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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讲述的 uC/OS 是一个操作系统，既然是系统，那就是一个整体，所以书中各章节

并不完全独立，章与章之间的内容皆有所交叉，只是各章均侧重本章标题对应的系统内核机

制。 

自从2009年uC/OS-III实时操作系统面世以来，uC/OS-III的性能和稳定性已经日趋完善。

uC/OS-III对前面版本取精弃粕，推陈出新，功能和性能比起 uC/OS-II已经上了很大一步台阶。

uC/OS-III 正在逐渐取代 uC/OS-II，学习 uC/OS-III 已经成为许多嵌入式工程师迫在眉睫的一件

事。下面是 uC/OS 系统各个版本的对比。 

 

表 1 uC/OS 系统各版本对比 

功能 uC/OS-I uC/OS-II uC/OS-III 

诞生年份 1992 1998 2009 

书 有 有 有 

提供源码 是 是 是 

抢占式多任务 是 是 是 

最大任务数 64 256 无限制 

每个优先级的任务数 1 1 无限制 

时间片轮转调度 否 否 是 

软件定时器 否 是 是 

多值信号量 是 是 是 

互斥信号量 否 是 是（可嵌套） 

时间标志组 否 是 是 

消息邮箱 是 是 否（消息队列可实现） 

消息队列 是 是 是 

内存管理 否 是 是 

任务信号量 否 否 是 

任务消息队列 否 否 是 

挂起/恢复任务 否 是 是（可嵌套） 

死锁预防 是 是 是 

可扩展 是 是 是 

代码段需求 3K 到 8K 6K 到 26K 6K 到 20K 

数据段需求 1K+ 1K+ 1K+ 

可固化 是 是 是 

在运行时配置 否 否 是 

在编译时配置 是 是 是 

对象可命名 否 是 是 

可挂起多个任务 是 是 是 

任务寄存器 否 是 是 

内置性能测量 否 少量 大量 

用户可定义的 hook

函数 

否 是 是 

时间戳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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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的内核调试 否 是 是 

汇编可优化 否 否 是 

时基任务 否 否 是 

提供的服务 ~20 ~90 ~70 

 

uC/OS-III 的源码已经跟前面版本的源码相差很大，很多方面都做了更加规范的修改，很

多处理问题的机制也有很大的突破。因此，如果通过前面版本的书籍来理解 uC/OS-III，还是

会比较费解。现在市面上讲解 uC/OS-III 的书籍或资料都寥寥无几，讲解源码原理的更是少

之又少。 

特此问题，秉火科技推出了本书籍，带领有兴趣的学者挖掘 uC/OS-III 实时系统。本书

的讲解思路是以 uC/OS-III 的内核机制分章，每章先带领学者了解内核机制的源码运作原理，

然后再在秉火 STM32F4 系列的开发板上演示相关的实例，让学者能够更贴切体会到内核机

制的功能。秉火 STM32F4 系列的开发板使用的芯片是 STM32F429IGT。本书已为这套开发板

配套了相关的例程。 

本书的读者定位非常适合初学 uC/OS-III 的学者，或希望快速应用 uC/OS-III 实时系统的

嵌入式开发人员，也适合想要深入了解 uC/OS-III 源码原理的技术员。 

 

                                                               秉火团队 

                                                           201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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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uC/OS-III 概要 

本章主要对 uC/OS-III 实时操作系统做一些概要介绍，使读者对 uC/OS-III 有个整体的浅

认识，为后面的章节的详细讲解做一个铺垫。 

1.1 uC/OS-III 文件结构 

下图是 uC/OS-III 系统从底层到上层的文件结构。 

 

图 1-1 uC/OS-III 文件结构 

 

①配置文件，通过定义这些文件里宏的值可以轻易地裁剪 uC/OS-III 的功能。 

②用户应用文件，定义和声明应用任务。 

③内核服务文件，其代码与 CPU 无关，可以不做任何修改移植到任何 CPU。本书主要讲解

这部分内容。 

④底层函数库，比如字符串的常规操作，常用的数学计算，等等。 

⑤CPU 移植文件，用户如果想要移植 uC/OS-III 到不同平台上，需要修改这部分代码。 

⑥CPU 配置文件，主要是 CPU 的一些工作模式和服务函数。 

⑦其他 CPU 相关文件。 

1.2 uC/OS-III 数据结构 

uC/OS-III 中的内核对象大多都是以结构体的形式存在的，例如出现最多的任务的任务控

制块的数据结构如下所示，结构体中的每个成员代表任务具有的一种属性。在结构体中，可

以看到很多宏，通过定义这些宏，就可以轻易地裁剪任务控制块具有的属性（任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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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1-1 任务控制块结构体 

01 struct os_tcb { 
02     CPU_STK             *StkPtr; 
03  
04     void                *ExtPtr; 
05  
06     CPU_STK             *StkLimitPtr; 
07  
08     OS_TCB              *NextPtr; 
09     OS_TCB              *PrevPtr; 
10  
11     OS_TCB              *TickNextPtr; 
12     OS_TCB              *TickPrevPtr; 
13  
14     OS_TICK_SPOKE       *TickSpokePtr; 
15  
16     CPU_CHAR            *NamePtr; 
17  
18     CPU_STK             *StkBasePtr; 
19  
20 #if defined(OS_CFG_TLS_TBL_SIZE) && (OS_CFG_TLS_TBL_SIZE > 0u) 
21     OS_TLS               TLS_Tbl[OS_CFG_TLS_TBL_SIZE]; 
22 #endif 
23  
24     OS_TASK_PTR          TaskEntryAddr; 
25     void                *TaskEntryArg; 
26  
27     OS_PEND_DATA        *PendDataTblPtr; 
28     OS_STATE             PendOn; 
29     OS_STATUS            PendStatus; 
30  
31     OS_STATE             TaskState; 
32     OS_PRIO              Prio; 
33     CPU_STK_SIZE         StkSize; 
34     OS_OPT               Opt; 
35  
36     OS_OBJ_QTY           PendDataTblEntries; 
37  
38     CPU_TS               TS; 
39  
40     OS_SEM_CTR           SemCtr; 
41  
42  
43     OS_TICK              TickCtrPrev; 
44     OS_TICK              TickCtrMatch; 
45     OS_TICK              TickRemain; 
46  
47     OS_TICK              TimeQuanta; 
48     OS_TICK              TimeQuantaCtr; 
49  
50 #if OS_MSG_EN > 0u 
51     void                *MsgPtr; 
52     OS_MSG_SIZE          MsgSize; 
53 #endif 
54  
55 #if OS_CFG_TASK_Q_EN > 0u 
56     OS_MSG_Q             MsgQ; 
57 #if OS_CFG_TASK_PROFILE_EN > 0u 
58     CPU_TS               MsgQPendTime; 
59     CPU_TS               MsgQPendTimeMax; 
60 #endif 
61 #endif 
62  
63 #if 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 0u 
64     OS_REG               RegTbl[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65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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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if OS_CFG_FLAG_EN > 0u 
68     OS_FLAGS             FlagsPend; 
69     OS_FLAGS             FlagsRdy; 
70     OS_OPT               FlagsOpt; 
71 #endif 
72  
73 #if OS_CFG_TASK_SUSPEND_EN > 0u 
74     OS_NESTING_CTR       SuspendCtr; 
75 #endif 
76  
77 #if OS_CFG_TASK_PROFILE_EN > 0u 
78     OS_CPU_USAGE         CPUUsage; 
79     OS_CPU_USAGE         CPUUsageMax; 
80     OS_CTX_SW_CTR        CtxSwCtr; 
81     CPU_TS               CyclesDelta; 
82     CPU_TS               CyclesStart; 
83     OS_CYCLES            CyclesTotal; 
84     OS_CYCLES            CyclesTotalPrev; 
85  
86     CPU_TS               SemPendTime; 
87     CPU_TS               SemPendTimeMax; 
88 #endif 
89  
90 #if OS_CFG_STAT_TASK_STK_CHK_EN > 0u 
91     CPU_STK_SIZE         StkUsed; 
92     CPU_STK_SIZE         StkFree; 
93 #endif 
94  
95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96     CPU_TS               IntDisTimeMax; 
97 #endif 
98 #if OS_CFG_SCHED_LOCK_TIME_MEAS_EN > 0u 
99     CPU_TS               SchedLockTimeMax; 
100 #endif 
101  
102 #if OS_CFG_DBG_EN > 0u 
103     OS_TCB              *DbgPrevPtr; 
104     OS_TCB              *DbgNextPtr; 
105     CPU_CHAR            *DbgNamePtr; 
106 #endif 
107 }; 

 

在 uC/OS-III 中，对内核对象的管理大多采用线性链表的数据结构，包括单向链表和双

向链表。链表就是将要管理的对象按照方便管理的规则一个接一个串联在一起，提高管理效

率。比如下图的节拍列表就是一个双向链表，其中每个 OSCfgTickWheel 数组元素代表着一

个时间点的节拍列表，相邻 OSCfgTickWheel 元素代表的时间点的对 OSCfgTickWheel 数组长

度的余数相差一个时钟节拍。对于那些延时或有期限等待的任务的任务控制块 OS_TCB，会

先根据其延时或等待的节拍对 OSCfgTickWheel 数组长度的余数插入到哪个节拍列表，然后

再把该节拍列表里的任务控制块 OS_TCB 按照其延时或等待的节拍的大小顺序串联成双向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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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节拍列表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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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uC/OS-III 内核对象 

1.3.1 任务 

在 uC/OS-III 中，可以创建无数多个任务，让这些任务并发运行，就好像有多个主函数

在运行一样。在 uC/OS-III 初始化的时候，至少会创建空闲任务 OS_IdleTask()和时基任务

OS_TickTask() 这两个任务，另外还有三个可选择的内部任务，软件定时器任务

OS_TmrTaks() 、中断延迟提交任务 OS_IntQTask()和统计任务 OS_StatTask()。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uC/OS-III 中的任务可以分为 5 种状态，分别是休眠态、就绪态、

运行态、挂起态和中断态，如下表所示。 

 

表 2 用户角度的任务状态 

任务状态 描述 

休眠态 声明了任务，但任务尚未被 OSTaskCreate()函数正式创建，该任务不受

uC/OS 系统管理。 

就绪态 任务已被正式创建，而且已插入就绪列表，一旦获得 CPU 使用权，就可

以运行。 

运行态 任务正占有 CPU，正在运行。 

等待态 任务被延时执行，需要等待某个事件（内核对象），或者被强制挂起时，

就会进入等待态。 

中断服务态 正在运行的任务突然被中断打断，CPU 被中断服务程序占有，该任务就

进入了中断服务态。 

 

任务状态之间的具体切换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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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任务状态的切换 

 

从 uC/OS-III 任务管理的角度来看，uC/OS-III 中的任务 9 种状态，如下表所示。分别是

休眠态、就绪态、运行态、挂起态和中断态，如下表所示。 

 

表 3 uC/OS-III 任务管理角度任务状态 

任务状态 描述 

OS_TASK_STATE_RDY 就绪状态。处于该状态的任务按照优先级

高低先后占有 CPU 运行。 

OS_TASK_STATE_DLY 延时状态。任务调用 uC/OS 的延时韩式

OSTimeDly()或 OSTimeDlyHMSM 后，就停

止运行，进入延时状态。 

OS_TASK_STATE_PEND 无期限等待状态。任务需要停止运行，等

待某个事件（内核对象），直到等到才继续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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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TASK_STATE_PEND_TIMEOUT 有期限等待状态。任务需要停止运行，在

一定时间内等待某个事件（内核对象），如

果超时或事件发生了，就继续运行。 

OS_TASK_STATE_SUSPENDED 挂起状态。任务被强制暂停运行，直到被

恢复才可继续运行。 

OS_TASK_STATE_DLY_SUSPENDED 延时中被挂起状态。任务在延时状态时，

又被其它任务挂起。 

OS_TASK_STATE_PEND_SUSPENDED 无期限等待中被挂起状态。任务在无期限

等待某个事件（内核对象）时，又被其它

任务挂起。 

OS_TASK_STATE_PEND_TIMEOUT_SUSPENDED 有期限等待中被挂起状态。任务在有期限

等待某个事件（内核对象）时，又被其它

任务挂起。 

OS_TASK_STATE_DEL 删除状态。任务被删除，不再参与任务管

理，重新创建后才收 uC/OS 管理。 

 

1.3.2 软件定时器 

软件定时器的功能跟硬件定时器一样，主要用于定时，但其精度达不到硬件定时器的标

准，可以用于定时一些精度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事件。理论上，uC/OS-III 可以创建无数个

软件定时器，这是硬件定时器无法媲美的。 

1.3.3 多值信号量 

多值信号量主要用于管理资源和标志事件的发生。管理资源的一个常用仿例就是停车场，

把总停车位看做信号量，每次申请一个停车位信号量就减 1，如果停车位为 0，就申请不到，

但可以等待其它汽车释放停车位。标志事件的发生类似于裸机里常用的事件标志变量，就是

标志某事是否发生，然后通知任务。 

1.3.4 互斥信号量 

互斥信号量的作用是保护共享资源，避免共享资源正在被重写时被其它任务读取，这样

读取到的数据就有错误。互斥信号量的作用跟多值信号量的作用有些重叠，多值信号量的执

行时间少于互斥信号量，但多个任务访问共享资源时，容易出现优先级反转的问题，这会降

低系统的可预知性，而互斥信号量可以防止优先级反转，所以建议在互斥信号量可以解决需

要时，就优先使用互斥信号量。 

1.3.5 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是由多个消息串联而成的一个机制，需要消息的任务就从消息队列的出口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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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如果消息队列里没有消息了，可以选择等待或者不等待消息的到来。消息可以比信号量

携带更丰富的信息，可以是任意长度的消息内容。 

1.3.6 事件标志组 

事件标志组用于标志若干个事件否发生的组合。这个功能可以轻易地实现键盘的按键组

合。 

1.3.7 任务信号量 

任务信号量的作用与多值信号量的一样，但多值信号量是所有任务都可以申请使用，而

任务信号量却只能给一个特定任务使用，也就是说任务信号量是一个任务本身的属性，但其

他任务都可以给这个任务发送任务信号量。 

1.3.8 任务消息队列 

任务消息队列的作用与（普通）消息队列的一样，但（普通）消息队列是所有任务都可

以申请它的消息，而任务任务消息队列的消息却只能给一个特定任务使用，也就是说任务消

息队列是一个任务本身的属性，但其他任务都可以给这个任务发送任务消息。 

1.3.9 内存管理（分区） 

内存管理（分区）主要是为了尽量减少内存在不断分配和释放过程造成的内存碎片，避

免过多的浪费内存。内存分区就是一次性开辟一大块连续内存，然后将内存分区平均分成若

干个内存块，需要使用内存时就申请一个内存块，用完了再释放回内存分区，这样就实现内

存块的循环使用。 

1.4 uC/OS-III 常用程序段 

1.4.1 临界段 

临界段主要是为了某段代码在执行时避免被其它任务或中断打断。临界段根据是否是使

能了中断延迟提交（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如下面代码所

示。当使能中断延迟提交时，中断级任务会转换成任务级任务，这种情况下进入和退出临界

段主要分别是锁调度器和解锁调度器。当禁用中断延迟提交时，进入和退出临界段的方式分

别是关中断和开中断。 

 

代码 1-2 临界段 

01 #if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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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define  OS_CRITICAL_ENTER()                                       \ 
04          do {                                                      \ 
05              CPU_CRITICAL_ENTER();                                 \ 
06              OSSchedLockNestingCtr++;                              \ 
07              if (OSSchedLockNestingCtr == 1u) {                    \ 
08                  OS_SCHED_LOCK_TIME_MEAS_START();                  \ 
09              }                                                     \ 
10              CPU_CRITICAL_EXIT();                                  \ 
11          } while (0) 
12  
13 #define  OS_CRITICAL_ENTER_CPU_EXIT()                              \ 
14          do {                                                      \ 
15              OSSchedLockNestingCtr++;                              \ 
16                                                                    \ 
17              if (OSSchedLockNestingCtr == 1u) {                    \ 
18                  OS_SCHED_LOCK_TIME_MEAS_START();                  \ 
19              }                                                     \ 
20              CPU_CRITICAL_EXIT();                                  \ 
21          } while (0) 
22  
23  
24 #define  OS_CRITICAL_EXIT()                                        \ 
25          do {                                                      \ 
26              CPU_CRITICAL_ENTER();                                 \ 
27              OSSchedLockNestingCtr--;                              \ 
28              if (OSSchedLockNestingCtr == (OS_NESTING_CTR)0) {     \ 
29                  OS_SCHED_LOCK_TIME_MEAS_STOP();                   \ 
30                  if (OSIntQNbrEntries > (OS_OBJ_QTY)0) {           \ 
31                      CPU_CRITICAL_EXIT();                          \ 
32                      OS_Sched0();                                  \ 
33                  } else {                                          \ 
34                      CPU_CRITICAL_EXIT();                          \ 
35                  }                                                 \ 
36              } else {                                              \ 
37                  CPU_CRITICAL_EXIT();                              \ 
38              }                                                     \ 
39          } while (0) 
40  
41 #define  OS_CRITICAL_EXIT_NO_SCHED()                               \ 
42          do {                                                      \ 
43              CPU_CRITICAL_ENTER();                                 \ 
44              OSSchedLockNestingCtr--;                              \ 
45              if (OSSchedLockNestingCtr == (OS_NESTING_CTR)0) {     \ 
46                  OS_SCHED_LOCK_TIME_MEAS_STOP();                   \ 
47              }                                                     \ 
48              CPU_CRITICAL_EXIT();                                  \ 
49          } while (0) 
50  
51  
52 #else 
53  
54  
55 #define  OS_CRITICAL_ENTER()                    CPU_CRITICAL_ENTER() 
56  
57 #define  OS_CRITICAL_ENTER_CPU_EXIT() 
58  
59 #define  OS_CRITICAL_EXIT()                     CPU_CRITICAL_EXIT() 
60  
61 #define  OS_CRITICAL_EXIT_NO_SCHED()            CPU_CRITICAL_EXIT() 
62  
63 #endif 

 

其中，OS_CRITICAL_ENTER()和 OS_CRITICAL_ENTER_CPU_EXIT() 为进入临界段，

OS_CRITICAL_EXIT() 和 OS_CRITICAL_EXIT_NO_SCHED() 为 退 出 临 界 段 ，

CPU_CRITICAL_ENTER()为关中断，CPU_CRITICAL_EXIT()为开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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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中断嵌套管理 

其中，CPU_CRITICAL_ENTER()为关中断，CPU_CRITICAL_EXIT()为开中断。为方便 uC/OS

对中断的管理，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时需要调用 OSIntEnter() 函数将中断嵌套计数

OSIntNestingCtr 加 1，并且在退出中断服务函数时需要调用 OSIntExit() 函数将中断嵌套计

数 OSIntNestingCtr 减 1。 

代码 1-3 OSIntEnter() 函数 

01 void  OSIntEnter (void) 
02 { 
03     if (OSRunning != OS_STATE_OS_RUNNING) { 
04         return; 
05     } 
06  
07     if (OSIntNestingCtr >= (OS_NESTING_CTR)250u) { 
08         return; 
09     } 
10  
11     OSIntNestingCtr++; 
12 } 

 

代码 1-4 OSIntExit() 函数 

01 void  OSIntExit (void) 
02 { 
03     CPU_SR_ALLOC(); 
04  
05  
06  
07     if (OSRunning != OS_STATE_OS_RUNNING) { 
08         return; 
09     } 
10  
11     CPU_INT_DIS(); 
12     if (OSIntNestingCtr == (OS_NESTING_CTR)0) { 
13         CPU_INT_EN(); 
14         return; 
15     } 
16     OSIntNestingCtr--; 
17     if (OSIntNestingCtr > (OS_NESTING_CTR)0) { 
18         CPU_INT_EN(); 
19         return; 
20     } 
21  
22     if (OSSchedLockNestingCtr > (OS_NESTING_CTR)0) { 
23         CPU_INT_EN(); 
24         return; 
25     } 
26  
27     OSPrioHighRdy   = OS_PrioGetHighest(); 
28     OSTCBHighRdyPtr = OSRdyList[OSPrioHighRdy].HeadPtr; 
29     if (OSTCBHighRdyPtr == OSTCBCurPtr) { 
30         CPU_INT_EN(); 
31         return; 
32     } 
33  
34 #if OS_CFG_TASK_PROFILE_EN > 0u 
35     OSTCBHighRdyPtr->CtxSwCtr++; 
36 #endif 
37     OSTaskCtxSwCtr++; 
38  
39 #if defined(OS_CFG_TLS_TBL_SIZE) && (OS_CFG_TLS_TBL_SIZE > 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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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OS_TLS_TaskSw(); 
41 #endif 
42  
43     OSIntCtxSw(); 
44     CPU_INT_EN(); 
45 } 

 

1.5 章末总结 

本章主要对 uC/OS-III 实时操作系统做一个整体的概要认识。uC/OS-III 系统的文件结构非

常清晰，从底层到上层，把底层驱动和上层应用逐层分开，很方便系统的移植和应用开发。

uC/OS-III 系统的内核对象大多是采用结构体，对内核对象的管理大多采用单向链表或双向链

表的数据结构。uC/OS-III 系统的常用内核对象有任务、软件定时器、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

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任务信号量、任务消息队列和内存管理，这也是本书的重点讲

解对象，后面章节会进行详细阐述。用户不希望被任务或中断打断的程序段成为临界段，在

进入和退出临界段时分别需要调用进入和退出临界段函数。为方便中断嵌套管理，进入和退

出中断服务函数时分别需要调用 OSIntEnter()和 OSIntExit()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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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移植 uC/OS-III 到 STM32 

鉴于后面要在秉火 STM32 开发板上演示 uC/OS-III 功能，所以本章先把 uC/OS-III 移植到

秉火的 STM32 开发板上。 

2.1 下载官方 uC/OS-III 源码 

首先，打开 Micrium 公司官方网站（http://micrium.com/），点击“Downloads”选项卡

进入下载页面，在“Brouse by MCU Manufacturer”栏目展开“STMicroelectronics”，单击“View 

all STMicroelectronics”。 

http://micri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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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21 
 

由于在“Projects”栏目中选择一个基于 Keil MDK 平台在 cortex-M3 内核 MCU 评估板上

测试的 uC/OS-III 源码，单击即可。 

 
图 2-2 

 

页面跳转后，点击“Download”按钮即可下载，下载前要登录该网站，未账户的注册

后登录。 

 

图 2-3 

 

秉火已经将此源码下载并附带于本书配套资料里，方便用户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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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2 移植过程 

选择一个秉火 STM32 开发板可用的裸机例程作为程序模板，这里准备了一个简单的

“LED 流水灯”例程，该例程存放在本书配套资料里。 

 

图 2-5 

 

在该例程的“User”文件夹下建立下面几个文件夹。 

 
图 2-6 

 

拷贝下图路径下 uC/OS-III 源码文件到“APP”文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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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图 2-8 

 

拷贝下图路径下 uC/OS-III 源码文件到“BSP”文件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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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图 2-10 

 

拷贝下图路径下 uC/OS-III 源码文件到“uC-CPU”文件夹下。 

 

图 2-11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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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拷贝下图路径下 uC/OS-III 源码文件到“uC-LIB”文件夹下。 

 

图 2-14 

 

 

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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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拷贝下图路径下 uC/OS-III 源码文件到“uCOS-III”文件夹下。 

 

图 2-17 

 

 

图 2-18 

 

 

图 2-19 

 

将“User”文件夹下的“led”文件夹剪切到“BSP”文件夹里面，并且删除“main.c”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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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图 2-21 

 

打开工程，首先移除废弃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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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给工程增加下面的组件。 

 

图 2-23 

 

为“APP”组件添加“\User\APP”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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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图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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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APP”组件添加“\User\BSP”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和“\User\BSP\led”文件夹下的

源文件。 

 

图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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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图 2-28 

 

为“uC/CPU”组件添加“\User\ uC-CPU”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和“\User\ uC-CPU\ 

ARM-Cortex-M3\ RealView”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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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图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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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为“uC/LIB”组件添加“ \User\ uC-LIB”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和“ \User\ uC-LIB\ 

Ports\ARM-Cortex-M3\ RealView”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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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图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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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为“uC/OS-III Source”组件添加“\User\ uCOS-III\ Source”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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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图 2-36 

 

为“uC/OS-III Port”组件添加“\User\uCOS-III\Ports\ARM-Cortex-M3\Generic\RealView”

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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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图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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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Options for Target”窗口，给工程添加包含路径。 

 
图 2-39 

 

 

图 2-40 

这时可以编译一下整个工程，但肯定会有错误的，uC/OS-III 的移植尚未完毕，接下来需

要对工程文件进行修改。首先修改工程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29_439xx.s”。其中将

PendSV_Handler 和 SysTick_Handler 分 别 改 为 OS_CPU_PendSVHandle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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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CPU_SysTickHandler，共两处。还有在复位时使能浮点支持。 

修改一： 

 

图 2-41 

 

 

图 2-42 

 

修改二： 

 

图 2-43 

 

修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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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 

 

 

图 2-45 

 

 

“bsp.h”和“bsp.c”文件使用的都是 uC/OS-III 源码的 STM32 板载驱动代码，这里要改

成自己的裸机板载驱动代码。“bsp.h”的修改如下： 

修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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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图 2-47 

 

修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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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8 

 

 

图 2-49 

 

“bsp.c”的修改如下： 

修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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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修改二： 

 

图 2-51 

 

修改三： 

 

图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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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修改四： 

 
图 2-54 

 

接下来修改应用文件“app_cfg.h”和“app.c”。在这里创建一个任务，叫起始任务，每

隔 5 秒切换一次 LED1 的亮灭状态，以此来验证 uC/OS-III 系统是否移植成功。 

“app_cfg.h”的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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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 

 

“app.c”的修改如下，原文件的应用稍微比较复杂，在此做整体修改，改成简单的应

用。在该文件只创建和运行一个起始任务，用于每隔 5s 切换一次 LED1 的亮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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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图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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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8 

 

编译工程，没有错误和警告，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ISO 开发板，可以观察到 LED1 每

隔 5 秒切换一次亮灭状态，移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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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9 

 

秉火已将本移植工程文件存放在下图所示路径。 

 
图 2-60 例程路径 

 

2.3 建立多任务工程 

uC/OS 在实际应用中，更多的是采用多任务形式，下面秉火将在上述 uC/OS-III 单任务工

程的基础上，将其改为多任务工程。 

在多任务工程里，秉火一共使用四个应用任务，分别是起始任务、LED1 任务、LED2 任

务何 LED3 任务。主函数运行时创建起始任务，起始任务运行时进行初始化操作和创建三个

LED 灯的任务和删除自身，之后就运行三个 LED 灯的任务。三个 LED 灯的任务优先级一样，

LED1 任务为 LED1 每隔 1 秒切换一次亮灭状态，LED2 任务为 LED2 每隔 5 秒切换一次亮灭状

态，LED3 任务为 LED3 每隔 10 秒切换一次亮灭状态。 

首先在“app_cfg.h”里，增加定义三个 LED 灯任务的优先级和栈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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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在“app.c”里，增加声明三个 LED 灯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栈数组和任务函数原型。 

 

图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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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pp.c”里，增加定义三个 LED 灯任务的任务函数。 

 

图 2-63 

 

在“app.c”里，把起始任务函数 AppTaskStart()定义体内的 while 循环改为创建三个 LED

灯任务和删除起始任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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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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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 

 

编译工程，没有错误和警告，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ISO 开发板，可以观察到 LED1、

LED2 和 LED3 分别每隔 1 秒、5 秒和 10 秒切换一次亮灭状态，工程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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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 

 

秉火已将本工程文件存放在下图所示路径。 

 

图 2-67 例程路径 

 

2.4 章末总结 

本章主要讲解了如何将 uC/OS-III 系统移植到秉火 STM32 开发板。首先到官方下载

uC/OS-III 源码，为了降低移植门槛，用户可以下载相应内核评估板的 uC/OS-III 源码，这很适

合初学者首次移植 uC/OS-III 系统。然后借助开发板可行的裸机例程为平台，将 uC/OS-III 源

码移植到例程上，选择一个硬件定时器驱动 uC/OS-III 的时基时钟 SysTick，带动整个 uC/OS-III

运行。最后在应用中调用 uC/OS-III 的延时函数测试延时时间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移植

uC/OS-III 系统一般就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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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时钟节拍 

时钟节拍可谓是 uC/OS 操作系统的心脏，它若不跳动，整个系统都将会瘫痪。时钟节

拍就是操作系统的时基，操作系统要实现时间上的管理，必须依赖于时基。 

3.1 原理简述 

时钟节拍就是系统以固定的频率产生中断（时基中断），并在中断中处理与时间相关的

事件，推动所有任务向前运行。时钟节拍需要依赖于硬件定时器，在 STM32 裸机程序中经

常使用的 SysTick时钟是MCU 的内核定时器，通常都使用该定时器产生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 

用户需要先在“os_cfg_app.h”中设定时钟节拍的频率，该频率越高，操作系统检测事

件就越频繁，可以增强任务的实时性，但太频繁也会增加操作系统内核的负担加重，所以用

户需要权衡该频率的设置。秉火在这里采用默认的 1000 Hz（本书之后若无特别声明，均采

用 1000 Hz），也就是时钟节拍的周期为 1 ms。 

 

图 3-1 设置时钟节拍的频率 

 

在本书例程中，均在“app.c”中的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初始化时钟节拍定时器，

其实就是初始化 STM32 内核的 SysTick 时钟。 

 

图 3-2 初始化 SysTick 时钟 

 

OS_CPU_SysTickIni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pu_c.c”。 

 
图 3-3 SysTick 初始化函数 OS_CPU_SysTickInit() 

 

SysTick 定时中断函数 OS_CPU_SysTickHandler() 的定义也位于“os_cpu_c.c”，就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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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CPU_SysTickInit() 函数定义体的上方。OSTimeTick ()的定义位于“os_time.c”。 

 
图 3-4 SysTick 中断函数 OS_CPU_SysTickHandler() 

 

 
图 3-5 OSTimeTick () 

 

在函数 OSTimeTick () 会发送信号量给时基任务 OS_TickTask() ，任务 OS_TickTask() 接收

到信号量后就会进入就绪状态，准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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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时基任务 OS_TickTask () 

 

OS_TickListUpdate()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ck.c”。在一个任务将要进行延时或超时检测

的时候，内核会将这些任务插入 OSCfg_TickWheel 数组的不同元素（一个元素组织一个节拍

列表）中。插入操作位于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ick.c”，就在

OS_TickListUpdate() 函数定义的上方），通过任务的 TickCtrMatch（TickCtrMatch=OSTickCtr 当

前+需延时或超时节拍数）对 OSCfg_TickWheelSize 的取余（哈希算法）来决定将其插入

OSCfg_TickWheel 数组的哪个元素（列表）。相对应的，在 OS_TickListUpdate() 函数中查找到

期任务时，为了能快速检测到到期的任务，通过 OSTickCtr 对 OSCfg_TickWheelSize 的取余来

决定操作 OSCfg_TickWheel 数组的哪个元素（列表）。TickCtrMatch 不变，OSTickCtr 一直在计

数（逢一个时钟节拍加 1），OSTickCtr 等于 TickCtrMatch 时，延时或超时完成，所以此时它

俩对 OSCfg_TickWheelSize 的取余肯定相等，也就找到了到期任务在 OSCfg_TickWheel 数组的

哪个元素了。这样就大大缩小了查找范围了，不用遍历 OSCfg_TickWheel 整个数组，缩小为

1/OSCfg_TickWheelSize。但是在代码中，OSTickCtr 和 TickCtrMatch 对 OSCfg_TickWheelSize 的

取余相等，不一定该两变量就相等，只是可能相等，所以还得进一步判断 OSTickCtr 和

TickCtrMatch 是否相等，所以在代码中可以看到对查找到元素（列表）还进行了进一步的判

断（遍历）。在一个节拍列表中，是 TickCtrMatch 从小到大排序的，所以当遍历到 OSTickCtr

和 TickCtrMatch 相等时，还要继续遍历，因为下一个 TickCtrMatch 可能和当前的 TickCtrMatch

相等；如若当遍历到 OSTickCtr 和 TickCtrMatch 不相等时，后面的肯定也不相等，就无需继

续遍历了。 

 

图 3-7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中将任务插入 OSCfg_TickWheel 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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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节拍列表更新函数 OS_TickList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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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例演示 

3.2.1 实例 1 

本节实例将在一个任务里延时 1000 个时钟节拍（1s），在延时前后获取时间戳，然后通

过时间戳来计算延时时间。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3-9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USART1，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改 USART1 的驱动文件到“…\User\BSP”

路径下，在 MDK 上添加驱动文件的源文件和头文件路径，再在“bsp.h”中包含驱动文件的

头文件，然后在“bsp.c”的 BSP_Init() 函数的定义体内添加 USART1 初始化函数。 

 

图 3-10 板级驱动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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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在 MDK 增加驱动文件的源文件到组件 

 

 

图 3-12 在 MDK 增加驱动文件的头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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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包含板级驱动文件的头文件 

 

 

图 3-14 添加板级初始化函数 

 

在“app.c”中，新建了一个任务 AppTaskTest() ，任务在 while 死循环里延时了 1000 个

节拍（1s），并通过时间戳计算该延时的实际执行时间，并将该时间通过串口打印到串口调

试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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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AppTaskTest() 任务函数 

 

程序在主函数 main() 中创建起始任务，起始任务运行时会创建 AppTaskTest() 任务，然

后删除自身，之后就只有 AppTaskTest() 一个应用任务在运行。 

 

图 3-16 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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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观察到下图的实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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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串口调试助手 

 

从打印信息可以看到，测出来的延时时间并非刚好 1 s，而是略少了 6 ms 多。这一方面

是由于延时操作的插入可能在两个时钟节拍的任意时刻上，如下图所示，所以它可能会存在

一个节拍的误差。另外这是软件延时，精度会比硬件延时略逊一筹。但是，在 uC/OS 实际

应用中，该延时的精度已经算非常高了。 

 
图 3-19 延时误差示意图 

 

3.3 章末总结 

本章阐述了时钟节拍的工作原理，时钟节拍看似微小，却是整个 uC/OS 系统的命脉。

时钟节拍的运行依赖于 CPU 的定时器，STM32 专门为此量身定制了 SysTick 时钟，用户移植

时需要将节拍时钟移植到 SysTick 时钟。每个时钟节拍到来时，节拍任务就会运行，节拍任

务的重点是更新节拍列表。在节拍列表中，存放的均是与时间事件（如延时或超时等）相关

的任务，在节拍任务中会检查这些任务的时间事件是否到期，如有到期，立即更新任务的任

务状态。在查找到期任务时，还巧妙地使用了哈希算法大大缩小了查找范围，提高了操作系

统的工作效率。 

最后，通过实例，为大家演示了时钟节拍在延时函数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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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时间管理 

在上一章的示例演示中使用到延时函数，其实已经是 uC/OS 操作系统时间管理的范畴

了。前一章撒下的影子，也算为本章做了一个铺垫。时间管理就是一种建立在时钟节拍上，

对操作系统任务的运行实现时间上管理的一种系统内核机制。 

4.1 原理简述 

由于下面很多内核服务函数在实际开发应用中要使用到，所以本节主要以服务函数为主

导讲解时间管理的工作原理。 

4.1.1 OSTimeDly() 

OSTimeDly() 函数用于停止当前任务进行的运行，延时一段时间后再运行。OSTimeDly()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4 OSTimeDly() 

函数原型 void  OSTimeDly  (OS_TICK    dly,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延时执行当前任务，延时结束后再回来执行当前任务。 

参数 dly 延时的时钟节拍数。 

opt 选项 OS_OPT_TIME_DLY Dly 为相对时间，就是从现在起延时

多长时间，到时钟节拍总计数

OSTickCtr = OSTickCtr 当前 + dly 时延

时结束。 

OS_OPT_TIME_TIMEOUT 跟 OS_OPT_TIME_DLY 情况一样。 

OS_OPT_TIME_MATCH Dly 为绝对时间，就是从系统开始运

行（调用 OSStart()）时到节拍总计数

OSTickCtr = dly 时延时结束。 

OS_OPT_TIME_PERIODIC 周期性延时，跟 OS_OPT_TIME_DLY 

差不多。如果是长时间延时，该选项

更精准一些。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不可用。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TIME_DLY_ISR 在中断中使用该函数。 

OS_ERR_TIME_ZERO_DLY Dly 为 0。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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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imeDly()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me.c”。 

 
图 4-1 OSTimeDly() 函数 

 

OSTimeDly() 函数中，如果函数的实参和调用场合均合法，就会调用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将当前任务插入到节拍列表进行管理，这与上一章所讲的更新节拍列表是对应的。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ck.c”。要插入节拍列表的任务的等待时间有个

门限 OS_TICK_TH_RDY，该宏为 0Xffff0000。如果以时钟节拍最高频率 1000 Hz 来算，该宏

所代表时间都有 49 天（至少数），任务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在实际应用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 uC/OS 设置了该门限，凡是超过该门限的等待时间均视为 0 延时，防止恶性等待，

浪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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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 

 

如果 OSTimeDly() 函数调用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将当前任务插入节拍列表成功的话，

就会调用 OS_RdyListRemove() 函数将当前任务从任务就绪列表中移除，并将系统切换至其

他任务。OS_RdyListRemove() 函数属于任务管理范畴，该函数的原理可参考“任务管理”

章节。 

4.1.2 OSTimeDlyHMSM() 

OSTimeDlyHMSM() 函数与 OSTimeDly() 函数的功能类似，也是用于停止当前任务进行

的运行，延时一段时间后再运行。但是，用户若要使用 OSTimeDlyHMSM() 函数，得事先将

宏 OS_CFG_TIME_DLY_HMSM_EN（位于“os_cfg.h”）设为 1。 

 

图 4-3 使能 OSTimeDlyHMSM() 函数 

 

OSTimeDlyHMSM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5 OSTimeDlyHMSM() 

函

数

void  OSTimeDlyHMSM (CPU_INT16U   hours,  

CPU_INT16U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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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CPU_INT16U   seconds, 

CPU_INT32U   milli,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

能 

延时执行当前任务，延时结束后再回来执行当前任务。 

参

数 

hours 小时数。 

minutes 分钟数。 

seconds 秒数。 

milli 毫秒数。 

opt 选

项 

OS_OPT_TIME_DLY 相对性时间，就是从现在起延

时多长时间。 

OS_OPT_TIME_TIMEOUT 跟 OS_OPT_TIME_DLY 情况一

样。 

OS_OPT_TIME_MATCH 绝对性时间，就把系统开始运

行（调用 OSStart()）时作为延

时时间的起点。 

OS_OPT_TIME_PERIODIC 周 期 性 延 时 ， 跟 

OS_OPT_TIME_DLY 差不多。如

果是长时间延时，该选项更精

准一些。 

OS_OPT_TIME_HMSM_STRICT 延时时间取值比较严格。 

hours        (0...99) 

minutes      (0...59) 

seconds      (0...59) 

milliseconds  (0...999) 

OS_OPT_TIME_HMSM_NON_STRICT 延时时间取值比较宽松。 

hours        (0...999) 

minutes      (0...9999) 

seconds      (0...65535) 

milliseconds  (0...4294967295)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不可用。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TIME_DLY_ISR 在中断中使用该

函数。 

OS_ERR_TIME_INVALID_HOURS 小时数不可用。 

OS_ERR_TIME_INVALID_MINUTES 分钟数不可用。 

OS_ERR_TIME_INVALID_SECONDS 秒数不可用。 

OS_ERR_TIME_INVALID_MILLISECONDS 毫秒数不可用。 

OS_ERR_TIME_ZERO_DLY 延时时间为 0。 

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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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值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imeDlyHMSM()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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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OSTimeDlyHMSM() 函数 

 

OSTimeDlyHMSM() 函数中，如果函数的实参和调用场合均合法，就会调用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将当前任务插入到节拍列表进行管理。OS_TickListInsert() 函数的原

理参考“OSTimeDly()”章节。 

如果 OSTimeDlyHMSM() 函数调用 OS_TickListInsert() 函数将当前任务插入节拍列表成

功的话，就会调用 OS_RdyListRemove() 函数将当前任务从任务就绪列表中移除，并将系统

切换至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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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OSTimeDlyResume() 

OSTimeDlyResume () 函数用于直接结束其他任务（非当前任务）的延时。用户若要使用

OSTimeDlyResume () 函数，得事先将宏 OS_CFG_TIME_DLY_RESUME_EN（位于“os_cfg.h”）

设为 1。 

 
图 4-5 使能 OSTimeDlyResume () 函数 

 

OSTimeDlyResum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6 OSTimeDlyResume () 

函数原型 void  OSTimeDlyResume  (OS_TCB  *p_tcb,  

OS_ERR  *p_err); 

功能 结束其他任务的延时。 

参数 p_tcb 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指针。 

p_err 返回错误

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STATE_INVALID 任务状态非法。 

OS_ERR_TIME_DLY_RESUME_ISR 在中断中结束延时。 

OS_ERR_ TASK_NOT_DLY 任务不在延时。 

OS_ERR_TASK_SUSPENDED 任务被挂起。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  该函数的 p_tcb 参数不可以是当前任务。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不可以用该函数结束等待事件。 

 

OSTimeDlyResum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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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OSTimeDlyResume () 函数 

 

如果任务的任务状态中包括延时，就调用 OS_TickListRemove() 函数将任务从节拍列表

中移除。OS_TickListRemove()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c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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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OS_TickListRemove() 函数 

 

4.1.4 OSTimeGet () 

OSTimeGet () 函数用于获取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OSTimeGe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

示。 

 

表 7 OSTimeGet () 

函数原型 OS_TICK  OSTimeGet (OS_ERR  *p_err); 

功能 获取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 

参数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返回值 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 

 

OSTimeG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me.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74 
 

 
图 4-8 OSTimeGet () 函数 

 

4.1.5 OSTimeSet () 

OSTimeSet () 函数用于设置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OSTimeSe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

示。 

 

表 8 OSTimeSet () 

函数原型 void  OSTimeSet (OS_TICK   ticks, 

               OS_ERR   *p_err); 

功能 设置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 

参数 ticks 时钟节拍数。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返回值 无。 

注意事项 虽然 uC/OS-III 允许该操作，但建议慎用该函数。 

 

OSTimeS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ime.c”。 

 

图 4-9 OSTimeSet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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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例演示 

4.2.1 实例 1 

本节实例创建三个应用任务，分别为 LED1 任务、LED2 任务和 LED3 任务。LED1 任务调

用 OSTimeDly() 函数相对性延时 1s 切换一次 LED1 的亮灭状态，LED2 任务 OSTimeDly() 函数

周期性延时 5s 切换一次 LED2 的亮灭状态，LED3 任务 OSTimeDlyHMSM () 函数相对性延时

10s 切换一次 LED3 的亮灭状态。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4-10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改 LED 的驱动文件到“…\User\BSP”路径下，

在 MDK 上添加驱动文件的源文件和头文件路径，再在“bsp.h”中包含驱动文件的头文件，

然后在“bsp.c”的 BSP_Init() 函数的定义体内添加 LED 初始化函数。 

 

图 4-11 板级驱动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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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在 MDK 增加驱动文件的源文件到组件 

 

 

图 4-13 在 MDK 增加驱动文件的头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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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包含板级驱动文件的头文件 

 

 

图 4-15 添加板级初始化函数 

 

在“app.c”中，新建了任务 AppTaskLed1()、AppTaskLed2() 和 AppTaskLed1()。任务

AppTaskLed1() 在 while 死循环里每隔 1000 个时钟节拍（1s）切换一次 LED1 的亮灭状态。

任务 AppTaskLed2() 在 while 死循环里每隔 5000 个时钟节拍（5s）切换一次 LED2 的亮灭状

态。任务 AppTaskLed3() 在 while 死循环里每隔 10s 切换一次 LED3 的亮灭状态。 

 

图 4-16 AppTaskLed1() 任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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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AppTaskLed2() 任务函数 

 

 

图 4-18 AppTaskLed3() 任务函数 

 

 

程序在主函数 main() 中创建起始任务，起始任务运行时会创建 AppTaskTest() 任务，然

后删除自身，之后任务 AppTaskLed1()、AppTaskLed2() 和 AppTaskLed1() 并行运行。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79 
 

 

图 4-19 主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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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分别单独观察三个 LED，LED1

每隔 1s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LED2 每隔 5s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LED3 每隔 10s 切换一次亮灭

状态。这说明任务的延时起到了作用。另外，若以 LED1 的切换作为参考，可以发现 LED1

没切换 5 次，LED2 切换一次，这说明周期性延时和相对性延时基本一样。但在实际应用中，

如果是很长时间的延时，一般会采用周期性延时，因为它会进行自动调整，避免长时间的累

积误差，而比较短暂的延时就采用相对性延时，其他的选项一般很少用。 

4.2.2 实例 2 

本节例程以实例 1 为基础，在 LED1 任务中增加OSTimeGet() 读取当前时钟节拍计数值，

并使用 USART1 打印出来；在 LED2 任务中增加 OSTimeDlyResume() 函数结束 LED3 任务的延

时，使 LED3 随同 LED2 一起切换，而不再时 10s 切换一次。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

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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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 和 USART1，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实例 1，这里不再赘述。 

任务函数 AppTaskLed1() 和 AppTaskLed1() 需要改动，AppTaskLed3() 不变。 

 

图 4-22 AppTaskLed1() 任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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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AppTaskLed2()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串口调试助手观察到打印的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打印的当前的

时钟节拍计数值每次递增 1000，与程序延时的 1000 个时钟节拍吻合。另外，用户可以观察

到 LED3 不再是每隔 10s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而是随同 LED2 每隔 5s 切换一次，这说明 LED2

任务中的 OSTimeDlyResume () 函数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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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串口调试助手 

 

4.3 章末总结 

本章阐述了时间管理的工作原理，时间管理主要负责管理任务的延时和有期限等待。当

任务要延时或有期限等待时，就会被插入到节拍列表里进行管理。每当时钟节拍到来时，

系统就检查节拍列表中是否有任务的延时或者等待已经到期。如果有任务已经期满，则改

变该任务的状态，去掉它包含的延时或等待状态，并将任务从节拍列表移除。 

uC/OS 系统的时间事件主要有延时和等待。本章侧重讲解延时，等待主要属于信号量和

消息队列的范畴，在后面相关章节侧重讲解。延时的函数主要有 OSTimeDly() 和

OSTimeDlyHMSM()。前者以时钟节拍作为时间参数，后者直接以时分秒和毫秒作为时间参

数，具有更好的交互性。其实两者的原理都一样，OSTimeDlyHMSM() 函数的时间参数最终

也是要转换成节拍数的。这两个函数的选项参数一般使用 OS_OPT_TIME_DLY 或

OS_OPT_TIME_PERIODIC。短时间延时通常使用 OS_OPT_TIME_DLY，短时间延时通常使用

OS_OPT_TIME_PERIODIC。 

OSTimeDlyResume () 函 数 可 以 用 于 结 束 其 他 任 务 因 调 用 OSTimeDly() 或

OSTimeDlyHMSM() 导致的延时。但必须切记，OSTimeDlyResume () 函数的操作对象为其他

任务，不能是当前任务。 

OSTimeGet () 函数用于获取当前的时钟节拍计数值。OSTimeSet () 函数用于设置当前的

时钟节拍计数值，但必须慎用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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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软件定时器 

软件定时器是 uC/OS 操作系统的一个内核对象，软件定时器是基于时钟节拍和系统管

理创建的软件性定时器，理论上可以创建无限多个，但精准度肯定比硬件定时稍逊一筹。使

用硬件定时器往往需要查阅芯片的相关数据手册，比较繁琐，而使用 uC/OS 的软件定时非

常方便。 

5.1 原理简述 

软件定时器启动之后是由软件定时器任务 OS_TmrTask() 统一管理，在创建软件定时器

之前必须先使能软件定时器和配置软件定时器的相关参数。 

软件定时器的使能位于“os_cfg.h”。 

 

图 5-1 

 

其有关参数的配置位于“os_cpu_app.h”。 

 

图 5-2 

 

5.1.1 OSTmrCreate () 

要使用 uC/OS 的软件定时器必须先声明和创建软件定时器，调用 OSTmrCreate () 函数可

以创建一个软件定时器。OSTmrCreat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9 OSTimeDly() 

函数

原型 

void  OSTmrCreate (OS_TMR               *p_tmr, 

                 CPU_CHAR             *p_name,  

OS_TICK               dly, 

                 OS_TICK               period, 

                 OS_OPT                opt, 

                 OS_TMR_CALLBACK_PTR   p_callback, 

                 void                 *p_callback_arg, 

OS_ERR               *p_err); 

功能 创建一个软件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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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_tmr 定时器控制块指针。 

p_name 定时器名称。 

dly 初始定时节拍数。 

period 周期定时重载节拍数。 

opt 选

项 

OS_OPT_TMR_ONE_SHOT 周期性定时。 

OS_OPT_TMR_PERIODIC 一次性定时。 

p_callback 定时到期时的回调函数。 

p_callback_arg 传给回调函数的参数。 

p_err 返回错误类

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E 非法创建内核

对象 

OS_ERR_OBJ_CREATED 该定时器已被

创建过 

OS_ERR_OBJ_PTR_NULL 定时器对象为

空 

OS_ERR_OBJ_TYPE 定时器对象无

效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不可用。 

OS_ERR_TMR_INVALID_DLY 定时初始实参

无效 

OS_ERR_TMR_INVALID_PERIOD 周期重载实参

无效 

OS_ERR_TMR_ISR 在中断函数中

定时 

返回

值 

无。 

注意

事项 

 创建前必须先为 p_tmr 声明一个软件定时器对象（OS_TMR）。 

 一次性定时时 dly 不能为 0。 

 周期性定时时 period 不能为 0。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mrCreat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m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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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OSTmrCreate () 函数 

 

5.1.2 OSTmrStart () 

创建完软件定时器后，如果要使用该软件定时器，需要调用 OSTmrStart () 函数启动该

软件定时器。OSTmrStar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0 OSTmrStart () 

函数

原型 

CPU_BOOLEAN  OSTmrStart (OS_TMR  *p_tmr, 

OS_ERR  *p_err); 

功能 启动一个软件定时器。 

参数 p_tmr 定时器控制块指针。 

p_err 返回错误

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E 非法创建内核对象 

OS_ERR_OBJ_CREATED 该定时器已被创建过 

OS_ERR_OBJ_PTR_NULL 定时器对象为空 

OS_ERR_OBJ_TYPE 定时器对象无效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不可用。 

OS_ERR_TMR_INVALID_DLY 定时初始实参无效 

OS_ERR_TMR_INVALID_PERIOD 周期重载实参无效 

OS_ERR_TMR_ISR 在中断函数中定时 

返回

值 

 DEF_TRUE，执行成功。 

 DEF_FALSE，执行失败。 

注意

事项 

 创建前必须先为 p_tmr 声明一个定时器对象（OS_TMR）。 

 一次性定时时 dly 不能为 0。 

 周期性定时时 period 不能为 0。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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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mrCreate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m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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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OSTmrStart () 函数 

 

这里涉及到两个函数，OS_TmrLink() 和 OS_TmrUnlink()。所有的软件定时器是通过定时

器轮来实现管理的，定时器轮与时钟节拍列表数组一样，就是有若干个定时器列表组成的数

组。OS_TmrLink() 函数是将软件定时器插入到定时器轮的列表，相反 OS_TmrUnlink() 函数

是将软件定时器从定时器轮的列表移除。该操作与时钟节拍插入和移除节拍列表类似。 

OS_TmrLink()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mr.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90 
 

 

图 5-5 OS_TmrLink() 函数 

 

OS_TmrUnlink()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mr.c”。 

 

图 5-6 OS_TmrUnlink() 函数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91 
 

5.1.3 OSTmrStop () 

OSTmrStop () 函数用于停止一个软件定时器。软件定时器被停掉之后可以调用

OSTmrStart () 函数重启，但是重启之后定时器是从头计时，而不是接着上次停止的时刻继续

计时。OSTmrStop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1 OSTmrStop () 

函

数

原

型 

CPU_BOOLEAN  OSTmrStop (OS_TMR   *p_tmr, 

                        OS_OPT    opt, 

                         void     *p_callback_arg, 

OS_ERR  *p_err); 

功

能 

停止一个软件定时器。 

参

数 

p_tmr 定时器控制块指针。 

opt 选

项 

OS_OPT_TMR_NONE 只需停止定时器，不需执行指定事

件。 

OS_OPT_TMR_CALLBACK 停止定时器，并执行回调函数。 

OS_OPT_TMR_CALLBACK_ARG 停止定时器，并执行回调函数，且

将 p_callback_arg 作为新实参。 

p_callback_arg opt 为 OS_OPT_TMR_CALLBACK_ARG 时，作为回调函数的新实参。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OBJ_TYPE p_tmr 不是一

个定时器指针 

OS_ERR_OPT_INVALID opt 非法 

OS_ERR_TMR_INACTIVE 定时器为被创

建 

OS_ERR_TMR_INVALID p_tmr 为空 

OS_ERR_TMR_INVALID_STATE 定时器状态非

法 

OS_ERR_TMR_ISR 在中断中被调

用 

OS_ERR_TMR_NO_CALLBACK 定时器不存在

回调函数 

OS_ERR_TMR_STOPPED 定时器已被停

止 

返

回

值 

 DEF_TRUE ， 停 止 成 功 （ 包 括 定 时 器 已 被 停 止 ， 即 错 误 类 型 为

“OS_ERR_TMR_STOPPED”）。 

 DEF_FALSE，停止失败。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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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mrStop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m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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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OSTmrStop () 函数 

 

5.1.4 OSTmrDel () 

OSTmrDel () 函数用于删除一个软件定时器。OSTmrDel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2 OSTmrDel () 

函数

原型 

CPU_BOOLEAN  OSTmrDel (OS_TMR  *p_tmr,  

OS_ERR  *p_err); 

功能 删除一个软件定时器。 

参数 p_tmr 定时器控制块指针。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OBJ_TYPE p_tmr 不是一个定

时器类型 

OS_ERR_TMR_INVALID p_tmr 为空 

OS_ERR_TMR_ISR 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TMR_INACTIVE 定时器未被创建过 

OS_ERR_TMR_INVALID_STATE 定时器处于非法状

态 

返回  DEF_TRUE，删除成功；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94 
 

值  DEF_FALSE，删除失败，或者有错误。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mrDel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m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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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OSTmrDel () 函数 

 

 

5.2 实例演示 

5.2.1 实例 1 

本节实例在“app.c”创建一个应用任务 AppTaskTmr，在该任务中创建一个软件定时器，

周期性定时 1s，每次定时完成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并且打印时间戳的计时，检验定时的

精准度。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5-9 例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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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 和 USART1，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任务函数 AppTaskTmr() 的定义如下。在任务中创建了一个软件定时器，并启动该软件

定时器，之后改定时器相当于另一个任务独立运行。 

 
图 5-10 AppTaskTmr() 任务函数 

 

创建软件定时器 my_tmr 时为其指定了回调函数 TmrCallback()，每次定时完成都会调用

该函数。TmrCallback() 函数的定义如下。 

 

图 5-11 TmrCallback() 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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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 LED1 每隔 1s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并且串口调试助

手打印内容如下。其中的“Timer Over!”正是调用 OSTmrCreate()创建定时器时传递给回调

函数 TmrCallback()的实参。另一个消息打印了时间戳测试出来的实际定时长度，可以观察到

比预期的 1s 略少，但还是蛮精准的。 

 

图 5-12 串口调试助手 

 

5.3 章末总结 

软件定时器是 uC/OS 操作系统的一种软件性定时器，也就是通过代码实现的具有定时

功能的一种内核机制。它与硬件定时器不同，精准度也无法跟硬件定时器媲美。 

要使用软件定时器，首先要声明一个 OS_TMR 对象，并通过 OSTmrCreate () 函数创建该

软件定时器。软件定时器分 OS_OPT_TMR_ONE_SHOT 和 OS_OPT_TMR_PERIODIC 两种类型。

前者相当于相当于硬件定时器的突发模式，执行的是一次性定时，定时完成之后软件定时

器就停止工作，需要再次启动才能再次工作。后者相当于硬件定时器的周期模式，具有周

期重载值，可以不断周期工作，不需再次启动。 

软件定时器创建完成之后，还无法立即工作，需要调用 OSTmrStart () 函数来启动它投

入工作。 

OSTmrStop () 函数可以停止一个软件定时器，但它只是被停止了定时，而并没有被删除。

如果还想继续使用该软件定时器定时，调用 OSTmrStart () 函数启动它即可，但启动后是重

新定时，而不是紧接着停止时的时间继续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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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mrDel () 函数用于删除一个软件定时器，删除之后该软件定时器不能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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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多值信号量 

多值信号量是 uC/OS 操作系统的一个内核对象，主要用于标志事件的发生和共享资源

管理。 

6.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多值信号量，就必须事先使能多值信号量。多值信号量的使能位于

“os_cfg.h”。 

 

图 6-1  

 

6.1.1 OSSemCreate () 

要使用 uC/OS 的多值信号量必须先声明和创建多值信号量，调用 OSSemCreate () 函数

可以创建一个多值信号量。OSSemCreat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3 OSSemCreat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SemCreate (OS_SEM      *p_sem, 

                 CPU_CHAR    *p_name, 

                 OS_SEM_CTR   cnt, 

                 OS_ERR      *p_err); 

功

能 

创建一个多值信号量。 

参

数 

p_sem 多值信号量指针。 

p_name 多值信号量名称。 

cnt 如果信号量用于分享资源，则该参数为资源数目。 

如果信号量用于标志事件的是否发生，则该参数设为 0。 

p_err 返回错误

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CREATE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

数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E 在 调 用

OSSafetyCriticalStart()

函数后创建内核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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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ERR_NAME p_name 为空指针 

OS_ERR_OBJ_CREATED 信号量已经被创建

过 

OS_ERR_OBJ_PTR_NULL p_sem 是个空指针 

OS_ERR_OBJ_TYPE p_sem 已被初始化

到另一种对象类型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创建前必须先为 p_sem 声明一个多值信号量对象（OS_SEM）。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SemCreat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s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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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OSSemCreate () 函数 

 

其中，调用了 OS_PendListInit() 函数初始化了多值信号量的等待列表。每个多值信号量

都有一个等待列表，凡是等待该多值信号量的的任务都会被插入到这个等待列表，方便高效

管理。OS_PendListIni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6-3 OS_PendListInit() 函数 

 

如果使能了 OS_CFG_DBG_EN（位于“os_cfg.h”），创建多值信号量时还会调用

OS_SemDbgListAdd() 函数将该多值信号量插入到一个多值信号量调试列表，是为方便调试

所设。OS_SemDbgListAd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sem.c”。 

 

图 6-4 OS_SemDbgListAdd() 函数 

 

6.1.2 OSSemPost () 

OSSemPost () 函数用于发布多值信号量。OSSemPos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4 OSSemPost () 

函数 OS_SEM_CTR  OSSemPost (OS_SEM  *p_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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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发布多值信号量。 

参数 p_sem 定时器控制块指针。 

opt OS_OPT_POST_1 发布给等待该信号量中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OS_OPT_POST_ALL 发布给等待该信号量的所有任务。 

OS_OPT_POST_1   |  

OS_OPT_POST_NO_SCHED 

发布给等待该信号量中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但

不进行任务调度。 

OS_OPT_POST_ALL |  

OS_OPT_POST_NO_SCHED 

发布给等待该信号量的所有任务，但不进行任

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OBJ_PTR_NULL p_sem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sem 不是多值信号量类型对

象 

OS_ERR_SEM_OVF 该发布将导致了信号量的计数

值溢出 

返回

值 

 0，有错误。 

 其他值，信号量的计数值。 

 

OSSemPos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s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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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OSSemPost () 函数 

 

其实，不管是否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最终都是调用 OS_SemPost() 函数进行发布信号

量。只是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的发布过程会比较曲折，中间会有许多插曲，这是中断管理范

畴的内容，留到后面再作介绍。OS_Sem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s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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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OS_SemPost() 函数 

 

当没有任务正在等待当发布的多值信号量，多值信号量的资源计数变量 Ctr 就会加 1，

如果有任务正在等待要发布的多值信号量，那么多值信号量的资源计数变量 Ctr 就不加 1，

而是直接将信号量发布给正在等待的任务，解除它们的等待状态。如果选项 opt 选择了

OS_OPT_POST_1 ，就只解除所有等待任务中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任务；如果选择了

OS_OPT_POST_ALL，就解除所有等待任务。在插入等待任务时，如果等待列表中已有同一优

先级的任务，会将该任务插在这些同优先级任务的后面。也就是说，如果选项 opt 选择了

OS_OPT_POST_1，就只解除优先级最高任务中最早插入的那个任务。 

在 OS_SemPost() 函数中，又会调用 OS_Post() 函数发布内核对象。OS_Post() 函数是一

个底层的发布函数，它不仅仅用来发布多值信号量，还可以发布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事

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OS_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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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OS_Post() 函数 

 

6.1.3 OSSemPend () 

与 OSSemPost () 多值信号量发布函数相对应，OSSemPend() 函数用于等待一个多值信

号量。 

 

表 15 OSSemPend() 

函

数

原

OS_SEM_CTR  OSSemPend (OS_SEM   *p_sem,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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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CPU_TS   *p_ts, 

OS_ERR   *p_err); 

功

能 

等待一个多值信号量。 

参

数 

p_sem 多值信号量指针。 

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单位：时钟节拍）， 0 代表无期限等待。 opt 为

OS_OPT_PEND_BLOCKING 时该参数才起作用。 

opt 选项 OS_OPT_PEND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信号量，就堵塞

当前任务，继续等待信号量。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信号量，不堵塞

当前任务，不继续等待信号量。 

p_ts 时间

戳 

用于存储信号量最后一次被发布的时间戳，或者等待被中止的时间

戳，或者信号量被删除时的时间戳，具体返回哪个时间戳，要根据返

回的 p_err 判断。该参数可以为 NULL，表示用户不需要获得时间戳。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获得信号量。 

OS_ERR_OBJ_DEL p_sem 被删除。 

OS_ERR_OBJ_PTR_NULL p_sem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sem 不是信号量类型对象。 

OS_ERR_OPT_INVALID opt 非法。 

OS_ERR_PEND_ABORT 等待被另一个任务中止。 

OS_ERR_PEND_ISR 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WOULD_BLOCK 缺乏堵塞。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STATUS_INVALID 等待状态非法。 

OS_ERR_TIMEOUT 等待超时。 

返

回

值 

 0，信号量的当前计数值为 0，或有错误。 

 其他值，信号量的当前计数值。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SemPend()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s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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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OSSemPend() 函数 

 

OSSemPend()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多值信号量的等

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与 OS_Post() 函数一样，OS_Pend() 函数不仅仅用来等待多值信

号量，还可以等待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OS_Pen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110 
 

 

图 6-9 OS_Pend() 函数 

 

6.1.4 OSSemPendAbort () 

OSSemPendAbort() 函 数 用 于 中 止 任 务 对 一 个 多 值 信 号 量 的 等 待 。 要 使 用

OSSemPendAbort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SEM_PEND_ABORT_EN（位于“os_cfg.h”），

如下图所示。 

 

图 6-10 

 

OSSemPendAbor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6 OSSemPendAbort () 

函数

原型 

OS_OBJ_QTY  OSSemPendAbort (OS_SEM  *p_sem,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中止对一个多值信号量的等待。 

参数 p_sem 多值信号量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PEND_ABORT_1 只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最

高优先级任务。 

OS_OPT_PEND_ABORT_ALL 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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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级任务。 

OS_OPT_PEND_ABORT_1  | 

OS_OPT_POST_NO_SCHED 

只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最

高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

度。 

OS_OPT_PEND_ABORT_ALL |  

OS_OPT_POST_NO_SCHED 

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所有

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OBJ_PTR_NULL p_sem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sem 不是多值信号量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PEND_ABORT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ABORT_NONE 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 

返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或者有错误产生。 

 >0，被中止的任务数。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SemPendAbor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s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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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OSSemPendAbort () 函数 

 

OSSemPendAbort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中止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多值

信号量的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Abort()。OS_PendAbort() 函数不仅仅用来中止对多值信

号量的等待，还可以中止对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

量的等待。OS_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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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OS_PendAbort() 函数 

 

6.1.5 OSSemDel() 

OSSemDel () 函数用于删除一个多值信号量。要使用 OSSemDel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SEM_DEL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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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OSSemDel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7 OSSemDel () 

函 数

原型 

OS_OBJ_QTY  OSSemDel (OS_SEM  *p_sem,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删除一个多值信号量。 

参数 p_sem 多值信号量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DEL_NO_PEND 如果没有任务等待 p_sem，才删除

p_sem。 

OS_OPT_DEL_ALWAYS 必须删除 p_sem。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DEL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OBJ_PTR_NULL p_sem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sem 不是多值信号量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TASK_WAITING 还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 

返 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或者有错误产生。 

 >0，信号量被删除前等待其的任务数。 

注 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SemDel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s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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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OSSemDel () 函数 

 

OSSemDel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删除等待对象的函数来执行对互斥信号量的删

除，该函数就是 OS_PendObjDel ()。OS_PendObjDel () 函数不仅仅用来删除互斥信号量，还

可以删除多值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量。OS_PendObjDel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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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OS_PendObjDel () 函数 

 

6.1.6 OSSemSet() 

OSSemSet () 函数用于设置多值信号量的计数值。要使用 OSSemSet () 函数，还得事先

使能 OS_CFG_SEM_SET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6-16 

 

OSSemSe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8 OSSemSet () 

函 数

原型 

void  OSSemSet (OS_SEM      *p_sem, 

  OS_SEM_CTR   cnt, 

OS_ERR      *p_err); 

功能 设置多值信号量的计数值。 

参数 p_sem 定时器控制块指针。 

cnt 要设置的信号量计数值。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SET_ISR 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OBJ_PTR_NULL p_sem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sem 不是多值信号量类型。 

OS_ERR_TASK_WAITING 还有任务在等待 p_sem。 

返 回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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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注 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SemS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sem.c”。 

 

图 6-17 OSSemSet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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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例演示 

6.2.1 实例 1 

本节实例将多值信号量用于标志事件，标志按键 KEY1 是否被单击，如果 KEY1 被单击，

就切换 LED1的亮灭状态。本例程中在“app.c”创建两个应用任务AppTaskKey和AppTaskLed1。 

AppTaskKey 任务负责扫描按键，当 KEY1 被单击时，就发布多值信号量。AppTaskLed1 任务

则在等待信号量，当检测到多值信号量被发布时，就会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6-18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USART1 和按键，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

户可参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另外，值得注意，这里按键驱动文件的添加与 LED

和 USART1 略有不同，按键驱动文件“bsp_key.c”里的延时函数需要改用 uC/OS 的延时函数

（须包含头文件“includes.h”），如下图所示。 

 

图 6-19 板载驱动文件改用 uC/OS 的延时函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应用任务之前，创建了应用任务需要使用到的多

值信号量 SemOfKey（必须保证该信号量在被使用到之前创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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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创建多值信号量 

 

任务函数 AppTaskKey() 的定义如下。任务中每隔 20ms 扫描一次 KEY1，如果 KEY1 被单

击，就发布信号量 SemOfKey。 

 

图 6-21 AppTaskKey()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Led1 () 的定义如下。任务中会等待多值信号量 SemOfKey 的发布，直

到 SemOfKey 被发布，任务才继续运行。当任务接收到 SemOfKey 时，就会切换 LED1 的亮灭

状态，并打印 SemOfKey 从被发布到被接收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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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2 AppTaskLed1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当用户每单击一次 KEY1 时，就会看到 LED1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并且串口调

试助手上会打印 SemOfKey 最后一次被发布的时间戳、被接收时的时间戳和从被发布到被接

收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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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串口调试助手 

 

6.2.2 实例 2 

本节实例将多值信号量用于共享资源，例程模拟停车场资源管理，多值信号量的计数值

代表停车场还剩下的空位。当单击按键 KEY1 时，表示有汽车要占位，如果还有空位，就获

得一个停车位。当单击按键 KEY2 时，表示有汽车开走，释放了一个停车位，停车场就多了

一个空位。 

本例程中在“app.c”创建两个应用任务 AppTaskKey1 和 AppTaskKey2。AppTaskKey1 任

务负责处理按键 KEY1 的单击事件，表示有新进汽车要占位。AppTaskKey2 负责处理按键 KEY2

的单击事件，表示有汽车开离停车场，释放了一个停车位。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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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USART1 和按键，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另外，值得注意，这里按键驱动文件的添加与 USART1 略

有不同，按键驱动文件“bsp_key.c”里的延时函数需要改用 uC/OS 的延时函数（须包含头文

件“includes.h”），如下图所示。 

 

图 6-25 板载驱动文件改用 uC/OS 的延时函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应用任务之前，创建了应用任务需要使用到的多

值信号量 SemOfKey（必须保证该信号量在被使用到之前创建好）。这里 SemOfKey 的计数值

初始化为 5，表示停车场目前还剩下 5 个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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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6 创建多值信号量 

 

任务函数 AppTaskKey1() 的定义如下。任务主要处理 KEY1 的单击事件，如果 KEY1 被单

击，就请求多值信号量 SemOfKey（新进汽车想要一个停车位）。如果不能立即请求到

SemOfKey，也不原地等待（立马开离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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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AppTaskKey1()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Key2() 的定义如下。任务主要处理 KEY2 的单击事件，如果 KEY2 被单

击，就发布多值信号量 SemOfKey（有汽车开离停车场，释放了一个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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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8 AppTaskKey2()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看通过按键 KEY1 和 KEY2 分别申请和释放“停车位”，并通过串口调试

助手查看打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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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9 串口调试助手 

 

6.3 章末总结 

多值信号量是 uC/OS 操作系统的一个内核对象，主要用于标志事件的是否发生和资源

的共享管理。 

使用多值信号量之前必须先创建它，创建多值信号量使用 OSSemCreate () 函数。 

OSSemPend() 函数用于申请享用多值信号量，如果多值信号量不可用，可以选择等待或

者不等待。与之相对应，OSSemPost () 函数则用于发布多值信号量，也就是增加多值信号

量的可用资源。 

OSSemPendAbort ()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一个多值信号量的等待。OSSemDel () 函数用

于删除一个多值信号量。OSSemSet () 函数用于设置多值信号量的计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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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互斥信号量 

互斥信号量是 uC/OS 操作系统的一个内核对象，与多值信号量非常相似，但它是二值

的，只能是 0 或 1，所以也叫二值信号量，主要用于保护资源。 

7.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互斥信号量，就必须事先使能互斥信号量。互斥信号量的使能位于

“os_cfg.h”。 

 

图 7-1  

 

7.1.1 OSMutexCreate () 

要使用 uC/OS 的互斥信号量必须先声明和创建互斥信号量，调用 OSMutexCreate () 函数

可以创建一个多值信号量。OSMutexCreat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19 OSMutexCreat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MutexCreate (OS_MUTEX  *p_mutex, 

                   CPU_CHAR  *p_name, 

                   OS_ERR    *p_err); 

功

能 

创建一个互斥信号量。 

参

数 

p_mutex 互斥信号量指针。 

p_name 互斥信号量名称。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CREATE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E 在 调 用

OSSafetyCriticalStart()函数

后创建内核对象 

OS_ERR_NAME p_name 为空指针 

OS_ERR_OBJ_CREATED 信号量已经被创建过 

OS_ERR_OBJ_PTR_NULL p_mutex 是个空指针 

返

回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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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注

意

事

项 

 创建前必须先为 p_mutex 声明一个互斥信号量对象（OS_MUTEX）。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MutexCreat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utex.c”。 

 

 

图 7-2 OSMutexCreate () 函数 

 

其中，调用了 OS_PendListInit() 函数初始化了互斥信号量的等待列表。每个互斥信号量

都有一个等待列表，凡是等待该互斥信号量的的任务都会被插入到这个等待列表，方便高效

管理。OS_PendListIni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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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OS_PendListInit() 函数 

 

如果使能了 OS_CFG_DBG_EN（位于“os_cfg.h”），创建互斥信号量时还会调用

OS_MutexDbgListAdd() 函数将该多值信号量插入到一个多值信号量调试列表，是为方便调试

所设。OS_MutexDbgListAd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utex.c”。 

 

图 7-4 OS_MutexDbgListAdd() 函数 

 

7.1.2 OSMutexPost () 

OSMutexPost () 函数用于释放（发布，提交）互斥信号量。OSMutexPost () 函数的信息

如下表所示。 

 

表 20 OSMutexPost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MutexPost (OS_MUTEX  *p_mutex,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

能 

释放互斥信号量。 

参

数 

p_mutex 互斥信号量指针。 

opt OS_OPT_POST_NONE 释放信号量后，如果信号量可用，而且有任务

正在等待，就（默认）进行任务调度。 

OS_OPT_POST_NO_SCHED 释放信号量后，如果信号量可用，而且有任务

正在等待，不进行任务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

务。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OS_ERR_MUTEX_NESTING p_mutex 被嵌套。 

OS_ERR_MUTEX_NOT_OWNER 当前任务不持有 p_mutex。 

OS_ERR_OBJ_PTR_NULL p_mutex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mutex 不是多值信号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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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ERR_POST_ISR 在中断中释放多值信号量。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当前任务必须在先有 p_mutex 的情况下才能去释放它。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MutexPos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mut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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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OSMutexPost () 函数 

 

在 OSMutexPost () 函数中，会调用 OS_Post() 函数发布内核对象。OS_Post() 函数是一

个底层的发布函数，它不仅仅用来发布互斥信号量，还可以发布多值信号量、消息队列、事

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OS_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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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OS_Post() 函数 

 

7.1.3 OSMutexPend () 

与 OSMutexPost () 互斥信号量释放函数相对应，OSMutexPend() 函数用于申请（等待，

请求）获取一个互斥信号量。 

 

表 21 OSMutexPend() 

函

数

原

void  OSMutexPend (OS_MUTEX  *p_mutex,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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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CPU_TS    *p_ts, 

OS_ERR    *p_err); 

功

能 

申请一个互斥信号量。 

参

数 

p_mutex 互斥信号量指针。 

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单位：时钟节拍）， 0 代表无期限等待。 opt 为

OS_OPT_PEND_BLOCKING 时该参数才起作用。 

opt 选项 OS_OPT_PEND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信号量，就堵塞

当前任务，继续等待信号量。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信号量，不堵塞

当前任务，不继续等待信号量。 

p_ts 时间

戳 

用于存储信号量最后一次被发布的时间戳，或者等待被中止的时间

戳，或者信号量被删除时的时间戳，具体返回哪个时间戳，要根据返

回的 p_err 判断。该参数可以为 NULL，表示用户不需要获得时间戳。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获得信号量。 

OS_ERR_OBJ_DEL p_sem 被删除。 

OS_ERR_OBJ_PTR_NULL p_sem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sem 不是信号量类型对象。 

OS_ERR_OPT_INVALID opt 非法。 

OS_ERR_PEND_ABORT 等待被另一个任务中止。 

OS_ERR_PEND_ISR 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WOULD_BLOCK 缺乏堵塞。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STATUS_INVALID 等待状态非法。 

OS_ERR_TIMEOUT 等待超时。 

返

回

值 

 0，有错误。 

 其他值，信号量的计数值。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MutexPend()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mut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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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OSMutexPend() 函数 

 

OSMutexPend()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互斥信号量的

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与 OS_Post() 函数一样，OS_Pend() 函数不仅仅用来等待互斥

信号量，还可以等待多值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

OS_Pen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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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OS_Pend() 函数 

 

7.1.4 OSMutexPendAbort() 

OSMutexPendAbort()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一个互斥 信号量的等待。要使用

OSMutexPendAbort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MUTEX_PEND_ABORT_EN （位于

“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7-9 

 

OSMutexPendAbort()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2 OSMutexPendAbort() 

函数

原型 

OS_OBJ_QTY  OSMutexPendAbort (OS_MUTEX  *p_mutex,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中止对一个互斥信号量的等待。 

参数 p_mutex 互斥信号量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PEND_ABORT_1 只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最

高优先级任务。 

OS_OPT_PEND_ABORT_ALL 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所有

优先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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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OPT_PEND_ABORT_1  | 

OS_OPT_POST_NO_SCHED 

只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最

高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

度。 

OS_OPT_PEND_ABORT_ALL |  

OS_OPT_POST_NO_SCHED 

中止该信号量等待列表中的所有

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OBJ_PTR_NULL p_mutex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mutex 不是多值信号量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PEND_ABORT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ABORT_NONE 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 

返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或者有错误产生。 

 >0，被中止的任务数。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Mutex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ut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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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OSMutexPendAbort() 函数 

 

OSMutexPendAbort()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中止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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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量的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Abort()。OS_PendAbort() 函数不仅仅用来中止对多值信

号量的等待，还可以中止对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

量的等待。OS_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7-11 OS_PendAbort() 函数 

 

7.1.5 OSMutexDel() 

OSMutexDel() 函数用于删除一个互斥信号量。要使用 OSMutexDel() 函数，还得事先使

能 OS_CFG_MUTEX_DEL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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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OSMutexDel()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3 OSMutexDel() 

函 数

原型 

OS_OBJ_QTY  OSMutexDel (OS_MUTEX  *p_mutex,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删除一个互斥信号量。 

参数 p_sem 互斥信号量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DEL_NO_PEND 如果没有任务等待 p_mutex，才删

除 p_mutex。 

OS_OPT_DEL_ALWAYS 必须删除 p_mutex。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OS_ERR_DEL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OBJ_PTR_NULL p_mutex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mutex 不是互斥信号量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STATE_INVALID 持有信号量任务状态非法。 

OS_ERR_TASK_WAITING 还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 

返 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或者有错误产生。 

 >0，信号量被删除前等待其的任务数。 

注 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MutexDel()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ut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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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OSMutexDel() 函数 

 

OSMutexDel()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删除等待对象的函数来执行对互斥信号量的

删除，该函数就是 OS_PendObjDel ()。OS_PendObjDel () 函数不仅仅用来删除互斥信号量，

还可以删除多值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量。OS_PendObjDel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7-14 OS_PendObjDel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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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实例演示 

7.2.1 实例 1 

在进行本节实例之前，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问题。例如 AD 采样，采样结果是 16 位，

我们要把它的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别写在两个八位的变量里供上位机读取。可是当程序刚写完

高八位，还没写低八位时，上位机就发来指令，触发接收中断要返回 AD 采样结果。这个时

候倘若返回的 AD 采样结果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你。如果能让该 AD 采样结

果的读写动作在时间上不重叠，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本节实例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写照。本节实例创建读写两个任务，AppTaskWrite()

和 AppTaskRead()。在任务 AppTaskWrite()中对全局数组 ucValue 的两个元素（初始值均是 0）

自加，两者之间间隔 100ms。在任务 AppTaskRead()读取这两个元素，如果相等，则表示这

两个元素得到了同时更新，获取数据正确，打印“SUCCESSFUL”；如果不想打，则表示这两

个元素没有得到同时更新，数据传送存在漏洞，打印“FAIL”。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7-15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USART1，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照前面

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应用任务之前，创建了应用任务需要使用到的互

斥信号量 mutex（必须保证该信号量在被使用到之前创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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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创建互斥信号量 

 

任务函数 AppTaskWrite() 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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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 AppTaskWrite()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Read() 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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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AppTaskRead()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印的都是“SUCCESSFUL”，这说明程序达

到了目的，数组 ucValue 的两个元素均是在被更新完后才被一起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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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串口调试助手 

 

为了验证互斥信号量 mutex 在这里的作用，用户可以注释掉 mutex 的作用代码，如下

图所示。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151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152 
 

 

图 7-20 注释代码 

 

重新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

上打印内容变成了“FAIL”，这说明程序失去互斥信号量 mutex 的作用后，没法达到目的，

数组 ucValue 的两个元素还没更新完就被一起读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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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串口调试助手 

 

7.3 章末总结 

互斥信号量与多值信号量非常相似。多值信号量具有计数成员，可以管理资源计数。互

斥信号量只有两个值，就是 0 和 1，所以互斥信号量也被称为二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主

要用来同步数据信息。 

使用互斥信号量之前必须先创建它，创建互斥信号量使用 OSMutexCreate () 函数。 

OSMutexPend() 函数用于申请互斥信号量，如果互斥信号量不可用，可以选择等待或者

不等待。与之相对应，OSMutexPost () 函数则用于释放互斥信号量。拥有互斥信号量的任

务可以继续使用 OSMutexPend() 函数对其进行嵌套，最多可以嵌套 250 层。嵌套层数越大，

表示该任务对信号量的拥有程度越高。任务对互斥信号量嵌套多少层，也值有调用多少次

OSMutexPost () 函数才能释放该信号量。 

OSMutexPendAbort()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一个互斥信号量的等待。OSSemDel () 函数用

于删除一个互斥信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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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消息队列 

前面所说的多值信号量和和互斥信号量主要用来标志事件是否发生和协调资源的访问。

如果要给资源赋予内容进行传递，信号量就力有所不及了。这时候就需要用到 uC/OS 操作

系统的另一个内核机制了，那就是消息队列。 

8.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消息队列，就必须事先使能消息队列。消息队列的使能位于“os_cfg.h”。 

 
图 8-1  

 

消息队列的消息都是从消息池获取的。消息队列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但消息队列却只有

一个。当有消息队列要发布消息时，就从消息池（OS_MSG 类型数组的元素依次组成的单向

列表）获取一个元素用于存放消息，并将该消息插入到消息队列。当有消息队列释放（等到）

消息时，又会把这个元素释放回消息池，该元素又可以继续供发布消息使用。 

如果用户使能了消息队列，在调用 OSInit() 函数对系统进行初始化时，就会初始化消息

池。 

 

图 8-2 初始化消息池 

 

其中，OS_MsgPoolInit() 函数就是用来初始化消息池的。OS_MsgPoolInit() 函数的定义

位于“os_msg.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155 
 

 
图 8-3 OS_MsgPoolInit()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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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OSQCreate () 

要使用 uC/OS 的消息队列必须先声明和创建消息队列，调用 OSQCreate () 函数可以创

建一个消息队列。OSQCreat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4 OSQCreat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QCreate (OS_Q        *p_q, 

               CPU_CHAR    *p_name, 

               OS_MSG_QTY   max_qty, 

               OS_ERR      *p_err); 

功

能 

创建一个消息队列。 

参

数 

p_q 消息队列指针。 

p_name 消息队列名称。 

max_qty 最大消息数目。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OS_ERR_CREATE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E 在 调 用

OSSafetyCriticalStart()函数

后创建内核对象 

OS_ERR_NAME p_name 为空指针 

OS_ERR_OBJ_CREATED 该消息队列已经被创建过 

OS_ERR_OBJ_PTR_NULL p_q 是个空指针 

OS_ERR_Q_SIZE max_qty 为 0.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创建前必须先为 p_q 声明一个消息队列对象（OS_Q）。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QCreat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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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OSQCreate () 函数 

 

其中，OSQCreate () 函数调用了 OS_MsgQInit () 函数初始化了消息队列。OS_MsgQIni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s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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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OS_MsgQInit () 函数 

 

另外，OSQCreate () 函数还调用了 OS_PendListInit() 函数初始化了消息队列的等待列表。

每个消息队列都有一个等待列表，凡是等待该消息队列的的任务都会被插入到这个等待列表，

方便高效管理。OS_PendListIni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8-6 OS_PendListInit() 函数 

 

如果使能了 OS_CFG_DBG_EN （位于“ os_cfg.h ”），创建消息队列时还会调用

OS_QDbgListAdd() 函数将该消息队列插入到一个消息队列调试列表，是为方便调试所设。

OS_QDbgListAdd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q.c”。 

 

图 8-7 OS_QDbgListAdd() 函数 

 

8.1.2 OSQPost () 

OSQPost () 函数用于向消息队列发布一个消息。OSQPos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5 OSQPost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QPost (OS_Q         *p_q, 

              void         *p_void, 

              OS_MSG_SIZE   msg_size,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159 
 

功

能 

向消息队列发布一个消息。 

参

数 

p_q 消息队列指针。 

p_void, 消息指针。 

msg_size 消息大小（单位：字节）。 

opt 选

项 

OS_OPT_POST_FIFO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入口端，并且只唤醒一

个等待任务。 

OS_OPT_POST_LIFO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出口端，并且只唤醒一

个等待任务。 

OS_OPT_POST_FIFO |  

OS_OPT_POST_ALL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入口端，并且唤醒全部

等待任务。 

OS_OPT_POST_LIFO |  

OS_OPT_POST_ALL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出口端，并且唤醒全部

等待任务。 

OS_OPT_POST_FIFO |  

OS_OPT_POST_NO_SCHED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入口端；只唤醒一个等

待任务；不进行任务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

务。 

OS_OPT_POST_LIFO |  

OS_OPT_POST_NO_SCHED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出口端；只唤醒一个等

待任务；不进行任务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

务。 

OS_OPT_POST_FIFO |  

OS_OPT_POST_ALL |  

OS_OPT_POST_NO_SCHED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入口端；唤醒全部等待

任务；不进行任务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务。 

OS_OPT_POST_LIFO |  

OS_OPT_POST_ALL |  

OS_OPT_POST_NO_SCHED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出口端；唤醒全部等待

任务；不进行任务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务。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调用成功，消息被发布了。 

OS_ERR_MSG_POOL_EMPTY 消息池没可用消息。 

OS_ERR_OBJ_PTR_NULL p_q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q 不是消息队列类型。 

OS_ERR_Q_MAX 消息队列已满。 

返

回

值 

无。 

 

OSQPos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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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OSQPost () 函数 

 

其实，不管是否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最终都是调用 OS_QPost () 函数进行发布消息。

只是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的发布过程会比较曲折，中间会有许多插曲，这是中断管理范畴的

内容，留到后面再作介绍。OS_QPos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q.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162 
 

 

图 8-9 OS_QPost () 函数 

 

在 OS_QPost () 函数中，会调用 OS_MsgQPut () 函数从消息池获取一个消息插入到消息

队列。OS_MsgQPu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s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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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OS_MsgQPut () 函数 

 

另外，OS_QPost () 函数还调用了 OS_Post() 函数发布内核对象。OS_Post() 函数是一个

底层的发布函数，它不仅仅用来发布消息队列，还可以发布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事件

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OS_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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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OS_Post() 函数 

 

8.1.3 OSQPend () 

与 OSQPost () 消息队列发布消息函数相对应，OSQPend () 函数用于等待获取消息队列

的消息。 

 

表 26 OSQPend () 

函

数

原

void  *OSQPend (OS_Q         *p_q,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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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OS_MSG_SIZE  *p_msg_size, 

               CPU_TS       *p_ts, 

               OS_ERR       *p_err); 

功

能 

等待一个消息队列的消息。 

参

数 

p_q 消息队列指针。 

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单位：时钟节拍）， 0 代表无期限等待。 opt 为

OS_OPT_PEND_BLOCKING 时该参数才起作用。 

opt 选项 OS_OPT_PEND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消息，就堵塞

当前任务，继续等待消息。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消息，不堵塞

当前任务，不继续等待消息。 

p_msg_size 消息大小（单位：字节）。 

p_ts 时 间

戳 

用于存储消息队列最后一次被发布消息的时间戳，或者等待被中

止的时间戳，或者消息队列被删除时的时间戳，具体返回哪个时

间戳，要根据返回的 p_err 判断。该参数可以为 NULL，表示用户

不需要获得时间戳。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任务获得消息。 

OS_ERR_OBJ_PTR_NULL p_q 为空。 

OS_ERR_PTR_INVALID p_msg_size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q 不是消息队列类型对象。 

OS_ERR_PEND_ABORT 等待被中止。 

OS_ERR_PEND_ISR 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WOULD_BLOCK 缺乏堵塞。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STATUS_INVALID 等待状态非法。 

OS_ERR_TIMEOUT 等待超时。 

返

回

值 

 != (void *)0，接收到的消息的指针（首地址）。 

 == (void *)0，接收到一个空消息，或者没接收到消息，或者所等待的消息队列不存

在，或者用户传给 p_q 的不是消息队列类型的对象。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QPend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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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OSQPend () 函数 

 

在 OSQPend () 函数中，会调用 OS_MsgQGet () 函数从消息队列获取一个消息。

OS_MsgQG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s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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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OS_MsgQGet () 函数 

 

OSQPend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消息队列的等待，

该函数就是 OS_Pend()。与 OS_Post() 函数一样，OS_Pend() 函数不仅仅用来等待消息队列，

还可以等待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OS_Pen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8-14 OS_Pend()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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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OSQPendAbort () 

OSQPendAbort ()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一个消息队列的等待。要使用 OSQPendAbort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Q_PEND_ABORT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8-15 

 

OSQPendAbor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7 OSQPendAbort () 

函数

原型 

OS_OBJ_QTY  OSQPendAbort (OS_Q    *p_q,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中止任务对一个消息队列的等待。 

参数 p_q 消息队列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PEND_ABORT_1 只中止该消息队列等待列表中的最

高优先级任务。 

OS_OPT_PEND_ABORT_ALL 中止该消息队列等待列表中的所有

优先级任务。 

OS_OPT_PEND_ABORT_1  | 

OS_OPT_POST_NO_SCHED 

只中止该消息队列等待列表中的最

高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度。 

OS_OPT_PEND_ABORT_ALL |  

OS_OPT_POST_NO_SCHED 

中止该消息队列等待列表中的所有

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OBJ_PTR_NULL p_q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q 不是消息队列类型。 

OS_ERR_PEND_ABORT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ABORT_NONE 没有任务在等待该消息队列。 

返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信号量，或者有错误产生。 

 >0，被中止的任务数。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QPendAbor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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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6 OSQPendAbort () 函数 

 

OSQPendAbort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中止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消息队列

的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Abort()。OS_PendAbort() 函数不仅仅用来中止对消息队列的等

待，还可以中止对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量的等

待。OS_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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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7 OS_PendAbort() 函数 

 

8.1.5 OSQDel () 

OSQDel() 函数用于删除一个消息队列。要使用 OSQDel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Q_DEL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8-18 

 

OSQDel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8 OSQDel () 

函数

原型 

OS_OBJ_QTY  OSQDel (OS_Q    *p_q,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删除一个消息队列。 

参数 p_q 消息队列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DEL_NO_PEND 如果没有任务等待 p_q，才删除 p_q。 

OS_OPT_DEL_ALWAYS 必须删除 p_q。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OS_ERR_DEL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OBJ_PTR_NULL p_q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q 不是消息队列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TASK_WAITING 还有任务在等待该消息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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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消息队列，或者有错误产生。 

 >0，消息队列被删除前等待其的任务数。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QDel()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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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9 OSQDel() 函数 

 

OSQDel()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删除等待对象的函数来执行对消息队列的删除，

该函数就是 OS_PendObjDel ()。OS_PendObjDel () 函数不仅仅用来删除消息队列，还可以删

除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事件标志组、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量。OS_PendObjDel () 函

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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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0 OS_PendObjDel () 函数 

 

8.1.6 OSQFlush () 

OSQFlush () 函数用于清空一个消息队列。要使用 OSQFlush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Q_FLUSH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8-21 

 

OSQFlush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29 OSQFlush () 

函 数

原型 

OS_MSG_QTY  OSQFlush (OS_Q    *p_q, 

                      OS_ERR  *p_err); 

功能 清空一个消息队列（的消息）。 

参数 p_q 消息队列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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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执行成功。 

OS_ERR_FLUSH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OBJ_PTR_NULL p_q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q 不是消息队列类型。 

返 回

值 

清空消息队列前队列里的消息数目。 

注 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QFlush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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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OSQFlush () 函数 

 

8.2 实例演示 

8.2.1 实例 1 

本节实例非常简单，就是用消息队列进行消息的发送和接收。本节实例创建读写两个任

务，AppTaskPost ()和 AppTaskPend ()。任务 AppTaskPost () 用于发送消息。任务 AppTaskPend 

() 用于接收消息，并把接收到的消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出来。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8-23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USART1，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照前面

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应用任务之前，创建了应用任务需要使用到的消

息队列 queue（必须保证该消息队列在被使用到之前创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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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 创建消息队列 

 

任务函数 AppTaskPost () 的定义如下。任务每隔 500ms向消息队列 queue发送一个消息。 

 

图 8-25 AppTaskPost ()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Pend () 的定义如下。任务等待接收消息队列的消息，如果成功接收到

消息，就把消息的长度和内容打印到串口调试助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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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6 AppTaskPend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印任务 AppTaskPend () 接收到的消息长度和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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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7 串口调试助手 

 

8.3 章末总结 

与信号量相比，消息队列可以传递更多的数据和信息。消息队列可以有多个，但消息池

只有一个，所有的消息队列都共用一个消息池，当有消息队列需要使用消息时，就从消息

池“舀”一个，用完了再“倒”回消息池。 

使用消息队列之前必须先创建它，创建消息队列使用 OSQCreate () 函数。 

OSQPend () 函数用于等待消息队列的消息，如果消息队列里没有消息，可以选择等待

或者不等待。与之相对应，OSQPost () 函数则用于发布消息到消息队列。 

OSQPendAbort ()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一个消息队列的等待。OSQDel() 函数用于删除一

个消息队列。OSQFlush () 函数用于清空一个消息队列，清空的是消息队列里的消息，消息

队列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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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事件标志组 

事件标志组，顾名思义，就是若干个事件标志的组合，代表若干个事件是否发生，通常

用于集合两个或两个以上事件的状态。 

9.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事件标志组，就必须事先使能事件标志组。消息队列的使能位于“os_cfg.h”。 

 
图 9-1  

 

9.1.1 OSFlagCreate () 

要使用 uC/OS 的事件标志组必须先声明和创建事件标志组，调用 OSFlagCreate () 函数

可以创建一个事件标志组。OSFlagCreat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0 OSFlagCreat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FlagCreate (OS_FLAG_GRP  *p_grp, 

                 CPU_CHAR     *p_name, 

                 OS_FLAGS      flags, 

                 OS_ERR       *p_err); 

功

能 

创建一个事件标志组。 

参

数 

p_grp 事件标志组指针。 

p_name 事件标志组名称。 

flags 事件标志初始值。 

p_err 返回错误

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创建成功。 

OS_ERR_CREATE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E 在 调 用

OSSafetyCriticalStart()函数

后创建内核对象 

OS_ERR_NAME p_name 为空指针 

OS_ERR_OBJ_CREATED 该事件标志组已经被创建

过 

OS_ERR_OBJ_PTR_NULL p_q 是个空指针 

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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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值 

注

意

事

项 

 创建前必须先为 p_grp 声明一个消息队列对象（OS_FLAG_GRP）。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FlagCreat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fl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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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OSFlagCreate () 函数 

 

其中，OSFlagCreate () 函数调用了 OS_PendListInit() 函数初始化了事件标志组的等待列

表。每个事件标志组都有一个等待列表，凡是等待该事件标志组的的任务都会被插入到这个

等待列表，方便高效管理。OS_PendListIni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9-3 OS_PendListInit() 函数 

 

如果使能了 OS_CFG_DBG_EN（位于“os_cfg.h”），创建事件标志组时还会调用

OS_FlagDbgListAdd() 函数将该事件标志组插入到一个事件标志组调试列表，是为方便调试所

设。OS_FlagDbgListAdd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flag.c”。 

 

图 9-4 OS_FlagDbgListAdd () 函数 

 

9.1.2 OSFlagPost () 

OSFlagPost () 函数用于发布一个事件标志组。OSFlagPos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1 OSFlagPost () 

函

数

原

型 

OS_FLAGS  OSFlagPost (OS_FLAG_GRP  *p_grp, 

                    OS_FLAGS      flags,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

能 

发布一个事件标志组。 

参

数 

p_grp 事件标志组指针。 

flags 选定要操作的标志位。 

opt OS_OPT_POST_FLAG_SET 把选定的标志位置 1。 

OS_OPT_POST_FLAG_CLR 把选定的标志位清 0。 

OS_OPT_POST_FLAG_SET | 

OS_OPT_POST_NO_SCHED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末端，并且唤醒全部等待

任务；不进行任务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务。 

OS_OPT_POST_FLAG_CLR |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前端，并且唤醒全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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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OPT_POST_NO_SCHED 任务；不进行任务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务。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调用成功。 

OS_ERR_OBJ_PTR_NULL p_grp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grp 不是事件标志组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返

回

值 

事件标志组的标志值。 

 

OSFlagPos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fl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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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OSFlagPost () 函数 

 

其实，不管是否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最终都是调用 OS_FlagPost() 函数进行发布事件

标志组。只是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的发布过程会比较曲折，中间会有许多插曲，这是中断管

理范畴的内容，留到后面再作介绍。OS_Flag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fl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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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OS_FlagPost() 函数 

 

在 OS_FlagPost() 函数中，会逐个遍历事件标志组的等待列表里的等待任务。如果已有

任务在等待正在发布的事件标志组，而且该发布刚好吻合任务等待的条件，就会调用

OS_FlagTaskRdy() 函数让等待任务脱离等待列表，去除该等待任务的等待状态。

OS_FlagTaskRdy()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flag.c”。 

 

图 9-7 OS_FlagTaskRdy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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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OSFlagPend () 

与 OSFlagPost () 事件标志组发布函数相对应，OSFlagPend () 函数用于等待事件标志组。 

 

表 32 OSFlagPend () 

函

数

原

型 

OS_FLAGS  OSFlagPend (OS_FLAG_GRP  *p_grp, 

                     OS_FLAGS      flags,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pt, 

                     CPU_TS       *p_ts,   

             OS_ERR       *p_err); 

功

能 

等待一个事件标志组的事件组合发生。 

参

数 

p_grp 事件标志组指针。 

flags 要等待的事件（位）的组合 

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单位：时钟节拍）， 0 代表无期限等待。 opt 为

OS_OPT_PEND_BLOCKING 时该参数才起作用。 

opt 选项 OS_OPT_PEND_FLAG_CLR_ALL 等待 flags 指定位均被清 0。 

OS_OPT_PEND_FLAG_CLR_ANY 等待 flags指定位有一位被清 0 即

可。 

OS_OPT_PEND_FLAG_SET_ALL 等待 flags 指定位均被置 1。 

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等待 flags指定位有一位被置 1 即

可。 

OS_OPT_PEND_FLAG_CLR_ALL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等待 flags 指定位均被清 0；等到

后把触发位取反。 

OS_OPT_PEND_FLAG_CLR_ANY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等待 flags指定位有一位被清 0 即

可；等到后把触发位取反。 

OS_OPT_PEND_FLAG_SET_ALL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等待 flags 指定位均被置 1；等到

后把触发位取反。 

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等待 flags指定位有一位被置 1 即

可；等到后把触发位取反。 

OS_OPT_PEND_FLAG_CLR_ALL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均被清 0；不符

合要求不等待。 

OS_OPT_PEND_FLAG_CLR_ANY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有一位被清 0；

不符合要求不等待。 

OS_OPT_PEND_FLAG_SET_ALL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均被置 1；不符

合要求不等待。 

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有一位被置 1；

不符合要求不等待。 

OS_OPT_PEND_FLAG_CLR_ALL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均被清 0；符合

要求就把触发位取反；不符合要

求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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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OPT_PEND_FLAG_CLR_ANY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有一位被清 0；

符合要求就把触发位取反；不符

合要求不等待；。 

OS_OPT_PEND_FLAG_SET_ALL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均被置 1；符合

要求就把触发位取反；不符合要

求不等待；。 

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 

OS_OPT_PEND_FLAG_CONSUME |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要求 flags 指定位有一位被置 1；

符合要求就把触发位取反；不符

合要求不等待；。 

p_ts 时 间

戳 

用于存储事件标志组最后一次被发布消息的时间戳，或者等待被中止

的时间戳，或者事件标志组被删除时的时间戳，具体返回哪个时间戳，

要根据返回的 p_err 判断。该参数可以为 NULL，表示用户不需要获

得时间戳。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等待成功，指定事件组合发生。 

OS_ERR_OBJ_PTR_NULL p_grp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grp不是事件标志组类型对象。 

OS_ERR_PEND_ABORT 等待被中止。 

OS_ERR_PEND_ISR 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WOULD_BLOCK 缺乏堵塞。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TIMEOUT 等待超时。 

返

回

值 

 != (void *)0，任务脱离等待时的事件标志组的标志成员值。 

 == (void *)0，有错误，或者等待超时。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FlagPend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fl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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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OSFlagPend () 函数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196 
 

在 OSFlagPend () 函数中，当需要阻塞当前运行任务，等待事件标志组的事件时，会调

用 OS_FlagBlock () 函数。OS_FlagBlock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flag.c”。 

  

图 9-9 OS_FlagBlock () 函数 

 

OS_FlagBlock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事件标志组的

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与 OS_Post() 函数一样，OS_Pend() 函数不仅仅用来等待事件

标志组，还可以等待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任务消息队列和任务信号量。

OS_Pen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9-10 OS_Pend()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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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OSFlagPendAbort () 

OSFlagPendAbort() 函 数 用 于 中 止 任 务 对 一 个 事 件 标 志 组 的 等 待 。 要 使 用

OSFlagPendAbort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FLAG_PEND_ABORT_EN（位于“os_cfg.h”），

如下图所示。 

 
图 9-11 

 

OSFlagPendAbor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OSFlagPendAbort () 

函数

原型 

OS_OBJ_QTY  OSFlagPendAbort (OS_FLAG_GRP  *p_grp,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中止任务对一个事件标志组的等待。 

参数 p_grp 事件标志组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PEND_ABORT_1 只中止该事件标志组等待列表中的

最高优先级任务。 

OS_OPT_PEND_ABORT_ALL 中止该事件标志组等待列表中的所

有优先级任务。 

OS_OPT_PEND_ABORT_1  | 

OS_OPT_POST_NO_SCHED 

只中止该事件标志组等待列表中的

最高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

度。 

OS_OPT_PEND_ABORT_ALL |  

OS_OPT_POST_NO_SCHED 

中止该事件标志组等待列表中的所

有优先级任务，但不进行任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OS_ERR_OBJ_PTR_NULL p_grp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grp 不是事件标志组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PEND_ABORT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ABORT_NONE 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事件标志组。 

返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事件标志组，或者有错误产生。 

 >0，被中止的任务数。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FlagPendAbor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fl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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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OSFlagPendAbort () 函数 

 

OSFlagPendAbort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中止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事件标

志组的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Abort()。OS_PendAbort() 函数不仅仅用来中止对事件标志

组的等待，还可以中止对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量

的等待。OS_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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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3 OS_PendAbort() 函数 

 

9.1.5 OSFlagDel () 

OSFlagDel() 函数用于删除一个消息队列。要使用 OSFlagDel ()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FLAG_DEL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9-14 

 

OSFlagDel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4 OSFlagDel () 

函数

原型 

OS_OBJ_QTY  OSFlagDel (OS_FLAG_GRP  *p_grp,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删除一个事件标志组。 

参数 p_q 事件标志组指针。 

opt 选项 OS_OPT_DEL_NO_PEND 如果没有任务等待 p_grp，才删除 p_grp。 

OS_OPT_DEL_ALWAYS 必须删除 p_grp。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OS_ERR_DEL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OBJ_PTR_NULL p_grp 为空。 

OS_ERR_OBJ_TYPE p_grp 不是事件标志组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TASK_WAITING 还有任务在等待该事件标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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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

值 

 0，没有任务在等待该事件标志组，或者有错误产生。 

 >0，事件标志组被删除前等待其的任务数。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FlagDel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fl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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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5 OSFlagDel () 函数 

 

OSFlagDel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删除等待对象的函数来执行对事件标志组的删

除，该函数就是 OS_PendObjDel ()。OS_PendObjDel () 函数不仅仅用来删除事件标志组，还

可以删除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任务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量。OS_PendObjDel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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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6 OS_PendObjDel () 函数 

 

9.2 实例演示 

9.2.1 实例 1 

本节实例使用事件标志组制作一个按键组合。当 KEY1 被按下时，LED1 亮；当 KEY1 被

释放时，LED1 灭。当 KEY2 被按下时，LED2 亮；当 KEY2 被释放时，LED2 灭。当 KEY1 和 KEY2

均被按下时，LED3 才亮，如果有按键被释放，LED3 就熄灭。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9-17 例程路径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204 
 

该实例创建两个应用任务，AppTaskPost ()和 AppTaskPend ()任务。AppTaskPost () 用于采

集按键信息和发布事件标志组：当 KEY1 被按下时，点亮 LED1；当 KEY1 被释放时，熄灭 LED1。

当 KEY2 被按下时，点亮 LED2；当 KEY2 被释放时，熄灭 LED2。任务 AppTaskPend () 用于接

收（等待）事件标志组：先等待 KEY1 和 KEY2 均被按下，点亮 LED3；然后再等待 KEY1 或

KEY2 被释放，熄灭 LED3；依次循环。 

本例程需用使用按键和 LED，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照前

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应用任务之前，创建了应用任务需要使用到的事

件标志组 flag_grp（必须保证该事件标志组在被使用到之前创建好）。 

 

图 9-18 创建事件标志组 

 

任务函数 AppTaskPost () 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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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9 AppTaskPost ()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Pend () 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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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20 AppTaskPend () 任务函数 

 

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板，运行程序。用户通过操作可以发现：当按下 KEY1

时，LED1 亮起，当释放 KEY1 时，LED1 熄灭；当按下 KEY2 时，LED2 亮起，当释放 KEY2 时，

LED2 熄灭；当 KEY1 和 KEY2 均被按下时，LED3 亮起，当 KEY1 和 KEY2 有一个被释放时，LED3

就熄灭。 

 

9.3 章末总结 

事件标志组，顾名思义，就是用于集合多个事件的是否发生。 

使用事件标志组之前必须先创建它，创建事件标志组使用 OSFlagCreate () 函数。 

OSFlagPend () 函数用于等待事件标志组，如果事件标志组不符合等待选项的要求，可

以选择等待或者不等待。与之相对应，OSFlagPost () 函数则用于发布事件标志组。 

OSFlagPendAbort ()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一个事件标志组的等待。OSFlagDel() 函数用于

删除一个事件标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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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等待多个内核对象 

前面所讲解的等待内核对象，均是等待一个内核对象，这一章要讲解的是同时等待多个

内核对象。这里的多个内核对象是指多值信号量和消息队列的任意组合。 

10.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等待多个内核对象”，就必须事先使能“等待多个内核对象”。“等待多

个内核对象”的使能位于“os_cfg.h”。 

 

图 10-1  

 

另外，值得注意，等待多个内核对象的内核对象指的是多值信号量或消息队列，要等待

这两种对象，均须先使能它们，分别为 OS_CFG_SEM_EN 和OS_CFG_Q_EN，均位于“os_cfg.h”，

详情可参考前面相关章节。 

10.1.1 OSPendMulti () 

OSPendMulti () 函数用于等待多个内核对象（多值信号量或消息队列）。OSPendMulti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5 OSPendMulti () 

函

数

原

型 

OS_OBJ_QTY  OSPendMulti (OS_PEND_DATA  *p_pend_data_tbl, 

                        OS_OBJ_QTY     tbl_size,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

能 

等待多个内核对象（多值信号量或消息队列）。 

参 p_pend_data_tbl 要等待的内核对象，等待两个或以上对象时一般为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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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tbl_size 等待对象的数目。 

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单位：时钟节拍），0 代表无期限等待。opt 为

OS_OPT_PEND_BLOCKING 时该参数才起作用。 

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如果目前没有对象已被发布，阻塞

任务，等待对象被发布。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如果目前没有对象已被发布，不阻

塞任务。 

p_err 返 回

错 误

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至少等到一

个对象，通过查看等

待对象的 .RdyObjPtr

就可以知道该对象是

否被发布。 

OS_ERR_OBJ_TYPE 至少有一个等待对象

不是多值信号量或消

息队列类型。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PEND_ABORT 对某对象等待被中

止，通过查看等待对

象的.RdyObjPtr 就可

以知道该对象。 

OS_ERR_PEND_DEL 某对象被删除，通过

查 看 等 待 对 象

的.RdyObjPtr 就可以

知道该对象。 

OS_ERR_PEND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

数。 

OS_ERR_PEN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PEND_WOULD_BLOCK 没有对象被发布，但

又没选择阻塞任务。 

OS_ERR_STATUS_INVALID 任务等待状态非法。 

OS_ERR_PTR_INVALID p_pend_data_tbl 为

空。 

OS_ERR_TIMEOUT 等待超时。 

返

回

值 

 >  0，被发布对象的数目，或者被中止等待的对象的数目，或者被删除的对象的数

目，具体对应哪个数目要根据返回错误类型判断。 

 == 0，等待超时，或者有错误。 

注

意

事

项 

 等待对象只能是多值信号量或者消息队列。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PendMulti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pend_mul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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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OSPendMulti () 函数 

 

OSPendMulti () 函数中，会调用 OS_PendMultiValidate () 函数验证等待对象是否均属于

多值信号量或消息队列，如果不是，就返回，不继续执行等待。OS_PendMultiValidate () 函

数的定义位于“os_pend_multi.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211 
 

 

图 10-3 OS_PendMultiValidate () 函数 

 

在 OSPendMulti () 函数中，还会调用 OS_PendMultiGetRdy () 函数查看是否有等待对象

已被发布可供立即使用。OS_PendMultiGetRdy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pend_multi.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212 
 

 

图 10-4 OS_PendMultiGetRdy () 函数 

 

如果 OS_PendMultiGetRdy () 函数发现已有等待对象可用，OSPendMulti () 函数就会返

回，继续运行任务。如果发现没有可用等待对象，就会继续调用 OS_PendMultiWait() 函数

阻 塞 当 前 运 行 任 务 ， 等 待 内 核 对 象 。 OS_PendMultiWait() 函 数 的 定 义 也 位 于

“os_pend_mul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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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OS_PendMultiWait() 函数 

 

10.2 实例演示 

10.2.1 实例 1 

本节实例创建两个应用任务，AppTaskPost ()和 AppTaskPend ()。任务 AppTaskPost () 每

隔 1s 向消息队列发送一次消息，并创建一个软件定时器，每隔 100ms 扫描一次按键，如果

KEY1 被单击，就发布多值信号量，标志 KEY1 被单击。任务 AppTaskPend () 用于等待消息队

列和多值信号量，如果有消息或信号量可用，就向串口调试助手打印相关信息。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10-6 例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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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程需用使用 USART1 和按键，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应用任务之前，创建了应用任务需要使用到的多

值信号量 sem 和消息队列 queue（必须保证该多值信号量和消息队列在被使用到之前已被创

建）。 

 

图 10-7 创建多值信号量和消息队列 

 

另外，还须声明和初始化等待对象数组（必须保证该数组在被使用到之前已被声明和初

始化）。 

 
图 10-8 声明等待对象数组 

 

 

图 10-9 初始化等待对象数组 

 

任务函数 AppTaskPost () 的定义如下。任务每隔 1s 向消息队列 queue 发送一个消息。

任务还创建了一个软件定时器 tmr_for_key，循环定时 100ms，每次定时结束都会调用回调

函数 TmrCallback() 扫描按键 KEY1，如果 KEY1 被单击，就发布多值信号量 sem，标志 KEY1

被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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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0 AppTaskPost () 任务函数 

 

 

图 10-11 定时器回调函数 TmrCallback() 

 

任务函数 AppTaskPend () 的定义如下。任务同时等待多值信号量 sem 和消息队列，只

要有一个对象可用，任务就脱离等待继续运行，查看哪些对象可用，并向串口调试助手打印

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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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 AppTaskPend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印任务 AppTaskPend () 每隔 1s 接收到的消

息长度和内容。当 KEY1 被单击时，串口调试助手还会打印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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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 串口调试助手 

 

10.3 章末总结 

等待多个内核对象，是指任务可以同时等待多个内核对象，当其中有一个对象被可用时，

任务就可以脱离等待。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多个内核对象，是指多值信号量和消息队列

的任意组合，一般将该组合声明为一个数组。等待多个内核对象使用 OSPendMulti () 函数。

多值信号量和消息队列的发布函数依然使用它们各自原有的发布函数，用法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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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任务信号量 

在实际任务间的通信中，一个或多个任务发送一个信号量或者消息给另一个任务是比常

见的，而一个任务给多个任务发送信号量和消息相对比较少。前面所讲的信号量和消息队列

均是单独的内核对象，是独立于任务存在的。这两章要讲述的任务信号量和任务消息队列是

任务特有的属性，紧紧依赖于一个特定任务。 

任务信号量和任务消息队列分别与多值信号量和消息队列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是，前者

仅发布给一个特定任务，而后者可以发布给多个任务。因此，前者的操作相对比较简单，而

且省时。如果任务信号量和任务消息队列可以满足设计需求，那么尽量不要使用普通多值信

号量和消息队列。 

本章先侧重介绍任务信号量，下一章介绍任务消息队列。 

11.1 原理简述 

任务信号量伴随任务存在，只要创建了任务，其任务信号量就是该任务的一个数据成员，

任务信号量的数据成员被包含在任务控制块里。 

11.1.1 OSTaskSemPost () 

OSTaskSemPost () 函数用于给一个任务发布任务信号量。OSTaskSemPost () 函数的信息

如下表所示。 

 

表 36 OSTaskSemPost () 

函数

原型 

OS_SEM_CTR  OSTaskSemPost (OS_TCB  *p_tcb,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给一个任务发布任务信号量。 

参数 p_tcb 目标任务控制块。 

opt OS_OPT_POST_NONE 没有选项。 

OS_OPT_POST_NO_SCHED 不进行任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 

OS_ERR_SEM_OVF 该发布将导致了信号量的计数值溢出。 

OS_ERR_STATE_INVALID 任务状态非法。 

返回

值 

 0，有错误。 

 其他值，任务信号量的当前计数值。 

 

OSTaskSemPos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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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OSTaskSemPost () 函数 

 

其实，不管是否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最终都是调用 OS_TaskSemPost() 函数进行发布

信号量。只是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的发布过程会比较曲折，中间会有许多插曲，这是中断管

理范畴的内容，留到后面再作介绍。OS_TaskSem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s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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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OS_TaskSemPost() 函数 

 

在 OS_SemPost() 函数中，又会调用 OS_Post() 函数发布内核对象。OS_Post() 函数是一

个底层的发布函数，它不仅仅用来发布任务信号量，还可以发布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

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或任务消息队列。注意，在这里，OS_Post() 函数将任务信号量直接

发布给目标任务。OS_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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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OS_Post()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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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OSTaskSemPend () 

与 OSSemPost () 多值信号量发布函数相对应，OSTaskSemPend () 函数用于等待任务信

号量。 

 

表 37 OSTaskSemPend () 

函

数

原

型 

OS_SEM_CTR  OSTaskSemPend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pt, 

                           CPU_TS   *p_ts, 

                           CPU_TS   *p_ts, 

OS_ERR   *p_err); 

功

能 

等待任务信号量。 

 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单位：时钟节拍）， 0 代表无期限等待。 opt 为

OS_OPT_PEND_BLOCKING 时该参数才起作用。 

opt 选项 OS_OPT_PEND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信号量，就堵塞

当前任务，继续等待信号量。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信号量，不堵塞

当前任务，不继续等待信号量。 

p_ts 时间

戳 

用于存储信号量最后一次被发布的时间戳，或者等待被中止的时间

戳，或者信号量被删除时的时间戳，具体返回哪个时间戳，要根据返

回的 p_err 判断。该参数可以为 NULL，表示用户不需要获得时间戳。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成功获得信号量。 

OS_ERR_PEND_ABORT 等待被另一个任务中止。 

OS_ERR_PEND_ISR 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WOULD_BLOCK 缺乏堵塞。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STATUS_INVALID 等待状态非法。 

OS_ERR_TIMEOUT 等待超时。 

返

回

值 

 0，信号量的当前计数值为 0，或有错误。 

 其他值，信号量的当前计数值。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askSemPend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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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OSTaskSemPend () 函数 

 

当需要阻塞任务，等待任务信号量时，OSTaskSemPend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等

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多值信号量的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与 OS_Post() 函数一

样，OS_Pend() 函数不仅仅用来等待任务信号量，还可以等待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消

息队列、事件标志组或任务消息队列。注意，在这里，OS_Pend()函数并没有把当前任务插

入到等待列表。OS_Pen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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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OS_Pend() 函数 

 

11.1.3 OSTaskSemPendAbort () 

OSTaskSemPendAbort() 函数用于中止一个任务对其任务信号量的等待。要使用

OSTaskSemPendAbort() 函数，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TASK_SEM_PEND_ABORT_EN（位于

“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11-6 

 

OSTaskSemPendAbort()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8 OSTaskSemPendAbort () 

函 数

原型 

CPU_BOOLEAN  OSTaskSemPendAbort (OS_TCB  *p_tcb,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中止一个任务对其任务信号量的等待。 

参数 p_tcb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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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 选项 OS_OPT_POST_NONE 没有选项。 

OS_OPT_POST_NO_SCHED 不进行任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成功中止。 

OS_ERR_PEND_ABORT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ABORT_NONE 目标任务并未在等待任务信号

量。 

OS_ERR_PEND_ABORT_SELF 目标任务是自身。 

返 回

值 

 == DEF_FALSE>0，目标任务没在等待任务信号量，或者有错误。 

 == DEF_TRUE，目标任务确实在等待任务信号量，而且等待成功被中止。 

注 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目标任务不可以是自身（当前运行任务）。 

 

OSTaskSem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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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OSTaskSemPendAbort() 函数 

 

OSTaskSemPendAbort()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中止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多

值信号量的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Abort()。OS_PendAbort() 函数不仅仅用来中止对任务

信号量的等待，还可以中止对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消息队列、事件标志组或任务消息

队列的等待。OS_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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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OS_PendAbort() 函数 

 

11.2 实例演示 

11.2.1 实例 1 

本节实例创建两个应用任务，AppTaskPost()和 AppTaskPend()，任务 AppTaskPost()用于

扫描按键 KEY1，当 KEY1 被单击时，就向任务 AppTaskPend()发布任务信号量。当任务

AppTaskPend()接收到任务信号量后就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并向串口调试助手打印给任务

信号量从被发布到被接收的时间差。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11-9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USART1 和按键，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

户可参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任务函数 AppTaskPost() 的定义如下。任务中每隔 20ms 扫描一次 KEY1，如果 KEY1 被单

击，就向任务 AppTaskPend()发布任务信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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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0 AppTaskPost ()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Pend () 的定义如下。任务一直等待接收其任务信号量，当其任务信号

量被发布时，就切换 LED1 的亮灭状态，并向串口调试助手打印信号量从被发布到被接收到

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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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1 AppTaskPend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当用户每单击一次 KEY1 时，就会看到 LED1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并向串口调

试 助 手 打 印 信 号 量 从 被 发 布 到 被 接 收 到 的 时 间 差 。 。

 

图 11-12 串口调试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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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章末总结 

任务信号量跟多值信号量极其相似。本质区别在于，任务信号量时一个任务的特有属性，

是某一个任务的信号量，其他任务均可以发布这个信号量，但只有该任务才能接收这个信

号量。多值信号量却是一个独立的内核对象，任何任务均可以发布和接收多值信号量。因

此，任务信号量不需像多值信号量那样单独创建，只要创建了任务，就同时创建了其任务

信号量。 

OSTaskSemPost () 函数用于用于给一个任务发布任务信号量，OSTaskSemPend () 函数用

于等待（接收）任务信号量，OSTaskSemPendAbort() 函数用于中止一个任务对其任务信号

量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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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任务消息队列 

任务消息队列跟任务信号量一样，均隶属于某一个特定任务，不需单独创建，任务在则

在，只有该任务才可以接收这个任务消息队列的消息，其他任务只能给这个任务消息队列发

送消息，却不能接收。任务消息队列与前面讲解的（普通）消息队列极其相似，只是任务消

息队列已隶属于一个特定任务，所以它不具有等待列表，省去了等待任务插入和移除列表的

动作，所以工作原理相对更简单一点，效率也比较高一些。特此声明，本书所提“消息队列”，

若无特别说明，均指前面的（普通）消息队列，非任务消息队列。 

12.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任务消息队列，就必须事先使能任务消息队列。消息队列的使能位于

“os_cfg.h”。 

 

图 12-1  

 

特别声明，任务消息队列和（普通）消息队列公用一个消息池。一般任务消息队列或普

通消息队列的最大消息容量不要超过消息池的消息数目。 

12.1.1 OSTaskQPost () 

OSTaskQPost () 函数用于向任务消息队列发布一个消息。OSTaskQPost () 函数的信息如

下表所示。 

 

表 39 OSTaskQPost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QPost (OS_TCB       *p_tcb,  

                 void          *p_void, 

                 OS_MSG_SIZE   msg_size,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

能 

向任务消息队列发布一个消息。 

参 p_tcb 目标任务。如果该参数为 NULL，消息将发送给当前运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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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p_void, 消息指针。 

msg_size 消息长度。 

opt 选

项 

OS_OPT_POST_FIFO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入口端。 

OS_OPT_POST_LIFO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出口端。 

OS_OPT_POST_FIFO |  

OS_OPT_POST_NO_SCHED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入口端；不进行任务

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务。 

OS_OPT_POST_LIFO |  

OS_OPT_POST_NO_SCHED 

把消息发布到队列的出口端；不进行任务

调度，继续运行当前任务。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消息成功被发布了。 

OS_ERR_Q_MAX 任务消息队列已满。 

OS_ERR_MSG_POOL_EMPTY 消息池没可用消息。 

返

回

值 

无。 

 

OSTaskQPos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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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OSTaskQPost () 函数 

 

其实，不管是否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最终都是调用 OS_TaskQPost () 函数进行发布任

务消息。只是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的发布过程会比较曲折，中间会有许多插曲，这是中断管

理范畴的内容，留到后面再作介绍。OS_TaskQPos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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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OS_QPost () 函数 

 

在 OS_TaskQPost () 函数中，会调用 OS_MsgQPut () 函数从消息池获取一个消息插入到

消息队列。OS_MsgQPu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s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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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4 OS_MsgQPut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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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OS_TaskQPost () 函数还调用了 OS_Post() 函数发布内核对象。OS_Post() 函数是

一个底层的发布函数，它不仅仅用来发布任务消息队列，还可以发布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

量、事件标志组、（普通）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量。OS_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12-5 OS_Post()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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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OSTaskQPend () 

与 OSTaskQPost () 任务消息队列发布消息函数相对应，OSTaskQPend () 函数用于等待获

取任务消息队列的消息。 

 

表 40 OSTaskQPend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QPend (OS_TICK       timeout, 

               OS_OPT        opt, 

                  OS_MSG_SIZE  *p_msg_size, 

                  CPU_TS       *p_ts, 

                  OS_ERR       *p_err); 

功

能 

等待任务消息队列的消息。 

 timeout 等待超时时间（单位：时钟节拍）， 0 代表无期限等待。 opt 为

OS_OPT_PEND_BLOCKING 时该参数才起作用。 

opt 选项 OS_OPT_PEND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消息，就堵塞

当前任务，继续等待消息。 

OS_OPT_PEND_NON_BLOCKING 如果不能立即获得消息，不堵塞

当前任务，不继续等待消息。 

p_msg_size 消息长度。 

p_ts 时 间

戳 

用于存储任务消息队列最后一次被发布消息的时间戳。该参数可

以为 NULL，表示用户不需要获得时间戳。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没错误，任务成功获得消息。 

OS_ERR_PTR_INVALID p_msg_size 为空。 

OS_ERR_PEND_ABORT 等待被中止。 

OS_ERR_PEND_ISR 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WOULD_BLOCK 缺乏堵塞。 

OS_ERR_Q_EMPTY 任务消息队列里没有消息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TIMEOUT 等待超时。 

返

回

值 

 != NULL，接收到的消息的指针（首地址）。 

 == NULL，接收到一个空消息，或者有错误。 

注

意

事

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askQPend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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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OSTaskQPend () 函数 

 

在OSTaskQPend () 函数中，会调用 OS_MsgQGet () 函数从任务消息队列获取一个消息。

OS_MsgQG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s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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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OS_MsgQGet () 函数 

 

OSTaskQPend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消息队列的等

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与 OS_Post() 函数一样，OS_Pend() 函数不仅仅用来等待任务消

息队列，还可以等待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事件标志组、（普通）消息队列或任务信号

量。OS_Pend()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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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OS_Pend() 函数 

 

12.1.3 OSTaskQPendAbort () 

OSTaskQPendAbort ()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其任务消息队列的等待。要使用

OSTaskQPendAbort () 函数，除了要先使能前面的 OS_CFG_TASK_Q_EN 外，还得使能

OS_CFG_TASK_Q_PEND_ABORT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图 12-9 

 

OSTaskQPendAbor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41 OSTaskQPendAbort () 

函数

原型 

CPU_BOOLEAN  OSTaskQPendAbort (OS_TCB  *p_tcb,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能 中止一个任务对其消息队列的等待。 

参数 p_tcb 目标任务。该参数不能为 NULL 或当前运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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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 选项。 OS_OPT_POST_NONE 没有选项要求。 

OS_OPT_POST_NO_SCHED 不进行任务调度。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中止成功。 

OS_ERR_OPT_INVALID 选项非法。 

OS_ERR_PEND_ABORT_ISR 该函数在中断中被调用。 

OS_ERR_PEND_ABORT_NONE 目标任务没在等待任务消息队列。 

OS_ERR_PEND_ABORT_SELF 目标任务是自身（当前运行任务）。 

返回

值 

 == DEF_FALSE，目标任务没在等待任务消息队列，或有错误。 

 == DEF_TRUE，目标任务是在等待任务消息队列，而且等待被中止。 

注意

事项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p_tcb 不能为 NULL 或当前运行任务。 

 

OSTaskQPendAbor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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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OSTaskQPendAbort () 函数 

 

OSTaskQPendAbort () 函数会调用一个更加底层的中止等待函数来执行当前任务对其任

务消息队列的等待，该函数就是 OS_PendAbort()。OS_PendAbort() 函数不仅仅用来中止对任

务消息队列的等待，还可以中止对多值信号量、互斥信号量、事件标志组、（普通）消息队

列或任务信号量的等待。OS_PendAbor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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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OS_PendAbort() 函数 

 

12.2 实例演示 

12.2.1 实例 1 

本实例与前面的（普通）消息队列的实例类似，也是创建两个应用任务，AppTaskPost ()

和 AppTaskPend ()，任务 AppTaskPost ()发布消息给任务 AppTaskPend ()。不同的是，前面实

例使用的是消息队列，而本章实例使用的是任务消息队列。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12-12 例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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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1 和 USART1，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任务 AppTaskPend() 时，要为该任务初始化其任

务消息队列的消息最大容量。 

 

图 12-13 初始化任务消息队列容量 

 

任务函数 AppTaskPost () 的定义如下。任务每隔 1s向任务AppTaskPend()发送一个消息。 

 

图 12-14 AppTaskPost ()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Pend () 的定义如下。任务接收到任务消息后，将切换 LED1 的亮灭状

态，并将接收的消息内容和长度打印到串口调试助手，以及消息从被发布到被接收的时间差。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248 
 

 

 

图 12-15 AppTaskPend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印任务 AppTaskPend () 接收到的消息长度和

内容。用户可以观察到每隔 1 秒 LED1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同时串口调试助手上也会打印出

接收到的消息内容和长度，以及消息从被发布到被接收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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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6 串口调试助手 

 

12.3 章末总结 

任务消息队列跟消息队列极其相似。本质区别在于，任务信号量时一个任务的特有属性，

是某一个任务专有的消息队列，其他任务均可以发布消息到这个任务消息队列，但只有该

任务才能接收这个消息。消息队列却是一个独立的内核对象，任何任务均可以发布和接收

消息队列的消息。因此，任务消息队列不需像消息队列那样单独创建，只要创建了任务，

就同时创建了其任务消息队列。 

OSTaskQPost () 函数用于向任务消息队列发布一个消息，OSTaskQPend () 函数用于等待

任务消息队列的消息，OSTaskQPendAbort () 函数用于中止任务对其任务消息队列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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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内存管理 

一个处理器，在不断地分配和释放内存的过程中，一整块连续的内存被分散为很多离散

的小块内存，这些叫做内存碎片，内存碎片过多会导致内存的浪费。uC/OS 的内存管理机制

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内存碎片。大致的思路是一次性取出一个较大的内存分区，把这个内存分

区分成若干个内存块，然后将内存块逐个串成单向链表。每次要用到内存块就从内存分区中

取出一块，用完就放回去。这跟消息队列的消息池的使用原理是一样的。 

13.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内存管理机制，就必须事先使能内存管理。内存管理的使能位于“os_cfg.h”。 

 

图 13-1  

13.1.1 OSMemCreate () 

要使用 uC/OS 的内存管理必须先声明和创建内存管理对象，调用 OSMemCreate () 函数

可以创建一个内存管理对象。注意，内存分区一经创建便不能删除，系统没有提供相应的删

除函数。OSMemCreat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42 OSMemCreat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MemCreate (OS_MEM       *p_mem, 

                  CPU_CHAR      *p_name, 

void            *p_addr, 

OS_MEM_QTY    n_blks, 

OS_MEM_SIZE    blk_size, 

OS_ERR        *p_err); 

功

能 

创建一个内存管理对象。 

参

数 

p_mem 内存管理对象。 

p_name 命名内存管理对象。 

p_addr 内存分区首地址。 

n_blks 内存块数目，要求不小于 2。 

blk_size 内存块空间字节数，不少于一个指针的字节数。（STM32 是的指针的字节数

是 4）。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创建成功。 

OS_ERR_CREATE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E 在 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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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SafetyCriticalStart() 函 数

后创建内核对象 

OS_ERR_MEM_INVALID_BLKS 内存块数目非法。 

OS_ERR_MEM_INVALID_P_ADDR 内存分区地址非法。 

OS_ERR_MEM_INVALID_SIZE 内存空间大小非法。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创建前必须先为 p_mem 声明一个内存管理对象（OS_MEM）。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MemCreat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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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OSMemCreate () 函数 

 

如果使能了 OS_CFG_DBG_EN（位于“os_cfg.h”），创建内存管理对象时还会调用

OS_MemDbgListAdd () 函数将该内存管理对象插入到一个内存管理调试列表，是为方便调试

所设。OS_MemDbgListAdd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mem.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253 
 

 

图 13-3 OS_MemDbgListAdd () 函数 

 

13.1.2 OSMemGet () 

OSMemGet () 函数用于向内存管理对象获取一个空闲内存块。OSMemGet () 函数的信

息如下表所示。 

 

表 43 OSMemGet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MemGet (OS_MEM  *p_mem, 

OS_ERR   *p_err); 

 

功

能 

向内存管理对象获取一个空闲内存块。 

参

数 

p_mem 内存管理对象。 

p_err 返 回

错 

误 类

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获取成功。 

OS_ERR_MEM_INVALID_P_MEM p_mem 为空。 

OS_ERR_MEM_NO_FREE_BLKS 没有空闲的内存块。 

返

回

值 

获取到的内存块 

 

OSMemGe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m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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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OSMemGet () 函数 

 

13.1.3 OSMemPut () 

OSMemPut () 函数用于把内存块退还回内存管理对象（内存分区）。 

 

表 44 OSFlagPend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MemPut (OS_MEM  *p_mem, 

                void      *p_blk, 

        OS_ERR   *p_err); 

功

能 

内存块退还回内存管理对象。 

参

数 

p_mem 内存管理对象。 

p_blk 要退还的内存块（的首地址）。 

p_err 返 回 错 OS_ERR_NONE 无错误，退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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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类型 OS_ERR_MEM_FULL 内存分区的空闲内存块已满。 

OS_ERR_MEM_INVALID_P_BLK p_blk 为空。 

OS_ERR_MEM_INVALID_P_MEM p_mem 为空。 

返

回

值 

无。 

 

OSMemPu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mem.c”。 

 

图 13-5 OSMemPut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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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实例演示 

13.2.1 实例 1 

本实例改用前一章“任务消息队列”的实例 1。功能一样，只是消息的存取位置采用了

内存分区。本实例创建两个应用任务，AppTaskPost ()和 AppTaskPend ()，任务 AppTaskPost ()

发布消息给任务 AppTaskPend ()。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13-6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1 和 USART1，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任务 AppTaskPend() 时，要切记创建内存管理对

象 mem。 

 图 13-7 创建内存管理对象 

 

任务函数 AppTaskPost () 的定义如下。任务每隔 1s向任务 AppTaskPend()发送一个消息，

消息内容存放在内存分区的一个内存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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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8 AppTaskPost () 任务函数 

 

任务函数 AppTaskPend () 的定义如下。任务接收到任务消息后，将切换 LED1 的亮灭状

态，并将接收的消息内容和长度打印到串口调试助手，以及消息从被发布到被接收的时间差。

任务使用完消息（存放在内存块）后，将把该消息所占用的内存块退还回内存分区 mem，

供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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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9 AppTaskPend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印任务 AppTaskPend () 接收到的消息长度和

内容。用户可以观察到每隔 1 秒 LED1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同时串口调试助手上也会打印出

接收到的消息内容和长度，以及消息从被发布到被接收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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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0 串口调试助手 

 

13.3 章末总结 

uC/OS 操作系统提供的内存管理，有利于减少处理器的内存碎片。内存分区是一个单向

链表，当需要使用内存取数据时，就可以从链表中获取一个内存块，用完就退还回链表，这

样就可以实现内存块的循环使用，避免了多次分配和释放内存而造成大量内存碎片。 

使用内存管理之前必须先创建内存管理对象，创建内存管理对象使用 OSMemCreate () 

函数。 

OSMemGet () 函数用于向内存管理对象获取一个空闲内存块。OSMemPut () 函数用于把

内存块退还回内存管理对象（内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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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任务管理 

在前面章节的诸多实例中，任务的使用屡见不鲜，但是本书还未曾对任务的机制进行过

详细讲解，本章就在此着重讲解 uC/OS-III 的任务管理机制。 

14.1 原理简述 

如果想要使用内存管理机制，就必须事先使能内存管理。内存管理的使能位于“os_cfg.h”。 

 

图 14-1  

14.1.1 OSTaskCreate () 

要使用 uC/OS 的任务必须先声明任务控制块和创建任务，调用 OSTaskCreate () 函数可

以创建一个任务。OSTaskCreate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45 OSTaskCreat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Create (OS_TCB        *p_tcb, 

                  CPU_CHAR      *p_name, 

                  OS_TASK_PTR     p_task, 

                  void            *p_arg, 

                  OS_PRIO         prio, 

                  CPU_STK        *p_stk_base, 

                  CPU_STK_SIZE    stk_limit, 

                  CPU_STK_SIZE    stk_size, 

                  OS_MSG_QTY    q_size, 

                  OS_TICK         time_quanta, 

                  void            *p_ext, 

                  OS_OPT         opt, 

                  OS_ERR         *p_err); 

功

能 

创建一个任务。 

参

数 

p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p_name 命名任务。 

p_task 任务函数。 

p_arg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prio 任务优先级。uC/OS-III 允许任务拥有相同的优先级。 

p_stk_base 任务堆栈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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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k_limit 任务堆栈的限制空间。 

stk_size 任务堆栈总空间。 

q_size 任务消息队列容量。只有使能了任务消息队列，该参数才有效。 

time_quanta 时间片（单位：时钟节拍）。如果该参数设为 0，表示使用系统默认值

（ OSCfg_TickRate_Hz / 10）。 

p_ext 任务扩展内容的指针。 

opt 选

项 

 

 

OS_OPT_TASK_NONE 没有选项要求。 

OS_OPT_TASK_STK_C

HK 

允许任务进行堆栈检测。 

OS_OPT_TASK_STK_C

LR 

堆栈全部进行清 0 初始化。 

OS_OPT_TASK_SAVE_

FP 

在上下文切换时保存浮点寄存器。STM32 芯

片没有浮点寄存器，该项一般不用。 

OS_OPT_TASK_NO_TL

S 

屏蔽任务的 TLS 支持。 

p_err 返

回

错

误

类

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创建成功。 

OS_ERR_ILLEGAL_CREATE_RUN_TIM

E 

在调用 OSSafetyCriticalStart()

函数后创建内核对象 

OS_ERR_NAME p_name 为空。 

OS_ERR_PRIO_INVALID prio>= S_CFG_PRIO_MAX-1，或

者 在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

_EN 被置 1 时 prio=0。 

OS_ERR_STK_SIZE_INVALID p_stk_base 为空。 

OS_ERR_STK_LIMIT_INVALID stk_limit 大于 stk_size。 

OS_ERR_TASK_CREATE_ISR 在中断中创建任务。 

OS_ERR_TASK_INVALID p_task 为空。 

OS_ERR_TCB_INVALID p_tcb 为空。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创建任务前必须声明任务的任务控制块 p_tcb、任务函数 p_task。 

 不可以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askCreat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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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OSTaskCreate () 函数 

 

如果使能了 OS_CFG_DBG_EN（位于“os_cfg.h”），创建任务时还会调用 OS_TaskDbgListAdd 

() 函数将该任务插入到一个任务调试双向列表，是为方便调试所设。OS_TaskDbgListAdd () 函

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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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OS_TaskDbgListAdd () 函数 

 

14.1.2 OSTaskSuspend () 

OSTaskSuspend () 函数用于挂起一个任务，令任务暂停运行。任务可以多次调用 

OSTaskSuspend() 对任务进行挂起操作，即一个任务被挂起是可以嵌套的，但是想要将任务

脱离挂起状态需要调用相应次数的 OSTaskResume() 函数。除空闲任务和延迟提交任务之外，

任务可以挂起任何任务。OSTaskSuspend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46 OSTaskSuspend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Suspend (OS_TCB  *p_tcb,  

OS_ERR  *p_err); 

功

能 

挂起一个任务。 

参

数 

p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0 表自身。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挂起任务成功。 

OS_ERR_SCHED_LOCKED 挂起当前任务时调度器被

锁。 

OS_ERR_TASK_SUSPEND_ISR 在禁用中断延迟发布的情况

下，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_ERR_TASK_SUSPEND_IDLE 挂起空闲任务。 

OS_ERR_TASK_SUSPEND_INT_HANDLER 在使能中断延迟发布的情况

下，挂起中断延迟提交任务。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不能挂起空闲任务。 

 当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时，不能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当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时，不能挂起中断延迟提交任务。 

 

OSTaskSuspend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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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OSTaskSuspend () 函数 

 

其实，不管是否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最终都是调用 OS_TaskSuspend () 函数挂起任务。

只是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的挂起过程会比较曲折，中间会有许多插曲，这是中断管理范畴的

内容，留到后面再作介绍。OS_TaskSuspend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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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OS_TaskSuspend () 函数 

 

14.1.3 OSTaskResume () 

与 OSTaskSuspend () 函数相对应，被挂起的任务如果要恢复被挂起前的任务状态，就必

须调用 OSTaskResume () 函数解嵌该任务。如果解嵌后任务挂起前套数为 0，就可以恢复被

挂起前的任务状态。 

 

表 47 OSTaskResum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Resume (OS_TCB  *p_tcb,  

OS_ERR  *p_err); 

功

能 

解嵌一个被挂起的任务。 

参

数 

p_tcb 任务控制块指针。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解嵌成功。 

OS_ERR_STATE_INVALID 任务状态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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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ERR_TASK_RESUME_ISR 在禁用中断延迟发布的情况下，在

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_ERR_TASK_RESUME_SELF 解嵌自身。 

OS_ERR_TASK_NOT_SUSPENDED 任务 p_tcb 未被挂起。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不能解嵌自身，即 p_tcb 不能为 0 或当前运行任务。 

 当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时，不能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askResume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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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OSTaskResume () 函数 

 

其实，不管是否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最终都是调用 OS_TaskResume () 函数恢复任务。

只是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的挂起过程会比较曲折，中间会有许多插曲，这是中断管理范畴的

内容，留到后面再作介绍。OS_TaskResume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图 14-7 OS_TaskResume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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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OSTaskChangePrio () 

在创建任务的时候，可以通过设置参数 prio 来设置任务的优先级。在创建完任务后，

还可以通过 OSTaskChangePrio () 函数调整任务的优先级。要使用 OSTaskChangePrio () 函数，

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TASK_CHANGE_PRIO_EN（位于“os_cfg.h”），如下所示。 

 

 

图 14-8 

 

OSTaskChangePrio () 函数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48 OSTaskChangePrio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ChangePrio (OS_TCB   *p_tcb,  

                      OS_PRIO   prio_new, 

OS_ERR   *p_err); 

功

能 

改变一个任务的优先级。 

参

数 

p_tcb 目标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指针，0 表自身。 

prio_new 新优先级。 

p_err 返

回

错

误

类

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调用成功。 

OS_ERR_PRIO_INVALID 当 使 能 了 中 断 延 迟 发 布 时 ，

prio_new = 0；或者，prio_new >= 

(OS_CFG_PRIO_MAX-1)。 

OS_ERR_STATE_INVALID 目标任务的任务状态非法。 

OS_ERR_TASK_CHANGE_PRIO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当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时，prio_new 不能为 0；prio_new 不能 >= 

(OS_CFG_PRIO_MAX-1)。 

 不能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askChangePrio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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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 OSTaskChangePrio () 函数 

 

14.1.5 OSTaskDel () 

当任务不再使用时，可以调用 OSTaskDel() 函数删除任务。要使用 OSTaskDel() 函数，

还得事先使能 OS_CFG_TASK_SEM_PEND_ABORT_EN（位于“os_cfg.h”），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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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0 

 

OSTaskDel() 函数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49 OSTaskDel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Del (OS_TCB  *p_tcb,  

OS_ERR  *p_err); 

功

能 

删除一个任务。 

参

数 

p_tcb 目标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指针，0 表自身。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调用成功。 

OS_ERR_STATE_INVALID 任务状态非法。 

OS_ERR_TASK_DEL_IDLE p_tcb 为空闲任务。 

OS_ERR_TASK_DEL_INVALID 当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时，p_tcb 为中断

延迟提交任务。 

OS_ERR_TASK_DEL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当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时，不能删除中断延迟提交任务。 

 不能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askDel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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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1 OSTaskDel () 函数 

 

14.1.6 OSSchedRoundRobinCfg () 

当有任务使用相同的优先级的时候，一般需要使用时间片轮转调度。当具有相同优先级

的多个任务就绪时，系统会根据分配给它们的时间片轮流调度各个任务运行。要使用时间片

轮转调度功能，除了要先使能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位于“os_cfg.h”）外，还

需调用 OSSchedRoundRobinCfg() 函数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和配置相关指标。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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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2 

 

OSSchedRoundRobinCfg()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50 OS_TaskResume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SchedRoundRobinCfg (CPU_BOOLEAN   en, 

                          OS_TICK         dflt_time_quanta, 

OS_ERR        *p_err); 

功

能 

配置时间片轮转调度。 

参

数 

en 使能 /禁用事

件片轮转调度 

DEF_ENABLED 使能事件片轮转调度。 

DEF_DISABLED 禁用事件片轮转调度。 

dflt_time_quanta 设置默认

时间片 

>0 把 dflt_time_quanta 设为默认时间片值。 

=0 把系统默认值 OSCfg_TickRate_Hz / 10 设为默认时间

片值。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配置成功。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当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 = 0u 时，不能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SchedRoundRobinCfg()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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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3 OSSchedRoundRobinCfg() 函数 

 

14.1.7 OSSchedRoundRobinYield () 

一个任务也可以主动放弃时间片，当一个任务已经完成要执行的事情后，也可以主动放

弃时间片，提前退出运行，让就绪列表（处于就绪状态的同一优先级任务）的下一个任务提

前运行。但是，如果就绪列表中只有一个任务，该任务无法放弃时间片。一个任务放弃时间

片使用 OSSchedRoundRobinYield () 函数，OSSchedRoundRobinYield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51 OSSchedRoundRobinYield () 

函

数

原

型 

OSSchedRoundRobinYield (OS_ERR  *p_err); 

功

能 

放弃时间片。 

参

数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调用成功。 

OS_ERR_ROUND_ROBIN_1 当前优先级的就绪列表中只

有一个任务（当前任务）。 

OS_ERR_ROUND_ROBIN_DISABLED 未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 

OS_ERR_SCHED_LOCKED 调度器被锁。 

OS_ERR_YIELD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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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不能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SchedRoundRobinYield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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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4 OSSchedRoundRobinYield () 函数 

 

14.1.8 OSTaskTimeQuantaSet () 

在创建任务的时候，可以通过设置参数 time_quanta 来设置任务的时间片。在创建完任

务后，还可以通过 OSTaskTimeQuantaSet () 函数调整任务的时间片。OSTaskTimeQuantaSet () 

函数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52 OSTaskTimeQuantaSet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TimeQuantaSet (OS_TCB   *p_tcb, 

                         OS_TICK   time_quanta, 

                         OS_ERR   *p_err); 

功

能 

设置一个任务的时间片。 

 

参

数 

p_tcb 目标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指针，0 表自身。 

time_quanta 时间片（单位：

时钟节拍） 

>0 把 time_quanta 设为任务的时间片。 

=0 把时间片默认值设为任务的时间片。 

p_err 返 回 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调用成功。 

OS_ERR_SET_ISR 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不能在中断中调用该函数。 

 

OSTaskTimeQuantaS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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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5 OSTaskTimeQuantaSet () 函数 

 

14.1.9 OSTaskRegSet () 

UC/OS-III 允许任务拥有给用户自己使用的任务寄存器。所谓任务寄存器，其实就是在任

务的任务控制块里增加一个无符号 32 位整型的数组，用来给用户存放一些任务相关的数据。

在创建任务时，会将任务寄存器全部置 0 。要使用任务寄存器，还得事先通过

OS_CFG_TASK_REG_TBL_SIZE（位于“os_cfg.h”）定义任务的任务寄存器数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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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6 

 

通过 OSTaskRegSet () 函数可以设置一个任务的任务寄存器的值。OSTaskRegSet () 函数

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53 OSTaskRegSet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TaskRegSet (OS_TCB     *p_tcb, 

                  OS_REG_ID   id, 

                  OS_REG      value, 

                  OS_ERR     *p_err); 

功

能 

设置一个任务的某个任务寄存器的值。 

 

参

数 

p_tcb 目标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指针，0 表自身。 

id 任务寄存器的 id，取值范围为[ 0，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 1 ]。 

value 设置任务寄存器的内容。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调用成功。 

OS_ERR_REG_ID_INVALID Id 不在[ 0，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 

1 ]内。 

返

回

值 

无。 

注

意

事

项 

 id 必须不超出[ 0，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 1 ]。 

 

OSTaskRegS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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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7 OSTaskRegSet () 函数 

 

14.1.10 OSTaskRegSet () 

UC/OS-III 允许任务拥有给用户自己使用的任务寄存器。所谓任务寄存器，其实就是在任

务的任务控制块里增加一个无符号 32 位整型的数组，用来给用户存放一些任务相关的数据。

要使用任务寄存器，还得事先通过 OS_CFG_TASK_REG_TBL_SIZE（位于“os_cfg.h”）定义任

务的任务寄存器数目，如下所示。 

 

图 14-18 

 

通过 OSTaskRegGet () 函数可以获取一个任务的任务寄存器的值。OSTaskRegSet ()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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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54 OSTaskRegSet () 

函

数

原

型 

OS_REG  OSTaskRegGet (OS_TCB     *p_tcb, 

                     OS_REG_ID   id, 

                     OS_ERR     *p_err); 

功

能 

获取一个任务的某个任务寄存器的值。 

 

参

数 

p_tcb 目标任务的任务控制块指针，0 表自身。 

id 任务寄存器的 id，取值范围为[ 0，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 1 ]。 

p_err 返回错

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调用成功。 

OS_ERR_REG_ID_INVALID Id 不在[ 0，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 

1 ]内。 

返

回

值 

 0，获取的任务寄存器的值为 0（p_err == OS_ERR_NONE），或有错误（p_err != 

OS_ERR_NONE）。 

 其他，获取的任务寄存器的值。 

注

意

事

项 

 id 必须不超出[ 0，OS_CFG_TASK_REG_TBL_SIZE – 1 ]。 

 

OSTaskRegG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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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9 OSTaskRegGet () 函数 

 

14.2 实例演示 

14.2.1 实例 1 

任务的创建和使用在前面实例中均有出现，本节实例着重演示任务的挂起和恢复，另外

还有其他函数的使用。本节实例创建 LED1、LED2 和 LED3 三个应用任务，三个任务的优先

级均是 3，本实例使用时间片轮转调度它们运行。系统开始运行后，三个任务均每隔 1s 切

换一次自己的 LED 灯的亮灭状态。当 LED2 和 LED3 两个任务切换 5 次后就均挂起自身，停

止切换。而 LED1 依然继续切换 LED1，当 LED1 切换 10 次时，会恢复 LED2 和 LED3 两个任务

运行。依此循环。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图 14-20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LED，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照前面相关

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起始任务 AppTaskStart() 中，在创建应用任务前，配置了时间片轮转调度的指标。 

 图 14-21 配置时间片轮转调度 

 

LED1 任务的任务函数 AppTaskLed1 () 的定义如下。LED1 切换 10 次后就帮助恢复 LED2

和 LED3 任务。任务中使用任务寄存器来计数 LED1 的切换次数，LED2 和 LED3 任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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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22 AppTaskLed1 () 任务函数 

 

LED2 任务的任务函数 AppTaskLed2 () 的定义如下。LED2 切换 5 次后就挂起自身，停止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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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23 AppTaskLed2 () 任务函数 

 

LED3 任务的任务函数 AppTaskLed3 () 的定义如下。LED3 和 LED2 任务是一样的，LED3

切换 5 次后就挂起自身，停止运行。 

 

 图 14-24 AppTaskLed3 () 任务函数 

 

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板，运行程序。用户可以看到，一开始 LED1、LED2

和 LED3 均每隔 1s 切换一次亮灭状态，当 LED2 和 LED3 均切换 5 次时，就停止切换。而 L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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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切换，待 LED1 切换 10 次时，LED2 和 LED3 又得以继续切换。依此循环。 

 

14.3 章末总结 

任务管理是 uC/OS 操作系统的核心技术。uC/OS-III 允许两个任务拥有相同的优先级，而

且可以使用时间片轮转调度同优先级任务运行。 

使用 OSTaskCreate () 函数就可以创建一个任务。OSTaskSuspend () 函数用于挂起一个任

务，使用该函数可以多次挂起一个任务，也就是嵌套挂起。但是嵌套多少次，就必须使用相

同次数 OSTaskResume () 函数来解嵌该任务，使该任务恢复被挂起前的状态。创建任务时，

可以通过设置有关参数给定任务的优先级，在创建完任务后，还可以使用 OSTaskChangePrio 

() 函数修改任务的优先级。当一个任务不再使用时，可以使用 OSTaskDel() 函数将其删除。 

当应用程序中使用到相同优先级的任务时，建议使用时间片轮转调度它们。要使用时间

片轮转调度功能，需要调用 OSSchedRoundRobinCfg() 函数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和配置默认

时间片大小。在创建任务时，可以通过设置有关参数给定任务的时间片，在创建完任务后，

还可以使用 OSTaskTimeQuantaSet () 函数修改任务的时间片。当一个任务提前完成要处理的

事情时，也可以调用 OSSchedRoundRobinYield () 函数主动放弃剩余的时间片，让下一个就绪

的同优先级任务提前运行，但前提是该优先级就绪列表中不止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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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中断管理 

在 uC/OS 系统中，中断相当于一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中断一般用于处理比较紧急的

事件，而且只做简单处理，例如标记该事件，带退出中断后再做详细处理。在使用 uC/OS

系统时，一般建议使用信号量、消息或事件标志组等标志中断的发生，将这些内核对象发布

给处理任务，处理任务再做详细处理。 

15.1 原理简述 

在使用 uC/OS 系统时，一般建议使用信号量、消息或事件标志组等标志事件的发生，

将事件发布给处理任务，处理任务再做纤细处理。在使用 uC/OS 系统时，中断的处理一般

是先在中断服务函数中通过发布信号量、消息或事件标志组等内核对象来标志中断的发生，

等退出中断后再由相关处理任务详细处理中断。根据这些内核对象的发布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在中断中直接发布，另一种是退出中断后再发布，也就是中断延迟发布。通过

宏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位于“os_cfg.h”）可以使能或禁用中断延迟发布，如

下所示。 

 

图 15-1 使能或禁用中断延迟发布 

 

使能中断延时发布，可以将中断级任务转换成任务级任务，而且在进入临界段时也可以

使用锁调度器代替关中断，这就大大减小了关中断时间，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在前面

提到的 OSTimeTick()、OSSemPost()、OSQPost()、OSFlagPost()、OSTaskSemPost()、OSTaskQPost()、

OSTaskSuspend()和 OSTaskResume() 这些函数，在使能中断延时发布后，如果在中断中调用

这些函数，不会直接执行相关功能操作，而是先使用 OS_IntQPost() 函数（位于“os_int.c”）

把这些事件发布到中断队列记录起来，待退出中断后，就会调度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中断延迟

提交任务 OS_IntQTask() 函数（位于“os_int.c”）真正处理这些事件。 

OS_IntQPost()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int.c”。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289 
 

 

 

 

图 15-2 OS_IntQPost () 函数 

 

OS_IntQTask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i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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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OS_IntQTask () 函数 

 

在执行任务 OS_IntQTask () 时真正起到提交作用的是 OS_IntQRePost() 函数，

OS_IntQRePost()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os_i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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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OS_IntQRePost () 函数 

 

15.1.1 OSIntEnter () 

任务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时需要首先调用 OSIntEnter () 函数标记进入中断，方便中断嵌

套管理。OSIntEnter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55 OSIntEnter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IntEnter (void); 

功

能 

标记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无。 

 

OSIntEnter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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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OSIntEnter () 函数 

 

15.1.2 OSIntExit () 

与 OSIntEnter () 函数相对应，任务在退出中断服务函数时需要首调用 OSIntExit () 函数

标记退出中断，方便中断嵌套管理。OSIntExit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56 OSIntExit () 

函

数

原

型 

void  OSIntExit (void); 

功

能 

标记退出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无。 

 

OSIntExit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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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 OSIntExit () 函数 

 

15.1.3 CPU_IntDisMeasMaxGet () 

关中断时间是嵌入式程序设计一个很重要的参数，uC/OS 系统也提供了测量关中断时间

的机制。要使用测量关中断时间机制，必须事先使能该机制（位于“cpu_cfg.h”），如下所示。 

 

图 15-7 

 

要测量关中断时间，除了要使能测量关中断时间功能外，还须在程序初始化时调用

CPU_Init() 函数，该函数里面包括用于初始化测量关中断时间的 CPU_IntDisMeasInit() 函数。

CPU_Init() 函数一般在起始任务的初始化部分调用，如下所示。 

 

图 15-8 

 

使用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可以获取整个程序目前的最大关中断时间，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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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57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

数

原

型 

CPU_TS_TMR  CPU_IntDisMeasMaxGet (void); 

功

能 

获取整个程序目前的最大关中断时间。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整个程序目前的最大关中断时间（时间戳时间）。 

注

意

事

项 

 返回值是一个以 CPU 时钟运行的计数值，通过 BSP_CPU_ClkFreq() 函数可以获取

CPU 时钟频率。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的定义也位于“cpu_core.c 

 

图 15-9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中调用了 CPU_IntDisMeasMaxCalc() 函数将测量的最大

关中断减去测量时间，得到更加纯净的最大关中断时，CPU_IntDisMeasMaxCalc() 函数的定

义也位于“cpu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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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0 CPU_IntDisMeasMaxCalc() 函数 

 

15.1.4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uC/OS 除了提供测量整个程序的最大关中断时间的用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外，

还提供了测量某程序段运行过程中的最大关中断时间的功能函数。要使用该功能，同样需要

进行跟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一样的初始化。使用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和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两个函数可以实现测量某程序段运行过程中的最大关中断时间。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函数为开始测量程序段的最大关中断进行初始化工作，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函数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58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函

数

原

型 

CPU_TS_TMR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void); 

功

能 

开始测量一个程序段的最大关中断时间。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上一次测量的程序段最大关中断时间（时间戳时间）。 

注

意

事

项 

 返回值是一个以 CPU 时钟运行的计数值，通过 BSP_CPU_ClkFreq() 函数可以获取

CPU 时钟频率。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cpu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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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1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函数 

15.1.5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 

与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函数相对应，CPU_IntDisMeasMaxCurGet() 函数是配

合其完成测量程序段的最大关中断时间。CPU_IntDisMeasMaxCurGet() 函数用于结束程序段

的最大关中断时间的测量，并返回测量的时间。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函数的信息如下所示。 

 

表 59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 

函

数

原

型 

CPU_TS_TMR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void) 

功

能 

结束一个程序段的最大关中断时间的测量。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测量的程序段最大关中断时间（时间戳时间）。 

注

意

事

项 

 返回值是一个以 CPU 时钟运行的计数值，通过 BSP_CPU_ClkFreq() 函数可以获取

CPU 时钟频率。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 函数的定义位于“cpu_cor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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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2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 函数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 函数跟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一样调用了

CPU_IntDisMeasMaxCalc() 函数将测量的最大关中断减去测量时间，得到更加纯净的最大关

中断时，CPU_IntDisMeasMaxCalc() 函数的定义位于“cpu_core.c”。 

 

图 15-13 CPU_IntDisMeasMaxCalc() 函数 

 

15.2 实例演示 

15.2.1 实例 1 

本实例实现串口 USART1 的接收中断和按键 KEY1 的 EXIT 外部中断。当 USART1 在中断

中接收到数据时发给串口任务 AppTaskUsart() 打印出来，实现串口回显。当按键 KEY1 触发

EXIT 中断时，把中断信号发给按键任务 AppTaskKey()，该任务获取并打印最大关中断时间。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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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4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USART 和 EXIT，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stm32f4xx_it.c”文件定义了串口接收中断和 KEY1 中断。串口接收中断服务函数的

定义如下。中断发生后，该中断服务函数把接收数据通过任务消息发送给任务 AppTaskUsart()

打印，消息存放在内存分区 mem。 

 图 15-15 USART1 接收中断服务函数 

 

KEY1 中断服务函数的定义如下。中断发生后，该中断服务函数通过任务信号量通知任

务 AppTaskKey()，任务 AppTaskKey() 就打印最大关中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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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16 KEY1 中断服务函数 

 

串口任务 AppTaskUsart () 的定义如下。该任务接收到 USART1 接收中断发送过来的任务

消息后，就打印任务消息的内容，实现串口回显。 

 图 15-17 AppTaskUsart () 任务函数 



       《µC/OS-III应用开发指南》基于 STM32F4 系列 

301 
 

 

按键任务 AppTaskKey() 的定义如下。该任务接收到任务信号量后，就获取和打印目前

最大关中断时间。 

 图 15-18 AppTaskKey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在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区发送数据（<=70 字节），接收区会立即返回该

数据。按下 KEY1，串口会打印目前统计的最大关中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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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9 串口调试助手 

 

上面调试是在没有使能中断延迟发布的情况进行的，下面使能中断延迟发布，即使能

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位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重新调试程序。 

 

图 15-20 使能中断延迟发布 

 

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板，运行程序。操作步骤不变，可以发现最大关中

断时间几乎为 0，大大的减小了。这就是因为，在使能中断延迟发布的情况下，很多中断级

任务转换成了任务级任务，大大减小了关中断时间。减小了关中断时间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实

时性，所以建议用户开发时尽量使能中断延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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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1 串口调试助手 

 

15.3 章末总结 

uC/OS 操作系统的中断管理主要分为禁用和使能中断延迟发布两种模式，“延迟”主要

体现在时基中断的处理，在中断中发布内核对象，在中断中挂起任务或回复任务时的处理方

式不同。在禁用中断延迟发布时，会立即执行这些操作。而在使能中断延迟发布时，会在退

出中断后立即执行这些操作，把中断级任务转换成任务级任务，这可以大大减小系统的关中

断时间，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实时性。因此，建议用户在使用 uC/OS 操作系统时使能中断延

迟发布。 

出于 uC/OS 操作系统中断管理的要求，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时必须调用 OSIntEnter () 函

数标记进入一个中断，在退出中断服务时也要相应调用 OSIntExit () 函数标记退出一个中断。 

使用 CPU_IntDisMeasMaxGet () 函数可以获取整个程序目前的最大关中断时间。若要获

得某段程序运行过程中的最大关中断时间，在该程序段前调用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 

函 数 为 开 始 测 量 程 序 段 的 最 大 关 中 断 进 行 初 始 化 ， 在 程 序 段 结 尾 处 调 用

CPU_IntDisMeasMaxCurGet() 函数皆可以结束测量和返回程序段的最大关中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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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统计信息 

uC/OS 系统提供了很多系统运行时的统计信息，方便用户了解系统的运行情况。 

16.1 原理简述 

16.1.1 统计任务 

uC/OS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统计任务，用于统计 CPU 使用率和任务堆栈的用量。用户

在使用统计任务前，必须先使能它，统计任务的使能位于“os_cfg.h”。 

 

图 16-1 使能统计任务 

 

如果要在统计任务中检测任务堆栈，还得额外使能 OS_CFG_STAT_TASK_STK_CHK_EN（位

于“os_cfg.h”），如下图所示。对于需要进行任务堆栈检测的任务，在其被 OSTaskCreate()

函数创建时，选项参数 opt 还需包含 OS_OPT_TASK_STK_CHK。 

 

图 16-2 使能检测堆栈 

 

统计任务的任务函数为 OS_StatTask()，其定义位于“os_stat.c”。在任务中计算了整体

CPU 使用率，各个任务的 CPU 使用率和各个任务的堆栈用量。CPU 使用率和其最大记录分

别保存于全局变量 OSStatTaskCPUUsage 和 OSStatTaskCPUUsageMax，一个任务的 CPU 使用

率和其最大记录分别保存于其任务控制块的 CPUUsage 和 CPUUsageMax 成员，一个任务的

任务堆栈的空闲大小和已用大小分别保存于其任务控制块的 StkFree 和 StkUsed 成员。需要

注意，OSStatTaskCPUUsage、 OSStatTaskCPUUsageMax、CPUUsage 和 CPUUsageMax 均被放

大了 10000 倍，所以这几个值缩小 10000 倍后才是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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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统计任务 OS_StatTask() 

 

在统计任务 OS_StatTask()中，如果使能了检测堆栈，就调用 OSTaskStkChk () 函数计算任

务的任务堆栈的空闲大小和已用大小，单位为 CPU_STK。OSTaskStkChk () 函数的定义位于

“os_tas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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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 OSTaskStkChk () 函数 

 

16.1.2 CPU 主频 

使用 BSP_CPU_ClkFreq() 函数可以返回 CPU 的工作频率（单位：Hz），时间戳就是以这

个频率计数的，用户在将时间戳转换成国际时间单位时，需要除以这个频率，在前面的诸多

例程中，已经演示过这些功能的使用。BSP_CPU_ClkFreq()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60 BSP_CPU_ClkFreq () 

函

数

CPU_INT32U  BSP_CPU_ClkFreq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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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功

能 

获取 CPU 主频。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CPU 的主频（单位：HZ），即 HCLK 时钟频率。 

 

BSP_CPU_ClkFreq() 函数的定义位于“bsp.c”。 

 

图 16-5 BSP_CPU_ClkFreq() 函数 

 

16.1.3 uC/OS 版本号 

使用 OSVersion () 函数可以获取 uC/OS 系统的版本号，版本号格式为“Vx.yy.zz”，返回

的版本号是一个被去掉“.”符号的整数，例如版本号为“V3.01.02”就返回 30102。OSVersion 

() 函数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61 OSVersion () 

函

数

原

型 

CPU_INT16U  OSVersion (OS_ERR  *p_err); 

功

能 

获取 CPU 主频。 

参

数 

p_err 返回错误类型 OS_ERR_NONE 无错误。 

返

回

值 

 0，有错误，获取 uC/OS 系统版本号失败。 

 其他值，uC/OS 系统版本号。 

注

意

事

项 

 返回的版本号是一个被去掉“.”符号的整数，用户需要自行处理获取真实的版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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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Version () 函数的定义位于“os_core.c”。 

 

图 16-6 OSVersion () 函数 

 

其中 OS_VERSION 其实就是一个宏常量，是一个定义版本号的宏，其定义位于“os.h”。 

 

图 16-7 OS_VERSION 的定义 

 

16.1.4 其他统计信息 

除了前面讲述的统计信息外，uC/OS 系统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统计信息。前一章讲述的

最大关中断时间就是个很重要参数。此外，全局变量 OSTaskCtxSwCtr 记录了任务切换总次数，

OSTaskQty 记 录 了 被 创 建 任 务 的 数 目 ， OSSchedLockTimeMax （ 需 使 能

OS_CFG_SCHED_LOCK_TIME_MEAS_EN，位于“os_cfg.h”）记录了调度器被锁的最大时间，

OSIntQNbrEntriesMax 记录了中断队列成员被使用的最大数目，OSFlagQty 记录了事件标志组

对象的数目，OSMemQty 记录了内存管理（分区）对象的数目，OSMutexQty 记录了互斥信

号量对象的数目，OSQQty 记录了消息队列对象的数目，OSSemQty 记录了多值信号量对象

的数目，等等。 

16.2 实例演示 

16.2.1 实例 1 

本实例沿用上一章“中断管理”的实例 1，除打印最大关中断时间外，还打印本章讲述

的诸多统计信息。另外用户可以对比，在没有使用串口回显和使用串口回显后串口任务的

CPU 最大使用率的区别。 

该例程已经存放在配套资料的下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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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 例程路径 

 

本例程需用使用 USART 和 EXIT，所以工程中需要添加其驱动文件和初始化。用户可参

照前面相关实例，这里不再赘述。 

在“stm32f4xx_it.c”文件定义了串口接收中断和 KEY1 中断。串口接收中断服务函数的

定义如下。中断发生后，该中断服务函数把接收数据通过任务消息发送给任务 AppTaskUsart()

打印，消息存放在内存分区 mem。 

 图 16-9 USART1 接收中断服务函数 

 

KEY1 中断服务函数的定义如下。中断发生后，该中断服务函数通过任务信号量通知任

务 AppTaskKey()，任务 AppTaskKey() 就打印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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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10 KEY1 中断服务函数 

 

串口任务 AppTaskUsart () 的定义如下。该任务接收到 USART1 接收中断发送过来的任务

消息后，就打印任务消息的内容，实现串口回显。 

 图 16-11 AppTaskUsart () 任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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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AppTaskKey() 的定义如下。该任务接收到任务信号量后，就获取和打印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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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12 AppTaskKey () 任务函数 

 

把 STM32 的 USART1 连接至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编译和下载程序到秉火 STM32 开发

板，运行程序。用户先不要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向 STM32 发送数据，按下 KEY1，打印统计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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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3 串口调试助手 

 

其中可以看到，串口任务的 CPU 最大使用率为 0.0%，也就是说串口任务没运行过，这

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当前还没使用过串口回显功能，串口任务根本没工作过。使用串口

调试助手向 STM32 发送数据，再打印统计信息，如下，可以发现，串口任务的 CPU 最大使

用率变成 0.59%，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刚刚向 STM32 发送数据时就触发了串口任务的

运行。 

 

图 16-14 串口调试助手 

 

16.3 章末总结 

uC/OS 操作系统为用户提供了很多统计信息，方便用户了解系统的运行情况。其中系统

内部的统计任务为用户提供了所有应用任务的 CPU 使用率 OSStatTaskCPUUsage 和最大使用

率OSStatTaskCPUUsageMax，每个任务的CPU 使用率 CPUUsage和最大使用率CPUUsageMax，

每个任务的任务堆栈的空闲大小 StkFree 和已用大小 StkUsed。某个任务的统计信息一般存

放于其任务控制块的相应成员里，整体的统计信息一般存放于全局变量。 

通过 BSP_CPU_ClkFreq() 函数可以获取 CPU 的工作主频，时间戳就是以该频率作为时钟

的一个计数值。 

通过 OSVersion () 函数可以获取 uC/OS 系统的版本号，获取到版本号是个去掉“.”符号

的整型值，还需做相应处理将其转换为标准的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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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 CPU_IntDisMeasMaxGet ()函数可以获取最大关中断时间。全局变量

OSSchedLockTimeMax 记录了调度器被锁的最大时间，全局变量 OSTaskCtxSwCtr 记录了任务

切换总次数，OSTaskQty 记录了被创建任务的数目， OSIntQNbrEntriesMax 记录了中断队列

成员被使用的最大数目，OSFlagQty 记录了事件标志组对象的数目，OSMemQty 记录了内存

管理（分区）对象的数目，OSMutexQty 记录了互斥信号量对象的数目，OSQQty 记录了消息

队列对象的数目，OSSemQty 记录了多值信号量对象的数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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