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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示意图

而驱动程序位于位于操作系统的底层，他和内核紧密相连。。另外，驱动程序直接操作硬件

设备,驱动程序开发

Windows两类最基本的驱动程序：NT式驱动程序和WDM 式驱动程序。详细介绍了驱动程

序编译，安装，调试的方法

编译驱动程序一般使用 build 工具，但是考虑到很多读者都是VC程序员，笔者特意介绍了

如何用 VC编译器编译驱动程序

PCI驱动程序，USB 驱动程序。虚拟串口程序，虚拟摄像头程序，SDIO驱动程序开发

驱动程序由于运行在内核模式下，很难像普通应用程序那样可以方便地调试。。。尤其对于VC
程序员来说，以前的那些调试技巧，很多都不能用了。

另外莫名其妙的"蓝屏死机“也会成为驱动程序开发人员的恶魔。

用WinDbg和VMWare软件对驱动进行源码级调试，用WinDbg调试蓝屏后的Dump文件等 。

1. 从两个最简单的驱动谈起。。。。

HelloDDK 的头文件主要是为了导入驱动程序开发所必需的 NTDDK.h 头文件。此头文件包

含了对 DDK的所有导出函数的声明。

NT式的驱动程序要导入的头文件是 NTDDK.h 而WDM式的头文件是 WDM.h...另外，此头

文件中定义了几个标签，分别在程序中指明函数和变量分配在分页内存中或非分页内存中。。

最后，该头文件给出了该驱动的函数声明。

(1)包含 ddk.h头文件，所有的 NT式驱动程序都要包含此头文件。因为这里采用的是 C++语
言编写，如果直接包含 ntddk.h,函数的符号表

就会导入错误，所以需要加入 extern"C",这样就可以保证符号表正确的导入。。。关于 C++编
写驱动程序需要注意的地方，后面介绍。。。

(2)定义分页标记。非分页标志和初始化内存块。。在Windows驱动程序的开发中，所有程序

的函数很变量要被指明被

加载到分页内存中还是非分页内存中。另外，有一个特殊的函数 DriverEntry需要在 INIT标

志的内存中。。INIT标志指明该函数只是在加载的时候需要载入内存。

而当驱动程序成功加载后，该函数就可以从内存中卸载掉。。。

(3)指定一个设备扩展结构体。。。这种结构体广泛应用于驱动程序中。。。。根据不同驱动程序

的需要，他负责补充定义设备的相关信息。

(4)函数的声明。



这个文件是 Driver.h。

1.2.2 HelloDDK 的 入 口 函 数 。。。。。

和普通的应用程序不同，Windows驱动程序的入口函数不是 main 函数。。。而是一个叫做

DriverEntry的函数。

DriverEntry 函 数 由 内 核 中 的 I/O 管 理 器 调 用 ， 其 函 数 有 两 个 参 数 ：

pDrvierObject,pRegistryPath.................
其中 pDriverObject是 I/O 管理器传递进来的驱动对象。

pRegistryPath 是一个Unicode 字符串。。。。指向此驱动负责的注册表。

回调函数是程序员定义的函数。这些函数不是由驱动程序本身调用，而是由操作系统负责调

用。程序员将这些函数的入口地址告诉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调用这些函数。

在这个例子中，这几个回调函数基本都是自解释型的。当驱动被卸载时，调用

HelloDDKUnload. 当驱 动 程序 处 理 创 建 ， 关 闭， 和 读 写 相 关 的 IRP 时， 调 用

HelloDDKDispatchRoutine。

1.2.3 创建设备例程。

CreateDevice 函数是一个帮助函数(Helper Function),辅助DriverEntry 创建一个设备对象。

其完全可以展开放在 DriverEntry中，但为了代码的条理性，将其构造成一个辅助函数。

Unicode 字符串大量运用在驱动程序开发中。

用 IoCreateDevice 函数创建一个设备对象。其设备名称来自于上一步构造的Unicode 字符创 ，

设备类型为 FILE_DEVICE_UNKOWN,且此种设备为独占设备，即设备只能被一个应用程序

所使用。

1.表明此设备为 BUFFERED_IO 设备。设备对内存的操作分为两种：BUFFEREED_IO 和

DO_DIRECT_IO。

2.填写设备的扩展结构体。在其他驱动程序的函数中，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个结构体。进而

得到该设备的自定义信息。此设备的定义在 Driver.h中。

3.创建符号链接。驱动程序虽然有了设备名称，但是这种设备名称只能在内核态可见，而对

于应用程序是不可见的。

因此，驱动需要暴露一个符号链接，该链接指向真正的设备名称。

4.当设备创建成功后返回。如果不成功，则删除该设备。

1.2.4 卸载驱动例程。

卸载驱动例程用来设备被卸载的情况。由 I/O管理器负责调用此回调函数。次例程遍历系统



中的所有此类设备对象。第一个设备对象的地址存在于驱动对象的DeviceObject 域中。每个

设备对象的 NextDevice 域记录下一个设备对象的地址。。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链表。。卸载驱动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遍历系统中的所有的此类设备对象。

然后删除设备对象和符号链接。。

（1）由驱动对象得到设备对象。

（2）删除设备对象的符号链接。

（3）遍历设备对象，并删除。

1.2.5 默认派遣例程。。。

对设备对象的创建，关闭和读写操作，都被指定到这个默认的派遣例程中。。

由于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演示程序。故只是简单的将其成功返回。

（1）设置 IRP的状态为成功。

（2）设置操作的字节数为 0.。
（3）指示完成此 IRP。。。

（4）成功返回。

1.3 HelloDDK 的编译和安装。。

1.3.1 用 DDK环境编译 HelloDDK...
（1）说明此驱动的名称。

（2）指明此驱动的类型为 NT型驱动。。

（3）设置编译输出目录。

（4）设置 include 目录。

（5）指定源文件。

1.4 第二个驱动程序HelloWDM 的代码分析。。

本节编写的 HelloWDM 是基于 WDM 的驱动程序。。。和前面介绍的 HelloDDK 非常相似，

且多了对即插即用功能的支持。

NT式驱动和 WDM驱动的异同将在第 3 章介绍。

1.4.1 HelloWDM 的头文件

HelloWDM 的头文件主要是为了导入驱动程序开发所必需的 WDM.h 头 文 件 。。。。。此头 文件

里包含了对DDK的所有导出函数的声明。。。。NT式驱动程序要导入的是NTDDK.h，而WDM
驱动要导入的头文件是 WDM.h...
另外，此头文件中定义了几个标签，分别在程序中指明函数和变量分配在分页内存中还是在

非分页内存中。最后，该头文件给出了此驱动程序的函数声明。

(1)包含头文件 wdm.h和HelloDDK 的头文件类似，在应用时也用 exten "c"进行修饰，为的

是保持符号链接的正确性。注意，此处包含的 是 wdm.h而非 ntddk.h........这是 WDM驱动

程序和 NT驱动程序最主要的区别。。

(2)定义了设备扩展结构体。。。此结构体为本设备记录相关信息。

(3)定义了分页内存，非分页内存和 INIT段内存的标志。以便在下面的程序中声明。

(4)为代码声明。



1.4.2 HelloWDM 的入口函数。

和 NT式驱动程序一样，WDM的入口函数地址同样是 DriverEntry,且在 C++编译的时候需要

用 exten "C"修饰。

(1)将此函数放在 INIT段。当驱动加载结束后，此函数就可以从内存中卸载掉。

(2)定义驱动入口函数，用 extern "C"修饰。其中传进来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 pDriverObject
为驱动对象。。第二个参数 pRegistryPath为此驱动的注册表路径。

(3)设置 AddDevice 回调函数。此回调函数只出现在在 WDM 驱动程序中。。。。

而在 NT式驱动中没有此回调函数。。此回调函数的作用是创建设备并由 PNP（即插即用）

管理器调用。

(4)设置对 IRP_MJ_PNP的 IPR的回调函数。对PNP 的 IRP处理，是 NT式驱动程序和WDM
驱动的重大区别之一。

代码 17-20 行，设置常用的 IRP 的回调函数。这里只是简单指向同一个默认函数

HelloWDMDispatchRoutine...........

(5)向系统注册卸载例程。在 WDM程序中，大部分卸载工作已经不再此处处理，而是放在

IRP_MN_REMOVE_DEVICE的 IRP的处理函数中处理。

1.4.3 HelloWDM 的AddDevice 例程。

在 WDM的驱动程序中，创建设备对象的任务已不再由 DriverEntry承担。而需要驱动程序

向系统注册一个叫做 AddDevice 的例程。

此例程由 PNP 管理器负责调用，其函数主要职责是创建设备对象。HelloWDMAddDevice
里吃呢个有两个参数。DriverObject
和 PhysicalDeviceObject..
DriverObject是由 PNP管理器传递进来的驱动对象。此对象是 DriverEntry的驱动对象。

而且就是这个对象的初始化工作。。

PhysicalDeviceObject 是 PNP 管理器传递进来的底层驱动设备对象。底层驱动设备对象

这个概念在 NT式的驱动中是没有的。。。

typedef struct _DEVICE_EXTENSION
{
PDEVICE_OBJECT fdo;
PDEVICE_OBJECT NextStackDevice;
UNICODE_STRING ustrDeviceName;
UNICODE_STRING ustrSymLinkName;
}DEVICE_EXTENSION,*PDEVICE_EXTENSION;......



(1)用#pragma 指明将此例程分派在分页内存中。。。

(2)PAGED_CODE()是一个 DDK提供的宏，只在 check版中有效。。。当此例程所在的中断 请

求级别超过 APC_LEVEL时，会产生一个断言，断言会使程序终止，并报告出错地址。

(3)创建设备对象，和 HelloDDK 的创建方法一样。

(4)得到设备对象扩展数据结构。

(5)记录设备扩展中的功能设备对象为其刚才创建的设备。fdx->fdo=fdo;...
(6)用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函数将此 fdo（功能设备对象。）挂接在设备堆栈上。。。

并将返回值。。记录在设备扩展结构中。

(7)创建设备的符号链接。此处和 HelloDDK 方法一样。

(8)设置设备为 BUFFERED_IO 设备。并指明驱动初始化完成。

(9)成功返回。

1.4.4 HelloWDM 处理 PNP的回调函数。

WDM式驱动程序主要区别在于对 IRP_MJ_PNP的处理。其中，IRP_MJ_PNP会细分为若干

个 子 类 。 例 如 ，

IRP_MN_START_DEVICE,IRP_MN_REMOVE_DEVICE,IRP_MN_STOP_DEVICE....
本例中除了对 IRP_MN_REMOVE_DEVICE做特殊处理，其他 IRP 则做相同处理。

(1)用 PAGED_CODE 宏确保该例程运行在低于APC_LEVEL的中断优先级的级别上。。。

(2)得到设备扩展结构。

(3)得到当前 IRP的堆栈。设备堆栈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4)将对应类别的即插即用 IRP调用做不同的处理。并打印出调试信息。

其中， IRP_MN_REMOVE_DEVICE 由 HandleRemoveDevice 处理。而其他 IRP 则由

DefaultPnpHandler.处理。

1.4.5 HelloWDM 对 PNP的默认处理。。。

除了 IRP_MN_REMOVE_DEVICE以外，HelloWDM 对其他 PNP...的 IRP做同样的处理。。。

即直接

传递到底层驱动。并将底层驱动的结果返回。

(1)确保该例程处于 APC_LEVEL下。

(2)略过当前堆栈。。。

(3)用下层堆栈的驱动好色呗对象处理此 IRP。IoCallDriver(pdx->NextStackDevice,Irp)...

1.4.6 HelloWDM 对 IRP_MN_REMOVE_DEVICE的处理。。

类似于 NT驱动中的卸载例程。。而在WDM式的驱动中，卸载例程几乎不用做处理。

(1)设置此 IRP的状态为顺利完成。。

(2)调用默认的 PNP的 IRP的处理函数。。调用默认的 PNP 的 IRP的处理函数。

(3)删除此设备对象的符号链接。。

(4)从设备堆栈。中卸载此设备对象。



(5)删除设备对象。

1.4.7 HelloWDM 对其他 IRP 的回调函数。。

1.4.8 HelloWDM 的卸载例程。。

由于 WDM式的驱动女程序将主要的卸载任务妨碍了 IRP_MN_REMOVE_DEVICE的处理

函数。

在标准的卸载例程几乎没有什么需要做的。在这里，。仅仅是打印几行调试信息。

1.5 HelloWDM 的编译和安装。。

HelloWDM 的编译和安装与 HelloDDK 的过程有一些不同，尤其是安装过程。这主要是因为

HellloWDM 是即插即用式的驱动程序，并且需要借助 INF文件安装。

1.5.1 用 DDK编译环境编译 HelloWDM....
1.5.2 HelloWDM 的编译过程。（VC)
1.5.3 安装 HelloWDM.
WDM式驱动程序和 NT式驱动程序的安装有很大的出入，首先为了安装HelloWDM 驱动程

序，需要为驱动程序编写一个 inf 文件。。

inf 文件描述了 WDM驱动程序的操作硬件设备的信息和驱动程序的一些信息。

下面是这个 inf 文件的代码。将这个文件与其他源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里。

1.6 小结

编写了两个非常简单的驱动程序-HelloDDK和HelloWDM,,,并详细说明了这两个驱动程序的

编译过程，安装过程。。。

（其实都是用 cl.exe进行编译）

第 2章 Windows操作驱动 的基本概念

2.1 Windows操作系统概述

驱动程序被操作系统加载在内核模式下，它与 Windows操作系统内核的其他组件进行密切

交互

对 Windows操作系统内核的各个组件深入理解，有助于读者编写出性能优良的驱动程序。

2.1.1 Windows家族

Windows 操作系统有着庞大的家族体系，其中主要分为两大分支。一个分支是基于

Windows95 系列的WIndows,这包括

Window95,98,windows ME等，本书将这一系列统称为WIN 9X 系列。另一个分支是基于NT
技术系列的 WINDOWS，这包括

Windows NT3.1,Windows NT 3.5,Windows NT 4.0,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 等。。

本书将这一系列统称为 Win NT系列。。

2.1.2 Windows特性

1.可移植性

可移植性是指只需要少量的修改，操作系统即可在尽可能多的硬件平台上运行。

Windows必须能运行在多种硬件体系结构上，必须根据市场的需要，相对容易的移植到新的

体系结构上。

硬件抽象层: HAL。



2. 兼容性

兼容性是指让应用程序尽可能多的再各个版本上运行。

体现在 Windows有着一致的 Win32 API接口。

3.健壮性和可靠性

Windows的健壮性和可靠性主要源于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的划分。

Windows的健壮性同样来自于自身的分层设计，且每层的特权不同。处在最上层的应用程序 ，

对于操作系统的操作仅仅限于对 API的操作。

API是操作系统提供给应用程序的唯一接口。当应用程序想访问硬件设备时，必须向操作系

统提出申请

操作系统会检验应用程序通过 API提出的请求并校验请求的参数。当认为参数非法时，会

返回一个错误。这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健壮性和可靠性。

4.可扩展性

5.性能

Windows是基于多线程和多进程的，并且尽可能使多个任务并行执行，在内核调度线程的时

候

应该尽可能多的让各个线程保持看上去同时运行，而不是处于等待状态。这样会最小化处理

器等待的时间。

最后，Windows是一个完全支持异步操作的操作系统。也就是当用户提出一个 I/O请求的时

候，不用等到 I/O结束，既可立即返回，进而去执行其他操作。

这大大提高了操作系统针对 I/O的吞吐能力。在读者编写驱动程序的时候，也要注意尽量让

驱动呢程序支持异步操作，提高 I/O吞吐能力。

2.1.3 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

Windows 从总体上 分为内核模式（ Kernel Mode)和用户模 式。 CPU 的特权层 ：

RING0,RING1,RING2,RING3
RING0 可以执行任意代码。RING3只能执行有限的代码。

CPU 上的概念....操作系统上的概念。

Windows的核心代码运行在内核模式下，而非核心代码运行在用户模式下，运行在内核模式

下的 Windows的核心组件是安全的

且不会受到恶意攻击，所以这些核心组件可以进行所有权限的操作。而运行在用户模式下的

应用程序，是不安全且容易受到攻击的，所以用户模式下的应用程序的权限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应用程序 想进行一些敏感操作，如直接访问物理内存，物理端口，，应用程序需要向内

核模式下的组件提出请求。



本书所介绍的 Windows驱动程序，都是运行在内核模式下的。编写驱动程序主要是为了操

作硬件设备。

这些对硬件设备的操作包括访问物理映射内存。设备端口等。

驱动程序相当于 WIndows内核的补丁。针对不同的硬件设备会有不同的补丁。

驱动程序运行在内核模式下，拥有操作系统的最高权限。在用户模式下的各种保护措施，在

内核模式下都没有。

例如，在应用程序中对空指针操作时，操作系统会弹出对话框，提示这是非法操作并终止进

程。

然而在驱动程序中对空指针进行操作时，操作系统不会检测这个操作是否非法，而是直接导

致操作系统的崩溃。

很多计算机病毒，木马程序或者恶意软件，利用驱动程序运行在内核模式下的特点。将自己

以驱动程序的形式加载到内核中。从而获得操作系统的最高权限。

在 Windows中，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的切换时通过软件中断实现的。

2.1.4 操作系统与应用程序

在多数的现代操作系统中，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是互相隔离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关系

类似于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关系。

2.2 操作系统分层

内核模式的接口对用户模式的应用程序提供服务...在内核模式下，各个模块各司其职，并且

有良好的机制保证各个模块间进行正确的通信。

2.2.1 Windows操作系统总体架构

现在操作系统的总体设计室基于分层设计思路的，每层由若干个组件组成。操作系统作为一

个整体，他的运行依赖于上层组件向下一层组件的调用。

每层的组件有固定的接口，靠近底层的组件有更高的操作权限。靠近上层的组件将任务转换

成对底层组件的调用。

Windows的设计思想是将内核设计的尽可能小，并且采用”客户端-服务器“的结构。操作系

统各个组件或者模块是通过消息进行通信的。

操作系统各个组件或模块是通过消息进行通信的。

在用户模式下，应用程序调用各自子系统的API接口。其中，子系统包括了 Win32 子系统，

OS/2子系统，POSIX子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是为了

Windows可以更好的兼容旧的 16 位程序和移植其他系统的程序而设计的。

遗憾的是，除了Win32 子系统外，其他子系统很少被用到。Wind32 子系统是Windows最主

要的子系统，



其他子系统都是通过 Win32 子系统的接口来实现的。

Win32 子系统把 API函数转化为Native API函数。在Native API接口中，已经没有了子系统

的概念。

它将这种调用转化为系统服务函数的调用。其中，Native API穿过了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的

界面达到了内核模式..系统服务函数

通过 I/O管理器将消息传递给驱动程序。

在内核模式下，执行体组件提供了大量 的内核函数供驱动程序调用。

内核主要负责进程，线程的调度情况。驱动程序通过硬件抽象层与具体硬件进行操作。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 |
| |

Win32 子系统。。。 <---- 其他子系统。。。。

|
|

Native API ----------------------------------------用户模式

| ----------------------------------------内核模式。。。。

|
系统服务函数。。。。

|
|

执行体组件、I/O管理器、对象管理器、进程管理器、虚拟内存管理器、配置管理器、其他

组件。

驱 动 程 序 。。。。。。。。。。。。。。。。。。。。。

|
|

内核

|
|

硬件抽象层

|
|

具体硬件

Windows架构简图

2.2.2 应用程序与Win32 子系统

在 Windows的设计的时候，Windows的设计者们为了将其他操作系统的程序方便的移植到

Windows上，因此设计了子系统。



每个应用层程序在编译和链接的时候，都会指明该应用程序属于哪个子系统。

例如,"/subsystem:windows"是指这个应用程序是属于Win32 子系统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

调用的是 Win32 子系统的API。

应用程序通过 API接口调用Win32 子系统。

Win32 子系统是最纯正的 Windows子系统，提供了大量的 API函数，程序员只要熟练使用

这些 Win32 的API。就可以编写出Windows应用程序。当然，程序员也可以考虑

使用第三方的类库。如VC提供的MFC。。但这只不过是在应用程序和 Win32 子系统中间加

了一层封装而已。没有本质的区别

WindowsAPI分为三类，分别是USER函数，GDI 函数，和KERNEL函数。

USER函数：这类函数管理窗口，菜单，对话框和控件。

GDI函数：这类函数在物理设备上执行绘图操作。

KERNEL函数：这类函数管理非GUI 资源。例如进程，线程，文件和同步服务等。

读 者 可 以 发 现 Windows 系 统 目 录 中 有 对 应 的 三 个 系 统 文 件 ， 分 别 是

USER32.DLL,GDI32.DLL,和 KERNEL32.DLL。这三个文件提供了以上三类 API的接口。。

当应用程序加载的时候，操作系统除了将应用程序加载到内存中。同时将以上三个 DLL文

件加载到内存中。

Windows SDK中提供了一个工具叫 Dependency,他可以很方便的查看应用程序用到了哪些

DLL文件。

笔者想更深入的介绍一下这三个 DLL文件。在 Windows设计之初，这三个 DLL文件担负

了 Win32 子系统的全部重担。所有Win32API 的实现都是在这三个DLL中。

然而在 Windows 2000中，这三个 DLL文件的实现全部被转移入了内核模式。而这三个 DLL
只剩下了躯壳。

USER32.DLL GDI32.DLL | KERNEL32.DLL
窗口管理函数 GDI函数 |内核调用函数。

用户模式 ___ | ___
----------------------|||------------------|---||--------------------------------------------------
----------------------|||------------------|---||------------------------------------------------------
内核模式 ||| | ||

||| | ||
WIN32K.SYS.......... | NTOSKRNL.EXE

| Win32 子系统的内核实现。

|
Win32 子系统的内核实现 |

USER32 模块和 GDI 模块的实现纷纷移进了内核模式。这从某种程度上背离了 Windows开
始设计的初衷。

因为在内核模式下的模块越多。系统不稳定的几率越大。 然而将这两个DLL的实现放到内

核模式，会大大提高图形界面的运行效率。



Windows的图形处理模块是在内核模式下运行的，这是 Windows的窗体表现力非常出色的

主要原因。

另外，KERNEL32.DLL 模块也是基于内核的执行体组件实现的。其中对线程的调度，是基

于执行体下面的内核实现的。

2.2.3 其他环境子系统

除了 Win32 子系统外，Windows还有 OS/2子系统，POSIX子系统，WOW 子系统，VDW
子系统等等。

这些子系统为各自的应用程序提供相应的 API 。其中的 OS/2子系统，是为了从 OS/2移植

程序到 Windows平台而设计的。

而 POSIX子系统是为了移植 UNIX 下的程序而设计的。

2.2.4 Native API
大部分 Win32 子系统的API，都通过 Native API实现的。Native API的函数一般都是在 win32
API上加上 Nt两个字母。。。例如，CreateFile 函数对应着NtCreateFile 函数。所有Native API
都是在 Ntdll.dll中实现的。

三个 Win32 子系统的核心DLL文件都是依赖于Ntdll.dll 的。

在Win32的底下设置一层Native API 的调用，是基于版本兼容的考虑。Win32 API从Windows
NT到 Windows 2000，再到 Windows XP,基本

保持一致，变化的只是 Native API..
Native API是从用户模式进入内核模式的大门，他通过软件中断的方式进入到内核模式。并

调用内核的系统服务。

2.2.5 系统服务

Native API从用户模式穿越进入内核模式，调用系统服务。从用户模式进入到内核模式，是

通过软中断 的方式进入的。在 Windows 2000 下是通过 int 2eh 进入内核模式的。

在 WindowsXP下是通过"sysenter"指令完成的。都是软中断。

软中断会将 Native API中的参数和系统服务号的参数一起传进内核模式，不同的Native API
会对应不同的系统服务号。

在系统服务组件中，有一个系统服务描述符表（System Service Descriptor Table)...根据这个

系统服务号为索引。从表中可以查出对应系统服务函数的函数地址。

SSDT NTOSKRNL.exe.
(0x0000)Address1------->nt!NtAcceptConnectPort
....... -------> ......
(0x007A)Address122----->nt!NtOpenProcess...
.... -------> ......
系统服务描述符表。

某些黑客软件或计算机病毒，往往更改系统描述符表，将标准的系统服务函数的地址，替换

成有恶意代码的地址。

系统服务函数一般会和 Native API有着相同的名字。

例如，Native API中的 NtCreateFile 函数，他会调用具有相同名字的系统调用。两个函数名

称一样



在系统调用中，会检验参数的合法性。。。这也是操作系统最后一道屏障。以后的任何操作，

操作系统不会做任何检查，任何错误都会导致系统的崩溃。

系统服务会将具体的 I/O草组通过 I/O管理器传递给驱动程序中。

2.2.6 执行程序组件

Windows执行体组件位于 Ntoskrnl.exe 的上层，而内核位于其下层。在 windows2000以后，

执行体组件和内核从逻辑是哪个分开，这是从代码模块化和可移植性的角度考虑的。

执行程序组件是内核模式下的一组服务函数。。他们都位于 Ntoskrnl.exe 中。执行服务组件

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组件：

1.对象管理程序

Windows操作系统提供的所有服务几乎都是以对象的形式存在的。Windows的对象类似于

面向对象（OOP)语言中对象的概念。在 Windows中，定义了很多数据结构。这些数据结构

就是所谓的对象。

这些数据结构中的某些变量可以直接被程序员读写。类似于公有成员变量。而数据结构中的

有些变量不能被直接读写，类似于私有成员变量。

访问了这些私有的成员变量。必须通过 Windows提供的一些例程。必须通过Windows 提供

的一些例程。而这些例程类似于公有成员函数。

对象管理器就是创建，管理，回收这些对象的组件。在驱动程序开发中，设计很多的对象，

如驱动程序对象（Driver Object),设备对象（Device Object)....等等。

2.进程管理程序

一个进程拥有一个或者多个线程。每个进程维护一个专门的地址空间和安全身份。在

Windows 2000 中，进程不是运行的最小执行单位，而线程才是运行的最小执行单位。

进程相当于线程的容器。

进程管理器负责创建和终止进程。线程的调度由内核负责的。进程管理程序也是组件。进程

管理程序依赖其他执行程序组件。进程管理程序依赖其他执行程序组件。

如对象管理程序。虚拟内存管理程序等等。

3.虚拟内存管理程序

在 Windows 中引入虚拟内存的概念，这有别于物理地址的概念。在 CPU 的内存管理单元

（MMU）的协助下，通过某种映射将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关联起来。

每个进程拥有 4GB的虚拟内存。每个进程观察到的虚拟内存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每个

进程的物理内存到虚拟内存的映射是不同的。

这样处理的好处是，物理上保证了每个进程之间不会相互干预。即 A进程不会破坏 B进程

中虚拟内存中的数据。进程间如果需要相互访问虚拟内存，必须通过固定的几种进程间通信

机制。

Windows规定，将 4GB的虚拟内存分为两个部分。虚拟内存地址 0-0x7FFFFFFF规定为是

用户模式的地址。在用户模式下的程序只能访问这段虚拟地址。虚拟内存地址 0x80000000-
0xFFFFFFFF规定为内核模式的地址，这段虚拟地址只能被内核模式的程序访问。

另外，Windows规定，虽有进程内核模式下的虚拟内存映射方式完全一样。

这样在每个进程中，顶端 2GB的内核模式地址的数据完全一样。



虚拟内存管理程序是负责对虚拟内存管理的模块。对虚拟内存的申请。回收等操作都是由该

模块来实现的。

4.I/O 管 理 器 。。。。

I/O管理器是执行程序组件之一。

I/O管理器负责发起 I/O请求，并且管理这些请求。它由一系列内核模式下的例程组成，这

些例程为用户模式下的进程提供管理统一的接口。

I/O管理器负责发起 I/O 请求。并且管理这些请求，它由一系列内核模式下的例程所组成。

例程是为应用程序请求提供服务。这些例程为用户模式下的进程提供了统一的接口。

I/O管理器的目标是使来自用户模式的 I/O 请 求 独 立 于 设 备 。。。。。。。。。。。。。。。。。

无论是对端口的读写，对键盘的访问，还是对磁盘文件的操作都统一为 IRP..（I/O Request
Packages)的请求形式。其中 IRP 包含了对设备操纵的重要数据 。

例如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读多少字节，写多少字节，是直接读到用户进程中，还是先读到

系统缓冲区中，再独到用户进程中等。

IRP被传递到具体设备的驱动程序中，驱动程序负责完成这些 IRP，并将完成的状态按原路

返回到用户模式下的应用程序中。实际上，I/O管理器担当这用户模式代码和设备驱动程序

之间的接口。

5.配置管理程序

在 Windows上，配置管理程序记录所有计算机软件，硬件的配置信息。它使用一个被称为

注册表的数据库保存这些数据。设备驱动程序根据注册表中的信息进行加载。

另外，驱动程序还会从注册表中提取相应 参数。这样可以提高驱动程序的灵活性。

例如，设备操作的延时时间，可以作为参数写进注册表。驱动程序加载的时候读取该值。

而不是将延时时间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写成定值。

2.2.7 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是本书重点介绍的内容 I/O管理器接受应用程序的请求后。

创建相应的 IRP。并传送至驱动程序进行处理。

（1）根据 IRP的请求，直接操作具体硬件。然后完成此 IRP 并返回。

（2）将此 IRP的请求，转发到更底层的驱动去，并等待底层驱动的返回。

（3）接受到 IRP请求后，不是急于完成。而是分配新的 IRP发到其他驱动程序中，并等待

返回。

驱动程序处理 IRP 的过程往往不是单独的操纵，而是将以上几种操作结合在一起。

关于驱动程序处理 IRP 的问题，后面陆续会进行介绍。

2.2.8 内



内核被认为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心脏。Windows的内核从执行体组件中分割出来和执行

体组件相比，内核是非常小的。

内核为执行体组件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它负责提供进程和线程的调度。通过自旋锁（Spin
Lock)提供对多 CPU 同步支持提供

中断处理等。

内核提供了一下功能:
对内核对象的支持

对线程的调度

对多处理器同步的支持

中断处理函数的支持

对错误陷阱的支持

对其他硬件特殊功能的支持

Windows内核执行在最高的特权之上它被设计成可以并行运行在多处理器上。

内核调度线程的时候不能被其他线程所打断即不能允许线程的切换。

但是内核可以被更搞的中断请求级别(IRQL）所打断。

I/O管理器 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

但是内核可以被更高的中断请求级别（IRQL）所打断。

2.2.9 硬件抽象层

Windows操纵系统易于移植到各个硬件平台的操作系统。事实上，Windows 已经可以运行

在 Intel的 32 位X86CPU 上合 64位 CPU上。

同时可以运行在 DECAlpha 的平台，也可以运行在基于MIPS 的平台上。

另外，Windows能更好的支持更多的总线结构。如 PCI总线，CPCI 总线，USB 总线。

老式的 ISA总线。EISA总线。等等。

这得益于硬件抽象层（HAL）的设计。硬件抽象层隔绝了操作系统和赢家的直接连接。而

在中间插入了硬件抽象层。

对硬件抽象层操作的不光是操作系统的内核，还有本书介绍的驱动程序。

在驱动程序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阵地平台的汇编指令，而应该使用与平台无关的HAL 函

数或宏。例如：

对端口操作，驱动程序虽然可以嵌入汇编指令。如 IN.OUT 指令.但是应该尽量使用硬件抽

象层提供的函数。如

READ_PORT_BUFFER_UCHAR..WRITE_PORT_BUFFER_UCHAR..

2.2.10 Windows与微内核

微内核的概念与单一内核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单一内核，一般是将系统的主要核心组件全

部在内核实现。例如，

内存管理器，进程管理器和 I/O管理器等等。可以想象，这样设计的内核各组件之间的关联

很大



也就是常说的耦合性很大。不利于模块化设计。

与单一内核相反，微内核定义，操作系统的主要组件（例如，内存管理器，进程管理器，和

I/O管理器）运行在独立的进程中。

他们有自己的私有的地址空间。在这组件之上是微内核提供的一组服务原语。

由此可以看出， WIndows不是纯粹的微内核操作系统。但他在内核的各个核心组件。达到

相对小的耦合性。同时在效率上客服了微内核效率低的特点。

2.3 从应用程序到驱动程序

虚拟光驱也是虚拟设备

这些设备介于真是物理设备和虚拟设备之间虚拟设备。

也就是说，在 Windows中，无论何种设备。都用操作文件的办法去操作设备

对所有设备的操作统一成和文件操作一样的操作。

文件操纵和设备操作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Wins 32API是如何一步步对设备驱动程序进行读写操作的

应用程序

|调用 CreateFile API
|

win32 子系统(kernel32.dll).....
|调用NtCreateFile Native API.....
|
|

Native API(ntdll.dll)....
==============================用户模式

==============================内核模式

|调用NtCreateFile 系统服务

系统服务函数

|
I/O管理器

|通过 I/O管理器创建并发送 IRP。
|
|

设备驱动

|
|READ_PORT_BUFFER_UCHAR....



|
硬件抽象层

|
硬件

设备驱动

2.4 小结

编写的驱动需要在内核模式下加载，并且需要和操纵系统的各个核心组件相互配合，因此了

解操作系统的内部构造是

非常必要的

应用程序无法直接与硬件设备通信，必须借助于驱动程序

读者可以将驱动程序理解成对操作系统的“补丁”。
应用程序 就是借助与这个“补丁“来操作硬件设备的

第 3章 Windows驱动编译环境配置，安装及调试

3.1 用 C语言还是用 C++语言

在编写 Windows驱动程序之前，需要先确定使用的开发语言。Windows驱动程序和普通

WInd32 的应用一样，同样是 PE（Portable Execute）格式的文件。因此从广义的角度讲，

只要某种语言的编译器能编译出 PE格式的二进制文件。并能正确而指明驱动程序的入口地

址，那么该种语言就可以开发 Windows驱动程序。所以读者可以选择 C,C++,汇编，甚至可

以用 DELPHI 开发。

但由于微软提供给用户的 DDK 开发环境所提供的包含文件和链接用的库只支持 C和 C++
语言。。因此本书讲解的开发全是基于 C语言或 C++语言。

由于 C++语言比 C语言多了很多灵活的特性，例如，函数中允许对变量的声明，声明位置

不一定非要在函数的首部，而允许在函数的任意部分。。又例如，C++可以将一组函数封装

在一个类中。使代码更加模块化

因此本书中的代码大部分采用 C++编写。

3.1.1 调用约定。

调用约定指的是函数在调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规则，翻译成不同的汇编代码。

不同的调用约定，会指明不同的参数入栈顺序。还会指明不同的清理堆栈的方法。

用 C语言或 C++语言编译器编译程序的时候，会按照四种不同的调用约定去编译函数。

分别为：

C语言调用约定，函数由_cdecl修饰



标准调用约定。函数由_stdcall修饰

快速调用约定，函数由_fastcall 修饰

C++类成员函数的调用约定。函数由 thiscall修饰

不同的调用约定编译后会产生不同的汇编代码。

1.C语言调用约定

C语言调用约定，要求在声明函数时用_cdecl对函数进行修饰

void _cdecl Foo(int a ,int b);

C语言调用会在目标文件中产生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个函数。。。此符号的形式为下划线+函数

名。且函数体以 RET形式返回。

F00(0x12345678,0x11223344);
展成汇编如下

push 11223344h
push 12345678h.
call _Foo.
add esp,8.
..
即从右至左，将参数推进堆栈，执行结束后，以 RET返回。此时的堆栈和调用前的堆栈不

一致，需要调用者恢复堆栈。用 ADD指令将对阵恢复平衡。

2.标准调用约定

标准调用约定，要求在声明函数时用 _stdcall对函数进行修饰。如

void _stdcall Foo(int a ,int b);

标准调用约定会在目标文件中产生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个函数。

此符号的形式为下划线+X。其中，X 代表清理堆栈时的需要的数字。

函数以 ret X形式返回

Foo(0x12345678,0x11223344);
展成汇编代码如下

push 12345678h
call _Foo@8.

即从右至左，将参数推进堆栈，当函数调用完，函数以 RET8返回函数...Foo 函数负责恢复

堆栈，

而调用者不负责恢复堆栈，这个是 C语言调用和堆栈调用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C语言调用：调用者负责恢复堆栈

标准调用：调用者不负责恢复堆栈



一般程序中，很少见到用关键字指定函数的调用约定，编译器会选择默认的调用约定进行编

译。在 VC编译器中，默认使用 C语言的调用约定。

而在 Windows驱动程序的编写中，需要使用标准调用约定。尤其是入口函数。

系统会寻找 _DriverEntry@8 作为驱动程序的入口点。如果用 C 语言调用约定，会将

DriverEntry编译成_DriverEntry，而不是_DriverEntry@8，那么会导致链接错误

因此在编译驱动时，需要改变默认的编译调用约定。

如果读者用 DDK编译环境编译驱动程序，默认采用的是标准调用约定。所以可以忽略此项 。

3.1.2 函数的导出名

同样一个函数，用在 C语言编译器和 C++语言编译器编译出的符号名是不同的。这点尤其

需要注意。

因为在连接的时候，连接器不知道源程序的函数名。而只会去目标（Object)文件中寻找相应

的函数符号表。

VC或者 DDK 提供的编译器 cl.exe，既可以编译 C语言，也可以编译出 C++语言。默认情

况下，编译器会根据源文件的扩展名，来判断使用哪种方式编译。

当文件扩展名是.CPP时候，编译器会用 C++方式编译，当文件扩展名是.C的时候，编译器

会用 C编译器方式编译。

例如，同样使用标准调用约定编译的函数。

void _stdcall Foo(int a,int b);
在 C++编译器中会编译器成符号 ?Foo@@YGXHH@Z,而在 C 编译器中会编译成符号

_F00@8....C++复杂的函数符号名是为了支持函数的重载功能的。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编译器的相关文档。

Windows驱动函数的入口函数规定为_DriverEntry@8，，因此用 C++编译的时候 ，会导致符

号链接错误。。。。解决办法是采用 extern "C"修饰符。

例如：

#pragma INITCODE
extern "C" NTSTATUS DriverEntry(IN PDRVER_OBJECT pDriverObject,

IN PUNICODE_STRING pRegistryPath);

本书中的大部分驱动程序都是用 C++语言编译的

C++，C语言都有若干限制在编写驱动程序的时候

另外，在 C++程序中，需要包含 ntddk.h或者 wdm.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ntddk.h>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ntddk.h>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判断是否使用 C++的编译...将包含语句用大括号括住。并用 extern "C"修
饰。这样声明的时候，就按照 C的方式编译了。

注意：应注意区分编译（Compile)和链接(Link)这两个概念。简单的讲，编译是将源文件编

程目标文件的过程。

链接是将目标文件变成最终二进制映象的过程。

3.1.3 运行时函数的调用

Windows驱动程序虽然和普通Win32 应用程序一样，都是用 C语言或 C++编写，但比起普

通程序，增加了很多严格的限制。很多 C语言和 C++语言的使用技巧，要慎重使用

例如，在 Windows驱动程序中，不能使用编译器运行时函数 (Run Time Function),甚至 C语

言中的 malloc 函数和 C++语言中默认的 new 操作符都不能使用（如果使用

new,必须重载 new 操作符），这些涉及很多 Windows操作系统体层的知识和编译器的知识。

编译器厂商一般在发布编译器的同时，会同时将其运行时函数一起发布给用户。

运行时函数是一个程序运行时所必不可少的函数。

它由编译器提供，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实现也有所不同，但接口基本上是标准的。例如，

malloc 函数就是典型的运行时函数。。。。所有编译器厂商都必须提供这个函数。不同厂商在

不同操作系统上，实现方法是不同的。

大部分运行时函数是通过 Win32 API是实现的，而API是针对 RING 3的程序的，Windows
驱动程序运行在 RING0层。

new 操作符也是通过WIN 32API实现的。

所以，编译器运行时函数是不能使用在 Windows驱动程序中的。

HeapAlloc... 是Windows提供的 API函数。

Windows操作系统规定，在内核模式下的程序是无法调用用户模式的程序。而用户态可以调

用内核态的程序（这需要严格的参数审查）。

虚拟内存管理函数 API（最终还是会用到的）是在用户模式下的。对应的内核态是内核内存

管理单元。



运行时函数的调用情况

Win32 应用程序

|
|

运行时函数

|
|

堆管理内存函数(API）
|
|

虚拟内存管理函数（API）（最终还是会用到）

|
|

内核内存管理单元

|
|

操作物理内存

内核内存管理单元（内核模式下的.)

Windows为用户提供了内核态的运行时函数。他可以代替应用程序的运行时函数。

在内核态的运行时函数一般形如 RtlXXXX........这些函数会在第 4章进行介绍

如果不懂这个函数的实现方法，最好用 DDK提供的运行时函数。

DDK 提供的运行时函数

建议：在驱动程序中，尽量完全用 DDK提供的运行时函数。

3.3 用DDK 编译环境编译驱动程序

DDK 提供给开发者一系列编译和链接的工具。这些包括编译程序 CL.EXE 和链接程序

LINK.EXE。
这些编译程序和链接程序与 VC中提供的工具完全一样。只是VC中的编译器版本可能略低

一些。所以理论上，驱动程序既可以用 DDK编译环境

编译。也可以用 VC来编译。

在 DDK编译环境中，用户需要编写脚本文件。描述工程里用到的源文件名，包含目录路径 ，

库目录路径，编译优化参数等信息。。然后用户在命令行运行 BUILD.EXE 命 令 。。。

编译环境。会自动解析脚本文件。编译连接驱动程序

3.2.1. 编译版本

DDK 编译环境为用户提供两种编译版本。CHEDCKED版本和 FREE版本。CHECKED 版本

和 FREE版本的关系类似于 VC的DEBUG 版本和 RELEASE版本。

FREE版本是最终的发行版本，要进行必要的优化并删除所欲的调试符号，编译环境会将编



译器的全部优化参数打开。因此，此版本编译出来的驱动体积是最小的。运行速度是最快的 ，

但无法进行源代码级的调试。

CHECKED 版本和 FREE版本相反，是一个未优化的调试版本，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调试符号

来对应源代码中具体的位置。

关闭所有的优化参数是为了便于调试。因为很多优化会打乱源代码和编译结果个关联。

CHECKED 版本编译出来的驱动体积是最大的。运行速度是稍慢的。其最大优点是可以进行

源代码级别的调试

可以使用 SOFTICE和WINDBG 进行调试。观察 Win XP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的快捷

方式，内容为

C:\WINDOWS\system32\cmd.exe /k d:\WINDDK 2600~1.110\bin\setenv.bat
d:\WINDDK\2600~1.110 chk....
很明显，快捷方式运行 setenv.bat.....此批处理会接受两个参数。其中一个是 DDK 的根目录。

另外一个是制定 CHECKED 版本还是 FREE版本。如果 XP DDK 完全安装，会有八个不

同的编译版本。

不同的版本会调用不同的批处理 且参数不同

目的是产生不同的环境变量 BUILD会根据环境变量的不同。。产生不同版本的二进制映象

3.2.2 nmake 工具

在早期程序员编程时没有 IDE开发环境。必须在一个 makefile..的文件中指定需要编译的文

件。。并通过 nmake工具解析 makefiel文件此文件（makefile 文件）

按照编译的依赖顺序做出判断....需要先编译出哪些文件后再编译出哪些文件

在 makefile 文件中，依赖于的关系用下列语法声明

A:B,C
action

此语法的意思是 A 文件依赖于 B文件和 C文件。如果 A 的最后修改日期晚于 B和 C中任

意一个文件的最后修改日期，则执行第二行的 action....action前面不是空格，

而是 TAB位。

action 可以是任何动作。比如编译。链接，甚至是拷贝文件。

使用 Makefile 文件是十分古老的技术，但效率会比集成开发环境高。所以知道现在，VC中

依然可以看到江工程文件转换成

makefile 的使用方法。

编译好 makefile 文件，就可以在命令行方式下运行 nmake 了。在命令行方式下

首先运行 VCVARS32.BAT。这个批处理文件负责设置一些系统环境变量。这些系统环境变

量一般是关于 include 目录的位置，lib目录的位置等等。



此批处理的位置在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VC98\BIN.运行 nmake 的整体步

骤如下

VCVARS32
nmake Test.mak

(Test.mak 是此工程的makefile 的名称makefile）
运行完 nmake后，，会编译生成所需要的二进制映象文件

3.2.3 build 工具

DDK提供的编译环境，主要是调用build工具编译和链接代码Build的主要工作是调用nmake
工具....将默认的参数传进 nmake工具中。同时 Build 会根据不同的编译版本。

设置不同的系统环境变量。这样在 nmake 调用 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版本的环境变量，编译

生成不同的结果。

build 工具会根据 checked版本和 free版本生成代码。同时，也会根据指定的操作系统生成

代码。而且也会根据不同的平台编译出不同的代码。

build 可以生成不同版本的编译结果，而不需要编写多个版本的 makefile 文件。只需要一个

MAKEFILE就够了。这就是 BUILD工具的优点。。。。

build
|根据不同版本设置不同环境变量

|
nmake ...
|....解析makefile 脚本

|
（1）CL
（2）LINK

因此，DDK 提供 的 build 工具比 nmake 工具编译更加便利。BUILD 工具将所有的要生成的

编译版本隔绝，使之互不影响。

例如，通过 BUILD 工具，可以指定在编译 32位驱动程序的时候，用一系列的包含文件，

库文件和一些编译开关。。而编译 64 位驱动时，指定使用另外一系列的包含文件，库文件和

编译开关。从而不用修改源文件，makefile 就可以达到同时生成多个平台上的驱动。

初次接粗 build 工具的程序员，恐怕会觉得很不适应。。。因为控制编译和链接的选项全部要

用脚本来描述。而不像在 VC集成开发环境那样，在相应的菜单里就可以轻易设置。。其实

不管是 BUILD 工具，NMAKE工具，还是 VC 集成开发环境，都是最终调用 CL.EXE 和

LINK.EXE.，所以其原理都是大体相同的。

3.2.4 makefile 文件

makefile 文件指定文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确定项目中的哪些文件需要重新编译。在DDK



程序进行编译时，BUILD工具会调用 NMAKE工具去解析makefile 脚本文件。进行编译。

MAKEFILE需要列出一系列依赖关系。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只需写如下一个 makefile 文件。

!INCLUDE$(NTMAKEENV)\makefile.def.

这个 MAKEFILE除了前面的注释外，主要是包含了DDK 目录总的 makefile.def..

DDK 文档不建议用户修改该MAKEFILE 文件。请遵从DDK 文档的这个建议。

3.2.5 dirs 文件。

BUILD工具可以递归的指定需要编译的文件和目录。dirs 文件中描述需要编译的子目录。

如果当前目录中存在一个 dirs 文件。BUILD会分析此文件。依次进入这些子目录编译。这

些子目录可以含有其他 dirs文件或者 sources文件。下面是DDK 根目录下 SRC中的 dirs 文
件。

如果执行 BUILD命令后，这些子目录将依次进行编译。

\ \ \

3.2.6 sources文件

build 工具会寻找当前目录下的 sources文件或 dirs文件中指定子目录下的 sources文件。此

文件记录了需要编译的源文件文件名和包含目录路径库目录路径等信息。

一般情况下，这些所指定的信息全部是修改 build 工具提供的变量。BUILD 会根据这些变量

通知 nmake.工具进行编译。下面列出常用的 BUILD变量。

TARGETNAME：描述目录驱动驱动的名称

TARGETTYPE：描述目录代码生成的类别。TARGETTYPE=DRIVER.意味着是生成驱动，

如果 TARGETTYPE=PROGRAM则编译成 WIN32程序。

DDKROOT：设置 DDK 的根目录。

C_DEFINES:指定 C预编译定义参数。其作用相当于在 C文件中用#define 声明的定义。

TAGETPATH:指定目录代码生成的路径。

INCLUDES....：设置包含目录的路径。

TARGETLIBS：设置目录代码所需要的库。

MSC_WARNING_LEVEL:指明编译警告级别。一般情况下设为/W3，即第三级别的警告。

SOURCES:....指定此工程所有的源文件。注意只指定 C.或 C++文件而不需要指定H 文件

3.2.7 makefile.inc 文件

makefile.inc 是可选的。它也是一个 makefile 文件

3.2.8 build 工具的环境变量

BUILD工具的环境变量指的是在上述这些文件中出现的环境变量

BUILD会初始化这些变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这些变量

这里介绍一些常用的环境变量。

BASEDIR,BUILD_DEFAULT,BUILD_DEFAULT_TARGETS,(此环境变量设置默认的编译目



标平台），BUILD_MAKE_PROGRAM...
CRT_INC_PATH,CRT_LIB_PATH,DDK_INC_PATH....DDK_LIB_DEST,DDK_LIB_PATH,WD
M_INC_PATH..

3.2.9 build 工具的命令行参数

build 工具功能十分强大，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参数的设置

3.3 用VC编译驱动程序

VC编译驱动程序同样是调用编译器 CL.EXE.和链接程序 LINKE.EXE
3.3.1 建立驱动程序工程

3.3.2 修改编译选项

3.3.3 修改链接选项

3.3.4 其他修改

copy $(Target Path) $(WINDIR)\system32\drivers..

[]..............

3.3.5 VC编译小结

因此广义的说，有四种编译方法。而这四种方法其实质又是一样的。

方法一：手动一行行输入编译命令，行或者链接行。

方法二：建立 makefile,用 nmake工具进行编译链接。

方法三：建立 makefile,sources,dirs文件。用 build 工具。编译链接。

方法四：用 VC集成开发环境编译连接。

3.4 查看调试信息

3.4.1 打印调试语句

KdPrint.............
这不是一个函数，而是一个宏。在CHECKED 版本中，他将参数传给了内核函数DbgPrint...
此函数

会将调试信息记录下来。而在 FREE版本中，KdPrint 则什么也不做。。

在驱动程序编写中，应该尽量用 KdPrint,而不用 DbgPrint.由于是宏，所以使用的时候需要

两重括号

下面给出几种最常用的用法。

（1）直接打印字符串

KdPrint(("Entert HelloWDM\n"));
(2)打印字符串。

char * name="He llo";...............................
KdPrint(("%s\n",name));....
(3)打印 UNICODE 字符或宽字符

UNICODE_STRING devName;



....初始化 UNIDOCE 操作等

KdPrint(("%S\n",devName.Buffer));
KdPrint(("%ws\n",devName.Buffer));

(4)打印数字

Int number=100;
KdPrint(("%d\n",number));
(5)打印十六进制数字

KdPrint(("%X\n",number));..............................

3.4.2 查看调试语句

DbgView..

3.5 手动加载NT式驱动

其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在注册表填写相应的字段。Windows对NT式驱动程序的加载。是基

于服务的方式加载的。类似于 Windows服务程序的加载。

在命令行方式运行 net start 驱动名称。这是驱动会被 I/O管理器加载。并且调用入口函数

DriverEntry.
停止驱动的方式很类似，运行 net stop 驱动名称。也可以再设备管理器运行或停止。

3.6 编写程序加载NT式驱动

设备驱动程序的动态加载主要由服务控制管理程序（Service Control Manager,SCM)...系统组

件完成

SCM组件为 Windows2000中运行的组件提供了许多服务。例如启动，停止和控制服务。

服务是类似于 linux的守护进程。编写加载驱动程序，主要是操作 SCM组件。

3.6.1 SCM组件和 Windows服务

Windows服务应用程序遵循服务控制管理器。Windows服务可以再系统启动时加载。

用户需在服务控制平台开启或者关闭服务。程序员可以通过 Windows提供的相关服务函数

进行加载或者卸载该服务。服务程序可以

在用户没有登录系统的时候，就被载入系统并且被执行。

Driver Service 是Windows服务的一个特例。他遵循WIndows服务的协议。

加载和卸载 NT式驱动分为四个步骤

1：为 NT驱动创建新的服务

2:开启此项服务

3：关闭此项服务

4：删除 NT驱动所创建的服务

以上四个步骤，都是通过调用 SCM组件的服务来实现的

下面列出常用的 SCM组件API相关函数



1.打开 SCM管理器函数

此函数的作用是打开 SCM管理器，用于 SCM的初始化

SC_HANDLE OpenSCManager(
LPCTSTR lpMachineName,//计算机名称

LPCTSTR lpDatabaseName,//SCM....数据库名称

DWROD dwDesiredAccess);//使用权限

dwDesiredAccess:使用权限。一般设置为 SC_MANAGER_ALL_ACCESS.
返回值：如果成功返回 SCM管理器的句柄，如果失败返回NULL。

2.关闭服务句柄

BOOL CloseServiceHandle(
SC_HANDLE hSCObject
);
hSCObject:要关闭的句柄。。。。

3.创建服务

此函数的作用是创建 SCM管理器的句柄

SC_HANDLE CreateService(
SC_HANDLE hSCManagere, //SCM管理器的句柄

LPCTSTR lpServiceName,//服务名称

LPCTSTR lpDisplayName,//服务显示出的名称

DWORD dwDesiredAccess,//打开权限

DWORD dwServiceType,//服务类型

DWORD dwStartType,//打开服务的时间

DWORD dwErrorControl,//关于错误初五的代码

LPCTSTR lpBinaryPathName,//二进制文件的代码

LPCTSTR lpLoadOrderGroup,//用何用户组开启服务

LPDWORD lpdwTagId,//输出验证标签

LPCTSTR lpDependencies,//所依赖的服务的名称。

LPCTSTR lpServiceStartName,用户账户的名称

LPCTSTR lpPassword//用户口令

);

dwServiceType:服务类型：

SERVICE_FILE_SYSTEM_DRIVER:文件系统的驱动

SERVICE_KERNEL_DRIVER:普通程序的驱动。一般使用此项。

dwStartType:打开服务 的时间

SERVICE_AUTO_START:驱动自动加载

SERVICE_BOOT_START:被 system loader加载。即系统启动前就被启动。

SERVICE_DEMAND_START:按照需要时启动。一般选择此项。

dwErrorControl:关于错误处理的代码。

SERVICE_ERROR_IGNORE:遇到错误全部忽略掉



SERVICE_ERROR_NORMAL：遇到错误按照缺省办法处理

SERVICE_ERROR_CRITICAL：增加对错误处理的校验并提示出对话框。并且记录错误信息

到 LOG 文件中。

lpBinaryPathName：服务所用的二进制代码。也就是编译后的驱动程序。

4.打开服务

此函数的作用是针对已经年该创建过的服务。在次打开此项服务。

SC_HANDLE OpenService(
SC_HANDLE hSCManager,//SCM管理器的句柄

LPCTSTR lpServiceName,//服务名称

DWORD dwDesiredAccess//访问权限

);

5.控制服务

此函数的作用是对相应的服务，发送控制码，根据不同的控制码操作服务。。。。

BOOL ControlService(
SC_HANDLE hService,//服务的句柄

DWORD dwControl,//控制码

LPSERVICE_STATUS lpServiceStatus//返回状态码。

dwControl:对服务的控制码此处列出常用的控制码

SERVICE_CONTROL_CONTITUE:针对暂停的服务发出继续运行的命令

SERVICE_CONTROL_PAUSE:针对正运行的服务发出暂停的命令

SERVICE_CONTROL_STOP:针对运行的服务发出停止的命令。

dwDesiredAccess:打开权限..SERVICE_ALL_ACCESS....

lpServiceStatus:服务返回状态码

3.6.2 加载NT驱动的代码

笔者将加载驱动封装在 LoadNTDriver函数里。函数输入参数为驱动程序的名称和驱动映象

文件的路径名。返回值代表加载是否成功。

LoadNTDriver的步骤：

1.调用OpenSCManager..打开 SCM管理器。如果返回 NULL,则返回失败，否则继续。



2.调用 CreateService,创建服务。创建成功则转 6.。
3.用GetLastError得到错误返回值。

4.如果错误，返回值为 ERROR_IO_PENDING,说明服务已经创建过。不需要重新创建，用

OpenService 打开此服务。

5.如果错误，返回值为其他值，说明创建服务失败。返回失败。

6.调用 StartService 开启服务。

7.成功返回。

LoadNTDriver..

//装载NT驱动程序

BOOL LoadNTDriver(char* lpszDriverName,char* lpzsDriverPath)
{
char szDriverImagePath[256];
//得到完整的驱动路径

GetFullPathName(lpszDriverPath,256,szDriverImagePath,NULL);

BOOL bRet=FALSE;

SC_HANDLE hServiceMgr=NULL;
SC_HANDLE hServiceDDK=NULL;//NT驱动程序的服务句柄

//打开服务控制管理器。。。

hServiceMgr=OpenSCManager(NULL,NULL,SC_MANAGER_ALL_ACCESS);................

if(hServiceMgr==NULL)
{
//OpenSCManager失败

printf("OpenSCManager() Failed %d!\n",GetLastError());
bRet=FALSE;
goto BeforeLeave;
}
else
{
////OpenSCManager成功

printf("OpenSCManager()ok!\n");.
}
//创建驱动所对应的服务

hServiceDDK=CreateService(hServiceMgr,
lpszDriverName,//驱动在注册表中的名字

lpszDriverName，//注册表驱动程序的 DisplayName 值
SERVICE_ALL_ACCESS,//加载驱动程序的访问权限

SERVICE_KERNEL_DRIVER,//表示加载的服务是驱动程序



SERVICE_DEMAND_START,//这侧标驱动程序的 START值

SERVICE_ERROR_IGNORE,
szDriverImagePath,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DWORD dwRtn;

if(hServiceDDK==NULL)
{
dwRtn=GetLastError();
if(dwRtn!=ERROR_IO_PENDING && dwRtn !=ERROR_SERVICE_EXISTS)
{
printf("CreateService() Faild %d!\n",dwRtn);
bRet=FALSE;
goto BeforeLeave;
}
else
{
printf("CreateService() Failed Service is ERROR_IO_PENDING or
ERROR_SERVICE_EXISTS!\n);
}
hServiceDDK=OpenService(hServiceMgr,lpszDriverName,SERVICE_ALL_ACCESS);
if(hServiceDDK==NULL)
{
dwRtn=getLastError();
printf("OpenService() Failed %d!\n",dwRtn);
bRet=FALSE;
goto BeforeLeave;
}
else
{
printf("ok!\n");
}
}
else
{
printf("CreateService() ok!\n");
}

bRet=StartService(hServiceDDK,NULL,NULL);



if(!bRet)
{
DWORD dwRtn=GetLastError();
if(dwRtn!=ERROR_IO_PENDING &&dwRtn!=ERROR_SERVICE_ALREADY_RUNNING)
{
printf("StartService() failed!\n",dwRtn);
bRet=FALSE;
goto BeforeLeave;
}
else
{
if(dwRtn==ERROR_IO_PENDING)
{
//设 备 被 挂 住 。。。。。。。。。

printf("StartService() failed error_io_pending");
bRet=FALSE;
goto BeforeLeave;
}
else
{
printf("StartService() failed error_service_already_running !\n");
bRet=TRUE;
goto BeforeLeave;
}
}
}
bRet=TRUE;
BeforeLeave:
if(hServiceDDK)
{
CloseServiceHandle(hServiceDDK);
}
if(hServiceMgr)
{
CloseServiceHandle(hServiceMgr);
}

return bRet;.

3.6.3 卸载 NT驱动的代码

UnloadNTDriver函数作用更是停止驱动并写在驱动。函数的输入参数为驱动程序的名称。



返回值代表卸载是否成功

步骤

1.调用OpenSCManager....打开 SCM管理器

2.调用OpenService...
3.调用DeleteService 卸载此项服务

4.成功返回

BOOL UnloadNTDriver(char * szSvrName)
{
BOOL bRet=FALSE;
SC_HANDLE hServiceMgr=NULL;//SCM 管理器的句柄

SC_HANDLE hServiceDDK=NULL;//NT 驱动程序的服务句柄

SERVICE_STATUSSvrSta;

hServiceMgr=OpenSCManager(NULL,NULL,SC_MANAGER_ALL_ACCESS);
if(hServiceMgr==NULL)
{
printf("OpenSCManager failed%d\n",GetLastError());
bRet=FALSE;
goto BeforeLeave;
}
else
{
printf("OpenSCManager() ok!\n");
}
hServiceDDK=OpenService(hServiceMgr,szSvrName,SERVICE_ALL_ACCESS);

if(hServiceDDK=NULL)
{
printf("OpenService failed %d!\n",GetLastError());
bRet=FALSE;
goto BeforeLeave;
}
else
{
printf("OpenService() ok!\n");
}
if(!ControlService(hServiceDDK,SERVICE_CONTROL_STOP,&SvrSta))
{
printf("ControlService() failed %d!\n",GetLastError());
}
else



{
printf("ControlService ok!\n");
}
if(!DeleteService(hServiceDDK))
{
printf("DeleteService() failed %d !\n",GetLastError());
}
else
{
printf("DeleteService() ok!\n");
}
bRet=TRUE;
BeforeLeave:
if(hServiceDDK)
{
CloseServiceHandle(hServiceDDK);
}
if(hServiceMgr)
{
CloseServiceHandle(hServiceMgr);
}
return bRet;
}

3.6.4 实验

3.7 WDM 式驱动的加载

和 NT式驱动不同，WDM式驱动程序不是被当做服务来加载的

因此不能依靠简单的修改注册表来加载驱动。WDM式驱动的加载需要由一个以 INF为扩展

名的文本文件来描述安装的过程。

WDM式驱动比 NT式驱动增加了对即插即用的支持。这需要安装时提供一个 INF文件进行

配合。

例如，在 PC上新插入了一个设备系统会枚举到这个新设备并报告操作系统这个设备的

VenderID和 ProductID等信息

3.7.1 WDM的手动安装

WIndows在安装的时候会提供很多 INF 文件，根据不同的VenderID和 ProductID，会找出合

适这个设备的 INF文件。

如果系统中没有合适的 INF文件，系统会想用户询问是否可以提供这个 INF文件，如果不

能则会到微软网站去寻找。

系统会根据 INF文件上的指示，将驱动程序（.sys文件）和相关文件复制到系统指定的目录

下。并且修改注册表。

同时会通知 PNP管理器和 I/O管理器。创建新设备并运行驱动程序的入口程序 DriveEntry.



INF文件包含了 WDM设备驱动程序需要的所有信息。这包括要创建或修改的注册表信息，

复制的文件等。

在 Windows里会默认安装大量的 INF文件。这些 INF文件记录了知名设备厂商提供的驱动

程序。因此，大部分硬件安装在 WIndows的时候，是不需要安装驱动的

在系统插入新设备时，如果没有找到相应的驱动程序，会提示用户安装方法，经过一系列的

询问，系统会让用户定位 INF文件的位置。

3.7.2 简单的 INF文件剖析

INF文件是一个文本文件，由若干个节（Section)组成。每个节的名称用一个方括号。指示。

紧接 着方括号 后面的就 是节内容 。每一 行就是一 项内容。 其形式都 是类似

SomeEntry=SomeValue
每个项的顺序可以颠倒，但系统分析 INF文件的时候，是顺序解析的。

INF中注释语句是用分号开头的。

下面以前面的 HelloWDM 的 INF 做简单分析，因为这是个虚拟设备，所以 VenderID和

ProductID用

PCI\VEN_9999&DEV_9999 代替。

3.8 WDM 设备安装在注册表中的变化

WDM式驱动程序的安装会在三个方面修改注册表，分别是硬件子键，（Hardware),
类子键(Class),服务子键(Service).注册表从这三个方面的子键描述 WDM设备

在安装好 WDM驱动后，会根据 INF的信息。在注册表中有所体现

安装完 WDM式驱动后，处理在注册表中得到体现外。在设备管理器中，设备会同时显示

出来。

在 INF描述的各种信息，都可以从设备管理器中得到体现。

3.8.1 硬件子键。

硬件子键，也称实例子键其信息存储在注册表的访问此子键必须拥有系统管理员的访问权

限，因此访问这个子键只能是运行在内核的程序或者拥有系统访问权限的应用程序。

HelloWDM 是 一 个 模 拟 设 备 ， 所 以 位 于 CurrentControlSet\Enum 目 录 下 的

Root\ZHENGLINGSHANDEVICE\0000..

ClassGUID,Class,HardwareID,Driver,Mfg,,,Service,DeviceDesc,

3.8.2 类子键

每个设备都会从属于一个设备类。在HelloWDM 中，该设备从属于 ZhangfanDevice 设备类。

类子键负责记录这个类的信息。类子键位于 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 中。这里记录了

系统里所有的设备类。且每个设备类都是以一个 GUID.记录的

GUID 是一组 128位的数字。用户可以使用 GUIDGEN.exe 工具产生一组新的 GUID，且保

证这个 GUID 号码不会与旧的 GUID 重复

3.8.3 服务子键

服务子键是为了兼容以前的 NT式驱动程序，读者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观察 NT式驱动程序的



服务子键。

他位于 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WDM式驱动程序和 NT式驱动程序的安装（加载）有很大的出入，首先为了安装 HellWDM
驱动程序，需要为驱动程序编写一个 INF文件。

3.9 小结

本章详细介绍了变异驱动程序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 build 脚本编译驱动程序。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 VC的 IDE环境编写。另外，本章还介绍了NT驱动程序和 WDM....驱动

程序的加载方式。

NT驱动程序是通过 Windows服务进行加载的而 WDM 驱动程序需要借助 INF文件进行加

载。

另外，本章还介绍了驱动程序加载后，注册表的变化情况。最后，还介绍了 C和 C++语言

在编写驱动程序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