()。这通常导致输出通过 UART（可能连接至板载调试探针，
通过 USB VCOM 通道将其发回给主机）发送。受宏 SDK_DEBUGCONSOLE 控制，因此：

• 如果 SDK_DEBUGCONSOLE == 0
• PRINTF 被定向至 C 库 printf()
• 如果 SDK_DEBUGCONSOLE == 1
• PRINTF 被定向至 SDK DbgConsole_Printf()
SDK 新建项目向导和导入 SDK 示例向导的高级页面提供配置项目的选项，以便通过正确设置
SDK_DEBUGCONSOLE，将 PRINTF 定向到 C 库 PRINTF()。
此外，如果 PRINTF 被定向至 C 库 printf()，且定义了 SDK_DEBUGCONSOLE_UART，那么
printf 输出仍然被定向至 UART。同样，SDK 新建项目向导和导入 SDK 示例向导的高级页面也
提供选项来进行控制。

16.5.6

重定向 printf/scanf
默认情况下，printf 函数使用“半托管”机制将文本输出到调试控制台。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输出机制可能不适合您的应用。相反，您可能希望通过备选的通信通道（例
如 UART，或者 Cortex-M3/M4 上 SWO 跟踪的 ITM 通道）来输出 printf。在这种情况下，您可
以对库底层中的合适部分进行重定向。
下方的“如何使用 ITM Printf”章节就如何实施此操作提供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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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重定向这些函数时，通常可以链接到 C 库的“nohost”变体，而不是“semihost”变体。
Redlib
要重定向 Redlib 的 printf()，需要提供您自己对函数_sys_write()的实现：

如果出错，函数返回未写入的字节数，如果成功，则返回 0
与此类似，如果您想重定向 scanf()，您需要提供自己的 function_sys_readc()实现：

函数返回读取的字符
注：这两个函数有效地直接映射到底层“半托管”操作中。
Newlib / NewlibNano
要重定向 printf()，您需要提供自己的 Newlib system function _write()实现：

如果出错，函数返回未写入的字节数，如果成功，则返回 0
要重定向 scanf，您需要提供自己的 Newlib system function _read()实现：

函数返回读取并存储在 pcBuffer 中的字符数
有关 Newlib 系统调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sourceware.org/newlib/ libc.html#Syscalls

16.5.7

如何使用 ITM Printf
ITM Printf 是一种通过调试探针来实现应用 IO 的方案，它不存在常见的半托管缺点。
ITM 概述
当使用 LPC-Link2（使用恩智浦的 CMSIS-DAP 固件）时，作为 Cortex-M3/M4 SWO 跟踪功能
的一部分，MCUXpresso IDE 支持使用 ITM：指令跟踪宏单元(ITM)块提供一种机制，通过 SWO
交易数据流将目标中的数据发送至调试器。这种通信是通过内存映射寄存器接口实现的。写入
32 个激励寄存器的数据被转发至 SWO 流。与其他 SWO 功能不同，使用 ITM 激励端口需要对
代码进行更改，因此不应该被认为是非侵入性的。
Printf 操作可以通过写入 ITM 激励端口来直接执行。但是激励端口只能输出。因此，scanf 功能
是通过特殊的全局变量来实现，该变量允许调试器将字符从控制台发送至目标（使用跟踪接口）。
调试器将数据写入名为 ITM_RxBuffer 的全局变量，以供 scanf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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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MCUXpresso IDE 目前仅通过激励端口 0 支持 ITM。

注：有关 SWO 跟踪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CUXpresso IDE LinkServer SWO 跟踪指南。
SDK 的 ITM printf
SDK 新建项目向导和导入 SDK 示例向导的高级页面提供配置项目的选项，以便将 printf/scanf
重定向至 ITM。选择此选项将导致在项目中生成 retarget_itm.c 文件，以执行重定向。
LPCOpen 的 ITM printf
要在 LPCOpen 项目中使用此功能，您需要：在您的项目中包含 retarget_itm.c 文件——可以从
IDE 安装的示例子目录获取。确保您使用 semihost、semihost-nf 或 nohost C 库变体。然后只
需将对 printf 和 scanf 的调用添加到代码中。
如果您只是链接到 LPCOpen 芯片库，那么您只需执行上述操作。但是，如果您也链接到
LPCOpen 板库，那么您可能看到以下这种形式的构建错误：

查找文件 board.h，并启用行：#define DEBUG_SEMIHOSTING，或者在 LPCOpen 板库中查
找源文件 board.c，并注释掉行：#include "retarget.h"

16.6 itoa()和 uitoa()
itoa()是非标准的库函数，在许多其他工具链中提供，用于将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16.6.1

Redlib
为了便于移植，MCUXpresso IDE 在 Redlib C 库中提供该函数的两个变体......

可以通过系统标头进行访问......

Itoa()使用指定的基值将整数值转换为以 null 结尾的字符串，并将结果存储在 vstring 参数所指向
的数组中。基值可以取 2 到 16 之间的任何值；其中 2 = 二进制，8 = 八进制，10 = 十进制，16
= 十六进制。
如果基值是 10 且值为负，那么得出的字符串前面有一个负号(-)。对于任何其他基值，值都是无
符号数。函数的返回值是指向得出的以 null 结尾的字符串的指针，与参数 vstring 相同。
uitoa()与此类似，但在所有情况下都将输入值视为无符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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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调用程序负责为输出字符数组保留空间 - 建议的长度是 33，无论使用哪个基值，这个长度
都足以包含任何可能的值。
示例调用

遵循标准
如上所述，itoa() / uitoa()不是标准的 C 库函数。在某些情况下，遵循标准的备选方法可能是使
用 sprintf()——虽然这可能导致应用映像的大小增大：

16.6.2

Newlib/NewlibNano
Newlib 和 NewlibNano 现在也提供类似的功能，只是命名稍有不同 - itoa()和 utoa()。

16.7 库和链接器脚本
使用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时，如“内存配置和链接器脚本生成”一章所述，将自动处理针对
所需的库系列和变体的适用链接设置。
但是，如果您不使用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则需要定义在链接器脚本中使用哪些库文件。为
此，请在链接器脚本的分区线之前添加以下条目中的一条：

• Redlib (None)，添加
• [C project only]：GROUP (libcr_c.a libcr_eabihelpers.a)
• Redlib (Nohost)，添加
• [C projects only]：GROUP (libcr_nohost.a libcr_c.a libcr_eabihelpers.a)
• Redlib (Semihost-nf)，添加：
• [C projects only]：GROUP (libcr_semihost_nf.a libcr_c.a libcr_eabihelpers.a)
• Redlib (Semihost)，添加
• [C projects only]：GROUP (libcr_semihost.a libcr_c.a libcr_eabihelpers.a)
• NewlibNano (None)，添加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_nano.a libm.a libcr_newlib_none.a)
• [C++ projects] ： GROUP (libgcc.a libc_nano.a libstdc++_nano.a

libm.a

libcr_newlib_none.a)

• NewlibNano (Nohost)，添加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_nano.a libm.a libcr_newlib_nohost.a)
• [C++ projects] ： GROUP (libgcc.a libc_nano.a libstdc++_nano.a

libm.a

libcr_newlib_nohost.a)

• NewlibNano (Semihost)，添加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_nano.a libm.a libcr_newlib_semihost.a)
• [C++ projects] ： GROUP (libgcc.a libc_nano.a libstdc++_nano.a

libm.a

libcr_newlib_semih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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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lib (None)，添加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a libm.a libcr_newlib_none.a)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a libstdc++.a libm.a libcr_newlib_none.a)
• Newlib (Nohost)，添加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a libm.a libcr_newlib_nohost.a)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a libstdc++.a libm.a libcr_newlib_nohost.a)
• Newlib (Semihost)，添加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a libm.a libcr_newlib_semihost.a)
• [C++ projects]：GROUP (libgcc.a libc.a libstdc++.a libm.a libcr_newlib_semihost.a)
另外，如果使用 NewlibNano，那么在项目属性的链接器页面中启用 printf/scanf 浮点数支持的
复选框方法也将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手动启用浮点数支持，方法是：
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Linker -> Miscellaneous
并在“链接器标志”框中输入-u _printf_float 和/或-u _scanf_float。
另一种方法是将所需的支持函数的显式引用放入项目代码库中。执行此操作的其中一种方法是
添加如下的语句：
asm (“.global _printf_float");
到您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C 源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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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内存配置和链接器脚本
17.1 简介
MCUXpresso IDE 采用的核心技术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为每个 MCU 定义默认内存映射这一原则。
对于带有内部闪存的器件，还将指定一个闪存驱动器，用于为闪存烧写（与 LinkServer“本地”
调试探针一起使用）。
对于预先安装的 MCU，内存映射的定义包含在产品自带的 MCU 器件知识中。对于从 SDK 安装
到 MCUXpresso IDE 中的 MCU，内存映射的定义是从 SDK 结构中的清单文件中加载。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MCUXpresso IDE 都使用定义的内存映射来驱动“托管的链接器脚本”
机制。这将自动生成一个链接器脚本，以将项目中的代码和数据正确放到内存中，并提供给调
试器使用。
用户可以查看和修改项目的内存映射，以使用就绪内存配置编辑器添加、移除（拆分/合并）或
重排块。例如，如果项目面向支持外部闪存的 MCU（例如 SPIFI），那么它的内存映射可以轻
松扩展，用于定义 SPIFI 内存区域（基值和大小）。此外，可以将适用的闪存驱动器与新定义
的区域相关联。

图 17.1. 内存配置
MCUXpresso IDE 版本 10.3.0 中引入功能 内存配置可以直接就地编辑，而不需要采用单独的

编辑来启动单独的对话框。所有项目向导和项目属性视图中都集成了内存配置就地编辑功能。

17.2 托管链接器脚本概述
默认启用项目的“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该机制允许 MCUXpresso IDE 自动为每个构建配
置创建脚本，适合为项目选定的 MCU 和使用的 C 库。它将为您的项目的每个构建配置创建（有
时修改）三个链接器脚本文件：

这组层级文件用于定义所使用的 C 库、系统的内存映射，以及将代码和数据放入内存映射的方
式。这些文件将位于项目的构建配置子目录中（通常是调试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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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项目资源管理器调试文件夹链接器脚本
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还会自动考虑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所做的内存映射更改和其他配置更改，例
如 C/C++ 库设置。
请参见堆栈视图[126]了解相关信息。

17.3 如何生成托管链接器脚本？
MCUXpresso IDE 将一组参数发送给链接器脚本生成器（基于“FreeMarker”脚本引擎），以
便为您的项目创建适用的链接器脚本。这个生成器使用一组有条件解析的模板文件，每个文件
控制生成的链接器脚本的不同方面。
通过在本地项目目录结构的链接脚本文件夹中提供一个或多个修改后的模板文件，可以修改生
成的链接器脚本的某些方面。您在本地提供的这些模板将覆盖 MCUXpresso IDE 中的默认模板。
在 IDE 安装目录的\Wizards\linker 子目录中提供整组默认链接器模板(.ldt)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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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默认的映像布局
初始化数据项的代码和初始值放置在第一个闪存库中（如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所示）。在启动期
间，MCUXpresso IDE 启动代码将数据复制到第一个 RAM 库中（如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所示），
然后直接在内存中将这些 BSS 数据初始化为 0。此过程使用从链接器脚本生成到映像中的全局
节表。
其他 RAM 块也可以在用户的控制下接收数据项，启动代码也会自动初始化这些数据项。请参见
本章后面的内容了解更多信息。

图 17.3. 默认的内存布局
注：上方所示的内存布局是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使用的默认布局。根据实际项目的需求，
可以使用多种机制来更改布局，例如在内存配置编辑器中简单调整 RAM 库的顺序。本章稍候会
介绍这些方法。
默认的内存布局也将堆和堆栈放入第一个 RAM 库，使得：

• 堆直接位于 BSS 数据之后，通过内存向上增长
• 堆栈位于第一个 RAM 库的结尾，向堆方向向下增长
再次提醒，这个堆和堆栈位置是默认的，并且可以很容易地更改特定项目的位置，本章稍后进
行介绍。
注：当您导入项目时，您可能会发现默认设置已被更改。检查项目属性，以确认实际的详细
信息。

17.5 检查生成的映像的布局
查看在磁盘上构建项目时生成的 AXF 文件的大小，并不能获知在将应用下载到 MCU 时会占用
多少闪存/RAM 空间。除了不会下载到您的 MCU 的应用的二进制代码外，该 AXF 文件还包含更
多信息，例如在调试时用于提供源代码层次信息的调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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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

链接器--print-memory-usage
MCUXpresso IDE 项目在构建过程的链接步骤中使用--print-memory-usage 选项，以按如下形
式，在构建控制台中显示内存使用量信息：

使用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时，此处显示的内存区域与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显示的内存库相匹配。
默认情况下，应用会基于在 MCU 的内存配置中找到的首个闪存进行构建和链接。对于大部分
MCU，只有一个闪存器件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项目需要 25960 字节的闪存存储空间，
占可用闪存的 2.48%。
RAM 将用于存储全局变量、堆和堆栈。MCUXpresso IDE 提供一个灵活方案，为堆和堆栈保留
内存。该构建报告的总字节数为 8472，为每个堆和堆栈各保留 4KB，共占 8KB。
如果使用“LPCXpresso 式”堆和堆栈布局（本章稍后将对此进行说明），则此功能消耗的 RAM
仅为全局数据 RAM，不包括应用实际执行时堆栈和堆消耗的任何内存。
注：导入 MCUXpresso IDE 的项目在创建时可能没有此选项。要添加此选项，右键单击项目并
选 择 “ C/C++ Build ->Settings -> MCU Linker -> Miscellaneous then click ‘+’ and add
--print-memory-usage”
比较代码大小
本总结提供一种快速查看内存区域使用量和效率变化的方法。下方所示为使用旧版本
MCUXpresso IDE 和使用当前版本编译同一个项目时，内存使用量的示例。
使用 MCUXpresso IDE 11.0.x 版时的代码大小：

使用 MCUXpresso IDE 11.1.x 版时的代码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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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关于映像信息[171]视图的章节，进一步了解与映像有关的详细信息。

17.5.2

arm-none-eabi-size
此外，构建后续步骤通常会调用 arm-none-eabi-size 实用程序，以稍微不同的形式提供此信
息......

•
•
•
•
•

文本——显示应用中的代码和只读数据（以十进制表示）
数据——显示应用中的读写数据（以十进制表示）
bss——显示应用中初始化到 0（“bss”和“common”）的数据（以十进制表示）
dec——“文本”+“数据”+“bss”的总和（以十进制表示）
hex——“dec”的十六进制形式

一般来说：

• 应用的闪存消耗为文本+数据
• 应用的 RAM 消耗为数据+bss
同样，如果使用“LPCXpresso 式”堆和堆栈布局（本章稍后将对此进行说明），则消耗的 RAM
中不含应用实际执行时分配给堆栈和堆的内存。
您还可以右键单击项目资源管理器中的文件，选择 Binary Utilities -> Size 选项，手动对您的最
终应用映像或构建目录中的单个对象文件运行 arm-none-eabi-size 实用程序。

17.5.3

链接器映射文件
创建新项目时，项目向导默认启用链接器选项“-map”选项，允许您更详细地分析应用映像的
内容。当您进行构建时，这将导致在“调试”（或发布）子目录中创建名为 projectname.map
的文件，该文件可以加载到编辑器视图中。这包含大量信息，其中包括：

• 包含详细信息的存档成员（库对象）列表
• 丢弃的输入部分列表（因为它们未使用，且启动了链接器选项--gc-sections）。
• 已放置在映像中的所有代码、数据和 bss 项的位置、大小和类型

17.6 映像信息(Info)
映像信息视图提供详细分析映像结构和内存占用情况的工具。
默认情况下，映像信息视图与问题和/或控制台视图在 MCUXpresso IDE 开发透视图中叠加放置。
下方显示并详细介绍了该视图的工具栏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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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4. 映像信息工具栏
其中：
1. 加载与当前选定的项目的有效构建配置相关联的构建工件(.axf)，以进行分析。这是填充此视
图的最简单的选项。

• 或者，可以将映像、对象或静态库拖放到此视图中
• 加载后，选择的工件名称和构建信息（以及警告，如果有）显示为视图的标题
• 如果选择了多个项目（或文件），并且在 IDE 中打开了多个映像信息视图，那么本次选择
也会填充其他视图

• 此外，如果有多个构建配置可用，则下拉选项允许打开所有构建配置
• 如果未构建选定选项的活动构建配置，则此图标显示灰色
2. 浏览包含符号信息的构建工件
3. 从当前加载的构建工件重新加载信息

• 从更改的源重新构建项目时，可能需要执行此操作
4. 打开与当前选择的构建工件相关联的映射文件
• 此文件会在编辑器视图中打开，其中增强的语法高亮显示[177]有助于导航
5. 打开与当前选择的构建工件相关联的链接器脚本（.ld 文件）

• 此文件会在编辑器视图中打开，其中增强的语法高亮显示[177]有助于导航和理解
6. 如果当前选项卡中有主要符号，找到它们
7. 启用/禁用 C++名称改编

• 它使用 c++filt binutils 应用从视图中反改编 C++符号
• 视图中的所有（改编的）项都将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当前选择的项
8. 在字节和更大的单位（KB、MB 等）之间切换
9. 单击此项，使用标准的 Eclipse 比较实用程序比较此视图与另一个（新）映像信息视图的
内容

• 要使用此功能，请创建第二个映像信息视图，并加载另一个映像、对象等。在两个视图中
单击比较
10(A)将高亮显示的信息复制到剪贴板

• 复制的信息保存为.tsv 格式，并将表头添加到所选内容中

提示
也可以在映像信息视图中右键单击菜单调出这些选项
搜索/过滤按钮也会高亮显示，可用于在高亮显示包含输入的搜索项的行与仅显示匹配的行之间
切换。此功能可用于清除大组项目中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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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亮显示的行中的信息在属性视图中显示

映像信息视图（通常）由 3 个子视图组成，分别是内存使用量、内存内容和（静态）调用图信息。

17.6.1

内存使用量
内存使用量视图显示关联的构建工件使用了多少内存（闪存和 RAM）。

图 17.5. 映像信息内存使用量
所显示的内存区域与所选项目的构建工件（通常是项目生成的 elf (.axf)文件）相同。详细信息大
致上与链接器--print-memory-usage 开关提供的信息相同。但是，此视图可用于在变更代码、实
施改善、采用不同的构建配置等之后，轻松比较一个构建与另一个构建之间的内存使用量。

提示
提示一下，当一半以上的内存空闲时，内存的使用量%显示呈现绿色，随着内存用量
增多，显示颜色逐渐变为黄色和红色
注：在以下情况下，不会显示内存使用量选项卡：

• 处理了尚未链接的文件(*.o)
• 处理了静态库(*.a)
• 处理了当前工作区以外的构建工件——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获取内存区域
双击内存区域，跳过其内容。

17.6.2

内存内容
内存内容视图提供每个内存区域的详细内容视图。下图显示了分布在内存区域内的各个链接器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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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映像信息内存内容
双击或针对选中的符号按下 Enter 键，即可打开其定义。

图 17.7. 映像信息内存符号链接
注：如果无法在源中找到符号，例如符号在 C 库函数中，则 Eclipse 的状态栏中会显示一条消息。
在这个视图中选择多行，即会计算它们的内存总使用量。

图 17.8. 映像信息内存大小

17.6.3

调用图
调用图选项卡显示了所选构建工件通过-fstack-usage 编译器选项生成的静态堆栈成本。在
MCUXpresso IDE 11.0.0 版中，生成堆栈使用信息现在是默认选项，但是可以通过工作区项目
属性进行控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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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9. 映像信息调用图启用
此选项允许编译器生成.su（堆栈使用）文件，并将这些文件（以及其他信息）用于填充调用图
视图。注：生成这些附加文件对项目构建时间的影响极小。
如果已经构建并加载了项目，则可以使用所选构建配置的调用图信息。以下是调用图显示的截
图，展开并高亮显示 main()函数。

图 17.10. 映像信息调用图
在这个视图中，列具有以下含义：

• 函数：显示函数名称
• 深度：显示最大的调用深度
• 其中 N 表示函数至少有一个子项，其深度为 N-1
• 0 表示没有子项函数
• 位置：函数在源(file:line)中的位置
• 如果没有找到源，则此位置为空
• 类型：显示静态或动态分配类型
• 本地成本：显示由函数本身分配的字节数
• 全部成本：显示函数本身和最深的子项函数分配的字节数
• 注释：显示额外的信息，例如递归调用
在视图中，符号标各种颜色，表示以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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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1. 映像信息调用图显示类型
1. 双击黑色符号可以打开相关的源代码
2. 灰色符号没有相关的源信息

• 这可能表示汇编或库符号
3. 带有圆形箭头的符号表示它具有递归调用，因此其堆栈成本不能添加到全部成本中
4. 灰色的异常处理程序（不显示）将对带有处理程序后缀的任何根符号进行分组
最后，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调用图信息可能受限或过时，则将显示明确的自我描述警告。

17.6.4

使用过滤器
搜索过滤器现在支持简单表达式和正则表达式搜索。
如下所示，符号 main 的过滤器将查找“ ___ main”和“main”。

图 17.12. 调用图简单表达式过滤器
正则表达式过滤器支持标准正则表达式搜索......

图 17.13. 调用图正则表达式过滤器 1
使用“不”搜索 - 搜索 CLOCK，但不包含 X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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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4. 调用图正则表达式过滤器 2
注：如果在输入正则表达式时出错，则在输入时消息变为红色，工具提示显示表达式出错。

提示
通常，要在正则表达式中搜索字符串，您应该输入(.*)string(.*)......为了让用户摆脱这
个要求，系统默认从一开始就保护字符串，最终则搜索包含该字符串的任何内容。这
种保护的副作用是：您不能搜索以“.”开头或结尾的内容。

17.7 增强的语法高亮显示
MCUXpresso IDE 11.0.0 版提供额外的编辑器功能，为 GNU 链接器脚本.ld 文件（也包括链接
器脚本模板和.map 文件）提供增强的语法高亮显示。实施增强的主要目的是简化这些文件的浏
览，并在 MCUXpresso IDE 的自动生成链接器脚本机制不支持生成所需的配置时，简化手动创
建链接器脚本文件的过程。
可以通过双击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的.ld、.ldt 或.map 文件来自动调用新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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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5. 项目构建配置文件
注：构建项目时，这些文件由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167]自动为所选的构建配置生成
文件打开后（如下所示），可以使用多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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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6. 链接器描述文件
包括可以通过 CTRL + 单击（Mac 设备为 CMD + 单击）文件名在新编辑器视图中打开的文件和
符号源（高亮显示）。
编辑器还提供了可通过按 CTRL + SPACE 访问的上下文感知代码完成功能。

图 17.17. 自动完成
编辑器还提供错误检查，验证更改是否符合链接器脚本语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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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8. 错误检查语法
此外，还将验证 INCLUDE 路径，如果出错，则如下方显示。

图 17.19. 错误检查文件
错误标记将在导航栏和编辑器窗口的标题中显示。
大纲视图显示当前在编辑器区域打开的文件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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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0. 链接器描述大纲关联 Id
对自动生成的复杂.map 文件导航时，此功能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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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1. 映射文件大纲关联映射

提示
右键单击大纲视图可打开相关的源文件。
最后，如果需要，可以通过 Preferences -> MCUXpresso IDE -> Editor Awareness 来配置语法
高亮显示的颜色，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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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2. 编辑器感知语法高亮显示首选项

17.8 影响生成的映像的其他选项
17.8.1

LPC MCU - 代码读取保护
恩智浦大部分基于 LPC Cortex-M、具备内部闪存的 MCU 都包含“代码读取保护”(CRP)支持。
该机制使用位于闪存特定位置的许多已知值中的一个来提供多个级别的保护。当 MCU 启动时，
读取闪存中的这个特定位置，根据其值，MCU 可能会阻止外部器件访问闪存。这个位置通常位
于 0x2FC，但是对于带有内部闪存的 LPC18xx/43xx 器件，CRP 的位置通常偏离使用的闪存库
的起始位置 0x2FC。
CRP：预先安装的 MCU
通过项目向导、头文件和一些宏的组合，支持设置 CRP 内存位置。这种支持允许根据用户的需
求，轻松地将特定的值存储至 CRP 内存位置。
新建项目向导包含一个选项，允许链接器支持放置 CRP 字，以在创建新项目时启用。此选项通
常默认启用。这个向导选项实际上控制项目属性链接器目标选项卡的“启用 CRP”复选框。
此外，向导还 将创建一个 名为“crp.c ”的文件，该 文件定义将会 包含所需 的 CRP 值的
“CRP_WORD”变量。然后，由要包含的 NXP/crp.h 头文件提供一组可能值。所以，例如“crp.c”
一般包含：

然后由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生成的链接器脚本将其放置在闪存中的正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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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值 CRP_NO_CRP 确保闪存完全可访问。到达想要保护您的映像这个项目阶段时，您将需
要更改 CRP 字，使其包含合适的值。
重要提示：在修改 CRP 字中的值时，您应该特别注意，因为某些 CRP 设置可能会禁用部分或
全部访问 MCU 的方法（包括调试）。在使用 CRP 之前，强烈建议您参考用户手册了解关于正
在使用的 LPC MCU 的信息。
CRP：通过导入 SDK 安装的 MCU
LPC 器件对 CRP 的支持是从 SDK 导入到 MCUXpresso IDE，大体上与预先安装的 MCU 类似。
但是，CRP_WORD 变量定义不是采用单独的 crp.c 文件，一般是位于启动代码中。

17.8.2

Kinetis MCU - 闪存配置块
Kinetis MCU 提供一种替代方法，使用闪存配置块来保护闪存中的用户映像。闪存配置字段通常
位于地址 0x400-0x40F 中，与 LPC CRP 机制不同的是，只有特定的值可以访问，而其他值则
可能会锁定该器件。
项目的闪存配置块的值由如下结构提供，可以在启动代码中找到：

然后由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生成的链接器脚本将其放置在适当的位置。

重要提示：通过取消勾选项目属性链接器目标选项卡复选框，可以禁用闪存配置块放置支持。
但是，通常不建议如此，因为这极可能导致 MCU 被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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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3. 链接器设置

17.8.3

USB 数据放置
对于器件支持是从 SDK 导入的 MCU，托管的链接器脚本机制支持自动放置 USB 全局数据（和
SDK USB 驱动器的用法一样），包括采用专用 USB_RAM（微小变化或较大变化）的器件。

17.8.4

简易加载映像
LPC540xx 系列不提供内置闪存，但是提供四通道 SPI 闪存接口(SPIFI)，以便使用外部闪存。
使用外部闪存的最直接的方法是将映像烧写入外部闪存中，然后从同一位置(XIP - eXecute In
Place)直接执行。
但是，LPC540xx 启动 ROM 也提供另一种使用外部闪存的方法——将应用烧写入闪存中，但是
启动 ROM 会将其迁移到板载 SRAM 库中，以便执行。一般情况下，会使用 SRAMX 库（在地
址 0x0 上）来执行此操作。以这种方式运行的应用被称为“简易加载映像”。
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提供一种配置应用项目的简单方法，以便将其构建为
简易加载映像。这可以针对特定构建配置进行控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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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s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

图 17.24. 简易加载映像
此外，请参见项目设置[131]快捷方式。
启用“简易加载映像”选项将会：
1. 修改生成的链接器脚本，以便查找主代码段，它将烧写入闪存中，但是在执行之前，会由启
动 ROM 将其复制到指定的 RAM 库中
2. 使用由生成的链接器脚本提供的符号来修改启动代码，以便将适当的数据存储到映像中，使
得启动 ROM 知道它需要将闪存中的映像迁移到 RAM 中。
注 1：此功能要求应用项目以 SDK v2.4.0（或更新版本）提供的 LPC540xx 器件支持为基础。
注 2：应用映像（包括初始化的全局数据）的大小必须小于执行代码的 RAM 库的大小。
注 3：LPC540xx 支持从地址 0x0 或地址 0x20000000 执行的简易加载映像。但是，如果使用地
址 0x20000000 中的 RAM，那么调试器无法在 main()的默认断点上停止。这是因为需要使用硬
件断点（因为由启动 ROM 从闪存复制到 RAM 的代码会覆盖软件断点），但是 Cortex-M4 不能
在内存映射中设置如此高的硬件断点。

17.8.5

将应用链接至 RAM
MCUXpresso IDE 托管链接器机制默认将代码和初始化数据值放置到项目内存配置中列出的首
个闪存区域中，如默认的映像布局[169]章节所述。
有时候，直接从 RAM 调试项目是很有用的，因为这样操作有一些好处，例如可以避免调试会话
中的闪存烧写元素等。
可以通过从项目内存配置中删除闪存区域，
并重新构建应用来链接至 RAM，
但这不是最简便的方法！
因此，MCUXpresso IDE 提供选项，通过一个简单的复选框，告知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简单忽
略项目内存配置中列出的任何闪存区域：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s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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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5. 链接至 RAM
此外，请参见项目设置[131]快捷方式。
此选项设置后，应用会链接到项目内存配置中列出的第一个 RAM 区域。
开发基于 RAM 的项目时，需要重点考虑两点：
1. 它们需要调试环境的支持才能运行，因此不能像通过 MCU 重置来运行的真正应用一样，按
完全相同的方式执行。请参见章节带 LinkServer 的 RAM 项目[238]了解更多信息。请注意：
如果您使用调试解决方案，而不是 LinkServer，那么可能需要额外的用户设置。
2. 与从闪存运行的项目不同，全局变量将默认采用相同的加载和执行地址。使用这种设置之后，
如果应用重新启动，全局变量值将保持当前值。因此，不建议这样做，而是，应该通过终止
和重启整个调试会话来进行重启。另请参见：特殊代码/数据项的放置[196]
注：一些 MCU/开发板使用 SDRAM。这些内存在重置期间通常由 MCU BootROM 初始化，实
施这种初始化可能需要将用户提供的配置数据烧写入闪存中。因此，在将任何 SDRAM 区域用
于实施基于 RAM 的调试操作之前，必须确保它们已正确初始化。

17.9 修改生成的链接器脚本/内存布局
由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生成的链接器脚本将适用于多种应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
要实施一些更改。MCUXpresso IDE 提供多种机制，让您在实施更改的同时，能够继续使用托
管链接器脚本机制。其中包括：

• 使用内存配置编辑器更改内存的布局和顺序
• 使用堆和堆栈编辑器更改堆栈和堆的大小和位置
• 使用 cr_section_macros.h 中的宏来修饰源代码中的变量和函数的定义，使它们被放置到不
同的内存块中

• 提供项目特定的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版本，以更改与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如何创建
最终链接器脚本相关的一些特殊方面
以下章节将详细进行介绍。

17.10使用内存配置编辑器
内存配置编辑器是通过 MCU 设置对话框进行访问，访问路径：
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MCU settings
这将列出所选的 MCU 的内存详细信息，并且默认显示由 MCUXpresso IDE 本身定义的（来自
已安装的或 SDK 器件支持）内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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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6. LPC4337......默认内存区域

17.10.1 编辑内存配置
在下方的示例中，我们将展示如何更改 LPC4337......的默认内存配置。
在 MCUXpresso IDE 10.3.0 版中，内存配置能够简单就地编辑，以创建所需的内存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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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7. 内存配置编辑器
显示已知的内存块，以及其类型、基本位置和大小。可以使用提供的按钮对条目实施创建、删
除等操作。
为简单起见，为附加的内存区域提供顺序别名，从 2 开始，例如 RAM2、RAM3 等（以及使用
它们的“正式”区域名称 - 例如 RamAHB32）。
表 17.1.内存编辑控件
按钮

详细信息

添加闪存

添加适当类型的新内存块。

添加 RAM

添加适当类型的新内存块。

拆分

将选定的内存块拆分成两等份。

合并

将选定的内存块和以下块合并（如果两个块邻近）。

删除

删除选定的内存块。

导入

导入从另一个项目导出的内存配置，覆盖现有配置。

合并

从文件导入部分内存配置，将其与现有的内存配置合并。例如，您可以将外部闪存库定义添
加到现有项目中。

导出

导出内存配置以在另一个项目中使用。

向上/向下

重新排序内存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闪存块，那么代码将被放置在第一个 RAM 块中，
数据则被放置在用于代码的块后面的块中（无论代码块是 RAM 还是闪存）。

生成

为选定的 MCU 生成本地器件支持。

驱动器

以蓝色高亮显示，显示按闪存区域选择的闪存驱动器。单击此字段，查看所有适用的驱动器
的下拉列表。请参见：LinkServer 闪存支持[142]

浏览（闪存驱动器）

选择合适的驱动器，为内存配置中指定的闪存烧写。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章节闪存驱动器
[142]
可以就地编辑这个新区域的名称、位置和大小。注：在输入区域的大小时，可以输入十进制或
十六进制的完整值（以 0x 作为前缀），或者按千字节或兆字节指定大小。例如：

• 要输入 32KB的区域大小，请输入 32768, 0x8000 或 32k 。
• 要输入 1MB的区域大小，请输入 0x100000 或 1m 。
注：内存区域必须位于四字节边界上，并且大小是四个字节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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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截图显示单击“添加闪存”按钮后出现的对话框。使用高亮显示的向上/向下按钮将此
区域移动到列表顶部。此操作强制 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链接到这个新闪
存区域。

图 17.28. 添加闪存的效应

提示
实施更改之后，确保在被更改的单元以外单击鼠标，此操作会强制 Eclipse 认可所做
的更改。

图 17.29. 更新 MCU 设置
在这个位置，您可以看到新区域已经被命名为 SPIFMMB，其基址设置为 0x14000000，大小为
1MB，删除了默认的闪存驱动器，并为新创建的 SPIFI_1MB 区域选择了 SFDP SPIFI 驱动器。
MCUXpresso IDE 提供扩展支持，可以创建跨多个闪存器件的项目并对其进行烧写。除了一个
默认的闪存驱动器之外，还可以指定按区域的闪存驱动器（如上所示）。使用此方案可以创建
跨多个闪存区域的项目，并且采用单步“调试”操作烧写。
注：内存细节更改之后，选定的 MCU 在“状态栏”（在 IDE 窗口底部）显示的时候，旁边会附
加一个星号(*)。这表明所选项目的 MCU 内存配置设置已被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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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2 器件特定与默认的闪存驱动器
当项目被配置为通过内存配置编辑器使用其他闪存器件时，必须在驱动器栏中指定用于对该闪
存器件进行烧写的闪存驱动器。通常，对于 SPIFI 器件，这应该是：

•
•
•
•

LPC18_43_SPIFI_GENERIC.cfx（对于 LPC18/LPC43 系列 MCU）
LPC40xx_SPIFI_GENERIC.cfx（对于 LPC407x/8x MCU）
LPC5460x_SPIFI_GENERIC.cfx（对于 LPC5460x MCU）。
LPC540xx_SPIFI_GENERIC.cfx（对于 LPC540xx MCU）。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章节闪存驱动器。[142]

17.10.3 恢复内存配置
要将项目的内存配置恢复到默认设置，只需重新选择 MCU 类型，或者使用 MCU 设置属性页面
上的“恢复默认设置”按钮。

17.10.4 复制内存配置
内存配置可以导出，以便导入到另一个项目中。为此，请使用导出和导入按钮。

17.11 全局数据放置
默认情况下，全局数据项在运行时位于“默认”的内存区域中（即内存配置区域中显示的第一
个 RAM 块中）。
但是，MCUXpresso IDE 10.2 版在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中引入了一种机制，允许用户指定用于
全局数据的特定内存区域，而无需在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更改 RAM 块的顺序。
这可以在项目属性的托管链接器脚本页面中完成：

图 17.30. MCUXpresso IDE 全局数据放置
欲更改要使用的内存区域，只需使用下拉框选择要放置全局数据的内存区域即可。
注：上述全局数据放置适用于没有显式放置在内存映射的其他地方的全局数据项，请参见：特
定代码/数据项的放置。[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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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更改堆/堆栈放置
MCUXpresso IDE 提供两种堆/堆栈放置模型。第一种是“LPCXpresso 式”，这是上一代
LPCXpresso IDE 提供的机制。这种是为预先安装的 MCU 创建的项目默认采用的模型。第二种
是“MCUXpresso 式”。这种是为从 SDK 导入的 MCU 创建的项目默认采用的模型。
用于特定项目/构建配置的堆/堆栈放置模型可以通过右键单击项目并选择以下路径来更改：
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s

图 17.31. MCUXpresso IDE 链接器设置
上述对话框高亮显示托管链接器脚本选项和选择的 MCUXpresso 式方案。

17.12.1 MCUXpresso 式堆和堆栈
默认情况下，堆和堆栈被放置在“默认”内存区域（例如，内存配置区域中显示的第一个 RAM
块），堆被放置在应用的数据之后，堆栈则位于该块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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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用项目属性中的堆和堆栈编辑器，可以轻松更改单个堆和堆栈的位置（使用的内存块，
以及该块中的位置），以及它们使用的内存的大小。
地区

• 默认：放入第一个 RAM 库中，如内存配置编辑器所示
• 内存区域和别名的列表，如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所示
位置

• 开头：放置在指定的 RAM 库的开头。
• 数据后：放置在指定的 RAM 库的任何数据后。默认适用于堆。
• 结尾：放置在指定的 RAM 库的结尾。默认用于堆栈。
大小

• 默认：内存区域大小的 1/16，最大 4KB（最小 128 字节）。将光标悬停在字段上将显示要
使用的当前值。

• 值：指定具体所需的大小。必须为 4 的倍数。注：在输入区域的大小时，可以输入十进制或
十六进制的完整值（以 0x 作为前缀），或者按千字节（或兆字节）指定大小。例如：

• 要输入 32KB 的大小，请输入 32768、0x8000 或 32k。
• 可以输入值 0，以防止应用使用任何堆。
• 注：要使半托管的 printf 在没有任何堆空间的情况下运行，必须启用“仅字符”版本。
对于 Redlib，定义符号“CR_PRINTF_CHAR”（在项目级别）并移除其他半托管定
义，例如 CR_INTEGER_PRINTF。仅字符的半托管 printf 比默认版本慢的多，显示
效果可能不同，具体由您的调试解决方案决定。
注：MCUXpresso 式设置堆和堆栈优于下方所述的 LPCXpresso 式，因为在构建项目时，构建
控制台中显示的映像尺寸信息也会考虑分配给堆/堆栈使用的内存。

17.12.2 LPCXpresso 式堆和堆栈
默认情况下，堆和堆栈仍被放置在“默认”内存区域（例如，内存配置区域中显示的第一个 RAM
块），堆被放置在应用的数据之后，堆栈则位于该块的顶部。
要重新定位堆栈或堆，或提供堆的最大范围，可以使用链接器“--defsym”选项来定义以下一个
或多个符号：

要实施此操作，请使用项目属性中的 MCU Linker -> Miscellaneous -> Other Options。
例如：
--defsym= _user_stack_top= _top_RAM2

• 找到位于第二个 RAM 库顶部的堆栈（在内存配置编辑器中列出）
• 注：symbol_top_RAM2 由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在项目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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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sym= _user_heap_base= _end_bss_RAM2

• 在第二个 RAM 库中找到堆的开头，位于放入该库的任何数据之后
--defsym=_pvHeapLimit=_end_bss_RAM2+0x8000

• 在第二个 RAM 库中找到堆的结尾，从放入该库的任何数据的结尾偏置 32KB
--defsym=_pvHeapLimit=0x10004000

• 在绝对地址 0x10004000 上找到堆的结尾

17.12.3 为 IAP 闪存烧写保留 RAM
恩智浦的 LPC MCU 中可用的 IAP 闪存烧写例程在执行时一般会使用一些片上 RAM。例如，在
LPC1343 上，会使用片上 RAM 的顶部 32 个字节。因此，如果您从您的应用中调用 IAP 例程，
您需要确保主应用（这通常是指堆栈）不使用该内存。
但是，在使用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时，可以很容易地更改堆栈的开头（请记住堆栈是向下发展），
以避免与 IAP 例程发生冲突。要实施此操作，请转至：
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r Linker Script 您使用
的是 LPCXpresso 式还是 MCUXpresso 式堆/堆栈放置，这都适用。

图 17.32. MCUXpresso IDE 链接器保留堆栈空间
您在该字段中输入的值必须是 4 的倍数。
此外，还建议您检查您实际所使用的 MCU 的文档，以确认 IAP 例程所需的内存量。

17.12.4 堆栈检查
虽然如上所述，可以定义用于堆栈的内存大小，但是 Cortex-M CPU 不支持硬件堆栈检查。因
此，如果您想自动检测堆栈是否超出了为其预留的内存量，则必须使用其他机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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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一个适当的内存区域（或其中一部分），该区域在访问以下区域基址时发生故障，然后
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找到堆栈，并注意可能发生的故障

• 包括将堆栈设置为已知值的代码，并定期检查最低地址是否已被覆盖
• 在调试时，在允许堆栈到达的最低地址上设置一个观察点
• 在采用内存保护单元(MPU)的器件上，使用该单元检测是否溢出

17.12.5 堆检查
默认情况下，malloc()系列例程使用的堆从 RAM 中用户数据的结尾向上增长到堆栈——“一个
区域内存模型”。
需要一个新内存块时，内存分配函数_sbrk()会调用以下函数，以检查堆溢出：

这应该返回：

• 1 - 如果堆会溢出
• 0 - 如果堆仍然正常
如果返回 1，Redlib 的 malloc()会将 errno 设置为 ENOMEM，并向调用程序返回一个 null 指针
MCUXpresso IDE 提供的 C 库中内置的_check_heap_overflow()默认版本不实施检查，除非在
您的映像中创建了符号“_pvHeapLimit”，以标记堆的结束位置。
如果您将使用本章之前介绍的 MCUXpresso 式堆和堆栈放置，则会自动创建此符号。或者，如
果您将使用 LPCXpresso 式堆和堆栈放置，您可以使用--defsym 选项来设置此符号。
如果您希望使用不同的堆溢出检查方法，您可以在文件_cr_check_heap.c（该文件可在 IDE 安
装的示例子目录中找到）中找到_check_heap_overflow()的参考实现。
该文件还提供相关功能，允许通过查看堆是否已到达堆栈点的当前位置来执行简单的堆溢出检
查，当然，这假定堆和堆栈位于同一区域。此检查在 C 库中不是由默认实现启用，因为它在某
些情况下会中断，例如，当堆由 RTOS 管理时。

17.12.6 从应用检查堆
符号_end_of_heap 指示堆的当前结尾，可以由用户代码用于跟踪堆使用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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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指向的位置包含已经释放的最后块。换句话说，它有效提供迄今为止
堆的最大范围，而不是当前“有效”的最后块结尾。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您在调用 malloc()之前先检查__end_of_heap，那么在调用之后，如
果可以使用释放的最后块来满足堆请求（即不需要进一步扩展堆），那么该值可能保持不变。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释放了堆结尾的块，并且随后分配了较小的块，那么__end_of_heap 可以
减小。

17.13 特定代码/数据项的放置
可以在不修改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的情况下更改最终映像中特定代码/数据项的放置。这
种放置可通过 MCUXpresso IDE 提供的头文件中的宏来控制，该头文件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拉入
您的项目中：

MCUXpresso IDE 10.2 版中还引入了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该机制现在可以将任意命名的代码
或数据段放置到生成的映像的指定内存区域中，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说明。（请参见全局数据放
置）。[191]

17.13.1 将代码和数据放入不同的内存区域
与 cr_section_macros.h 提供的宏不同（稍后说明），此方法不需要对声明受影响的代码/数据
的源代码实施任何更改（基本上是重命名生成的代码/数据段，以匹配内存区域名称）。此外，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无需提供项目本地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本节稍后进行说明）。
要放置代码或数据，您只需要添加详细的段名称、放置的内存区域，以及代码/数据的类型，如
下方的截图所示：

图 17.33. 添加额外的链接器部分
将修改生成的链接器脚本，以包含对应的区域中指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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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4. 额外的链接器部分脚本
第二个示例图形显示了恒定数据表的位置，以及指定项目源文件夹和将该文件夹的全部内容
（flash2 的.text 部分）放置到选定的闪存器件所采用的有效技巧。使用此方案，用户可以在项
目结构中拖放源文件，以选择哪个位置用于链接，以及哪个位置用于闪存存储。

图 17.35. 添加一个额外的链接器 2 部分
注：“输入部分描述”格式在 GNU 链接器文档中有详细说明，可以在 IDE 的内置帮助系统中找
到：
Help -> Help Contents -> Tools (Compilers, Debugger, Utilities) -> GNU Linker -> Linker Scripts
-> SECTIONS Command -> Input Section Description
或直接参见在线 GNU 文档：
https://sourceware.org/binutils/docs/ld/Input-Section-Basics.html
此外，此功能只允许您向链接器脚本添加部分，而不允许移除托管链接器脚本已经添加的内容。
因此，如果您需要移除生成的链接器脚本的部分内容，您仍然需要修改底层的 FreeMarker 链接
器脚本模板。
最后，请注意，GNU 链接器脚本机制的运行方式是，采用一部分中第一个匹配的项（而不是最
适合的项）。因此，这个机制只是一个请求，而不是一项保证。始终检查生成的链接器脚本和
链接步骤输出的映射文件，以确认部分是按计划放置。在某些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您可以使用
一个内存区域的 EXCLUDE 以及所需区域的某部分，强制执行要求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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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2 使用宏将数据放入不同的 RAM 块中
许多 MCU 都提供多个 RAM 库。默认情况下，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会将所有应用数据和 bss（以
及堆和堆栈）放入第一个 RAM 库中。
但是，也可以将特定的数据或 bss 项放置到为目标 MCU 定义的库中，如内存配置编辑器所示，
通过使用 cr_section_macros.h MCUXpresso IDE 提供的头文件中的宏来修饰源代码的定义来
实现
为简单起见，附加的内存区域按顺序命名，从 2 开始，例如 RAM2、RAM3 等（以及使用它们
的“正式”区域名称，例如 RamAHB32）。
例如，LPC1768 在地址 0x2007c000 上有第二个 RAM 库。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为该区域创建
一个数据（和等效 bss）加载部分，从而：

要将数据放入这个部分，您可以使用__DATA 宏，从而：

或 BSS 宏：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实施更精细的操作，不只是将变量放入特定的内存库，而是需要将
变量放入到特定的地址。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用“内存配置编辑器”编辑特定项目预先定
义的内存布局，以分割（并重命名）现有的 RAM 库。然后，通过使用“cr_section_macros.h”
头文件提供的属性宏，您可以提供一个特别指定的 RAM 块，将所需的变量放入该块的特定地址。

17.13.3 Noinit 内存部分
通常，应用中的全局变量会以链接的应用中的“.data”（初始化）或“.bss”（初始化为零）
数据部分结尾。然后，当应用开始执行时，启动代码会自动将“.data”部分的初始值从闪存复
制到 RAM，并直接在 RAM 中将“.bss”数据部分初始化为零。
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也支持使用应用中的“.noinit”数据。这些数据与“.bss”
类似，但它们不会在启动期间初始化为零。
注：使用“.noinit”数据时必须非常小心，保证您的应用代码对此类数据的初始值不做任何假设。
这通常意味着您的应用代码必须先明确设置此数据，然后再使用——否则，这类全局变量的初
始值基本上是随机的（例如，会由系统启动时刚好存储在 RAM 中的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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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类.noinit 数据项的一个常见示例是，在采用片上 LCD 控制器（例如，恩智浦的 LPC178x
和 LPC408x 器件）的应用中定义存储在 SDRAM 中的帧缓冲区。
创建全局变量 Noinit
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生成的链接器脚本中有一部分适用于每个 RAM 内存块，
用于包含“.noinit”项，以及“.data”和“.bss”项。注：对于特定的 RAM 内存块，会先放入
所有的“.data”项，然后放入“.bss”项，再放入“.noinit”项。
但是，对于您通常要放入“.noinit”项的特定 RAM 内存块，您实际会将所有数据放入到该 RAM
的“.noinit”中。
然后“cr_section_macros.h”头文件定义可用于将全局变量放入到合适的“.noinit”部分的宏。
首先，要包括这个头文件：

然后，可以使用__NOINIT 宏，从而：

如果您想将“.noinit”项放入默认的 RAM 库中，您可以使用__NOINIT_DEF 宏，从而：

17.13.4 将代码/rodata 放入不同的闪存块中
大多数 MCU 只有一个闪存库。但是，有些器件可以使用多个库，在这种情况下，托管链接器脚
本机制仍然会默认将所有应用代码和 rodata (consts)放入第一个闪存库中（如内存配置编辑器中
所示）。
例如：

• 大部分包含内部闪存（例如 LPC1857 和 LPC4357）的 LPC18 和 LPC43xx 器件实际上都提
供两个闪存库。

• 一些 MCU 能够访问外部闪存（通常是 SPIFI）以及它们的内置内部闪存（例如 LPC18xx、
LPC40xx、LPC43xx、LPC546xx）。
但是，也可以将特定的函数或 rodata 项放到第二个（或甚至第三个）闪存库中。这种放置通过

“cr_section_macros.h”头文件提供的宏来控制。
为简单起见，可以将附加的闪存区域引用为 Flash2（以及使用“正式”的区域名称——例如
MFlashB512——该名称因器件而异）。
首先，要包括这个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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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例如，要将一个 rodata 项放入这个部分，可以使用__RODATA 宏，从而：

或者要将一个函数放入其中，可以使用__TEXT 宏：

此外，可以使用__RODATA_EXT 和__TEXT_EXT 宏将函数/rodata 放入更具体指定的部分，例
如：

将被放入部分.text.$Flash2.systick_delay 中，而不是放入.text.$Flash2 中。

17.13.5 将特定的函数放入 RAM 块中
在大多数内置闪存的现代 MCU 中，通常是直接从闪存执行代码。使用各种技术（例如预取缓冲）
来确保代码以最小或零等待状态执行，甚至以更高的时钟频率执行。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见您正在使用的 MCU 的文档。
但是，也可以将特定的函数放入为目标 MCU 定义的任何 RAM 库中，如下所示：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MCU settings
有时，重新定位小的、时间关键型函数很有好处，如此它们会用完 RAM，而不是闪存。
为简单起见，附加的内存区域按顺序命名，从 2 开始（以及使用它们的“正式”区域名称，例
如 RamAHB32）。因此对于具有 3 个 RAM 区域的器件，可以使用别名 RAM、RAM2 和 RAM3。
这种放置通过头文件提供的宏来控制，该头文件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拉入您的项目中：

可以使用 macro__RAMFUNC 将函数放入特定的 RAM 区域中。
例如，要将函数放入主 RAM 区域，可以使用：

要将函数放入 RAM2 区域，可以使用：

或者，也可以按正式名称（如内存配置编辑器中所列）选择 RAM，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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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基于 RAM 的代码（和数据）初始化到指定的 RAM 库中，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将在映像
中创建一个“全局部分表”，直接位于向量表后。其中包含每个数据（和 bss）部分的地址和长
度，以便启动代码可以执行必要的初始化（将代码/数据从闪存复制到 RAM）。
长分支跳板和调试
由于闪存和 RAM 之间的内存映射距离，您通常需要在 RAM 中的函数和闪存中的调用函数之间
设置“长分支跳板”。链接器可以自动为直接函数调用生成这样的跳板，或者您可以通过函数
指针使用调用来有效地生成您自己的跳板。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含有链接器生成的跳板的调试代码有时会导致问题。此跳板没有任何与之
关联的源级调试信息，因此，如果您尝试单步执行对 RAM 中代码的调用，调试器通常会跳过它。
您可以通过在指令级别上单步执行、在 RAM 代码中设置断点，或者将函数调用从直接调用更改
为通过函数指针调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17.13.6 在启用对 LPC CRP 或 Kinetis 闪存配置块的支持时减小代码尺寸
LPC CRP 和 Kinetis 闪存配置块的工作方式会导致，CPU 的向量表和 CRP 字/闪存配置块之间
的内存经常大部分闲置。这通常会使应用映像增大几百字节（取决于所使用的 MCU）。
但是，通过选择一个或多个函数放入这个未使用的内存中，可以很容易地重新利用这些未使用
的 空 间 。 要 实 施 此 操 作 ， 您 只 需 要 使 用 “ cr_section_macros.h ” 头 文 件 提 供 的 宏
__AFTER_VECTORS 来修饰它们的定义。
显然，为了高效实施此操作，您需要确定使用哪些函数来尽量多地占用未使用的空间。最好的
方法是查看链接器映射文件。
MCUXpresso IDE 启动代码已经使用这个宏将其包含的各种初始化函数和默认异常处理程序放
置到这个空间中，从而减少了“默认”未使用的空间。但是，您也可以通过使用宏来修饰定义，
以放入额外的函数，例如

注：如果__AFTER_VECTORS 空间超出 CRP/闪存配置块（启用该支持时），您会遇到链接
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从一个或多个函数的定义中移除__AFTER_VECTORS 宏。

17.14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
默认情况下，MCUXpresso IDE 项目使用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自动生成链接器脚本文件，无需
用户干预——允许根据 IDE 对目标 MCU 的内存布局的认知，将项目代码和数据部署到内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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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时以这种方式生成的链接器脚本可能无法准确提供所需的内存布局。因此，
MCUXpresso IDE 提供一种高度灵活且功能强大的链接器脚本模板机制，允许用户更改由托管
链接器脚本机制生成的链接器脚本的内容

17.14.1 基本原理
FreeMarker 是一款模板引擎：一款基于模板和变化数据生成文本输出（HTML 网页、电子邮件、
配置文件、源代码等）的通用工具。MCUXpresso IDE 中内置一组模板，由 FreeMarker 模板引
擎进行处理，用于创建链接器脚本。模板利用 FreeMarker 模板语言(FTL)编写，这是一种简单
的专用语言，而不是像 PHP 那样的成熟编程语言。有关 FreeMarker 的完整文档，请参见
http://freemarker.org/docs/index.html。
MCUXpresso IDE 自动调用 FreeMarker，向它传递一个介绍目标的内存布局的数据模型，以及
一个处理之后用于创建链接器脚本“根”模板。这个根模板#包含更多的“组件”模板。这种结
构允许将链接器脚本分解为不同的组件，并允许用户为组件提供自己的模板，而不必（重新）
编写整个模板。例如，为文本、数据和 bss 部分提供组件模板，允许用户根据需要提供不同的
实现，但不改变链接器脚本的其他部分。

MCUXpresso IDE

项目

系统模板

目标定义

Freemarker
模板引擎

用户模板

链接器脚本

17.14.2 参考
FreeMarker 读取输入文件、复制文本、处理 FreeMarker 指令和“变量”，并编写输出文件。
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使用的输入文件描述了链接器脚本的各种组件，该脚
本和 IDE 定义的变量一起用于生成完整的链接器脚本。通过在项目中提供本地版本，可以覆盖
任何组件模板输入文件。
组件模板输入文件按层次结构提供，如下所示，其中每个文件都#包括下方嵌套的文件。这允许
覆盖链接器脚本的各个组件，而不必提供整个链接器脚本，在增加灵活性的同时，保持托管链
接器脚本原有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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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器脚本模板的层次结构
linkscript.ldt（顶层）

•
•
•
•

user.ldt（供用户覆盖的空文件，包含在链接脚本、内存和库模板中）
user_linkscript.ldt（供用户覆盖的空文件，仅包含在链接脚本中）
linkscript_common.ldt（主要内容的根）
header.ldt（脚本的标头）
• listvars.ldt（输出模板可用的所有预定义变量列表的脚本）

• includes.ldt（包含内存和库脚本）
• section_top.ldt（链接器脚本 SECTION 指令的顶层）
• text_section.ldt（每个二级闪存的文本部分）
• text_section_multicore.ldt（多核目标的文本部分）
• extrasections_text.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text.ldt（用于插入*文本）
• extrasections_rodata.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rodata.ldt（用于插入 rodata）
• boot_hdr.ldt（允许在主代码部分之前放入可选的标头）
• boot_hdr_partfamily.ldt
• main_text_section.ldt（主文本部分）
• global_section_table.ldt（全局部分表）
• crp.ldt（CRP 信息）
• extrasections_text.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main_text.ldt（用于插入*文本）
• extrasections_rodata.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main_rodata.ldt（只读数据）
• cpp_info.ldt（其他 C++要求）
• exdata.ldt（exdata 部分）
• end_text.ldt（文本标记的结尾）
• usb_ram_section.ldt（SDK USB 数据结构布局）
• stack_heap_sdk_start.ldt（MCUXpresso 式堆/堆栈放置）
• data_section.ldt（二级 RAM 的数据部分）
• data_section_multicore.ldt（多核目标的数据部分）
• extrasections_data.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data.ldt（用于插入*数据）
• mtb_default_section.ldt（MTB 的特殊部分（cortex-m0+目标））
• uninit_reserved_section.ldt（未初始化的数据）
• main_data_section.ldt（主要数据部分）
• extrasections_data.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main_data.ldt（用于插入*数据）
• bss_section.ldt（二级 bss 部分）
• extrasections_bss.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bss.ldt（用于插入*bss）
• main_bss_section.ldt（主要的 bss 部分）
• extrasections_bss.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main_bss.ldt（用于插入*bss）
• noinit_section.ldt（未初始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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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asections_noninit.ldt（附加的链接器部分[196]）
•
•
•
•
•
•
•

noinit_noload_section.ldt（未加载数据）
stack_heap_sdk_postdata.ldt（MCUXpresso 式堆/堆栈放置）
stack_heap_sdk_end.ldt（MCUXpresso 式堆/堆栈放置）
stack_heap.ldt（定义堆栈和堆）
checksum.ldt（创建 LPC 校验和）
image_size.ldt（提供基本符号，给出映像的位置和大小）
symbols.ldt（提供构建映像所需的其他符号）

• symbols_partfamily.ldt
• section_tail.ldt（发送链接器 SECTION 指令之前）
library.ldt（应用中使用的标准库）

• user.ldt（供用户覆盖的空文件，包含在链接脚本、内存和库模板中）
• user_library.ldt（供用户覆盖的空文件，仅包含在库中）
memory.ldt（内存映射）

• user.ldt（供用户覆盖的空文件，包含在链接脚本、内存和库模板中）
• user_memory.ldt（供用户覆盖的空文件，仅包含在内存中）
链接器脚本搜索路径
使用链接器脚本模板时，MCUXpresso IDE 将在以下位置进行搜索，按如下顺序：

• 项目/链接脚本
• searchPath 全局变量
• searchPath 可以使用语法<#global searchPath=“c:/windows/
path;d:/another/windows/path”>在脚本中设置

• 要搜索的每个目录都用分号“;”隔开
• mcuxpresso_install_dir/ide/Data/Linkscripts
• 可以将链接器模板放在此目录中，以覆盖整个安装的默认模板
• MCUXpresso IDE 内部提供了模板（不直接对用户显示）
因此，项目只需在项目中创建一个 linkscript 目录并放入适当的模板，即可简单覆盖任何模板。
使用特殊语法“super@”，被覆盖的模板可以从搜索路径的下一层引用文件
例如<#include “super@user.ldt">
链接器脚本模板
可以在 MCUXpresso IDE 安装中的向导/链接器目录中找到 MCUXpresso IDE 中使用的默认链
接器脚本模板的副本。这些脚本可以用作您想要编写的任何项目本地脚本的基础。
预定义变量（宏）
列出（顺序）变量（用于#list 中）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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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脚本中包含的库的列表
• 例如(Redlib nohost)

configMemory[]项目的内存映射中定义的每个内存区域的列表。每个条目都定义了以下字段

•
•
•
•
•
•
•
•
•
•

名称 - 内存区域的名称
别名 - 内存区域的别名
位置 - 内存的基址
大小 - 内存区域的大小
sizek - k 或 M 中的内存区域的可打印大小
mcuPattern
defaultRAM - 指示这是否是默认 RAM 区域的布尔值
defaultFlash - 指示这是否是默认的闪存区域的布尔值
RAM - 指示这是否是 RAM 的布尔值
闪存 - 指示这是否是闪存的布尔值

例如：

Slaves[]多核项目中的从内核列表。此变量只在多核项目中定义。每个条目都定义了以下字段

•
•
•
•
•
•
•
•
•

名称 - 从机的名称
启用 - 指示从机是否已启用的布尔值
objPath - 访问从机映像的对象文件的路径
linkSection - 此从机要链接的部分的名称
runtimeSection
textSection - 文本部分的名称
textSectionNormalized - 文本部分的规范名称
dataStartSymbol - 定义数据开头的符号的名称
dataEndSymbol - 定义数据结尾的符号的名称

例如：

简单变量包括：

• CODE - 用于放置默认代码（文本）部分的内存区域的名称
• CRP_ADDRESS - 代码读取保护值的位置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

用户指南

本文档中所有信息均受法律免责声明保护

第 11.1.0 版 — 2019 年 12 月 10 日

© 2019 恩智浦半导体。保留所有权利。

205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恩智浦半导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 用于放置默认数据部分的内存区域的名称
LINK_TO_RAM - “链接至 RAM”链接器选项的值
STACK_OFFSET - 堆栈偏移量链接器选项的值
FLASHn - 针对每个闪存定义
RAMn - 针对每个 RAM 内存定义
basename - 进程的内部名称
bss_align - .bss 部分的对齐
buildConfig - 正在构建的配置的名称
chipFamily - 芯片系列
chipName - 目标芯片的名称
data_align - .data 部分的对齐
date - 日期字符串
heap_symbol - 用于定义堆的符号的名称
isCppProject - 指示这是否是 C++项目的布尔值
isSlave - 指示这个目标是否是从核的布尔值 - 如果是多核系统中的从内核则为 true
library_include - 库包含文件的名称
libtype - C 库类型
memory_include - 内存包含文件的名称
mtb_supported - 指示此目标是否支持 mtb 的布尔值
numCores - 目标中的内核数量
procName - 目标处理器的名称
project - 项目的名称
script - 脚本文件的名称
slaveName - 从内核的名称（仅供从内核使用）
stack_section - 要放置堆栈的部分的名称
start_symbol - 开始符号（入口点）的名称
scriptType - 生成的脚本的类型（“脚本”、“内存”或“库”其中之一）
text_align - .text 部分的对齐
version - 产品版本字符串
workspace_loc - 工作区目录
year - 年份（从日期提取）

扩展变量
提供两种“扩展”变量：
环境

• 环境变量使主机操作系统环境变量可用。例如，路径变量可以用作${environment[“Path”]}。
注：环境变量区分大小写。
systemProperties

• Java 系统属性可以通过 systemProperties 变量获得。例如，“os.name”系统属性可以用作
${systemProperties[“os.name”]}。注：系统属性区分大小写。

输出变量
所有预定义变量及其值的列表可以通过设置首选项输出到生成的链接器脚本：MCUXpresso IDE
-> Default Tool settings -> ...，并在脚本中列出预定义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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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在包含以下内容的项目中创建 linkscripts/user.ldt 文件来将扩展变量及其值的列表输出
到生成的链接器脚本中

（这可能不太常用，因此指定选项的方法稍微冗长一些）

17.15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示例
与使用 cr_section_macros.h 宏相比，使用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可以对生成的链接脚本
进行更广泛的更改。以下提供了一些示例。

17.15.1 将代码从闪存迁移至 RAM
如果您想要将代码库中的特定函数放入特定的 RAM 块中，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本章前面描述的
宏__RAMFUNC 来修饰函数定义。
但是，如果您想迁移多个函数，或者您不能直接访问源代码，这就变得不切实际了。在这种情
况下，使用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将是一种更好的方法。下面几节提供了一些这样的示例。
将特定对象迁移到 RAM 中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将项目中给定对象文件中的所有函数（和 rodata）迁移到 RAM 中。这
可以通过在项目的 linkscripts 文件夹中提供三个链接器脚本模板文件来实现。例如，如果需要将
foo.c 和 bar.c 文件中的所有代码/rodata 迁移到 RAM 中，可能需要使用下列链接器脚本模板来
实现：

这些 EXCLUDE_FILE 行（main_text.ldt and main_rodata.ldt 中）
在拖入所有特定类型
（例如.text）
的部分时的操作，从指定对象文件中拖入的类型除外。然后，在 main_data.ldt 中，我们明确指
定应该从指定的对象文件中拖入的文本和 rodata 部分。注：对于 GNU 链接器 LD，总是使用在
最终生成的链接器脚本中找到的第一个匹配项，这就是为何在前两个模板文件中使用
EXCLUDE_FILE 关键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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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CLUDE_FILE 只作用于指定的最近的输入部分，所以我们在 main_rodata.ldt 文件中提
供 4 个单独的 EXCLUDE_FILE 行，而不是单个联合 EXCLUDE_LINE 行。
在使用上述链接器脚本模板文件构建了项目之后，您可以检查生成的.ld 文件，以查看实际生成
的链接器脚本和链接器映射文件，以确认放置代码和 rodata 的位置。
将特定库迁移到 RAM 中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将项目中给定库中的所有函数（和 rodata）迁移到 RAM 中。举个例子，
如果您要使用无闪存的 LPC43xx MCU，
并且使用外部 SPIFI 闪存器件来存储和执行您的主代码，
那么您实际上也需要更新存储在 SPIFI 闪存中的一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更新 SPIFI 闪
存的代码不能从 SPIFI 闪存运行。
这可以通过在项目的 linkscripts 文件夹中提供三个链接器脚本模板文件来实现。例如，如果需要
将库 MYLIBRARYPROJ 中的所有代码/rodata 迁移到 RAM 中，可能需要使用下列链接器脚本
模板来实现：

将应用的大部分迁移到 RAM 中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从 RAM 运行大部分应用代码——通常只在闪存中留下启动代码和向
量表。这可以通过在项目的 linkscripts 文件夹中提供三个链接器脚本模板文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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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链接器模板脚本将导致代码的主体被迁移到目标 MCU 的主（第一个）RAM 库中，该库也
默认包含数据/bss，以及堆栈和堆。
重要提示：执行此迁移操作的代码在重置处理程序（在 startup_xx 文件中）的前期执行。但是，
在执行此迁移之前，可能会调用其他关键函数，例如，可能会先调用 SystemInit()来执行必要的
操作，比如启用 RAM！
在执行迁移之前调用的任何函数本身不能迁移！对于上述特定情况，需要对 main_text.ldt 和
main_rodata.ldt 实施以下更改：

最后，如果目标 MCU 有多个 RAM 库，那么代码主体可以被迁移到另一个 RAM 库中。例如，
如果您想将代码迁移到第二个 RAM 库中，那么可以通过提供以下 data.ldt 文件，而非上述的
main_data.ldt 文件来完成：

注：memory.alias 值取自内存配置编辑器的别名列。

17.15.2 配置项目以横跨多个闪存器件
大多数 MCU 只有一个闪存库。但是，有些器件可以使用多个库，在这种情况下，托管链接器脚
本机制仍然会默认将所有应用代码和 rodata (consts)放入第一个闪存库中（如内存配置编辑器中
所示）。
例如

• 大部分包含内部闪存（例如 LPC1857 和 LPC4357）的 LPC18 和 LPC43xx 器件实际上都提
供两个闪存库。

• 一些 MCU 能够访问外部闪存（通常是 SPIFI）以及它们的内置内部闪存（例如 LPC18xx、
LPC40xx、LPC43xx、LPC546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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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_section_macros.h”头文件提供的宏可以控制将特定函数或 rodata 项放入第二个（甚至第
三个）闪存库。但是，如果使用 FreeMarker 链接器脚本模板，则可以更灵活、更有效地完成这
种操作。
典型用例：项目将其主要代码和数据存储在内部闪存中，将其他 rodata（例如用于在 LCD 上显
示的图形数据）存储在外部 SPIFI 闪存中。
例如，一个示例项目将这些 rodata 都包含在一组特定文件中，所以我们想将它们放入外部闪存
器件中。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是：将这些源文件放在项目中的一个单独的源文件夹中。然后，
您可以提供链接器脚本模板，将这些文件中的代码和 rodata 放入适当的闪存中。
例如，对于使用具有两个内部闪存库和外部 SPIFI 闪存的 LPC4337 的项目，如果用于此目的的
源文件夹被称为“spifidata”，那么将以下文件放入项目的 linkscripts 目录可实现预期的效果：

注：检查 memory.alias 是否是 Flash3，可以防止代码/rodata 项最终存储在 BankB 闪存库（默
认为 Flash2）。

17.16 禁用托管链接器脚本
如果需要，可以禁用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并提供您自己的链接器脚本，但是对于大多数用户
我们并不建议如此操作。在大部分情况下，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及其底层 FreeMarker 模板机制
提供的功能足以让您免于编写自己的链接器脚本。但如果您确实需要实施此操作，请取消勾选
对应的选项：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d Linker Script
然后在字段脚本路径中提供您自己手动维护的链接器脚本的名称和路径（相对于当前的构建目录）。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从头创建自己的链接器脚本，也可以使用托管链接器脚本作为起点。但是，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建议您不要直接就地更改托管链接器脚本，而是将它们复制到另一个位置再
进行更改。如果未来您再度使用此托管编写脚本机制，这可以防止工具意外覆盖这些脚本。
注：如果您的链接器脚本包含额外的文件（与托管链接器脚本一样），那么您也需要在顶级脚
本文件的 include 中包含相关的路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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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编写您自己的链接器脚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GNU 链接器(Id)文档：
Help -> Help Contents -> Tools (Compilers, Debugger, Utilities) -> GNU Linker
“使用 GNU 构建裸机 ARM 系统：第 3 部分”详细介绍了可用的连接器脚本：
http://www.embedded.com/design/mcus-processors-and-socs/4026080/Building-Bare-MetalARM-Systems-with-GNU-Part-3
此外，还可参见章节增强的语法高亮显示[177]，查看在手动创建链接器脚本时可用的编辑器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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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多核项目
可以参见 MCUXpresso IDE 社区页面获取其他信息，尤其请阅读博客文章：
MCUXpresso IDE 的 LPC55xx 多核应用 ，以及文章： 使用 MCUXpresso IDE v11.0.0 的
LPC55S69 SDK Trustzone 示例

18.1 简介
多核 MCU 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设计，但是在 MCUXpresso IDE 中存在一个基本的要求：一个内
核（主）会控制在其他（从）内核上运行的代码的执行（或至少控制启动）。
下方所述的多核应用项目由两个（或更多个）链接的项目组成——一个项目包含主代码，其他
项目包含从代码。“主”项目包含连接至“从”项目的链接，这会导致构建主项目时，从“从”
项目中输出的映像被包含至“主”项目映像中。构建主项目会触发要先构建的从项目。
启动或重置后，主内核启动，然后负责启动从内核。但是，这种关系只适用于启动过程；启动
之后，应用会将这些内核当做主内核或从内核。
要使这个概念起作用，必须仔细管理这些相关项目的内存配置，以避免意外的重叠或争用。方
法之一是链接从应用，使其完全从主应用未使用的 RAM 位置执行。之后，我们的自动链接器脚
本生成功能将在主代码生成的映像中查找从代码，在运行时主项目初始化代码会将此代码迁移
到正确的 RAM 位置。
实际上，主项目的内存配置与单内核项目相同，而从项目的内存配置将设置为使用“备用”或
专用的从项目 RAM 区域。此外，可以使用共享区域在 CPU 之间进行通信。
注：支持每个内核的专用闪存区域的 MCU 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从项目可以直
接链接到从项目的闪存位置。
为了完成这种操作，系统会先调试主项目，这会导致组合映像被烧写入闪存和执行的主代码中。
主项目的初始化代码会将（除其他事物以外）从代码复制到 RAM 中（如果可行），然后在 Main
上停止。调试从项目时，启动配置自动由 IDE 设置为“附加”，这是因为此代码无需由调试器
烧写/下载。主应用恢复运行时，会释放从项目，两个项目都可以按照需要进行调试。
重要提示：多核 MCU 的使用方法非常灵活。上述机制（用法如示例项目所示）并不是配置用户
的多核项目的唯一（或甚至最好的）方法。但是，它被选为最简单、最安全的相关概念和问题
演示方法。
MCUXpresso IDE 允许轻松创建支持多核 MCU 的“链接”项目。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介绍 LPC5411x 多核 MCU 的使用，但是讨论的概念对于其他多核 MCU（例
如 LPC43xx 和 LpC5410x）来说是相同的（或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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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创建主/从项目对（使用 SDK）
下方所述的示例以使用 LPCXpresso54114 SDK 的 LPC5411x 多核 MCU 为基础。
注：如果您希望遵循这个示例，请确保在 MCUXpresso IDE 中安装 LPCXpresso54114 SDK。

18.2.1

创建 M0 从项目
如上所述，主项目配置需要引用从项目，因此应该先创建从项目。
启动新建项目向导并选择 LPCXpresso54114 SDK 板。在板过滤器中输入 54114，可以减少板
数量，以帮助您选择，然后单击“下一步”。

图 18.1. 新建项目向导 SDK 多核 M0
从下一个向导页面中，选择 cm0plus 内核，并确认在内核选项中选择了 M0SLAVE。还请注
意，项目将自动采用后缀 M0SLAVE。在这个阶段，如果需要，可以为从项目选择驱动器、实
用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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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 新建项目向导 SDK M0 从项目
接下来，需要设置 M0 从项目内存配置。
注：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默认将代码链接到此视图中的第一个闪存区域（如
果有），并使用第一个 RAM 区域来存储数据、堆和堆栈。
要强制项目链接到 RAM 的私有区域，我们必须确保移除闪存区域，且让选中的 RAM 库位于内
存区域列表的首位。请注意，我们使用的 SDK 按无序的方式显示 RAM 区域。在本例中，我们
将配置内存，让 M0 从项目链接至从地址 0x20010000（第一个区域）开始的 RAM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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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3. 新建项目向导 SDK M0 从项目内存
从此向导中，选择 PROGRAM_FLASH，然后单击“删除”移除该区域。确保顶部 RAM 区域的
基址（位置）为 0x20010000，然后单击“完成”完成从项目的创建。

提示
可以通过选择一个区域并使用向上/向下箭头移动所选区域，对内存区域进行重新排序。

18.2.2

创建 M4 主项目
要创建主项目，请启动新建项目向导，再次选择 LPCXpresso54114 SDK 板，然后单击“下一
步”。这次，选择 cm4 内核，并单击“主项目”复选框，这将配置向导以创建一个多核项目。
注意，项目将自动采用后缀 MASTER。
在这个阶段，如果需要，可以为主项目选择驱动器、实用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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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新建项目向导 SDK M4 主项目
接下来，需要设置 M4 主项目内存配置。通常我们可能不会改变内存设置，但是我们使用的 SDK
按无序的方式显示 RAM 区域。在本例中，我们希望选择 0x20000000 上的 RAM 区域来存储主
项目数据，选择 0x0 上的闪存来存储主项目代码（以及从项目代码副本）
注：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默认将代码链接到此视图中的第一个闪存区域（如
果有），并使用第一个 RAM 区域来存储数据、堆和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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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 新建项目向导 SDK M4 主项目内存
要调整内存布局，请选择第二个 RAM 区域（位于位置 0x20000000 上），并单击“向上”箭头
将其移动到 RAM 区域的顶部。如上所示，这会有效地调换高亮显示区域的位置。
完成后，单击“确定”。
接下来，单击“浏览”在工作区中找到从项目，选择之前创建的从项目，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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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新建项目向导 SDK M4 主从项目选择
注：确保链接部分名称（默认为高亮显示的 RAM2）选择一个与从项目的链接地址匹配的主内
存区域。在这种情况下，RAM2 应该与地址 0x2001000 对应。如果需要，可以选择其他内存区
域，但请注意：下拉列表中不包括第一个闪存区域和第一个 RAM 区域，因为假定他们都是用于
主项目。如果需要，这个设置可以稍后更改：
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ulticore
其中，所有内存区域都可以选择。
下方所示为编辑后的主项目的项目设置。

图 18.7. 新建项目向导 SDK M4 主项目
最后单击“完成”生成主项目。
注：如果这些项目的内存区域重叠，链接器会生成类似以下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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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问题，请检查（并编辑）相关项目的内存设置，以便它们的地址不会重叠：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MCU settings。

18.3 创建主/从项目对（使用预先安装的器件支持）
下方所述的示例是基于 LPC5411x 多核 MCU。
注：建议创建和构建链接到 LPCOpen 的 LPC541xx 多核项目。因此，在遵循以下顺序之前，
请确保您已经从 LPCOpen 包中导入适用于 LPC5410x 系列或 LPC5411x 系列（由目标器件决
定）的芯片和（可选的）板库项目（适用于 M4 和 M0+）。

18.3.1

创建 M0 从项目
如上所述，主项目配置需要引用从项目，因此应该先创建从项目。
启动新建项目向导，并从预先安装的 MCU 中选择 LPC54114-M0。

图 18.8. 新建项目向导预先安装的 M0
接下来，选择多核 M0 从项目类型，下方我们选择了 LPCOpen - C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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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9. 新建项目向导预先安装的 M0 C 项目
接下来，为项目命名，例如 LPC54114_M0_Slave，然后单击“下一步”，直至到达“内存配
置”页面。在这个页面，我们可以查看 MCU 内存区域。
注：MCUXpresso IDE 的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默认将代码链接到此视图中的第一个闪存区域（如
果有），并将第一个 RAM 区域用于数据。
要强制项目链接到 RAM 的私有区域，只需从此视图删除闪存和第一个 RAM 区域(RAM0_64)即
可（因为它们将被用于 M4 主项目）。要实施此操作，只需选择区域并单击“删除”。由于不再
有任何闪存区域，所以也可以移除默认的闪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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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0. 新建项目向导预先安装的 M0 内存
内存设置应该如下所示。在本例中，我们的从项目代码和数据将被链接到地址 0x20010000，堆
栈则被置于该区域顶部。

图 18.11. 新建项目向导预先安装的 M0 内存已编辑
现在单击“Next -> Finish”来完成 M0 从项目的创建。

18.3.2

创建 M4 主项目
要创建主项目，再次启动新建项目向导，这次选择 LPC54114 (M4)器件，然后单击“下一步”。
选择匹配的“MultiCore M4 Master -> LPCOpen -C Project”，然后再次单击“下一步”。接下
来，为项目命名，例如 LPC54114_M4_Master，然后单击“下一步”，直至到达“多核项目设
置”页面。
注：向导将显示完全相同的内存配置页面，但在这种情况下，无需实施任何编辑，因为默认闪
存和 RAM 设置是
在这个页面，单击“浏览”从现有工作区中选择以前创建的从项目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

用户指南

本文档中所有信息均受法律免责声明保护

第 11.1.0 版 — 2019 年 12 月 10 日

© 2019 恩智浦半导体。保留所有权利。

221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恩智浦半导体

图 18.12. 新建项目向导预先安装的 M4 选择从项目
现在单击“Next -> Finish”来完成 M4 主项目的创建。

18.4 调试多核项目
多核 MCU 的调试过程可能因具体的实现和选择的调试解决方案而异。
如上所述，我们的多核模型假设主项目会复制从项目 MCU 代码和数据（到 RAM），但也会从
重置中释放从项目。因此，应该先运行（调试）主项目，并通常运行到 main()。运行到这里之
后，从项目的代码实例化完成，但从项目尚未释放。在某些 MCU 上，可以在释放从项目之前进
行调试连接，但在其他 MCU 上，只有在释放之后才可以进行调试连接。
注：在进行调试连接之前，可能需要用户先更改从项目调试启动配置。请参见章节从项目调试
[224]
在我们的示例 LPC54114 中，可以在主项目到达 main()后立即进行从项目的调试连接。调试窗
口与下方所示类似。

图 18.13. 多核调试
上图所示：高亮显示了多核调试控件，这些控件与标准控件不同，它们能够对所有被调试的内
核实施操作。通过它们，可以进入、运行、暂停和终止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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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显示 M4 主项目调试堆栈（蓝色）在 main 上停止，从项目堆栈（绿色）则等待被主项目
释放；在这些堆栈之间单击，可以将 IDE 的调试范围从一个内核变更为另一个内核。当前选中
的内核将用于显示许多与调试相关的视图，例如寄存器和局部变量。

18.4.1

控制调试视图
还可以创建许多与调试相关的视图的副本，然后将每个副本与特定内核锁定（如下所示）。
例如，要创建两个寄存器视图，一个用于 M4，另一个用于 M0+......首先，使用寄存器视图中的
“打开新视图”按钮创建第二个寄存器视图：

图 18.14. 多核调试新视图
现在使用“固定到调试上下文”按钮将原始视图固定到当前在调试视图中选定的内核上：

图 18.15. 多核调试固定视图
现在在调试视图中选择另一个内核，并转到第二个寄存器视图。使用这个视图的“固定到调试
上下文”按钮，将第二个寄存器视图与所选的内核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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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6. 多核调试寄存器

18.4.2

从项目调试
通常，会先调试主项目（按照和单 CPU 项目完全一样的方式）。但是，从项目调试启动配置可
能需要采用特殊设置，以便建立与从 CPU 的调试连接。
MCUXpresso IDE 会自动为 LinkServer 从项目启动配置设定正确的设置，但是，对于其他调试
解决方案，从项目调试设置可能需要修改，如下所示：

• 内核选择 - 多核 MCU 中会包含多个 CPU（有时候称为器件）。主项目和从项目都需要与合
适的内部 CPU 建立调试连接。

• LinkServer CMSIS-DAP 调试：这个过程是自动的，对用户隐藏。选择详情存储在项目
构建配置文件夹中，会采用.jtag 或.swd 后缀

• P&E 调试：系统会自动为主项目选择主 CPU，但是，从项目的启动配置需要编辑，以选
择所需的 CPU。在我们的示例中，则是内核：M0

• SEGGER 调试：系统会自动为主项目选择主 CPU，但是，从项目的启动配置需要编辑，
以选择所需的 CPU。在我们的示例中，则是 LPC54114J256_M0

• 从 CPU 的附加模式 - 如上所述，从项目的调试链接应通过附加实现
• LinkServer CMSIS-DAP 调试：此选项在创建 LinkServer 调试启动配置时自动设置
• P&E 调试：需要对从项目的启动配置进行编辑，以强制执行附加操作
• SEGGER 调试：需要对从项目的启动配置进行编辑，以强制执行附加操作
• 管理调试服务器 - 这是调试器和目标之间的低层接口
• LinkServer CMSIS-DAP 调试：在进行调试连接时，会自动正确配置 LinkServer 启动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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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 调试：从内核通过主项内核调试服务器进行控制，因此必须编辑从内核启动配置，以确
保：

• 不启动任何服务器
• 端口编号与主项目启动配置中设置的端口编号相匹配
•

• 快速入门调试选项不能用于建立从项目调试连接。而是应该选择“运行 > 调试配置...”，
接下来，选择适当的从项目启动配置，然后单击“调试”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P&E 常见问题解答：http://www.pemicro.com/faqs/faq_view.cfm?
ID=231

• SEGGER 调试：可以使用默认设置

18.5 多核项目附加信息
18.5.1

定义
为 LPC5410x 项目自动创建许多编译器定义，还允许有条件地编译某些代码块，这取决于特定
项目是被配置为从项目、主项目，或者皆不是。
__MULTICORE_MASTER

• 为已配置为主项目的项目自动定义
__MULTICORE_MASTER_SLAVE_M0SLAVE

• 为已配置为主项目，并具有与之关联的从项目的项目自动定义（会告知主项目从项目可用的
cpu 类型）。
__MULTICORE_M0SLAVE

• 为已配置为从项目的项目自动定义合适的定义
__MULTICORE_NONE

• 为没有配置为从项目或主项目的项目自动定义
注：MCUXpresso IDE 中的多核支持非常灵活，并且提供了超出 LPC5411x 系列所需的功能。
也提供符号__MULTICORE_MASTER_SLAVE_M4SLAVE 和__MULTICORE_M4SLAVE，以
保持完整性。

18.5.2

从项目启动代码
Boot_multicore_slave()被新建项目向导直接创建的主项目代码调用，以从睡眠模式中释放从
内核。
注：包含此函数的源文件将被包含在所有 LPC541xx 项目中，但是将有条件地编译，以便仅在
需要时才包含。此举是为了将最初创建的项目（例如，从项目）重新配置为主项目（通过项目
属性 - 链接器多核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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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

重置处理程序代码
当配置为主项目时，LPC541xx 启动文件将在重置处理程序 ResetISR()的开头使用附加的（汇
编程序）代码构建，并将“标准”重置处理程序代码移动到 ResetISR2()。
需要这些附加代码，以正确启动主内核和从内核。附加代码采用汇编程序编写，以使其是
“Thumb1”代码，可以让两个内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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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附录 - 附加提示和技巧
这些附加提示和技巧进一步补充了本指南正文部分提供的信息。

19.1 来自 SDK 的器件支持处理
MCUXpresso IDE 需要 SDK 提供的具体器件信息，以正确：

• 创建/导入项目
• 使用器件特定的启动代码
• 定义内存布局
• 创建调试启动配置
• 执行闪存烧写
这种详细的器件知识被称为器件支持。

19.1.1

SDK 版本控制
MCUXpresso IDE 从已安装的 SDK 获得新的器件支持。IDE 的内部数据库只使用最高版本的
SDK（最新版本是 v2.6）。例如，用户可能为一个器件安装了两个 SDK：

• SDK_2.3.0_FRDM-K64F
• SDK_2.0.0_FRDM-K64F
IDE 只加载 2.3.0 版本的 SDK，并在 SDK 视图的标头中提供警告：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能不再需要旧版的 SDK。因此，IDE 提供选项，可以通过单击警告消息，
然后单击“X”来删除旧版 SDK。

注：为器件安装了新 SDK 后，这个新 SDK 始终会替代该器件安装的旧版 SDK，即使新 SDK
被停用（通过取消勾选关联的复选框）也是如此。停用 SDK 会导致器件支持和向导被从内部视
图移除。SDK 重新激活时，这些会恢复。

19.1.2

SDK 清单版本控制
除了 SDK 版本控制之外，SDK 中的内部清单也可以有多个版本。MCUXpresso IDE 加载与其内
部版本标头信息相关联的清单。因此，假设 IDE 的内部标头版本设置为 3.3，那么 SDK 可以采
用以下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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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Manifest 3.3 版本
Manifest 3.2 版本
Manifest 3.1 版本
Manifest 3.0 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IDE 将加载 3.3 版本清单（最新版本是 v3.5）。
加载之后，IDE 根据方案版本的标头验证清单，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清单无效，则尝试其他方案版
本。如果清单 3.3 无法验证，则会尝试验证清单 3.2 等。清单版本显示在 SDK 视图中，验证错
误则显示在错误日志中。
如果 IDE 加载旧版清单，或者 SDK 包含清单 3.4，但 IDE 清单标头中为 3.3，则 SDK 视图中的
SDK 映像上会显示警告，单击 SDK，SDK 视图标头上会显示一条消息：

完整的错误消息类似于：“建议选定的 SDK 使用更新版本的 MCUXpresso IDE。请更新您的
MCUXpresso IDE，以获取完整的 SDK 功能”
在 MCUXpresso IDE v10.2.0 发布时，不会再出现这种错误。但是，未来，发布的更新版的 SDK
可能支持这版 IDE 无法理解的功能。
这将用于警告用户：SDK 和 IDE 功能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

19.1.3

器件版本
如果用户安装了多个包含相同器件（例如，具有相同标识符的器件）的 SDK，IDE 将从最高版
本的器件加载器件支持，无论该器件位于哪个 SDK 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SDK 采用相同
版本号的相同器件，将由主机操作系统展示给 IDE 的顺序来决定使用哪个 SDK。
如果已安装 SDK 视图中的 SDK 包含一个未安装的器件（因为它是由另一个 SDK 提供的），它
的映像（以及 SDK 树中的器件）上将显示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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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如何在调试和发布版本之间切换？
默认情况下，MCUXpresso IDE 项目自动采用两种构建配置，即调试和发布。通常情况下，项
目将使用调试构建版本进行开发，但是在开发后期会切换使用发布版本，以利用更多编译优化。

19.2.1

更改单个项目的构建配置
您可以在调试和发布构建配置之间进行切换，方法是：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要更改构
建配置的项目，然后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选择菜单项 Project->Build Configuration->Set Active，并根据需要选择发布或调试
• 使用主工具栏（“锤子”图标旁边）上“日晷”（管理当前项目的配置）图标旁边的下拉箭
头，根据需要选择发布或调试。或者，您可以使用“锤子”图标旁边的下拉箭头来更改当前
配置，然后立即触发构建。

•

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右键单击显示上下文相关菜单，然后选择 Build Configurations ->
Set Active 条目。

19.2.2

更改多个项目的构建配置
还可以一次性设置多个项目的构建配置。如果您的主应用项目与库项目相链接，或者您为多核
MCU 链接了多个项目，例如 LPC43xx 或 LPC541xx（一个项目面向主 Cortex-M4 CPU，另一
个项目面向从 Cortex-M0/M0+ CPU），那么这可能是必要的。
要执行此操作，首先，您需要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选择想要更改构建配置的项目，方法是：
单击选择第一个项目，然后使用 shift-click 或 control-click 选择适用的其他项目。如果您想更改
所有项目，那么您可以简单地使用 Ctrl-A 来选择所有项目。
注：当您选择多个项目时，您应该确保选中的项目都没有打开——换句话说，当您选择项目时，
您不能查看项目中的文件或目录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若非如此，一些更改构建配置的方法
将不可用。
选择了所需的项目之后，您需要像更改单个项目的构建配置一样，更改这些项目的构建配置。

19.3 编辑提示和技巧
Eclipse 中的编辑器视图位于 MCUXpresso IDE 下，提供大量编辑源文件的强大功能。

19.3.1

同一文件上的多个视图
Window -> Editor 菜单提供几种并行查看同一文件的方法。

• 克隆：两个编辑器视图显示同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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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分屏编辑器：将当前文件的视图分成两个（水平或垂直）

19.3.2

一次查看两个编辑过的文件
要同时查看多个文件，只需单击编辑器视图中打开的文件选项卡，然后按住鼠标按钮并将文件
选项卡拖到右边。移动到侧边或下方之后，会出现一个大纲，显示在您松开鼠标按钮之后，选
项卡会放置在哪个位置。

19.3.3

源折叠
在编辑器视图中，可以折叠函数、结构等来显示结构和隐藏细节。
可以通过右键单击编辑器视图的边缘打开上下文相关菜单，然后选择 Folding -> <option
required>来管控折叠
折叠功能启用后，您可以单击每个功能、结构等旁的边缘中显示的+或-图标，以进行展开或折叠，
或者使用上下文相关菜单中的 Folding -> Expand all and Folding -> Collapse all 选项。
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管控各种折叠设置：
Preferences -> C/C++ -> Editor -> Folding

19.3.4

编辑器模板和代码完成
在编辑器中，您可以使用许多相关功能快速、轻松地输入代码。
首先，模板是代码片段，可以以半自动的方式插入，帮助简化输入重复代码，例如适用于 C 代
码结构的代码块，例如对于环路、if-then-else 语句等。
其次，默认由工具完成的源代码索引允许自动完成功能和变量命名。这就是所谓的“内容辅助”。

• 无论何时，使用 Ctrl-Space 都会列出可用的编辑器模板、功能名称等。
• 使用 Ctrl-Shift-Space 将显示功能参数
• 使用 Alt-/实现文字自动完成（按多次可以在多个选项之间循环）。
此外，用户可以扩展预先定义的模板，通过：
Preferences -> C/C++ -> Editor -> Templates

19.3.5

括号对称
编辑器可以用几种方式高亮显示相应的开括号和闭括号。
首先，如果您将光标直接放在括号（开括号或闭括号）的右侧，那么编辑器将在相应的括号周
围显示一个矩形。
其次，如果直接双击括号右侧，编辑器将自动高亮显示此括号和相应的括号之间的所有文本。

19.3.6

语法着色
语法着色指定如何在编辑器视图中呈现源代码，并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源代码的不同元素。使
用的设置可以在以下位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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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 C/C++ -> Editor -> Syntax Coloring

请注意，通用文本编辑器设置（例如背景颜色）可以在以下位置配置：
Preferences -> General -> Text Editors
字体可以在以下位置配置：
Preferences -> General -> Appearance -> Colors and Fonts

19.3.7

注释/取消注释块
编辑器提供多种在一行或多行文本中进行注释的方法。可以使用编辑器上下文相关菜单的源条
目，或者使用以下键盘快捷键来访问......

• 选择要注释的行，然后按 Ctrl-/在行的开头使用//注释掉，或者取消注释（如果该行当前已注
释掉）。

• 选择要注释的行，然后按 Ctrl-Shift-/来块注释掉（/*放在开头，*/放在结尾）。
• 要移除块注释，请按 Ctrl-Shift-Y

19.3.8

格式化代码
编辑器可以格式化代码，以符合使用的代码标准（Preferences -> C/C ++ -> Code Style）。
这可以自动处理布局元素，如缩进和括号的位置。可以使用编辑器上下文相关菜单中的源- >格
式条目，或者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Shift-F 对当前选择的文本执行此操作。如果未选择文本，则
对当前整个文件应用此格式。

19.3.9

正确缩进
当您在编辑器中输入代码时，会根据使用的代码标准以及前面文本的布局，尝试正确地自动缩
进代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手动排列文本后，最终可能无法正确缩进。
通常可以使用编辑器中的 Source->Correct Indentation 条目，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I 来解决此
问题。
或者，使用“格式化代码”选项，修复除缩进之外的其他布局问题。

19.3.10 在编辑器中为制表符插入空格
您可以配置 IDE，以便在编辑文件时，按 TAB 键插入空格而不是制表符。要实现这一点，请转至
Preferences -> General -> Editors -> Text Editors
并勾选“为制表符插入空格”复选框。如果您勾选“显示空白字符”，您可以在按 TAB 键时，
查看是插入了制表符还是空格字符

19.3.11 用空格替换制表符
要用空格替换整个文件中现有的制表符，请打开代码样式首选项：
Preferences -> C/C++ -> Code Style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

用户指南

本文档中所有信息均受法律免责声明保护

第 11.1.0 版 — 2019 年 12 月 10 日

© 2019 恩智浦半导体。保留所有权利。

231

MCUXpresso IDE 用户指南

恩智浦半导体
•
•
•
•

选择一个代码样式配置文件，然后选择编辑......
选择缩进选项卡
对于制表符政策，只选择空格
应用更改。

• 注：如果这种代码样式以前没有编辑过，则必须先重命名配置文件，再应用更改。
•

下次使用 Source -> Format 对源格式化时，会应用新样式。

19.4 硬件浮点支持
大多数基于 ARM 的系统（包括基于 Cortex-M0、M0+和 M3 的系统）以前从未在硬件中实现浮
点。这意味着代码中包含的任何浮点运算都将被转换为对库函数的调用，然后在软件中实现所
需的操作。
但是，许多基于 Cortex-M4 的 MCU 都包含一个单倍精密度浮点硬件单元。注：可选的 Cortex-M4
浮点单元只实现单倍精密度操作（C/C++浮点）。因此，如果代码使用双倍精密度浮点（C/C++
双倍精密度），那么代码中包含的任何此类浮点运算仍将被转换为对库函数的调用，然后在软
件中实现所需的操作。
与此类似，基于 Cortex-M7 的 MCU 可能包含单倍精密度或双倍精密度浮点硬件单元。

19.4.1

浮点变量
实现硬件浮点单元时，ARM 定义它可以用于两种模式中的其中一种。
SoftABI

• 单倍精密度浮点运算在硬件中实现，相比使用传统的浮点库调用的代码，可以大大提高性能，
但是，在函数间进行调用时，任何浮点参数都在 ARM（整数）寄存器或堆栈中传递。

• SoftABI“最兼容”，因为它允许不是使用硬件浮点构建的代码与使用软件浮点库调用构建的
代码相关联。
HardABI

• 单倍精密度浮点运算在硬件中实现，在将浮点参数传递给函数时，会使用浮点寄存器。
HardABI 将提供最高的绝对浮点性能，但它“最不兼容”，因为这意味着项目的所有代码库（包
括所有库代码）都是围绕 HardABI 构建。

19.4.2

浮点使用 - 预先安装的 MCU
针对预先安装的 MCU 时，MCUXpresso IDE 一般假设在使用 Cortex-M4 硬件浮点时，也会使
用 SoftABI。因此，这通常是示例代码（包括，例如 LPCOpen 芯片和板库）编译之后适用的模
式。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各个组件能够开箱即用。
当您为可能实现硬件浮点单元的 Cortex-M4 使用项目向导时，会提供一个选项，允许启用向导
选项中的硬件。因为兼容性的原因，此选项默认使用 Soft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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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此选项将对编译器、汇编程序和链接器设置进行适当的更改，以生成 SoftABI 代码。此外，
通常还会启用向导生成的启动代码中的代码，以打开浮点单元。
您还可以在向导中选择使用 HardABI。这将使得可以使用适当的工具设置。但是，如果您要使
用此选项，您必须确保您的应用项目使用的任何库项目也配置为使用 HardABI。如果已经存在
这样的项目，那么您可以手动在项目属性中更改编译器/汇编程序/链接器设置，以选择 HardABI。
警告：如果链接的库项目在配置和构建时未使用此选项，那么使用 HardABI 创建项目会导致链
接名称错误。

19.4.3

浮点使用 - SDK 安装的 MCU
针对 SDK 安装的 MCU 时，MCUXpresso IDE 一般假设在硬件浮点可用时，即会使用 HardABI。
这通常不会有问题，因为适用于此类 MCU 的项目通常都包含所需的所有代码（不使用库项目）。
但是，仍然可以通过使用“新建项目”和“导入 SDK 示例”向导中的“高级属性设置”页面，
切换为使用 SoftABI。

19.4.4

更改现有项目的浮点配置
如果您想要更改现有项目的浮点 ABI（例如，从使用 SoftABI 更改为使用 HardABI），然后转至：
Quickstart -> Quick Settings -> Set Floating Point type
并选择所需的选项。
或者，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手动配置设置：
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并更改以下所有条目的设置：

•
•
•

MCU C Compiler -> Architecture -> Floating point
MCU Assembler -> Architecture & Headers -> Floating point
MCU Linker -> Architecture -> Floating point

注：对于 C++项目，您还需要更改 MCU C++编译器的设置。警告：请记住更改所有关联项目的
设置，否则可能会导致链接器错误。

19.4.5

是否所有的 Cortex-M4 MCU 都在硬件中提供浮点？
并非所有基于 Cortex-M4 的 MCU 都是在硬件中实现浮点，请参见提供的特定 MCU 的文档进行
确认。
特别是对于某些 MCU 系列，某些特定的 MCU 可能不提供硬件浮点，虽然该系列中的大部分都
提供（例如 LPC407x_8x）。因此，即使面向目标系列的 MCUXpresso IDE 中的项目向导表示
提供硬件浮点，最好也仔细查阅文档进行确认。

19.4.6

为什么我的代码执行浮点运算时会出现硬故障？
如果您的应用在尝试执行浮点运算时遇到硬故障，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您没有启用浮点单元。这
种启动通常是在 LPCOpen 或 SDK 初始化代码中完成，或者在 MCUXpresso IDE 生成的启动文
件中完成。但是，如果项目存在配置问题，则可能会遇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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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ortex-M4 技术参考手册，该手册可在 ARM 网站上获取。

19.5 LinkServer 脚本
LinkServer 调试服务器支持一种类似于 Basic 的烧写语言，可用于编写低级别目标操作的脚本。
在 LinkServer 调试连接中，我们提供两个脚本可以参考的调用（如果需要）。第一个调用用于
通过连接脚本协助进行初始调试连接，第二个调用用于通过重置脚本协助目标重置。
这些脚本在 LinkServer 启动配置文件中指定，如果使用标准连接连接到已知的调试目标的项目
需要，会预先选择这些脚本。

19.5.1

提供的脚本
MCUXpresso IDE 安装中提供一组脚本：

这些脚本用于在需要时预填充 LinkServer 启动配置文件。
某些脚本用于以下目的：

• kinetismasserase.scp - 由 GUI 闪存烧写器调用，用于恢复锁定的 Kinetis 器件
• kinetisunlock.scp -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GUI 闪存烧写器不能恢复锁定的器件（如上所述），
可以转而指定这个脚本并重新尝试进行恢复

• delayexample.scp - 一个显示如何执行延迟的示例脚本

19.5.2

用户脚本
其他用户生成的脚本可以直接添加到产品的安装中，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们应该位于项目中。
LinkServer 启动配置允许脚本的位置可以是项目的相对位置、绝对位置或产品的本地位置。

19.5.3

从 RAM 调试代码
[本节已被弃用 - 请参见使用 LinkServer 转换项目以从 RAM 运行[238]，了解改进后的方案的详
细信息]
MCU 有一些定义明确的重置启动策略，它们通常先运行一些内部制造商的启动 ROM 代码来执
行一些硬件设置，然后将控制权转交给闪存中的代码（例如，用户应用）。
有时，直接从 RAM 运行和调试代码会很有用。因为 MCU 不会从 RAM 启动，所以需要一种方
案来控制调试器重置机制。这可以通过使用 LinkServer 重置脚本来实现。
在 MCUXpresso IDE 中，某些预先创建的脚本位于：

这个目录中包含一个名为 kinetisRamReset.scp 的脚本（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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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置脚本假设用户计划从 RAM（地址 0x20000000）运行代码，这是 Kinetis 器件上的
SRAM_Upper RAM 块的值。
注：要构建链接到 RAM 的项目，您可以简单删除项目内存配置中的任何闪存条目。如果使用
MCUXpresso IDE 的默认链接器设置，那么项目将链接到列表中的第一个 RAM 块。对于许多
Kinetis 器件，这个地址与脚本中预期的地址匹配。但是，对于某些器件（例如 KLxx），第一个
RAM 块可能采用不同的值。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编辑脚本或更改项目的 RAM 地址来解决。
对于用户来说，LPC 器件的 RAM 地址可能会不同，但其原理是相同的。在脚本目录中，您会看
到 LPC18LPC43 器件的 RAM 重置脚本，除了假定的 RAM 地址外，该脚本与上述脚本相同。
最后，要使用脚本，只需编辑“重置脚本”条目的项目启动配置，然后浏览到适用的
“RAMReset.scp”脚本即可。
注：从 RAM 执行代码时，项目向量表也将位于 RAM 块的开头。Cortex M MCU 可以使用内部
寄存器 VTOR（向量表偏移寄存器）定位它们的向量表。通常，此寄存器将由项目启动或初始
化代码自动设置。但是，如果因为发生中断导致执行失败，请检查此寄存器设置的值是否正确。

19.5.4

LinkServer 脚本功能
LinkServer 脚本采用简单版 BASIC 编程语言编写。在这个 BASIC 版本中，
有 26 个变量可用（%a
到%z）。在进入脚本时，会为一些变量分配值：

从脚本退出时，%a 加载到 PC 中，%b 加载到 SP 中，从而为脚本提供一种改变应用的启动方
式的方法。
它们提供如下功能：
只在脚本中工作的通用 BASIC 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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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BASIC 类函数

探针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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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TAP 相关功能

线缆相关功能

Cortex-M 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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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脚本可以在 LinkServer 启动配置中指定，在连接和/或重置之前运行。

19.6 使用 LinkServer 的 RAM 项目
MCU 有一些定义明确的重置启动策略，它们通常先运行一些内部制造商的启动 ROM 代码来执
行一些硬件设置，然后将控制权转交给闪存中的代码（例如，用户应用）。
大多数示例和向导都创建从 MCU 闪存运行的项目，但有时直接从 RAM 调试代码会很有用。这
种任务有两个阶段：
1. 将项目更改为链接到从 RAM 运行
2. 更改默认的重置机制，以确保执行 RAM 映像
要构建链接到 RAM 的项目，您可以简单删除项目内存配置中的任何闪存条目。如果使用
MCUXpresso IDE 的默认链接器设置，那么项目将链接到列表中的第一个 RAM 块（假设没有闪
存条目）。或者，从：
Project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MCU Linker -> Manager Linker Script，您可以
检查将应用链接至 RAM 的条目。
注：如果项目已经构建为链接到闪存，那么在重新构建之前应先将其清除。
因为 MCU 不会自动从 RAM 启动，所以需要一种方案来控制调试器重置机制。可以通过使用软
重置类型来实现。LinkServer 启动配置可以使用附加选项，添加行--reset soft 来覆盖默认的重
置类型。或者最好将重置类型设置为“SOFT”，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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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重置执行方法如下：将 PC 设置为映像 resetISR()地址、堆栈指针设置为第一个 RAM 区域顶
部，VTOR（向量表偏移寄存器）设置为第一个 RAM 区域的基址。
注：通常情况下，MCU RAM 的大小要比闪存小，因此这种方案可能不适合较大的映像。

19.6.1

使用 RAM 项目开发的优点
从 RAM 进行调试有很多优点：

•
•
•
•
•
•
•

RAM 中的断点不需要使用专门的硬件资源，所以基本上可以设置的断点数量没有限制。
无需闪存烧写步骤，因此构建和调试周期会更快。
辅助引导加载程序的开发无需考虑 BootROM
无意外触发闪存安全功能的风险。
无需了解或具有闪存烧写能力，允许开发代码（包括闪存驱动器）。
在调试时，会保留所有闪存内容
大型应用的单元开发

注：应该注意，由于 MCU 不会经历真正的硬件重置，所以外设配置是逐个调试会话继承。

19.7 控制台视图
控制台视图包含许多不同的控制台，提供关于 MCUXpresso IDE 的各个部分操作的文本信息。
默认情况下，它位于调试透视图的右下角，与许多其他视图（包括“已安装的 SDK”视图）并
列。
控制台视图中实际可用的控制台将取决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特别是，多个控制台只有在
启动调试会话时才可用。
当前显示的控制台将提供一个本地工具栏，其中的图标用于执行复制控制台内容或清除其内容
等操作。
查看当前可用的控制台的列表，如果需要，还可以更改为其他控制台...
1. 切换到控制台视图
2. 使用控制台视图中的工具栏，单击显示选中的控制台图标（看起来像一个小监视器）旁边的
下拉箭头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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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控制台类型
您通常会看到以下这些类型的控制台......
构建控制台和全局构建控制台
MCUXpresso IDE 构建工具（编译器、链接器等）使用构建控制台（有时被称为构建日志）来
显示在构建项目时生成的输出。事实上，MCUXpresso IDE 使用两个构建控制台——其中一个
记录构建当前项目的输出，另一个是全局构建控制台，它将记录构建所有项目的输出。
默认情况下，构建控制台中存储的行数限制为 500 行。您可以将该限值增大到合理的值，方法
如下：
1. 选择“Windows->Preferences”菜单选项
2. 然后选择“C/C++ -> Build -> Console”
3. 将“限制控制台输出（行数）”增大到更大的数字，例如 5000。
注：与 MCUXpresso IDE 中的大多数设置一样，此设置保存为工作区的一部分。因此，您在每
次创建新工作区时都需要进行此更改。
可以在首选项中设置的其他选项包括：是否在构建之前清除控制台、是否应该在构建开始时打
开控制台，以及在构建时是否将控制台置顶。
构建完成后，如果控制台中显示任何构建错误，在默认情况下，单击它们可在适当的位置打开
适当的源文件，以便您修复错误。
FreeRTOS 任务感知调试器控制台
这个控制台显示 FreeRTOS TAD 视图的状态。如需更多信息，请参考 MCUXpresso IDE
FreeRTOS 调试指南。
gdb 跟踪和 arm-none-eabi-gdb 控制台
这些控制台提供了对 GDB 命令行调试器的访问，该调试器位于 MCUXpresso IDE 图形调试前
端下方。
RedlinkServer/LinkServer 控制台
当使用通过 MCUXpresso IDE 的本地“LinkServer”调试机制连接的调试探针时，此控制台允
许访问位于调试堆栈底部的服务器应用。可以从这个控制台输入 LinkServer 命令。
调试消息控制台
调试消息控制台（有时被称为调试日志）被调试驱动器用于显示附加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有助
于您在调试目标 MCU 时理解连接问题。
半托管控制台
这个控制台通常显示.axf，可以显示在 MCU 目标上运行的应用的半托管输出，并可能将输入发
送到目标。

19.7.2

复制控制台的内容
有时候，您可能想要复制控制台的内容。例如，MCUXpresso IDE 支持团队可能会要求您在论
坛标题中提供构建控制台的详细信息。要实施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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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理，然后构建您的项目。
2. 如上所述，选择适用的构建控制台：
3. 选择内容（例如 Ctrl-A）
4. 复制到剪贴板（例如 Ctrl-C）。

5. 从剪贴板粘贴到论坛标题（例如 Ctrl-V）。如果构建控制台中含有大量文本，建议将其粘贴
到文本文件中，并进行压缩（如果可行）。
注：有些控制台的本地工具栏中会提供一个按钮，用于复制或保存它们的内容。

19.7.3

重新定位和复制控制台视图
默认情况下，控制台视图与许多其他视图并行放置。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控制台定期更新采用
新的输出（例如，视图显示来自在目标 MCU 上运行的应用的半托管输出），那么在默认情况
下这可能导致控制台经常跳到前台，并遮盖您正在使用的其他视图（例如，其中一个 SWO 跟
踪视图）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您可能想要迁移控制台。要实施此操作......
1. 单击并按住控制台视图
2. 继续按住，并将光标拖到要显示控制台视图的位置
3. 然后放开鼠标，控制台视图即被放置在所需的位置

另一种方法是：生成控制台视图的重复实例。此操作允许同时显示多个控制台。要做到这一点，
请使用控制台视图本地工具栏上的“打开控制台”按钮

然后选择“新建控制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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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显示第二个控制台视图，可以将其拖放到透视图中的新位置，与上述单个控制台视图的方
法相同。

打开第二个控制台视图后，选择要用于显示的控制台，然后使用“固定控制台”按钮，以确保
在显示输出时不会切换到其他控制台。

19.8 使用终端视图与目标进行 UART 通信
MCUXpresso IDE v10.2.0（以及更高版本）提供了一个终端视图，该视图可用于显示主机 PC
和目标 MCU 之间的 UART（串行）输入/输出。将调试探针集成到目标板中时，可以通过 VCOM
连接进行 UART 通信，与调试连接使用相同的 USB 线缆。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则可以使
用 serial_to_USB 电缆，或者，如果目标 MCU 内置了 USB，则可以在目标 MCU 上运行的应用
代码中实现 VCOM 端口。
与通过调试通道（在控制台视图中显示）进行的半托管输出相比，使用终端视图提供了另一种
与目标交互的方式。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但是使用终端视图实施串行输出的一个显著优点
是，您可以在不激活调试会话的情况下与目标 MCU 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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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MCUXpresso IDE 中使用终端视图，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它（因为它默认不可见）。
要实施此操作，请转至：Window -> Show View -> Other，然后选择终端。

或者，直接在 IDE 窗口右上方的“快速访问”按钮中输入“终端”。
接下来，首先确保 PC 和目标 MCU 之间的串行连接处于活动状态，然后单击终端视图工具栏中
的“打开终端”按钮：

注：如果使用集成到许多 LPCXpresso 板中的 LPC-Link2，那么您需要确保在串行连接可用之
前，先启动了探针。您可以通过使用 IDE 窗口顶部工具栏中的“启动调试探针”按钮手动完成
此操作。或者，可以使用 LPCScrypt 将探针固件预烧写入闪存中。
现在选择所需的终端类型 - 串行终端：

然后选择适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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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您通过 USB 接收串行输出（例如通过调试探针的 VCOM 端口接收），那么默认设置
通常应该是可用的。您需要修正的设置是要使用的串行端口。具体取决于 PC 内连接的器件、运
行的操作系统，以及串行端口的来源。
例如，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那么识别所需的串行端口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打开“设备管理
器”（通常是通过“开始菜单”），然后展开“端口”选项卡。如此您可以识别所需的适用 COM
端口。
在根据需要配置完设置之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会显示在终端视图中的目标 MCU 上运行
的应用的串行输出：

注：终端视图只提供一个简单的终端机制，以及少量的配置选项。如果您需要对终端的运行方
式有更多的控制，您可能仍然需要使用独立的终端应用，例如 PuTTY、CoolTerm 和 Tera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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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使用 LPC-Link2 和故障排除
19.9.1

LPC-Link2 硬件
LPC-Link2 是 恩 智浦 半 导 体公 司 提 供的 一 款 功能 强 大的 低 成 本调 试 探 针设 计 ，该 设 计以
LPC43xx MCU 为基础。它已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系统中，包括：

• 单独的 LPC-Link2 调试探针
• 集成到 LPCXpresso V2/V3 板系列中的调试探针。
有关更多详情，请参见 http://www.nxp.com/lpcxpresso-boards

19.9.2

软加载与预烧写探针固件
大多数 LPC-Link2 实现都能够软加载调试探针固件（使用 USB DFU 功能），或将调试探针固
件预烧写入闪存中。
将固件烧写入闪存中有一些优势，包括：

• 允许使用工具链不支持软加载探针固件的 LPC-Link2（与 MCUXpresso IDE 不同）。
• 更支持将 LPC-Link2 用作小产量的运行烧写器
• 允许 LPC-Link2 与 SEGGER J-Link 固件一起使用，可以替代常规的 CMSIS-DAP 固件。有
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segger.com

• 可以避免在固件软加载时，有时会触发重新枚举 LPC-Link2 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虚拟机的
情况下）。
将固件烧写入 LPC-Link2 的闪存的推荐方法是：使用恩智浦的 LPCScrypt 闪存烧写工具。有关
更多详情，请参见 http://www.nxp.com/LPCSCRYPT
但是，与 MCUXpresso IDE 一起使用时，软加载探针固件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 LPC-Link2 的
推荐方法。
这可以确保在启动首个调试会话时（通常是最新版本），自动加载与 MCUXpresso IDE 版本匹
配的固件版本。它还允许软加载不同的探针固件版本，具体由当前用户的需求决定。
要实现这一点，您需要确保探针硬件配置为允许 DFU 启动。要实施此操作：

• 对于独立的 LPC-Link2：从头文件 JP1（最近的 USB）移除链接
• 对于 LPCXpresso V2/V3：在头文件“DFU 链接”中添加一个链接

19.9.3

LPC-Link2 固件版本
除了提供调试探针功能，恩智浦适用于 LPC-Link2 的 CMSIS-DAP 固件还默认提供桥接通道，
以提供以下支持：

• 支持从 MCUXpresso IDE 实施 SWO 跟踪捕获
• 支持从 MCUXpresso IDE 实施功率测量（仅限某些 LPCXpresso V3 板）
• 支持连接到目标处理器的 UART VCOM 端口（仅限 LPCXpresso V2/V3 板）
• 支持提供与 I2C 和 SPI 从器件通信的 LPCSIO 桥接器（仅限 LPCXpresso V3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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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提供另外两个 CMSIS-DAP 固件版本，这些版本移除了一些桥接通道。

• “未桥接”：这个固件版本只提供调试功能——移除了桥接通道，例如跟踪、功率测量和
VCOM。该版本不再需要这些通道，USB 带宽会降低，因此如果要同时使用多个调试探针，
即可使用此固件。未桥接构建还将提高下载速度和提升通用调试性能。

• “仅限 VCOM”：这个固件版本只提供调试和 VCOM 功能。移除其他桥接之后，VCOM 性
能提高（尽管通常情况下，桥接固件已经提供足够出色的 VCOM 性能）。
可以切换采用特定的工作区，以软加载不同的固件版本，通过以下方式：Preferences ->
MCUXpresso IDE -> LinkServer Options -> LPC-Link2 启动类型。

注：如果需要混合使用桥接和未桥接的调试探针，那么建议这些探针使用所需的调试固件预先
烧写。可以使用 LPCScrypt 轻松完成此操作。

19.9.4

手动启动 LPC-Link2
在 MCUXpresso IDE 中使用 LPC-Link2 的推荐方法是，允许 GUI 在调试会话开始时启动并软加
载调试固件映像。
通常，LPC-Link2 是自动启动的（当配置为在 DFU 模式下运行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例
如排除问题时，或者使用 LinkServer 命令行闪存实用程序时，您可能需要手动启动。
LPC-Link2 USB 的详细信息
在 MCUXpresso IDE 支持的主机平台上浏览 USB 器件的标准实用程序包括：

• Windows - 设备管理器
• MCUXpressoIDE 还提供一个 listusb 实用程序：
• install_dir/ide/bin/Scripts
• Linux - 终端命令：lsusb
• Mac OS X - 终端命令：system_profiler SPUSBData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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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之前，LPC-Link2 作为 USB 器件出现，详细信息如下：

并会出现在 Windows ->设备和打印机中，如下所示：

启动后，LPC-Link2 默认显示为 USB 器件，详细信息如下：

并会出现在 Windows ->设备和打印机中，如下所示：

注：文本详细信息因版本号和启动的探针固件版本而异。
从命令行启动
MCUXpresso IDE 为所 有 受支持的平台 提供一个 启 动脚本。要使 用这个脚 本 ，首先要将
LPC-Link2 连接到 PC，然后在 DOS 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命令（或类似的命令）：

这将调用 dfu-util 实用程序，将探针固件下载到 LPC-Link2 的 LPC43xx MCU 的 RAM 中，然后
重新枚举探针。
从 GUI 启动
还可以从 MCUXpresso IDE GUI 手动启动 LPC-Link2，相比使用命令行，这可能更方便。要实
施此操作，首先将 LPC- Link2 连接到 PC，然后在工具栏上找到红色的“启动”图标：

然后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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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LPC-Link2 windows 驱动器
LPC-Link2 的驱动器是作为主要的 MCUXpresso IDE 安装过程的一部分进行安装。
注：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首次在特定 PC 上使用特定的 LPC-Link2 进行调试时，需要加载该驱
动器。根据您的 PC 和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第一次调试花费的时间长短不同。这可能意味着第
一次调试尝试失败，因为 IDE 在等待启动的 LPC-Link2 出现时会超时。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
调试尝试应该会成功完成。否则，请尝试手动启动 LPC- Link2 并检查驱动器是否正确加载。
如果您需要重新安装驱动器，您可以在以下路径找到安装程序：

19.9.6

LPC-Link2 无法枚举
在某些系统上，启动采用 CMSIS-DAP 固件的 LPC-Link2 之后，启动的调试探针没有正确地枚
举，且 MCUXpresso IDE（或其他工具链）无法看到调试探针。这可能是因为 Windows 找到的
是已废弃的旧版 VCOM 驱动器，而非正确的驱动器。要查看这是否是导致计算机出现问题的原
因，请查找 LPC-Link2 VCOM 驱动器的版本号。废弃的驱动器的版本是 1.0.0.0。
查找 LPC-Link2 VCOM 驱动器的版本号
如果您使用软启动 LPC-Link2 调试探针，则从启动 LPC-Link2 开始，具体参见手动启动 LPC-Link2
[246]。如果您的 LPC-Link2 调试探针从预烧写入闪存的映像启动，您可以跳过这一步。
启动 LPC-Link2 之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设备并查看驱动器的版本号。

• 打开 Windows 设备管理器
• 展开“端口（COM 和 LPT）”部分
• 右键单击“LPC-LinkII UCom 端口”，并选择“属性”
• 单击“属性”对话框中的“驱动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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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映像显示当前正确的驱动器的版本号(2.0.0.0)。
移除废弃的 1.0.0.0 LPC-Linkll UCOM 驱动器
要移除废弃的驱动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设备管理器中，右键单击 LPC-LinkII UCOM 设备并选择“卸载”
2. 如果有删除驱动软件的选项，请确保选中该选项，然后按“确定”
3. 选择菜单项“Action->Scan for hardware changes”
4. 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选择“添加/移除程序”或“卸载程序”选项
5. 找到 LPC 驱动器安装程序，右键单击选择“卸载”
6. 等待卸载完成
7. 切换回设备管理器，再次扫描硬件更改
8. 如果 LPC-LinkII UCOM 驱动器版本仍然存在，再次卸载（第一步到第三步），并重复执行，
直到 LPC-LinkII UCOM 驱动器不再出现
9. 现在运行在 MCUXpresso IDE“驱动器”目录中找到的 lpc_driver_installer.exe
注：建议在运行 lpc_driver_installer.exe 安装程序之后重新启动。
现在，再次手动重启探针（如果软加载），并检查 Windows - 设备和打印机，查看设备现在是
否正确显示为 LPC-Link2 CMSIS-DAP Vx.xxx。
如果这不能解决问题，还可以尝试最后一个办法：

• 以管理员用户的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并运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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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 devices.txt，查找与此类似的条目，并记下其发布名称(oemXX.inf)

• 使用上述的名称注释，运行以下命令（使用上方找到的编号代替 XX）

19.9.7

LPC-Link2 故障排除
如果您能够在调试会话中使用 LPC-Link2，但是现在在尝试执行调试操作时，屏幕显示诸如“没
有可用的兼容仿真器”或“此内核采用了优先级为 0 的连接”之类的问题......

• 确保您已经关闭了之前的所有调试会话
• 您必须先关闭一个调试会话（按红色的“终止”按钮），然后再开启另一个调试会话
• 调试驱动器可能仍然在后台运行。使用任务管理器或类似的工具来终止所有被调用的任务：
• redlinkserv
• arm-none-eabi_gdb*
• crt_emu_*
MCUXpresso IDE 10.2.0版新增一个IDE按钮

，以终止所有低级别的调试可执行程序。

如果您的主机从未使用过 LPC-Link2，那么以下操作可能有助于识别问题：

• 尝试根据手动启动 LPC-Link2 手动启动您的 LPC-Link2，并确保已正确安装驱动器。
• 试试其他 USB 电缆！
• 试试其他 USB 端口。如果您的主机有 USB3 和 USB2 端口，请尝试使用 USB2 端口
• 主板 USB3 固件已经出现问题，确保您的主机使用制造商提供的最新驱动器。注：这不是
引用主机操作系统驱动器，而是引用 USB 端口的主板固件

• 如果使用 USB 集线器，首先尝试直接连接到主机
• 如果使用 USB 集线器，尝试使用采用单独电源的集线器，而不是依赖 PC 通过 USB 提供的
电源。

• 尝试完全移除和重新安装主机器件驱动器。此外，请参见上方的 LPC-Link2 无法枚举[248]。
• 如果使用 Windows 8.1 或更高版本，那么有时 Windows USB 电源设置可能会引发问题。如
需了解更多详情，请使用您常用的搜索引擎搜索“windows 8 usb 电源设置”或类似搜索词。

19.10创建二进制、十六进制或 S-Record 文件
在构建项目时，MCUXpresso IDE 工具会创建一个 ARM 可执行格式(AXF)的文件——它实际上
是标准的 ELF/DWARF 文件。可以使用 MCUXpresso IDE 调试功能直接将该文件烧写入您的目
标中，但是也可以将其转换为适合在其他外部工具中使用的其他各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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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 在 IDE 中简单转换
创建一次性二进制或十六进制文件的最简单方法是：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打开调试（或发布）
文件夹，右键单击.axf 文件，然后单击“Binary Utilities->Create binary”（或创建十六进制、
S-Record）。

您还可以从“Preferences->MCUXpresso IDE ->Utilities”首选项页面更改这些菜单项调用的
底层命令和选项。

19.10.2 从命令行
IDE GUI 中的上述
“二进制实用程序”
选项只是调用命令行 objcopy 工具(arm-none-eabi-objcopy)。
Objcopy 可以转换成以下格式：

•
•
•
•

srec（Motorola S 记录格式）
二进制
ihex (Intel hex)
tekhex

例如，要将示例.axf 转换成二进制格式，请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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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none-eabi-objcopy -O binary example.axf example.bin

如果您使用 ctrl-click 单击 IDE 底部栏右侧的项目名称，这将在项目目录中启动一个命令提示符，
并设置适当的工具路径。您还可以使用项目资源管理器右键单击“Utilities->Open command
prompt here”选项来完成此操作。
在运行 objcopy 命令之前，您需要做的就是：更改到所需构建配置的目录中。

19.10.3 在构建期间自动转换文件
Objcopy 可以在构建期间自动转换.axf 文件。要执行此操作，需要创建一个适当的构建后步骤

19.10.4 二进制文件和校验和
在为大多数 LPC MCU 创建二进制文件时，还需要确保对其应用一个校验和，以便 LPC 引导加
载程序认为映像有效。通常，如果使用了托管链接器脚本机制，链接器脚本将执行此操作。否
则，可以使用在 MCUXpresso IDE 安装的\ide\bin 子目录中找到的“校验和”实用程序。

19.11 构建后（和构建前）的步骤
有时，能够自动对链接的应用实施后处理是很有用的，通常是在生成的 AXF 文件上运行一个或
多个 GNU “binutils”。
例如，使用项目向导创建的所有应用项目都至少会采取这样一个“构建后步骤” - 通常用于显示
应用的大小。

注：还会列出其他命令（例如，创建二进制文件和运行校验和命令），但是通过使用#字符注释
掉，因此不会执行。会忽略注释#command 之后的所有命令。
添加其他步骤非常简单。在下方的示例中，我们将进行三个链接后步骤：

• 显示应用的大小
• 生成交错的 C /汇编程序清单
• 创建十六进制版本的应用映像
要实施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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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项目属性。可以采用很多方法实施此操作。例如，确保在项目资源管理器视图中高亮
显示该项目，然后打开菜单“Project -> Properties”。

• 在属性窗口的左侧列表中，打开“C/C++构建”并选择“设置”。
• 选择“构建步骤”选项卡
• 在“构建后步骤 - 命令”字段中，单击“编辑…”
• 粘贴到行下方，然后单击“确定”

• 单击“应用”
• 对其他构建配置重复这些步骤（调试/发布）
下一次进行构建时，将运行这组构建后步骤，在控制台中显示应用的大小，创建一个名为.lss 的
交错 C/汇编程序清单文件，以及一个名为 hex 的十六进制文件。
注：如果需要，可以按完全相同的方式将预构建步骤添加到项目中。

19.11.1 临时移除构建后步骤
如果您想从构建后过程中临时移除一个步骤，而不是完全移除它，请将该条目移到行尾，并使
用“#”（标签）符号作为前缀。该符号可以作为一条注释，以便忽略剩余的构建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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