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操作系统概述

本章简述操作系统的发展历史。这个历史本身很有趣且从中也可以大致了解操作系统的原
理。首先在第一节介绍操作系统的目标和功能，然后讲述操作系统如何从原始的批处理系统演变
成高级的多任务、多用户系统。本章的其余部分给出了两个操作系统的历史和总体特征，这两个
系统将作为示例系统贯穿于本书。本章的所有内容将在后面作更深入的讲解。

2.1

操作系统的目标和功能
操作系统是控制应用程序执行的程序，并充当应用程序和计算机硬件之间的接口。它有下面

三个目标：
● 方便：操作系统使计算机更易于使用。
● 有效：操作系统允许以更有效的方式使用计算机系统资源。
● 扩展能力：在构造操作系统时，应该允许在不妨碍服务的前提下有效地开发、测试和引

进新的系统功能。
接下来将依次介绍操作系统的这三个目标。

2.1.1

作为用户/计算机接口的操作系统

为用户提供应用的硬件和软件可以看做是一种层次结构，如图 2.1 所示。应用程序的用户，
即终端用户，通常并不关心计算机的硬件细节。因此，终端用户把计算机系统看做是一组应用程
序。一个应用程序可以用一种程序设计语言描述，并且由程

终端
用户

序员开发而成。如果需要用一组完全负责控制计算机硬件的

程序员

机器指令开发应用程序，将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任务。为简
化这个任务，需要提供一些系统程序，其中一部分称做实用

应用程序

工具，它们实现了在创建程序、管理文件和控制 I/O 设备中
经常使用的功能。程序员在开发应用程序时将使用这些功能

操作系统
设计者

实用工具

提供的接口；在应用程序运行时，将调用这些实用工具以实
操作系统

现特定的功能。最重要的系统程序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为
程序员屏蔽了硬件细节，并为程序员使用系统提供方便的接

计算机硬件

口。它可以作为中介，使程序员和应用程序更容易地访问和
使用这些功能和服务。

图 2.1

计算机系统的层次和视图

简单地说，操作系统通常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服务：
● 程序开发：操作系统提供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服务，如编辑器和调试器，用于帮助程序员

开发程序。通常，这些服务以实用工具程序的形式出现，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操作系统核
心的一部分；它们由操作系统提供，称做应用程序开发工具。
● 程序运行：运行一个程序需要很多步骤，包括必须把指令和数据载入到内存、初始化 I/O

设备和文件、准备其他一些资源。操作系统为用户处理这些调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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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设备访问：每个 I/O 设备的操作都需要特有的指令集或控制信号，操作系统隐藏这

些细节并提供了统一的接口，因此程序员可以使用简单的读和写操作访问这些设备。
● 文件访问控制：对操作系统而言，关于文件的控制不仅必须详细了解 I/O 设备（磁盘驱

动器、磁带驱动器）的特性，而且必须详细了解存储介质中文件数据的结构。此外，对
有多个用户的系统，操作系统还可以提供保护机制来控制对文件的访问。
● 系统访问：对于共享或公共系统，操作系统控制对整个系统的访问以及对某个特殊系统

资源的访问。访问功能模块必须提供对资源和数据的保护，以避免未授权用户的访问，
还必须解决资源竞争时的冲突问题。
● 错误检测和响应：计算机系统运行时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包括内部和外部硬件错

误，如存储器错误、设备失效或故障，以及各种软件错误，如算术溢出、试图访问被禁
止的存储器单元、操作系统无法满足应用程序的请求等。对每种情况，操作系统都必须
提供响应以清除错误条件，使其对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影响最小。响应可以是终止引起
错误的程序、重试操作或简单地给应用程序报告错误。
● 记账：一个好的操作系统可以收集对各种资源使用的统计信息，监控诸如响应时间之类

的性能参数。在任何系统中，这个信息对于预测将来增强功能的需求以及调整系统以提
高性能都是很有用的。对多用户系统，这个信息还可用于记账。

2.1.2

作为资源管理器的操作系统

一台计算机就是一组资源，这些资源用于对数据的移动、存储和处理，以及对这些功能的控
制。而操作系统负责管理这些资源。
那么是否可以说是操作系统在控制数据的移动、存储和处理呢？从某个角度来看，答案是肯
定的：通过管理计算机资源，操作系统控制计算机的基本功能，但是这个控制是通过一种不寻常
的方式来实施的。通常，我们把控制机制想象成在被控制对象之外或者至少与被控制对象有一些
差别和距离（例如，住宅供热系统是由自动调温器控制的，它完全不同于热产生和热发送装置）。
但是，操作系统却不是这种情况，作为控制机制，它有两方面不同之处：
● 操作系统与普通的计算机软件作用相同，它也是由处理器执行的一段程序或一组程序。
● 操作系统经常会释放控制，而且必须依赖处理器才能恢复控制。

操作系统实际上不过是一组计算机程序，与其他计算机程序类似，它们都给处理器提供指令，
主要区别在于程序的意图。操作系统控制处理器使用其他系统资源，并控制其他程序的执行时机。
但是，处理器为了做任何一件这类事情，都必须停止执行操作系统程序，而去执行其他程序。因
此，这时操作系统释放对处理器的控制，让处理器去做其他一些有用的工作，然后用足够长的时
间恢复控制权，让处理器准备好做下一项工作。随着本章内容的深入，读者将逐渐明白所有这些
机制。
图 2.2 显示了由操作系统管理的主要资源。操作系统中有一部分在内存中，其中包括内核程
序（kernel，或称 nucleus）和当前正在使用的其他操作系统程序，内核程序包含操作系统中最常
使用的功能。内存的其余部分包含用户程序和数据，它的分配由操作系统和处理器中的存储管理
硬件联合控制。操作系统决定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何时使用 I/O 设备，并控制文件的访问和使用。
处理器自身也是一个资源，操作系统必须决定在运行一个特定的用户程序时，可以分配多少处理
器时间，在多处理器系统中，这个决定要传到所有的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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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1.3

操作系统作为资源管理器

操作系统的易扩展性

一个重要的操作系统应该能够不断发展，其原因如下：
● 硬件升级和新型硬件的出现：举一个例子，早期运行 UNIX 和 Macintosh 的处理器没有
“分页”的硬件 1，因此这两个操作系统也没有使用分页机制，而较新的版本经过修改，
具备了分页功能。同样，图形终端和页面式终端替代了行滚动终端，这也将影响操作系
统的设计，例如，图形终端允许用户通过屏幕上的“窗口”同时查看多个应用程序，这
就要求在操作系统中提供更复杂的支持。
● 新的服务：为适应用户的要求或满足系统管理员的需要，需要扩展操作系统以提供新的
服务。例如，如果发现用现有的工具很难保持较好的性能，操作系统就必须增加新的度
量和控制工具。
● 纠正错误：任何一个操作系统都有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错误逐渐被发现并会引入
相应的补丁程序。当然，补丁本身也可能会引入新的错误。
操作系统经常性的变化对它的设计提出一定的要求。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是，在构造系统时
应该采用模块化的结构，清楚地定义模块间的接口，并备有说明文档。对于像现代操作系统这样
的大型程序，简单的模块化是不够的［DENN80a］，也就是说，不能只是简单地把程序划分为模
块，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本章的后续部分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一

2.2

操作系统的发展
了解这些年来操作系统的发展历史，有助于理解操作系统的关键性设计需求，也有助于理解

现代操作系统基本特征的意义。

2.2.1

串行处理

对于早期的计算机，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程序员都是直接与计算
机硬件打交道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操作系统。这些机器都是在一个控制台上运行的，控制台包括
显示灯、触发器、某种类型的输入设备和打印机。用机器代码编写的程序通过输入设备（如卡片
阅读机）载入计算机。如果一个错误使得程序停止，错误原因由显示灯指示。如果程序正常完成，
输出结果将出现在打印机中。
一

分页将在本章后面简短讨论，详细讨论请参阅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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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系统引出了两个主要问题：
● 调度：大多数装置都使用一个硬拷贝的登记表预订机器时间。通常，一个用户可以以半

小时为单位登记一段时间。有可能用户登记了 1 小时，而只用了 45 分钟就完成了工作，
在剩下的时间中计算机只能闲置，这时就会导致浪费。另一方面，如果用户遇到一个问
题，没有在分配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就会被强制停止。
● 准备时间：一个程序称做作业，它可能包括往内存中加载编译器和高级语言程序（源程

序），保存编译好的程序（目标程序），然后加载目标程序和公用函数并链接在一起。每
一步都可能包括安装或拆卸磁带，或者准备卡片组。如果在此期间发生了错误，用户只
能全部重新开始。因此，在程序运行前的准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这种操作模式称做串行处理，反映了用户必须顺序访问计算机的事实。后来，为使串行处理
更加有效，开发了各种各样的系统软件工具，其中包括公用函数库、链接器、加载器、调试器和
I/O 驱动程序，它们作为公用软件，对所有的用户来说都是可用的。

2.2.2

简单批处理系统

早期的计算机是非常昂贵的，同时由于调度和准备而浪费时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最大限度
地利用处理器是非常重要的。
为提高利用率，人们有了开发批处理操作系统的想法。第一个批处理操作系统（同时也是第
一个操作系统）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由 General Motors 开发的，用在 IBM 701 上［WEIZ81］。
这个系统随后经过进一步的改进，被很多 IBM 用户在 IBM 704 中实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许多厂商为他们自己的计算机系统开发了批处理操作系统，用于 IBM 7090/7094 计算机的操作系
统 IBSYS 最为著名，它对其他系统有着广泛的影响。
中断处理

简单批处理方案的中心思想是使用一个称做监控程序的
软件。通过使用这类操作系统，用户不再直接访问机器，相反，
用户把卡片或磁带中的作业提交给计算机操作员，由他把这些

设备驱动程序
监控程序

作业按顺序组织成一批，并将整个批作业放在输入设备上，供

作业序列

监控程序使用。每个程序完成处理后返回到监控程序，同时，
监控程序自动加载下一个程序。
为了理解这个方案如何工作，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

控制语言解释器
分界线
用户程序区域

析：监控程序角度和处理器角度。
● 监控程序角度：监控程序控制事件的顺序。为做到这一

点，大部分监控程序必须总是处于内存中并且可以执行

图 2.3

常驻监控程序的内存布局

（见图 2.3）
，这部分称做常驻监控程序（resident monitor）
。其他部分包括一些实用程序和公用
函数，它们作为用户程序的子程序，在需要用到它们的作业开始执行时被载入。监控程序每次
从输入设备（通常是卡片阅读机或磁带驱动器）中读取一个作业。读入后，当前作业被放置在
用户程序区域，并且把控制权交给这个作业。当作业完成后，它将控制权返回给监控程序，监
控程序立即读取下一个作业。每个作业的结果被发送到输出设备（如打印机），交付给用户。
● 处理器角度：从某个角度看，处理器执行内存中存储的监控程序中的指令，这些指令读

入下一个作业并存储到内存中的另一个部分。一旦已经读入一个作业，处理器将会遇到
监控程序中的分支指令，分支指令指导处理器在用户程序的开始处继续执行。处理器继
而执行用户程序中的指令，直到遇到一个结束指令或错误条件。不论哪种情况都将导致
处理器从监控程序中取下一条指令。因此，
“控制权交给作业”仅仅意味着处理器当前取
和执行的都是用户程序中的指令，而“控制权返回给监控程序”的意思是处理器当前从
监控程序中取指令并执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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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程序完成调度功能：一批作业排队等候，处理器尽可能迅速地执行作业，没有任何空闲
时间。监控程序还改善了作业的准备时间，每个作业中的指令均以一种作业控制语言（Job Control
Language，JCL）的基本形式给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程序设计语言，用于为监控程序提供指
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用户提交一个用 FORTRAN 语言编写的程序以及程序需要用到的一些
数据，所有 FORTRAN 指令和数据在一个单独打孔的卡片中，或者是磁带中一个单独的记录。
除了 FORTRAN 指令和数据行，作业中还包括作业控制指令，这些指令以“$”符号打头。作业
的整体格式如下所示：
$JOB
$FTN
·
·
·
$LOAD
$RUN
·
·
·
$END

FORTRAN 指令

数据

为执行这个作业，监控程序读$FTN 行，从海量存储器（通常为磁带）中载入合适的语言编
译器。编译器将用户程序翻译成目标代码，并保存在内存或海量存储器中。如果保存在内存中，
则操作称做“编译、加载和运行”。如果保存在磁带中，就需要$LOAD 指令。在编译操作之后监
控程序重新获得控制权，此时监控程序读$LOAD 指令，启动一个加载器，并将控制权转移给它，
加载器将目标程序载入内存（在编译器所占的位置中）。在这种方式中，有一大段内存可以由不
同的子系统共享，但是每次只能运行一个子系统。
在用户程序的执行过程中，任何输入指令都会读入一行数据。用户程序中的输入指令导致调
用一个输入例程，输入例程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它检查输入以确保程序并不是意外读入一个
JCL 行。如果是这样，就会发生错误，控制权转移给监控程序。用户作业完成后，监控程序扫描
输入行，直到遇到下一条 JCL 指令。因此，不管程序中的数据行太多或太少，系统都受保护。
可以看出，监控程序或者说批处理操作系统，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它依赖于处理器
可以从内存的不同部分取指令的能力，以交替地获取或释放控制权。此外，还考虑到了其他硬件
功能：
● 内存保护：当用户程序正在运行时，不能改变包含监控程序的内存区域。如果试图这样

做，处理器硬件将发现错误，并将控制转移给监控程序，监控程序取消这个作业，输出
错误信息，并载入下一个作业。
● 定时器：定时器用于防止一个作业独占系统。在每个作业开始时，设置定时器，如果定

时器时间到，用户程序被停止，控制权返回给监控程序。
● 特权指令：某些机器指令设计成特权指令，只能由监控程序执行。如果处理器在运行一

个用户程序时遇到这类指令，则会发生错误，并将控制权转移给监控程序。I/O 指令属于
特权指令，因此监控程序可以控制所有 I/O 设备，此外还可以避免用户程序意外地读到
下一个作业中的作业控制指令。如果用户程序希望执行 I/O，它必须请求监控程序为自己
执行这个操作。
● 中断：早期的计算机模型并没有中断能力。这个特征使得操作系统在让用户程序放弃控

制权或从用户程序获得控制权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内存保护和特权指令引入了操作模式的概念。用户程序执行在用户态，在这个模式下，有些
内存区域是受到保护的，特权指令也不允许执行。监控程序运行在系统态，也可以称为内核态，
在这个模式下，可以执行特权指令，而且受保护的内存区域也是可以访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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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这些功能也可以构造操作系统。但是，计算机厂商很快认识到这样做会造成混乱，
因此，即使是相对比较原始的批处理操作系统也提供这些硬件功能。
对批处理操作系统来说，用户程序和监控程序交替执行。这样做存在两方面的缺点：一部分内存
交付给监控程序；监控程序消耗了一部分机器时间。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系统开销，尽管存在系统
开销，但是简单的批处理系统还是提高了计算机的利用率。

2.2.3

多道程序设计批处理系统

即便对由简单批处理操作系统提供的自动作业序列，处理器仍然经常是空闲的。问题在于
I/O 设备相对于处理器速度太慢。图 2.4 详细列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计算过程，这个计算过程所
涉及的程序用于处理一个记录文件，并且平均每秒处理 100
从文件中读一条记录 15 微秒
条指令。在这个例子中，计算机 96%的时间都是用于等待 I/O
执行 100 条指令

1 微秒

设备完成文件数据传送。图 2.5a 显示了这种只有一个单独程
往文件中写一条记录 15 微秒
序的情况，称做单道程序设计（uniprogramming）。处理器花
31 微秒
总计
CPU
1/31
=
0.032=3.2%
利用率=
费一定的运行时间进行计算，直到遇到一个 I/O 指令，这时它
必须等到这个 I/O 指令结束后才能继续进行。
图 2.4 系统利用率实例
这种低效率是可以避免的。内存空间可以保存操作系统
（常驻监控程序）和一个用户程序。假设内存空间容得下操作系统和两个用户程序，那么当一个
作业需要等待 I/O 时，处理器可以切换到另一个可能并不在等待 I/O 的作业（见图 2.5b）。进一
步还可以扩展存储器以保存三个、四个或更多的程序，并且在它们之间进行切换（见图 2.5c）。
这种处理称做多道程序设计（multiprogramming）或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它是现代操作
系统的主要方案。
程序 A

时间

程序 A

程序 B

组合

运行
A

程序 B

程序 C

组合

等待

运行

等待

运行

等待

运行
B

等待

运行 运行
B
A

等待

b）两个程序的多道程序设计

运行

等待

运行

等待

时间

程序 A

等待

a）单道程序设计

运行

等待

运行

等待

运行

运行

等待

运行

运行

等待

运行

等待

运行 运行 运行
A
B
C

等待

运行

等待

等待

运行 运行 运行
B
C
A

时间
c）三个程序的多道程序设计

图 2.5

等待

多道程序设计实例

等待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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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多道程序设计的好处。考虑一台计算机，它有 250M 字节的
可用存储器（没有被操作系统使用）、磁盘、终端和打印机，同时提交执行三个程序：JOB1、JOB2
和 JOB3，它们的属性在表 2.1 中列出。假设 JOB2 和 JOB3 对处理器只有最低的要求，JOB3 还
要求连续使用磁盘和打印机。对于简单的批处理环境，这些作业将顺序执行。因此，JOB1 在 5
分钟后完成，JOB2 必须等待到这 5 分钟过后，然后在这之后 15 分钟完成，而 JOB3 则在 20 分
钟后才开始，即从它最初被提交开始，30 分钟后才完成。表 2.2 中的单道程序设计列出了平均资
源利用率、吞吐量和响应时间，图 2.6a 显示了各个设备的利用率。显然，在整个所需要的 30 分
钟时间内，所有资源都没有得到充分使用。
现在假设作业在多道程序操作系统下并行运行。由于作业间几乎没有资源竞争，所有这三个
作业都可以在计算机中同时存在其他作业的情况下，在几乎最小的时间内运行（假设 JOB2 和
JOB3 均分配到了足够的处理器时间，以保证它们的输入和输出操作处于活动状态）。JOB1 仍然
需要 5 分钟完成，但这个时间末尾，JOB2 也完成了三分之一，而 JOB3 则完成了一半。所有这
三个作业将在 15 分钟内完成。由图 2.6b 中的直方图可获得表 2.2 中多道程序设计中的那一列数
据，从中可以看出性能的提高是很明显的。
表 2.1

示例程序执行属性

JOB1

JOB2

作业类型

大量计算

大量 I/O

持续时间

5 分钟

15 分钟

10 分钟

需要的内存

50M

100M

75M

是否需要磁盘

否

否

是

是否需要终端

否

是

否

是否需要打印机

否

否

是

类

别

表 2.2
类

别

JOB3
大量 I/O

多道程序设计中的资源利用结果
单道程序设计

多道程序设计

处理器使用

20%

40%

存储器使用

33%

67%

磁盘使用

33%

67%

打印机使用

33%

67%

总共运行时间

30 分钟

15 分钟

吞吐率

6 个作业 / 小时

12 个作业 / 小时

平均响应时间

18 分钟

10 分钟

和简单的批处理系统一样，多道程序批处理系统必须依赖于某些计算机硬件功能，对多道程
序设计有用的最显著的辅助功能是支持 I/O 中断和直接存储器访问（DMA）的硬件。通过中断
驱动的 I/O 或 DMA，处理器可以为一个作业发出 I/O 命令，当设备控制器执行 I/O 操作时，处
理器执行另一个作业；当 I/O 操作完成时，处理器被中断，控制权被传递给操作系统中的中断处
理程序，然后操作系统把控制权传递给另一个作业。
多道程序操作系统比单个程序或单道程序系统相对要复杂一些。对准备运行的多个作业，
它们必须保留在内存中，这就需要内存管理（memory management）。此外，如果多个作业都准
备运行，处理器必须决定运行哪一个，这需要某种调度算法。这些概念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详细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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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100%

100%

CPU

CPU
0%
100%

0%
100%
内存

内存

0%
100%

0%
100%
磁盘

磁盘
0%
100%

0%
100%

终端

终端
0%
100%

打印机

0%
100%
打印机
0%

0%

作业历
史记录

JOB1
0

5

JOB3

JOB2
10

20

15

25

30

作业历
史记录

0

分钟
时间

JOB2
JOB3
5
10
分钟

15
时间

b）多道程序设计

a）单道程序设计

图 2.6

2.2.4

JOB1

利用率直方图

分时系统

通过使用多道程序设计，可以使批处理变得更加有效。但是，对许多作业来说，需要提供一
种模式，以使用户可以直接与计算机交互。实际上，对一些作业如事务处理，交互模式是必需的。
当今，通常使用专用的个人计算机或工作站来完成交互式计算任务，但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却是行不通的，当时大多数计算机都非常庞大而且昂贵，因而分时系统应运而生。
正如多道程序设计允许处理器同时处理多个批作业一样，它还可以用于处理多个交互作业。
对后一种情况，由于多个用户分享处理器时间，因而该技术称做分时（time sharing）。在分时系
统中，多个用户可以通过终端同时访问系统，由操作系统控制每个用户程序以很短的时间为单位
交替执行。因此，如果有 n 个用户同时请求服务，若不计操作系统开销，每个用户平均只能得到
计算机有效速度的 1/n。但是由于人的反应时间相对比较慢，所以一个设计良好的系统，其响应
时间应该可以接近于专用计算机。
批处理和分时都使用了多道程序设计，其主要差别如表 2.3 所示。
第 一 个 分 时 操 作 系 统 是 由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 MIT） 开 发 的 兼 容 分 时 系 统 （ 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CTSS）［CORB62］，源于多路存取计算机项目（Machine-Aided Cognition 或
Multiple-Access Computers，Project MAC），该系统最初是在 1961 年为 IBM 709 开发的，后来又
移植到 IBM 7094 中。
表 2.3
项

目

主要目标
操作系统指令源

批处理多道程序设计和分时的比较
批处理多道程序设计
充分使用处理器
作业提供的作业
控制语言命令

分

时

减小响应时间
从终端键入的命令

与后来的系统相比，CTSS 是相当原始的。该系统运行在一台内存为 32 000 个 36 位字的机
器上，常驻监控程序占用了 5000 个。当控制权被分配给一个交互用户时，该用户的程序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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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载入到内存剩余的 27 000 个字的空间中。程序通常在第 5000 个字单元处开始被载入，这简化
了监控程序和内存管理。系统时钟以大约每 0.2 秒一个的速度产生中断，在每个时钟中断处，操
作系统恢复控制权，并将处理器分配给另一位用户。因此，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当前用户被剥
夺，另一个用户被载入。这项技术称为时间片（time slicing）技术。为了以后便于恢复，保留老
的用户程序状态，在新的用户程序和数据被读入之前，老的用户程序和数据被写出到磁盘。随后，
当获得下一次机会时，老的用户程序代码和数据被恢复到内存中。
为减小磁盘开销，只有当新来的程序需要重写用户存储空间时，用户存储空间才被写出。这
个原理如图 2.7 所示。假设有 4 个交互用户，其存储器需求如下：
● JOB1：15 000
● JOB2：20 000
● JOB3：5000
● JOB4：10 000

最初，监控程序载入 JOB1 并把控制权转交给它，如图 2.7a 所示。稍后，监控程序决定把控
制权转交给 JOB2，由于 JOB2 比 JOB1 需要更多的存储空间，JOB1 必须先被写出，然后载入 JOB2，
如图 2.7b 所示。接下来，JOB3 被载入并运行，但是由于 JOB3 比 JOB2 小，JOB2 的一部分仍然
留在存储器中，以减少写磁盘的时间，如图 2.7c 所示。稍后，监控程序决定把控制交回 JOB1，
当 JOB1 载入存储器时，JOB2 的另外一部分将被写出，如图 2.7d 所示。当载入 JOB4 时，JOB1
的一部分和 JOB2 的一部分仍留在存储器中，如图 2.7e 所示。此时，如果 JOB1 或 JOB2 被激活，
则只需要载入一部分。在这个例子中是 JOB2 接着运行，这就要求 JOB4 和 JOB1 留在存储器中
的那一部分被写出，然后读入 JOB2 的其余部分，如图 2.7f 所示。
0
5 000

监控程序

0
5 000

JOB 1

监控程序
JOB 2

0
5 000
10 000

（JOB 2）

20 000
空闲
32 000

25 000
32 000

监控程序
JOB 1

20 000
25 000
32 000

（JOB 2）
空闲

25 000
32 000

b）

a）
0
5 000

空闲

0
5 000

监控程序

15 000
20 000
25 000

（JOB 1）
（JOB 2）

监控程序
JOB 3

空闲
c）

0
5 000

监控程序

JOB 4

32 000

空闲

（JOB 2）
25 000
32 000

e）

d）

图 2.7

空闲
f）

CTSS 操作

与当今的分时系统相比，CTSS 是一种原始的方法，但它可以工作。它非常简单，从而使监
控程序最小。由于一个作业经常被载入到存储器中相同的单元，因而在载入时不需要重定位技术
（在后面讲述）。这个技术仅仅写出必须的内容，可以减少磁盘的活动。在 7094 上运行时，CTSS
最多可支持 32 个用户。
分时和多道程序设计引发了操作系统中的许多新问题。如果内存中有多个作业，必须保护它
们不相互干扰，例如不会修改其他作业的数据。有多个交互用户时，必须对文件系统进行保护，
只有授权用户才可以访问某个特定的文件，还必须处理资源（如打印机和海量存储器）竞争问题。
在本书中会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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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背

景

主要的成就
操作系统是最复杂的软件之一，这反映在为了达到那些困难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方便、

有效和易扩展性）而带来的挑战上。
［DENN80a］提出在操作系统开发中的 5 个重要的理论进展：
进程、内存管理、信息保护和安全、调度和资源管理、系统结构。
每个进展都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难题，并由相关原理或抽象概念来描述的。这 5 个领域包括了
现代操作系统设计和实现中的关键问题。本节给出对这 5 个领域的简单回顾，也可作为本书其余
部分的综述。

2.3.1

进程

进程的概念是操作系统结构的基础，Multics 的设计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使用了这个术
语［DALE68］，它比作业更通用一些。存在很多关于进程的定义，如下所示：
● 一个正在执行的程序。
● 计算机中正在运行的程序的一个实例。
● 可以分配给处理器并由处理器执行的一个实体。
● 由单一的顺序的执行线程、一个当前状态和一组相关的系统资源所描述的活动单元。

后面将会对这个概念进行更清晰的阐述。
计算机系统的发展有三条主线：多道程序批处理操作、分时和实时事务系统，它们在时间安
排和同步中所产生的问题推动了进程概念的发展。正如前面所讲的，多道程序设计是为了让处理
器和 I/O 设备（包括存储设备）同时保持忙状态，以实现最大效率。其关键机制是：在响应表示
I/O 事务结束的信号时，操作系统将对内存中驻留的不同程序进行处理器切换。
发展的第二条主线是通用的分时。其主要设计目标是能及时响应单个用户的要求，但是由于
成本原因，又要可以同时支持多个用户。由于用户反应时间相对比较慢，这两个目标是可以同时
实现的。例如，如果一个典型用户平均需要每分钟 2 秒的处理时间，则可以有近 30 个这样的用
户共享同一个系统，并且感觉不到互相的干扰。当然，在这个计算中，还必须考虑操作系统的开
销因素。
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主线是实时事务处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用户都在对数据库进行查
询或修改，例如航空公司的预订系统。事务处理系统和分时系统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局限于一个
或几个应用，而分时系统的用户可以从事程序开发、作业执行以及使用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对
于这两种情况，系统响应时间都是最重要的。
系统程序员在开发早期的多道程序和多用户交互系统时使用的主要工具是中断。一个已定义
事件（如 I/O 完成）的发生可以暂停任何作业的活动。处理器保存某些上下文（如程序计数器和
其他寄存器），然后跳转到中断处理程序中，处理中断，然后恢复用户被中断作业或其他作业的
处理。
设计出一个能够协调各种不同活动的系统软件是非常困难的。在任何时刻都有许多作业在运
行中，每个作业都包括要求按顺序执行的很多步骤，因此，分析事件序列的所有组合几乎是不可
能的。由于缺乏能够在所有活动中进行协调和合作的系统级的方法，程序员只能基于他们对操作
系统所控制的环境的理解，采用自己的特殊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是很脆弱的，尤其对于一些程序
设计中的小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只有在很少见的事件序列发生时才会出现。由于需要从应用程序
软件错误和硬件错误中区分出这些错误，因而诊断工作是很困难的。即使检测出错误，也很难确定
其原因，因为很难再现错误产生的精确场景。一般而言，产生这类错误有 4 个主要原因［DENN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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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确的同步：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例程必须挂起，等待系统中其他地方的

某一事件。例如，一个程序启动了一个 I/O 读操作，在继续进行之前必须等到缓冲区中
有数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来自其他例程的一个信号，而设计不正确的信号机制可能
导致信号丢失或接收到重复信号。
● 失败的互斥：常常会出现多个用户或程序试图同时使用一个共享资源的情况。例如，两

个用户可能试图同时编辑一个文件。如果不控制这种访问，就会发生错误。因此必须有
某种互斥机制，以保证一次只允许一个例程对一部分数据执行事务处理。很难证明这类
互斥机制的实现对所有可能的事件序列都是正确的。
● 不确定的程序操作：一个特定程序的结果只依赖于该程序的输入，而并不依赖于共享系

统中其他程序的活动。但是，当程序共享内存并且处理器控制它们交错执行时，它们可
能会因为重写相同的内存区域而发生不可预测的相互干扰。因此，程序调度顺序可能会
影响某个特定程序的输出结果。
● 死锁：很可能有两个或多个程序相互挂起等待。例如，两个程序可能都需要两个 I/O 设

备执行一些操作（如从磁盘复制到磁带）。一个程序获得了一个设备的控制权，而另一个
程序获得了另一个设备的控制权，它们都等待对方释放自己想要的资源。这样的死锁依
赖于资源分配和释放的时机安排。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系统级的方法监控处理器中不同程序的执行。进程的概念为此提供了
基础。进程可以看做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 一段可执行的程序
● 程序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变量、工作空间、缓冲区等）
● 程序的执行上下文

最后一部分是根本。执行上下文（execution context）又称做进程状态（process state），是操
作系统用来管理和控制进程所需的内部数据。这种内部信息和进程是分开的，因为操作系统信息
不允许被进程直接访问。上下文包括操作系统管理进程以及处理器正确执行进程所需要的所有信
息。包括了各种处理器寄存器的内容，如程序计数器和数据寄存器。它还包括操作系统使用的信
息，如进程优先级以及进程是否在等待特定 I/O 事件的完成。
图 2.8 给出了一种进程管理的方法。两个进程 A 和 B，存在于内存的某些部分。也就是说，
给每个进程（包含程序、数据和上下文信息）分配一块存储器区域，并且在由操作系统建立和维
护的进程表中进行记录。进程表包含记录每个进程的表项，表项内容包括指向包含进程的存储块
地址的指针，还包括该进程的部分或全部执行上下文。执行上下文的其余部分存放在别处，可能
和进程自己保存在一起（如图 2.8 所示），通常也可能保存在内存里一块独立的区域中。进程索
引寄存器（process index register）包含当前正在控制处理器的进程在进程表中的索引。程序计数
器指向该进程中下一条待执行的指令。基址寄存器（base register）和界限寄存器（limit register）
定义了该进程所占据的存储器区域：基址寄存器中保存了该存储器区域的开始地址，界限寄存器
中保存了该区域的大小（以字节或字为单位）。程序计数器和所有的数据引用相对于基址寄存器
被解释，并且不能超过界限寄存器中的值，这就可以保护内部进程间不会相互干涉。
在图 2.8 中，进程索引寄存器表明进程 B 正在执行。以前执行的进程被临时中断，在 A 中
断的同时，所有寄存器的内容被记录在它的执行上下文环境中，以后操作系统就可以执行进程切
换，恢复进程 A 的执行。进程切换过程包括保存 B 的上下文和恢复 A 的上下文。当在程序计数
器中载入指向 A 的程序区域的值时，进程 A 自动恢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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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
进程索引

处理器寄存器
i

程序计数器
i
进程表

基址寄存器
界限寄存器

j

其他寄存器

b
h

·
·
·

上下文
数据

进程 A

程序
（代码）

b

进程 B

h

上下文
数据
程序
（代码）

图 2.8

典型的进程实现方法

因此，进程被当做数据结构来实现。一个进程可以是正在执行，也可以是等待执行。任何时
候整个进程状态都包含在它的上下文环境中。这个结构使得可以开发功能强大的技术，以确保在
进程中进行协调和合作。在操作系统中可能会设计和并入一些新的功能（如优先级），这可以通
过扩展上下文环境以包括支持这些特征的新信息。在本书中，将有很多关于使用进程结构解决在
多道程序设计和资源共享中出现的问题的例子。

2.3.2

内存管理

通过支持模块化程序设计的计算环境和数据的灵活使用，用户的要求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
系统管理员需要有效且有条理地控制存储器分配。操作系统为满足这些要求，担负着 5 个基本的
存储器管理责任：
● 进程隔离：操作系统必须保护独立的进程，防止互相干涉各自的存储空间，包括数据和

指令。
● 自动分配和管理：程序应该根据需要在存储层次间动态地分配，分配对程序员是透明的。

因此，程序员无需关心与存储限制有关的问题，操作系统有效地实现分配问题，可以仅
在需要时才给作业分配存储空间。
● 支持模块化程序设计：程序员应该能够定义程序模块，并且动态地创建、销毁模块，动

态地改变模块大小。
● 保护和访问控制：不论在存储层次中的哪一级，存储器的共享都会产生一个程序访问另

一个程序存储空间的潜在可能性。当一个特定的应用程序需要共享时，这是可取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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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时候，它可能威胁到程序的完整性，甚至威胁到操作系统自身。操作系统必须允
许一部分内存可以由各种用户以各种方式进行访问。
● 长期存储：许多应用程序需要在计算机关机后长时间保存信息。

在典型情况下，操作系统使用虚拟存储器和文件系统机制来满足这些要求。文件系统实现了
长期存储，它在一个有名字的对象中保存信息，这个对象称做文件。对程序员来说，文件是一个
很方便的概念；对操作系统来说，文件是访问控制和保护的一个有用单元。
虚拟存储器机制允许程序从逻辑的角度访问存储器，而不考虑物理内存上可用的空间数量。
虚拟存储器的构想是为了满足有多个用户作业同时驻留在内存中的要求，这样，当一个进程被
写出到辅助存储器中并且后继进程被读入时，在连续的进程执行之间将不会脱节。由于进程大
小不同，如果处理器在很多进程间切换，则很难把它们紧密地压入内存中，因此引进了分页系
统。在分页系统中，进程由许多固定大小的块组成，这些块称做页。程序通过虚地址（virtual
address）访问字，虚地址由页号和页中的偏移量组成。进程的每一页都可以放置在内存中的任
何地方，分页系统提供了程序中使用的虚地址和内存中的实地址（real address）或物理地址之
间的动态映射。
有了动态映射硬件，下一逻辑步骤是消除一个进程的所有页同时驻留在内存中的要求。一个
进程的所有页都保留在磁盘中，当进程执行时，一部分页在内存中。如果需要访问的某一页不在
内存中，存储管理硬件可以检测到，然后安排载入这个缺页。这个配置称做虚拟内存，如图 2.9
所示。
A.1
A.0 A.2
A.5
B.0 B.1 B.2 B.3

A.7
A.9
A.8

0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用户程序
B
8
9
10
用户程序
A

处理器

虚地址

存储
管理部件

实地址
内存

B.5 B.6
内存
内存包含许多长度固
定的帧，其长度与页的大
小相等。对一个要执行的
程序，它的一些页或所有
页必须在内存中

图 2.9

磁盘地址

磁盘
辅存（磁盘）可以保存许多
长度固定的页。一个用户程序
由很多页组成。所有程序连同
操作系统的页都以文件的形式
保存在磁盘中

虚拟存储器概念

辅存

图 2.10

虚拟存储器寻址

处理器硬件和操作系统一起提供给用户“虚拟处理器”的概念，而“虚拟处理器”有对虚拟
存储器的访问权。这个存储器可以是一个线性地址空间，也可以是段的集合，而段是可变长度的
连续地址块。不论哪种情况，程序设计语言的指令都可以访问虚拟存储器区域中的程序和数据。
可以通过给每个进程一个唯一的不重叠的虚拟存储器空间来实现进程隔离；可以通过使两个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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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空间的一部分重叠来实现内存共享；文件可用于长期存储，文件或其中一部分可以复制到
虚拟存储器中供程序操作。
图 2.10 显示了虚拟存储器方案中的寻址关系。存储器由内存和低速的辅助存储器组成，内
存可直接访问到（通过机器指令），外存则可以通过把块载入内存间接访问到。地址转换硬件（映
射器）位于处理器和内存之间。程序使用虚地址访问，虚地址将映射成真实的内存地址。如果访
问的虚地址不在实际内存中，实际内存中的一部分内容将换到外存中，然后换入所需要的数据块。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产生这个地址访问的进程必须被挂起。操作系统设计者的任务是开发开销很
少的地址转换机制，以及可以减小各级存储器级间交换量的存储分配策略。

2.3.3

信息保护和安全

信息保护是在使用分时系统时提出的，近年来计算机网络进一步关注和发展了这个问题。由于
环境不同，涉及一个组织的威胁的本质也不同。但是，有一些通用工具可以嵌入支持各种保护和安
全机制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内部。总之，我们关心对计算机系统的控制访问和其中保存的信息。
大多数与操作系统相关的安全和保护问题可以分为 4 类：
● 可用性：保护系统不被打断。
● 保密性：保证用户不能读到未授权访问的数据。
● 数据完整性：保护数据不被未授权修改。
● 认证：涉及用户身份的正确认证和消息或数据的合法性。

2.3.4

调度和资源管理

操作系统的一个关键任务是管理各种可用资源（内存空间、I/O 设备、处理器），并调度各
种活动进程使用这些资源。任何资源分配和调度策略都必须考虑三个因素：
● 公平性：通 常 希 望 给竞 争 使 用 某一 特 定 资 源的 所 有 进 程提 供 几 乎 相等 和 公 平 的 访 问 机

会。对同一类作业，也就是说有类似请求的作业，更是需要如此。
● 有差别的响应性：另一方面，操作系统可能需要区分有不同服务要求的不同作业类。操

作系统将试图做出满足所有要求的分配和调度决策，并且动态地做出决策。例如，如果
一个进程正在等待使用一个 I/O 设备，操作系统会尽可能迅速地调度这个进程，从而释
放这个设备以方便其他进程使用。
● 有效性：操作系统希望获得最大的吞吐量和最小的响应时间，并且在分时的情况下，能

够容纳尽可能多的用户。这些标准互相矛盾，在给定状态下寻找适当的平衡是操作系统
中一个正在进行研究的问题。
调度和资源管理任务是一个基本的操作系统研究问题，并且可以应用数学研究成果。此外，
系统活动的度量对监视性能并进行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图 2.11 给出了多道程序设计环境中涉及进程调度和资源分配的操作系统主要组件。操作系
统中维护着多个队列，每个队列代表等待某些资源的进程的简单列表。短期队列由在内存中（或
至少最基本的一小部分在内存中）并等待处理器可用时随时准备运行的进程组成。任何一个这样
的进程都可以在下一步使用处理器，究竟选择哪一个取决于短期调度器，或者称为分派器
（ dispatcher ）。 一 个 常 用 的 策 略 是 依 次 给 队 列 中 的 每 个 进 程 一 定 的 时 间 ， 这 称 为 时 间 片 轮 转
（round-robin）技术，时间片轮转技术使用了一个环形队列。另一种策略是给不同的进程分配不
同的优先级，根据优先级进行调度。
长期队列是等待使用处理器的新作业的列表。操作系统通过把长期队列中的作业转移到短期
队列中，实现往系统中添加作业，这时内存的一部分必须分配给新到来的作业。因此，操作系统

第2章

操作系统概述

47

要避免由于允许太多的进程进入系统而过量使用内存或处理时间。每个 I/O 设备都有一个 I/O 队
列，可能有多个进程请求使用同一个 I/O 设备。所有等待使用一个设备的进程在该设备的队列中
排队，同时操作系统必须决定把可用的 I/O 设备分配给哪一个进程。
如果发生了一个中断，则操作系统在中断处理程序入口得到处理器的控制权。进程可以通过
服务调用明确地请求某些操作系统的服务，如 I/O 设备处理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服务调用处理
程序是操作系统的入口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处理中断或服务调用，就会请求短期调度器选择
一个进程执行。
前面所述的是一个功能描述，关于操作系统这部分的细节和模块化的设计，在各种系统中各
不相同。操作系统中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针对选择算法和数据结构，其目的是提供公平性、有差别
的响应性和有效性。
操作系统
来自进程的
服务调用

进程中断
I/O 中断

服务调用处理
程序（代码）

中断处理器
（代码）

长期
队列

短期
队列

I/O
队列

短期调度器
（代码）

控制传递给进程

图 2.11

2.3.5

用于多道程序设计的操作系统的主要组件

系统结构

随着操作系统中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并且底层硬件变得更强大、更加通用，导致操作系
统的大小和复杂性也随着增加。MIT 在 1963 年投入使用的 CTSS，大约包含 32 000 个 36 位字；
一年后，IBM 开发的 OS/360 有超过 100 万条的机器指令；1975 年 MIT 和 Bell 实验室开发的 Multics
系统增长到了 2 000 万条机器指令。近年来，确实也针对一些小型系统引入过比较简单的操作系
统，但是随着底层硬件和用户需求的增长，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当今的
UNIX 系统要比那些天才的程序员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发的那个小系统复杂得多，而简单的
MS-DOS 让位于具有更多更复杂能力的 OS/2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例如，Windows NT 4.0 包含
1 600 万行代码，而 Windows 2000 的代码量则超过这个数目的两倍。
一个功能完善的操作系统的大小和它所处理的任务的困难性，导致了 4 个让人遗憾但又普遍
存在的问题。第一，操作系统在交付使用时就习惯性地表现出落后，这就要求有新的操作系统或
升级老的系统。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越来越多潜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必须及时修复。第
三，总是难以达到期望的性能。第四，理论表明，不可能开发出既复杂的又不易受各种包括病毒、
蠕虫和未授权访问之类的安全性攻击的操作系统。
为管理操作系统的复杂性并克服这些问题，多年来操作系统的软件结构得到广泛的重视。有
几点是显而易见的：软件必须是模块化的，这有助于组织软件开发过程、限定诊断范围和修正错
误；模块相互之间必须有定义很好的接口，接口必须尽可能简单，这不但可以简化程序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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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系统的扩展更加容易。通过模块间简单清楚的接口，当一个模块改变时，对其他模块的
影响可以减到最小。
对于运行数百万到数千万条代码的大型操作系统，仅仅有模块化程序设计是不够的，软件体
系结构和信息抽象的概念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现代操作系统的层次结构按照复杂性、时间
刻度、抽象级进行功能划分。我们可以把系统看做是一系列的层。每一层执行操作系统所需功能
的相关子集。它依赖于下一个较低层，较低层执行更为原始的功能并隐藏这些功能的细节。它还
给相邻的较高层提供服务。在理想情况下，可以通过定义层使得改变一层时不需要改变其他层。
因此我们把一个问题分解成几个更易于处理的子问题。
通常情况下，较低层的处理时间很短。操作系统的某些部分必须直接与计算机硬件交互，这
里，事件的时间刻度仅为几十亿分之一秒。而另一端，操作系统的某些功能直接与用户交互，用
户发出命令的频率则要小得多，可能每隔几秒钟发一次命令。使用层次结构可以很好地与这种频
率差别场景保持一致。
这些原理的应用方式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中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为了获得操作系统的一个概
观，这里给出一个层次操作系统模型是很有用的。让我们来看一下［BROW84］和［DENN84］
中提出的模型，尽管该模型没有对应于特定的操作系统，但它提供了一个从高层来看待操作系统
结构的视角。模型的定义见表 2.4，由下面几层组成：
表 2.4
层

名

称

对

操作系统设计层次

象

示例操作

13

shell

用户程序设计环境

shell 语言中的语句

12

用户进程

用户进程

退出、终止、挂起和恢复

11

目录

目录

创建、销毁、连接、分离、查找和列表

10

设备

外部设备，如打印机、显示器和键盘

打开、关闭、读和写

9

文件系统

文件

创建、销毁、打开、关闭、读和写

8

通信

管道

创建、销毁、打开、关闭、读和写

7

虚拟存储器

段、页

读、写和取

6

本地辅助存储器

数据块、设备通道

读、写、分配和空闲

5

原始进程

原始进程、信号量、准备就绪列表

挂起、恢复、等待和发信号

4

中断

中断处理程序

调用、屏蔽、去屏蔽和重试

3

过程

过程、调用栈、显示

标记栈、调用、返回

2

指令集合

计算栈、微程序解释器、标量和数组数据

加载、保存、加操作、减操作、转移

1

电路

寄存器、门、总线等

清空、传送、激活、求反

注：阴影部分表示硬件。

● 第 1 层：由电路组成，处理的对象是寄存器、存储单元和逻辑门。定义在这些对象上的

操作是动作，如清空寄存器或读取存储单元。
● 第 2 层：处理器指令集合。该层定义的操作是机器语言指令集合允许的操作，如加、减、

加载和保存。
● 第 3 层：增加了过程或子程序的概念，以及调用/返回操作。
● 第 4 层：引入了中断，能导致处理器保存当前环境、调用中断处理程序。

前面这 4 层并不是操作系统的一部分，而是构成了处理器的硬件。但是，操作系统的一些元
素开始在这些层出现，如中断处理程序。从第 5 层开始，才真正到达了操作系统，并开始出现和
多道程序设计相关的概念。
● 第 5 层：在这一层引入了进程的概念，用来表示程序的执行。操作系统运行多个进程的

第2章

操作系统概述

49

基本要求包括挂起和恢复进程的能力，这就要求保存硬件寄存器，使得可以从一个进程
切换到另一个。此外，如果进程需要合作，则需要一些同步方法。操作系统设计中一个
最简单的技术和重要的概念是信号量，简单信号机制将在第 5 章讲述。
● 第 6 层：处理计算机的辅助存储设备。在这一层出现了定位读/写头和实际传送数据块的

功能。第 6 层依赖于第 5 层对操作的调度和当一个操作完成后通知等待进程该操作已完
成的能力。更高层涉及对磁盘中所需数据的寻址，并向第 5 层中的设备驱动程序请求相
应的块。
● 第 7 层：为进程创建一个逻辑地址空间。这一层把虚地址空间组织成块，可以在内存和

外存之间移动。比较常用的有三个方案：使用固定大小的页、使用可变长度的段或两者
都用。当所需要的块不在内存中时，这一层的逻辑将请求第 6 层的传送。
至此，操作系统处理的都是单处理器的资源。从第 8 层开始，操作系统处理外部对象，如外
围设备、网络和网络中的计算机。这些位于高层的对象都是逻辑对象，命名对象可以在同一台计
算机或在多台计算机间共享。
● 第 8 层：处理进程间的信息和消息通信。尽管第 5 层提供了一个原始的信号机制，用于

进程间的同步，但这一层处理更丰富的信息共享。用于此目的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是管
道（pipe），它是为进程间的数据流提供的一个逻辑通道。一个管道定义成它的输出来自
一个进程，而它的输入是到另一个进程中去。它还可用于把外部设备或文件链接到进程。
这个概念将在第 6 章中讲述。
● 第 9 层：支持称为文件的长期存储。在这一层，辅助存储器中的数据可以看做是一个抽

象的可变长度的实体。这与第 6 层辅助存储器中面向硬件的磁道、簇和固定大小的块形
成对比。
● 第 10 层：提供访问外部设备的标准接口。
● 第 11 层：负责维护系统资源和对象的外部标识符与内部标识符间的关联。外部标识符是

应用程序和用户使用的名字；内部标识符是一个地址或可被操作系统低层使用、用于定
位和控制一个对象的其他指示符。这些关联在目录中维护，目录项不仅包括外部/内部映
射，而且包括诸如访问权之类的特性。
● 第 12 层：
提供了一个支持进程的功能完善的软件设施，这和第 5 层中所提供的大不相同。

第 5 层只维护与进程相关的处理器寄存器内容和用于调度进程的逻辑，而第 12 层支持进
程管理所需的全部信息，这包括进程的虚地址空间、可能与进程发生交互的对象和进程
的列表以及对交互的约束、在进程创建后传递给进程的参数和操作系统在控制进程时可
能用到的其他特性。
● 第 13 层：为用户提供操作系统的一个界面。它之所以称做命令行解释器（shell）
，是因

为它将用户和操作系统细节分离开，而简单地把操作系统作为一组服务的集合提供给用
户。命令行解释器接受用户命令或作业控制语句，对它们进行解释，并在需要时创建和
控制进程。例如，这一层的界面可以用图形方式实现，即通过菜单提供用户可以使用的
命令，并输出结果到一个特殊设备（如显示器）来显示。
这个操作系统的假设模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可描述结构，可以用作实现操作系统的指南。在
本书后面讲述某个特定的设计问题时，可返回参考此结构。

2.4

现代操作系统的特征
在过去数年中，操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到逐步发展。但是近年来，许多新的设计要素引入

到新操作系统以及现有操作系统的新版本中，使操作系统产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现代操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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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针对硬件中的新发展、新的应用程序和新的安全威胁。促使操作系统发展的硬件因素主要有：
包含多处理器的计算机系统、高速增长的机器速度、高速网络连接和容量不断增加的各种存储设
备。多媒体应用、Internet 和 Web 访问、客户/服务器计算等应用领域也影响着操作系统的设计。
在安全性方面，互联网的访问增加了潜在的威胁和更加复杂的攻击，例如病毒、蠕虫和黑客技术，
这些都对操作系统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操作系统要求上的变化速度之快不仅需要修改和增强现有的操作系统体系结构，而且需要
有新的操作系统组织方法。在实验用和商用操作系统中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设计要素，大致可以
分为：微内核体系结构、多线程、对称多处理、分布式操作系统、面向对象设计。
至今，大多数操作系统都有一个单体内核（monolithic kernel），大多数认为是操作系统应该
提供的功能由这些大内核提供，包括调度、文件系统、网络、设备驱动器、存储管理等。典型情
况下，这个大内核是作为一个进程实现的，所有元素都共享相同的地址空间。微内核体系结构只
给内核分配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包括地址空间、进程间通信（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简称
IPC）和基本的调度。其他的操作系统服务都是由运行在用户态下且与其他应用程序类似的进程
提供，这些进程可根据特定的应用和环境需求进行定制，有时也称这些进程为服务器。这种方法
把内核和服务程序的开发分离开，可以为特定的应用程序或环境要求定制服务程序。微内核方法
可以使系统结构的设计更加简单、灵活，很适合于分布式环境。实质上，微内核可以以相同的方
式与本地和远程的服务进程交互，使分布式系统的构造更为方便。
多线程技术是指把执行一个应用程序的进程划分成可以同时运行的多个线程。线程和进程有
以下差别：
● 线程：可分派的工作单元。它包括处理器上下文环境（包含程序计数器和栈指针）和栈

中自己的数据区域（为允许子程序分支）。线程顺序执行，并且是可中断的，这样处理器
可以转到另一个线程。
● 进程：一个或多个线程和相关系统资源（如包含数据和代码的存储器空间、打开的文件

和设备）的集合。这紧密对应于一个正在执行的程序的概念。通过把一个应用程序分解
成多个线程，程序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应用程序的模块性和应用程序相关事件的时
间安排。
多线程对执行许多本质上独立、不需要串行处理的应用程序是很有用的，例如监听和处理很
多客户请求的数据库服务器。在同一个进程中运行多个线程，在线程间来回切换所涉及的处理器
开销要比在不同进程间进行切换的开销少。线程对构造进程是非常有用的，进程作为操作系统内
核的一部分，将在第 3 章中讲述。
到现在为止，大多数单用户的个人计算机和工作站基本上都只包含一个通用的微处理器。随
着性能要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微处理器价格的不断降低，计算机厂商引进了拥有多个微处理器的计
算机。为实现更高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可使用对称多处理（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SMP）
技术。对称多处理不仅指计算机硬件结构，而且指反映该硬件结构的操作系统行为。对称多处理
计算机可以定义为具有以下特征的一个独立的计算机系统：
1）有多个处理器。
2）这些处理器共享同一个内存和 I/O 设备，它们之间通过通信总线或别的内部连接方案互
相连接。
3）所有处理器都可以执行相同的功能（因此称为对称）。
近年来，在单芯片上的多处理器系统（也称为单片多处理器系统）已经开始广泛应用。无论
是单片多处理器还是多片对称多处理器（SMP），许多设计要点是一样的。
对称多处理操作系统可调度进程或线程到所有的处理器运行。对称多处理器结构比单处理器

第2章

操作系统概述

51

结构具有更多的潜在优势，如下所示：
● 性能：如果计算机完成的工作可组织为让一部分工作可以并行完成，那么有多个处理器

的系统将比只有一个同类型处理器的系统产生更好的性能，如图 2.12 所示。对多道程序
设计而言，一次只能执行一个

时间

进程，此时所有别的进程都在

进程 1

等待处理器。对多处理系统而

进程 2

言，多个进程可以分别在不同

进程 3

的处理器上同时运行。

a）交错（多道程序设计，单处理器）

● 可用性：在对称多处理计算机

进程 1

中，由于所有的处理器都可以执

进程 2

行相同的功能，因而单个处理器

进程 3

的失败并不会使机器停止。相
反，系统可以继续运行，只是性
能有所降低。

b）交错和重叠（多道处理，两个处理器）
阻塞

运行

图 2.12

多道程序设计和多道处理

● 增量增长：用户可以通过添加额外的处理器来增强系统的功能。
● 可扩展性：生产商可以根据系统配置的处理器的数量，提供一系列不同价格和性能特征

的产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只是潜在的优点，而不是确定的。操作系统必须提供发掘对称多处理计
算机系统中并行性的工具和功能。
多线程和对称多处理总是被放在一起讨论，但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即使在单处理器机器
中，多线程对结构化的应用程序和内核进程也是很有用的。由于多个处理器可以并行运行多个进
程，因而对称多处理计算机对非线程化的进程也是有用的。但是，这两个设施是互补的，一起使
用将会更有效。
对称多处理技术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特征是多处理器的存在对用户是透明的。操作系统负责
在多个处理器中调度线程或进程，并且负责处理器间的同步。本书讲述了给用户提供单系统外部
特征的调度和同步机制。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是给一群计算机（多机系统）提供单系统外部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处理的是一群实体（计算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内存、外存和其他 I/O 模
块。分布式操作系统使用户产生错觉，使多机系统好像具有一个单一的内存空间、外存空间以及
其他的统一存取措施，如分布式文件系统。尽管集群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市场上也有很多集群产
品，但是，分布式操作系统的技术发展水平落后于单处理器操作系统和对称多处理操作系统。我
们将在第八部分分析这类系统。
操作系统设计的另一个改革是使用面向对象技术。面向对象设计的原理用于给小内核增加模
块化的扩展上。在操作系统一级，基于对象的结构使程序员可以定制操作系统，而不会破坏系统
的完整性。面向对象技术还使得分布式工具和分布式操作系统的开发变得更容易。

2.5

微软的 Windows 概述

2.5.1

历史

Windows 的故事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开始，这个操作系统是由微软公司为第一台 IBM
个人计算机开发的，称为 MS-DOS 或者 PC-DOS。最初的版本 DOS 1.0 是在 1981 年 8 月发行的，
它由 4000 行汇编语言源代码组成，使用 Intel 8086 微处理器运行在 8KB 的内存中。
当 IBM 研制基于硬盘的个人计算机 PC XT 时，微软公司在 1983 年发布了 DOS 2.0，它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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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硬盘的支持，并提供了层次目录。在此之前，磁盘只能包含一个目录，最多支持 64 个文件。
这对软盘来说是足够了，但对硬盘来说就太受限制了，而且一个目录的限制过于死板。新版本允
许目录包含子目录和文件，还在操作系统中嵌入了内容丰富的命令集，提供外部程序必须执行的
功能，这些外部程序在第 1 版中是以实用程序的形式提供的。在增加的功能中有一些类似 UNIX
的特征，如 I/O 重定向和后台打印。I/O 重定向是指为给定的应用程序改变输入输出的能力。驻
留内存部分则增长到 24KB。
当 IBM 在 1984 年发布 PC AT 时，微软发布了 DOS 3.0。AT 包含 Intel 80286 处理器，它提
供扩充访问和内存保护功能，而 DOS 中却没有使用这些新功能。为保证与以前版本的兼容性，
操作系统仅仅把 80286 简单地当做一个“快速的 8086”。操作系统提供了对新键盘和硬盘外围设
备的支持。即便如此，对存储器的要求还是增长到了 36KB。3.0 版本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升级，
1984 年发布的 DOS 3.1 支持 PC 间的联网，常驻部分的大小没有改变，这是通过增加操作系统交
换量实现的；1987 年发布的 DOS 3.3 提供了对新型 IBM 机器 PS/2 的支持。同样，这个版本没有
使用 PS/2 中的处理器能力，这些是由 80286 和 32 位的 80386 芯片提供的。常驻部分最少增长到
了 46KB，如果选择了某些可选的扩展功能，则还会需要更多的空间。
此时，DOS 所使用的环境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能力。随着 80486 的引入，Intel Pentium 芯片提
供的能力和功能已经不能用简单的 DOS 来开发。在此期间，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微软
开始开发一种可以放入用户和 DOS 之间的图形化用户界面（GUI），其目的是为了与 Macintosh
竞争。Macintosh 的操作系统无比好用。1990 年，微软有了一个 GUI 版本，称做 Windows 3.0，
其用户友好性接近 Macintosh，但是，它仍然需要运行在 DOS 之上。
在微软为 IBM 研制下一代操作系统的过程中，它希望开发新的微处理器的能力，并结合
Windows 易于使用的特点。在这种尝试失败后，微软终于超越了自我，研制出一种全新的操作系
统 Windows NT。Windows NT 充分利用当代微处理器的能力，提供单用户环境或多用户环境下
的多任务。
第一版 Windows NT（3.1）在 1993 年发布，它是同 Windows 3.1 有着相同 GUI 的另一个微
软操作系统（Windows 3.0 的后继）。但是，Windows NT 3.1 是一个新的 32 位操作系统，具有支
持老的 DOS 和 Windows 应用程序的能力，并提供了对 OS/2 的支持。
在几个 Windows NT 3.x 版本之后，微软发布了 Windows NT 4.0。Windows NT 4.0 本质上与
Windows 3.x 具有相同的内部结构，最显著的外部变化是 Windows NT 4.0 提供了与 Windows 95
相同的用户界面。主要的结构变化是在 Windows 3.x 中作为 Win32 子系统一部分的几个图形组件
（在用户态下运行）被移到 Windows NT 执行体（在内核态下运行）中。这个变化的优点是加速
了这些重要函数的操作，而潜在的缺陷是这些图形函数现在可以使用低层系统服务，这可能会对
操作系统的可靠性产生影响。
在 2000 年，微软引进了下一个重要的升级版本，现在称为 Windows 2000。同样，底层的执行体
和内核结构与 Windows NT 4.0 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但是还增加了一些新特点。Windows 2000 的重点是
增加支持分布处理的服务和功能，Windows 2000 新特征的核心元素是活动目录（Active Directory）
，这
是一个分布目录服务，能够将任意对象名映射到关于这些对象的任意类型的信息上。Windows 2000 也
增加了即插即用和电源管理工具，这些特性已经在 Windows 98 中存在，继承于 Windows 95。这些特
性对笔记本电脑特别重要，因为笔记本电脑经常使用扩展设备（docking station）和电池供电。
关于 Windows 2000 的最后一点是 Windows 2000 Server 和 Windows 2000 desktop 的区别。本
质上，内核、执行程序结构和服务保持相同，但 Server 还包括一些用作网络服务器时所需的服务。
在 2001 年，微软发布了最新的桌面操作系统 Windows XP，同时提供了家用和商业工作站
两种版本。同样在 2001 年发布了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XP。2003 年，微软又发布了新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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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Windows Server 2003，包括 32 位和 64 位两种。Windows Server 2003 主要为 Intel 的 Itanium
硬件设计。在为 Sever 2003 升级的第一个服务包中，微软在桌面版和服务器版中都引入了对
AMD64 处理器结构的支持。
2007 年，Windows Vista 作为最新的桌面版本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发布。Vista 对 Intel x86
和 AMD x64 结构都提供支持。发布版主要的改动细节在于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变化，以及
许多对安全性的改进。对应的服务器版本是 Windows Server 2008。

2.5.2

单用户多任务

Windows（从 Windows 2000 以后）是微机操作系统新潮流的一个重要例子（其他例子有
Linux 和 MacOS）。Windows 的动因是开发当今的 32 位和 64 位微处理器处理能力的需求，在速
度、硬件完善度和存储能力几个方面与大型机和小型机进行竞争。
这些新操作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尽管它们仍然希望支持一个单独的交互用户，但它
们的确是多任务操作系统。两个主要的发展因素引发了个人计算机、工作站和服务器中的多任务
需求。首先，随着微处理器的速度和存储能力不断增长以及虚拟存储器的支持，应用程序变得更
加复杂且相关性更强。例如，用户可能希望同时使用文字处理器、画图程序和电子表格应用程序
来产生文件。如果没有多任务，用户要创建一幅图并把它粘贴到字处理文件中，则需要以下步骤：
1）打开画图程序。
2）创建一幅图并保存在一个文件中或一个临时的剪贴板中。
3）关闭画图程序。
4）打开文字处理程序。
5）在正确的位置插入这幅图。
如果需要有任何修改，用户必须关闭文字处理程序，打开画图程序，编辑这个图形并保存，
关闭画图程序，打开文字处理程序，插入这幅修改后的图。这很快就会变得单调乏味。随着用户
可以得到的服务和能力越来越强大、种类越来越多，单任务环境变得更加笨拙、对用户不够友好。
在多任务环境中，用户打开所需要的每个应用程序，并让它保持打开状态。信息可以在这些应用
程序间很容易地来回移动。每个应用程序有一个或多个打开的窗口，图形界面和诸如鼠标之类的
指示设备使得用户可以在环境中迅速地定位。
多任务的第二个动机是客户/服务器计算的发展。在客户/服务器计算中，个人计算机或工作
站（客户）和主机系统（服务器）联合使用，以实现特定的应用。它们两个被连接在一起，每一
个都被分配给一部分与其能力相适应的作业。客户/服务器可以在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的局域网
中实现，或者可以通过用户系统和一台大主机（如大型机）间的连接实现。一个应用程序可能
涉及一台或多台个人计算机以及一个或多个服务器设备。为提供所需的响应性，操作系统需要
支持复杂的实时通信硬件和相关的通信协议以及数据传送结构，同时还应支持正在进行的用户
交互。
前面是对 Windows 桌面版本的讨论。Windows Server 版本也是多任务的，但可以支持多个
用户，它支持多个终端服务器连接，并提供网络中多个用户使用的共享服务。作为一个 Internet
服务器，Windows 可以支持数千个同时发生的 Web 连接。

2.5.3

体系结构

图 2.13 显示了 Windows 2000 的整体结构，以后的各种版本的 Windows，包括 Vista，在这
一层本质上都有相同的结构。模块化结构给 Windows 2000 提供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在各
种硬件平台上执行，可运行为各种别的操作系统编写的应用程序。截至本书写作时，Windows
仅在 Intel x86 和 AMD64 硬件平台上实现，服务器版也支持 Intel IA64（It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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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logon

Spooler
Services.exe

会话管理器

环境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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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r

POSIX

用户应用
Win32

子系统 DLL

Ntdll.dll
系统线程

用户态模式
内核态模式
系统服务调度程序
（内核态调用接口）
本地过程调用

配置管理器
（注册表）

进程和线程

虚存

安全引用监控器

电源管理器

即插即用管理器

cache

设备和文件
系统驱动

对象管理器

文件系统

I/O 管理器

Win32 用户
GDI

图形驱动

内核
硬件抽象层（HAL）
Lsass 表示本地安全认证服务器

POSIX 表示可移植操作系统接口

GDI 表示图形设备接口

DLL 表示动态链接库

白色部分表示可执行的

图 2.13

Windows 和 Windows Vista 体系结构[RUSS05]

和几乎所有操作系统一样，Windows 把面向应用的软件和操作系统核心软件分开，后者包括
在内核态下运行的执行体、内核、设备驱动器和硬件抽象层。内核模块软件可以访问系统数据和
硬件，在用户态运行的其余软件被限制访问系统数据。

操作系统组织
Windows 的体系结构是高度模块化的。每个系统函数都正好由一个操作系统部件管理，操作
系统的其余部分和所有应用程序通过相应的部件使用标准接口访问这个函数。关键的系统数据只
能通过相应的函数访问。从理论上讲，任何模块都可以移动、升级或替换，而不需要重写整个系
统或它的标准应用程序接口（API）。
Windows 的内核态组件包括以下类型：
● 执行体：包括操作系统基础服务，例如内存管理、进程和线程管理、安全、I/O 和进程间

通信。
● 内核：控制处理器的执行。内核管理包括线程调度、进程切换、异常和中断处理、多处

理器同步。跟执行体和用户级的其他部分不同，内核本身的代码并不在线程内执行。因
此，内核是操作系统中唯一不可抢占或分页的一部分。
● 硬件抽象层（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HAL）
：在通用的硬件命令和响应与某一特

定平台专用的命令和响应之间进行映射，它将操作系统从与平台相关的硬件差异中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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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HAL 使得每个机器的系统总线、直接存储器访问（DMA）控制器、中断控制器、
系统计时器和存储器模块对内核来说看上去都是相同的。它还对对称多处理（SMP）提
供支持，随后对这部分进行解释。
● 设备驱动：用来扩展执行体的动态库。这些库包括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可以将用户 I/O

函数调用转换为特定的硬件设备 I/O 请求，动态库还包括一些软件构件，用于实现文件
系统、网络协议和其他必须运行在内核态中的系统扩展功能。
● 窗口和图形系统：实现图形用户界面函数（简称 GUI 函数）
，例如处理窗口、用户界面

控制和画图。
Windows 执行体包括一些特殊的系统函数模块，并为用户态的软件提供 API。以下是对每个
执行体模块的简单描述：
● I/O 管理器：提供了应用程序访问 I/O 设备的一个框架，还负责为进一步的处理分发合适

的设备驱动程序。I/O 管理器实现了所有的 Windows I/O API，并实施了安全性、设备命
名和文件系统（使用对象管理器）。Windows I/O 将在第 11 章中讲述。
● 高速缓存管理器：通过使最近访问过的磁盘数据驻留在内存中以供快速访问，以及在更

新后的数据发送到磁盘之前，通过在内存中保持一段很短的时间以延迟磁盘写操作，来
提高基于文件的 I/O 性能。
● 对象管理器：创建、管理和删除 Windows 执行体对象和用于表示诸如进程、线程和同步

对象等资源的抽象数据类型。为对象的保持、命名和安全性设置实施统一的规则。对象
管理器还创建对象句柄，对象句柄是由访问控制信息和指向对象的指针组成的。本节稍
后将进一步讨论 Windows 对象。
● 即插即用管理器：决定并加载为支持一个特定的设备所需的驱动。
● 电源管理器：调整各种设备间的电源管理，并且可以把处理器置为休眠状态以达到节电

的目的，甚至可以将内存中的内容写入磁盘，然后切断整个系统的电源。
● 安全访问监控程序：强制执行访问确认和审核产生的规则。Windows 面向对象模型允许

统一一致的安全视图，直到组成执行体的基本实体。因此，Windows 为所有受保护对象
的访问确认和审核检查使用相同的例程，这些受保护对象包括文件、进程、地址空间和
I/O 设备。Windows 的安全性将在第 15 章讲述。
● 虚拟内存管理器：管理虚拟地址、物理地址和磁盘上的页面文件。控制内存管理硬件和

相应的数据结构，把进程地址空间中的虚地址映射到计算机内存中的物理页。Windows
虚拟内存管理将在第 8 章讲述。
● 进程/线程管理器：创建、管理和删除对象，跟踪进程和线程对象。Windows 进程和线程

管理将在第 4 章讲述。
● 配置管理器：负责执行和管理系统注册表，系统注册表是保存系统和每个用户参数设置

的数据仓库。
● 本地过程调用（Local Procedure Call，LPC）机制：为本地进程实现服务和子系统间的

通信， 而实 现的一 套高 效的跨 进程 的过程 调用 机制。 类似 于分布 处理 中远程 过程 调 用
（Remote Procedure Call，RPC）的方式。

用户态进程
Windows 支持 4 种基本的用户进程类型：
● 特殊系统进程：需进行管理系统的用户态服务，如会话管理程序、认证子系统、服务管

理程序和登录进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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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进程：打印机后台管理程序、事件记录器、与设备驱动协作的用户态构件、不同的

网络服务程序以及许多这样的程序。微软和外部的软件开发者都要使用它们来扩展系统
的功能，因为这些服务是在 Windows 系统中后台运行用户态活动的唯一方法。
● 环境子系统：提供不同的操作系统的个性化设置（环境）
。支持的子系统有 Win32/WinFX

和 POSIX。每个环境子系统包括一个在所有子系统应用程序中都会共享的子系统进程和
把用户应用程序调用转换成本地过程调用（LPC）和/或原生 Windows 调用的动态链接库
（DLL）。
● 用户应用程序：可执行程序（EXE）和动态链接库（DLL）向用户提供使用系统的功能。

EXE 和 DLL 一般是针对特定的环境子系统，尽管这其中有一些作为操作系统组成部分的程
序使用了原生系统接口（NTAPI）。同样，也支持为 Windows 3.1 或 MS-DOS 写的 16 位程序。
Windows 支持为多操作系统特性写的应用程序，Windows 利用一组在环境子系统保护之下
的通用的内核态构件来提供这种支持。每个子系统在执行时都包括一个独立的进程，该进程包含
共享的数据结构、优先级和需要实现特定的个性化的执行对象的句柄。当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应用
程序启动时，Windows 会话管理器会启动上述的进程。子系统进程作为系统用户运行，因此执行
体会保护其地址空间免受普通用户进程的影响。
受保护的子系统提供一个图形或命令行用户界面，为用户定义操作系统的外观。另外，每个
受保护的子系统为那个特定的操作环境提供 API，这就意味着为那些特定的操作环境创建的应用
程序可以在 Windows 下不用改变即可运行，其原因是它们看到的操作系统接口与编写它们时的
接口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子系统是 Win32。Win32 是在 Windows NT 和 Windows 95 及后继版本和 Windows 9x
中都实现了的 API。许多为 Windows 9x 系统操作系统写的 Win32 应用程序可以不用改变就能在
NT 系统上运行。在 Windows XP 版本中，微软重点改进了与 Windows 9x 的兼容性，这样他们就
可以终止对 9x 系列的支持而专注于 NT 了。
最新的 Windows API 是 WinFX，基于微软的.NET 编程模型。WinFX 在 Windows 中是作为
win32 的更高一层来实现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类型。

2.5.4

客户/服务器模型

Windows 操作系统服务、受保护子系统和应用程序都采用客户/服务器计算模型构造，客户/
服务器模型是分布式计算中的一种常用模型，将在本书的第六部分讲述。正如 Windows 的设计
一样，在单个系统内部也可以采用相同的结构。
NT 原生 API 是一套基于内核的服务，提供一些核心抽象供系统使用，如进程、线程、虚拟
内存、I/O 和通信。通过使用客户/服务器模型，Windows 在用户态进程中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服
务。环境子系统和 Windows 用户态服务都是以进程的形式实现，通过 RPC 与客户端进行通信。
每个服务器进程等待客户的一个服务请求（例如，存储服务、进程创建服务或处理器调度服务）。
客户可以是应用程序或另一个操作系统模块，它通过发送消息请求服务。消息从执行体发送到适
当的服务器，服务器执行所请求的操作，并通过另一条消息返回结果或状态信息，再由执行体发
送回客户。
客户/服务器结构的优点如下：
● 简化了执行体。可以在用户态服务器中构造各种各样的 API，而不会有任何冲突或重复；

可以很容易地加入新的 API。
● 提高了可靠性。每个新的服务运行在内核之外，有自己的存储空间，这样可以免受其他

服务的干扰，单个客户的失败不会使操作系统的其余部分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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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应用程序与服务间通过 RPC 调用进行通信提供了一致的方法，且没有限制其灵活性。

函数桩（function stub）把消息传递进程对客户应用程序隐藏起来，函数桩是为了包装
RPC 调用的一小段代码。当通过一个 API 访问一个环境子系统或服务时，位于客户端应
用程序中的函数桩把调用参数包作为一个消息发送给一个服务器子系统执行。
● 为分布式计算提供了适当的基础。典型地，分布式计算使用客户/服务器模块，通过分布

的客户和服务器模块以及客户与服务器间的消息交换实现远程过程调用。对于 Windows，
本地服务器可以代表本地客户应用程序给远程服务器传递一条消息，客户不需要知道请
求是在本地还是在远程得到服务的。实际上，一条请求是在本地还是远程得到服务，可
以基于当前负载条件和动态配置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2.5.5

线程和 SMP

Windows 的两个重要特征是支持线程和支持对称多处理（SMP），这些在 2.4 节都曾经讲述
过。［RUSS05］列出了 Windows 支持线程和 SMP 的下列特征：
● 操作系统例程可以在任何可以得到的处理器上运行，不同的例程可以在不同的处理器上

同时执行。
● Windows 支持在单个进程的执行中使用多个线程。同一个进程中的多线程可以在不同的

处理器上同时执行。
● 服务器进程可以使用多线程，以处理多个用户同时发出的请求。
● Windows 提供在进程间共享数据和资源的机制以及灵活的进程间通信的能力。

2.5.6

Windows 对象

Windows 大量使用面向对象设计的概念。面向对象方法简化了进程间资源和数据的共享，便
于保护资源免受未经许可的访问。Windows 使用的面向对象重要概念如下：
● 封装：一个对象由一个或多个称做属性的数据项组成，在这些数据上可以执行一个或多

个称做服务的过程。访问对象中数据的唯一方法是引用对象的一个服务，因此，对象中
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保护起来，避免未经授权的使用和不正确的使用（例如试图执行不
可执行的数据片）。
● 对象类和实例：一个对象类是一个模板，它列出了对象的属性和服务，并定义了对象的

某些特性。操作系统可以在需要时创建对象类的特定实例，例如，每个当前处于活动状
态的进程只有一个进程对象类和一个进程对象。这种方法简化了对象的创建和管理。
● 继承：尽管要靠手工编码实现，但执行体使用继承通过添加新的特性来扩展对象类。每

个执行体类都基于一个基类，这个基类定义虚方法，以便支持创建、命名、安全保护和
删除对象。调度程序对象是继承事件对象属性的执行体对象，因此，它们能使用常规的
同步方法。其他特定的对象类型（如设备类），允许这些面向特定设备的类从基类中继承，
增加额外的数据和方法。
● 多态性：Windows 内部使用通用的 API 函数集操作任何类型的对象，这正是本节附录 B

中定义的多态性的一个特征。但是，由于许多 API 是特定的对象类型所特有的，因此
Windows 并不是完全多态的。
对面向对象概念不熟悉的读者可以参阅本书最后的附录 B。
Windows 中的所有实体并非都是对象。当数据对用户态的访问是开放的，或者当数据访问是
共享的或受限制的时都使用对象。对象表示的实体有文件、进程、线程、信号、计时器和窗口。
Windows 通过对象管理器以一致的方法创建和管理所有的对象类型，对象管理器代表应用程序负
责创建和销毁对象，并负责授权访问对象的服务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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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体中的每个对象有时称为内核对象（以区分执行体并不关心的用户级对象），作为内核
分配的内存块存在，并且只能被内核访问。数据结构的一些元素（例如对象名、安全参数、使用
计数）对所有的对象类型都是相同的，而其余的元素是某一特定对象所特有的（例如线程对象的
优先级）。因为这些对象的数据结构位于只能由内核来访问的进程地址空间中，应用程序不可能
引用这些数据结构并且直接地读写。实际上，应用程序通过一组执行体支持的对象操作函数间接
地操作对象。当对象创建后，请求创建的应用程序得到该对象的句柄，句柄实质上是指向被引用
对象的指针。句柄可以被同一个进程中的任何线程使用，来访问可操作此对象的 Win32 函数，
或者被复制到其他进程中。
对象可以有与之相关联的安全信息，以安全描述符（Security Descriptor，SD）的形式表示。
安全信息可以用于限制对对象的访问，例如，一个进程可以创建一个命名信号量对象，使得只有
某些用户可以打开和使用这个信号。信号对象的安全描述符可以列出那些允许（或不允许）访问
信号对象的用户，以及允许访问的类型（读、写、改变等）。
在 Windows 中，对象可以是命名的，也可以是未命名的。当一个进程创建了一个未命名对
象，对象管理器返回这个对象的句柄，而句柄是访问该对象的唯一途径。命名对象有一个名字，
其他进程可以使用这个名字获得对象的句柄。例如，如果进程 A 希望与进程 B 同步，则它可以
创建一个命名事件对象，并把事件名传递给 B，进程 B 打开并使用这个事件对象；但是，如果 A
仅仅希望使用事件同步它自己内部的两个线程，则它将创建一个未命名事件对象，因为其他进程
不需要使用这个事件。
作为 Windows 管理的对象的一个例子，下面列出了微内核管理的两类对象：
● 分派器对象：是执行体对象的子集，线程可以在该类对象上等待，用来控制基于线程的

系统操作的分派和同步。这些将在第 6 章讲述。
● 控制对象：被内核组件用来管理不受普通线程调度控制的处理器操作。表 2.5 列出了内

核控制对象。
Windows 不是一个成熟的面向对象操作系统，它不是用面向对象语言实现的，完全位于执行
体组件中的数据结构没有表示成对象。然而，Windows 展现了面向对象技术的能力，表明了这种
技术在操作系统设计中不断增长的趋势。
表 2.5
控制对象

Windows 内核控制对象
说

明

异步过程调用

用于打断一个特定线程的执行，以一种特定的处理器模式调用过程

延迟过程调用

用于延迟中断处理，以避免延迟中断硬件处理。也可以用于实现定时器和进程间通信
通过中断分派表 IDT（ Interrupt Dispatch Table ）中的项，把中断源连接到中断服务例程上。每

中断

个处理器有一个 IDT ，用于分发该处理器中发生的中断
表示 虚地址空 间和一 组线程对 象执行 时所需要 的控制 信息。一 个进程 包括指向 地址映 射的指

进程

针，包含线程对象的一列就绪线程、属于进程的一列线程、在进程中执行的所有线程的累加时间
和基本优先级

线程

表示线程对象，包括调度优先权和数量，以及该运行在哪个处理器上

分布图

用于衡量一块代码中的运行时间分布。用户代码和系统代码都可以建立分布图

2.6

传统的 UNIX 系统

2.6.1

历史

UNIX 的历史是一个经常谈论到的神话，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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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最初是在贝尔实验室开发的，1970 年在 PDP-7 上开始运行。贝尔实验室的部分人员
参与了 MIT 的 MAC 项目中的分时工作。这个项目导致开发了第一个 CTSS，然后是 Multics。尽
管通常说 UNIX 是 Multics 的一个缩小了的版本，但是，实际上 UNIX 的开发者声称更多地受到
CTSS 的影响［RITC78］。尽管如此，UNIX 吸收了 Multics 的许多思想。
在贝尔实验室，以及后来其他地方关于 UNIX 的工作产生了一系列的 UNIX 版本。第一个著
名的里程碑是把 UNIX 系统从 PDP-7 上移植到 PDP-11 上，第一次暗示了 UNIX 将成为所有计算
机上的操作系统；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用 C 语言重写 UNIX，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闻的策略。
通常人们认为像操作系统这样需要处理时间限制事件的复杂系统，必须完全用汇编语言编写。产
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如下：
● 按照今天的标准，内存（包括 RAM 和二级存储器）容量小且价格贵，因此高效使用内

存很重要。这就包括了不同的内存覆盖（overlay）技术，如使用不同的代码段和数据段，
以及自修改代码。
● 尽管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开始使用编译器，计算机业一直对自动生成的代码的质量持

有怀疑。在资源空间很小的情况下，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高效的代码就很有必要了。
● 处理器和总线速度相对较慢，因此，节省时钟周期会使得运行时间上有很大的改进。

C 语言实现证明了对大部分而不是全部系统代码使用高级语言的优点。现在，实际上所有的
UNIX 实现都是用 C 语言编写的。
这些 UNIX 的早期版本在贝尔实验室中是非常流行的。1974 年，UNIX 系统第一次出现在一
本技术期刊中［RITC74］，这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该系统的兴趣，UNIX 的许可证提供给了商业
机构和大学。第一个在贝尔实验室外可以使用的版本是 1976 年的第 6 版，接着 1978 年发行的第
7 版是大多数现代 UNIX 系统的先驱。最重要的非 AT&T 系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发
的 UNIX BSD，最初在 PDP 上运行，后来在 VAX 机上运行。AT&T 继续开发改进系统，1982 年，
贝尔实验室将 UNIX 的多个 AT&T 变种合并成一个系统，即商业销售的 UNIX System III。后来
在操作系统中又增加了很多功能组件，产生了 UNIX Sytem V。

2.6.2

描述

图 2.14 给出了对 UNIX 结构的概述。底层硬件被操作系统软件包围，操作系统通常称做系
统内核，或简单地称做内核，以强调它与用户和应用程序的隔离。本书中举的 UNIX 的例子，主
要关注的是 UNIX 内核。但是，UNIX 拥有许多用户服务和接口，它们也被看做是系统的一部分，
可以分为命令解释器、其他接口软件和 C 编译器部分（编译器、汇编器和加载器），它们的外层
由用户应用程序和到 C 编译器的用户接口组成。
图 2.15 提供了对内核的更深入描述。用户程序可以直接调用操作系统服务，也可以通过库
程序调用。系统调用接口是内核和用户的边界，它允许高层软件使用特定的内核函数。另一方面，
操作系统包含直接与硬件交互的原子例程（primitive routine）。在这两个接口之间，系统被划分
成两个主要部分，一个关心进程控制，另一个关心文件管理和 I/O。进程控制子系统负责内存管
理、进程的调度和分发、进程的同步以及进程间的通信。文件系统按字符流或块的形式在内存和
外部设备间交换数据，为实现这一点，需要用到各种设备驱动程序。对面向块的传送，使用磁盘
高速缓存方法：内存中的一个系统缓冲区介于用户地址空间和外部设备之间。
本节描述的是传统的 UNIX 系统，［VAHA96］使用这个术语表示 System V 版本 3（简称
SVR3）、4.3BSD 以及更早的版本。下面是关于传统 UNIX 系统的综述：它被设计成在单一处理
器上运行，缺乏保护其数据结构避免被多个处理器同时访问的能力；它的内核不是通用的，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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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种文件系统、进程调度策略和可执行文件格式。传统 UNIX 的内核没有设计成可扩展的，几
乎没有代码重用的设施。其结果是，当往不同的 UNIX 版本中增加新功能时，必须增加很多新的
代码，因而产生了一个膨胀的、非模块化的内核。
用户程序
陷阱
库
用户级
内核级
系统调用接口

进程间通信
文件子系统
进程控制
子系统
缓冲区 cache

调度器

内存管理

UNIX 命令和库
块

系统调用接口

设备驱动程序

内核
硬件

硬件控制
内核级
硬件级
用户编写的应用程序

图 2.14

2.7

UNIX 的一般体系结构

硬件

图 2.15

传统 UNIX 内核

现代 UNIX 系统
随着 UNIX 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实现版本，每种实现版本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功能。

这就需要产生一种新的实现版本，以合并许多重要的技术革新，增加其他现代操作系统设计特征，
创造出一种模块化更好的结构。典型的现代 UNIX 内核具有如图 2.16 所示的结构。有一个小的
核心软件，它以模块化的风格编写，提供许多操作系统进程所需要的功能和服务；每个外部圆圈
表示相应的功能和以多种方式实现的接口。
下面给出现代 UNIX 系统的一些例子。

2.7.1

系统 V 版本 4（SVR4）

由 AT&T 和 Sun Microsystem 联合开发的 SVR4 结合了 SVR3、4.3BSD、Microsoft Xenix System
V 和 SunOS 的特点。它几乎完全重写了系统 V 的内核，产生了一个简洁的、有些复杂的实现版
本。这个版本中的新特点包括对实时处理的支持、进程调度类、动态分配数据结构、虚拟内存管
理、虚拟文件系统和可以剥夺的内核。
SVR4 同时汲取了商业设计者和学院设计者的成果，为商业 UNIX 的部署提供统一的平台。
它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是现有的最重要的 UNIX 变种。它合并了在任何 UNIX 系统中曾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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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大多数重要特征，并以一种完整的、有商业生存力的方式实现这些特征。SVR4 可以在从 32
位微处理器到超级计算机的很广范围内的处理器上运行。
coff
a.out

elf
exev
切换

NFS

文件映射

FFS
设备
映射

vnode/vfs
接口

虚存
框架

匿名映射

s5fs
RFS

公共设施

磁盘
驱动

调度
框架

块设备
切换

系统进程

磁带驱动

流
tty 驱动

网络驱动

图 2.16

2.7.2

分时进程

现代 UNIX 内核

BSD

UNIX 版本的 BSD（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系列在操作系统设计原理的发展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4.xBSD 广泛用于学院版的 UNIX 系统，并且成为许多商业 UNIX 产品的基础。
可以肯定地说，BSD 对 UNIX 的普及起着主要作用，大多数 UNIX 的增强功能首先出现在 BSD
版本中。
4.4BSD 是 Berkeley 最后发布的 BSD 版本，随后其设计和实现组织就解散了。它是 4.3BSD
的一个重要升级，包含新的虚拟内存系统、对内核结构所做的改变以及对一系列其他特征的增强。
应用最为广泛的且文档最好的一个 BSD 版本是 FreeBSD。FreeBSD 在基于因特网的服务器
和防火墙中最常用到，还应用在许多嵌入式系统中。
最新版本的 Macintosh 操作系统 Mac OS X 是基于 FreeBSD 5.0 和 Mach 3.0 微内核的。

2.7.3

Solaris 10

Solaris 是 Sun 基于 SVR4 的 UNIX 版本，最新版本是 10。Solaris 的实现提供了 SVR4 的所
有特征以及许多更高级的特征，如完全可抢占、支持多线程的内核、完全支持 SMP 以及文件系
统的面向对象接口。Solaris 是使用最为广泛、最成功的商业 UNIX 实现版本。

2.8

Linux 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 比较
Windows Vista

Linux
概

述

商业操作系统，受到 VAX/VMS 的巨大影响，要求与多个
操作系统兼容，比如 DOS/Windows 、POSIX 以及最初的 OS/2

一种 UNIX 的开源实现，注重简单和效率，可运行
在多种处理器架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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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基础设计决策的环境

32 位程序地址空间

16 位程序地址空间

MB 级物理内存

KB 级物理内存

虚拟内存

基于内存映射的交换系统

多处理器（ 4 路）

单处理器

基于 I/O 设备的微控制器

基于 I/O 设备的状态机

客户 / 服务器分布式计算

独立交互系统

大量、多样的用户群

少量友好的用户

与当今环境比较：

64 位地址
GB 级物理内存
虚拟内存、虚拟处理器
多处理器（ 64 ～ 128 ）
高速互联网 / 内部网、 Web 服务
单用户，易受世界各地的黑客攻击
尽管 Windows 和 Linux 都在不断适应环境并做出改变，但是初始设计环境（也就是在 1989 年和 1973 年）还是严
重影响了其设计选择：
并发单元：线程与进程

[ 地址空间，单处理器 ]

进程创建： CreateProcess() 与 fork()

[ 地址空间，交换操作 ]

I/O ：

异步与同步

[ 交换操作， I/O 设备 ]

安全性：

自由访问与 uid/gid

[ 用户群 ]
系统结构

模块化内核，通过组件显式发布数据结构和接口
三层：

y 硬件抽象层管理处理器、中断和 DMA 、 BIOS 详细信息
y 内核层管理 CPU 调度、中断和同步

单体内核

y 执行体层在完全线程化、通常是抢占式的环境中实现操
作系统的主要功能
动态数据结构和内核地址空间组织；初始化代码在启动后
被抛弃。大部分内核代码和数据是可分页的。不可分页的内

内核代码和数据被静态分配给不可分页内存

核代码和数据采用大页面，以提高 TLB 效率。
文件系统、网络、设备是可加载 / 不可加载的驱动程序（动
态链接库），使用可扩展的 I/O 系统接口
动态加载的驱动程序可以提供可分页和不可分页的区域

对加载 / 卸载内核模块的广泛支持，比如设备驱动
程序和文件系统
模块不能被分页，但是可以卸载

名字空间的根目录是虚拟的，文件系统挂载在下面；可以
很容易地扩展系统对象类型，影响统一命名、引用、生命周
期管理、安全性和基于句柄的同步
名字空间根目录位于文件系统中；添加新命名的系

OS 个性化作为用户态子系统实现。原生 NT API 基于通

统对象需要文件系统更改或映射到设备模型上实现

用内核句柄 / 对象架构并允许跨进程操作虚拟内存、线程和其

了与 POSIX 兼容的类似 UNIX 的接口；内核 API 比

他内核对象

Windows 的 API 简单得多；能够理解各种类型的可
执行文件

自由访问控制、分散的特权、审计

2.8.1

用户 / 组 ID ；类似 NT 特权的权能与进程关联

历史

Linux 开始是用于 IBM PC（Intel 80386）结构的一个 UNIX 变种，最初的版本是由芬兰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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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Linus Torvalds 写的。1991 年 Torvalds 在 Internet 上公布了最早的 Linux
版本，从那以后，很多人通过在 Internet 上的合作，为 Linux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都在
Torvalds 的控制下。由于 Linux 是自由的，并且可以得到源代码，因而它成为其他诸如 Sun 公司
和 IBM 公司提供的 UNIX 工作站的较早的替代产品。当今，Linux 是具有全面功能的 UNIX 系统，
可以在所有这些平台甚至更多平台上运行，包括 Intel Pentium 和 Itanium、Motorola/IBM PowerPC。
Linux 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是由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赞助的自由
软件包。FSF 的目标是稳定的、与平台无关的软件，它必须是自由的、高质量的、为用户团体所
接受的。FSF 的 GNU 项目 1为软件开发者提供了工具，而 GNU Public License（GPL）是 FSF
一

批准标志。Torvalds 在开发内核的过程中使用了 GNU 工具，后来他在 GPL 之下发布了这个内核。
这样，我们今天所见到的 Linux 发行版本是 FSF 的 GNU 项目、Torvald 的个人努力以及遍布世
界的很多合作者们共同的产品。
除了由很多个程序员使用以外，Linux 已经明显地渗透到了业界，这并不是因为自由软件的
缘故，而是因为 Linux 内核的质量。很多天才的程序员对当前版本都有贡献，产生了这一在技术
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产品；而且，Linux 是高度模块化和易于配置的，这使得它很容易在各种
不同的硬件平台上显示出最佳的性能；另外，由于可以获得源代码，销售商可以调整应用程序和
使用方法以满足特定的要求。本书将提供基于最新的 Linux 2.6 版本的内核的细节。

2.8.2

模块结构

大多数 UNIX 内核是单体的。前面已经讲过，单体内核是指在一大块代码中实际上包含了所
有操作系统功能，并作为一个单一进程运行，具有唯一地址空间。内核中的所有功能部件可以访
问所有的内部数据结构和例程。如果对典型的单体式操作系统的任何部分进行了改变，在变化生
效前，所有的模块和例程都必须重新链接、重新安装，系统必须重新启动。其结果是，任何修改
（如增加一个新的设备驱动程序或文件系统函数）都是很困难的。这个问题在 Linux 中尤其尖锐，
Linux 的开发是全球性的，是由独立的程序员组成的联系松散的组织完成的。
尽管 Linux 没有采用微内核的方法，但是由于它特殊的模块结构，也具有很多微内核方法的
优点。Linux 的结构是一个模块的集合，这些模块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地加载和卸载。这些相对独
立的块称做可加载模块（loadable module）［GOYE99］。实质上，一个模块就是内核在运行时可
以链接或断开链接的一个对象文件。典型地，一个模块实现一些特定的功能，例如文件系统、设
备驱动或是内核上层的一些特征。尽管模块可以因为各种目的而创建内核线程，但是它不作为自
身的进程或线程执行。当然，模块会代表当前进程在内核态下执行。
因此，虽然 Linux 被认为是单体内核，但是它的模块结构克服了在开发和发展内核过程中所
遇到的困难。
Linux 可加载模块有两个重要特征：
● 动态链接：当内核已经在内存中并正在运行时，内核模块可以被加载和链接到内核。模

块也可以在任何时刻被断开链接，从内存中移出。
● 可堆栈模块：模块按层次排列，当被高层的客户模块访问时，它们作为库；当被低层模

块访问时，它们作为客户。
动态链接［FRAN97］简化了配置任务，节省了内核所占的内存空间。在 Linux 中，用户程
序或用户可以使用 insmod 和 rmmod 命令显式地加载和卸载内核模块，内核自身监视对于特定函
数的需求，并可以根据需求加载和卸载模块。通过可堆栈模块可以定义模块间的依赖关系，这有

一

GNU 是 GNU’s Not UNIX 的首字母简写。 GNU 项目是一系列免费的软件，包括为开发类 UNIX 操作系统的软
件包和工具，它常常使用 Linux 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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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好处：
1）对一组相似的模块的相同的代码（例如相似硬件的驱动程序）可以移入一个模块，以减
少重复。
2）内核可以确保所需要的模块都存在，避免卸载其他正在运行的模块仍然依赖着的模块，
并且当加载一个新模块时，加载任何所需要的附加模块。
图 2.17 举例说明了 Linux 管理模块的结构，该图显示了当只有两个模块 FAT 和 VFAT 被加
载后内核模块的列表。每个模块由两个表定义，即模块表和符号表。模块表包括以下元素：
● *next：指向后面的模块。所有模块被组织到一个链表中，链表以一个伪模块开始（图 2.17

中没有显示）。
● *name：指向模块名的指针。
● size：模块大小，以内存页计。
● usecount：模块引用计数器。当操作系统引用的模块函数开始时计数器增加，终止时减少。
● flags：模块标志。
● nsyms：输出的符号数。
● ndeps：引用的模块数。
● *syms：指向这个模块符号表的指针。
● *deps：指向被这个模块引用的模块列表的指针。
● *refs：指向使用这个模块的模块列表的指针。

符号表定义了该模块控制的符号，它们将在别的地方使用到。
图 2.17 显示了 VFAT 模块在 FAT 模块后被加载，并且它依赖于 FAT 模块。
模块
*next
*neme
size
usecount
flags
nysms
ndeps
*syms
*deps
*refs

符号表
value
*name
value
*name

·
·
·

·
·
·

符号表
value
*name
value
*name

·
·
·

·
·
·

value
*name

value
*name

图 2.17

2.8.3

模块
*next
*neme
size
usecount
flags
nysms
ndeps
*syms
*deps
*refs

Linux 内核模块列表示例

内核组件

图 2.18 摘自[MOSB02]显示了基于 IA-64 体系结构（例如 Intel Itanium）的 Linux 内核的主
要组件。图中显示了运行在内核之上的一些进程，每个方框表示一个进程，每条带箭头的曲线表
示一个正在执行的线程 1。内核本身包括一组相互关联的组件，箭头表示主要的关联。底层的硬
一

一

在 Linux 中，进程与线程的概念相同。但是， Linux 中的多线程可以按这样一种方法来有效地组合在一起，即
单个进程由多个线程组成。这些内容将在第 4 章中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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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也是一个组件集，箭头表示硬件组件被哪一个内核组件使用或控制。当然所有的内核组件都在
CPU 上执行，但是为了简洁，没有显示它们的关系。

进程

用户级

系统调用

信号
进程和调度器

文件系统

网络协议

虚拟内存

内核
字符设备驱动

陷阱和错误

物理内存

CPU

系统内存

块设备驱动

网络设备驱动

中断

终端

图 2.18

磁盘

硬件

网络接口控制器

Linux 内核组件

主要的内核组件简要介绍如下：
● 信号：内核通过信号通知进程。例如，信号用来通知进程某些错误，比如被 0 除错误。

表 2.6 给出了一些信号的例子。
● 系统调用：进程是通过系统调用来请求系统服务的。一共有几百个系统调用，可以粗略

地分为 6 类：文件系统、进程、调度、进程间通信，套接字（网络）和其他。表 2.7 分
别给出了每个类的一些例子。
● 进程和调度器：创建、管理和调度进程。
● 虚拟内存：为进程分配和管理虚拟内存。
● 文件系统：为文件、目录和其他文件相关的对象提供一个全局的、分层次的命名空间，

还提供文件系统函数。
● 网络协议：为用户的 TCP/IP 协议套件提供套接字接口。
● 字符设备驱动：管理向内核一次发送或接收一个字节数据的设备，比如终端、调制解调

器和打印机。
● 块设备驱动：管理以块为单位向内核发送和接收数据的设备，比如各种形式的外存（磁

盘、CD-ROM 等）。
● 网络设备驱动：对网络接口卡和通信端口提供管理，它们负责连接到网桥或路由之类的

网络设备。
● 陷阱和错误：处理 CPU 产生的陷阱和错误，例如内存错误。
● 物理内存：管理实际内存中的内存页池和为虚拟内存分配内存页。
● 中断：处理来自外设的中断。

表 2.6
信

号

SIGHUP

说

明

终端挂起

一些 Linux 信号
信

号

SIGCONT

说
继续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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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信

号

说

明

信

号

说

明

SIGQUIT

键盘退出

SIGTSTP

键盘停止

SIGTRAP

跟踪陷阱

SIGTTOU

终端写

SIGBUS

总线错误

SIGXCPU

超出 CPU 限制

SIGKILL

Kill 信号

SIGVTALRM

虚拟告警器时钟

SIGSEGV

段错误

SIGWINCH

窗口大小没有改变

SIGPIPT

坏的管道

SIGPWR

电源错误

SIGTERM

终止

SIGRTMIN

第一个实时信号

SIGCHLD

子进程状态未改变

SIGRTMAX

最后一个实时信号

表 2.7

一些 Linux 系统调用
文件系统相关

close

关闭文件描述符

link

为文件起新名

open

打开或者创建一个文件或设备

read

从文件描述符中读

write

往文件描述符中写
进程相关

execve

执行程序

exit

终止调用的进程

getpid

获得进程标志

setuid

设置当前进程的用户标志

prtrace

为父进程提供一种方法，使之可以监视和控制另一个进程的执行，并且检查和修改
它的核心映像和寄存器
调度相关

Sched_getparam

根据进程的标志 pid 设置与调度策略相关的调度参数

Sched_get_priority_max

返回最大的优先级值，这个值可能被用于由 policy 确定的调度算法

Sched_setscheduler

根据进程 pid 设置调度策略（如 FIFO ）和相关参数

Sched_rr_get_interval

根据进程 pid 把轮转时间量写入到 timespec 结构中，这个结构由参数 tp 表示

Sched_yield

通过这个系统调用，一个进程可以自动地释放处理器。这个进程将会因为静态优先
级被移动到队列尾部，同时一个新的进程开始运行
进程间通信（IPC）相关

msgrcv

为接收消息分配的消息缓冲结构。系统调用根据 msqid 把一个消息从消息队列读取
到新创建的消息缓冲区中

semctl

根据 cmd 对信号量集 semid 执行控制操作

semop

对信号量集 semid 选定的成员执行操作

shmat

把由 shmid 标识的共享内存段附加到调用进程的数据段

shmctl

允许用户用一个共享的内存段接收信息，设置共享内存段的所有者、组和权限，或
者销毁一个段
套接字（网络）相关

bind

为套接字分配一个本地的 IP 地址和端口，成功返回 0 ，失败返回− 1

connect

在给定的套接字和远程套接字间建立连接，远程套接字需要与套接字地址相关联

gethostname

返回本地主机名称

send

把 *msg 指向的缓冲区中数据按字节发送给定的套接字

setsockopt

设置套接字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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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create_module

他

试图创建一个可加载的模块入口，为加载这个模块预定所需的内核内存空间
把文件中的所有核心部分复制到硬盘中，并且等待设备报告所有的部分都被写入到

Fsync

存储器中

query_module

查询内核中可加载模块相关的信息

time

返回从 1970 年 1 月 1 日起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vhangup

在当前终端模拟挂起操作。这个调用在其他用户登录时提供一个“干净”的 tty

2.9

推荐读物和网站

[BRIN01]收集了近年来关于操作系统主要进展的优秀论文。[SWAI07]是一篇有趣的关于未来操作系统
的短文。
［VAHA96］是讲述 UNIX 内部结构的一本优秀书籍，它提供了很多 UNIX 变种间的比较。［GOOD94］
提供了关于 UNIX SVR4 的丰富的技术细节。对于流行的开源 FreeBSD，[MCKU05]值得强烈推荐。[MCDO07]
较好地讲述了 Solaris 内部结构。[BOVE06]和[LOVE05]是讲述 Linux 内部结构的两本好书。
尽 管 有 很 多 关 于 Windows 各 种 版 本 的 书 ， 但 是 于 内 部 结 构 相 关 的 内 容 却 非 常 少 。 要 推 荐 的 书 是
[RUSS05]，它的内容只涵盖了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内容，但大部分内容对 Vista 也是正确的。
BOVE06 Bovet,D.,and Cesati,M.Understanding the Linux Kernel.Sebastopol, CA : O’Reilly,2006.
BRIN01 Brinch Hansen,P.Classic Operating Systems:From Batch Processing to Distributed Systems. New
York:Springer-Verlag,2001.
GOOD94 Goodheart,B.,and Cox,J.The Magic Garden Explained:The Internals of UNIX System V Release
4.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4.
LOVE05 Love,R.Linux Kernel Development.Waltham,MA:Novell Press,2005.
MCDO07 McDougall,R.,and Mauro,J.Solaris Internals:Solaris 10 and OpenSolaris Kernel Architecture.
Palo Alto,CA:Sun Microsystems Press,2007.
MCKU05 McKusick,M.,and Neville-Neil,J.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reeBSD Operating
System.Reading,MA:Addison-Wesley,2005.
RUSS05 Russinovich,M.,and Solomon,D.Microsoft Windows Internals: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 TM ）
2003,Windows XP,and Windows 2000.Redmond,WA:Microsoft Press,2005.
SWAI07 Swaine,M.“Wither Operating Systems?”Dr.Dobb’s Journal,March 2007.
VAHA96 Vahalia,U.UNIX Internals:The New Frontiers.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96.

推荐网站
● The Operating System Resource Center：收集了许多关于操作系统的有用的文档和论文。
● Review of Operating Systems：关于商业的、免费的、研究的和业余爱好的各种操作系统的全面

的综述。
● Operating System Technical Comparison：包括各种操作系统的大量翔实的信息。
● ACM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Operating Systems：关于 SIGOPS 出版物和会议的信息。
● IEEE Technical Committee on Operating Systems and Application Enviroments：包括在线的新

闻和其他网站的链接。
● The comp.os.research FAQ：很多关于操作系统设计的有价值的 FAQ。
● UNIX Guru Universe：关于 UNIX 源码的非常好的信息。
● Linux Documentation Project：名字描述了这个站点的内容。
● IBM’s Linux Web site：提供了广泛的 Linux 技术和用户信息。其上许多内容是针对 IBM 产品的，

但是有很多有价值的通用的技术信息。
● Windows Development：Windows 内部结构方面的很好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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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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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术语、复习题和习题

关键术语
批处理

管程

物理地址

串行处理

批处理系统

单体内核

特权指令

对称多处理

执行上下文

多道批处理系统

进程

任务

中断

多道程序设计

进程状态

线程

作业

多任务

实地址

分时

作业控制语言

多线程

常驻监控程序

分时系统

内核

内核

时间片轮转

单道程序设计

内存管理

操作系统（OS）

调度

虚地址

微内核

复习题
2.1

操作系统设计的三个目标是什么？

2.2

什么是操作系统的内核？

2.3

什么是多道程序设计？

2.4

什么是进程？

2.5

操作系统是怎么使用进程上下文的？

2.6

列出并简要介绍五种典型的操作系统的存储管理职责。

2.7

解释实地址和虚地址的区别。

2.8

描述时间片轮转调度技术。

2.9

解释单体内核和微内核的区别。

2.10

什么是多线程？

习题
2.1

假设我们有一台多道程序的计算机，每个作业有相同的特征。在一个计算周期 T 中，一个作业有一半
时间花费在 I/O 上，另一半用于处理器的活动。每个作业一共运行 N 个周期。假设使用简单的时间片
轮转调度，并且 I/O 操作可以与处理器操作重叠。定义以下量：
● 时间周期＝完成任务的实际时间
● 吞吐量＝每个时间周期 T 内平均完成的作业数目
● 处理器利用率＝处理器活跃（不是处于等待）的时间的百分比

当周期 T 分别按下列方式分布时，对 1 个、2 个和 4 个同时发生的作业，请计算这些量：
a）前一半用于 I/O，后一半用于处理器
b）前四分之一和后四分之一用于 I/O，中间部分用于处理器
2.2

I/O 密集型的程序是指如果单独运行，则花费在等待 I/O 上的时间比使用处理器的时间要多的程序。
处理器密集型的程序则相反。假设短期调度算法偏爱那些在近期使用处理器时间较少的程序，请解释
为 什 么 这 个 算 法 偏 爱 I/O 密 集 型 的 程 序 ， 但 是 并 不 是 永 远 不 受 理 处 理 器 密 集 型 程 序 所 需 的 处 理 器
时间？

2.3

a）解释操作系统从简单批处理系统发展为多道批处理系统的原因。
b）解释操作系统从多道批处理系统发展为分时系统的原因。

2.4

为什么用户态和内核态的设计被认为是好的操作系统设计？举例说明一个进程从用户态切换到内核
态，然后又返回到用户态的过程。

2.5

在 IBM 的主机操作系统 OS/390 中，内核中的一个重要模块是系统资源管理程序（System Resource
Manager，SRM），它负责地址空间（进程）之间的资源分配。SRM 使得 OS/390 在操作系统中具有特
殊性，没有任何其他的主机操作系统，当然也没有任何其他类型的操作系统可以比得上 SRM 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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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资源的概念包括处理器、实存和 I/O 通道，SRM 累加器、I/O 通道和各种重要数据结构的利
用率，它的目标是基于性能监视和分析提供最优的性能，其安装设置了以后的各种性能目标作为 SRM
的指南，这会基于系统的利用率动态地修改安装和作业性能特点。SRM 依次提供报告，允许受过训练
的操作员改进配置和参数设置，以改善用户服务。
现在关注 SRM 活动的一个实例。实存被划分为成千上万个大小相等的块，称做帧。每个帧可以
保留一块称做页的虚拟内存。SRM 每秒大约接收 20 次控制，并在互相之间以及每个页面之间进行检
查。如果页没有被引用或被改变，计数器增 1。一段时间后，SRM 求这些数的平均值，以确定系统中
一个页面未曾被触及的平均秒数。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SRM 将采取什么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