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Chapter 3

加载程序执行阶段

本章的目的是阐述在用户启动程序时发生的事件的先后顺序。我们主要对操作系统与可
执行二进制文件布局之间的相互影响（interplay）进行分析，这与进程的内存映射密切相关。
当然，我们将会在本章中讨论由 C/C++ 代码编译产生的二进制文件的执行顺序。

3.1

shell 的重要性
用户通常都会使用 shell 执行程序，shell 能够通过监视用户键盘和鼠标的操作来执行相应

的动作。Linux 中可以运行多种不同的 shell 程序，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要数 sh、bash 和 tcsh。
当用户输入命令名并按回车键时，shell 首先会将输入的命令名与其自身内置的命令进
行比对。如果程序名不是 shell 所支持的命令，那么 shell 就会尝试定位文件名与命令字符串
完全匹配的二进制文件。如果用户只输入了一个程序名（不包括可执行二进制文件的完整路
径），则 shell 会尝试定位由 PATH 环境变量所指定的目录中的可执行文件。当得到可执行二
进制文件的路径后，shell 就会启动加载和执行二进制文件的过程。
shell 先会通过派生与自身相同的子进程来创建自己的副本。通过复制 shell 当前的内存
映射来创建新进程内存映射的做法似乎有些奇怪，这么做的原因很可能是新进程的内存映
射与 shell 的内存映射完全不同。采用这种奇怪策略的原因在于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将所有
shell 的环境变量传递给新进程。在新进程的内存映射创建好后，绝大多数内存区域的原始数
据都会被抹掉或填零（除了包含继承环境变量的那部分区域），同时被新进程的内存映射所覆
盖，为执行阶段做准备。图 3-1 说明了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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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shell 通过复制自身的进程内存映射来创建新进程的内存映
射，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的环境变量传递给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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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刻起，shell 的执行可能会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在默认的情况下，shell 会等待它派
生的克隆进程执行完命令（即启动的程序执行结束）。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用户在程序名
后输入了一个与符号（&），那么子进程将会在后台执行，与此同时 shell 还会继续监视用户接
下来输入的命令。如果用户不在可执行文件名后输入与符号，同样也可以实现后台运行。在
程序启动后，用户可以按下 Ctrl-Z 键（向子进程发出 SIGSTOP 信号）并立即在 shell 窗口中
输入“ bg ”（向子进程发出 SIGCONT 信号），这样就可以实现相同的效果（将 shell 子进程置
于后台执行）。
当用户在应用程序图标上点击鼠标时，会触发类似的启动程序的过程。带有图标的程序
（像 Linux 上的 gnome 会话和 Nautilus 文件浏览器）会将鼠标点击的动作转换成 system() 调
用，该调用会触发类似于通过 shell 窗口启动应用程序的一系列事件。

3.2

内核的作用
shell 一旦委托了运行程序的任务，内核将通过调用 exec 函数族中的函数来做出响应，

函数族中的函数提供了大量相似的功能，区别在于如何指定执行参数的细节。无论调用哪种
类型的 exec 函数，它们最终都会调用真正执行程序的 sys_execve 函数。
下一步操作（在 search_binary_handler（位于文件 fs/exec.c 中）函数中执行）是识别可执
行格式。Linux 除了支持最新的 ELF 二进制可执行格式外，还提供了向后兼容性，能够支持
许多其他二进制格式。如果识别出了 ELF 格式，下一步则会调用 load_elf_binary 函数（位于
文件 fs/binfmt_elf.c 中）。
当识别出可执行格式是系统所支持的格式后，则会为程序启动准备进程内存映射。特别
是，由 shell（shell 的副本）创建的子进程会通过以下过程从 shell 传递给内核：
● 内核会获取沙箱（进程环境），更重要的是相关内存会被用于加载新程序。
内核首先要做的是彻底抹掉内存映射。紧接着委托装载器从新程序的二进制可执行文
件中读取数据，并将数据填充到被抹去的内存映射中。
● 通过克隆 shell 进程（调用 fork()），在 shell 中定义的环境变量被传递给子进程，确保
环境变量的继承链不被破坏。

3.3

装载器的作用
在详细介绍装载器的功能以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装载器和链接器在处理二进制文件内

容上的差异。

3.3.1

装载器视角下的二进制文件（节与段）

我们可以认为链接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模块，它能够准确区分出各种节（section）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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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代码、未初始化数据、初始化数据、构造器、调试信息等）。为了能够解析引用，链接器
必须非常了解这些节的内部结构的细节。
另一方面，装载器的功能则要比链接器简单很多。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将链接器创建的
节复制到进程内存映射中。装载器并不需要了解各个节的内部结构，就能够完成复制。它只
需要关心节是否是只读或可读写属性，以及在可执行文件启动前是否需要打补丁（我们会在
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个问题）。
提示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进程的动态链接，装载器还具备比复制数据块更复杂的一
些功能。

因此不出乎我们的意料，装载器还会根据节的相同装载需求将链接器创建的节组合成段
（segment）。图 3-2 展示了这个过程，装载器的段一般会携带多个拥有相同访问属性（只读或
可读写，以及有没有被打过补丁）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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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链接器与装载器

在图 3-3 中，我们使用了 readelf 工具来检查段，可以看到多个不同的链接器节被分组合
并成装载器段。

3.3.2

程序加载阶段

当识别出二进制格式以后，内核装载器模块就会派上用场。首先装载器会定位可执行二
进制文件中的 PT_INTERP 段，用于动态加载阶段。

第3章

图 3-3

加载程序执行阶段

41

组合成段的节

由于我们还没有介绍动态加载的概念，所以为了避免发生“本末倒置”的情况，我们假
设一个最简单的可能场景：程序是静态链接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动态加载过程。

静态编译示例
静态编译是指可执行文件不包含任何动态链接依赖。所有可执行文件需要的外部库都
被静态链接到程序中。因此，最终编译得到的二进制文件是完全可移植的，它不需要任何
系统共享库（甚至也不需要 libc）作为依赖就可以运行。在完整可移植性（很少需要额外的
移植工作）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有所代价，即可执行文件的体积会增大许多。
除了完整的可移植性，构建静态可执行文件也便于我们讲解装载器本身最基本、最简
单的功能。
我们使用一个普通且简单的“ Hello World ”示例作为静态编译的例子。使用相同源代
码文件编译两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其中一个用 -static 链接器标识构建，参考代码清单 3-1
和代码清单 3-2。
代码清单 3-1

main.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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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清单 3-2

build.sh

比较两个可执行文件的大小可以发现，静态编译出的可执行文件比动态编译的大很多
（在这个例子中，体积比动态编译的大了约 100 倍）。
接着装载器会读取程序的二进制文件段的头，确定每个段的地址和字节长度。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在这个阶段装载器仍然不会向程序的内存映射写入任何数据。装载器在此阶段只
会建立并维护一组包含可执行文件段（实际上就是每个段的页宽）和程序内存映射关联的结
构（比如 vm_are_struct）。
真正从可执行文件复制段的操作是在程序启动之后才执行的。在执行复制的时候，分配
给进程的物理内存页和程序内存映射表之间的虚拟内存映射关系已经建立好了。只有当内核
在运行时需要某一个程序段时才会开始加载其对应的页，这种策略使得程序中每一部分只有
在运行时真正需要时才会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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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加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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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执行入口点
从通常的 C/C++ 编程视角来看，程序的入口点是 main() 函数。而对于程序执行本身而

言，事实并非如此。在执行过程到达 main() 函数之前，还会先执行一些函数，这些函数为程
序的运行做准备。
接下来我们详细了解一下从程序装载到执行 main() 函数第一条语句这段时间内，Linux
通常会执行哪些操作。

3.4.1

装载器查找入口点

在程序装载完成后（即准备程序基本数据和复制执行程序必要的节到内存中），装载器
会查询 ELF 头的 e_entry 字段的值。这个值包含的程序内存地址指定了程序该从何处开始
运行。
通过反汇编可执行二进制文件，我们可以看到 e_entry 值只包含了代码（.text）节的首地
址。无独有偶，该地址通常就是 _start 函数的首地址。
.text 段的反汇编信息如下所示：

3.4.2

_start() 函数的作用

_start 函数的作用是为接下来需要调用的 __libc_start_main 函数准备入参，该函数的定义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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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call 指令之前的所有指令都是在将调用所需的参数按照调用期望的顺序放入
栈中。
我们会在下一节中讲解这些指令到底执行了哪些操作，以及执行这些操作的原因，并介
绍栈的机制。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讲完程序启动的过程。

3.4.3

__libc_start_main() 函数的作用

该函数在为程序启动准备环境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程序启动阶段，它不仅会
为程序设置好运行环境，还会执行以下操作：
● 启动程序的线程。
● 调用 _init() 函数，该函数会在调用 main() 函数前完成必要的初始化操作。（gcc 编译器
利用 __attribute__((constructor)) 关键字对程序启动前的自定义操作提供支持）。
● 注册 __ﬁni() 和 rtld_ﬁni() 函数，这些函数会在程序终止时调用。通常来说，_ﬁni() 和
_init() 函数操作的顺序相反。
gcc 编译器利用 __attribute__((destructor)) 关键字对程序结束时的自定义操作提供支持。
最后，当所有准备操作都完成时，__libc_start_main() 调用 main() 函数，启动程序。

3.4.4

栈和调用惯例

任何富有经验的开发者都会了解程序流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函数调用。比如说，main 函数
至少会调用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接着会调用大量的其他函数也说不定。
栈的概念是函数调用的基础，我们不准备在本书中花费大量篇幅去讲解这个概念以及栈
是如何工作的细节。这个问题早已众所周知，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复述这些大家早已滚
瓜烂熟的知识。
但我们会着重对栈和函数相关的某几个重要的点做些解释。
● 进程内存映射会为栈保留一定的内存区域。
● 实际运行时栈内存的使用量是会变化的，函数的调用序列越长，栈内存就会用得
越多。
● 栈内存不是无限制的。相反，可用栈内存的数量必然与可用于动态分配的内存（这部
分进程内存就是我们熟知的堆）数量相关。
函数调用惯例
一个函数如何将参数传递给被调用的函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人们已经设计了种种
复杂精巧的函数变量传递机制，因此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汇编语言惯例。这些基于栈的实现机
制我们通常称为调用惯例。
实际上，已经为 x86 架构设计了很多不同的调用惯例，这里仅举几例：cdecl、std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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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call、thiscall。 每 种 调 用 惯 例 都 是 为 不 同 设 计 视 角 的 特 定 情 况 专 门 设 计 的。Nemanja
Trifunovic 有 一 篇 题 为“ Calling Conventions Demytiﬁed ”（解 开 神 秘 的 调 用 惯 例） 的 文
章（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1388/Calling-Conventions-Demystiﬁed）， 从 非 常 有 趣 的
视 角 来 分 析 多 种 调 用 惯 例 的 差 异。 随 后 几 年， 传 奇 的 Raymond Chen 发 表 了 一 系 列 题 为
“ The History of Calling Conventions ”（调 用 惯 例 发 展 史） 的 文 章（http://blogs.msdn.com/b/
oldnewthing/ archive/2004/01/02/47184.aspx），可能是目前关于这个主题最完整的单独资料源。
为了避免在这个主题上花费太多的时间。我们会详细介绍这些调用惯例中一个尤为重要
的调用惯例——cdecl 调用惯例。若要实现用于导出函数与数据的动态链接库接口，该调用惯
例将是首选。若要继续了解更多细节，第 6 章中阐述库 ABI 函数时会对该主题进行更为深入
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