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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本⽂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如果您阅读
或使⽤本⽂档，您的阅读或使⽤⾏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云⽹站或阿⾥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档，且仅能⽤于⾃⾝的合法

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档的内容视为阿⾥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云
事先书⾯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披露本⼿册内容或提供给任何第三⽅使⽤。

2. 未经阿⾥云事先书⾯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不得擅⾃摘抄、翻译、复制本⽂档内容的部分
或全部，不得以任何⽅式或途径进⾏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云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
提⽰下对本⽂档的内容进⾏修改的权利，并在阿⾥云授权通道中不时发布更新后的⽤⼾⽂档。您
应当实时关注⽤⼾⽂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云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档。

4. 本⽂档仅作为⽤⼾使⽤阿⾥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云以产品及服务的“现状”、“有
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档。阿⾥云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最⼤努⼒提供相应的介
绍及操作指引，但阿⾥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性、可靠性等不作
任何明⽰或暗⽰的保证。任何单位、公司或个⼈因为下载、使⽤或信赖本⽂档而发⽣任何差错或
经济损失的，阿⾥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
惩戒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使⽤或信赖本⽂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
责任（即使阿⾥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云⽂档中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架构设计、⻚⾯布局、⽂字描述，均由阿⾥云
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
⾮经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书⾯同意，任何⼈不得擅⾃使⽤、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
散布、发⾏或公开发表阿⾥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云事先书⾯同意，任何⼈
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告、促销或其他⽬的使⽤、公布或复制阿⾥云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单独
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云”、“Aliyun”、“万⽹”等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
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
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能够识别阿⾥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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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约定
格式 说明 样例

该类警⽰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变更甚
⾄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果。 禁⽌:

重置操作将丢失⽤⼾配置数据。
该类警⽰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变
更甚⾄故障，或者导致⼈⾝伤害等结
果。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分钟。

⽤于警⽰信息、补充说明等，是⽤⼾
必须了解的内容。 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
新请求。

⽤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
等，不是⽤⼾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 > ⽹络 > 设置⽹络类型。
粗体 表⽰按键、菜单、⻚⾯名称等UI元

素。
在结果确认⻚⾯，单击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 执⾏cd /d C:/window命令，进
⼊Windows系统⽂件夹。

斜斜 表⽰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或者[a|b] 表⽰可选项，⾄多选择⼀个。 ipconfig [-all|-t]

{}或者{a|b} 表⽰必选项，⾄多选择⼀个。 switch {active|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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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存管理
内存管理是指软件运⾏时系统内存资源的分配和使⽤的技术。其最主要的⽬的是如何⾼效、快速的
分配，并且在适当的时候释放和回收内存资源。

API列表
API名称 说明
aos_malloc() 从系统堆中分配内存给⽤⼾
aos_zalloc() 从系统堆中分配内存区域给⽤⼾，并且将分配的内存初始化为0
aos_calloc() 从系统堆中分配连续的块内存区域给⽤⼾，并且将分配的内存初

始化为0
aos_realloc() 重新调整之前调

⽤aos_malloc(aos_calloc、aos_zalloc)所分配的内存块
的⼤小

aos_free() 释放分配的内存
aos_malloc()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malloc(unsigned int size)

描述 从系统堆中分配size字节内存区域
参数 size：要分配内存区域的字节数
返回值 如果分配成功，返回所分配的内存区域起始地址指针；如果失

败，返回NULL
调⽤⽰例
char *ptr = NULL;
unsigned int size = 64;

ptr = (char*)aos_malloc(size);
if (NULL == ptr) {
    printf("aos_malloc failed\r\n");
    ...
}

aos_zalloc()
定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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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zalloc(unsigned int size)

描述 从系统堆中分配size字节内存区域，并将内存初始化填充0
参数 size：要分配内存区域的字节数
返回值 如果分配成功，返回所分配的内存区域起始地址指针；如果失

败，返回NULL
调⽤⽰例
char *ptr = NULL;
unsigned int size = 64;

ptr = (char*)aos_zalloc(size);
if (NULL == ptr) {
    printf("aos_zalloc failed\r\n");
}

aos_calloc()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calloc(unsigned int nitems, unsigned 

int size)

描述 从系统堆中分配nitems * size字节连续内存区域，并将内存
区域初始化填充0

参数 • nitems： 要分配内存区域单元个数
• size：每个内存区域单元的字节数

返回值 如果分配成功，返回所分配的内存区域起始地址指针；如果失
败，返回NULL

调⽤⽰例
char *ptr = NULL;
unsigned int size = 64;
unsigned int n = 10;

ptr = (char*)aos_calloc(n, size);
if (NULL == ptr) {
    printf("aos_calloc failed\r\n");
}

aos_realloc()
定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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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realloc(void *mem, unsigned int size)

描述 判断mem指针是否为NULL。
• 如果mem指针为NULL，则新分配size⼤小的内存区域。
• 如果mem指针⾮NULL,先判断原指针mem是否有⾜够的连续空

间。
- 如果有，扩⼤mem指向的地址，并且将mem指针返回。
- 如果空间不够，按照size指定的⼤小分配空间（size的

⼤小可以⽐原mem内存⼤，也可以⽐原mem内存小）。
在分配成功的前提下，将原有数据从mem指向的内存区域拷⻉到
新分配的内存区域，而后释放原来mem所指内存区域，同时返回
新分配的内存区域的⾸地址，若分配失败，则不释放原来的内存
区域，并返回NULL。
对于拷⻉数据的⼤小，如果新分配的内存区域size⽐原来mem指
向内存区域⼤，则只拷⻉原来mem指向内存区域⻓度字节数据到
新分配的内存区域；否则，只拷⻉size字节的数据到新分配的
内存区域。

参数 • mem： 原内存区域起始地址指针
• size : 本次操作期望新分配的内存区域⼤小

返回值 如果分配成功，返回新分配的内存区域起始地址指针；如果失
败，返回NULL

调⽤⽰例
char *ptr = NULL;
char *newptr = NULL;
unsigned int size = 64;

ptr = (char*)aos_malloc(size);
if (NULL == ptr) {
    printf("aos_malloc failed\r\n");
    ...
}
...
size = 100;
newptr = (char*)aos_realloc(ptr, size);
if (NULL == ptr) {
    printf("aos_realloc failed\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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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s_fre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free(void *mem)

描述 将从系统堆中分配的内存区域释放
参数 mem：要释放的内存区域起始地址指针
返回值 ⽆

调⽤⽰例
char *ptr = NULL;
unsigned int size = 64;

ptr = (char*)aos_malloc(size);
if (NULL == ptr) {
    printf("aos_malloc failed\r\n");
    ...
}
...
if(NULL != ptr)
aos_free(p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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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管理
现代操作系统都建⽴在任务的基础上，任务是rhino中代码的⼀个基本执⾏环境，有的操作系统也
称之为线程（thread）。

概述
多任务的运⾏环境提供了⼀个基本机制让上层应⽤软件来控制/反馈真实的/离散的外部世界，从宏
观上可以看作单个CPU执⾏单元上同时执⾏多个任务，微观上看，CPU快速地切换任务来执⾏。
Rhino实时操作系统⽀持多任务机制。
每个任务都具有上下⽂（context），上下⽂context是指当任务被调度执⾏的时候此任务
能看⻅的CPU资源和系统资源，当发⽣任务切换的时候，任务的上下⽂被保存在任务控制
块（ktask_t）中，这些上下⽂包括当前任务的CPU指令地址（PC指针）、当前任务的栈空间、当
前任务的CPU寄存器状态等。
任务管理功能的相关源码位于：/kernel/rhino/core/⽬录中。
头⽂件内容包含如下：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kernel.h>
#include "k_task.h"

API列表
API名称 说明
aos_task_new() 动态创建⼀个任务，任务句柄不返回，创建完后⾃动运⾏
aos_task_new_ext() 态创建⼀个任务，传⼊任务句柄，并指定优先级，创建完后⾃动

运⾏
aos_task_exit() 任务⾃动退出
aos_task_delete() 任务删除
aos_task_name() 返回任务名
aos_task_key_create() 返回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前⽤于yloop，2.1版

本后不⽤于yloop）
aos_task_key_delete() 删除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前⽤于yloop，2.1版

本后不⽤于yloop）
aos_task_setspecific() 设置当前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某索引空闲块内容（⽬前⽤于

yloop，2.1版本后不⽤于y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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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名称 说明
aos_task_getspecific() 获取当前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某索引数据块内容（⽬前⽤于

yloop，2.1版本后不⽤于yloop）
aos_msleep() 任务挂起若⼲毫秒

aos_task_new()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ask_new(const char *name, void (*fn)(

void *), void *arg, int stack_size)

描述 • 动态创建⼀个任务，任务句柄不返回，创建完后⾃动运⾏
• 采⽤默认优先级AOS_DEFAULT_APP_PRI
• 受宏RHINO_CONFIG_KOBJ_DYN_ALLOC开关控制

⼊参 • name：任务名
• fn：任务处理函数
• Arg: 任务处理函数参数
• stack_size：任务栈⼤小（单位：字节）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0表⽰成功，返回其它值表⽰失败
aos_task_new_ex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ask_new_ext(aos_task_t *task, const 

char *name, void (*fn)(void *), void *arg, int 
stack_size, int prio)

描述 • 动态创建⼀个任务，传⼊任务句柄，并指定优先级，创建完
后⾃动运⾏

• 受宏RHINO_CONFIG_KOBJ_DYN_ALLOC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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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参 • task：任务句柄

• name：任务名
• fn：任务处理函数
• Arg: 任务处理函数参数
• stack_size：任务栈⼤小（单位：字节）
• Prio：任务运⾏优先级 （范围：0~ RHINO_CONF

IG_PRI_MAX-2; RHINO_CONFIG_PRI_MAX-1为idle
任务）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0表⽰成功，返回其它值表⽰失败
aos_task_exi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task_exit(int code)

描述 • 任务⾃动退出
• 受宏RHINO_CONFIG_KOBJ_DYN_ALLOC开关控制

⼊参 code：暂时⽆⽤
返回值 ⽆

aos_task_delet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ask_delete(char *name)

描述 任务删除
⼊参 name：任务名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0表⽰成功，返回其它值表⽰失败

aos_task_nam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const char *aos_task_name(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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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描述 返回任务名
⼊参 ⽆
返回值 类型：char *；任务名

aos_task_key_creat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ask_key_create(aos_task_key_t *key)

描述 • 返回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
• 范围：0~RHINO_CONFIG_TASK_INFO_NUM-1
• 每索引块可存放⼀个void*地址

出参 Key: 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0表⽰成功，返回其它值表⽰失败

aos_task_key_delet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task_key_delete(aos_task_key_t key)

描述 • 删除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
• 范围：0~RHINO_CONFIG_TASK_INFO_NUM-1

出参 Key: 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
返回值 ⽆

aos_task_setspecific()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ask_setspecific(aos_task_key_t key, 

void *vp)

描述 • 设置当前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某索引空闲块内容
• 受宏RHINO_CONFIG_TASK_INFO开关控制
• 范围：0~RHINO_CONFIG_TASK_INFO_N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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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参 Vp: 需要存放进⼊任务私有空闲区域的地址指针
出参 Key: 当前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0表⽰成功，返回其它值表⽰失败

aos_task_getspecific()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task_getspecific(aos_task_key_t key)

描述 • 获取当前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某索引数据块内容
• 受宏RHINO_CONFIG_TASK_INFO开关控制
• 范围：0~RHINO_CONFIG_TASK_INFO_NUM-1

出参 Key: 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
返回值 Void*：私有区域某索引内容

aos_msleep()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msleep(int ms)

描述 将当前任务睡眠，单位ms
参数 输⼊参数类型int，表⽰睡眠ms数
返回值 ⽆

调⽤⽰例
创建⼀个任务，获取任务名字，创建任务私有数据区域，设置私有区域内容、获取私有区域内
容，删除私有数据区域，任务退出
/* 创建任务test_task，任务栈⼤小为1024字节 */ 
aos_task_new("test_task", test_task, NULL, 1024)

static void test_task(void *paras)
{
    int ret = -1;
    int var = 0;
    aos_task_key_t task_key;
    void *task_value =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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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建任务私有数据区域*/
    ret = aos_task_key_create(&task_key);
    /* 打印任务名和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索引值*/
    printf("%s task key %d: \r\n", aos_task_name(), task_key);

    aos_msleep(10);    // 任务休眠10ms
    var = 0x5a5a;
     /* 设置当前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某索引空闲块内容 */
    ret = aos_task_setspecific(task_key, &var);

    /* 获取当前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某索引数据块内容 */
    task_value = aos_task_getspecific(taks_key);
    printf("%s task key %d: \r\n", aos_task_name(), *(int*)task_value
);

    /* 删除任务私有数据区域的空闲块索引 */
    aos_task_key_delete(task_key);

    /* 任务退出 */
    aos_task_exit(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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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时器
AliOS Things提供基本的软件定时器功能，包括定时器的创建、删除、运⾏，以及单次和周期定
时器。

概述
tick⼀般是作为任务延迟调度的内部机制，其接口主要是系统内部使⽤。对于使⽤os的应⽤软
件，也需要定时触发相关功能的接口，包括单次定时器和周期定时器。
从⽤⼾层⾯来讲，不关注底层cpu的定时机制以及tick的调度，⽤⼾希望的定时器接口是，可以创
建和使能⼀个软件接口定时器，时间到了之后，⽤⼾的钩⼦函数能被执⾏。而对于操作系统的定
时器本⾝来讲，其也需要屏蔽底层定时模块的差异。因此，在软件层次上，对于定时器硬件相关的
操作由tick模块完成，定时器（timer）模块基于tick作为最基本的时间调度单元，即最小时间周
期，来推动⾃⼰时间轴的运⾏。

API 列表
API名称 说明
aos_timer_new() 动态创建软件定时器
aos_timer_new_ext() 动态创建软件定时器
aos_timer_start() 软件定时器启动
aos_timer_stop() 软件定时器停⽌
aos_timer_change() 改变软件定时器的周期
aos_timer_free() 删除软件定时器

aos_timer_new()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imer_new(aos_timer_t *timer, void (*

fn)(void *, void *), void *arg, int ms, int 
repeat)

描述 创建⼀个定时器，并⾃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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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参 • timer：timer描述结构体指针，需要⽤⼾定义⼀个timer结

构体
• fn: 定时器处理函数
• arg：定时器处理参数
• ms：定时器超时时间（单位ms），即间隔多少时间执⾏fn
• Repeat：周期或单次（1表⽰周期，0表⽰单次）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 返回0表⽰timer创建成功，⾮0
表⽰失败

aos_timer_new_ex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imer_new_ext(aos_timer_t *timer, void

 (*fn)(void *, void *), void *arg, int ms, int 
repeat, unsigned char auto_run)

描述 创建⼀个定时器，根据auto_run参数选择是否⾃动运⾏
⼊参 • timer：timer描述结构体指针；需要⽤⼾定义⼀个timer结

构体
• arg：定时器处理参数
• fn: 定时器处理函数
• ms：定时器超时时间（单位ms），即间隔多少时间执⾏fn
• Repeat：周期或单次（1：周期，0：单次）
• auto_run：1表⽰⾃动运⾏，0表⽰不⾃动运⾏，需要⼿动

调⽤aos_timer_start才能启动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 返回0表⽰timer创建成功，⾮0

表⽰失败
aos_timer_star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imer_start(aos_timer_t *timer)

描述 启动⼀个定时器
⼊参 timer：timer描述结构体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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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timer启动成功，⾮0

表⽰失败
aos_timer_stop()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imer_stop(aos_timer_t *timer)

描述 停⽌⼀个定时器
⼊参 timer：timer描述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timer停⽌成功，⾮0

表⽰失败
aos_timer_chang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timer_change(aos_timer_t *timer, int ms

)

描述 修改⼀个定时器周期
⼊参 • timer：timer描述结构体指针

• ms：新的定时器周期，单位ms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timer修改成功，⾮0

表⽰失败
aos_timer_fre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timer_free(aos_timer_t *timer)

描述 释放⼀个定时器
⼊参 timer：timer描述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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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例
• 创建⾃动运⾏的周期执⾏定时器。

aos_timer_t  g_timer;
int ret = -1;
...

static void timer_handler(void *arg1, void* arg2)
{
    printf("timer handler\r\n");
    ...
}

/*创建定时周期为200ms的周期执⾏的定时器，并⾃动运⾏*/
ret = aos_timer_new(&g_timer, timer_handler, NULL, 200, 1);
if (ret != 0) {
    printf("timer create failed\r\n");
       ...
   }

....
/*停⽌定时器*/
aos_timer_stop(&g_timer);

....

/*启动定时器*/
aos_timer_start(&g_timer);

....

/*释放定时器*/
aos_timer_free(&g_timer);
....

• 创建不⾃动运⾏的周期执⾏定时器，并在使⽤中改变定时周期。
aos_timer_t  g_timer;
int ret = -1;
...

static void timer_handler(void *arg1, void* arg2)
{
    printf("timer handler\r\n");
    ...
}

/*创建定时周期为200ms的周期执⾏的定时器，不⾃动运⾏*/
ret = aos_timer_new_ext(&g_timer, timer_handler, NULL, 200, 0, 0);
if (ret != 0) {
    printf("timer create failed\r\n");
       ...
   }

....

/*需要⼿动启动定时器*/
aos_timer_start(&g_ti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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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定时器*/
aos_timer_stop(&g_timer);

....

/*改变定时周期为1000ms, 注意：需要在定时器未启动状态是才能修改*/
aos_timer_change(&g_timer, 1000);

/*启动定时器*/
aos_timer_start(&g_timer);

....

/*停⽌定时器*/
aos_timer_stop(&g_timer);

/*释放定时器*/
aos_timer_free(&g_ti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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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号量
本章节介绍信号量（semphore），该处理⽅式可以避免软件在访问共享资源的读写时发⽣相互影
响甚⾄冲突。

概述
对于多任务，甚⾄多核的操作系统，需要访问共同的系统资源。共享资源包括软件资源和硬件资
源，软件共享资源主要在于共享内存，包括共享变量、共享队列等等，硬件共享资源包括⼀些硬件
设备的访问，例如：输⼊\输出设备，打印机等。
为了避免软件访问共享资源的读写发⽣的相互影响甚⾄冲突，⼀般在保护共享资源时，有下列⼏种
处理⽅式。
• 开关中断：⼀般⽤于单核内多任务之间的互斥，其途径在于关闭任务的调度切换，从而达到单任

务访问共享资源的⽬的。缺点是会影响实际的中断调度效率。
• 信号量：多任务可以通过获取信号量来获取访问共享资源的“⻔禁”，可以配置信号量数⽬，让

多个任务同时获取“⻔禁”，当信号量⽆法获取时，相关任务会按照优先级排序等待信号量释
放，并让出cpu资源。信号量的缺点是存在⾼低任务优先级反转的问题。

• 互斥量：任务也是通过获取mutex来获取访问共享资源的⻔禁，但是只有⼀个任务能获取到该
互斥量。互斥量通过动态调整任务的优先级来解决⾼低优先级反转的问题。具体参⻅互斥信号
量。

API 列表
API名称 说明
aos_sem_new() 动态创建信号量
aos_sem_free() 删除信号量
aos_sem_signal() 释放⼀个sem信号量，并唤醒⼀个⾼优先级阻塞任务
aos_sem_signal_all() 释放⼀个sem信号量，并唤醒所有阻塞任务
aos_sem_wait() 信号量获得
aos_sem_is_valid() 判断信号量是否有效

aos_sem_new()
定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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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sem_new(aos_sem_t *sem, int count)

描述 动态创建⼀个sem信号量
⼊参 • sem：信号量结构体指针；需要⽤⼾定义⼀个sem结构体

• count：此sem的初始计数值，此值⼤于0，才能获取到信号
量，获取⼀次，count计数减1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信号量创建成功，⾮0
表⽰失败

aos_sem_fre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sem_free(aos_sem_t *sem)

描述 删除信号量
⼊参 sem：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

aos_sem_signal()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sem_signal(aos_sem_t *sem)

描述 释放⼀个sem信号量，并唤醒⼀个⾼优先级阻塞任务
⼊参 sem：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

aos_sem_signal_all()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sem_signal_all(aos_sem_t *sem)

描述 释放⼀个sem信号量，并唤醒所有阻塞任务
⼊参 sem：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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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返回值 ⽆

aos_sem_wai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sem_wait(aos_sem_t *sem, unsigned int 

timeout)

描述 获取⼀个sem信号量；获取不到信号量，当前任务阻塞
⼊参 • sem：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 Timeout：传⼊0表⽰不超时，⽴即返回；AOS_WAIT_F
OREVER表⽰永久等待；其他数值表⽰超时时间，单位ms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信号量获取成功，⾮0
表⽰失败（包括超时返回RHINO_BLK_TIMEOUT）

aos_sem_is_valid()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sem_is_valid(aos_sem_t *sem)

描述 判断⼀个信号量sem是否有效
⼊参 sem：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1表⽰有效，0表⽰⽆效

调⽤⽰例
假设当前任务创建⼀个信号量和⼦任务，并等待⼦任务释放信号量。
static aos_sem_t g_sem_taskexit_sync;
    unsigned int stack_size = 1024;
    int ret = -1;

    ....
    static void task1(void *arg)
    {
        ....

        /*释放信号量*/
        aos_sem_signal(&g_sem_taskexit_syn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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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任务：创建信号量，信号量初始count为0*/
    ret = aos_sem_new(&g_sem_taskexit_sync, 0);
 if (ret != 0) {
        printf("sem create failed\r\n");
           ...
 return -1;
       }

    ....
    /*判断信号量是否可⽤*/
    ret = aos_sem_is_valid(&g_sem_taskexit_sync);
    if (ret == 0) {
        printf("sem is invalid\r\n");
           ...
       }

    /*创建新任务task1*/
    ret = aos_task_new("task1", task1, NULL, stack_size);
    if (ret != 0) {
    printf("task create failed\r\n");
       ...
    }

    ....

    /*获取信号量，由于初始值为0，这⾥获取不到信号量，当前任务进⼊睡眠并发⽣切换
      参数 -1 表⽰AOS_WAIT_FOREVER，直到task1任务释放信号量*/
    aos_sem_wait(&g_sem_taskexit_sync, -1);

    /*获取到信号量，当前任务继续执⾏下去*/
    printf("task1 exit!\r\n");

    ....

    /*删除信号量*/
    aos_sem_free(&g_sem_taskexit_sync);

使⽤注意事项
• 在中断中禁⽌信号量获取检测。

信号量的获取接口在中断上下⽂调⽤很容易发⽣死锁问题。当被打断的上下⽂和打断的中断上下
⽂要获取同⼀个信号量时，会发⽣互相等待的情况。有些内核将这种判断处理交由上层软件进⾏
判断和使⽤，本内核会在take信号量检测，如果是中断上下⽂，则直接返回失败。

• 占⽤信号量⾮等待、永久等待、延时使⽤区别。
上层应⽤在获取信号量时，需要按照实际的需求，来安排信号量获取策略。
- krhino_sem_take传⼊延时ticks为0，获取不到信号量会⽴即报失败。
- ticks为全F时，会永久在此等待，直到获取到信号量，可能会造成该任务⽆法继续运⾏。
- 其他值标识最⼤延迟的时间上限，达到上限时，及时未获取到信号量，tick中断处理会将任

务唤醒，并返回状态为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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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量优先级反转问题。
优先级反转出现在⾼、中、低三个优先级任务同时访问使⽤信号量互斥资源时，可能存在的问
题。当⾼优先级的任务需要的信号量被低优先级任务占⽤时，cpu资源会调度给低优先级任务。
此时如果低优先级需要获取的另⼀个信号量被中优先级的pend任务所占⽤，那么低优先级的任
务则需要等待中优先级的任务事件到来，并释放信号量，则就出现了⾼、中优先级的任务并不是
等待⼀个信号量，但是中优先级任务先运⾏的现象。
该优先级反转的缺陷，在互斥量mutex得以解决，其途径在于动态提⾼低任务运⾏优先级来避
免任务优先级的反转问题，详细内容请参⻅互斥信号量

• 信号量整体受位于k_config.h 中的宏 RHINO_CONFIG_KOBJ_DYN_ALLOC和 
RHINO_CONFIG_SEM开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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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互斥信号量
本章节介绍互斥信号量（mutex），该处理⽅式与信号量不同，互斥信号量的获取是完全互斥
的，即同⼀时刻，mutex只能被⼀个任务获取。

概述
信号量（sem）按照起始count的配置，存在多个任务获取同⼀信号量的情况，直到count减为0
，则后续任务⽆法再获取信号量，当然sem的count初值设置为1，同样有互斥的效果。
Mutex的释放必须由占有该mutex的任务进⾏，其他任务进⾏释放，会直接返回失败。
为了解决优先级反转问题，⾼优先级的任务获取mutex时，如果该mutex被某低优先级的任务占
⽤， 会动态提升该低优先级任务的优先级等于⾼优先级，并且将该优先级值依次传递给该低优先级
任务依赖的互斥量关联的任务，以此递归下去。当某任务释放mutex时，会查找该任务的基础优先
级，以及获取到的互斥量所阻塞的最⾼优先级的任务的优先级，取两者中⾼的优先级来重新设定此
任务的优先级。
总原则：⾼优先级任务被mutex阻塞时，会将占⽤该mutex的低优先级任务临时提⾼；mutex释
放时，相应任务的优先级需要恢复。

API列表
API名称 说明
aos_mutex_new() 动态创建互斥信号量
aos_mutex_free() 删除互斥信号量
aos_mutex_lock() 请求互斥信号量
aos_mutex_unlock() 释放互斥信号量
aos_mutex_is_valid() 判断是否为有效的互斥信号量

aos_mutex_new()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mutex_new(aos_mutex_t *mutex)

描述 动态创建互斥信号量
⼊参 mutex：互斥信号量结构体指针，需要⽤⼾定义⼀个

aos_mutex_t结构体，并把该结构体指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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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互斥信号量创建成

功，⾮0表⽰失败
aos_mutex_fre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mutex_free(aos_mutex_t *mutex)

描述 删除互斥信号量
⼊参 mutex：互斥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

aos_mutex_lock()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mutex_lock(aos_mutex_t *mutex, unsigned

 int timeout)

描述 请求互斥信号量
⼊参 • mutex：互斥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 timeout：等待超时时间，单位ms。
- 0表⽰⾮阻塞请求，⽴即返回
- AOS_WAIT_FOREVER表⽰永久等待
- 其他值则等待timeout ms，超时后返回。
可通过返回值判断是否获得互斥信号量。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请求互斥信号量成
功，⾮0表⽰失败

aos_mutex_unlock()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mutex_unlock(aos_mutex_t *mutex);

描述 释放互斥信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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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参 mutex：互斥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返回0表⽰释放互斥信号量成

功，⾮0表⽰失败
aos_mutex_is_valid()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mutex_is_valid(aos_mutex_t *mutex)

描述 判断是否为有效的互斥信号量
⼊参 mutex：互斥信号量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有效或⽆效， 返回0表⽰mutex为⽆效互斥信

号量，返回1表⽰mutex为有效的互斥信号量
调⽤⽰例

#include <aos/aos.h>

aos_mutex_t test_mutex;

void task1_entry() {
    int ret = -1;
    while (1) {
        ret = aos_mutex_is_valid(&test_mutex);
        if (ret != 1) {
            return;
        }
        ret = aos_mutex_lock(&test_mutex, AOS_WAIT_FOREVER);
        if (ret != 0) {
            continue;
        }
        /*访问临界资源*/
        printf("task1 entry access critical zone\n");

        aos_mutex_unlock(&test_mutex);
    }
}

void task2_entry() {
    int ret = -1;
    while (1) {
        ret = aos_mutex_is_valid(&test_mutex);
        if (ret != 1) {
            return;
        }
        ret = aos_mutex_lock(&test_mutex, 1000);
        if (ret != 0) {
            continue;
        }
        /*访问临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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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task2 entry access critical zone\n");

        aos_mutex_unlock(&test_mutex);
    }
}

int application_start(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1;
    ret = aos_mutex_new(&test_mutex);
    if (ret != 0) {
        return;
    }
    aos_task_new("task1", task1_entry, NULL, 512);
    aos_task_new("task2", task2_entry, NULL, 512);
}

使⽤注意事项
• 只有获得互斥信号量的任务才能释放互斥信号量，中断也不能释放互斥信号量。
• 互斥信号量的请求与释放需成对使⽤，避免只有请求没有释放，导致其他任务⽆法获得互斥信号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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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队列
本章节介绍⼯作队列（workqueue），⽤⼾只需要创建⼀个workqueue，则可以完成多个挂接
不同处理函数的⼯作队列。

概述
在⼀个操作系统中，如果我们需要进⾏⼀项⼯作处理，往往需要创建⼀个任务来加⼊内核的调度队
列。⼀个任务对应⼀个处理函数，如果要进⾏不同的事务处理，则需要创建多个不同的任务。任务
作为cpu调度的基础单元，任务数量越⼤，则调度成本越⾼。⼯作队列（workqueue）机制简化
了基本的任务创建和处理机制，⼀个workqueue对应⼀个实体task任务处理，workqueue下⾯
可以挂接多个work实体。
当某些实时性要求较⾼的任务中，需要进⾏较繁重钩⼦处理时，可以将其处理函数挂接在
workqueue中，其执⾏过程将位于workqueue的上下⽂，而不会占⽤原有任务的处理资源。
workqueue还提供了work的延时处理机制，⽤⼾可以选择⽴即执⾏或是延时处理。
由此可⻅，我们在需要创建⼤量实时性要求不⾼的任务时，可以使⽤workqueue来统⼀调度；或
者将任务中实时性要求不⾼的部分处理延后到workqueue中处理。如果需要设置延后处理，则需
要使⽤work机制。另外该机制不⽀持周期work的处理。
⼯作队列功能的相关源码位于/kernel/rhino/⽬录中。（v2.1.0之前位于/kernel/rhino/

core/⽬录中）。
头⽂件内容包含如下：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kernel.h>
#include "k_workqueue.h"

API列表
API名称 说明
aos_workqueue_create() 创建⼀个⼯作队列，内部会创建⼀个任务关联workqueue
aos_work_init() 初始化⼀个work，暂不执⾏
aos_work_destroy() 删除⼀个work
aos_work_run() 运⾏⼀个work，使其在某worqueue内调度执⾏
aos_work_sched() 运⾏⼀个work，使其在默认⼯作队列g_workqueue_default

内调度执⾏
aos_work_cancel() 取消⼀个work，使其从所在的⼯作队列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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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s_workqueue_create()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workqueue_create(aos_workqueue_t *

workqueue, int pri, int stack_size)

描述 创建⼀个⼯作队列，内部会创建⼀个任务关联workqueue
⼊参 • workqueue：⼯作队列描述结构体指针；需要⽤⼾定义⼀个

workqueue结构体
• pri: ⼯作队列优先级，实际是关联任务优先级
• stack_size：任务栈⼤小（单位：字节）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
调⽤⽰例
具体请参⻅调⽤⽰例

aos_work_ini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work_init(aos_work_t *work, void (*fn)(

void *), void *arg, int dly)

描述 初始化⼀个work，暂不执⾏
⼊参 • work：work⼯作描述结构体指针；需要⽤⼾定义⼀个

work结构体
• fn：work回调处理函数
• arg：work回调处理参数
• dly：延迟处理时间，单位ms，0表⽰不延迟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
调⽤⽰例
具体请参⻅调⽤⽰例

aos_work_destroy()
定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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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work_destroy(aos_work_t *work)

描述 删除⼀个work
⼊参 work：work⼯作描述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

调⽤⽰例
具体请参⻅调⽤⽰例

aos_work_run()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work_run(aos_workqueue_t *workqueue, 

aos_work_t *work)

描述 运⾏⼀个work，使其在某worqueue内调度执⾏
⼊参 • workqueue：⼯作队列描述结构体指针

• work：需要执⾏的⼯作描述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

调⽤⽰例
具体请参⻅调⽤⽰例

aos_work_sched()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work_sched(aos_work_t *work)

描述 运⾏⼀个work，使其在默认⼯作队列g_workqueue_default
内调度执⾏

⼊参 work：需要执⾏的⼯作描述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

调⽤⽰例
具体请参⻅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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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s_work_cancel()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work_cancel(aos_work_t *work)

描述 取消⼀个work，使其从所在的⼯作队列中删除
⼊参 work：需要取消的⼯作描述结构体指针
返回值 类型：int，返回成功或失败

调⽤⽰例
具体请参⻅调⽤⽰例

调⽤⽰例
创建⼀个⼯作队列，初始化⼀个work，把这个work加⼊到这个⼯作队列中，主线程等
待，work执⾏，work执⾏完毕销毁。
static aos_workqueue_t workqueue;
static aos_work_t      work;
static aos_sem_t       sync_sem;

static void workqueue_custom(void *arg)
{
    aos_msleep(1000);
    printf("workqueue custom");
aos_sem_signal(&sync_sync_sem);
}

static void test_workqueue()
{
    int ret = 0;
    aos_sem_new(&sync_sem, 0);

    /* 创建⼀个⼯作队列workqueue，内部会创建⼀个任务关联该workqueue */
    aos_workqueue_create(&workqueue, 10, 1024);
    /* 初始化⼀个work，暂不执⾏，等待run */
    aos_work_init(&work, workqueue_custom, NULL, 100);

    /* 运⾏work，使其在某worqueue内调度执⾏ */
    aos_work_run(&workqueue, &work);
    /* sem等待，workqueue_custom得到执⾏ */
    aos_sem_wait(&sync_sem, AOS_WAIT_FOREVER);

    /* 释放sem */
    aos_sem_free(&sync_sem);
    /* 销毁work */
    aos_work_destroy(&work);
}

/* aos_work_cancel(aos_work_t *work) */
/* 删除work前，要确保work没有正在或将要被worqueue执⾏，否则会返回错误 */
/* 删除workqueue需要确保没有待处理或正在处理的wok，否则会返回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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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系统相关接⼝
本章节介绍其他系统相关的接口，如重启单板、返回系统每秒tick频率、返回内核的相关信息等。

API列表
API名称 说明
aos_reboot() 重启单板
aos_get_hz() 返回系统每秒tick频率
aos_version_get() 返回内核版本号
aos_now() 返回内核启动⾄今的ns数
aos_now_ms() 返回内核启动⾄今的ms数

aos_reboo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void aos_reboot(void)

描述 重启单板
参数 ⽆
返回值 ⽆
aos_reboot()接口会调⽤⼚商提供的reboot接口，重启单板。

aos_get_hz()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int aos_get_hz(void)

描述 返回系统每秒tick数
参数 ⽆
返回值 类型：int

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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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s_get_hz()会返回返回系统每秒tick频率，这个数值由位于k_config.h中的RHINO_CONF

IG_TICKS_PER_SECOND定义。
例如，以下⽰例表⽰每秒100个tick，即每个tick的值为10ms。
#define RHINO_CONFIG_TICKS_PER_SECOND        100

aos_version_get()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char *aos_version_get(void)

描述 返回内核版本号
参数 ⽆
返回值 类型：char *，例如 : AOS-R-2.0.0

调⽤⽰例
aos_version_get()会返回内核版本号，这个值在kernel.h中被如下定义，即返回字符串常
量”AOS-R-3.0.0“。
const char *SYSINFO_KERNEL_VERSION="AOS-R-3.0.0";

aos_now()
定义描述
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long long aos_now(void)

描述 返回内核启动⾄今的ns数
参数 ⽆
返回值 类型：long long（即64位）

调⽤⽰例
aos_now()会返回内核启动⾄今的纳秒数，注意返回值为64位。

aos_now_ms()
定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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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描述
函数原型 long long aos_now_ms(void)

描述 返回内核启动⾄今的ms数
参数 ⽆
返回值 类型：long long（即64位）

调⽤⽰例
aos_now_ms()会返回内核启动⾄今的毫秒数，注意返回值为6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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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_config.h说明
每⼀个AliOS-Things⽀持的单板，都配套有⼀个”k_config.h“，⽤于设定本单板环境下特定的
内核Rhino配置。

config体系概述
AliOS-Things的内核（Rhino）可以通过宏进⾏功能配置。完整的配置宏可以在k_default_

config.h⽂件中看到，⾥⾯的宏可分为两类⸺开关类与数值设置类。开关类负责打开或关闭
⼀个内核模块，数值设置⽤于设定⼀些参数。k_default_config.h⽂件位于Rhino内核代码
中（⽂件路径：./kernel/rhino/include/k_default_config.h），其对每个可配置宏都
进⾏了默认值的设置。
k_config.h⽂件中的宏配置值通常与k_default_config.h值不同。k_config.h位于\board

\*\⽬录下，其中星号（*）为具体单板名称。
AliOS-Things内部组件都是通过#include "k_api.h"来使⽤这些配置宏的，k_api.h中固定
包含顺序如下。
#include "k_config.h"
#include "k_default_config.h"

因此，单板特定的宏设置优先于默认设置，以信号量功能开关为例，可以在以下代码中看出最
终RHINO_CONFIG_SEM⽣效值为1，即信号量功能打开。
//"k_config.h"中这么描述：
#ifndef RHINO_CONFIG_SEM
#define RHINO_CONFIG_SEM                     1
#endif

//"k_default_config.h"中这么描述
#ifndef RHINO_CONFIG_SEM
#define RHINO_CONFIG_SEM                     0
#endif

说明:
对于k_config.h中未出现的Rhino内核配置项，则k_default_config.h中默认值⽣效。

常⽤配置选项说明
配置项名称 功能描述
RHINO_CONFIG_SEM 信号量模块的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主要对应

k_sem.h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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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名称 功能描述
RHINO_CONFIG_TASK_SEM 任务信号量模块的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主要对应

k_task_sem.h中的功能。对⽐信号量⽤于同步或互斥场
景，任务信号量只⽤于同步，提供更⾼效⽅便的⽅式。

RHINO_CONFIG_QUEUE 队列模块的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主要对应
k_queue.h斜的功能。

RHINO_CONFIG_BUF_QUEUE 缓存队列模块的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主要对应
k_buf_queue.h中的功能。

RHINO_CONFIG_PWRMGMT 功耗管理模块的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于开启低
功耗功能（该功能需要⼚商BSP配合OS⼀同完成）。

RHINO_CONFIG_TIMER timer模块的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主要对应
k_timer.h中的功能。

RHINO_CONFIG_TIMER_T
ASK_PRI

timer模块打开时，定时器超时回调都在内核创建的定时器
任务上下⽂中执⾏。该任务优先级通过上述宏配置。timer
任务优先级与⽤⼾的回调实际⼯作有关，通常优先级设定的
较⾼。

RHINO_CONFIG_TIMER_T
ASK_STACK_SIZE timer模块打开时，定时器超时回调都在内核创建的定时器

任务上下⽂中执⾏。该任务栈⼤小通过上述宏配置，单位是
4字节（例如宏值默认设定为256，表⽰任务栈实际为1024
字节⼤小）。
timer任务栈⼤小与⽤⼾的回调实际⼯作有关，初始可以设
定⼤⼀点，运⾏时通过cli的tasklist命令查看，若timer任
务（timer_task）栈最小空闲值较⼤，则可以减小该宏以节
省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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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名称 功能描述
RHINO_CONFIG_SCHED_RR 任务round robin调度⽅式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

Rhino为实时调度内核，即⾼优先级任务会持续优先于低优
先级任务执⾏。而对于相同优先级的任务，则有两种调度策
略。
• RR，即相同优先级任务分享时间⽚，每个任务执⾏到⼀

定时间后⾃动让出CPU，供下⼀个同优先级任务执⾏。
• FIFO，即相同优先级任务先进⼊ready状态的先执

⾏，只有本任务发⽣阻塞（例如sleep或者等待信号量
等）后，才能轮到相同优先级下⼀个任务执⾏。

RHINO_CONFIG_SCHED_RR为0和1分别对应RR与FIFO⽅
式。

RHINO_CONFIG_TIME_SL
ICE_DEFAULT

当任务round robin调度⽅式打开时（即RHINO_CONF
IG_SCHED_RR为1），每个任务的时间⽚可在创建时指
定，若创建时填写0则为该宏的默认值。单位毫秒。

RHINO_CONFIG_TICKS_P
ER_SECOND 配置每秒系统的tick数。例如100表⽰每10ms到来⼀个系

统tick，1000表⽰每1ms都有个tick。
系统tick是内核计时的基础单位。超时时间（如sleep，
sem_take等）与定时器控制，内部都以tick为计数基础。
因此该宏值越⾼，表⽰计时精度越⾼，但系统处理tick中断
本⾝的消耗也就越⼤。

RHINO_CONFIG_SYSTEM_
STATS 内核系统统计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打开后完成以

下统计。
1. 统计全系统的 最⻓关中断时间、最⻓关任务调度时间与

任务切换次数。
2. 针对每个任务，统计该任务最⻓关中断时间与最⻓关任务

调度时间。
3. 针对每个任务，统计该任务执⾏次数、总耗时以及CPU

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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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名称 功能描述
RHINO_CONFIG_MM_TLF 堆管理算法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打开后Rhino接

管malloc, free等C库的内存管理，并提供k_mm.h中的功
能。

RHINO_CONFIG_MM_BLK 小内存块优化算法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
RHINO_CONFIG_MM_TLF打开后，Rhino使⽤TLF算法
管理内存，该算法更加健壮但会消耗⼀定的内存。针对
小内存快（例如小于32字节），可以通过RHINO_CONF

IG_MM_BLK宏开启BLK算法优化，提⾼内存利⽤率。
RHINO_CONFIG_MM_TLF_
BLK_SIZE 小内存块优化空间⼤小，单位为字节。

RHINO_CONFIG_MM_BLK打开后，需要配置RHINO_CONF

IG_MM_TLF_BLK_SIZE来决定堆中多少内存划分给BLK算
法。

RHINO_CONFIG_MM_DEBUG 缓存队列模块的开关，0表⽰关闭 / 1表⽰打开。主要对应
k_mm_debug.h中的功能。
打开后，当⽤⼾申请内存不⾜，或者rhino检测到内存越界
时，都会有详细的打印。CLI中也有dumpsys mm_info命
令可以查看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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