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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系统总述 

这一章首先讲述 Windows 系统的基本结构。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操作系统，Windows

有着广泛的用户群体，并且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在讲述了 Windows 基本结构以后，

本章将简要地介绍 WRK（Windows Research Kernel），这是 Microsoft 提供的一套可以编译

和运行的 Windows 内核源代码，本书后面章节的绝大多数讲解都将参考 WRK 中的源代码。 

本章也将介绍 Windows 系统中的基本概念以及 Windows 内核中的一些公共管理设

施，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 Windows 操作系统，而且也便于本书后面的章节

直接引用 Windows 内核中的概念和管理机制。 后，本章还将介绍 Windows 的引导过程。

从系统启动一直到内核能够正常工作，再到用户登录到系统中，Windows 系统中的各个组

件都要完成相应的初始化任务。 

2.1  现代操作系统的基本结构 

操作系统本身属于软件的范畴，但是它需要紧密地跟硬件打交道，它为上层应用软件

或应用系统提供了一层抽象，专门负责硬件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应用软件不需要直接跟硬

件打交道，它们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来实现各种应用任务，如果它们要访问硬件，则

必须通过操作系统提供的抽象接口来完成。图 2.1 显示了现代操作系统的一般性框架结构。 

图 2.1 中的模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形式，比如，有些专用机器的系统并没有提供内核

扩展性能，所有的硬件驱动模块都链接在系统内核中。但通用机器的系统倾向于提供可动

态加载的驱动程序或专门的扩展接口，Windows 和 Linux 就是这类系统的典型代表。另外，

在系统服务层之上，应用软件通过一层接口来调用系统提供的服务，而应用程序之间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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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 2 章  Windows 系统总述 

持相对隔离，它们相互间的通信需要通过系统来完成。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些基本的 IPC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进程间通信）原语来支持上层应用程序之间的交互操作。

系统内核负责管理这些应用程序，把有限的计算资源分配给它们，使它们的任务得以完成。

例如，计算机的处理器（即 CPU）、内存和外存（如硬盘）由系统内核统一管理和分配，

因而多个应用软件可以同时运行在一个系统中，它们既可能毫不相关，也可能相互依赖，

操作系统会协调它们的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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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现代操作系统的基本结构 

硬件设备，像键盘、显示器、磁盘、打印机和网络等，则通过各自的驱动程序，以一

致的方式交由操作系统来处理。系统内核接受应用程序的请求，与硬件设备进行通信；另

一方面，硬件设备向计算机发送信号，驱动程序收到信号后，与系统内核一起把信号传递

给恰当的应用程序。对于通用的操作系统，为众多外部设备提供支持是系统执行环境的一

个重要方面。为了灵活、方便起见，驱动程序往往是可替换或可升级的，它们构成了系统

执行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代码量方面甚至超过了系统内核本身。 

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仅仅简单地支持外部设备往往还不够，设备的即插即用

（plug-and-play）和电源管理越显重要。这一方面要求系统总线能够检测到设备的插入和

拔除，另一方面也要求操作系统能够动态地加载或移除驱动程序，同时保持系统状态的完

整性。电源管理不仅会影响到操作系统自身的状态管理，也需要获得驱动程序和硬件设备

的支持，所以，电源管理自然成了设备驱动程序接口的一部分。 

2.2  Windows 系统结构 

上一章已经提到，Windows 内核（由于是从 Windows NT 发展起来的，也称为 NT 内

核）从一开始就有良好的设计，其结构具备很好的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所以，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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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Windows 系统结构 19 

内核在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能够很好地适应硬件的发展，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各个

版本中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一节将介绍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基本框架，这些内容完

全适用于 Windows XP/Server 2003 及以后的版本。 

图 2.2 显示了 Windows 基本结构。Windows 采用了双模式（dual mode）结构来保护操

作系统本身，以避免被应用程序的错误所波及。操作系统核心运行在内核模式（kernel mode）

下，应用程序的代码运行在用户模式（user mode）下。每当应用程序需要用到系统内核或

内核的扩展模块（内核驱动程序）所提供的服务时，应用程序通过硬件指令从用户模式切

换到内核模式中；当系统内核完成了所请求的服务以后，控制权又回到用户模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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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Windows 系统结构图 

在 Windows 中，用户代码和内核代码有各自的运行环境，而且它们可以访问的内存空

间也并不相同。在 32 位系统中，内核代码可以访问当前进程的整个 4 GB 虚拟地址空间，

而用户代码只能访问底端的 2 GB虚拟地址（或 3 GB，如果打开了内核启动开关/3 GB的话）。 

Windows 子系统是 Windows 系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与系统内核一起构

成了用户应用程序的执行环境。Windows 的原始设计是一个支持多环境子系统的操作系

统，除了 Windows 子系统作为它的原生环境子系统，它还支持 POSIX 和 OS/2 环境子系

统，为 UNIX 类应用程序和 OS/2 应用程序提供一个仿真执行环境。随着 Windows 操作系

统的发展，自 Windows XP 以后，只有 Windows 子系统随系统一起发行。Windows 子系

统既有内核模式部分（图形和窗口管理），也有用户模式部分。用户模式部分包括一个单

独的子系统进程和一组链接到各个应用进程中的系统 DLL。 

Windows 操作系统还包括一组系统进程和服务进程，它们为操作系统提供了关键的服

务，比如会话管理、用户登录和注销、身份验证，以及打印服务、事件日志和任务调度等。

这些系统进程和服务进程也是整个操作系统运行环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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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Windows 内核结构 

正如图 2.2 所示，Windows 内核分为三层，与硬件直接打交道的这一层称为硬件抽象

层（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简称 HAL），这一层的用意是把所有与硬件相关联的代

码逻辑隔离到一个专门的模块中，从而使上面的层次尽可能做到独立于硬件平台。HAL

之上是内核层，有时候也称为微内核（micro-kernel），这一层包含了基本的操作系统原

语和功能，如线程和进程、线程调度、中断和异常的处理、同步对象和各种同步机制。在

内核层之上则是执行体（executive）层，这一层的目的是提供一些可供上层应用程序或内

核驱动程序直接调用的功能和语义。Windows 内核的执行体包含一个对象管理器，用于一

致地管理执行体中的对象。执行体层和内核层位于同一个二进制模块中，即内核基本模块，

其名称为 ntoskrnl.exe。 

内核层和执行体层的分工是，内核层实现操作系统的基本机制，而所有的策略决定则

留给执行体。执行体中的对象绝大多数封装了一个或者多个内核对象，并且通过某种方式

（比如对象句柄）暴露给应用程序。这种设计体现了机制与策略分离的思想。图 2.3 显示

了 Windows 内核的详细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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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Windows 内核的组成结构 

Windows 内核为用户模式代码提供了一组系统服务，供应用程序使用内核中的功能。

应用程序通常并不直接调用这些系统服务，而是通过一组系统 DLL， 终通过 ntdll.dll 切换

到内核模式下的执行体 API 函数中，以调用内核中的系统服务。Ntdll.dll 是连接用户模式代

码和内核模式系统服务的桥梁。对于内核提供的每一个系统服务，该 DLL 都提供一个相应

的存根函数，这些存根函数的名称以“Nt”作为前缀，例如 NtCreateProcess、NtOpenFile

和 NtSetTimer。另外，ntdll.dll 还提供了许多系统级的支持函数，比如映像加载器函数（以

“Ldr”为前缀）、Windows 子系统进程通信函数（以“Csr”为前缀）、调试函数（以“D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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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缀）、系统事件函数（以“Etw”为前缀），以及一般的运行支持函数（以“Rtl”为前

缀）和字符串支持函数等。 

执行体 API 函数接收的参数来自于各种应用程序，因此，为了确保系统的健壮性，

以及抵抗来自用户模式的恶意攻击，所有的执行体 API 函数必须保证参数的有效性。这

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恰当的时刻检查参数的值，若是指针的话，还必须保证调用者可以访问

指针所指的内存。通常，执行体系统服务函数会在其开始处，对所接收的参数逐一探查它

们的可访问性。例如，以下代码就演示了这一做法： 

PreviousMode = KeGetPreviousMode(); 

if (PreviousMode != KernelMode) { 

    try { 

        ProbeForWrite(InputInformation, 

               InputInformationLength, 

               sizeof(ULONG)); 

        if (ARGUMENT_PRESENT(ReturnLength)) { 

            ProbeForWriteUlong(ReturnLength); 

        } 

    } except(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return GetExceptionCode(); 

    } 

} 

这里 InputInformation 和 ReturnLength 是该系统服务的直接参数，InputInformation 是

个指针参数，它的可用长度由另一个参数 InputInformationLength 来指定，因此，这段代

码通过 ProbeForWrite 来探查这一输入数据是否可写；另外，ReturnLength 是一个 ULONG

类型的输出参数，这段代码通过 ProbeForWriteUlong 来验证该参数是否可写。一旦探查函

数发生访问违例，则说明这两个参数有问题，于是该系统服务就将直接返回违例异常代码。 

正如前文所述，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代码所能访问的地址空间有所不同。在 32 位系

统上，用户模式代码只能访问 2 GB 以下的虚拟内存地址空间，而内核模式代码可以访问

当前进程整个 4 GB 虚拟地址范围。2 GB 以下称为进程地址空间，2 GB 以上称为系统地

址空间。实际上，在两者之间有一块特殊的 64 KB 地址空间，位于 0x7fff0000—0x7fffffff，

在两种模式下都不可访问。上述代码片段中的 ProbeForWrite<Xxx>函数首先检查目标内存

地址是否越过了此特殊区域，若越过则访问违例；然后，试图将目标地址处的值赋回该地

址，即触发一次该地址处的读和写操作，若该内存地址处当前线程不可写，则引发异常，

从而使代码片段中的 except 子句截获控制。Windows 通过这种方法来捕捉到“用户模式

代码传递一个系统空间地址”或者“传递一个无效内存地址”的情形，从而确保执行体函

数接收到的参数已被检验过。 

然而，执行体 API 函数并不总是要检验参数的有效性，如果在调用该 API 函数以前

的模式是内核模式，那么，它不需要检验参数的有效性。执行体不会用坏的参数来调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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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服务，只有当执行体 API 函数接收到一个或多个来自用户模式的参数时，它才使

用 Probe 函数族检查参数的有效性。每个线程都维护着一个状态值，用以说明它以前的处

理器模式。当从用户模式切换到内核模式时，该值将被设置为 UserMode，从而满足上述

代码中的 if 条件。 

2.2.2  Windows 内核中的关键组件 

Windows 操作系统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微内核结构，但是它的内核部分有良好的

设计以及清晰的模块结构，如前面图 2.3 所示。现在我们来逐一介绍内核部分的各个关键

组件，不过 Windows 子系统部分将留到下一小节单独讲述。 

HAL（硬件抽象层） 

HAL 的设计目的是将硬件的差别隐藏起来，从而为操作系统的上层提供一个抽象的、

一致的硬件资源模型，以使 Windows 更容易被移植到不同的硬件平台上。理想的情形是，

只要硬件厂商能够提供一个 HAL，Windows 就能够在相应的硬件平台上运行。因此，HAL

使得上层的模块无须考虑硬件的差异，它们通过 HAL 而不是直接访问硬件。 

在 Windows 中，HAL 是一个独立的动态链接库。尽管 Windows 随带了多个主流机器

的 HAL，但是在系统安装的时候只有一个会被选中，并拷贝和改名为 hal.dll。HAL 提供

了一些例程供其他内核模块或设备驱动程序调用，这使得一个驱动程序可以支持同样的设

备在各种硬件平台上运行。HAL 不仅涵盖了处理器的体系结构，也涉及了中断控制器、

单处理器或多处理器等硬件条件。表 2.1 列出了在 Intel x86 机器上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中随带的 HAL。 

表 2.1  Windows Server 2003 的 HAL 列表（Intel x86 处理器） 

HAL 文件 所支持的硬件系统 
Hal.dll 标准 PC 
Halacpi.dll ACPI（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PC 
Halapic.dll APIC（高级可编程中断控制器）PC 
Halaacpi.dll APIC ACPI PC 
Halmps.dll 多处理器 PC 
Halmacpi.dll 多处理器 ACPI PC 

内核（或微内核） 

这是大内核中的小内核，将其称为微内核更可以说明它在整个内核模式代码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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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它是内核模块 ntoskrnl.exe 中的下层部分（上层部分为执行体）， 接近于 HAL 层，

负责线程调度和中断、异常的处理。对于多处理器系统，它还负责同步处理器之间的行为，

以优化系统的性能。这一层的核心任务是，让系统中的所有处理器尽可能地忙和高效。内

核层可在多个处理器上并发执行，它的代码以 C 语言为主，也包含一部分汇编代码。 

Windows 的内核实现了抢占式线程调度机制，按照优先级顺序将线程分配到处理器

上，并且允许高优先级的线程中断或抢占低优先级的线程。每个处理器上的线程切换也是

由内核来完成，它按照调度规则让处理器放弃当前线程，选择下一个要执行的线程。每个

线程有一个基本优先级值（base priority），这是由程序在创建线程时指定的；每个线程还

有一个动态优先级值，这是在线程执行过程中根据各种条件在基本优先级基础上由内核来

调整的，目的是让系统更快地响应用户的动作，以及在系统服务和其他低优先级进程之间

平衡处理器资源的分配。 

Windows 的内核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来设计，它管理两种类型的对象：分发器对象

（dispatcher object）和控制对象。分发器对象实现了各种同步功能，这些对象的状态会影

响线程的调度。Windows 内核实现的分发器对象包括事件（event）、突变体（mutant）、

信号量（semaphore）、进程（process）、线程（thread）、队列（queue）、门（gate）和

定时器（timer）。控制对象被用于控制内核的操作，但是不影响线程的调度，它包括异

步过程调用（APC）、延迟过程调用（DPC），以及中断对象等。 

内核层位于 HAL 之上，但鉴于内核所提供功能与硬件体系结构的紧密关联性，它不可

避免地需要引入一些与体系结构相关的代码，例如，在切换线程时，保存和恢复线程的执

行环境取决于处理器体系结构。不过，如何选择下一个线程，这是与体系结构无关的。内

核有义务将 Windows 所支持的各种硬件体系结构进行抽象，使得体系结构的差异对

Windows 代码的影响尽可能地小，并且有些功能可以通过 HAL 来完成，毕竟 HAL 才是真

正的硬件抽象层。例如自旋锁和中断的功能是在 HAL 中实现的，内核只需简单地使用 HAL

的导出函数即可。 

执行体 

执行体是内核模块 ntoskrnl.exe 的上层部分，它包含 5 种类型的函数： 

• 被导出的、可在用户模式下调用的函数。对这些函数的调用接口位于 ntdll.dll 模块中。

应用程序通过 Windows API 来间接地调用这些函数。 

• 虽已被导出并且可在用户模式下调用，但无法通过任何一个 Windows API 来调用的

函数。这样的例子包括 LPC（Local Procedure Call，本地过程调用）函数、各种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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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如 NtQueryInformation<Xxx>），以及一些专用的函数，比如 NtCreatePagingFile

等。对这些函数的调用需要直接链接 ntdll.dll 来完成。 

• 只能在内核模式下调用的导出函数，并且在Windows DDK中有关于这些函数的文档。

这些函数可以被设备驱动程序调用。 

• 供执行体组件之间相互调用，但未被文档化的函数。这包括执行体内部使用的一组支

持函数。 

• 属于一个组件的内部函数。 

以上提到的组件是指执行体内部的组件，从大的方面来看，执行体包含以下组件（参

考图 2.3）： 

• 进程和线程管理器。负责创建进程和线程，以及终止进程和线程。在 Windows 中，

对于进程和线程的底层支持是在内核层提供的，执行体在内核层的进程和线程对象的

基础上，又提供了一些语义和功能。 

• 内存管理器。此组件实现了虚拟内存管理，既负责系统地址空间的内存管理，又为每

个进程提供了一个私有的地址空间，并且也支持进程之间内存共享。内存管理器也为

缓存管理器提供了底层支持。 

• 安全引用监视器（SRM，Security Reference Monitor）。该组件强制在本地计算机上

实施安全策略，它守护着操作系统的资源，执行对象的保护和审计。 

• I/O 管理器。它实现了与设备无关的输入和输出功能，负责将 I/O 请求分发给正确的

设备驱动程序以便进一步处理。 

• 缓存管理器。它为文件系统提供了统一的数据缓存支持，允许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将磁

盘上的数据映射到内存中，并通过内存管理器来协调物理内存的分配。 

• 配置管理器。它负责系统注册表的实现和管理。 

• 即插即用管理器。它负责列举设备，并为每个列举到的设备确定哪些驱动程序是必需

的，然后加载并初始化这些驱动程序。当它检测到系统中的设备变化（增加或移除设

备）时，负责发送恰当的事件通知。 

• 电源管理器。它负责协调电源事件，向设备驱动程序发送电源 I/O 通知。当系统电源

状态变化时，通知设备驱动程序处理设备的电源状态。即插即用设备的管理和电源的

管理也可以看做是 I/O 管理器的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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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执行体还包含 4 组主要的支持函数，供以上这些执行体组件调用。差不多有

1/3 的支持函数可以在 Windows DDK 中找到相应的文档，因为设备驱动程序也要调用它

们。这 4 类支持函数如下所列： 

• 对象管理器。它负责创建、管理和删除 Windows 执行体对象，以及用于表达操作系

统资源的抽象数据类型，比如进程、线程和各种同步对象。 

• LPC 设施。LPC 设施负责在同一台机器上的客户进程和服务器进程之间传递消息。

LPC 是 RPC（Remote Procedure Call，远程过程调用，关于网络上客户进程和服务器

进程之间通信的工业标准）的一个优化版本。 

• 一组运行时库函数。其功能广泛，涵盖字符串处理、算术运算、数据类型转换以及安

全结构处理等。 

• 执行体支持例程。例如系统内存分配（换页内存池和非换页内存池）、互锁的内存访

问，以及对两种特殊类型同步对象（资源和互斥体）的支持。 

设备驱动程序 

在内核中除了内核模块 ntoskrnl.exe 和 HAL 以外，其他的模块几乎都以设备驱动程序

的形式存在。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设备驱动程序，并不一定对应于物理设备；驱动程序

既可以创建虚拟设备，也可以完全与设备无关，而仅仅是内核的扩展模块。从软件结构角

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设备驱动程序是 Windows 内核的一种扩展机制，系统通过设备驱

动程序来支持新的物理设备或者扩展功能。 

设备驱动程序是可以动态加载到系统中的模块，其文件扩展名为.sys，其格式是标准

的 PE 文件格式。驱动程序中的代码运行在内核模式下，尽管它们可以直接操纵硬件，但

理想的情况是，调用 HAL 中的函数与硬件打交道，因此，驱动程序往往用 C/C++语言来

编写，从而可以方便地在 Windows 所支持的体系结构之间进行源代码层次上的移植。 

PE 文件格式 

PE（Portable Executable）[PE-SPEC]是在Windows NT设计之初，为了建立一种可移植的、

能够适应 32 位操作系统需要的可执行文件格式而设计的。这里“可移植”的目标是指当

初Windows NT可在多种处理器（x86、MIPS、Alpha等）上运行，不同体系结构平台上的

Windows NT使用相同的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格式。Windows发展至今，现在仅支持Intel的处

理器，但PE文件格式仍然不失为一种定义良好且具有可扩展性的可执行文件格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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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NT内核的操作系统Windows 9x系列也使用PE文件格式，因此，PE仍然是一种可

移植的可执行文件格式。 

PE 格式扩展了 COFF（Common Object File Format），这是 UNIX（AT&T UNIX System 

V）中引入的用于描述二进制目标文件的格式规范。尽管 COFF 为目标文件定义了一个很

好的框架，比以前的 a.out 格式改进了很多，但它仍然有一些限制，比如文件中段（section）

的数量有最大限制，段的名称也有长度限制，无法支持像 C++语言所需要的符号化调试信

息等。因此，每一个采用 COFF 的操作系统厂商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对其进行了扩展，比如

AT&T 自己又在 COFF 基础上定义了 ELF（Extensible Linking Format），ELF 目前被广泛

用于各种 UNIX 类操作系统，包括 Linux 和 FreeBSD；IBM 在 AIX 中使用 XCOFF；而

Microsoft 则在 COFF 格式规范基础上定义了 PE 格式。在 Windows 平台上，可执行文件

（扩展名为.exe）、目标文件（扩展名为.obj）、动态链接库（扩展名为.dll）以及设备驱

动程序（扩展名为.sys）等多种文件类型使用了 PE 文件格式。随着 64 位系统的到来，PE

文件格式也相应地有了一个扩展的版本，称为 PE32+，允许使用 64 位地址空间；原来的

32 位 PE 格式称为 PE32。本书中我们仅涉及 32 位 PE 格式。 

PE 文件的基本结构包括 DOS 头、PE 头、段表，以及段数据，如图 2.4 所示。DOS

头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兼容以前的 MS-DOS 系统环境，其中嵌了一段代码可在 MS-DOS

环境下打印出“This program cannot be run in DOS mode”字样的提示信息。DOS 头后面

是 4 字节的 PE 标志“PE\0\0”，接着是 PE 头部分。PE 头分两部分：COFF 头和可选头，

对于可执行映像文件，可选头也是必需的。PE 头部分包含了有关当前文件的一些全局

信息，包括段的数量、符号信息、可执行文件的基地址和入口函数地址、代码段和数据

段的大小、版本信息、栈和堆的初始大小，以及数据目录（data directory）等信息。PE

头中的数据目录共有 16 项，这些目录项指示了一个可执行文件的导入表、导出表、资

源表、重定位表等。 

在 PE 头的后面是段表（section table），段表中的每一项指示了段的名称、段的虚拟

地址位置和大小，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该段的信息。对于可执行映像，段名称的长度不超过

8 个 ASCII 字符。段的个数由 PE 头中的一个域指定。在段表后面是段数据，对于每一个

段，在文件中的数据量可能小于该段的大小，在这种情况下，段后面的数据补零。例如，

未初始化数据部分无须在文件中包含任何有效数据。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段的位置

按照 PE 头中指定的边界对齐，所以，在段数据区，段与段之间可能有空隙。 

当 Windows 系统加载一个可执行映像时，如果可执行映像中指定的基地址处已经被

占用，那么该可执行映像将不得不被加载到其他的位置。为了让可执行映像中的代码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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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区在移动位置以后仍然有效，PE 文件格式中的重定位表可以指示代码段和数据段中

哪些位置（这是相对位置）的地址引用需要被重新定位。所以，在加载可执行映像文件时，

一旦被加载的内存起始地址与 PE 头中指定的基地址不一致，则必须要执行重定位操作。

所谓重定位操作，是指遍历重定位段表中的每一个重定位项，将当前映像中的代码指令或

数据引用按照新的内存起始地址而非原来指定的基地址来引用。 

    

 
 

文件大小(FileSize)- 1

D O S 头

文件偏移 0

PE 头开始

段表开始

CO FF 头

段表 

段数据

PE 可选头

“PE\0\0” 

数据目录

段数据开始

PE 头

 
图 2.4  PE 文件的基本结构 

有关PE文件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PE文件格式规范[PE-SPEC]。另一个有用的参考资

料是Matt Pietrek写的两篇文章[MSDN-PE1][MSDN-PE2]，他在文章中通过代码和例子介绍了如何

解析一个可执行文件，包括PE头的解析和重定位的概念等。他提供的PEDUMP程序（有

源代码）本身也是一份很好的学习和参考材料。 

另外，Visual C++提供的工具 dumpbin 可以列示出一个 PE 文件的各种信息，例如，

下面显示了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系统中的文件 notepad.exe 的头信息： 

C:\>dumpbin D:\Win2k3-Exe\notepad.exe /headers 

Microsoft (R) COFF/PE Dumper Version 9.00.30729.01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Dump of file notepad.exe 

 

PE signature found 

 

File Type: EXECUTABLE IMAGE 

 

FILE HEADER VALUES 

             14C machine (x86) 

Windows 内核原理与实现 



28 第 2 章  Windows 系统总述 

               3 number of sections 

       42435B9A time date stamp Fri Mar 25 08:30:18 2005 

               0 file pointer to symbol table 

               0 number of symbols 

              E0 size of optional header 

             10F characteristics 

                   Relocations stripped 

                   Executable 

                   Line numbers stripped 

                   Symbols stripped 

                   32 bit word machine 

 

OPTIONAL HEADER VALUES 
…… （这里省略了可选头部分的内容） 

 

SECTION HEADER #1 

   .text name 

    7760 virtual size 

    1000 virtual address (01001000 to 0100875F) 

    7800 size of raw data 

     400 file pointer to raw data (00000400 to 00007BFF) 

       0 file pointer to relocation table 

       0 file pointer to line numbers 

       0 number of relocations 

       0 number of line numbers 

60000020 flags 

         Code 

         Execute Read 

 

  Debug Directories 

 

Time      Type    Size  RVA        Pointer 

-------- ------ ----- -------- -------- 

42435B9A cv       24    00001910  D10    Format: RSDS, {B4CD0BCE-C210-4 

934-8161-DFC07F9870B0}, 1, notepad.pdb 

 
…… （这里省略了 SECTION HEADER #2和 SECTION HEADER #3部分的内容） 

 

  Summary 

 

            2000 .data 

            9000 .rsrc 

            8000 .text 

概括而言，设备驱动程序有以下三种基本类型： 

• 即插即用驱动程序（也称为 WDM 驱动程序，见下文介绍）。这一类驱动程序通常

是为了驱动硬件设备而由硬件厂商提供，它们与 Windows 的 I/O 管理器、即插即用

（PnP）管理器和电源管理器一起工作。Windows 自身随带了大量即插即用驱动程序，

用于支持各种常见的存储设备、视频适配器、网络适配器、输入设备等。 

• 内核扩展驱动程序（也称为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这一类驱动程序用于扩展内核的

功能，或者提供访问内核模式代码和数据的一种途径。它们并没有集成到 PnP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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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电源管理器的框架中。在引入即插即用管理机制以前开发的驱动程序都属于这一

类型。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内核扩展驱动程序。 

•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这一类驱动程序接收针对文件的请求，再进一步将请求转变成真

正对于存储设备或网络设备的 I/O 请求，从而满足原始的文件请求。 

Windows 的即插即用（PnP）管理器是 I/O 系统的一部分，它负责即插即用设备的内

核支持，其职责是：自动检测设备的插入和移除；动态地分配硬件资源，例如中断、I/O

端口和 I/O 寄存器；指示 I/O 管理器为设备加载正确的驱动程序；向内核及应用程序提供

有关设备插入和移除的通知机制。即插即用管理器根据总线和设备的功能分工，定义了一

个驱动程序模型，让总线和设备的驱动程序协作完成设备的列举、插入和拔除等管理工作。

支持这一模型的驱动程序称为 WDM（Windows Driver Model）驱动程序，共有三种类型：

总线驱动程序、功能驱动程序和过滤驱动程序。总线驱动程序既负责管理总线上的设备（配

合 PnP 管理器），也为总线上的设备提供了访问总线资源的方法。功能驱动程序负责管

理具体的设备，向操作系统提供该设备的功能。过滤驱动程序的用途是监视一个设备的 I/O

请求及其处理过程，甚至增加或改变一个设备或驱动程序的行为。 

在 WDM 中，每个硬件设备都有一个设备驱动程序栈（简称设备栈），其中包含一个

总线驱动程序和一个功能驱动程序，以及零个或多个过滤驱动程序。PnP 管理器在设备列

举过程中，依照总线与设备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一棵设备树，其中包含当前系统中所有被

检测到的总线和设备。设备树的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个实际的设备，该设备的设备栈为其

提供软件服务，操作系统（实际上是 I/O 管理器）通过设备栈来访问或操纵设备。 

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的用途多种多样，其中内核扩展是 自然的用法。例如，许多系

统工具使用内核扩展类型的驱动程序来获得 Windows 内核中的各种系统信息，或者创建

系统线程以便在系统进程环境中执行任务。另外，在 Windows 内核中，也有一些模块虽

然以“.sys”作为文件扩展名，但它们其实并非设备驱动程序，而是单纯的内核扩展动态

链接库，供其他的驱动程序或者内核模块调用。 

有关 Windows 中 I/O 管理器、PnP 即插即用管理器、电源管理器以及设备驱动程序的

进一步介绍，可参考第 6 章。 

文件系统/存储管理 

在现代操作系统中，文件系统是外部存储设备的标准接口，它为应用程序使用这些设

备中的数据提供了统一的抽象，多个应用程序和系统本身可以共享使用这些设备。在

Windows 中，文件系统的接口部分由 I/O 管理器定义和实现，但文件系统的实现部分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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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一类驱动程序中。当文件系统接收到 I/O 请求时，它会根据文件系统格式规范，将

这些请求转变成更低层的对于外部存储设备的 I/O 请求，通过它们的设备驱动程序来完成

原始的 I/O 请求。因此，文件系统的驱动程序定义了外部存储设备中数据的逻辑结构，使

得这些数据可直接被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使用。 

Windows 的原生文件系统是 NTFS（NT File System），其驱动程序为 ntfs.sys。NTFS

是专门为 Windows 设计的文件系统格式，它提供了安全性、可靠性、大容量支持、长文

件名支持，以及可恢复性等一系列高级特性，目前广泛应用于 Windows 系统。另一个常

用的文件系统格式是 FAT（File Allocation Table），这是从 DOS 时代发展起来的文件系

统格式，格式规范相对比较简单，目前仍在使用，主要用于兼容老版本的操作系统，以及

用于移动设备以便跨操作系统传送数据。 

在 Windows 中，每个文件系统实例有它自己的设备栈，因而通过插入过滤驱动程序

可以过滤文件 I/O 请求。Windows 支持两种形式的过滤驱动程序：一种直接插入到设备栈

中，从而能够看到每一个经过设备栈的文件 I/O 请求；另一种基于 Windows 提供的过滤

器管理器驱动程序（FltMgr）的 I/O 过滤框架，称为文件系统小过滤驱动程序，它们并不

出现在文件系统设备栈中，而是以回调方式来响应 FltMgr 的事件。 

文件系统的底层是对存储设备的管理。大容量存储设备以“分区（partition）”和“卷

（volume）”来管理整个存储空间。分区是指存储设备上连续的存储区域（连续的扇区），

而卷是指扇区的逻辑集合。一个卷内部的扇区可能来自一个分区，也可能来自多个分区，

甚至来自不同的磁盘。文件系统则是卷内部的逻辑结构。因此，Windows 的存储管理形成

了一个存储栈， 接近于应用程序的是文件系统，接下来是卷管理部分， 接近于存储设

备的是分区管理和磁盘驱动程序。 

磁盘设备是典型的即插即用设备，其设备栈和驱动程序符合 WDM 规范。PnP 管理器

在设备列举过程中建立起每个磁盘设备的设备栈。设备栈的 底下是总线驱动程序， 上

方是一个称为分区管理器的驱动程序，负责通知 PnP 管理器当前磁盘上有哪些分区，因

而系统中的卷管理器可以接收到有关分区创建和删除的通知。这样，每个物理分区与卷管

理器联系起来，卷管理器再将卷与文件系统关联起来，就形成了完整的存储栈。 

有关 Windows 中文件系统和存储管理的进一步介绍，可参考第 7 章。 

网络 

网络虽然并非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绝大

多数 Windows 系统的标准配置。Windows 为应用程序提供了多种网络 API，允许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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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人员根据他们的需求适当选择。以下是 Windows 平台上主要的网络 API： 

• Windows 套接字，简称 Winsock。它实现并扩展了 BSD 套接字标准。Winsock 2.0 版

本支持一些新特性，比如异步网络 I/O、服务质量（QoS）规范、可扩展名字空间，

以及多点消息传输等。 

• WinInet。这是一个高层网络 API，它支持多个协议，包括 Gopher、FTP 和 HTTP。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使用 WinInet 来完成数据传输。 

• 命名管道（named pipe）和邮件槽（mailslot）。用于不同进程之间进行通信。它们支

持不同机器上的进程之间相互通信。命名管道支持连接方式的通信模型；邮件槽支持

非连接方式的通信模型，客户进程可以发送广播消息。 

• NetBIOS。这是一个早期的网络编程 API，Windows 支持 NetBIOS 是为了兼容老的应

用程序。NetBIOS 支持有连接的通信和无连接的通信。 

• RPC。这是网络编程的一个标准，往往是分布式系统基础设施的重要组件。RPC 建立

在其他的网络 API 基础之上，比如命名管道和 Winsock。Windows 的 RPC 支持异步

调用方式。 

这些网络 API 都提供了用户模式的动态链接库（DLL），当应用程序通过这些 DLL

发出网络 I/O 请求时，它们必须将接收到的请求传递给内核模式下的相应驱动程序。通常，

这些网络 API 要么通过专门的系统服务切换到内核模式，比如命名管道和邮件槽就有专

门的系统服务；要么通过标准的系统服务接口，比如 NtReadFile、NtWriteFile 和

NtDeviceIoControlFile，由 I/O 管理器和对象管理器将网络请求转送至对应的驱动程序中。 

Winsock 是 Windows 重要的网络 API，它的用户模式部分不仅包含了一个 DLL（即

ws2_32.dll），还定义了一个可扩展的框架，允许第三方插入传输服务提供者和名字空间

服务提供者，以支持更多的传输服务和名称解析或地址映射能力。Winsock 默认支持

TCP/IP、IPX/SPX、AppleTalk 和 ATM 等协议，它提供的传输服务和名字空间服务都通过

内核模式驱动程序 afd.sys 实现网络通信。 

在内核模式部分，网络 API 驱动程序（譬如 afd.sys）通过传输驱动程序接口（TDI，

Transport Driver Interface）与协议驱动程序进行通信。TDI 实际上是一组预定义的 I/O 请

求，它描述了各种网络请求，包括名称解析、建立连接、发送和接收数据等。网络 API

驱动程序是 TDI 客户，而传输协议驱动程序实现了 TDI 接口，称为 TDI 传输器。TDI 客

户与 TDI 传输器之间是松耦合关系。一个 TDI 传输协议驱动程序可以被多个 TDI 客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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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如，TCP/IP 驱动程序为 tcpip.sys，它既可以被 Winsock 驱动程序 afd.sys 使用，也

可以被 netbt.sys 驱动程序使用。Windows 不仅实现了基本的 TCP/IP，还支持 NAT（网络

地址转译）、IP 过滤以及 IPSec 规范等协议扩展，这些协议扩展也是内核驱动程序，它们

通过私有的接口与 tcpip.sys 进行通信。 

在 Windows 中，网络协议与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是分开的，协议驱动程序独立于任

何一个网络适配器，而真正发送和接收数据是通过网络适配器进行的。协议驱动程序通过

统一的接口与适配器驱动程序进行通信，此接口是 NDIS（Network Driver Interface 

Specification）。符合 NDIS 的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称为 NDIS 驱动程序，或 NDIS 小端口

驱动程序（NDIS miniport driver）。Windows 提供了 NDIS 库，即 ndis.sys，作为协议驱动

程序与 NDIS 驱动程序两者之间的桥梁。随 Windows XP 和 Windows Server 2003 一起发

行的 NDIS 库是 NDIS 5.1；随 Windows Vista 一起发行的 NDIS 库是 NDIS 6。 

NDIS 客户（即 TDI 传输器）利用 NDIS 库提供的功能，对将要发送给 NDIS 驱动程

序的命令进行格式化，并发送给 NDIS 驱动程序；而 NDIS 驱动程序则利用 NDIS 库，接

收请求和送回应答。NDIS 驱动程序并非标准的设备驱动程序，它们通过 NDIS 库与 NDIS

客户进行通信，I/O 管理器并不介入两者之间的通信过程。 

有关 Windows 网络体系结构的进一步介绍，可参考 9.1 节。 

2.2.3  Windows 子系统 

按照 Windows NT 初的设计，它支持三个环境子系统：OS/2、POSIX 和 Windows

（或称为 Win32）。然而，Windows 子系统是必须要运行的，没有它 Windows 系统无法

运行，而其他两个子系统则被配置成按需启动。而且，到了Windows XP以后，只有Windows

子系统随 Windows 系统一起发行。这一节将介绍 Windows 子系统的概况，更详细的信息，

请参考 9.2 节。 

在Windows平台上，可执行映像文件的格式为PE文件格式[PE-SPEC]（参见上一小节中插

入的关于PE文件格式的介绍），其头部域Subsystem指定了该应用程序将被运行在哪个环

境子系统中。Microsoft Visual Studio的链接器（linker）支持/SUBSYSTEM命令选项，由

它来指定子系统的类型。例如，该域为 2 说明这是一个Windows GUI应用程序，为 3 则是

Windows控制台应用程序（Windows CUI）。 

Windows 子系统中既有用户模式部分，也有内核模式部分。内核模式部分的核心是

win32k.sys，虽然它的形式是一个驱动程序，但实际上它并不处理 I/O 请求，相反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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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用户代码提供了大量的系统服务。从功能上讲，它包含两部分：窗口管理和图形设备接

口（GDI）。其中窗口管理部分负责收集和分发消息，以及控制窗口显示和管理屏幕输出；

图形设备接口部分包含各种形状绘制以及文本输出功能。 

用户模式部分包括 Windows 子系统进程（csrss.exe）以及一组动态链接库（DLL）。

Csrss.exe 进程主要负责控制台窗口的功能，以及创建或删除进程和线程等。子系统 DLL

则被直接链接到应用程序进程中，包括 kernel32.dll、user32.dll、gdi32.dll 和 advapi.dll 等，

负责实现已文档化的 Windows API 函数。除了有些可以直接在用户模式中完成以外，很

多 API 函数需要调用执行体 API 或 win32k.sys 模块提供的系统服务。 

Win32k.sys 一方面向用户代码提供系统服务，另一方面也跟 Windows 内核紧密地融

合在一起。它通过向内核注册一组出调（callout）函数，以便介入到内核的线程和进程管

理等处理逻辑中，同时也可以接收电源事件。对于每个线程，一旦它调用了 win32k.sys

的任何一个系统服务，就变成了一个 GUI 线程，从而纳入到了 Windows 子系统的线程和

进程管理范畴。Windows 内核的线程和进程数据结构为 Windows 子系统预留了一些域，

从而 win32k.sys 可以方便地操纵它的线程和进程。 

下面从窗口管理和图形设备接口两方面来介绍 Windows 子系统的核心功能和结构。 

窗口管理 

Windows 子系统的用户界面管理有一个层次结构，通常应用程序只是在一个默认的桌

面上运行。图 2.5 显示了这一层次结构。每个子系统会话都有自己的会话空间，属于某一

会话的资源将从该会话空间中分配。当用户登录到 Windows 中时，操作系统将为该用户

建立一个会话；即使用户通过远程桌面或者终端服务连接到一个系统中，系统也会为该用

户建立一个单独的会话。 

    

 子系统会话 顶级窗口列表

子窗口 

默认桌面 

屏幕保护桌面

不可见桌面 

登录桌面 

交互式窗口站

(W inSta0) 

非交互式窗口站

 
图 2.5  Windows 子系统窗口管理层次结构 

在一个会话中，有一个交互式窗口站，可能还有非交互式窗口站。在交互式窗口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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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三个桌面：登录桌面、默认桌面和屏幕保护桌面。通常我们运行的图形界面应用程

序运行在默认桌面上。交互式窗口站有独立的剪贴板、键盘、鼠标、显示器等，在它的三

个桌面中，任一时刻只有一个是激活的，输入输出设备归激活的桌面所有。 

在每个桌面中，都有一个顶级窗口列表，这些窗口往往可以相互重叠，有系统菜单、

大化/ 小化按钮和滚动条等。通常各个图形界面应用程序的主窗口属于当前桌面的顶

级窗口。在 Windows 中，窗口可以有子窗口，子窗口占据父窗口的客户区域。因此，桌

面上的窗口形成了一个层次结构。图 2.5 仅仅显示了顶级窗口的子窗口，实际上，一个窗

口总是可以构建它自己的子窗口。 

Windows 为常用的窗口定义了一些窗口类（window class），因而应用程序可以非常

方便地创建这些窗口类的实例。应用程序如果要定义独特的窗口特性，可以生成一个窗口

类，这个窗口类既可以是全新的，也可以是在系统已有窗口类的基础上定义得到。窗口类

规定了其对象将如何响应各种消息，包括系统发送给它的消息和用户触发的消息。

Windows 窗口的编程模型是消息驱动的，每个窗口对象根据其窗口类指定的窗口过程来响

应各种消息。 

Windows 子系统会话有一个 RIT（Raw Input Thread）线程，负责从输入设备读取原

始的输入事件，然后生成消息，寄送到正确的线程消息队列中。每个包含用户界面元素的

线程都应该及时地处理这些消息。通常的做法是在一个消息循环中，不停地获取消息，再

分发给目标窗口，由目标窗口的窗口过程来响应。有关 Windows 子系统中的窗口管理和

消息机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9.2.3 节。 

图形设备接口 

Windows 的图形引擎也是在 Windows 子系统中提供的，它有两方面的特点：首先，

它提供了一套与设备无关的编程接口，即 GDI，这使得应用程序可以适应各种底层显示设

备的差异；其次，应用程序与图形设备驱动程序之间的通信足够高效，从而即使在频繁输

出和刷新图形元素的情况下，Windows 也能够为用户提供良好的视觉效果。 

在技术上，Windows 子系统定义了一个稳定的图形体系结构，以便于第三方的图形设

备硬件厂商可以方便地将他们的视频显示器和打印设备集成到Windows中。如图2.6所示，

win32k.sys 通过 DDI（显示设备驱动程序接口）与显示驱动程序打交道，而显示驱动程序

通过 ENG（图形引擎接口）调用 win32k.sys 中图形引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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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n32k.sys 

图形引擎(G D I)

视频端口 

驱动程序 

用户模式

内核模式

显示 

驱动程序 

视频小端口 

驱动程序 

D D I EN G

I/O 请求

 
图 2.6  Windows 子系统的图形模块结构 

Win32k.sys 的图形引擎实现了基于标准格式位图的图形绘制功能。显示驱动程序在初

始化时向图形引擎报告它所支持的物理设备的特征描述。显示驱动程序既可以自己管理图

形表面（surface），也可以直接使用图形引擎管理的图形表面。另外，显示驱动程序可以

有选择地截取 GDI 的图形绘制操作，也可以将图形绘制操作转交给图形引擎。因此，显

示驱动程序在实现功能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 

如图 2.6所示，显示驱动程序可以帮助图形引擎实现针对特定视频适配器的图形功能，

视频小端口驱动程序更是针对视频适配器的硬件特性。两者的分工原则是：显示驱动程序

执行一些对用户可见并且性能紧急的图形操作，譬如，它可以直接访问适配器的视频存储

区或者寄存器；而视频小端口驱动程序执行一些不常见的图形操作，或者一些不能被中断

打断或其他进程抢占的关键图形操作。 

视频端口驱动程序由 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链接库，用于帮

助视频小端口驱动程序实现一些公共的、与图形处理有关的功能，以及为小端口驱动程序

提供一个与系统内核和执行体打交道的环境。视频小端口驱动程序则负责直接的硬件资源

管理和控制。 

Windows 子系统的图形系统，除了支持 GDI，还提供了对 DirectX 的显示支持，包括

DirectDraw 和 Direct3D，因而允许像游戏、多媒体播放器等应用软件绕过 GDI 图形引擎，

直接操纵显示器硬件，从而获得更快的显示速度，并且避免屏幕抖动。 

有关 Windows 子系统图形功能部分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9.2.4 节关于 Windows 显示

驱动程序模型的描述，以及 9.2.5 节关于 Windows Vista 以后变化情况的简单介绍。 

2.2.4  系统线程和系统进程 

在 Windows 中，每个线程代表一个指令执行序列，同时也是一个调度单元；进程定

义了一个执行环境，有自己独立的地址空间。每个线程都必定依附于一个进程。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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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除了接受来自应用程序的系统服务调用，它自己也有一些线程用于各种用途。这些线

程运行在一个特殊的进程环境中，称为 System 进程。为区分该进程与本节下文即将介绍

的操作系统关键进程，本书将前者称为 System 进程，而将后者称为系统进程。System 进

程的线程被称为系统线程，其中有一组系统辅助线程（system worker thread），它们代表

操作系统或者其他的应用进程来完成一些特殊的工作。 

设备驱动程序或执行体既可以在调用者进程中创建线程，也可以在 System 进程中创

建线程。或者，也可以不创建任何一个线程，而是调用执行体函数 ExQueueWorkItem 或

I/O 管理器函数 IoQueueWorkItem，向系统辅助线程请求得到它们的服务。这两个函数负

责把一个工作项目（WorkItem）放到一个队列中，而系统辅助线程将从此队列提取工作

项目，并执行工作项目中指定的一个例程。因此，工作项目中的例程是在 System 进程的

环境中执行的，它不能访问其他进程空间中的数据。 

系统辅助线程实际上是一个线程池，Windows 在系统初始化时创建了一定数量的辅助

线程，而且，随着辅助线程的负载的变化，执行体也会动态地创建一些辅助线程，以满足

系统负载的变化需求。 

除了系统辅助线程，内核中的许多组件也会创建系统线程来完成一些必要的工作，例

如，内存管理器需要后台系统线程来监视和管理页面的换入和换出。另外，设备驱动程序

也可以通过调用 PsCreateSystemThread 函数来创建系统线程，以便完成一些并非依附于调

用者进程空间的任务，例如网络驱动程序和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可以利用系统线程来完成一

些必要的后台处理。注意，通过 PsCreateSystemThread 函数来创建系统线程时也可以指定

其他的进程作为系统线程的宿主进程，从而能够访问该进程地址空间中的数据，但默认的

宿主进程是 System 进程。在本书后面章节的讲述中，我们会提到一些特定任务的系统线

程，甚至可以了解到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如何被创建的。 

从进程的角度来看，Windows 有一组系统进程对于整个系统的运行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包括本章前面介绍过的子系统进程 csrss.exe。当 Windows 操作系统引导起来，并且

用户登录到系统中时，Windows 已经经过了一系列初始化过程，除了负责与用户交互的

Shell 进程，还启动了诸多系统进程用于实现各种不同的系统任务。总体而言，以下这些

系统进程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系统空闲进程（Idle）。该进程的 ID 为 0，其中每个处理器或核对应有一个线程。 

• System 进程。在 Windows XP 和 Windows Server 2003 中该进程的 ID 为 4，它包含了

内核模式系统线程。正如本节上文所述，系统辅助线程，以及执行体和驱动程序通过

PsCreateSystemThread 创建的线程，都在 System 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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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话管理器（Session manager，smss.exe）。这是 Windows 系统中第一个创建的用户

模式进程。Smss 在 Windows 启动过程中承担了一些重要的步骤，例如创建环境变量

等，尤为重要的是，它启动了子系统进程 csrss.exe 和登录进程 winlogon.exe。另外，

会话管理器也负责创建新的终端服务器会话（terminal server session），包括建立会

话空间的数据结构，然后为新建的终端服务器会话加载子系统，启动 csrss.exe 和

winlogon.exe。 

• 登录进程（winlogon.exe）。它负责处理交互用户的登录和注销。当用户按下

Ctrl+Alt+Del 组合键（称为安全注意序列[SAS，Secure Attention Sequence]）时，

winlogon 就会接到登录请求，然后激发安全认证过程，并启动用户会话中的初始进程。

在用户会话的任何时候，当用户按下了 SAS 组合键时，winlogon 都会提示一个安全

对话框，其中通常包含“注销”、“启动任务管理器”、“锁定计算机”、“更改密

码”、“关机”等选项。 

• Windows 子系统进程（csrss.exe）。正如本章前文所提到的，Windows 子系统进程负

责为用户提供一个子系统环境，包括提供控制台窗口的功能，以及创建或删除进程和

线程。 

• 本地安全权威子系统进程（lsass.exe）。它负责本地系统安全策略，例如允许哪些用

户登录到本地系统中、口令策略、授予用户和用户组的特权，以及系统安全审计设置；

同时也负责认证用户的身份，以及将安全审计消息发送到系统的事件日志（Event 

Log）中。 

• Shell 进程（explorer.exe）。这是 Windows 的默认 Shell，它提供了系统与用户打交道

的各种界面，包括开始菜单、任务栏、资源管理器窗口等几乎所有 Windows 用户都

熟悉的界面。 

• 服务控制管理器（services.exe）。它负责管理 Windows 的系统服务，这里的系统服

务是指一些特殊的进程，它们通常并不与登录用户进行交互，因而被配置成可以在系

统引导时自动启动起来，无须交互登录过程。Windows 中有很多功能组件是以服务

的方式来实现的，比如事件日志、任务调度器和各种网络组件等。 

2.3  关于 Windows 研究内核 

Windows并非一个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但正如上一章所提，Microsoft开放了一份以

Windows XP x64 和Windows Server 2003 SP1 为基础的内核源代码，它可以编译和运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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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科研机构的教学实践和研究的平台使用，称为WRK（Windows Research Kernel，

Windows研究内核）[WRK]。除了这份源代码本身，WRK还提供了其他一些材料。这一节将

介绍WRK所包含的内容、WRK源代码的说明，以及本书对于WRK中代码的引用。 

2.3.1  WRK 包含了什么 

WRK 的重要目标是辅助教学，让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能够通过 Windows 内核的源代码

来理解和掌握现代操作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和各种机制。WRK 的可编译源代码于 2006 年 7

月面向全球大学的教职工开放，经过 近三年多的推广以及一些大学采用 WRK 作为操作

系统教学和实验平台的经验积累，目前 WRK 已经逐渐形成了源代码、课程参考讲义、上

机实验等全方位的教学系统平台。而且，也有一些大学在 Microsoft 的资助下，利用 WRK

从事操作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 

无论通过Internet在线下载[WRK]，或者申请免费光盘，您都可以获得以下相关内容： 

• WRK 内核源代码，涉及进程、线程、内存管理、执行体、对象管理器、缓存管理器、

本地过程调用（LPC）、注册表、I/O 管理器、安全引用监视器，以及线程调度、APC

（异步过程调用）/DPC（延迟的过程调用）、中断以及异常处理等。随源代码一起

提供的还有相应的编译工具，因此，无须额外的编译器即可将 WRK 编译成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的可执行内核。 

• NT 设计文档。这是一组早期的文档，尽管其内容已不完全适用于现在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以及 WRK 中的代码，但是，通过阅读这些文档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理解

Windows NT 背后的原始设计思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 Windows 在这十多年中是如

何发展和进化的。这些文档涵盖了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文件系

统设计大纲和内核的调试结构等。 

• 软件 Virtual PC 2007，以及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的虚拟机映像，此虚拟机系统

已配置好 WRK 内核。利用此 Virtual PC 2007 和 WRK 系统映像，您可以方便地调试

和跟踪 WRK 中的代码。 

• 课程资源 CRK（Curriculum Resource Kit），包括一整套 Windows 操作系统讲义，共

15 个单元。每个单元又包含一些专题讲义、习题和上机练习题。对于以 Windows 为

教学和实验平台的课程，这是一份非常有帮助的课件。CRK 中也包含了“Windows 

Internals”（第 4 版）的电子书，以及一组工具（windbg、kernrate 等）。 

• ProjectOZ源代码。ProjectOZ是一个利用Windows内核的NTAPI建立起来的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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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U和陷阱机制的操作系统实验环境，其核心是CPU、MMU和陷阱机制的SPACE

抽象[SPACE]。由于此实验平台的下面是一个真实的Windows操作系统在处理和操纵硬

件，而不是一个模拟器，所以，学生们更有机会学习和感受操作系统算法和数据结构

的复杂性。 

• 相关的辅助材料和参考资料，包括WAP（Windows Academic Program，Windows学院

计划）中的一些教学实践项目、“Windows Internals”两位作者的共 12 小时的视频

材料，以及Singularity项目[Singrlarity]的一些文章和讲义。另外，还有一份介绍Windows 

Vista内核新特性的演讲稿。 

然而，Microsoft 目前并非对所有人开放以上材料，而是以教学和科研为开放目标，

仅限于大学的教职员工使用。请在使用 WRK 资料以前，首先阅读 WRK 许可条例，参见

http://www.microsoft.com/resources/sharedsource/licensing/basics/wrklicense.mspx。 

2.3.2  WRK 源代码说明 

正如本章前面所讲，Windows 的内核模块文件是 ntoskrnl.exe，位于 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它包含了 Windows 体系结构中的执行体和内核（或微内核）部分。WRK 提供的

源代码可以编译得到这一内核模块文件，在 WRK 编译环境下针对 Intel x86 处理器的默认

生成文件名为 wrkx86.exe。Windows 的引导选项/kernel 可以指定不同于 ntoskrnl.exe 的内

核模块文件。参见本书附录 A 关于编译、配置和调试 WRK 的详细介绍。表 2.2 列出了

WRK 源代码的目录结构及其对应的内核组件。 

WRK 包含了编译 ntoskrnl.exe 内核模块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代码，未公开部分的代码主

要包括即插即用设备管理、电源管理、设备驱动程序检验器和虚拟 DOS 机的实现。为了

编译 WRK 源代码以得到实际可运行的内核模块，缺失的这部分被以二进制目标代码的形

式包含在了 WRK 中，位于 base\ntos\BUILD\PREBUILT\i386（或 base\ntos\BUILD\ 

PREBUILT\amd64）目录。该目录还包含了其他一些需要静态链接的目标文件。尽管如此，

WRK 对于学习和理解 Windows 的工作机理仍然是一份极佳的资源。 

WRK 的代码是从当时 新的 Windows 产品代码中摘出来的，可以编译并运行于

Windows Server 2003 SP1（x86 处理器版本）和 Windows XP SP2（AMD64 版本）系统中，

其内核版本为 5.2。WRK 代码与产品代码几乎一致，主要的变化在于去掉了对服务器的支

持，比如与 Intel IA64 有关的代码。 

Windows 源代码一致性较好，非常易读。代码本身的逻辑以及各标识符基本上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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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的，重要函数的头部都有详细的注释说明，重要的代码片段也有专门的注释。总

体上，代码组织较为清晰，如表 2.2 所示。内核模块内部的每个组件都提供了一些接口

函数供其他组件调用，也有一些函数供该组件内部使用。表 2.3 列出了一些常用的标识

性前缀。有一些组件内部函数也有规律可循：前缀第一个字母后面跟一个 i，或者在前

缀后面跟一个 p，这里 i 代表 internal，即内部的；p 代表 private，即私有的。例如，Ki

和 Mi 分别代表微内核和内存管理器的内部函数，而 Halp、Psp、Iop 分别代表 HAL、进

程和线程管理组件、I/O 管理器的内部函数。掌握这些命名规律，有助于快速地理解一

个函数的归属。 

表 2.2  WRK 目录结构和相应的组件说明 

目  录 组件说明 
public 各个组件共享使用的包含文件，包括 DDK、SDK、HAL 和内核自身

的一些头文件 

base\ntos Windows 内核模块的主目录 

base\ntos\cache 缓存管理器的源文件 

base\ntos\config 注册表的实现代码 

base\ntos\dbgk 调试子系统的内核模式部分 

base\ntos\ex 执行体函数（内核堆、同步、定时器等） 

base\ntos\fsrtl 文件系统运行库 

base\ntos\fstub 文件系统引导接口 

base\ntos\io I/O 管理器，不包括即插即用管理器和电源管理器部分 

base\ntos\ke （微）内核，包括线程调度器、CPU 管理，以及低层的同步语义 

base\ntos\lpc 本地过程调用（LPC）机制的实现 

base\ntos\mm 内存管理器 

base\ntos\ob 内核对象管理器 

base\ntos\perf 内核的性能日志记录功能 

base\ntos\ps 进程和线程 

base\ntos\se 安全引用监视器 

base\ntos\wmi Windows 管理规范（WMI，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base\ntos\inc 仅适用于 NTOS 部分的包含文件 

base\ntos\raw RAW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的实现代码 

base\ntos\rtl 内核运行时库支持 

base\ntos\init 内核启动部分的代码 

base\ntos\VDM 虚拟 DOS 机（没有公开代码） 

base\ntos\VERIFIER 驱动程序检验器（只有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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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WRK 源代码中各组件接口函数的前缀 

函数前缀 所属的组件或函数说明 
Cc 缓存管理器 

Cm 配置管理器（即注册表） 

Dbg/Kd 调试支持函数 

Ex 执行体函数 

FsRtl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运行库函数 

Fstub 文件系统引导接口函数 

Hal HAL 提供的接口函数 

Io I/O 管理器 

Ke 内核函数 

Lpc 本地过程调用（LPC）函数 

Mm 内存管理器 

Nt Windows 系统服务 

Ob 对象管理器 

Perf 日志记录函数 

Po 电源管理器 

Pp 即插即用管理器 

Ps 进程/线程 

Raw RAW 文件系统的函数 

Rtl 内核运行库函数 

Se 安全函数 

Vf 驱动程序检验器函数 

Wmi Windows 管理规范 

Zw 与 Nt 前缀同名的一套函数，省去了参数验证的步骤，其他逻辑相同。可以认为

以 Nt 前缀为名称的函数针对用户模式的调用者，以 Zw 前缀为名称的函数针对

内核模式调用者 

2.3.3  本书对 WRK 源代码的引用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介绍 Windows 内核中的重要组件，包括进程和线程的管理、内存

管理器、同步和并发机制、I/O 管理器，以及存储管理和系统服务等。在讲解这些内容时，

将以 WRK 的源代码为主要参照，在必要的地方会列出相应的数据结构或者函数原型，以

说明 Windows 中一些关键机制的实现原理。除了 C 语言的代码，有些底层逻辑也可能以

Intel x86 汇编指令的形式列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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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的章节引用代码时，为使代码清晰、可读，所摘录的代码会进行简单整理，仅

显示原始代码中对应于 Intel x86 编译条件下的部分，注释部分也会做相应处理，目的是使

读者能更好地理解相应的逻辑。WRK 的许可条例规定，对代码片段的引用每次不能超过

50 行，但 Windows 有些重要数据结构，例如线程和进程数据结构，超过了 50 行。为此，

本书第 3 章采取的做法是，将大的数据结构分成几部分，然后逐部分介绍其成员。 

然而，为了保持本书的篇幅不至于过于庞大，笔者将尽可能地避免列出代码，而通过

解释关键的逻辑，或者勾画出函数内部或函数之间的控制流图，以说明一些关键机制的实

现过程。在讲解一个重要函数的实现时，针对有些关键的步骤，本书可能会指出所对应的

代码行。因此，如果读者对照 WRK 来理解这样的函数，建议使用一个可显示行号的编辑

器来辅助阅读，这样有助于利用本书帮助阅读源代码。 

阅读源代码是掌握实现细节的重要途径，但由于 Windows 内核极其复杂，简单地阅

读源代码很容易迷失思路。笔者的观点是，代码本身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 Windows

系统是如何实现一些关键机制的，以及一些关键的控制函数是什么，它们做了哪些重要的

操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比洞悉每一个实现细节更为重要。本书的一个目标是，帮助读者理

清 Windows 各种底层机制的思路和实现机理，而不是简单地把有关的实现细节摸索并展

示一遍。根据笔者的经验，建立一个 WRK 调试环境将非常有帮助，这可以让某些控制流

更加容易理解。本书附录 A 介绍了 WRK 调试环境的配置办法。 

正因为如此，即使读者不能访问 WRK 的代码，也仍然可以阅读本书，譬如，从本书

的描述中可以知道 Windows 是如何实现各种系统机制的。配合本书中提到的关键函数的

名称以及一些重要步骤的实现逻辑，您可以查阅这些函数的文档，甚至在调试器中跟踪和

检查这些函数的实现细节。另一方面，正如本书前言中所讲，即使读者的实验平台并非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版本，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仍然适用于自 Windows 2000 以来，

直至 Windows 7 的系统，因此，抓住 Windows 内核的实现原理比剖析一份源代码更有意

义。WRK 仅仅是 Windows 内核实现的一份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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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内存管理 

在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处理器所做的绝大多数工作要依赖于存储器的配合，虽然

处理器本身也有存储数据的能力，可以利用自身的存储能力来快速地完成一些计算任务，

但是，对于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法，则必须要借助于处理器之外的存储能力。随着计算机处

理器的计算能力不断提高，它们能够处理的数据量也在飞速地增长。因此，存储管理是操

作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计算机存储体系中，内存直接受处理器控制和管理，即计算机

的指令可以直接操纵内存单元中的数据，所以，内存管理是操作系统中除了进程和线程管

理以外 为重要的一部分。本章我们将讨论 Windows 中的内存管理。 

操作系统往往会结合所支持的硬件体系结构来选择相应的内存管理机制。由于内存管

理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系统本身的性能，所以，内存管理组件的框架结构通常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处理器的硬件特性来决定的。譬如，Windows 支持的主流硬件体系结构是 Intel 的

处理器，因而它的内存管理不可避免地受到 Intel 处理器硬件特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

在多进程环境中，为了支持每个进程有独立的地址空间，以及进程地址空间和系统地址空

间之间的隔离保护，Windows 在处理器寻址机制的基础上，又应用了大量的内存管理技术

来满足各种需求。当多个进程的内存需求总和超过实际可用的物理内存时，Windows 还必

须有效地平衡这些进程的内存需求，并借助于外部存储能力来达到它们的要求。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首先概述一下现代计算机上主要的内存管理方案和算法，然后总

体介绍 Windows 的内存管理机制。接着分别讲述 Windows 内存管理的 5 个主要方面：系

统内存管理、进程内存管理、页面交换机制、物理内存管理和工作集管理。 后介绍一个

内存监视工具 Me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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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内存管理概述  

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内存（memory）是指处理器可以直接访问，但位于处理器之外的

存储器。在硬件上，处理器通过一组地址线连接到这些存储器上，这组地址线构成了内存总

线。而在软件上，处理器的许多指令允许用内存单元的地址作为指令的操作数，从而直接操

纵这些内存单元。这里提到了内存地址，在 Intel x86 体系结构中，内存地址有三种类型： 

• 物理地址。即内存存储器的索引，处理器操纵内存芯片时，通过地址线管脚加上电信

号来读或写相应的内存单元。在 Intel x86 体系结构上，物理地址是一个 32 位或 36

位的无符号整数。 

• 虚拟地址（有时候称为线性地址）。在 32 位系统上，虚拟地址空间可以达到 4 GB

大小，也就是说，整个空间可以有 232=4 294 967 296 个字节单元。Intel x86 芯片内有

专门的电路负责把一个虚拟地址转译成物理地址。 

• 逻辑地址。逻辑地址包含两部分：段（segment）和偏移（offset）。段部分指定了在

整个地址空间中的一个基地址以及段空间的大小，当然还有段的一些其他属性。与寻

址相关的是段的基址和大小。偏移部分指定了一个逻辑地址相对于段基址的偏移量。

此偏移量不能超过段的边界。因此，逻辑地址的实际地址是段基址加上偏移量。Intel 

x86 芯片也有专门的电路把逻辑地址转译成一个虚拟地址或物理地址。 

把一个地址告诉处理器，让它访问相对应的物理内存单元，这一过程是操作系统和处

理器相互协作来完成的。处理器 终需要的是一个物理地址，所以，它必须把软件指令中

的地址转译成物理地址，在转译过程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数据结构，甚至涉及 I/O 操作。在这

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 Windows 如何利用 Intel x86 的寻址特性来有效地实施内存管理。 

另外，从操作系统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它需要有效地管理所有的物理内存，使得当

一个进程需要内存时，能够分配足够的内存单元给这一进程；另一方面，正如上一章所讲，

进程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它有一个逻辑上独立的地址空间。不同进程的地址空间应

该是相互隔离的。也就是说，在一个进程中用地址 A 来访问的内存单元，与在另一个进

程中用地址 A 访问的是不同的物理内存。这样做可以避免一个进程有意或无意地侵入到

另一个进程的地址空间中。这种性质称为地址空间的隔离性，它使得每个进程有自己的私

有地址空间。 

虽然现代计算机配备的物理内存越来越多，比如现在的 PC 通常配有 1 GB~16 GB 内

存，但是，当系统中进程数量增加以后，这些进程所需要的内存数量往往超过了机器的总

物理内存，在这种情况下，操作系统必须合理地安排内存的使用，使得内存紧缺时，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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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波及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同时也不会严重影响系统的性能。在现代操作系统中，当发生

这种情况时，一般的做法是把不紧急的进程中的数据或代码先存放到外存（通常是硬盘）

中，从而把它们占用的物理内存腾出来给紧急的进程使用，或者交给系统使用。以后，当

内存紧缺的状况缓解时，系统再把外存中的进程数据或代码装回到已经空闲下来的内存单

元中，从而使这些进程有机会继续运行。这两个过程称为内存换出和换入。几乎所有的多

进程操作系统都支持这种内存管理。 

接下来两小节将分别介绍页式内存管理和段式内存管理，这是两种主流的内存管理方

式，并且 Intel x86 处理器都支持。从寻址角度而言，页式管理的核心是如何把虚拟地址转

译成物理地址；而段式管理的核心则是如何把“段+偏移”形式的逻辑地址转译成物理地

址。这里，转译的机制是由芯片硬件提供的，但是转译中用到的数据结构则可能是由操作

系统来管理的。此后，我们将讨论一些常用的内存管理算法，然后介绍 Windows 内存管

理的总体结构，以及 Windows 内存管理器包含的一些组件。 

4.1.1  页式内存管理 

在如今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内存基本单元总是字节，即 8 个二进制位。每个地址指

向一个字节，地址值加 1 以后指向下一个字节。物理内存的编址，即前文讲到的物理地址，

是固定的，所以，若直接让进程使用物理地址来访问内存将使得进程的动态分配难以有效

实施，因为内存单元与进程将通过物理地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而内存的回收和再分

配将受限于特定的进程和物理地址。为了打破这种关联关系，简单的思路是，让进程使用

虚拟地址，而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通过一个映射表来完成转译。本节将要介绍的 Intel 

x86 的页式内存管理正是这样一种方案。 

在页式内存管理中，虚拟地址空间是按页（page）来管理的，对应于物理内存也按页

来管理，物理内存中的页面有时候称为页帧（page frame），其大小与虚拟空间中的页面

相同。因此，映射关系是在内存页面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虚拟地址空间中连续的页面对应

于在物理内存中的页面可以不必连续，并且，通过小心地维护好虚拟地址空间的页面与物

理内存页面之间的映射关系，物理页面可以被动态地分配给特定的虚拟页面，从而只有当

真正有必要的时候才把物理页面分配给虚拟页面，毕竟物理页面相对来说是稀缺资源。如

图 4.1 所示，物理地址空间（其地址范围取决于系统中物理内存的数量，图中假设为 1 GB

物理内存）中有一部分页面被映射到了左侧的虚拟地址空间（在 32 位平台上，其地址范

围为 0x0~0xfff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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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虚拟页面和物理页面之间的映射 

注意，在一个系统中，物理地址空间只有一个，但虚拟地址空间可以有多个。每个虚

拟地址空间都必须有一个映射关系，而且，虚拟地址空间中有相当一部分页面并没有对应

的物理页面（在图 4.1 中标记为“不使用”的页面）。实际上，每个虚拟地址空间往往只

能映射到很少一部分物理页面。反过来，每个物理页面往往只被映射到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中。如果有一个物理页面被映射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虚拟地址空间，那么，这些地址空间

将共享此页面，若在一个虚拟地址空间中改写了此页面中的数据，则在其他的虚拟地址空

间中将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 

有了页面划分的机制以后，我们可以想象，每个虚拟地址 32 位信息中，其中一部分

位信息指定了一个物理页面，其余的位信息则指定了页内的偏移量。也就是说，虚拟地址

分成了两部分：页索引+页内偏移，其结构如图 4.1 所示。页索引是指该虚拟地址在映射

关系中的索引编号，页内偏移则指定了该地址在页面内部的具体位置。 

  
 

页索引                          页内偏移 

虚拟地址  
图 4.2  按页划分后的虚拟地址结构 

下面我们以Intel x86 为例来介绍从虚拟内存页面到物理内存页面的映射。首先，寻址

系统必须确定页面的大小，标准的大小为 4 KB，即 212字节，所以，32 位地址值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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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位是页内偏移，而前 20 位则是页索引部分，用于找到一个实际的物理页面。因此，在

这样的系统上，页面映射表是一个 220=1 048 576（即 1 M）大小的表。如果直接用一个简

单的线性表来表达这一映射表的话，需要 4 MB内存，因为表中每一项都要表达一个物理

页面地址，即使考虑到页面起始地址的后面 12 位总是 0，那也需要 2.5 MB；如果再考虑

到物理内存 高几位可能总是 0，则还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压缩，这取决于当前系统中物理

内存的数量，譬如 1 GB内存的话，则物理内存地址的 高 2 位总是 0。这里我们忽略这

些要素，假设映射表中的每一项都指定了一个 32 位物理内存地址。 

另一方面，在此 1 M 大小的映射表中，有相当数量的表项其实并没有用，所以，为

这部分表项分配存储空间是浪费。Intel x86 采用了分级页表的方式来管理这一映射关系。

32 位虚拟地址中的页索引部分又被分成页目录索引（10 位）和页表索引（10 位）两部分，

所以，一个 32 位虚拟地址的实际构成如图 4.3 中 上边的虚拟地址结构所示。 

 
 

 

页目录 

31 

页表 

页表 

页面 

CR3 

寄存器 

32 位虚拟地址：

页目录索引 页表索引 页内偏移

22 21 12 11 0

 
图 4.3  Intel x86 的 32 位虚拟地址的解析过程 

基于这样的虚拟地址构成，每个虚拟地址空间对应有一个页目录，其中包含 210=1 024

个目录项（PDE，Page Directory Entry）；每一个目录项指向一张包含 1 024 项的页表。

所以，Intel x86 处理器在解析一个虚拟地址时，首先根据 高 10 位在页目录中定位到一

个页目录项，它指向一个页表。然后根据接下来的 10位，在页表中定位到一个页表项（PTE，

Page Table Entry），此页表项指定了目标页面的物理地址。 后在此物理地址的基础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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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内偏移，即得到 终的物理地址。在图 4.3 所示的地址解析过程中，实线箭头代表页

目录、页表和页面之间的指示关系，而虚线箭头则代表了一个虚拟地址各个组成部分在页

目录、页表或页面内部的索引关系（或偏移）。 

在以上二级页表结构中，CR3 寄存器包含了页目录的物理地址，页目录的大小是 4 096

个字节，每个目录项为 4 个字节；同样，每个页表的大小也是 4 096 个字节，其中每个页

表项为 4 个字节。目录项和页表项均指向一个 32 位地址，但只有前 20 位真正指向一个物

理地址，后 12 位用于各种标志信息，比如页面是否已被访问过、是否允许缓存等。在本

章后面介绍 Windows 虚拟内存管理时，我们再进一步讨论 PDE 和 PTE 的结构。 

对于一个满的虚拟地址空间，为维护映射关系共需要 1 个页目录和 1 024 个页表，所

占空间为 4 096+1 024×4 096 个字节，即 4 KB+4 MB 大小。这比简单的线性页表多了 4 KB

开销，但它带来的好处是，当虚拟地址空间中实际使用的内存的比例较小时，很多页表不

必在内存中构建出来，从而可以极大地节省这些页表的开销。不过，二级页表结构也要付

出性能的代价，因为在解析一个虚拟地址时，需要两次查表操作。 

为了避免在多级页表解析过程中多次查表而导致性能下降的问题，Intel x86 处理器缓

存了地址转译信息，即从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关系。这样，当处理器重复访问同一

个地址时无须再进行转译。此缓存是一种位于处理器内部的关联存储单元阵列，也被称为

地址转译快查缓冲区（TLB，Translation Look-aside Buffer）。TLB中包含了 近使用过的

页面的内存映射信息，处理器提供了专门的电路来并发地读取并比较TLB中的页面映射

项。因此，对于频繁使用的虚拟地址，它们很可能在TLB中有对应的映射项，因而处理器

可以绝对快速地将虚拟地址转译成物理地址；反之，如果一个虚拟地址没有出现在TLB中，

那么处理器必须采用以上介绍的两次查表过程（意味着要两次访问内存）才能完成地址转

译。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次内存访问会慢一些，但是，经过这次访问以后，此虚拟页面与

对应物理页面之间的映射关系将被记录到TLB中，所以，下次再访问此虚拟页面时，处理

器就可以从TLB中实现快速转译，除非此映射项已经被TLB移除了。研究表明，由于计算

机程序的内存访问有一定的局部性，因此，即使处理器只维护一个相对较小的TLB，程序

的运行也能获得较显著的性能提升[TLB-MISS]。 

在 Intel x86 处理器中，TLB 是完全由硬件来维护的，换句话说，软件无法操纵 TLB 以

便加入、保留或移除其中的映射项。（但其他有些处理器允许软件通过异常机制来操纵

TLB。）然而，有一种情况可以使 TLB 中的映射项失效，那就是当处理器切换 CR3 寄存器

的时候，原因很简单，一旦 CR3 寄存器切换了，就意味着从一个虚拟地址空间切换到了另

一个虚拟地址空间，因此原来那些项没有理由再保留。但有一个例外，如果映射项的 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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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局标志位（32 位 PTE 的低 12 位都是标志位，其中第 8 位指明了这是一个全局项还是

局部项）已置上，则在 CR3 寄存器切换虚拟地址空间的过程中，此映射项仍然留在 TLB 中。

此外，在 Intel x86 Pentium Pro 以后的处理器中，通过 invlpg 指令可以使单个 TLB 项失效。 

以上介绍了在Intel x86 处理器中，一个 32 位虚拟地址如何被转译为一个物理地址。

另外，Intel x86 Pentium Pro处理器还引入了一种称为物理地址扩展（PAE，Physical 

Address Extension）的内存映射模式，它支持 36 位物理地址，但虚拟地址仍然是 32 位。

因此，在PAE模式下，系统支持 64 GB物理内存，其地址映射方式和页表结构也有所不

同。虚拟地址的转译采用了三级页表机制，如图 4.4 所示。在页目录之前增加了一个页

目录指针索引，而页目录和页表中的每一项都为 64 位，所以，4 KB大小的页目录和页

表只能存放 512 项，正好对应于虚拟地址中的 9 位索引值。页目录指针表包含 4 项，分

别指向 4 个页目录之一。由于页目录和页表中的每一项都变成了 64 位，因此它们可以

描述更长的物理地址。若简单地增加 4 位物理地址，即从原来的 20 位（注意，还有 12

个标志位）扩展到 24 位，则处理器将允许系统使用 64 GB物理内存。Windows用 26 位

来表达物理地址，因此可以支持 226+12=256 GB物理内存。 

 
 

 

32 位虚拟地址

9 位 12 位 

    31   30  29                21  20   12  11                  0 

页目录 

指针索引
页目录索引 

9 位 2 位 

页表索引 页内偏移 

 
图 4.4  Intel x86 PAE 模式下的虚拟地址组成结构 

简而言之，PAE 模式并没有增加虚拟地址空间的大小，但允许系统支持更多的物理内

存。 后顺便提一下，在 Intel x64 处理器中，支持更多级页表机制。例如，64 位 Windows

使用四级页表，将一个 48 位虚拟地址转译成一个 40 位物理地址（从而允许物理内存达 1 TB

大小）。在 WRK 的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 Windows 对于 Intel x86 PAE 模式和 64 位处理器

的支持，但是，本书只讨论 Windows 对于 Intel x86 的 32 位物理内存的支持。 

4.1.2  段式内存管理 

除了用虚拟地址来实现有效和灵活的内存管理以外，在计算机发展史上，另一种重要

的内存管理方式是将物理内存划分成若干个段（segment），处理器在访问一个内存单元时，

通过“段基址+偏移”的方式计算出实际的物理地址。每个段都可以有自己的访问属性，包

括读写属性、特权级别等。例如，在 Intel x86 处理器中，有专门的段寄存器，允许每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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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在访问内存时指定在哪个段上进行。段的概念在 Intel 8086/8088 实模式中已经使用了，但

当时段的用途是扩展地址范围，将系统的内存从 64 KB 扩展到 1 MB。处理器中的寄存器（包

括段寄存器）都是 16 位的，但地址线有 20 根。为了访问整个地址范围，处理器的做法是，

将段寄存器中的值左移 4 位再加上一个 16 位地址值，就形成了目标地址。实际上，这么做

可以达到的 大地址值是(64 K-1)×16+(64 K-1)=1 114 095。到了 80286 处理器（24 位地址），

在保护模式下，段变成了一个索引，指向段描述符表中的某一个段描述符，而段描述符才

真正指定了段的基地址、段长度以及一些保护属性。而到了 80386 以后，处理器中的寄存

器才真正转移到了 32 位。本节接下来将基于 32 位的段寻址模式来讨论段式内存管理。 

在 Intel x86 中，逻辑地址的段部分称为段选择符（segment selector），指定了段的索

引以及要访问的特权级别。段寄存器 cs、ss、ds、es、fs 和 gs 专门用于指定一个地址的段

选择符。虽然只有这六个段寄存器，但是软件可以灵活地使用它们来完成各种功能。其中

有三个段寄存器有特殊的用途： 

• cs：代码段寄存器，指向一个包含指令的段，即代码段。 

• ss：栈段寄存器，指向一个包含当前调用栈的段，即栈段。 

• ds：数据段寄存器，指向一个包含全局和静态数据的段，即数据段。 

虽然地址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都是 32 位，但是段选择符只有 16 位，其格式如图 4.5 所示。 

 
 

 

   15                   3     2      1         0 

段索引 
表指

示位

当前 

特权级  
图 4.5  段选择符格式 

在段选择符中，段索引指定了一个段在段描述符表中的编号，它有 13 位，这也说明

了一个段描述符表只包含 213=8 192 个段；表指示位说明了此段位于全局段描述符表

（GDT，Global Descriptor Table）还是局部段描述符表（LDT，Local Descriptor Table）中。

当前特权级（CPL，Current Privilege Level），也称为请求者特权级，是一个两位的值（0~3），

代表了请求者的当前特权级别。特权级是CPU的运行模式，0 表示 高特权级，3 表示

低特权级。Windows和Linux只使用这两种特权级，分别称为内核模式（kernel-mode）和

用户模式（user-mode）。 

在介绍GDT和LDT两张表以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段描述符的内容。每个段描述符用来

定义一个段，其中包括段的起始地址、有效范围和一些属性。图 4.6 给出了段描述符的结

构。段描述符指定了 32 位基地址，以及 20 位段长度（即段内 大偏移）。当G位为 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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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长度单位为字节；当G位为1时，此长度单位为4 096字节。所以，段长度可达220×4 096=4 

GB，即整个 32 位线性地址空间。描述符特权级（DPL，Descriptor Privilege Level）是允

许访问此段的 低特权级，比如，DPL为 0 的段只有当CPL=0 时才可以访问，而DPL为 3

的段，可由任何CPL的代码访问。类型域（共 4 位）指定了段的类型，包括代码段、数据

段、TSS段和LDT段。 

 
 

  G        0 D

B

 

   15               0

段内 大偏移(0~ 15) 

段内 大偏移(16~19) 

 基地址(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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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0)或页面(1)单位 

S：     0 表示系统段，

           1 表示普通段 

D PL：描述符特权级 

 
图 4.6  段描述符格式 

接下来讨论 GDT 和 LDT。顾名思义，全局描述符表 GDT 是系统全局范围内有效的

一张表，它包含 多 8 192 个段描述符，所以，一张完全的 GDT 表需要 8 192×8=64 KB

内存空间。CPU 有一个寄存器 gdtr 包含了 GDT 的地址。除了 GDT 外，处理器另有一个

LDT，它也同样 多包含 8 192 个段描述符，对应于 LDT 的寄存器为 ldtr，它包含了 LDT

的地址。现在我们可以理解 Intel x86 转译一个逻辑地址的过程，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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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Intel x86“段+偏移”形式的逻辑地址的解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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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在解析一个“段+偏移”的逻辑地址时，首先根据段寄存器中的表指示位确定

应该使用 GDT（若表指示位为 0）还是 LDT（表指示位为 1），然后从 gdtr 或 ldtr 中得到

描述符表的地址，再加上段索引部分乘以 8，即得到段描述符的地址，然后根据段描述符

的格式，拼出 32 位段基地址， 后加上 CPU 指令中的偏移值，得到 终的线性地址。在

实际执行指令过程中，每个段寄存器内部都有一个 8 字节的缓存（或称为内部寄存器），

存放了对应于段寄存器的段描述符，如果段寄存器没有改变，则以上的地址计算过程可以

省略查描述符表的步骤，从而直接在处理器内部计算出线性地址。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何利用以上介绍的段式内存访问机制来实现操作系统中的

多进程地址空间。显然，一种自然的设计思想是，系统全局共享的空间可以通过 GDT 来

安排和访问，比如，操作系统本身的代码和数据是系统全局可见的，各个进程的地址空间

中不可避免地要包含这部分内存。此外，各个进程私有的数据和代码存放在 LDT 中，因而

进程切换时，只需改变 LDT 表，即可实现进程私有地址的切换。在现代的应用程序中，每

个进程往往包含多个二进制模块，以及一些动态数据区；各个二进制模块中既有代码，也

有数据（比如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等）。所以，如果用段机制来管理内存的话，每个模块

都需要一个段，动态数据区往往需要一个或多个段（比如全局堆和局部堆，以及栈等）。

对于绝大多数应用程序，8 192 个段（指 LDT 中的段）足够使用了。对于系统全局空间，只

要小心地安排好段的使用，8 192 个段（指 GDT 中的段）也能满足正常的内存分配。利用

这种方法，既可以做到进程之间的空间隔离性，也可以很方便地在进程之间共享数据。 

后需要说明的是，段式内存管理和页式内存管理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组合起来

在同一个系统中使用。事实上，Intel x86 处理器的内存管理单元（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结合了这两种寻址方法。例如，图 4.8 显示了一个逻辑地址被解析成虚拟地址，再进

一步被解析成物理地址的全过程。操作系统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段式内存管理单元或页式内

存管理单元来管理进程地址空间和系统物理内存。Windows 和 Linux 都选择了页式内存管

理作为主要的内存管理手段，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段机制。我们在 Windows 和 Linux

的内核代码中都可以看到有关 GDT 和段操作的代码。 

 
 

“段+偏移”逻辑地址 虚拟地址 物理地址 
段式内存 

管理单元 

页式内存 

管理单元 

 

图 4.8  Intel x86 逻辑地址的完整解析过程 

4.1.3  内存管理算法介绍 

内存是计算机系统中除了处理器以外 为重要的资源，任何一个程序的运行都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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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资源的有效使用。前面两小节介绍了硬件支持的内存管理机制，尤其是如何将虚拟地

址或者逻辑地址转译成物理内存地址。这一节我们将首先讨论在一个地址空间内部如何有

效地进行动态内存管理，然后介绍常用的页面替换算法，以及在进程内存管理中常常用到

的工作集概念和相应的算法。 

假设操作系统或者一个进程已经获得了一块连续地址的内存，系统或进程在执行过程

中需要利用这块内存来满足各种内存请求。由于内存请求存在动态性，即每次请求的内存

大小可能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并且这些小内存块的生命周期也不尽相同，所以，系统

需要提供合适的算法来尽可能地满足这些动态的内存请求。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堆

（heap）正是这样一个提供动态内存分配能力的内存抽象。操作系统使用堆来满足各种动

态内存请求，应用程序通过堆获得内存。我们常用的 C/C++基本运行库提供了堆内存管理

的能力，所以，C/C++程序中的 malloc/free 和 new/delete 可以直接在堆的接口上工作。 

就本质而言，内存管理算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位图标记法和空闲链表法。位图标记法

的思路很简单：假设总的待分配内存的大小为 N 字节，管理内存的粒度为 M 字节，并且

N=M×K，也就是说，内存管理的基本单元为 M 字节，现在共有 K 个单元需要动态管理。

为了记录这 K 个内存单元的使用情况，位图标记法将使用一个共有 K 位的位图（bitmap），

其中每一位的值（0 或者 1）用来说明这一位所对应的内存单元是否空闲。由于位图精确

地记录了每一个内存单元的空闲或已被使用的情况，所以，当内存管理器接收到一个新的

内存申请时，只需扫描位图，就能确定是否有合适的空闲内存可以满足此请求。其做法是，

根据所请求内存的大小，确定需要多少个连续的内存单元来满足此请求，然后在位图中扫

描是否存在连续这么多 0 位，如找到了，则将它们所对应的内存分配给客户，并且将这些

位置成 1。在释放内存时，要求客户指定待释放内存的起始地址和大小，这样内存管理器

就可以计算出此次内存释放对应于位图中哪些连续位，并且将它们置成 0。 

位图标记法的实现比较简单，但是需要额外的内存开销，通常为
8×M

N ，所以，只需

适当地选取 M，就可以控制这部分额外开销。当然，用户请求的内存大小不一定是 M 字

节的倍数，因而在分配内存时有一定的浪费。平均而言，每次用户请求将导致 M/2 字节

的浪费。另外，内存管理器在分配内存时需要扫描连续多个 0 位，此操作并不高效（复杂

度为 O(K)），这是该算法的一个缺点。 

另外一类动态内存管理方法使用链表来描述已分配的和空闲的内存块，称为空闲链表

法。在初始时，整个内存块被当做一个大的空闲块加入到空闲链表中。以后，当内存管理

器接收到一个内存分配请求时，将从空闲链表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能提供足够内存的空闲

块，并从该空闲块中分离出足够多的内存，交给客户，剩下的内存（如果还有的话）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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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空闲块，而已分配的内存则加入到已分配内存链表中。当释放一块内存时，内存管

理器将已分配的内存块从已分配链表转移到空闲链表中，如果有可能的话，与相邻的内存

块合并以便构成更大的空闲块，从而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大内存请求。在这一类方法中，

当内存管理器接收到内存请求时，将按照以下不同的策略来查找适当的空闲内存块： 

(a) 先匹配法（first-fit），从空闲链表中找到第一个满足客户请求的空闲块。 

(b) 佳匹配法（best-fit），从空闲链表中找到 接近于客户请求大小的空闲块。 

(c) 差匹配法（worst-fit），从空闲链表中找到 大的空闲块。 

(d) 下一个匹配法（next-fit），从空闲链表的当前位置往后扫描，找到第一个满足客

户请求的空闲块。 

除了以上介绍的位图标记法和空闲链表法以外，还有两种内存管理算法也值得介绍一

下：slab 算法和伙伴系统（buddy system）。Slab 算法实际上是以上介绍的位图标记法和

空闲链表法的结合，它针对某个阈值以下的内存块使用位图法，按照 2 的幂次，每一阶有

一块内存和对应的位图；在此阈值以上，slab 算法使用链表来管理内存。Linux 和 Solaris

系统的内核使用了 slab 算法。 

Slab 算法对于小内存的分配非常快速高效，但也有空间浪费，当所请求的内存大小介

于 2 的两个连续幂次之间时，所分配的内存块（大小为 2 的幂次）就存在部分空间浪费。

浪费的部分称为内碎片（internal fragmentation），因为它位于已分配的内存块内部。对应

地，如果碎片位于已分配的两个内存块之间，则称为外碎片（external fragmentation）。例

如，前面介绍的空闲链表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以后，往往会造成很多

外碎片，因此，即使实际的空闲内存还有很多，但由于外碎片的原因，对于较大内存的申

请也往往无法满足。 

解决外碎片问题的一个算法是伙伴系统（buddy system）。下面以二进制伙伴系统

为例来说明它的主要思想。首先，假设待分配的整块内存的大小为 2 的幂次，比如说 2m字

节，每个字节相对于基地址的偏移量为 0，1，2，…，2m-1；另有一个数组avail[m]，其中

每个元素avail[i]记录了大小为 2i+1的内存块的空闲链表头。内存的分配按照 2 的幂次进行，

也就是说，分配给客户的内存块总是 2 的幂次方，不管客户是否真正需要这么多内存。对

于任一大小为 2i的内存块，假设其相对于基地址的偏移量为p，则该内存块的伙伴被定义

为，p的第i+1 位取补码加上基地址，这样得到的地址所指向的同样大小的内存块。图 4.9

演示了伙伴内存块和非伙伴内存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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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伙伴系统中的伙伴内存块 

伙伴系统在初始时，整个待分配内存块都是空闲的，所以，avail[m-1]链表指向此内

存块，该数组中其他所有的链表都是空的，当客户申请一块大小为 k 的内存块时，伙伴系

统在所有≥⎡logk⎤的 avail[]链表中查找空闲块，从第一个找到的非空链表中找出一个内存

块，经过分裂变成合适大小，然后返回给客户。因此，伙伴系统的内存分配过程实际上是

大内存块分裂成小内存块的过程，分裂得到的小内存块一部分给客户，剩下的挂到适当的

空闲链表中，以备下次继续分配给客户。 

在内存回收过程中，如果待回收的内存块与链表中已有的一块内存互为伙伴，则它们

可以合并成更大的内存块，从而转移到大内存块对应的空闲链表中。因此，内存块的合并

在互为伙伴的内存块之间进行，并且从小到大，一直到不能合并为止。 

伙伴系统的内存分配和回收的执行效率比较高（O(logn)），但也有问题：第一，空

间利用率的问题，由于它总是按照 2 的幂次来分配内存块，所以，如果客户总是按照略大

于 2 的幂次来申请内存，则空间浪费的现象将较为严重；第二，外碎片问题仍然存在，例

如，两个相邻的非伙伴内存块即使能满足客户的内存要求，伙伴系统也不会把它们连起来

分配给客户。有一些改进的伙伴系统能缓解这些问题，但效率可能不如二进制伙伴系统这

么好。关于伙伴系统的更详细信息，读者可以参考相关文献[TAOCP-1]。 

接下来我们讨论在页式内存管理系统中，当物理内存紧缺时，该从哪些进程中选择哪些

页面，把它们的内容写到磁盘上，从而腾出这些页面所对应的物理页面，以便用于后续的内

存需要。由于在一个实际的多进程、多任务系统中，所有进程使用的页面总数可能会超过系

统中的页面数量，因此，当一个进程向系统请求更多的物理页面时，系统必须有一套算法或

策略来保证适时地满足该进程的需要。对于操作系统而言，这实际上也是在页面粒度上的物

理内存管理，其中的算法往往称为页面替换算法。通常以下一些算法是值得考虑的[MOS]： 

优页面替换算法（The Optimal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这是一个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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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算法，它要求能够预测每个页面下次使用的时间，从而确定该页面还需要等待多长

时间才会真正使用，所以，在选择该换出哪些页面时，优先考虑那些等待时间 长的页面。

此算法的基本原理是，越是频繁使用的页面，越应该留在物理内存中；相对而言，如果要

换出换入的话，应尽可能选择那些不会被频繁使用的页面，或者在某段时间内不会被频繁

使用的页面。 终达到的效果是减少页面换入换出的次数。但是，这一算法的问题是，预

测一个页面下次被使用的时间在实际系统中往往是不可行的，除非是在做事后分析。因此，

这种算法可以当做一个基准来对已有的算法做性能评价，具体做法是，在一个系统中记录

下每次页面被访问的历史痕迹数据，有了这些数据以后，就可以在模拟环境中，使用 优

页面替换算法，得到 少的换页次数，作为被评估算法的一个理论 优参照。 

近未使用（NRU）页面替换算法（The Not Recently Used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这一算法的思路是，当系统需要物理页面时，检查所有的页面，优先替换

那些 近（所谓 近，是一个相对时间，比如， 近的几个时钟滴答）一直没有被访问或

修改的页面。为了建立起 近是否被访问或修改的参考依据，通常每个页面需要记录下它

被访问的情况，从效率来考虑，这往往需要硬件的支持。有两个标志位具有特别的意义：

访问位 R 和修改位 M。当一个页面被初次使用时，它的访问位 R 被置上，若页面被修改，

则修改位 M 被置上。在进程的运行过程中，R 位被定期清除，这样系统就能区分 近未

被访问过的页面和 近被访问过的页面。当需要替换页面时，首先找那些未被访问过的页

面；如果还不够，则继续找已被访问但未被修改过的页面；如果还需要更多的页面，则只

好找那些已被访问且已被修改过的页面。这一算法相对简单并且易实现，尤其在硬件的支

持下可以有较好的性能，虽然它不是 优的，但在实用中是有效的。 

先进先出页面替换算法（The First-In First-Out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顾

名思义，这种算法的思路是把所有已在内存中的页面组织成一个队列（也可以是一个链

表），每次当有页面换入到内存中的时候，就添加到队列的末尾；当需要页面换出时，直

接从队列中移除页面。这一算法听起来很有道理，把留在内存中时间 长的页面换出内存，

但实际上，经常要访问的页面也不得不在队列中流动，从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换出和换入开

销。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实践中，这一算法很少被单独使用。 

第二次机会页面替换算法（The Second Chance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

这是对先进先出页面替换算法的改进，很自然，对于 老的页面，即队列头的页面，如果

它的访问位 R 为 0，则说明这个页面不仅老，而且很久没用了，理应换出去；如果 R 位

非 0，则说明该页面 近被访问过，因此再给它一次机会，做法是，先把 R 位清零，然后

把它移到队列尾，就好像它是一个新换入的页面一样。然后系统再进一步检查队列头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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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果队列中的页面 近都被访问过，那么，它们将被依次检查一遍并清除其访问位，

然后在下次再被检查到的时候被依次换出内存。 

第二次机会页面替换算法在具体实现的时候，有一种优化方法，它可以避免在队列中

频繁地移动页面，而是把页面组织成环形链表，然后用一个指针指向时间上 早加入的页

面。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有一个页面被检查了访问位以后，并不从链表中清除，则只需

清除其访问位，并移动指针指向下一个页面即可，无须将页面从链表头移到链表尾。由于

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时钟的指针在钟面上移动一样，因此该算法有时候也被称为时钟页面替

换算法（The Clock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其实质跟第二次机会页面替换算法

完全相同，只是实现上不同而已。 

近 久未使用（LRU）页面替换算法（The Least Recently Used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这一算法的思路是，当系统在选择换出一个页面的时候，优先考虑 近

久未使用的那个页面。此算法实际上是对 优页面替换算法的一个估计，其依据是页面访

问的局部性原理。既然无法直接测量页面将来被访问的时间，不妨用 近一段时间内页面

被访问的频率来猜测它将来被访问的情况，从而协助作出页面替换决策。若在 近一段时

间内，某些页面被频繁地访问，则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它们还可能会被频繁地访问。反

之，若某些页面长时间未被访问，则在将来，它们极有可能仍然长时间不会被访问，所以，

在选择页面的时候优先考虑这些页面。 

近 久未使用（LRU）页面替换算法与前面介绍的 近未使用（NRU）算法并不

一样。NRU 算法基于页面的访问位和修改位来作出决定，而 LRU 算法基于页面 近被访

问的时间长短来作出选择。在实现 LRU 算法时，要求能够定位到 久没有使用过的页面，

这可以通过维护一个页面链表来实现，但每次访问一个页面都要把这个页面移到链表首，

表示它刚刚被访问过。因而算法的维护成本较高，难以硬件实现。 

不经常使用（NFU）页面替换算法（The Not Frequently Used Page Replacement 

Algorithm）。此算法的思路与 LRU 一致，它主要是提供了一种软件实现。其做法是，为

每个页面维护一个计数器，初值为 0。每次时钟中断时，系统对所有页面，把它们的访问

位（0 或者 1）加到计数器上，这样，经常被访问的页面就有机会增加其计数器，而不常

访问的页面其计数器相对较少得到增加。但这个算法的问题在于，计数器只增不减，这意

味着页面的历史会长久地影响页面替换算法的决策。 

对 NFU 算法的一个改进算法称为页面老化算法（page aging algorithm）。它对 NFU

做了修改，使其更好地模拟 LRU 算法。其做法是，在时钟中断修改页面计数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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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简单地递增计数器，而是先把计数器的值右移一位，然后把访问位 R 加到计数器

的 左边位上，而不是 右边位。经过这样修改以后，如果一个页面经过了一段频繁访问

的时间过后，它慢慢地不再被访问了，则因频繁访问而对计数器的影响在经过几次右移位

以后，逐渐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 近该页面被访问的情况。 

老化算法只用有限个位来模拟页面 近被访问的情况，它提供的计数器并非精确的时

间计数值，而只是一个相对的 近被访问的参照，但是其优点在于，它能够逐渐地抹去历

史的影响，而让 近一段时间的被访问情况参与到决策中。在实践中，这些相对久远的历

史对于决策的重要性并不高，所以，老化算法比较具有实际意义。 

以上介绍了操作系统在替换页面时的一些常用算法和选择依据。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系统在进程层次上是如何管理和控制物理内存资源的。这对于多进程系统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尽管每个进程都有非常大的虚拟地址空间（比如在 32 位 Windows 上有 2 GB 或 3 GB

私有的虚拟空间），但它们能得到的物理内存往往只是相对较少的一部分，进程之间实际

上是在争抢有限的物理内存资源。所以，操作系统必须小心地平衡每个进程的需求和分配

给它的内存。为了衡量进程得到的物理内存资源，这里首先介绍进程工作集的概念。 

当一个进程被创建并开始运行时， 初所有的页面都还在磁盘上（包括进程的可执行

文件），随着控制流不断前进，全局数据和栈的地址范围被不停地访问到，并且动态内存

的需求也开始出现，该进程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物理内存页面。对内存页面的请求和满足

通常是以中断或异常的方式来完成的。随着进程占有的物理内存越来越多，它的运行趋向

平滑，因为对于物理内存的需求开始减少。操作系统根据需要而分配物理页面的做法称为

按需换页（demand paging）。 

结合前面介绍的页面替换策略，我们可以理解：操作系统在内存紧缺时将根据一定的

算法和规则，向进程要回物理页面（也就是说，选择哪些页面被替换）；而进程则在必要

的时候向系统请求更多的物理页面。操作系统就在这两者之间管理着有限的物理内存资

源。那么，对于一个进程而言，一方面，当它占用物理内存太多时，自然地，有些页面会

被操作系统收回去；另一方面，当它的执行逻辑需要更多物理内存时，操作系统可以把当

前空闲的或者收回来的（既可能从其他进程收回来，也可能从它自身所占的内存中收回来）

物理页面分配给它。在任一给定时刻，进程所占的物理内存是确定的；从一个过程来看，

它所占的内存数量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性。工作集模型正是刻画一个进程的内存使用情况

的模型。这里，工作集（working set）指一个进程当前正在使用的物理页面的集合。 

应用程序在工作时，对于内存的访问通常呈现出一定的局部性，也就是说，在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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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程序对内存的访问往往集中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也意味着，进程的工作集的变化相

对而言是缓慢的。进程工作集变化越缓慢，则单位时间内页面换入换出发生的次数越少，

这当然有利于进程的运行，它的性能自然越好；另一方面，进程的工作集也是由操作系统

来管理和控制的，工作集越大，则它的变化自然越缓慢。因此，工作集管理也是操作系统

内存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工作集理论模型中，进程的工作集可以用一个二元函数 w(t, δ)来表示，其中 t 代表

时间点，δ代表一段时间间隔，也称为工作集窗口。w(t, δ)表示 t-δ与 t 两个时间点之间进

程所访问到的页面集合，显然，随着δ的增大，w(t, δ)只可能增加而不会减小，即 w(t, δ)

是δ的单调非递减函数。但由于程序的内存访问的局部性原则，w(t, δ)的递增在δ较小时很

快，然后就会稳定下来，其曲线大致如图 4.10 所示。当δ大到一定程度，w(t, δ)可能又会

有一段快速增长，然后稳定下来。当δ较大时，w 曲线取决于程序的执行逻辑。 

 
 

δ

w (t,δ)

 
图 4.10  工作集理论模型 

工作集理论模型可以用来指导对进程页面的有效管理，例如，在进程初始执行期间，

进程的工作集很快增长，但到一定时候，工作集就会稳定下来。因此，一种有效的优化

手段是，记录下工作集稳定下来以后某一时刻的工作集内容（即进程中的哪些页面被访

问了），下次该进程启动时，直接为这些页面赋予物理内存，并且从磁盘加载相应的内

容，这样可以避免以按需换页的方式逐渐地从磁盘读取文件内容，从而大大加快进程的

启动速度。Windows 使用了这种优化手段，称为逻辑预取器（Logical Prefetcher）。 

那么，如何维护进程工作集信息呢？一种简便的做法是，记录每个页面 近被访问

的时间，这样，根据预设的δ值，一旦当前时间超过了该页面 近被访问的时间再加上δ

值，则从工作集中删除此页面。根据工作集理论模型，预设的δ值（当然不能太小）对

于工作集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工作集的这一维护机制可以与页面老化算法有机地

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这不难做到，例如直接根据页面的老化程度来决定是否从工作集中

移除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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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进程工作集的信息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些信息来改进页面替换算法。例如，在前

面介绍的时钟页面替换算法中，如果指针所指的页面的访问位为 0，则意味着该页面可以被

替换，但现在有了工作集信息以后，需进一步检查此页面是否属于当前进程的工作集，如

果是，则不被替换，算法继续往前查找其他的页面。这一改进算法称为WSClock[WSCLOCK]。 

4.1.4  Windows 内存管理概述 

以上介绍了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支持的两种虚拟内存管理机制以及操作系统在管理

内存时涉及的算法和概念，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 Windows 内核中的内存管理器如何有效

地管理系统的物理内存以及每个进程中的虚拟内存。 

首先，Windows 采用了页式内存管理方案，在 Intel x86 处理器上，Windows 不使用

段来管理虚拟内存，但是，Intel x86 处理器在访问内存时必须要通过段描述符，这意味着

Windows 将所有的段描述符都构造成了从基地址 0 开始，且段的大小设置为 0x80000000、

0xc0000000 或 0xffffffff，具体取决于段的用途和系统设置。所以，Windows 系统中的代

码，包括操作系统本身的代码和应用程序代码，所面对的地址空间都是线性地址空间。这

种做法相当于屏蔽了处理器中的逻辑地址概念，段只被用于访问控制和内存保护。 

正如我们在第 2 章中所讲，Windows 使用了两种特权级别：0 和 3，其中特权级 0 称为

内核模式，特权级 3 称为用户模式。当处理器执行内核模式代码时，它们处于系统地址空间，

位于 0x80000000~0xffffffff，所有的进程共享此空间；当处理器执行用户模式代码时，它们处

于进程地址空间，位于 0x00000000~0x7fffffff，这部分空间是进程私有的。用户模式代码只

能访问进程自身的数据，而内核模式代码不仅可以访问当前进程的数据，也可以访问系统地

址空间中的数据。所有的进程，一旦进入到内核模式，则共享同样的系统地址空间。 

其次，在 Windows 的每个地址空间中，虚拟地址的分配和回收都必须按照严格的规

则进行。Windows 规定，应用程序在使用内存以前必须先申请，所以，操作系统内部可以

根据应用程序的申请和释放操作来维护好整个虚拟地址空间的内存分配情况。而且，

Windows 也采用了按需分配的策略，也就是说，只有当一段虚拟内存真正被使用的时候，

系统才会为它分配页表和物理页面。每个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的分配情况通过一组虚拟地

址描述符（VAD，Virtual Address Descriptor）记录下来，这些描述符构成了一棵平衡二叉

树，以便于快速地定位到一个指定虚拟地址的描述符上。 

在 Windows 内存管理器中，除了虚拟地址空间的管理，另一重要职责是管理物理页

面，以及实现进程页面的换入和换出过程。在 Windows 中，页帧编号数据库（Page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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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Database，简称 PFN 数据库）描述了物理内存各个页面的状态。PFN 数据库实际

上是一个结构数组，每个页面对应有一个 PFN 项，记录了该页面的使用情况，包括它的

状态、对应页表项的地址等信息。此外，操作系统还维护了一组链表，分别将相同类型的

页面链接起来，比如，所有空闲的页面都插入到一个空闲链表中，所以，操作系统可以快

速地从该链表中获得一个空闲的物理页面。页面也会随着其状态的变化，以及被进程的使

用情况，而在不同的链表中流动，或者不属于任何一个链表。Windows 的页面替换算法也

正是在这些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 

虽然 Intel x86 定义了虚拟地址与物理地址之间的转换方式，但是页目录和页表需要操

作系统来维护，Windows 定义了 PDE 和 PTE，并且小心地维护好这些数据结构，以便处

理器能够正确地转译虚拟地址。我们在上一章的 KPROCESS 数据结构中看到的

DirectoryTableBase 域正是指向进程页目录的指针，所以，操作系统在创建每个进程时，

都需要为这个进程建立一套页目录和页表数据结构，从而建立起该进程的地址空间。在本

章 4.3.1 节，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地址空间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地址空间建立起来以后，并不等于所有的页面都分配好了，Windows 采用的是按需换

页的策略，当进程或系统使用某个尚未得到物理页面的虚拟地址时，处理器会触发页面错

误（page fault）异常，所以，操作系统可以在页面错误的异常处理例程中为其分配页面，

并设置好页表项和页面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一异常的发生对于使用此虚拟地址的代码而言

是不可见的，一旦异常处理例程完成，则原来的代码指令继续执行，就好像此换页过程什

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什么时候页面被换出呢？当系统认为内存紧缺，或者一个进程由于工作集的限制而不

允许拥有更多的物理页面时，Windows 会替换工作集中的页面。这项工作是由一个称为工

作集管理器（working set manager）的组件来完成的，它运行在一个称为平衡集管理器

（balance set manager）的系统线程中。工作集缩减的过程称为修剪（trim）。Windows 实

现了全面的工作集模型，包括控制进程的工作集，以及与页面替换算法结合起来管理物理

内存的全局分配。 

至此，我们已经理解了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内存管理的基本概况，下面列出在

Windows 内存管理中一些比较重要的组件： 

• 执行体层提供了一组内存管理服务，用于分配、释放和管理虚拟地址。执行体也包括

一个堆管理器（heap manager），提供动态小内存块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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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错误异常处理器（或称为页面错误例程）。负责分配物理页面，或者把磁盘上的

数据读入到页面中。 

• 一组系统线程，负责维护操作系统的内存，其中包括： 

o 平衡集管理器，它包括工作集管理器，每 1 s 被调用一次，工作集管理器负责实

施一些全局性的内 

o 存管理策略，比如工作集修剪。 

o 进程/栈交换器。当系统需要执行换入或换出操作时，通知此线程完成这些任务。

第 3 章介绍线程状态转移时，我们曾经看到，如果一个进程的所有线程都处于等

待状态，则它有可能被换出内存，即线程进入转移状态，以后该进程满足特定条

件时再换回内存。此换入换出过程正是由进程/栈交换器来完成的。 

o 修改页面写出器。它负责将脏页面写回到映射文件或页面文件中。在 WRK 中，

写到映射文件和写到页面文件是分别由两个线程来完成的。 

o 零页面线程。它运行的优先级为 0，负责将空闲链表上的页面清零（即内存零化），

以便当系统需要零页面时可以满足其要求。 

系统地址空间包含了全局的系统代码和数据结构，并且对于所有的进程都是可见的，

操作系统在初始化过程中首先建立起系统地址空间。因此，我们接下来先从系统地址空间

的内存管理开始介绍。为简化起见，在本章的讲解中，我们不考虑 3 GB 进程地址空间选

项，以及对 PAE 和大页面（页面大小为 4 MB）的支持。 

4.2  Windows 系统内存管理 

在 Intel x86 处理器的 Windows 系统中，0x80000000~0xffffffff 是所有进程共享的系统

地址空间。在这段地址空间中，其布局结构是在内核初始化阶段完成的。本节将首先介绍

系统地址空间的初始化过程，然后描述系统地址空间中的动态内存管理算法。 

4.2.1  系统地址空间初始化 

在第 2 章中，我们已经介绍过 Windows 的引导过程，在内核获得控制以前，Windows

的加载程序（即 ntldr）已经打开了 Intel x86 处理器的分页机制，并且预先建立了足够的

页表以便 16 MB 以下的低地址可以通过页表来访问其物理内存，也就是说，16 MB 以下

的虚拟地址将直接映射到相同地址的物理内存上。因此，16 MB 地址以下的代码仍然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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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方式在保护模式和分页机制下运行。而且，ntldr 在加载内核模块（ntoskrnl.exe）时将

把它映射到特定的虚拟地址上，然后再把控制权交给其主函数 KiSystemStartup。 

GDT 的设置是在 ntldr 中完成的，虽然 WRK 中没有这部分代码，但是，通过在调试

器中跟踪 WRK 的启动代码，我们可以看到，在 KiSystemStartup 函数获得控制时，段寄

存器 CS、DS、ES、SS 和 FS 的值分别如下： 

CS：0x8  ——对应二进制表示 1000 

SS：0x10  ——对应二进制表示 1 0000 

DS、ES：0x23 ——对应二进制表示 10 0011 

FS：0x30  ——对应二进制表示 11 0000 

而寄存器 gdtr 的值为 0x8003f000。参照图 4.5 关于段选择符格式的描述，我们可以知

道，CS 指向 GDT 中索引为 1 的段，SS 指向 GDT 中索引为 2 的段，DS 和 ES 指向 GDT

中索引为 4 的段，FS 指向 GDT 中索引为 6 的段。根据 gdtr 的值，我们检查这些段的段描

述符，如表 4.1 所示。CS、DS、ES 和 SS 段指向整个地址空间，从地址 0 一直到 32 位

大地址（差 后一个页面）。FS 指向一个特殊的页面，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此页面包含

了当前处理器的控制区（KPCR）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系统代码中常常可以看到通

过 FS 来获得当前处理器的全局信息，比如当前线程（参考 3.4.2 节）。 

表 4.1  Windows 系统中用到的段描述符设置 

段 描述符地址 描述符内容（4 个 16 位整数） 段基地址 段 大偏移 

CS 0x8003f008 ffff 0000 9b00 00cf 0x00000000 0xfffff000 

SS 0x8003f010 ffff 0000 9300 00cf 0x00000000 0xfffff000 

DS、ES 0x8003f020 ffff 0000 f300 00cf 0x00000000 0xfffff000 

FS 0x8003f030 0001 f000 93df ffc0 0xffdff000 0x00001000 

由于 CS、DS、ES 和 SS 段的这种设置方式，相当于段机制被屏蔽了，“段+偏移”

形式的逻辑地址直接被映射成线性地址，这种做法也称为地址空间的平面化。因此，在

Windows 中，所有的内存访问都是线性地址空间中的内存地址。段的设置无须特别考虑。 

现在回到 KiSystemStartup 函数，它调用 KiInitializeKernel 函数进行内核初始化。

KiInitializeKernel 函数在 P0 处理器即引导处理器上，执行系统全局范围的内核初始化。

KiInitializeKernel 函数调用 ExpInitializeExecutive，对执行体进行初始化。内存管理器是在

执行体中初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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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pInitializeExecutive 函数（base\ntos\init\initos.c 文件的 241~901 行）中，除了执

行体自身被初始化以外，执行体的各个子组件，包括内存管理器，也被初始化。而且，每

个子组件都被调用两次初始化，分别对应于阶段 0 初始化和阶段 1 初始化。关于内核的两

阶段初始化的完整介绍，请参考 2.6.2 节。图 4.11 显示了与内存管理有关的初始化过程。 

 
 

ntldr 

KiSystem Startup 

KiInitializeKernel

M m InitSystem

ExpInitializeExecutive

M iInitM achineD ependent 

阶段 0：

PsInitSystem

阶段 0 初始化 

Phase1Initialization

系统线程执行 

阶段 1 初始化 

M m InitSystem
阶段 1：

M m InitSystem

阶段 2：

M iInitM achineD ependent 

创建系统线程

Phase1InitializationD iscard

 
图 4.11  涉及内存管理的系统初始化过程 

Windows 加载程序 ntldr 只提供了必要的内存环境，系统空间的主要初始化工作是在

MmInitSystem 函数中完成的，因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MmInitSystem 函数的代码

（base\ntos\mm\mminit.c 文件的 336~2 397 行）。MmInitSystem 函数包括三部分代码逻辑，

分别对应于阶段 0、阶段 1 和阶段 2 的初始化，如图 4.11 所示。这里阶段 1 与阶段 2 初始化

都是在 Phase1InitializationDiscard 函数中被调用的。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三个函数的简单组合。 

MmInitSystem 函数在阶段 0 所做的初始化工作（434~2 208 行代码）主要是完成数据

结构的初始化以及一些全局变量的设置。在 466~468 行，我们看到三个全局变量

MmHighestUserAddress、MmUserProbeAddress 和 MmSystemRangeStart 的设置如下： 

MmHighestUserAddress = (PVOID)(KSEG0_BASE - 0x10000 - 1); 

MmUserProbeAddress = KSEG0_BASE - 0x10000; 

MmSystemRangeStart = (PVOID)KSEG0_BASE; 

这里 KSEG0_BASE 为 0x80000000（见 base\ntos\inc\i386.h 的 1 980 行），所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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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地址空间（也称为进程地址空间） 高地址为 0x7ffeffff，而系统地址空间从 0x80000000

开始。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宏 MiGetPteAddress： 

#define MiGetPteAddress(va) ((PMMPTE)(((((ULONG)(va)) >> 12) << 2) + PTE_BASE)) 

这里 PTE_BASE 的值为 0xc0000000（见 base\ntos\inc\i386.h 的 1 972 行），因此，

MiGetPteAddress 的含义是，给定一个虚拟地址，计算出其对应的 PTE 的地址，即虚拟地

址所在页面的页表项的地址。从该定义也可以看出，所有的页表项都按顺序存放在以

0xc0000000 起始的内存处。再看宏 MiGetPdeAddress： 

#define MiGetPdeAddress(va)  ((PMMPTE)(((((ULONG)(va)) >> 22) << 2) + PDE_BASE)) 

这里 PDE_BASE 的值为 0xc0300000 或 0xc0600000，取决于 PAE（物理地址扩展）

是否打开（见 base\ntos\inc\i386.h 的 1 964 或 1 968 行）。我们不考虑 PAE 的情形，所以，

PDE_BASE 的值为 0xc0300000，即页目录项位于 0xc0300000 处。 

说明一点，ntldr 在将控制权交给内核以前，已经将内核、HAL 和一些被标记为“引

导-启动”的驱动程序映射到了 0x80000000 偏上的位置处（在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系统中，此位置为 0x80800000）。其中引导-启动的驱动程序稍后将被重定位到高端内存

（系统 PTE）区域。 

回到MmInitSystem函数（见mminit.c的 499行）中，接下来设定系统视图（system view）

大小为 16 MB，会话空间（session）的大小为 48 MB（见 base\ntos\mm\mi.h 的 8 261~8 317

行）。会话空间直接位于 0xc0000000 之下的 48 MB，即 0xbd000000~0xbfffffff。从 mminit.c

的 582 行一直到 754 行，计算会话空间和系统视图的内存位置，计算的结果以及对应的一

些全局变量如图 4.12 所示。在图中，会话映像文件区包括 win32k.sys、视频驱动程序以及

一些打印驱动程序的映像文件；会话内存池是指属于会话空间的换页内存池。 

接下来 MmInitSystem 函数初始化系统缓存的位置，MmSystemCacheStart 是个已初始

化的全局变量，为 0xc1000000。系统缓存的结束位置是 0xe1000000，宏 MM_SYSTEM_ 

CACHE_END 包含此值。然后是换页内存池的变量设置，MmPagedPoolStart 的初值为

0xe1000000。换页内存池的大小为 MmSizeOfPagedPoolInBytes，默认 32 MB，后面还要对

它进行调整。 

然后计算系统 PTE 的数量（见 mminit.c 的 1 173~1 287 行）。MmInitSystem 根据系

统可用页面的数量，对 MmNumberOfSystemPtes 全局变量进行赋值， 少 7 000 个页面，

多 50 000 个页面。如果要检验驱动程序的话，还需要额外的系统 PTE（见 mminit.c 的

1 282~1 28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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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映像文件 

默认 8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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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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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会话空间和系统视图的内存布局结构 

接着初始化与堆内存管理有关的全局变量。然后有一个重要的函数调用：

MiInitMachineDependent。此函数的主要功能是，真正让 Windows 的虚拟内存运转起来，

前面介绍的 MmInitSystem 函数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划分虚拟地址空间，并没有真正建立页目

录项和页表。而 MiInitMachineDependent 真正建立页目录，以及建立页表来映射内核各个区

域。特别是，非换页内存池也是在此函数中初始化的。关于该函数，我们稍后详细介绍。 

然后 MmInitSystem 函数初始化跟物理内存相关的全局变量。首先调用

MmInitializeMemoryLimits 获得有关物理内存的基本信息。为了方便地管理物理内存，系

统使用一个足够大的位图来记录物理页面的有效性。在完成了内存基本初始化以后，

MmInitSystem 调用 MiReloadBootLoadedDrivers 函数，将 ntldr 加载的引导-启动驱动程序

重定位到系统 PTE 区域，因而它们也能得到页面机制的保护，并有可能被换页。 

接下来根据可用物理页面的数量来确定系统内存的规模，基本的规则是，小于 19 MB，

则认为是小系统。对于工作站而言，在 19~31 MB 之间，则认为是中等规模系统；大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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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32 MB，则认为是大系统。对于服务器而言，在 19~63 MB 之间，则认为是中等规模系

统；大于等于 64 MB，则认为是大系统。另外，MmInitSystem 也设置一组全局变量（见

mminit.c 的 1 554~1 676 行），包括 MmMaximumDeadKernelStacks、MmModifiedPage- 

Maximum 、 MmSystemCacheWsMinimum 、 MmDataClusterSize 、 MmCodeClusterSize 、

MmReadClusterSize、MmInPageSupportMinimum、MmFreedExpansionPoolMaximum 等。

这些全局变量用于控制系统空间中一些特殊用途的物理内存页面的数量或者上下限。然

后，调整可用物理内存页面的数量，即全局变量 MmResidentAvailablePages，从当前可用

页面数量中减掉 32 个保留页面（1 717 行），再减掉非换页扩展所需要的页面数（1 725

行，系统启动时物理页面数的 1/6， 多不超过 256 MB），还要减掉系统缓存所占用的

少物理页面数（1 731 行）。 

然后 MmInitSystem 函数建立起系统缓存结构（1 761~2 037 行），这其中的大部分代

码都在处理多级页表（三级或四级），为简化起见，我们只考虑 Intel x86 的二级页表机制。

在 WRK 中，系统缓存结构的地址是 0xc0c00000 （全局变量 MmSystemCache- 

WorkingSetList），而系统缓存的地址是 0xc1000000（全局变量 MmSystemCacheStart），

两者之间正好差 4 MB，所以，这两个地址的 PDE 正好是相邻的（见 1 843 行的 ASSERT）。

系统缓存的 大可能地址是 0xe1000000，但实际上其真正的结束地址可能会小一些，因

而系统缓存的尺寸不会有 0xe1000000~0xc1000000 那么大。读者可以在 MmInitSystem 函

数中跟踪 MaximumSystemCacheSize 的变化情况。计算得到 MmSystemCacheEnd 和

MmSizeOfSystemCacheInPages 以后，就可以为这部分空间分配页表了（注意，这里仅仅

分配页表而非页面）。 后调用 MiInitializeSystemCache 初始化系统缓存，由它负责初始

化系统缓存工作集，并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数据结构。关于系统缓存空间的内存管理，请参

考 7.2.1 节。 

至此，MmInitSystem 函数已经基本上定义好系统空间了，并且完成了初步的初始化

工作。现在设置全局变量 MmTotalCommitLimit 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值，它代表了 多可

以提交的内存数量，即 多可以兑现多少物理内存。另外，全局变量 MmTotalCommit- 

LimitMaximum 等于 MmTotalCommitLimit。工作集的高限 MmMaximumWorkingSetSize

为总可用页面数减去 512，当然它不可能超过 2 GB。 

然后 MmInitSystem 调用 MiBuildPagedPool 函数，建立起换页内存池。在建立了换页内

存池以后，就可以初始化已加载的模块表了（因为需要申请换页内存）。把这些模块映射

到系统空间中。这是通过调用 MiInitializeLoadedModuleList 函数（2 099 行）来完成的。 

后，若可用物理内存仍然超过 127 MB，则增加更多的系统 PTE，让非换页区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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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2 139~2 176 行）。然后拷贝一份页目录，以便将来大页面系统 PTE 映射被删除时（发

生在 MiUnmapLargePages 函数中），还可以恢复原始的页目录项。 

在 MmInitSystem 函数的阶段 0 初始化部分，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在 MiInitMachine- 

Dependent 函数中完成的，包括非换页内存池的初始化工作和 PFN 数据库的初始化。为了

理解物理内存的初始分配情况，有必要看一下这个函数，其代码位于 base\ntos\mm\i386\ 

init386.c 的 762~3 568 行。由于此函数的代码较多，这里只介绍与系统空间初始化相关的

代码逻辑。并且，为简便起见，在下面解释代码的过程中，将不考虑与 MmVirtualBias 变

量非零（即/3GB 引导选项）、64 位版本、PAE 支持和非对称内存模型相关的代码逻辑。 

在 854~973 行代码，MiInitMachineDependent 处理大页面支持、变量初始化，以及生

成页目录项和页表项的模板。然后设置当前进程的页目录，代码如下： 

    PointerPte = MiGetPdeAddress (PDE_BASE); 

    PdePageNumber = MI_GET_PAGE_FRAME_FROM_PTE (PointerPte); 

 

    CurrentProcess = PsGetCurrentProcess (); 

 

    DirBase = MI_GET_PAGE_FRAME_FROM_PTE (PointerPte) << PAGE_SHIFT; 

 

    CurrentProcess->Pcb.DirectoryTableBase[0] = DirBase; 

    KeSweepDcache (FALSE); 

这里我们不考虑 PAE 情形，KeSweepDcache 是个空语句，什么也不做。宏 MI_GET_ 

PAGE_FRAME_FROM_PTE 直接从 PTE 中提取出它的页帧编号，即物理地址。因此，进

程对象的 KPROCESS 结构的 DirectoryTableBase[0]记录了该进程的页目录物理内存地址。

接下来 1 020~1 023 行代码把页目录表中对应于 0~2 GB 之间的页目录项写成零，意味着

当前进程（即空闲进程）不使用这部分空间。 

然后 MiInitMachineDependent 根据 ntldr 传递进来的关于物理内存的描述符链表

LOADER_PARAMETER_BLOCK::MemoryDescriptorListHead 的信息，求出物理内存页面

的数量，以及空闲物理内存的 低地址（见 1 030~1 083 行）。这样得到全局变量

MmNumberOfPhysicalPages 和 MmLowestPhysicalPage 的值。接着，设置全局变量

MmDynamicPfn 和 MmHighestPossiblePhysicalPage，即 高可用的物理地址页编号和 高

可能的物理页面。然后调整全局变量 MmSizeOfNonPagedPoolInBytes 和 MmMaximumNon- 

PagedPoolInBytes，即非换页内存池的大小和 大尺寸（1 281~1 489 行）。 

接下来从 1 499 行代码开始，首先获得用于物理内存管理的辅助颜色值及其掩码，即

全局变量 MmSecondaryColors 和 MmSecondaryColorMask。然后计算 PFN 本身需要的非换

页内存开销 MxPfnAllocation。由于非换页内存池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方向计算的，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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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页池的结束地址 MmNonPagedPoolStart 等于 0xffbe0000，所以，其起始地址 MmNonPaged- 

PoolStart 为结束地址减去 大可能的地址 MmMaximumNonPagedPoolIn- Bytes，再加上当前

大小，即 MmSizeOfNonPagedPoolInBytes（见代码 1 589 行），然后对 MmNonPagedPoolStart

做对齐调整（见 1 628 行）。 

在 Windows 系统空间的内存布局中，系统 PTE 区域位于非换页内存池的紧前面，全

局变量 MmNonPagedSystemStart 记录了系统 PTE 区域的开始地址，由于系统 PTE 区域和

非换页内存池两者都是不可以被换出到外存中的，所以这两部分的页表都需要在初始化的

时候建立好。首先计算 MmNonPagedSystemStart 的位置（见 1 730 行），此地址不得低于

MM_LOWEST_NONPAGED_SYSTEM_START，即 0xeb000000（见 1 734 行）。另一方

面，如果换页内存池的结束位置越过了系统 PTE 的起始位置，则需要对换页内存池的大

小作调整（见 1 744~1 800 行代码）。然后，检查内核映像和 HAL 映像是否可以用大页

面映射，如果满足条件，则对它们使用大页面映射（见代码 1 808~2 033 行），记录在

MiLargeVaRanges 全局数组中。 

接下来开始分配物理内存，考虑 PFN 数据库和非换页内存池所需要的页面（见 2 048

行代码中的 PagesNeeded 变量）。尽可能地使用大页面映射，如有必要，减小非换页内存池

的大小以便能对齐到大页面（4 MB）边界。PFN 数据库的位置（全局变量 MmPfnDatabase）

处于已加载的映像区（包括内核、HAL 等）之上，并且对齐到大页面边界。如果从 PFN 数

据库开始位置一直到系统视图之间的虚拟地址空间不足以容纳所需页面数量，则相应地减

小非换页内存池（见代码 2 080~2 101 行）。2 133~2 225 行代码真正从物理内存描述符结构

MxFreeDescriptor 中，扣除 PFN 数据库和非换页内存池所需要的页面，记录在局部变量

FirstPfnDatabasePage 和 PagesNeeded 中，并且这部分空间对齐到大页面边界，加入到大页面

映 射 数 组 MiLargeVaRanges 中 。 记 录 非 换 页 内 存 池 起 始 地 址 的 全 局 变 量

MmNonPagedPoolStart 也随之更新为紧跟在 PFN 数据库之后（见代码 2 235 行）。2 284~2 307

行代码是当 PFN 数据库和非换页内存池不使用大页面映射时非换页内存池的分配逻辑。 

接下来 2 320~2 337 行代码真正分配系统 PTE 和扩展的非换页内存池地址范围的页

表。代码如下： 

StartPde = MiGetPdeAddress (MmNonPagedSystemStart); 

EndPde = MiGetPdeAddress ((PVOID)((PCHAR)MmNonPagedPoolEnd - 1)); 

 

while (StartPde <= EndPde) { 

 

    ASSERT (StartPde->u.Hard.Valid == 0); 

 

    // 

    // Map in a page table page, u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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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lush descriptor if one exists. 

    // 

 

    TempPde.u.Hard.PageFrameNumber = MxGetNextPage (1, TRUE); 

    *StartPde = TempPde; 

    PointerPte = 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te (StartPde); 

    RtlZeroMemory (PointerPte, PAGE_SIZE); 

    StartPde += 1; 

} 

在这段代码中，首先确定从 MmNonPagedSystemStart 开始到 MmNonPagedPoolEnd – 1

的地址范围所对应的起始和结束 PDE：StartPde 和 EndPde，然后分别填充其中的每一个页

目录项。MxGetNextPage 分配一个物理页，返回其页帧号，TempPde 中的 PageFrameNumber

填好以后，即被赋给 StartPde 所对应的 PDE。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te 函数（实

际上是一个 C 语言宏）的功能是，根据一个 PTE 项的地址（这里把 StartPde 当做一个 PTE

来看待），计算出对应页表的虚拟地址，也就是说，获得刚刚分配的页表的虚拟地址，从

而可以初始化此页表（填充零）。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te 的逻辑很简单，左移

10 位，但是，这里实际上用到了一个设计技巧，下面的插入文本解释了这一机制。 

Windows 的页目录自映射方案 

由于 Windows 的分页机制已经起作用，处理器的内存访问指令只认虚拟地址，不认

物理地址，所以，为了访问刚刚分配的页表，即例子代码中 MxGetNextPage 返回的那个

页面，必须要经过 PDE 和 PTE 的查询，但是，我们现在只有物理页帧编号（PFN），尚

不知道哪个虚拟地址可以访问此页面。Intel x86 的内存访问要经过两次查表，参见图 4.3。

并且，第二次查表的结果恰好指向目标页面。现在我们来看 Windows 的页目录和页表结

构如何使这一逆过程也非常高效和便捷。 

Windows 的页目录地址（即 PDE 的基地址，在代码中为宏 PDE_BASE）是 0xc0300000，

PTE 的起始地址是 0xc0000000（在代码中为宏 PTE_BASE），并且 Intel x86 上的 PDE 和

PTE 的结构可以认为是相同的（见 4.4.1 节的描述）。为了映射一个页表并将其中的内容清

零，首先需要在页目录中增加一个 PDE，即赋值语句“*StartPde = TempPde;”所做的事情，

其次，要能够以虚拟地址方式来访问此页表。实际上，对于页目录中的 PDE 本身的访问也

需要经过两次查表，即赋值语句中的“*StartPde”其实已经在访问页目录页面的内容了。 

PDE 的查表是根据 CR3 寄存器和虚拟地址高 10 位来确定的，因此，一旦 CR3 寄存器

已经置值，则第一次查表便已确定。关键是第二次查表。Windows 做了一个巧妙的设计，

让一个页表的地址范围（4 MB 大小）具有某种结构，使得对页表页面的访问可直接利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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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对它引用的虚拟地址来导出，即根据 PDE 或 PTE 的虚拟地址来导出它所指的物理页面

的虚拟地址（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te 或 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de）。 

方案是这样的：假设页表的 PDE 的虚拟地址已知（即例子代码中的 StartPde），为了

构造页表页面的虚拟地址，我们这样设计两次查表：第一次，查找页目录本身的页面；第

二次，查找刚刚增加的那个 PDE（实际上，这次要把 PDE 当做 PTE 来看待）。基于这一

思路，我们得到这样的虚拟地址：最高 10 位与页目录虚拟地址的高 10 位相同，任何一个

PDE 都满足此条件，接下来的 10 位应该是 StartPde 与页目录基地址之间的差除以 4，即

两者之间的 PDE 数量。由于页目录地址 0xc0300000 最高 10 位与紧接着的 10 位都是

1100000000b，所以，StartPde 左移 10 位恰好满足刚才提到的两个条件。这正是

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te 如此简单的原因，并且 PDE_BASE 取值 0xc0300000 也

使得任何一个 PDE 左移 10 位以后其对应的 PDE 仍然不变。图 4.13 显示了页目录与页表

之间的关系，注意，页目录中的 1100000000b 项（十进制 768）指向页目录本身。图中分

别演示了 StartPde 作为一个 PDE 以及地址 p 作为一个页表页面的地址转译过程。读者可

以自行验证，0xc0300c00 中的页帧编号与 CR3 寄存器中的页帧编号是相同的。实际上，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确定了 0xc0300c00 作为页目录地址以后，整个虚拟地址空

间的所有页表自然位于 0xc0000000~0xc0400000 之间。 

 
 

页目录 

新页表 

CR3 

0xc00 

虚拟地址 0xc0300000 

虚拟地址 StartPde 

虚拟地址 p 

地址 StartPde 的查表过程： 

  1.先找页目录的 0xc00 偏移处； 

  2.再找页目录的 0xc00 偏移处； 

  3.根据 StartPde 后 12 位找到目标字节。 

地址 p 的查表过程： 

  1.先找页目录的 0xc00 偏移处； 

  2.再找 StartPde 的 PD E 当做 PTE； 

  3.定位到新页表。  
图 4.13  Windows 中页表虚拟地址定位示意图 

这种方案的关键之处在于，页目录的 0xc00 项指向它自己，并且 PDE 和 PTE 的格式

是兼容的，所以，页目录中的每一个 PDE 在用于访问页表页面时也被当做 PTE 来映射。

因此，这种方案被称为页目录自映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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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可以推广，在多级页表结构中，从任何一级 PTE 都可以利用同样的左移位方

法获得其所指的物理页面的虚拟地址。例如，在图 4.13 中，对于页表中的任何一个 PTE，

它所指的物理页面的虚拟地址都同样可以用 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te 来实现。请

读者自行验证。此外，MiGetVirtualAddressMappedByPde 的实现更加直截了当，将 PDE

左移 20 位代表了它所映射的虚拟地址起始位置，大小为 4 MB。 

接下来的代码 2 341~2 484 行分配 PFN 数据库和非换页内存池，一直到系统视图开始

处这段地址范围的页表，如果在非换页内存池与系统视图之间有空隙（至少容得下一个

PDE，即 4 MB 大小），则这段空隙用做额外的系统缓存和系统 PTE（参见 7.2.1 节）。

此外，如果 1 GB~2 GB 范围也被用做系统空间，则为指定的范围，从 MiUseMaximum- 

SystemSpace 到 MiUseMaximumSystemSpaceEnd，分配相应的页表。注意，这两个全局变

量在 MmInitSystem 函数中已经根据系统的引导参数而赋值了。 

Windows 在系统地址空间高端处保留了一块地址范围用做系统崩溃时的信息转储区

域，其起始地址为 0xffbe0000，2 497~2 509 行代码为这块内存（不超过 4 MB）分配了一

个页表。 

接下来从 2 515 一直到 2 564 行代码，为非换页内存池分配页面，这些页面前面已经

预留了，并且页帧编号是连续的。然后在 2 579 行调用 MiInitializeNonPagedPool 函数建立

起非换页内存池的管理结构，在 2 581 行调用 MiInitializeNonPagedPoolThresholds 函数设

定非换页内存池的高、低阈值。 

然后分配 PFN 数据库所需要的物理页面。在使用大页面的情况下，这些页面前面已

经预留了，从 FirstPfnDatabasePage 开始，总共 MxPfnAllocation 个页面，见代码 2 590~2 624

行。在不使用大页面的情况下，所需页面尚未预留，需要保证为每一个物理页面对应一个

MMPFN 结构（其定义见 base\ntos\mm\mi.h 中，共 24 个字节长）。PFN 数据库实际上是

一个位于内核映像之后的 MMPFN 数组，所以，这部分代码为此数组分配物理页面，见

代码 2 628~2 728 行。 

接下来 2 752~2 783 行代码，为按颜色的空闲页面链表数组 MmFreePagesByColor 本身

（并非链表）分配物理页面并初始化其内部链表结构。这里 MmFreePagesByColor 数组用于

管理物理页面，参见 4.5.3 节。 

2 790~2 900 行代码为所有已设置为有效（valid）的页面，更新一下对应的 PFN 数据

库元素的状态。这也算是 PFN 数据库的初始化，这样，物理页面的分配便跟 PFN 数据库

中的状态对应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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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检查 低的物理内存页面，看它是否为 0，如果为 0 并且当前尚未被使用，则

将它标记为已经在使用。这样做是为了查找“物理页面被指定为零”的软件错误（bug）,

见代码 2 908~2 928 行。 

从 2 964 行开始，根据系统加载程序传递过来的物理内存描述符链表，检查所有的内

存描述符，并把可用的内存都加入到 PFN 数据库的空闲链表中。由于加载程序传递过来

的链表是从低地址到高地址排序的，而这里的循环检查按相反的顺序，因而高地址的可用

物理内存先插入到空闲链表中，低地址的内存后插入到链表中。这种做法的考虑是，系统

刚开始时分配的内存不太可能被释放，因而低地址的物理内存（比如 低的 16 MB）可以

为某些特殊的设备或驱动程序使用。 

接下来扫描 PFN 数据库所用到的 PTE，并把它们对应的页面标记为已经在使用，即

在数据库中将引用计数加 1。代码见 3 105~3 239 行。 

然后调用 InitializePool 函数初始化非换页内存池，见代码 3 263 行。至此，非换页内

存池已经建立起来，可供使用了。 

接下来初始化系统 PTE 池，这些 PTE 主要用于映射 I/O 空间、驱动程序的映像，

以及内核栈。系统 PTE 池的范围从高端的非换页区域（由全局变量 MmNonPaged- 

SystemStart 指定），一直到高端的非换页内存池（0xffbe0000 前面的那一段非换页内

存池）。这段地址范围为系统 PTE 区域。在代码 3 295 行调用 MiInitializeSystemPtes

函数对系统 PTE 池进行初始化。 

如果前面在分配虚拟地址空间时已经分配了额外的系统 PTE 区域，则将额外的区域

加入到系统 PTE 池中。见代码 3 302~3 346 行。 

后，初始化当前进程的内存管理结构，并建立起工作集链表，这涉及创建一个 PDE

来映射超空间（位于 0xc0400000），并初始化该 PDE 所指的页表（见代码 3 359~3 379

行）。超空间建立起来以后，初始化相应的变量，包括超空间中管理 PTE 的全局变量，

以及进程的工作集链表（见代码 3 385~3 390 行）。然后为零页面线程保留用于零化操作

的 PTE（见代码 3 396 行）。接着为进程创建 VAD 位图（见代码 3 412~3 430 行），关于

进程地址空间的VAD位图，请参考 4.3.2节。之后，设置页目录的 PFN属性（见代码 3 475~3 

480 行），以及为工作集链表分配一个页面（见代码 3 500~3 514 行），然后，设置工作

集的属性（见代码 3 524~3 528 行）。 后，把管理内存所需要的物理页面标记为已在使

用（见代码 3 534~3 565 行）。 

至此，MiInitMachineDependent 函数完成其初始化工作，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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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阶段 0 初始化以后，根据 MmInitSystem 和 MiInitMachineDependent 两个函数

所做的事情，系统地址空间的初始化已经完成。其布局结构已完全建立起来，而且，非换

页内存区域已经分配好页表和页面，完整的内存结构如图 4.14 所示。有关的全局变量如

表 4.2 所列，表中也给出了在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一个典型系统配置（512 MB 内存）

下这些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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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80000000
内核、H AL 等系统模块的

映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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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系统地址空间的内存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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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Windows 系统中用于系统空间管理的一些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名 典型取值 全局变量名 典型取值 

0x7ffeffff MiSessionImageStart MmHighestUserAddress 0xbf800000 

MmUserProbeAddress 0x7fff0000 MiSessionImageEnd 0xc0000000 

MmSystemRangeStart 0x80000000 MmSystemPteBase 0xc0000000 

0x81000000 MmWorkingSetList MmPfnDatabase 0xc0502000 

MmNonPagedPoolStart 0x81301000 MmHyperSpaceEnd 0xc0bfffff 

MmNonPagedPoolEnd0 0x82000000 MmSystemCacheWorkingSetList 0xc0c00000 

0x82000000 MmSystemCacheStart MiSystemCacheStartExtra 0xc1000000 

MiMaximumSystemCacheSizeExtra 0x2f800 MmPagedPoolStart 0xe1000000 

MiSystemViewStart 0xbb000000 MmPagedPoolEnd 0xf0bfffff 

0xbc000000 MmNonPagedSystemStart MmSessionBase 0xf0c00000 

MiSessionPoolStart 0xbc000000 MmNonPagedPoolExpansionStart 0xf8ba0000 

MiSessionViewStart 0xbc400000 MmNonPagedPoolEnd 0xffbe0000 

0xbf400000 MmNumberOfPhysicalPages MiSessionSpaceWs 0x0001ff7a 

现在我们来看 Windows 系统的阶段 1 初始化过程，其中内存管理的初始化也是在

MmInitSystem 函数中完成的，见 base\ntos\mm\mminit.c 文件中的 2 211~2 389 行代码。

MmInitSystem 再次调用 MiInitMachineDependent 函数，不过，这次 MiInitMachineDependent

函数只做了很简单的一点事情（见 base\ntos\mm\i386\init386.c 文件中的 863~870 行代

码），即，如果处理器支持大页面，并且在前面初始化过程中有记录下来要转换成大页

面的内存区域（在全局数组 MiLargeVaRanges 中），则把这些区域转换成大页面映射，

其中可能包括的区域为内核本身的映像区（包括内核和 HAL）、PFN 数据库，以及非

换页内存池。 

然后，MmInitSystem 调用 MiMapBBTMemory 函数，此函数的用意是为 BBT（Basic 

Block Tools，一种代码优化技术）预留一块内存缓冲区。由于在默认配置下，全局变量

BBTPagesToReserve为 0，所以，此函数实际上什么也不做，直接返回。接下来MmInitSystem

调用 MiSectionInitialization 函数创建内存区对象类型，创建段解引用系统线程

（dereferencing segment thread），以及创建内存区对象“\\Device\\PhysicalMemory”，再

插入到当前进程（System 进程）句柄表中。 

接 下 来 MmInitSystem 从 换 页 内 存 池 申 请 一 个 PTE 对 象 ， 由 全 局 变 量

MmSharedUserDataPte 指向此 PTE 对象。该 PTE 记录了用户共享数据页的 PTE，对应的

页面在内核和执行体初始化以前已分配好，位于 0xffdf0000 处。进一步，把该 PTE 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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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地址空间的 0x7ffe0000 地址所对应的 PTE 中，这样就实现了在 0xffdf0000 和

0x7ffe0000 这两个地址映射到同一个物理页面上。因而，进程地址空间和系统地址空间共

享同一个页面，从而用户模式代码可以访问系统中的一些状态数据（参考 KUSER_ 

SHARED_DATA 数据结构）。参见代码 2 236~2 289 行。 

然后 MmInitSystem 调用 MiSessionWideInitializeAddresses、MiInitializeSessionWs- 

Support 和 MiInitializeSessionIds 函数初始化会话空间。接着，MmInitSystem 创建一个系

统线程，称为修改页面写出器（modified page writer），见代码 2 299~2 310 行。然后，

初始化系统内存事件，包括高内存和低内存事件，以及换页内存池和非换页内存池的高

低事件。这是由 MmInitSystem 调用 MiInitializeMemoryEvents 函数来完成的，见 2 317

行代码。 

接下来 MmInitSystem 启动平衡集管理器，这是两个系统线程，分别为

KeBalanceSetManager 和 KeSwapProcessOrStack 函数。前者定期检查并管理进程的工作集；

后者控制进程和内核栈的换入和换出。本章 4.5 和 4.6 节将进一步介绍这两个线程。 

然后 MmInitSystem 调用 MiStartZeroPageWorkers 函数，启动零化页面的系统辅助

线程（它们仅负责在初始化阶段零化页面）。接下来是一个循环，对所有已加载的模块，

调用 MiWriteProtectSystemImage 函数以设置保护属性。见代码 2 362~2 382 行。 

至此，阶段 1 初始化完成，全局变量 MiFullyInitialized 置成 1。 

在阶段 2初始化过程中，MmInitSystem仅仅调用MiEnablePagingTheExecutive函数（其

代码位于 base\ntos\mm\mminit.c 中 4 247~4 664 行）。此函数使当前已加载的模块中的可

换页代码区变成可换页的，它定位到每个模块的 PAGE 内存区，然后调用

MiEnablePagingOfDriverAtInit 函数（其代码在 base\ntos\mm\mminit.c 中 4 667~4 800 行）

以改变相应 PTE 中的标记。原来的 PTE 是由系统加载程序 ntldr 设置的，当时内存管理器

尚未建立起来，而现在系统空间已经完成初始化，所以，作为内存管理器初始化过程的

后一步，MmInitSystem 对系统空间中可以换页的代码区，修改其 PTE 使之能在内存紧缺

的情况下腾出物理内存页面。 

到这里，内存管理器的初始化工作全部完成，而且系统空间已经完全建立起来。此后

执行的系统代码可以充分利用系统提供的内存管理功能，尤其是非换页内存池和换页内存

池都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从以上的代码分析可以看出，Windows 的系统地址空间 0x80000000~0xffffffff 是经过

精心安排的，一组全局变量规定了各个区域的范围。阶段 0 初始化的主要职责是划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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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空间，它充分考虑到了物理内存的数量和引导选项指定的要求，使得 终得到的各部

分区域的范围相对比较合理；阶段 0 也负责建立起页目录和页表结构，并且完成非换页区

域的物理页面分配。阶段 1 初始化主要集中在一些内存管理任务的初始化，包括创建修改

页面写出器和平衡集管理器，以及页面零化任务等。阶段 2 初始化只是简单地使系统模块

中的换页代码区可被换页而已。 

4.2.2  系统地址空间内存管理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讨论系统地址空间中的内存是如何动态管理的。在系统地址空间

中，有些部分是供一些特殊模块使用的，比如会话空间是由会话管理器和 Windows 子系

统使用的；而换页内存池和非换页内存池则是提供给系统内核模块和设备驱动程序使用

的。在换页内存池中分配的内存有可能在物理内存紧缺的情况下被换出到外存中；而非换

页内存池中分配的内存总是处于物理内存中。为了实现这两种内存池，Windows 使用了两

层内存管理。下层是基于页面的内存管理，仅限于执行体内部使用；上层建立在下层的内

存管理功能基础之上，对外提供各种粒度的内存服务。两层的结构如图 4.15 所示（这里

不考虑会话空间的内存管理）。为描述方便起见，下层的内存池称为系统内存池，上层的

内存池称为执行体内存池。本节我们将首先讨论系统非换页内存池和换页内存池的管理算

法和实现方法，然后介绍执行体内存池的算法和实现原理。下一节再介绍系统 PTE 区域

的管理算法和实现。 

 
 

系统非换页内存池 系统换页内存池 系统 PTE 区域 

执行体内存池 

(换页) 

执行体内存池 

(非换页) 

非换页内存池

扩展区域 
 

图 4.15  Windows 内核中的动态内存管理结构 

（一） 系统非换页内存池的管理算法 

在上一节解读 MiInitMachineDependent 函数时，我们曾经提到，该函数调用

MiInitializeNonPagedPool 和 MiInitializeNonPagedPoolThresholds 函数来初始化非换页内存

池的管理信息。MiInitializeNonPagedPool 函数位于 base\ntos\mm\allocpag.c 文件中，见代

码 3 399~3 599 行。它的主要任务是初始化用于管理内存池的一些全局变量，尤其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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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空闲页面链表头的 MmNonPagedPoolFreeListHead 数组。空闲页面链表中的每一项都

是一个 MMFREE_POOL_ENTRY 结构，其定义如下（见 base\ntos\mm\mi.h 头文件）： 

typedef struct _MMFREE_POOL_ENTRY { 

    LIST_ENTRY List;        // maintained free&chk, 1st entry only 

    PFN_NUMBER Size;        // maintained free&chk, 1st entry only 

    ULONG Signature;        // maintained chk only, all entries 

    struct _MMFREE_POOL_ENTRY *Owner; // maintained free&chk, all entries 

} MMFREE_POOL_ENTRY, *PMMFREE_POOL_ENTRY; 

在初始化状态下，整个非换页池空间，即从 MmNonPagedPoolStart 开始，一共

MmSizeOfNonPagedPoolInBytes 大小的内存，所有的页面均加入第一个页面所在的

MMFREE_POOL_ENTRY 项。MmNonPagedPoolFreeListHead 数组在默认情况下包括 4 项：

第一个数组项包含所有单个空闲页面的 MMFREE_POOL_ENTRY 项，第二个数组项包含

所有 2 个空闲页面的 MMFREE_POOL_ENTRY 项，第三个数组项包含所有 3 个空闲页面

的 MMFREE_POOL_ENTRY 项，第四个数组项包含所有大于等于 4 个空闲页面的

MMFREE_POOL_ENTRY 项。在初始情况下，只有一个 MMFREE_POOL_ENTRY 项加

入到第四个数组项链表中。 

然后，MiInitializeNonPagedPool 函数确定非换页内存池的起始和结束物理页面帧

MiStartOfInitialPoolFrame 和 MiEndOfInitialPoolFrame， 后，为非换页内存池扩展区建立

起系统 PTE。 

一旦非换页内存池的结构已建立，接下来系统代码可以通过 MiAllocatePoolPages 和

MiFreePoolPages 函数来申请和归还页面。这两个函数也位于 base\ntos\mm\allocpag.c 文件

中，见代码 1 188~3 317 行。其中非换页内存的页面申请逻辑位于代码行 1 262~1 828，页

面回收的代码逻辑位于 2 507~3 093 行。这两个函数的其余部分基本上在处理换页内存池

的页面申请和回收，其中也包括一部分代码在处理会话空间中的内存池。 

非换页内存池有两部分：地址范围 MmNonPagedPoolStart 与 MmNonPagedPoolEnd0

之间的部分是基本内存池，其中所有的页面都已经分配了物理页面；地址范围

MmNonPagedPoolExpansionStart 与 MmNonPagedPoolEnd 之间的部分是扩展区，只有当基

本区无法满足内存申请需求时才会分配真正的物理页面。由于非换页内存池的空闲页面已

经被映射到物理页面，所以，Windows 充分利用这些页面自身的内存来构建起一组空闲页

面链表，换句话说，每个页面都是一个 MMFREE_POOL_ENTRY 结构，如图 4.16 所示。

MiInitializeNonPagedPool 函数已经把数组 MmNonPagedPoolFreeListHead 初始化成只包含

一个完整的空闲内存块，该内存块包括所有的非换页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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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非换页内存池的管理结构 

如前所述，在非换页内存池的结构中，每个空闲链表中的每个节点包含 1、2、3、

4 或 4 个以上的页面，在同一个节点上的页面其虚拟地址空间是连续的。第一个页面的

List 域构成了链表结构，Size 域指明了这个节点所包含的页面数量，Owner 域指向自己；

后续页面的 List 和 Size 域没有使用，但 Owner 域很重要，它指向第一个页面。 

当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从非换页内存池中分配页面时，它根据指定的大小值，

换算成对应的页面数，即局部变量 SizeInPages，然后从 MmNonPagedPoolFreeListHead 数

组中选择适当的空闲链表开始搜索，直至找到一个节点拥有这么多的页面，将该节点从链

表中移除出来。如果该节点除了满足客户所要求的页面数 SizeInPages 以外，还有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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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那么，该节点后端部分的 SizeInPages 个页面将作为结果返回给客户，前端部分剩

余的那些页面被当做一个新的空闲链表节点加入到适当的空闲链表中。这些页面的首页面

中的 Size 域需要调整，后续的页面皆指向首页面，无须任何改变。 

对于已经确定的 SizeInPages 个页面，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分别找到其起始页面

和结束页面在 PFN 数据库中的记录，并设置它们的 StartOfAllocation 和 EndOfAllocation

位，因此，一次有效的页面分配也会在 PFN 数据库中留下痕迹。关于 PFN 数据库的定义

和管理，请参考 4.5.1 节的介绍。 

如果在空闲链表数组中搜索不到满足条件的空闲节点，则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

试图扩展非换页内存池，并满足所要求的页面数。 

非换页内存池中的页面回收是通过 MiFreePoolPages 函数来完成的，对于一个给定的起

始地址 StartingAddress，找到它的 PTE，并提取出页帧编号，从而定位到 PFN 数据库中起

始页面的 PFN 项。凡是通过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分配得到的连续页面，其首页面的 PFN

项的 StartOfAllocation 位必定是 1，沿着此 PFN 项进行搜索，可以找到结束页面，其 PFN

项的 EndOfAllocation 位为 1。为了维护非换页内存池中空闲链表的结构，被回收的页面如

果有可能的话，还需要跟它们后续的空闲页面或者它们前面的空闲页面合并成一个更大的

空闲内存块，并且维护好首页面或中间页面的 MMFREE_POOL_ENTRY 结构中的域。如果

StartingAddress 指示了一个非换页扩展区中的地址，则可能有必要调用 MiFreeNonPagedPool

函数来收回它的页面。 

在MiAllocatePoolPages和MiFreePoolPages函数的代码中，当申请或释放单个页面时，

我们可以看到 MiNonPagedPoolSListHead 链表的用法。这基本上算是一种优化，在收回单

个页面的时候，如果 MiFreePoolPages 函数发现，MiNonPagedPoolSListHead 链表中的页

面数（即 Depth 域）小于 MiNonPagedPoolSListMaximum（全局变量，被初始赋值为 4），

则将此页面加入到 MiNonPagedPoolSListHead 链表中，参见 base\ntos\mm\allocpag.c 的 2 

575~2 582 行代码。因此，在 MiAllocatePoolPages 的开始处（见 allocpag.c 文件的 1 264~1 

286 行代码），如果客户要申请单个页面，并且 MiNonPagedPoolSListHead 链表不为空，

则直接从链表头提取一个页面返回给客户。所以，MiNonPagedPoolSListHead 链表相当于

非换页内存池的一个单页面缓存区。频繁地申请和回收单页面，只相当于在单链表中的插

入和移除动作而已，从而避免了在 MmNonPagedPoolFreeListHead 数组的单页面链表中相

对昂贵的分配和回收操作。 

（二） 系统换页内存池的管理算法 

接下来看系统换页内存池的管理算法。显然，非换页内存池的空闲页面链表的做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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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于换页内存池，因为换页内存池中的空闲页面并不保证有对应的物理页面，而且，仅

仅出于管理的原因而为换页内存池中的空闲页面分配物理页面，并不符合换页内存池的设

计意图。换页内存池有两个，一个是系统全局范围的，另一个是会话空间中的。它们在系

统地址空间中的起始地址分别对应于全局变量 MmPagedPoolStart 和 MiSessionPoolStart，

参见上一节中的介绍。换页内存池有一个数据结构来描述其页面分配状态，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_MM_PAGED_POOL_INFO { 

    PRTL_BITMAP PagedPoolAllocationMap; 

    PRTL_BITMAP EndOfPagedPoolBitmap; 

    PMMPTE FirstPteForPagedPool; 

    PMMPTE LastPteForPagedPool; 

    PMMPTE NextPdeForPagedPoolExpansion; 

    ULONG PagedPoolHint; 

    SIZE_T PagedPoolCommit; 

    SIZE_T AllocatedPagedPool; 

} MM_PAGED_POOL_INFO, *PMM_PAGED_POOL_INFO; 

其中，系统全局换页内存池由全局变量 MmPagedPoolInfo 来定义；会话换页内存池

则通过会话空间中的成员变量来定义，即全局变量 MmSessionSpace 中的 PagedPoolInfo

成员。 

换页内存池中的页面是通过位图来管理的，一个页面的分配与否，是由该页面所对应

的位来表达的。在 MM_PAGED_POOL_INFO 结构中，PagedPoolAllocationMap 域是基本

的位图，用于指明每一个页面的分配状态；EndOfPagedPoolBitmap 域也是一个位图，标

明了每个页面是否为一次内存申请的 后一个页面。 FirstPteForPagedPool 和

LastPteForPagedPool 域规定了内存池的地址范围。NextPdeForPagedPoolExpansion 域定义

了换页内存池的下次扩展位置。PagedPoolCommit 域记录了换页内存池中有多少个页面已

经分到了内存（已提交，未必对应有物理页面），而 AllocatedPagedPool 域记录了换页内

存池已分配了多少页面。PagedPoolHint 域指示了在分配页面时的起始搜索位置。 

上一节曾经提到，MmInitSystem 调用 MiBuildPagedPool 函数来建立起系统的换页内

存池。MiBuildPagedPool 函数（见 base\ntos\mm\mminit.c 中 3 300~3 786 行代码）所做的

事情，本质上来讲是填充全局变量 MmPagedPoolInfo 中的各个成员，完成系统换页内存

池的初始化。 

全局变量 MmSizeOfPagedPoolInBytes 和 MmSizeOfPagedPoolInPages 记录了系统换页

内 存 池 的 大 小 ， 大 不 超 过 系 统 地 址 空 间 中 划 给 换 页 内 存 池 的 范 围 ，即

MmNonPagedSystemStart-MmPagedPoolStart ， 参 见 图 4.14 。 MmPagedPoolStart 和

MmPagedPoolEnd 分别记录了换页池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因此，MmPagedPoolInfo 结

构中的 FirstPteForPagedPool 和 LastPteForPagedPool 域可根据 MmPagedPoolStar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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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PagedPoolEnd的值直接导出，见mminit.c文件的3 592~3 594行代码。MiBuildPagedPool

函数分配好换页内存池地址范围的第一个页表，即起始地址的页目录项（PDE）所指的页

表，MmPagedPoolInfo 的 NextPdeForPagedPoolExpansion 域值为接下来的页表地址，即换

页内存池地址范围的第二个页表的虚拟地址。然后调用 MiCreateBitMap 函数创建一个位

图，位图的大小等于页面的数量，位图本身的内存是从非换页内存池中分配的。由于第一

个页表中的 PTE 是有效的，所以位图中 前面的 1 024 位（一个页表所能容纳 PTE 的数

量）清零，其余的位被置位，这表明前 1 024 个页面是空闲的。这样，MmPagedPoolInfo

的 PagedPoolAllocationMap 域已经初始化；结束页面位图，即 EndOfPagedPoolBitmap 成

员，也依次创建，所有的位全清零，因为尚未任何有效的页面分配。 

然后 MiBuildPagedPool 调用 InitializePool 函数来初始化执行体换页内存池，参见本节

后文关于执行体内存池的介绍。 后， MiBuildPagedPool 函数设置预警阈值

MiLowPagedPoolThreshold 和 MiHighPagedPoolThreshold，以便在适当时候通知系统换页

内存池的使用情况。 

在 MiBuildPagedPool 函数的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系统禁止执行体内存池换

页，即全局变量 MmDisablePagingExecutive 中的 MM_PAGED_POOL_LOCKED_DOWN

标志已置上，则换页内存池实际上变成了非换页内存池，在这种情况下，内存池所需要的

页面都必须在该函数中分配好。 

介绍了 MiBuildPagedPool 函数的逻辑以后，我们来看换页内存池的页面分配和回收。

如同非换页内存池一样，这两项基本任务也是由 MiAllocatePoolPages 和 MiFreePoolPages

函数来完成的；但是，在这两个函数中，针对换页池和非换页池的实现代码基本上是完全

分开的。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的 PoolType 参数指定了在哪个内存池中申请页面；而

MiFreePoolPages 函数则直接根据待回收页面的起始地址来确定内存池的类型。 

我们先来解释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中的页面分配过程，其代码逻辑从

base\ntos\mm\allocpag.c 文件的 1 834 行开始。首先根据 PoolType 参数找到内存池

MM_PAGED_POOL_INFO 结构，置于局部变量 PagedPoolInfo 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

是系统换页内存池，即全局变量 MmPagedPoolInfo，要么是会话空间的换页内存池，即

MmSessionSpace->PagedPoolInfo。由于换页内存池采用位图来管理页面的分配与否，所以，

MiAllocatePoolPages 函 数只 是 简 单 地调 用 辅 助 函数 RtlFindClearBitsAndSet ，在

PagedPoolInfo->PagedPoolAllocationMap 位图中搜索指定数量的连续零位，即换页内存池

中对应的连续空闲页面。如果未能找到这么多连续零位，则设法扩展换页内存池，即，使

内存池的 NextPdeForPagedPoolExpansion 成员往后移，当然不能越过换页内存池结束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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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DE。所谓扩展一个换页内存池，是指为它后面的内存区分配页表，并非分配真正的

物理页面。换页内存池经过扩展以后，再调用 RtlFindClearBitsAndSet 函数搜索满足要求

的连续零位。 

非换页内存池的页面分配，其起始和结束页面直接被标记在 PFN 数据库的对应 PFN

项中，对于换页内存池，这种做法行不通，因为换页内存池中的页面可能会被换出到外存

中，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对应的 PFN 项。因此，为了记录一次页面分配的起始和结束位置，

MM_PAGED_POOL_INFO 包含一个并行的位图，专门记录每次页面分配的结束页面。结

合这样两个位图，当回收页面时，只需给出起始地址，就可以验证该地址的正确性，如果

此地址前面的那个页面尚未被分配，则此地址可以认为是一次页面分配的起始处；如果前

面的那个页面已被分配，而且结束页面位图并未表明它是一次页面分配的结束页面，则参

数 StartingAddress 中给出的起始地址是错误的，碰到这种情况，系统会崩溃（bugcheck）。 

接下来，除了在结束页面位图中设置好相应的位（见代码 2 269 行）以外，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还要更新换页内存池结构 PagedPoolInfo 中的已分配页面数量，

对应于 MM_PAGED_POOL_INFO 结构的 AllocatedPagedPool 域。如果内存池的空闲页面

数量小于特定阈值（全局变量 MiLowPagedPoolThreshold），则发出预警信号（系统全局

事件 MiLowPagedPoolEvent）。然后检查这些页面是否需要刷新它们的快表（TLB）项，

若是，则通过 KeFlushSingleTb、KeFlushMultipleTb 或 KeFlushEntireTb 函数刷新其快表项。

后，正确地填好已分配页面的 PTE，返回这组连续页面的起始地址。 

系统换页内存池的页面回收过程非常直截了当，在 MiFreePoolPages 函数中，如果传

进来的起始地址 StartingAddress 介于 MmPagedPoolStart 和 MmPagedPoolEnd 之间，则说

明这是系统换页内存池中的页面。页面回收逻辑从 allocpag.c 的 3 100 行开始，首先利用

PagedPoolInfo 中的两个位图来验证起始地址的有效性。通过验证以后，MiFreePoolPages

修改这两个位图，使得这一段内存保持未分配的状态，同时也维护好 PagedPoolInfo 中的

AllocatedPagedPool 和 PagedPoolCommit 域。 

关于 MiFreePoolPages 函数回收系统换页内存池中的页面，有几点需要说明： 

(1) 如果换页内存池被配置成不可换页的（non-pageable），则只需维护位图和相应的

全局变量与内存池变量即可，见代码 3 182~3 230 行。 

(2) 如果是单个页面被释放，则有可能加入到一个单链表中，见代码 3 170~3 175 行。

此单链表是由全局变量 MiPagedPoolSListHead 来记录的。链表中 多存放 8 个单页面。

因此，如果客户下次申请单个页面，则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直接从该链表中提取页

面即可，参见代码 1 862~1 870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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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换页内存池中的内存也遵从换页空间（即系统页面文件中的空间）的管理，

因为一旦内存紧缺，则这些页面需要被换到外存中，从而占用外存空间。这是换页内存池

与非换页内存池的一个关键区别。我们可以看到，在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中调用了

MiChargeCommitmentCantExpand 函数；而在 MiFreePoolPages 函数中，则调用了

MiReturnCommitment（实际上，这是一个 C 语言宏）。而且，在 MiFreePoolPages 函数中，

它还调用了 MiDeleteSystemPageableVm 函数，以删除可换页的系统地址范围。 

关于换页内存池使用的两个位图，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位的含义。对于

PagedPoolAllocationMap 中的位，置位表明所对应的页面是不可用的，零位表明是可用的。

系统换页内存池初始时，第一个 PDE 所指的页表已分配，所以该页表中的 PTE 所对应的

页面（1 024 个）已经可以使用了。因而，在位图中，前 1 024 位为零位，其余皆为置位

状态。随着换页内存池被扩展，即 NextPdeForPagedPoolExpansion 不断后移，零位出现的

位置也开始后移。但是，NextPdeForPagedPoolExpansion 后面对应的位一定是置位的。因

此，对于 PagedPoolAllocationMap 中的位，零位表示空闲页面，处于待分配状态；置位表

示可能已被分配，或者尚未扩展到该页面。若不考虑 PDE 扩展的因素，概括起来可以这

样说，MiAllocatePoolPages 做的事情是把连续的零位变成置位；而 MiFreePoolPages 函数

做的事情是把连续的置位变成零位。EndOfPagedPoolBitmap 位图初始时，所有的位皆为

零位。每次分配页面时， 后一个分配的页面所对应的位被置位；MiFreePoolPages 函数

依据此位图来判断传进来的起始地址的合法性，并且把从该地址开始的已分配连续页面中

的 后一个页面所对应的位清零。 

（三） 执行体内存池的管理算法 

上面介绍的换页内存池和非换页内存池是 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的基本动态内存管

理手段，它以页面为基本粒度来管理系统中划定的地址范围。显然，页面粒度对于一般的

代码逻辑而言太大了，比如，第 2 章介绍的对象管理器往往在更小的粒度上工作。所以，

为了适应各种内核组件对于内存管理的需要，Windows 内核在系统的非换页内存池和换页

内存池的基础上，实现了灵活的、可适应各种大小内存需求的内存池，这便是执行体内存

池，其实现代码位于 base\ntos\ex\pool.c 文件中。 

执行体内存池对象是由数据结构 POOL_DESCRIPTOR 来描述的，以下是它的定义，

位于 base\ntos\inc\pool.h 文件中。 

typedef struct _POOL_DESCRIPTOR { 

    POOL_TYPE PoolType; 

    ULONG PoolIndex; 

    ULONG RunningAllocs; 

    ULONG RunningDeAll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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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ONG TotalPages; 

    ULONG TotalBigPages; 

    ULONG Threshold; 

    PVOID LockAddress; 

    PVOID PendingFrees; 

    LONG PendingFreeDepth; 

    SIZE_T TotalBytes; 

    SIZE_T Spare0; 

    LIST_ENTRY ListHeads[POOL_LIST_HEADS]; 

} POOL_DESCRIPTOR, *PPOOL_DESCRIPTOR; 

此外，有一组全局变量与执行体内存池有关，其定义和声明分别位于 pool.c 和 pool.h

中，本章我们仅着眼于内存管理，而忽略与同步有关的逻辑，所以下面列出的全局变量中

不包含与同步有关的对象： 

#if defined(NT_UP) 

#define NUMBER_OF_PAGED_POOLS 2 

#else 

#define NUMBER_OF_PAGED_POOLS 4 

#endif 
 
ULONG ExpNumberOfPagedPools = NUMBER_OF_PAGED_POOLS; 

 
ULONG ExpNumberOfNonPagedPools = 1; 

 
POOL_DESCRIPTOR NonPagedPoolDescriptor; 

 
#define EXP_MAXIMUM_POOL_NODES 16 

 
PPOOL_DESCRIPTOR ExpNonPagedPoolDescriptor[EXP_MAXIMUM_POOL_NODES]; 

 
#define NUMBER_OF_POOLS 2 
PPOOL_DESCRIPTOR PoolVector[NUMBER_OF_POOLS]; 

 
PPOOL_DESCRIPTOR ExpPagedPoolDescriptor[EXP_MAXIMUM_POOL_NODES + 1]; 

 

volatile ULONG ExpPoolIndex = 1; 

根据以上定义的全局变量以及它们的赋值情况，我们可以知道，ExpNumberOf- 

NonPagedPools 代表了非换页内存池的数量，只有一个；而换页内存池的数量，即变量

ExpNumberOfPagedPools，在单处理器系统上是三个，在多处理器系统上有五个（注意，

数组的元素个数是 EXP_MAXIMUM_POOL_NODES+1）。PoolVector 是一个包含两个数

组的元素，第一个元素 PoolVector[0]指向非换页内存池，即 NonPagedPoolDescriptor 的地

址；第二个元素 PoolVector[1]指向换页内存池，即指向第一个换页内存池。数组

ExpNonPagedPoolDescriptor 仅用于有多个非换页内存池的情形；数组 ExpPagedPool- 

Descriptor 中的每个元素分别指向一个换页内存池。 

执行体内存池对象的初始化也是按换页内存池和非换页内存池分开进行的。

MiInitMachineDependent 函 数 在 执 行 了 系 统 非 换 页 内 存 池 的 初 始 化 （ 即 调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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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InitializeNonPagedPool 函数）并完成了 PFN 数据库的初始化以后，还调用了

InitializePool(NonPagedPool, 0)，这正是初始化执行体非换页内存池对象。另外，在

MiBuildPagedPool 函数中，当系统换页内存池的初始化基本完成以后，该函数直接调用

InitializePool(PagedPool, 0L)，以完成执行体换页内存池的初始化。 

InitializePool 函数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前面部分执行非换页内存池的初始化，

后面部分执行换页内存池的初始化。它所做的事情是，初始化以上这些全局变量，并且为

每个执行体内存池对象调用 ExInitializePoolDescriptor 函数，填充 POOL_DESCRIPTOR 结

构中的域。从 InitializePool 函数中可以看到，执行体的非换页内存池的 POOL_ 

DESCRIPTOR 对象是全局变量 NonPagedPoolDescriptor，而执行体的换页内存池的 POOL_ 

DESCRIPTOR 对象则是从执行体的非换页内存池中分配的。这是一个合理的内存分配顺

序。当 InitializePool 函数被调用来初始化执行体换页内存池时，执行体的非换页内存池已

经被初始化，因而 InitializePool 可以向它申请内存了。 

InitializePool和ExInitializePoolDescriptor函数的细节可以参看 base\ntos\ex\pool.c文件

中的 893~1 352、659~756 行，这里不再进一步解释。在 POOL_DESCRIPTOR 结构中，

PoolType 域为枚举类型 POOL_TYPE 的 NonPagedPool 或 PagedPool，分别代表执行体非

换页内存池和换页内存池。尽管在 POOL_TYPE 中还有其他的内存池类型，这里我们只

考虑 NonPagedPool 和 PagedPool 两种类型。PoolIndex 域是指当前对象在该类型的内存池

数组中的索引，对于换页内存池，PoolIndex 是它在 ExpPagedPoolDescriptor 数组中的下标

值。ListHeads 数组是一个关键数据成员，执行体内存池对于小内存的分配和回收，是通

过一组空闲内存块链表来实现的。接下来我们通过解释 ExAllocatePoolWithTag/ 

ExFreePoolWithTag 函数来介绍执行体内存池的管理算法。 

在 Windows NT 的早期，执行体内存池的管理是通过伙伴系统算法（参考 4.1.3 节）

来实现的。在 WRK 的执行体内存池实现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并非伙伴系统

算法，而是用一组称为快查表（lookaside list）的空闲内存块链表分别记录了各种大小的

待分配内存。当一个内存池需要更多内存时，它可以向对应的系统内存池申请更多的页面。

而当内存释放时，则让待释放的内存与相邻的内存块尽可能地合并，以形成更大的空闲内

存块，如果构成一个完整的页面，则将页面交还给系统内存池。对于需要一个页面或以上

的内存申请，执行体内存池直接向系统内存池申请足够的页面并交给客户；对于小于一个

页面大小的内存申请，执行体内存池使用快查表来管理小粒度的内存块。 

现在我们来看 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其代码位于 base\ntos\ex\pool.c 的 1 738~2 

677 行。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带三个参数：PoolType 参数指明了要从哪种内存池中

Windows 内核原理与实现 



4.2  Windows 系统内存管理 87 

分配内存，NumberOfBytes 表示要申请多少字节的内存，Tag 是一个 32 位整数。根据

PoolType 以及前面列出的 PoolVector 全局变量，ExAllocatePoolWithTag 可以确定目标内

存池对象，即局部变量 PoolDesc 的初始值，见代码 1 885~1 890 行。 

POOL_DESCRIPTOR 对象中维护了一组快查表，即它的 ListHeads 成员。这些快查表

包含了 8 字节倍数大小的空闲内存块链表。通过执行体内存池分配的内存块有固定大小的

头，即它们的管理开销，下面是一些相关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_POOL_HEADER { 

    union { 

        struct { 

            USHORT PreviousSize : 9; 

            USHORT PoolIndex : 7; 

            USHORT BlockSize : 9; 

            USHORT PoolType : 7; 

        }; 

        ULONG Ulong1; 

    }; 

 
    union { 

        ULONG PoolTag; 

        struct { 

            USHORT AllocatorBackTraceIndex; 

            USHORT PoolTagHash; 

        }; 

    }; 

} POOL_HEADER, *PPOOL_HEADER; 

 

#define POOL_PAGE_SIZE  0x1000 
#define POOL_BLOCK_SHIFT 3 
 
#define POOL_OVERHEAD ((LONG)sizeof(POOL_HEADER)) 

 

#define POOL_FREE_BLOCK_OVERHEAD  (POOL_OVERHEAD + sizeof (LIST_ENTRY)) 

 

typedef struct _POOL_BLOCK { 

    UCHAR Fill[1 << POOL_BLOCK_SHIFT]; 

} POOL_BLOCK, *PPOOL_BLOCK; 

 

#define POOL_SMALLEST_BLOCK (sizeof(POOL_BLOCK)) 

 

#define POOL_BUDDY_MAX  \ 

   (POOL_PAGE_SIZE - (POOL_OVERHEAD + POOL_SMALLEST_BLOCK )) 
 
#define POOL_LIST_HEADS (POOL_PAGE_SIZE / (1 << POOL_BLOCK_SHIFT)) 

因此，每一次内存分配还必须把 POOL_HEADER 部分也算上。执行体内存池的基本

管理算法是这样的：如果一次内存分配的大小超过了 POOL_BUDDY_MAX，则执行体内

存池直接调用底层的系统内存池来申请足够的页面，并直接交给客户，在这种情况下，客

户拿到的内存地址是页面对齐的，也就是说，内存块地址的 后 12 位为 0；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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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检查内存池内部的快查表，以期找到合适大小的空闲内存块，

若未能找到满足条件的内存块，则向系统内存池申请一个新的页面，把页面的一部分返回

给客户，剩下的加入适当大小的快查表中。 

小的内存块是 8 个字节，POOL_HEADER 的大小也是 8 个字节，所以，

POOL_BUDDY_MAX 的值是 4 096-16=4 080，而 POOL_LIST_HEADS 的值是 512。

POOL_DESCRIPTOR 中的快查表包含 512 项（实际使用 510 项），分别对应于 8、16、

24……4 072 和 4 080 大小的空闲内存块。若客户申请大于 4 080 而小于 4 096 的内存块，

则直接使用整个页面，因为剩下的空间不足以容纳 小内存块（8 字节）加上管理开销（8

字节）。图 4.17 显示了执行体内存池的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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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执行体内存池的管理结构 

POOL_HEADER 中的第一个 C 联合成员中的各个域的含义如下：PreviousSize 记录了

当前内存块前面的那个内存块的大小，依据此域可以找到同一个页面中前面的内存块；

BlockSize 记录了当前内存块的大小，依据此域可以找到同一个页面中后面的内存块；

PoolIndex 说明了当前内存块属于哪个执行体内存池；PoolType 成员记录了当前内存块所在

的内存池的类型，对于空闲内存块，PoolType 成员为 0。这里 PreviousSize 和 BlockSize 都

是指实际大小除以 8 之后得到的值，并非原值本身。POOL_HEADER 的 PoolTag 域记录了

当前被分配内存块的一个标记。图 4.18 显示了一个受执行体内存池管理的页面的内部结构。 

我们回到 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的代码上。如果 NumberOfBytes 参数大于

POOL_BUDDY_MAX，则直接调用系统内存池的内存分配函数，即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来完成内存分配，参见 pool.c 文件的 1 907~2 014 行代码。否则需要使用内存池

对象中的快查表。首先根据 NumberOfBytes 参数计算得到快查表在 ListHeads 数组中的

索引，即 ListNumber 局部变量，见代码 2 04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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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在执行体内存池中的页面的内部结构 

接下来确定要在哪个内存池对象中分配内存，即确定 POOL_DESCRIPTOR 对象，见

pool.c 文件的 2 046~2 353 行代码。对于换页池，在 1 至 ExpNumberOfPagedPools 之间找

到一个尚未被锁住的换页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Windows 使用多个换页内存池可以增加

并发性，允许多个线程甚至多个处理器同时使用不同的换页内存池。对于非换页池，只有

一个，则直接使用全局的非换页内存池，此种情形下，局部变量 PoolDesc 在 1 886 行已经

被赋以正确的值。 

确定了 POOL_DESCRIPTOR 对象 PoolDesc 和快查表数组的下标 ListNumber 以后，

接下来就可以搜索满足条件的空闲内存块。2 368~2 523 行之间的 do 循环正是完成这一任

务。从 ListNumber 指定的快查表开始，顺次检查链表头：只要当前链表不空，就能找到

满足条件的内存块；如果当前链表为空，则继续找大一号的链表。若找到的内存块大于所

要求的内存大小，则把它分成两块，一块作为结果返回给客户，另一块加到适当大小的快

查表中。POOL_HEADER 结构的 PreviousSize 如果为 0，则说明它是页面的开始处，在这

种情况下，取前面部分作为结果内存块（记录在 Entry 变量中），后面部分稍后要归还到

快查表中（记录在 SplitEntry 变量中）。如果 POOL_HEADER 结构的 PreviousSize 不为 0，

则说明这不是页面的起始内存块，在这种情况下取后面部分作为结果内存块返回给客户

（记录在 Entry 变量中），前面部分稍后要归还到快查表中（记录在 SplitEntry 变量中）。

经过如此切分以后，如果 SplitEntry 内存块的大小足够容纳一个 POOL_HEADER 加上双

链表的两个指针域（实际上应理解为 POOL_SMALLEST_BLOCK），则将 SplitEntry 插入

到适当的快查表中。在 do 循环体中，不管是否要切分一个内存块，Entry 总是指向要返回的

内存块，设置其中的 PoolTag，并维护好内存池 POOL_DESCRIPTOR 中的相关成员，擦除

内存块中用于快查表的链表指针信息， 后返回内存块中的有效数据区地址。 

如果在 do 循环完成以后，仍然未能找到有效的空闲内存块，则说明内存池中没有大

于等于所要求大小的内存块，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向系统内存池申请一个新的页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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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把新页面的前面部分作为结果内存块返回给客户，后面部分构造一个新的空闲内存块插

入到适当的快查表中。申请新页面是通过调用MiAllocatePoolPages函数来完成的，见pool.c

文件的 2 532 行代码；在新页面中构造内存块结构并切分此内存块的代码见 2 587~2 602

行； 后，把切分后剩下的空闲内存块加入到快查表中并返回结果内存块的代码见 2 628~2 

676 行，此部分代码的逻辑与 do 循环中的代码类似。 

现在转到 ExFreePoolWithTag 函数，该函数位于 base\ntos\ex\pool.c 文件的 4 296~5 024

行。它的第一个参数 P 指定了要释放的内存块地址，第二个参数 TagToFree 指定了被释放

的内存块的标记。代码行 4 363~4 503 是一些检查和日志记录逻辑。代码行 4 510~4 600 针对

那些直接通过系统内存池申请到的内存块的释放，即在 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中针对

大于 POOL_BUDDY_MAX 的内存请求而直接调用 MiAllocatePoolPages 函数得到的内存

块。对应地，内存的释放通过 MiFreePoolPages 函数来完成。 

接下来，ExFreePoolWithTag 函数根据参数 P，定位到相应的 POOL_HEADER，置于

局部变量 Entry 中，并检查其中的成员信息，进一步定位到它后面的内存块的

POOL_HEADER，检查后面内存块的 PreviousSize 是否与当前内存块的 BlockSize 相等，

这算是对地址 P 的有效性检查。所以，如果 ExFreePoolWithTag 函数接到一个不正确的地

址 P，除非真的是特意构造的，否则它可以有很大的概率能检测到系统中内存分配与释放

的不一致性。经过有效性检查以后，ExFreePoolWithTag 函数根据内存块中的 PoolType 和

PoolIndex 信息，找到内存池描述符对象，放在局部变量 PoolDesc 中。 

然后，ExFreePoolWithTag 函数进行系统处理，其核心的思想与我们在系统换页内存

池和非换页内存池中看到的相仿。对于小内存块的释放，每个处理器有两个缓存链表，位

于 KPRCB 结构的 PPPagedLookasideList 和 PPNPagedLookasideList 成员中，分别对应于换

页内存池和非换页内存池的缓存链表。阈值 POOL_SMALL_LISTS 指明了只有小于等于

32×8 大小的内存块才使用缓存链表。因此，在 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中，当申请

一个小内存块时，如果在当前处理器的缓存链表中能找到对应大小的内存块，则直接从缓

存链表中摘除一个内存块，快速地返回给客户。对应地，在 ExFreePoolWithTag 函数中，

如果当前处理器的缓存链表尚未达到预定的深度，则将待释放的内存块插入到相应的缓存

链表中。Pool.c 文件中的 4 725~4 844 代码行正是在做这样的工作。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中也有相应的逻辑，这里不再讨论。 

接下来，从 4 880 行代码开始，ExFreePoolWithTag 函数考虑将当前内存块与后面的

空闲内存块或者前面的空闲内存块合并在一起，构成更大的空闲内存块，从而减少内存池

中的小碎片。4 900~4 929 行代码完成与后面的空闲内存块的合并，4 935~4 965 行代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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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前面的空闲内存块的合并。当然，合并的前提条件是，当前待释放的内存块前面或后

面的内存块恰好也是空闲的，这可以依据内存块的 POOL_HEADER 中的 PoolType 的值是

否为 0 来确定。如果合并以后的内存块是一个完整的页面，则将空闲页面归还给系统内存

池，这也是通过调用 MiFreePoolPages 函数来完成的，见代码 4 972~4 982 行；否则，将

新的内存块（可能已经合并了其相邻的内存块）插入到适当的快查表中，见代码 4 989~5 

022 行。至此，ExFreePoolWithTag 函数完成了参数 P 所指内存块的回收工作。 

在 base\ntos\ex\pool.c 文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一些分配和释放内存的函数，就

本质上讲，执行体内存池是通过 ExAllocatePoolWithTag 和 ExFreePoolWithTag 来工作的，

而且它们也是在其他内核模块，甚至设备驱动程序中常常被调用的内存管理函数。

ExFreePoolWithTag 函数并没有检查内存块的标记，即 TagToFree 没有实际的用途。内存管

理是与系统模块的稳定性息息相关的事项，Windows 除了提供高效的、低碎片的内存管理

功能以外，还提供了其他一些用于检测设备驱动程序内存错误的设施，其中包括特殊内存

池和内存池跟踪机制。我们在 ExAllocatePoolWithTag 和 ExFreePoolWithTag 函数中可以看

到这两种机制的身影。当全局的池标记变量 ExpPoolFlags 中的特殊内存池标记（EX_ 

SPECIAL_POOL_ENABLED）打开时，内存分配可能会转到 MmAllocateSpecialPool 函数中。 

特殊内存池机制对于每次内存分配，都需要额外的内存，基本的原理是，用无效页面

将内存块分隔开，因此，一旦代码引用到内存块的前面或者后面，将会导致一个内核模式

的访问违例，从而使系统崩溃，允许捕捉到有错误的设备驱动程序。另外，特殊内存池机

制也允许在驱动程序分配或者释放内存时执行一些额外的检查。 

内存池跟踪机制是指根据内存申请和释放时内存块的 Tag，来记录相同 Tag 的内存使

用情况。我们在 ExAllocatePoolWithTag 函数中，看到它调用了 ExpInsertPoolTrackerInline

函数，而在 ExFreePoolWithTag 函数中，它调用了 ExpRemovePoolTrackerInline 函数。

Windows 的内存管理器维护了一张 Tag 表，其中记录了每种 Tag 的内存使用情况。因此，

如果系统的内存池跟踪功能打开的话，当一个驱动程序卸载时，内存管理器可以检查它申

请的内存是否已经全部释放，如果还没有全部释放，它可以让系统崩溃，并指明该驱动程

序有内存错误。ExpInsertPoolTrackerInline 和 ExpRemovePoolTrackerInline 的代码也在

base\ntos\ex\pool.c 文件中，请读者自行查看，这里不再解释。 

4.2.3  系统 PTE 区域的管理 

上一节介绍了系统内存池和执行体内存池的内存管理机制，在 Windows 的整个地址空

间中，除了会话空间部分以外，还有一部分内存区也是以动态内存的方式来管理的，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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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系统 PTE 区域，其起始地址由全局变量 MmNonPagedSystemStart 指定，而结束地址正好

在 MmNonPagedPoolExpansionStart 之前。另外，在系统视图和非换页内存池之间若有空隙，

则这段地址范围的全部或一部分（1/6）也用作系统 PTE 区域，称为系统 PTE 额外区，如图

4.14 中所示；而前者以 MmNonPagedSystemStart 开始的区域称为系统 PTE 基本区。Windows

将这两部分区域链接在一起进行管理，因此，在本节下文中，我们不区分系统 PTE 区域和

额外区，而统称为系统 PTE 区域。 

系统 PTE 区域是以 PTE 的形式来管理的，当内核代码需要一段虚拟地址来映射物理页

面时，它可以使用系统 PTE 区域中的地址范围；当内核代码需要额外的非换页区域时，它

也可以使用系统 PTE 区域来映射物理内存。有一点请注意，这部分虚拟地址范围称为系统

PTE 区域，并非表明这段地址范围存放的是 PTE，而表示这段地址范围是以 PTE 的形式来

管理的，即把 PTE 当做资源来管理。这一节我们来讨论系统 PTE 区域的管理算法和实现。

另外，非换页内存池的扩展区域也是通过 PTE 来管理的，所以，我们在代码中会看到有两

部分区域，这是通过 C 枚举类型 SystemPtePoolType 来区分的。在本节中，我们只关心

SystemPteSpace 类型的 PTE 区域。 

系统 PTE 区域中页面的 PTE 也同样位于系统地址空间的页表区域，即从 0xc0000000

开始的区域，只不过，这些 PTE 未必按照硬件所定义的 PTE 格式来解释。对于空闲页面

的 PTE，它们并没有对应的物理页面，其 PTE 被按照以下的数据结构来解释： 

typedef struct _MMPTE_LIST { 

    ULONG Valid : 1; 

    ULONG OneEntry : 1; 

    ULONG filler0 : 8; 

    ULONG Prototype : 1;            // MUST BE ZERO  

    ULONG filler1 : 1; 

    ULONG NextEntry : 20; 

} MMPTE_LIST; 

从 MMPTE_LIST 结构的定义可以看出，硬件 PTE 中的 PFN 域（见 4.4.1 节）被定义成

了 NextEntry，因此，可以想见，PTE 是按照链表的方式来管理的。因为 PTE 对应的页面地

址一定是页面对齐的，即 后 12 位总是 0，所以，这里只用 20 位就能表达系统 PTE 区域

中的一个页面地址。在接下来的描述中，我们把通过 PTE 建立起来的链表称为 PTE 链表。 

在系统 PTE 区域的内存管理中，除了 PTE 链表以外，还有 PTE 簇的概念，即连续地

址的页面构成一个簇。PTE 链表只把簇头的 PTE 连接起来，簇的大小是这样来规定的：

如果一个簇只有一个页面，则它的 OneEntry 位域为 1；如果有多个页面，则第二个页面

PTE 中的 NextEntry 项包含了页面数量，也即 PTE 的数量。图 4.19 显示了 PTE 链表和 PTE

簇。其中浅灰色 PTE 表示不在空闲链表中，说明已经被保留了。每个 PTE 的第 1 位为

OneEntry 位，高 20 位为 NextEntry。图中显示的 PTE 链表的前三个节点分别包含 2 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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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 5 个 PTE，所以，第二个 PTE 簇的 OneEntry 位被置 1。 后一个 PTE 簇包含 3 个 PTE，

它的 NextEntry 为-1，即 0xfffff。 

 
 

 
0N extEntry … 0

地址 0xc03c3000

02 … 0 xxx … x 1N extEntry … 0  

xxx … x xxx … x 0N extEntry … 0 05 … 0  

xxx … x 0 0xfffff … 0 03 … 0 00 … 0 

………… 

 

地址 0xc03e2e7c 

PTE 簇(2 个 PTE) PTE 簇(单个 PTE) 

PTE 簇(5 个 PTE)

PTE 簇(3 个 PTE)

x xx … x 00 … 0 00 … 0 00 … 0

PTE 簇(续上行) 

………… 

 
图 4.19  PTE 链表和 PTE 簇示意图 

接下来看系统 PTE 区域的 PTE 管理算法。以下是一组全局变量定义： 

#define MM_SYS_PTE_TABLES_MAX 5 

#define MM_PTE_TABLE_LIMIT 16 

ULONG MmSysPteIndex[MM_SYS_PTE_TABLES_MAX] = {1,2,4,8,MM_PTE_TABLE_LIMIT}; 

UCHAR MmSysPteTables[MM_PTE_TABLE_LIMIT+1] = {0,0,1,2,2,3,3,3,3,4,4,4,4,4,4,4,4}; 

 

ULONG MmSysPteMinimumFree [MM_SYS_PTE_TABLES_MAX] = {100,50,30,20,20}; 
 
PVOID MiSystemPteNBHead[MM_SYS_PTE_TABLES_MAX]; 

ULONG MmSysPteListBySizeCount [MM_SYS_PTE_TABLES_MAX]; 
 
ULONG MmTotalFreeSystemPtes[MaximumPtePoolTypes]; 
PMMPTE MmSystemPtesStart[MaximumPtePoolTypes]; 

PMMPTE MmSystemPtesEnd[MaximumPtePoolTypes]; 
MMPTE MmFirstFreeSystemPte[MaximumPtePoolTypes]; 

数组 MmSysPteIndex 定义了 5 种大小的连续页面内存块：1、2、4、8 或 16，数组

MmSysPteTables 则是数组 MmSysPteIndex 的索引（即下标值）。当需要从系统 PTE 区域

中分配给定数量的页面时，比如 NumberOfPtes（≤16），使用 NumberOfPtes 作为

MmSysPteTables 的下标就能直接得到 小的且大于等于 NumberOfPtes 的 MmSysPteIndex

元素的下标。因此，MmSysPteTables 提供了快速查表就能得到这 5 种大小之中 合适的

下标值的能力。 

数组 MiSystemPteNBHead 是一个重要的数据结构，它为每一种大小的连续页面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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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定义了一个队列。当客户需要申请一个内存块，即一段连续页面的地址范围时，内存管

理器直接从对应的队列中取一块交给客户，若队列中内存块的数量减少了，降到了

MmSysPteMinimumFree 数组定义的阈值以下时，系统再往队列中加一些相同大小的内存

块。数组 MmSysPteListBySizeCount 记录了每种大小的内存块的数量。数组 MmTotalFree- 

SystemPtes、MmSystemPtesStart、MmSystemPtesEnd 和 MmFirstFreeSystemPte 分别记录了

系统 PTE 区域（和非换页内存池扩展区域）中空闲 PTE 的数量、起始 PTE、结束 PTE 和

第一个空闲 PTE。MmFirstFreeSystemPte 的元素相当于是一个链表头，指向第一个空闲簇，

系统 PTE 区域中所有的空闲簇直接在 PTE 中连接起来，形成一个 PTE 链表，如前所述。 

当客户请求释放内存块时，如果对应大小的队列中尚有空间可供插入，则直接插入到

队列中；如果已经达到设定的 大限制或插入队列失败，则归还到 PTE 维护的链表中，

必要时可以合并成更大的簇。 

下面我们讨论实现系统 PTE 区域内存管理算法的代码，位于 base\ntos\mm\sysptes.c

文件中。主要的函数有三个：MiInitializeSystemPtes、MiReserveSystemPtes 和 MiRelease- 

SystemPtes。 

在系统的阶段 0 初始化过程中，当 MiInitMachineDependent 函数完成了系统非换页内

存池的初始化以后，它调用 MiInitializeSystemPtes 函数来执行系统 PTE 区域的初始化，

见 base\ntos\mm\i386\init386.c 文件的 3 295 行。MiInitializeSystemPtes 函数的代码位于

sysptes.c 的 2 247~2 510 行。它首先设定系统 PTE 区域的起始 PTE 和结束 PTE 的地址，

即 MmSystemPtesStart 和 MmSystemPtesEnd 中对应于 SystemPteSpace 数组项的元素，然

后将这段 PTE 全部清零。 

在 MiInitializeSystemPtes 函数中，它也初始化一条单链表，其中每个节点是一块内存，

称为 chunk。MmSysPteIndex 数组实际上定义了 5 种 chunk 的大小：1，2，4，8 和 16。在

MiInitializeSystemPtes 函数中有一个局部数组 Lists，定义了每种 chunk 的数量，在 Intel x86

平台上分别为：400，200，60，50 和 40。这样累加起来，共涉及 PTE 数量为 2 080 个，

chunk 总数为 750 个。这些 chunk 节点本身是从系统非换页内存池中分配的，它们加入到

由全局变量 MiSystemPteSListHead 定义的单链表中。然后利用此单链表来初始化队列数

组 MiSystemPteNBHead，因此，由 MiSystemPteSListHead 定义的单链表对于外部不再可

见，以后由 MiSystemPteNBHead 数组中的队列自动取用单链表中的节点。关于这部分代

码逻辑，请参考 sysptes.c 文件的 2 359~2 427 行。 

接下来通过以下一段代码完成对这些队列的初始化，它首先保留一个大的内存块，然

后逐个释放各种小尺寸的内存块。这段代码的思路是，利用 MiReserveSystemPtes 申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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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足够大的空闲 PTE 簇（包含 TotalPtes 个页面），然后按小块来释放这些页面，

MiReleaseSystemPtes 函数自动将这些小内存块加入到各种大小的队列中。 

        PointerPte = MiReserveSystemPtes (TotalPtes, SystemPteSpace); 

 

        if (PointerPte == NULL) { 

            MiIssueNoPtesBugcheck (TotalPtes, SystemPteSpace); 

        } 

 

        i = MM_SYS_PTE_TABLES_MAX; 

        do { 

            i -= 1; 

            do { 

                Lists[i] -= 1; 

                MiReleaseSystemPtes (PointerPte, 

                                     MmSysPteIndex[i], 

                                     SystemPteSpace); 

                PointerPte += MmSysPteIndex[i]; 

            } while (Lists[i] != 0); 

        } while (i != 0); 

后，MiInitializeSystemPtes 函数完成初始化工作。 

现在我们来看 MiReserveSystemPtes 是如何分配非换页页面的。它只有两个参数：

NumberOfPtes 指页面的数量；SystemPtePoolType 只有两种可能：SystemPteSpace 或

NonPagedPoolExpansion，我们只考虑 SystemPteSpace 的情形。首先根据 NumberOfPtes 参

数的值确定应该使用哪种大小的队列，如果能从队列中提取出一个节点，则直接把队列节

点中的内存块（即起始 PTE）解出来返回给客户。而且，如果此种大小的内存块数量小于

预定的 小数，即 MmSysPteListBySizeCount 数组的对应元素小于 MmSysPteMinimumFree

数组相应的元素，则调用 MiFeedSysPtePool 函数，以获得更多的此种大小的内存块。

MiFeedSysPtePool 函数的逻辑很简单，其代码位于 base\ntos\mm\sysptes.c 文件的 475~538

行，它循环 10 次，每次调用 MiReserveAlignedSystemPtes 函数获得指定大小的 PTE 内存

块，然后调用 MiReleaseSystemPtes 函数自动插入到相应的队列中。其结果相当于往特定

的队列中插入 10 个指定大小的 PTE 内存块。 

回到 MiReserveSystemPtes 函数中，如果参数 NumberOfPtes 指定的页面数量超过了

16，或者从队列中无法获得指定大小的内存块，则调用 MiReserveAlignedSystemPtes 函数

申请新的内存块，并返回。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MiReserveAlignedSystemPtes 函数的逻辑。该函数比

MiReserveSystemPtes 多一个对齐参数。MiReserveSystemPtes 调用此函数时，设定对齐参

数为 0，因此我们这里不考虑对齐的情形。MiReserveAlignedSystemPtes 首先从第一个空

闲 PTE 开始，即 MmFirstFreeSystemPte 数组的元素，在一个 while 循环中找到合适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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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 PTE 簇，见代码 672~781 行。这是一个顺序扫描过程，如果找到第一个满足条件的

簇恰好是所要求的大小，则执行 ExactFit 分支，把该簇从空闲簇链表中摘除下来；否则，

找到的簇大于所要求的页面数，则把原来的簇缩小，后面的部分作为结果页面。如果对齐

参数超过一个页面，则扫描逻辑更加复杂一些，但本质上仍然是找到满足要求的 PTE 簇。 

后，刷新这些页面 PTE 的硬件快表（TLB）项。然后返回。 

理解了申请 PTE 的过程以后，我们现在来看释放 PTE 的过程，见 MiReleaseSystemPtes

函数，其代码位于 sysptes.c 文件的 1 822~2 129 行。该函数的参数指定了要释放的 PTE 起

始位置和个数，以及 PTE 区域的类型。同样，我们只考虑 SystemPteSpace 的情形，即系

统 PTE 区域中的 PTE 释放过程。在调用此函数以前，指定范围的 PTE 必须是无效的，也

就是说，对应的虚拟地址没有被映射到物理页面。所以，MiReleaseSystemPtes 函数首先

把这些 PTE 全部清零。如果待释放的 PTE 数量小于等于 16，则考虑把这段 PTE 范围插

入到 MiSystemPteNBHead 数组所指的队列中，而不是直接回收到空闲 PTE 链表中。参见

代码 1 901~1 974 行。 

如果插入队列不成功，或者 PTE 数量超过了 16，则需要归还到 PTE 链表中。首先从

第一个空闲 PTE 开始，即 MmFirstFreeSystemPte 数组的元素，在一个 while 循环中找到第

一个其 NextEntry 域超过当前起始 PTE 的空闲簇，见代码 2 004~2 128 行。这是一个顺序

扫描过程，因为 PTE 链表是按照地址先后顺序排列的。找到这样的空闲簇以后，首先考

虑是否能跟它合并成一个更大的空闲簇，如果此空闲簇的紧后面恰好是要释放的 PTE 范

围，则将两者合并起来，见代码 2 030~2 048 行；如果不能合并，则插入一个新的空闲簇

在它后面，见代码 2 060~2 080 行。接着，如果要释放的 PTE 范围恰好紧贴下一个空闲簇，

则将两者合并，见代码 2 088~2 111 行。然后函数结束。 

后简单小结一下，系统 PTE 区域是指把 PTE 当做资源来管理，这些 PTE 按照顺序

构成了一个单链表。当内核代码通过 MiReserveSystemPtes 申请得到一段连续的 PTE 时，

它必须自己映射物理页面。MiReserveSystemPtes 函数仅仅返回了这段 PTE 的起始地址，

它并不负责填充 PTE 中的内容。对称地，当内核代码调用 MiReleaseSystemPtes 函数来释

放 PTE 范围时，它必须先解除这些 PTE 的页面映射。这两个函数既可以用于对系统 PTE

区域的内存管理，也用于非换页内存池扩展区域的内存管理，关键的区别在于：系统 PTE

区域的管理算法采用了 5 个队列作为缓存，以缓解频繁的保留和释放操作所带来的开销；

而非换页内存池扩展区域未引入队列缓存，所以它的保留和释放总是直接扫描 PTE 链表。

在 Windows 系统中，系统 PTE 区域主要用于 I/O、内核栈等动态映射页面的情形，而非

换页内存池扩展区域仅用于非换页内存池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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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I/O 系统 

在现代操作系统中，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是计算机完成各种功能的一个重

要方面。处理器负责执行各种计算任务，并且通过内存总线操纵整个内存空间，但作为一

个现实可用的计算机系统，仅仅具备这样的计算和内存访问能力还不够，还要有各种外部

设备的参与才可使计算机真正“有用”。在一台典型的个人计算机中，常见的外部设备或

外部接口包括：键盘、鼠标、硬盘、光盘驱动器、显示器、打印输出、声音输出、网络适

配器接口，以及摄像头等。尽管这些设备的功能和用途各式各样，但是处理器利用了标准

的接口技术，通过设备的控制器与它们打交道，因此，从硬件层面上，处理器支持的接口

技术是计算机系统能够协作运行的基础。 

从软件层面上，操作系统必须提供相应的软件来操纵这些设备的控制器，并且定义对

应的软件接口或系统服务，使得应用程序可以方便地操纵或使用外部设备。而且，在一个

多任务、多进程操作系统中，这些外部设备是共享的，所以，操作系统必须协调对外部设

备的访问。典型的做法是，应用程序不直接访问外部设备，而是通过操作系统来完成对设

备的访问。Windows 作为一个通用操作系统，提供了一套可扩展的 I/O 处理框架，从而允

许第三方硬件厂商编写专门的系统模块来控制其硬件设备。本章将这一 I/O 处理框架称为

Windows I/O 模型，它是对计算机外部设备工作原理的一个抽象，从而使得各种硬件设备

都能够纳入到这一模型中。 

在 Windows I/O 模型中，用于控制外部设备的软件模块称为设备驱动程序（Device 

Driver），它们运行在特权模式下，即内核模式下，所以它们的代码与内核代码具有同等

的执行权限。因此，设备驱动程序必须遵循内核代码所必须遵守的一切规则，比如 IRQL

要求、内存管理规范等。另外，此 I/O 模型也是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软件扩展模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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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一个设备驱动程序可以与硬件设备毫无关联，而仅仅是扩展内核的功能，或者由

于其他目的而需要在内核中执行代码。Windows 的许多系统组件也正是以设备驱动程序的

形式而提供的。因此，设备驱动程序并非真的要“驱动”一个硬件设备。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介绍现代计算机系统中 I/O 的工作方式，并总体介绍 Windows

内核中的 I/O 系统结构。然后分别讨论 Windows I/O 系统的三大部件：I/O 管理器、即插

即用管理器与电源管理器。接下来讨论 Windows 的 I/O 模型，介绍设备驱动程序的基本

结构以及 I/O 处理过程。 后，介绍一个可监视系统中 I/O 请求完成情况的工具 IRPMon。 

6.1  I/O 概述 

对于计算机的处理器来说，I/O 硬件设备其实只是一些符合某些接口规范的控制器而

已，处理器并不直接与设备打交道，而是向设备控制器发号施令，或者接收设备控制器的

通知或命令。这一节我们首先讨论现代计算机系统的 I/O 技术，以及操作系统中涉及 I/O

的软件技术，然后介绍 Windows 的 I/O 系统结构。 

6.1.1  现代计算机系统的 I/O 

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I/O 设备可以分为块设备和字符设备。像磁盘、光盘是典型的块

设备，寻址和读写操作都是以块为单位进行的。另一类是字符设备，它们接收或发送的数据

是字节流，而不是数据块。典型的字符设备有键盘和鼠标。这种分类方法以设备数据的组织

单元为基础，它显然适用于单纯以传输数据作为交互方式的设备。然而，有些外部设备，比

如时钟发生器、电源控制器等，显然既不能归为字符设备，更不会是块设备。 

尽管这种分类方法并不能恰当地涵盖所有可能的设备，但是，它至少将块设备作为一

种类别提了出来。现代操作系统往往针对块设备使用专门的软件结构，比如设计文件系统

时只须考虑抽象的块设备（诸如块的大小、总数等可以由特定的配置参数来控制），而实

际的块设备读写过程则由更低层的驱动程序来处理。 

处理器往往只跟设备的控制器打交道，而不直接操纵设备。处理器与控制器之间通过

总线进行通信，而控制器与设备之间的通信则往往通过专门的接口进行，如图 6.1 所示。

这些控制器的功能可能非常简单，比如像键盘控制器，它只处理键盘扫描码以及与系统进

行简单的通信；有些控制器的功能可能非常复杂，比如现代的硬盘控制器，除了 基本的

控制磁头读写数据的能力以外，还提供了校验数据的功能，以及不小的缓存空间。上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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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绍的中断控制器也是一种控制器，其特殊之处在于，通过给处理器的一个管脚加上电

信号，从而打断处理器当前的运行。许多设备利用中断控制器来通知处理器某些事情的发

生，比如设备驱动程序请求的数据已经准备就绪。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Windows

如何利用 Intel x86 处理器的中断机制来实现统一的中断处理。 

 

C PU  

视频适配器

系统总线 

内存 

显示器 

键盘控制器

键盘 

硬盘控制器

硬盘 

网络适配器

网络 

…… 

 

图 6.1  计算机 I/O 硬件模型 

设备控制器中往往有一些状态寄存器或者命令寄存器，因而处理器可以通过操纵这些

寄存器，从而控制相应的设备，比如告诉控制器发送数据、接收数据、打开或关闭某些特

定的功能。所以，操作系统的任务是根据设备的工作模式，读或写这些寄存器，从而达到

控制外部设备的目的。 

控制器中除了状态寄存器或者命令寄存器以外，可能还包含了可供处理器读写的数据

缓冲区，例如块设备需要一个双方都可以访问的缓冲区用于传输数据；视频适配器往往有

一段视频内存地址范围，允许处理器操纵显示器的屏幕输出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x86 处理器提供的设备接口功能。首先，Intel x86 处理器除了内存

地址空间以外，另外定义了一个 I/O 端口（port）空间，指令 in 和 out 用于操纵端口空间

中的数据单元。例如，在下面的汇编指令中： 

out 21h, al 

0x21 是 8259A 中断控制器的中断屏蔽寄存器（IRR，Interrupt Mask Register），该指令将

Intel x86 处理器的 al 寄存器中的值写到中断控制器的控制寄存器中，从而达到屏蔽某些中

断信号的目的。类似地，在下面的汇编指令中： 

in al, 20h 

0x20 是 8259A 中断控制器的正在服务寄存器（ISR，In Service Register），该指令将此寄

存器中的状态值传递到处理器的 al 寄存器中。在 Intel x86 处理器中，in 和 out 指令的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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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操作数可以是 8 位或 16 位（使用 dx 寄存器），而 I/O 端口的值可以是 8 位、16 位或

32 位。 

设备控制器中的寄存器除了通过 I/O端口来访问以外，也可以被映射到系统内存空间。

这种访问方案称为内存映射 I/O（memory-mapped I/O）。例如，APIC 中断控制器中的寄

存器被映射到 4 KB 大小的 APIC 寄存器地址空间，而 APIC 寄存器地址空间又被映射到

系统内存中，其基地址可以通过 APIC 基寄存器（即 IA32_APIC_BASE，是 Intel x86 处理

器中的一个 MSR 寄存器）来设定，默认为 0xfee00000。 

一旦设定了内存映射 I/O 的地址范围以后，当处理器寻址到此地址范围时，它实际上

访问的就不再是原始内存空间中的存储单元，而是设备映射的数据单元。Intel x86 处理器

既支持 I/O 端口地址空间，也支持内存映射 I/O。另一个典型的内存映射 I/O 的例子是，

视频缓冲区被映射到内存地址空间中，因而软件可以直接访问屏幕上显示的像素。在早期

的 IBM PC 中，从 640 KB 至 1 MB 之间的地址专门保留给设备的数据缓冲区，其中包括

单色和彩色 VGA 的显示缓冲区。 

因此，处理器可以通过 in/out 指令或者直接读写内存的方式与各种控制器打交道，那

么，设备在执行任务时，如何将任务的状态反馈给处理器呢？一种做法是，设备控制器提

供一个状态寄存器，因而处理器可以定期或者用忙等待（busy-waiting）的方式检查此寄

存器。然而，除非要等待的时间预计不是很长，否则忙等待的做法应该避免。另外一种做

法是，设备用中断的方式来通知处理器。当处理器接收到中断信号时，它可以根据中断的

设置或者设备寄存器的状态，来作相应的处理。 

对于少量的数据交换，或者像 VGA 显示缓冲区这样固定地址范围的数据映射，使

用上述做法是合适的。但是，对于像磁盘这样需要大量动态数据交换的设备，如果处理

器使用 I/O 寄存器逐个内存单元进行访问，或者通过固定地址范围的数据映射，则不仅

存取效率不高，而且处理器操作也极为不便。对于这种情形，现代计算机通常采用一种

称为直接内存访问（DMA，Direct Memory Access）的方案。DMA 需要硬件的支持，它

也是一种控制器。既可以整个系统共享一个 DMA 控制器，也可以让一个设备，比如磁

盘，有单独的 DMA 控制器，这取决于硬件的设计。DMA 控制器通过系统总线来传输

数据，但是它在传输数据时不占用处理器的指令周期，所以，使用 DMA 可以将处理器

解放出来。当数据传输完成时，DMA 控制器以中断的方式通知处理器。图 6.2 显示了

通过 DMA 控制器来读写硬盘数据的硬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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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DMA 数据传输示意图 

处理器通过 DMA 控制器中的寄存器对数据传输进行设置，指定所读写数据在内存中

的地址、数量，以及传输方向。如果不使用 DMA 控制器，那么处理器必须自己逐个字节

或逐个字地在硬盘控制器和内存之间传输数据，数据的传输通过总线来完成。而使用了

DMA 控制器以后，DMA 控制器代替处理器来做同样的事情，它逐个字节或逐个字地向

硬盘控制器发送命令，同样地通过系统总线来完成数据传输。当数据传输完成以后，它中

断处理器，因此，当处理器接收到中断时，就知道数据已经在内存中指定的地方，或者已

经写到硬盘控制器中了。 

DMA 控制器接到了处理器的读取硬盘数据的命令时，会首先告诉硬盘控制器，将要

读取的数据先放到硬盘控制器的缓冲区中。从硬盘到硬盘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是通过专

用接口完成的，不需要使用系统总线，此通信完全不受硬件系统其他模块的影响。当数据

到达硬盘控制器的缓冲区中，并且通过了校验和验证以后，DMA 传输就可以进行了，接

下来的数据传输需要用到系统总线。 

当 DMA 控制器通过总线向硬盘控制器发出读请求时，磁盘控制器既不知道也不关心

此请求来自处理器还是 DMA 控制器，由于要写的内存地址已经在总线的地址线上了，所

以，磁盘控制器从内存缓冲区中取出当前要传输的字，将它送到总线上。这样就完成了一

个字的传输。DMA 控制器用这种方法，将处理器指定要读取的所有字逐个地传输到内存

中。然后向处理器请求中断。向硬盘写数据的过程类似，只是方向相反，这里不再介绍。 

简单小结一下，在现代计算机体系结构中，处理器通过 I/O 端口或者内存映射 I/O 的

方式与硬件设备的控制器打交道，而非直接操纵硬件设备。Intel x86 处理器提供了 in/out

指令来访问 I/O 端口空间，并且也支持内存映射 I/O。为了在内存与设备之间传输大量数

据，现代计算机往往采用 DMA 结构，以便将处理器从数据传输任务中解脱出来。当 DMA

数据传输完成时，DMA 控制器以中断的方式通知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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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I/O 软件技术 

了解了计算机 I/O 硬件技术以后，这一节我们来讨论 I/O 软件设计技术。从操作系

统角度而言，I/O 软件的模型应该是设备无关的，因而，系统可以支持各种设备，甚至

是未来出现的设备。针对 I/O 设备的软件模型必须有足够的通用性，至少能够将上节介

绍的各种 I/O 硬件特性涵盖到模型之中。另外，操作系统必须提供有效的管理手段，从

而让设备的软件组件融入到系统的 I/O 处理框架中，这样，这些软件组件可以专注于针

对特定设备的功能需求，而不必过多地考虑与系统打交道或者与系统中其他模块的协

作。例如，针对磁盘读写的软件组件无须考虑磁盘上的文件系统。 

设备的软件组件通常称为设备驱动程序（device driver），或简称驱动程序。设备驱

动程序或者由设备的硬件厂商提供，或者由操作系统厂商提供。由于设备驱动程序直接与

硬件打交道，它们需要一定的特权才能操纵硬件设备，所以，驱动程序通常运行在处理器

的特权模式下，其代码与操作系统的内核代码享有同样的特权。这种设计的一个潜在后果

是，驱动程序中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整个操作系统崩溃。因此，驱动程序的代码往往需要经

过精心的设计、检查和调试，其代码规模应尽可能地小。从代码功能划分的角度来考虑，

应尽可能把代码逻辑移到应用程序中，而让驱动程序只做 必要的事情。 

与设备关联的驱动程序，其 基本的功能是，将操作系统的功能请求，解释成针对该

设备的请求，然后操纵设备以完成该请求， 后将结果以指定的方式返回给调用者。在此

过程中，有些事项往往是驱动程序必须要考虑并解决的。下面逐一讨论。 

首先，与设备的通信是同步或异步方式。从软件控制流的角度，同步方式的通信容易

实现，而且错误处理和恢复也相对容易。若一个 I/O 请求是异步方式，则处理器在向硬件

发送请求以后，其指令流返回到上一级调用代码，此 I/O 请求被搁置起来，处理器的指令

流转而执行其他不依赖于此 I/O 请求结果的任务。当设备或设备控制器完成了该请求（比

如 DMA 数据传输）以后，它中断处理器的当前指令流，报告该请求的完成情况。处理器

必须在中断处理过程中将原先被搁置的 I/O 请求接手过来，继续该请求后续的处理。 

异步方式的通信虽然复杂，但是可以提高处理器的利用率，因而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

被广泛地采用。因此，设备驱动程序除了要操纵设备控制器，还必须引入中断处理代码，

以完成异步通信的后半部分任务。在上一章我们看到，Windows 提供了一套中断分发机制，

允许设备驱动程序在不操纵处理器的 IDT 的情况下，向系统中增加中断服务例程。而且，

在中断处理过程中，一些不那么紧急的任务可以放到 DPC 中完成，从而缩短处理器停留

在高 IRQL 上的时间。 

在设计 I/O 驱动程序时另一个往往要考虑的问题是缓冲区管理。不同设备对于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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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有不同的要求，譬如，实时性要求高的软件或设备应尽可能减少数据拷贝的次数；

驱动程序为了提高设备的 I/O 吞吐量，可能会将数据缓存起来，而不是立即发送。有些设备

要求直接使用物理内存地址；有些设备驱动程序直接使用应用程序提供的缓冲区以减少数

据拷贝次数。驱动程序的缓冲区管理相对比较复杂，尤其采用了异步通信方式以后，缓冲

区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更需要谨慎地设计和管理，以避免资源泄漏或不恰当地重复使用。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问题是共享和独占设备。在现代操作系统中，设备作为一种公共资

源，通常是多个程序甚至多个用户所共享的。譬如，机器上的硬盘往往是系统中所有用户

共享的，任何活动的应用程序，只要有权限许可，都可以访问它们。对于磁盘设备驱动程

序而言，每个程序的硬盘 I/O 请求都是独立的，这些 I/O 请求可以并存。然而，对于有些

设备，比如打印机，一个应用程序必须以独占方式使用该设备。并发地响应两个应用程序

的打印请求，将会导致无效的打印结果。共享和独占方式的设备访问都有可能会引发上一

章中提到的一些并发性问题，比如死锁。为避免这些问题，需要操作系统和设备驱动程序

协同工作以打破这些问题的基本形成条件。 

除了传输数据，设备驱动程序另一项重要的职责是设备的状态管理，包括设备初始化、

即插即用、电源管理以及错误处理等。其中即插即用和电源管理是操作系统设备管理的一

个重要任务，这些特性对于现代通用型计算机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设备驱动程序必须在

操作系统提供的管理框架下，达到设备状态与系统状态一致。错误处理应尽可能在下层软

件（比如设备驱动程序）中完成，从而避免错误扩散到上层应用软件，这样也可以简化上

层软件的设计。 

接下来我们看操作系统如何为驱动程序提供一个环境。首先，设备驱动程序中的各种

实体，包括设备、驱动程序本身，需要有一套标识方法。常见的做法是定义一个名字空间

（name space），因而操作系统或者应用软件可以方便地命名与设备有关的各种实体。

Windows 和 UNIX 都使用了字符串形式的名字空间。 

设备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之间应该是互补关系。设备驱动程序为操作系统提供了必要

的访问硬件设备的能力，同时也依赖于操作系统提供的软件功能，比如内存管理、错误处

理、同步互斥机制等。图 6.3 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多种设备通用的功能，操作系

统尽可能在统一的系统模块中实现，比如同一总线上的设备共享总线协议，相同类型的设

备共享许多基本特性。这种设计的好处是，设备驱动程序中的代码量可以尽可能地少，从

而减小给操作系统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被多个设备共享的功能可以由

操作系统厂商或其他专门的厂商来提供，他们可以比单个设备厂商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实现

并测试这些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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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设备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之间的互补关系 

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诸如即插即用、电源管理等特性越来越重要，操作系统的职责

是提供一个符合即插即用和电源管理工业标准的软件框架。为了支持计算机系统的即插即

用特性，操作系统自引导时开始，就将自动检测设备是否存在，并协调和分配相关的资源

（比如中断、I/O 端口地址）；以后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继续管理这些设备的状态，包括

动态地挂载和卸载设备，甚至升级驱动程序。同样，电源管理也是一项需要软件和硬件紧

密配合才能行之有效的特性，当操作系统接收或检测到电源状态变化时，它负责通知设备

驱动程序，由驱动程序来确定设备的电源状态。简单说来，操作系统负责发送电源命令，

而设备驱动程序负责实施电源命令，并向操作系统反馈设备的电源状态。 

后看一下用户程序中的 I/O 操作。通常，用户程序调用操作系统提供的系统服务来

完成 I/O 功能。譬如，C 语言程序常常通过调用 C 运行库的 printf/scanf 函数来完成基本的

I/O 任务，这些函数可以把用户程序中的 I/O 请求转变成针对特定设备的 I/O 命令。虽然

用户程序不能直接操纵设备，但是，它们通过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可以共享或独占使用

I/O 设备。在实践中，操作系统的全局名字空间往往使得用户程序指定特定的设备非常方

便。此外，让用户程序通过系统层的服务来访问设备，还有另一方面的好处，即操作系统

可以提供虚拟的 I/O 设备或者用软件来模拟硬件设备。例如，操作系统可以利用网络功能

来模拟大容量存储设备，从而使应用程序无须额外的努力便可以访问远程存储设备。 

6.1.3  Windows I/O 系统结构 

图 6.4 显示了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 I/O 系统结构。Windows 的 I/O 系统由 5 个部分

组成：I/O 管理器、即插即用管理器、电源管理器、WMI 例程，以及设备驱动程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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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管理器是整个 I/O 系统的核心，它定义了一个非常通用的框架，允许各种功能的设备

驱动程序容纳于其中。WRK 包含有 I/O 管理器的绝大部分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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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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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插即用管理器 电源管理器 W M I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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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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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控制器 设备控制器……

 
图 6.4  Windows I/O 系统结构图 

I/O 管理器除了支持与设备相关的驱动程序以外，它也允许与设备无关的驱动程序加

入到内核中。这一类驱动程序并不操纵任何硬件设备，它们进入到内核中以后，将变成内

核的一部分，一旦经过 I/O 管理器的初始化，便与内核融为一体。因此，设备驱动程序也

是内核扩展的一种形式。在本章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类驱动程序是如何工作的。 

Windows 设备驱动程序可以直接访问硬件，或者通过硬件抽象层（HAL）访问硬件。

正如第 2 章所介绍，HAL 实际上将不同平台之间的差异隐藏了起来，向操作系统提供一

组例程，允许操作系统的内核在多种体系结构下工作。这也同样适用于设备驱动程序，因

此，设备驱动程序可以调用 HAL 中的例程。但对于 HAL 未涵盖的硬件特性，设备驱动

程序可以直接操纵设备控制器，以完成其功能。 

自 Windows 2000（也包括 Windows 98/Me）开始，Microsoft 定义了设备驱动程序的

模型，称为 WDM（Windows Driver Model）。WDM 驱动程序除了遵循 I/O 管理器规定的

驱动程序框架，还增加了对 Windows 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简称 PnP）、电源管理以

及 WMI（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Windows 管理规范）的支持： 

• Windows 定义了即插即用设备的管理框架，即插即用管理器与一种称为总线驱动程

序（bus driver）的驱动程序一起协作，以便在检测到一个设备加入或移除时，加载或

卸载该设备的驱动程序，而且，设备的硬件资源，比如 I/O 端口地址、中断向量等，

也可以实现自动择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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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管理器也是 Windows I/O 系统的一部分，负责指示设备驱动程序执行电源状态的

变化。Windows 的电源管理建立在 ACPI（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规范的基础上。 

• 一组 WMI 例程。严格来讲，WMI 是系统的管理机制，而非 I/O 机制。WMI 定义了

一个通用的事件报告框架，它采用提供者-消费者模型，将提供事件和使用事件分离

开。Windows 实现了 WMI 框架的管理功能，并提供了相应的 API 供系统模块或应用

程序实现提供者或消费者的功能。I/O 系统包含一个特殊的 WMI 提供者（称为 WDM 

WMI 提供者）。设备驱动程序通过响应特定类型的 I/O 请求，以及调用一组 WMI

例程，可以向 WMI 提供数据或者接收命令。由于 WMI 与 I/O 系统相对独立，因此

本章后文的讨论基本上不涉及 WMI。关于 WMI 中的内核日志记录器，以及如何利

用记录下来的内核事件进行系统性能分析，请分别参考 2.5.3 和 9.3 节。 

Windows 的 I/O 系统不仅提供了对硬件设备的灵活控制，而且也允许多个驱动程序协

同完成 I/O 任务，这是 Windows 的层次驱动程序模型，或者称为分层的驱动程序模型。

当 I/O 管理器接到一个 I/O 请求时，它可以将该请求传递给一个设备栈。位于栈顶的驱动

程序首先处理 I/O 请求，然后依次将其向下传递，直到该 I/O 请求被完成。通常，与硬件

关联的驱动程序位于设备栈的底端，它们直接驱动硬件设备来完成 I/O 任务。这种分层模

型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每个驱动程序只需关注自己的职责，而不必包揽 I/O 请求的完整

处理过程。 

Windows I/O 系统非常依赖注册表，例如，设备与驱动程序的很多配置信息都保存在注

册表中，包括与硬件有关的一些描述信息，以及驱动程序初始化所需要的信息等。注册表是

由 Windows 内核中的配置管理器来实现的。在本章中，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注册表是一个全

局的信息仓库。关于注册表和配置管理器的详细描述，请参考 2.5.2 节。 

6.2  I/O 管理器 

I/O 管理器是 Windows I/O 系统的核心组件，它负责建立起基本的 I/O 框架结构，允

许各种类型的驱动程序纳入到这一框架结构中。在 I/O 系统中，有三种基本内核对象：驱

动程序对象代表了一个设备驱动程序被加载到系统中以后的内部表示；设备对象代表了系

统中的一个设备，它既可以是物理设备，也可以是逻辑设备；文件对象代表了一个设备对

象被打开后的实例。I/O 管理器负责管理和协调这三种对象，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一节我们将讨论这些对象的创建和管理，首先讲述驱动程序的加载和初始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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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驱动程序初始化 

正如 2.6.2 节所介绍，I/O 系统的初始化是在内核的阶段 1 初始化过程中完成的。阶段

1 初始化的主函数是 Phase1InitializationDiscard，它调用 IoInitSystem 函数来初始化 I/O 系

统，而且 IoInitSystem 函数的执行过程占据系统引导进度条的 25~75%，请参考

base\ntos\init\initos.c 文件中 Phase1InitializationDiscard 函数的代码。 

IoInitSystem 函数的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ioinit.c 文件的 140~860 行，它首先初

始化 I/O 系统中用到的各种全局数据结构，然后执行以下初始化工作： 

• 调用 IopCreateObjectTypes 函数，创建 7 种类型对象：Adapter、DeviceHandler、

Controller、Device、Driver、IoCompletion 和 File，分别存放在相应的全局变量中，

这些全局类型变量如表 2.4 所列。 

• 调用 IopCreateRootDirectories 函数，在对象管理器的根目录下创建 3 个目录对象：

\Driver、\FileSystem 和\FileSystem\Filters。 

• 调用 IopInitializePlugPlayServices 函数，执行即插即用管理器的阶段 0 初始化。 

• 调用 PoInitDriverServices 函数，执行电源管理器的阶段 0 初始化。 

• 调用 HalInitPnpDriver，执行 HAL 的即插即用总线驱动程序初始化。 

• 调用 WMIInitialize，执行 WMI 的阶段 0 初始化。 

• 再次调用 IopInitializePlugPlayServices，执行即插即用管理器的阶段 1 初始化。 

• 调用 IopInitializeBootDrivers，初始化“引导-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 

• 调用PpLastGoodDoBootProcessing，执行“ 近一次的正确配置（LKG）”的处理。 

• 调用 PsLocateSystemDll，初始化系统 DLL（ntdll.dll），并映射到 System 进程中。 

• 调用 IopInitializeSystemDrivers，加载“系统-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并对它们进行

初始化。 

• 调用 IopCallDriverReinitializationRoutines，处理需要重新初始化的驱动程序。 

• 调用 IopReassignSystemRoot，将系统根目录（\SystemRoot）替换成 NT 路径名，这

是一个符号链接（symbolic link）名称。 

• 调用 IopProtectSystemPartition，保护系统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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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 IoAssignDriveLetters，为磁盘分区和 CD-ROM 驱动器分配 DOS 驱动器字母。 

• 再次调用 WMIInitialize，执行 WMI 的阶段 1 初始化。 

• 再次调用 PoInitDriverServices，执行电源管理器的阶段 1 初始化。 

WRK 并没有包含以上所有被调用的函数，但是，IoInitSystem 函数所做的初始化事

项却是简单明了。在以上步骤中，“引导-启动”的驱动程序和“系统-启动”的驱动程

序分别被加载和初始化。下面我们讨论驱动程序的启动类型以及它们的初始化过程。 

Windows 中的每一个驱动程序（和 Windows 服务）在安装时都被指定了一个启动类

型，存放在注册表中。启动类型是一个整数值，其定义如下： 

#define SERVICE_BOOT_START 0x00000000 

#define SERVICE_SYSTEM_START 0x00000001 

#define SERVICE_AUTO_START 0x00000002 

#define SERVICE_DEMAND_START 0x00000003 

#define SERVICE_DISABLED  0x00000004 

除了禁止启动的驱动程序，系统中安装的驱动程序有 4 种可能的启动方式：“引导-

启动”、“系统-启动”、“自动-启动”和“按需-启动”，其值分别对应于 0~3，如上述

宏所定义。这些注册表值定义在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DriverName>

键的 Start 值中，这里 DriverName 代表了驱动程序的名称。 

下面逐一介绍这 4 种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的加载和初始化过程。首先，“引导-启动”

类型的驱动程序是由系统加载器，即 ntldr 程序，加载到系统空间中的，因此，内核无须

加载它们，直接初始化即可。如上面所介绍，这些驱动程序的初始化过程是在

IopInitializeBootDrivers 函数中完成的。 IopInitializeBootDrivers 为每个驱动程序调用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函数以完成实际的初始化工作。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函数的代

码位于 ioinit.c 文件的 2 430~2 740 行，其原型如下： 

NTSTATUS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IN PUNICODE_STRING DriverName, 

    IN 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IN PDRIVER_INITIALIZE DriverInitializeRoutine, 

    IN PKLDR_DATA_TABLE_ENTRY DriverEntry, 

    IN BOOLEAN IsFilter, 

    OUT PDRIVER_OBJECT *Result 

    ); 

这里 DriverName 参数指定了要初始化的驱动程序的名称，RegistryPath 参数指定了该

驱动程序对应的注册表键的路径，DriverInitializeRoutine 参数指定了该驱动程序的初始化

例程，DriverEntry 参数指定了该驱动程序在加载参数块中的相应表项（这是由 ntldr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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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并传递给内核 ntoskrnl.exe 模块的），IsFilter 参数指定了是否为过滤驱动程序（参见 6.5.1

节的介绍），Result 参数是一个返回参数，若初始化成功，则指向一个驱动程序对象。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函数的基本流程如下：根据参数中指定的驱动程序名称，创

建一个驱动程序对象，其类型是 IoInitSystem 函数已经注册的 IoDriverObjectType；然后初

始化该驱动程序对象，设置它的 DriverInit 域为参数中指定的初始化例程；将驱动程序对

象插入到当前进程（即 System 进程）的句柄表中；搜索系统的已加载模块列表（全局变

量 PsLoadedModuleList），找到该驱动程序所在的模块项，并初始化驱动程序对象中与映

像模块有关的域；将驱动程序的名称复制到驱动程序对象的名称缓冲区中，该缓冲区是从

换页内存池中分配的；记录下驱动程序注册表键的名称；调用驱动程序的初始化函数，即

DriverInitializeRoutine 参数中指定的例程； 后，调用 IopReadyDeviceObjects 函数，将该

驱动程序创建的设备对象设置成已被初始化，从而可被其他驱动程序或客户访问。 

值得一提的是，所加载的驱动程序的初始化例程实际上是驱动程序二进制映像文件中

的入口函数（通常该函数的名称为 DriverEntry）。I/O 管理器在调用该例程时，会将驱动程

序对象和注册表路径传递进去，因此，初始化例程可以访问驱动程序对象中的信息，尤其

是其中的 HardwareDatabase 域，它包含了当前系统中关于硬件的描述。驱动程序在得到了

它的注册表路径以后，可以利用此路径来保存有关的信息。如果驱动程序要保存该路径，

则必须自己复制一份路径字符串，因为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函数传递给它的字符串是临

时缓冲区。“引导-启动”的驱动程序不是过滤驱动程序，所以 IsFilter 参数为 FALSE。 

接 下 来 我 们 来 看 “ 系 统 - 启 动 ” 类 型 的 驱 动 程 序 的 初 始 化 ， 这 是 在

IopInitializeSystemDrivers 函数中完成的。该函数通过 CmGetSystemDriverList 函数（其代

码位于 base\ntos\config\cmsysini.c 文件中），获得在注册表中“Start”值被指定为

SERVICE_SYSTEM_START 的驱动程序的列表，然后对尚未加载到系统中的驱动程序逐

个调用 IopLoadDriver 函数，将其加载到系统地址空间，并执行初始化。IopLoadDriver 函

数的原型如下： 

NTSTATUS 

IopLoadDriver( 

    IN  HANDLE      KeyHandle, 

    IN  BOOLEAN     CheckForSafeBoot, 

    IN  BOOLEAN     IsFilter, 

    OUT NTSTATUS   *DriverEntryStatus 

    ); 

IopLoadDriver 函数的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internal.c 文件的 3 688~4 380 行。其

中 KeyHandle 参数指向一个驱动程序的注册表键；CheckForSafeBoot 参数指示是否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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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模式，如果该参数为 TRUE，那么，当系统以安全模式引导时，只有该驱动程序属于

安全模式允许的驱动程序列表，它才被加载。IsFilter 参数指定了是否为过滤驱动程序；

DriverEntryStatus 是返回参数。 

IopLoadDriver 是一个通用函数，它不仅用于引导时加载“系统-启动”类型的驱动程

序，而且也被用于系统正常运行过程中动态地加载驱动程序。本节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该函

数被调用的情形。当 IopInitializeSystemDrivers 调用该函数时，CheckForSafeBoot 参数为

TRUE，而 IsFilter 参数为 FALSE。 

IopLoadDriver 函数的流程大体如下：首先根据参数中指定的注册表键，构造出驱动

程序的全路径名；然后，调用 MmLoadSystemImage 函数，将驱动程序加载到系统地址空

间。后面的步骤与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相仿：创建一个驱动程序对象，初始化该对象

的域，尤其是，它的 DriverInit 成员指向驱动程序的入口函数；然后将该对象插入到当前

进程的句柄表中。完成了对象成员初始化以后，再调用驱动程序的初始化函数，即

DriverInit 成员，并将驱动程序对象和注册表路径传递进去。 

然而，IopLoadDriver 函数实际的代码比以上这些步骤要复杂一些。它需要检查安全

模式引导选项，还需要检查此驱动程序是否已经在系统的已加载模块列表中。它还需要考

虑该驱动程序已经被初始化了的情形，所以要试着打开该驱动程序。另外，它也会考虑，

如果该驱动程序并非是老式的驱动程序（Legacy Driver）但是又没有增加任何设备对象，

则认为该驱动程序的初始化不成功，于是调用它的 Unload 函数将其立即卸载。 

有一点值得一提，IopLoadDriver 和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函数都必须在 System 进

程中运行，所以，新创建的驱动程序对象将被加入到该进程的句柄表中。这对于“引导-

启动”和“系统 - 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不成问题，因为它们的上游调用者

IopInitializeBootDrivers 和 IopInitializeSystemDrivers 都是在 IoInitSystem 函数中被调用的。

然而，对于“自动-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情形就不同了。 

“自动-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即注册表中“Start”值为 SERVICE_AUTO_START

（2）的驱动程序，是在系统引导过程的后期，由 SCM（服务控制管理器，Service Control 

Manager，services.exe 进程）加载的，参见 2.6.3 节。在内核中，这是通过 NtLoadDriver

函数来完成的。NtLoadDriver 是一个系统服务，其原型如下： 

NTSTATUS 
NtLoadDriver ( 
    __in PUNICODE_STRING DriverServiceName 
    ); 

参数 DriverServiceName 指定了待加载的驱动程序在注册表中的名称。NtLoad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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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并不复杂，其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loadunld.c 文件的 26~172 行。如果用户模

式代码调用 NtLoadDriver，那么，它需要检查当前进程是否有加载驱动程序的特权。然后，

若当前进程是 System 进程，则直接调用 IopLoadUnloadDriver 函数完成驱动程序初始化工

作；否则，将 IopLoadUnloadDriver 放到一个工作项目（WorkItem）中，由 System 进程中

的系统线程来调用 IopLoadUnloadDriver 函数。 

现在来看 IopLoadUnloadDriver函数，它位于 base\ntos\io\iomgr\internal.c文件的 4 583~ 

4 681 行。该函数既可以用于加载驱动程序，也可以用于卸载驱动程序，取决于参数

（LOAD_PACKET 数据结构）中指定的 DriverObject 是否已被赋了非零值。它直接调用

IopLoadDriver 函数来完成驱动程序的加载和初始化，这里不再赘述。 

后是“按需-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这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有些用户程序或者

系统模块根据需要而加载的驱动程序。譬如前面三章中介绍的工具软件在第一次运行时，

需要加载一个驱动程序，以便完成某些必须在内核中完成的工作。这些工具软件通过 SCM

来加载和初始化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驱动程序的加载经由 NtLoadDriver 系统服务

来完成。此外，内核中的模块也可以根据需要加载并初始化“按需-启动”类型的驱动程

序，譬如，在前面三类驱动程序的初始化过程中就存在这样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内核

代码要么直接调用 IopLoadDriver 函数来完成驱动程序的加载，要么通过一个工作项目由

系统辅助线程来完成加载工作。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看到，这 4 类驱动程序都有一个映像文件，而且，驱动程序的

初始化例程直接对应于映像文件的入口函数。实际上，Windows 也允许创建无映像文件的

驱动程序对象。譬如，Windows 创建的第一个驱动程序对象“\Driver\PnpManager”正是

这样一个驱动程序。这一类驱动程序是通过 IoCreateDriver 函数来创建的，该函数位于

base\ntos\io\iomgr\iosubs.c 文件中，以下是其函数原型： 

NTSTATUS 
IoCreateDriver( 
    IN PUNICODE_STRING DriverName    OPTIONAL, 
    IN PDRIVER_INITIALIZE InitializationFunction 
    ); 

该函数非常直截了当，可选参数 DriverName 指定了驱动程序的名称，

InitializationFunction 参数指向一个初始化函数。IoCreateDriver 函数首先构造出驱动程序

的名称，如果 DriverName 没指定名称，则 IoCreateDriver 函数利用当前时间信息生成一个

驱动程序名称。然后，调用 ObCreateObject 函数创建一个驱动程序对象，并初始化该对象，

再调用 ObInsertObject 函数，将该对象插入到当前进程的句柄表中。 后，调用参数

InitializationFunction 指定的初始化函数，并将驱动程序对象传递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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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驱动程序的加载和初始化过程。一旦一个驱动程序被加载并且

其初始化例程被执行，则该驱动程序就已经融入内核：它的代码已进入到系统地址空间，

成为内核模式下可执行代码的一部分；它已经获得了初始的执行权，以后如何再次获得执

行权，取决于初始例程中的代码逻辑。本章 6.5.3 节将介绍驱动程序的代码结构，我们将

可以看到驱动程序中的例程如何获得控制。 

在对象管理器的名字空间中，驱动程序对象位于\FileSystem 和\Driver 目录下，表 6.1

显示了在 Virtual PC 环境中一个典型的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系统的“\Driver”目录中

的驱动程序对象，表 6.2 显示了同一系统的“\FileSystem”目录中的驱动程序对象。通过

这两张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 Windows 系统包含哪些驱动程序。不难看出，Windows

中涉及 I/O 的绝大多数功能都是通过驱动程序来完成的。 

表 6.1  Virtual PC 环境下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系统的“\Driver”目录中的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 说明 驱动程序 说明 

1-driver- 
vmsrvc 

虚拟机附加服务驱动程序 NdisTapi NDIS TAPI 驱动程序 

ACPI ACPI 驱动程序 Ndisuio NDIS用户模式 I/O驱动程序 

ACPI_HAL HAL 中有关 ACPI 的虚拟驱动 NdisWan NDIS WAN 驱动程序 

AFD WinSock 辅助功能驱动程序 NDProxy NDIS 代理 

Atapi 标准的 IDE/ESDI 硬盘控制器 NetBT 基于 TCP/IP 的 NetBIOS 驱

动程序 

audstub 声音存根驱动程序 Null NULL 驱动程序 

Beep BEEP 驱动程序 Parport 并口驱动程序 

Cdrom CD-ROM 驱动程序 PartMgr 磁盘分区管理器 

crcdisk 磁盘块检验驱动程序 Parvdm VDM 并口驱动程序 

DC21x4 DC21x4 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 PCI PCI 总线驱动程序 

Disk 即插即用磁盘驱动程序 PnpManager 即插即用管理器 

Dmio NT 磁盘管理器 I/O 驱动程序 PptpMiniport 对等网络隧道协议 

dmload NT 磁盘管理器启动驱动程序 Ptilink 直接并行链接驱动程序

（Direct Parallel Link Driver） 

Fdc 软盘控制器驱动程序 RasAcd RAS 自动连接驱动程序 

Fips FIPS 驱动程序 Rasl2tp RAS L2TP 小端口驱动程序 

Flpydisk 软盘驱动程序 RasPppoe RAS PPPoE小端口驱动程序 

Ftdisk 简单卷管理驱动程序 Raspti PTI 直接并行小端口驱动程序 

gameenum 游戏端口列举器（Enumerator） RDPCDD RDP 小端口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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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程序 说明 驱动程序 说明 

Gpc 通用包分类器 rdpdr RDP 设备重定向器驱动程序 

i8042prt i8042 端口驱动程序 serenum 串口列举器驱动程序 

IntelIde Intel PCI IDE 驱动程序 Serial 串口驱动程序 

IPSec IPSec 驱动程序 swenum 即插即用软件设备列举器 

isapnp PNP ISA 总线驱动程序 Tcpip TCP/IP 协议驱动程序 

Kbdclass 键盘类驱动程序 TermDD 终端服务驱动程序 

KSecDD 内核安全支持提供者接口 Update Microsoft 更新驱动程序 

mnmdd 帧缓冲区模拟器 VgaSave VGA 视频驱动程序 

Mouclass 鼠标类驱动程序 VolSnap 卷影像拷贝驱动程序 

MountMgr 挂载点管理器 vpc-s3 虚拟机 S3 小端口驱动程序 

mssmbios 系统管理 BIOS 驱动程序 Wanarp 远程访问路由 ARP 驱动程序 

msvmmouf 虚拟机附加的鼠标过滤驱动 Win32k Win32 子系统驱动程序 

NDIS NDIS 系统驱动程序 WMIxWDM WMI 驱动程序 

表 6.2  Virtual PC 环境下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系统的“\FileSystem”目录中的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 说明 驱动程序 说明 

Cdfs CD-ROM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 Mup 多 UNC 提供者驱动程序 

DfsDriver 分布式文件系统过滤驱动程序 NetBIOS NetBIOS 接口驱动程序 

FltMgr 文件系统过滤管理器 Npfs 
命名管道（named pipe）驱动

程序 

Fs_Rec 文件系统识别器驱动程序 Ntfs NTFS 驱动程序 

MRxSmb NT SMB 驱动程序 RAW 
内置的 RAW 文件系统驱动

程序 

MrxVPC 虚拟机文件夹共享驱动程序 Rdbss 
重定向的驱动器缓冲子系统

驱动程序 

Msfs 邮件槽（mailslot）驱动程序 Srv 服务器驱动程序 

6.2.2  驱动程序对象和设备对象 

当 I/O 管理器加载一个设备驱动程序时，它会创建一个驱动程序对象，该对象在对象

管理器目录中的路径为：\Driver\<DriverName>或\FileSystem\<DriverName>。如果是文件

系统类型的驱动程序，则该对象被放置在“\FileSystem”目录下，否则放在“\Driver”目

录下。因此，驱动程序可粗略地分为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和非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后面 6.5.1

节将全面地讨论驱动程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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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驱动程序相关的另一种对象是设备对象。每个设备对象代表了系统中的一个设备，包

括逻辑设备和物理设备。正常情况下，有两种途径可创建设备对象：即插即用管理器在检测

到设备时，通过调用驱动程序的 AddDevice 例程来创建设备对象；或者，非即插即用驱动程

序在它们的初始化例程中创建设备对象。每个设备对象都必定有一个为它负责的驱动程序。

对设备对象的各种操作实际上是由为它负责的驱动程序中的例程来完成的。一个驱动程序可

以支持多个设备，所以，驱动程序对象中有一个链表记录了它所负责的所有设备对象。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已经看过了驱动程序对象的创建过程，现在来看设备对象的创建。

在 Windows 中，这是通过 I/O 管理器的 IoCreateDevice 函数来完成的，该函数原型如下： 

NTSTATUS 

IoCreateDevice(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ULONG DeviceExtensionSize, 

    IN PUNICODE_STRING DeviceName OPTIONAL, 

    IN DEVICE_TYPE DeviceType, 

    IN ULONG DeviceCharacteristics, 

    IN BOOLEAN Exclusive, 

    OUT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 

DriverObject 参数指向负责该设备的驱动程序对象；DeviceExtensionSize 参数定义了

待创建设备对象的扩展部分的大小，此扩展部分是由驱动程序来指定和使用的；

DeviceName 可选参数指定了设备的名称。DeviceType 参数定义了设备的类型，

DEVICE_TYPE 是无符号整数类型，Microsoft 已经预定义了所有常用的设备，它们的整

数值小于 32 767，若创建者需要使用自定义的设备类型，可以使用大于 32 767 的值。关

于这些预定义值，参见 public\sdk\inc\devioctl.h 文件中的常量定义。DeviceCharacteristics

参数指定了设备的特征；Exclusive 参数指定了在创建设备对象时是否使用互斥标志；

DeviceObject 参数是一个输出参数，用于存放所创建的设备对象。 

IoCreateDevice 函数的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iosubs.c 文件的 4 275~4 713 行。它首

先根据参数中指定的要求，构造出设备的名称，并且创建一个安全描述符，用于对该设备

的访问控制。然后，调用 ObCreateObject 函数创建一个 IoDeviceObjectType 类型的内核对象。

如果由于自动产生的名称发生冲突而导致 ObCreateObject 调用不成功，则重试此过程。然

后，IoCreateDevice 函数初始化新建的设备对象中的成员，并调用 ObInsertObject 函数，将

设备对象插入到进程的句柄表中。 后，设定该设备对象中的驱动程序对象，并将设备对

象插入到驱动程序对象的设备链表中，因而将设备对象与驱动程序对象关联起来。 

下面来看一下驱动程序对象和设备对象的定义。以下是驱动程序对象的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_DRIVER_OBJECT { 

    CSHOR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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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HORT Size;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 指向设备对象，所有的设备对象构成一个链表 
    ULONG Flags;    // 驱动程序标志 
 
    PVOID DriverStart;   // 驱动程序映像起始地址 
    ULONG DriverSize;   // 驱动程序映像大小 
    PVOID DriverSection;   // 指向驱动程序映像的内存区对象 
    PDRIVER_EXTENSION DriverExtension; // 指向驱动程序对象的扩展部分 
 
    UNICODE_STRING DriverName;  // 驱动程序名称 
 
    PUNICODE_STRING HardwareDatabase; // 指向注册表中包含硬件信息的路径 
 
    PFAST_IO_DISPATCH FastIoDispatch; // 指向快速 I/O的分发结构 
 
    PDRIVER_INITIALIZE DriverInit;  // 驱动程序的初始化例程 
    PDRIVER_STARTIO DriverStartIo;  // 驱动程序的启动 I/O例程 
    PDRIVER_UNLOAD DriverUnload;  // 驱动程序的卸载例程 
    PDRIVER_DISPATCH MajorFunction[IRP_MJ_MAXIMUM_FUNCTION + 1]; 

} DRIVER_OBJECT; 
 
// 以下是扩展部分的数据结构 DRIVER_EXTENSION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_DRIVER_EXTENSION { 
    struct _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 指向驱动程序 
 
    // AddDevice是一个函数指针，当即插即用管理器检测到一个新的设备由该驱动程序负责时， 
    // 调用该函数，以便通知该驱动程序 
    PDRIVER_ADD_DEVICE AddDevice; 

 
    ULONG Count; // 记录了重新初始化调用的次数 
    UNICODE_STRING ServiceKeyName; // 驱动程序的服务名称 
 
    PIO_CLIENT_EXTENSION ClientDriverExtension; // 指向驱动程序的客户扩展部分 
    PFS_FILTER_CALLBACKS FsFilterCallbacks; // 用于文件系统过滤驱动程序 
} DRIVER_EXTENSION, *PDRIVER_EXTENSION; 

驱动程序对象中的 MajorFunction 数组包含了一组例程，当 I/O 管理器接收到一个 I/O

请求时，它将根据 I/O 请求中的有关信息，找到设备对象的驱动程序对象，并调用驱动程

序中相应的例程来处理该 I/O 请求。通常，设备驱动程序的初始化例程会填充

MajorFunction 数组中的例程。对于初始化例程未填充的数组项，创建驱动程序对象的函

数（如 IopLoadDriver 和 IoCreateDriver）会将其填充为 IopInvalidDeviceRequest 函数。 

下面是设备对象的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_DEVICE_OBJECT { 

    CSHORT Type; 

    USHORT Size; 
    LONG ReferenceCount; // 引用计数值 
    struct _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 指向关联的驱动程序对象 
    struct _DEVICE_OBJECT *NextDevice;       // 指向关联同一驱动程序对象的下一个设备对象 
    struct _DEVICE_OBJECT *AttachedDevice;  // 附载的设备，与 AttachedTo域构成双链表关系 
    struct _IRP *CurrentIrp; // 当前正在处理的 I/O请求包 
    PIO_TIMER Timer; // 设备对象的定时器 
    ULONG Flags; // 设备对象标志，以 DO_作为前缀的一组常量 
    ULONG Characteristics; // 设备的特征，以 FILE_作为前缀的一组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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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PB Vpb; // 指向设备的卷参数块（Volumn Parameter Block） 
    PVOID DeviceExtension; // 指向设备对象的扩展部分 
    DEVICE_TYPE DeviceType; // 设备类型 
    CCHAR StackSize; // 设备栈的大小 
    union { 
        LIST_ENTRY ListEntry; // 用于文件系统的设备对象，形成一个链表 
        WAIT_CONTEXT_BLOCK Wcb; // 等待环境块，用于与控制器对象协作 
    } Queue;  
    ULONG AlignmentRequirement; // 缓冲区的对齐要求，其值等于对齐边界减一 
    KDEVICE_QUEUE DeviceQueue; // 设备队列，存放针对该设备的 I/O请求 
    KDPC Dpc; 

 
    ULONG ActiveThreadCount; // 用于文件系统：使用此设备对象的线程数 
    PSECURITY_DESCRIPTOR SecurityDescriptor;  // 设备的安全描述符 
    KEVENT DeviceLock; // 设备锁 
 
    USHORT SectorSize; // 扇区大小 
    USHORT Spare1; 

 
    struct _DEVOBJ_EXTENSION  *DeviceObjectExtension;  // 指向扩展部分 
    PVOID  Reserved; 

} DEVICE_OBJECT; 

typedef struct _DEVICE_OBJECT *PDEVICE_OBJECT;  

设备对象扩展部分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_DEVOBJ_EXTENSION { 

    CSHORT          Type; 

    USHORT          Size;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 指向关联的设备对象 
    ULONG           PowerFlags; // 电源标志 
    struct          _DEVICE_OBJECT_POWER_EXTENSION  *Dope; //设备对象的电源扩展部分 
    ULONG ExtensionFlags; // 设备对象扩展标志 
 
    PVOID           DeviceNode; // 设备节点域，由即插即用管理器使用 
    PDEVICE_OBJECT  AttachedTo; // 当前设备对象被附载到此设备对象 
 
    // 以下三个域用于 IoStart*函数 
    LONG           StartIoCount; // 已启动但未完成的 I/O的数量 
    LONG           StartIoKey; // 下一个启动 I/O的键 
    ULONG          StartIoFlags; // 启动 I/O标志 
    PVPB           Vpb;           // 已挂载卷的 VPB，用于文件系统的卷设备对象 
} DEVOBJ_EXTENSION, *PDEVOBJ_EXTENSION; 

设备对象描述了一个特定设备的状态信息，包括它所接收到的 I/O 请求和设备的电源

特性等。正如我们在 IoCreateDevice 函数中看到的那样，设备对象的 DriverObject 域指向

负责该设备的驱动程序，而它的 NextDevice 域构成了同属一个驱动程序的设备对象单链

表。IoCreateDevice 调用 IopInsertRemoveDevice 函数，将设备对象插入到此链表中。另一

方面，设备对象的 AttachedDevice 域和扩展部分的 AttachedTo 域构成了一个双链表节点

中的前后指针。本章前面提到过，在 Windows 的层次驱动程序模型中，I/O 请求可以被传

递给一个设备栈进行处理。设备栈中的设备对象相互链接起来，创建这些设备对象的驱动

程序相互协作来处理针对特定设备的 I/O 请求。因而，当 I/O 管理器接收到针对这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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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O 请求时，它会依次将该 I/O 请求传递给这些设备对象，交给它们处理。设备对象的

StackSize 域指定了为处理 I/O 请求而 小需要的栈深度，而 AttachedTo 成员将设备栈中

的设备对象自栈顶向底层（接近硬件设备的设备对象）链接起来，AttachedDevice 成员则

相反地自底向上将这些设备对象链接起来。 

图6.5显示了在虚拟机环境中Windows Server 2003 SP1系统的三个设备对象所构成的

设备栈，我们可以看到设备对象中的 AttachedDevice 和 AttachedTo 成员所形成的链表结

构。驱动程序 ACPI 创建了 底层的设备对象“\Device\0000003b”，它要求 小的栈深

度为 4，这是在 ACPI 驱动程序中指定的。驱动程序 i8042prt 创建了中间的无名设备对象，

它的 AddDevice 例程调用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 函数，完成此无名设备对象的挂载

工作。进一步，驱动程序 kbdclass 创建了 上边的设备对象“\Device\KeyboardClass0”，

类似地，它的 AddDevice 例程调用 IoAttachDevice 函数，完成 KeyboardClass0 设备对象的

挂 载 工 作 。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 和 IoAttachDevice 函 数 的 代 码 位 于

base\ntos\io\iomgr\iosubs.c 文件中，真正实现挂载功能的函数是位于同一文件中的

Iop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Safe 函数，其代码非常直截了当，只是将一个设备对象按照

前面描述的结构关系挂载到另一个设备对象所在设备栈的顶部。 

    
 

81682870

81682a58 

817ad030

A ttachedD evice = null 

StackSize = 6 

AttachedTo =  81682a58 

A ttachedD evice = 81682870 

StackSize = 5 

AttachedTo =  817ad030 

A ttachedD evice = 81682a58 

StackSize = 4 

AttachedTo =  null 

D riverO bject - > “\D river\A C PI” 

D riverO bject -> “\D river\i8042prt”

D riverO bject - > “\D river\Kbdclass”

设备名为“\D evice\0000003b” 

设备名为“\Device\KeyboardClass0”

 
图 6.5  设备栈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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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文件对象 

上一小节介绍的驱动程序对象和设备对象都是内核中的对象。在 Windows 中，所有

的 I/O 请求都是针对设备对象的，然而，应用程序并不能直接访问设备对象，尽管它们可

以通过符号名称来指定已命名的设备对象。Windows I/O 系统提供给应用程序的 I/O 操作

的目标对象是文件对象（File Object）。文件对象代表了设备对象的已打开实例，也就是

说，内核或应用程序每打开（open）一个设备对象，就将得到一个文件对象。文件对象也是

内核对象，但用户模式代码可以通过句柄来引用文件对象。驱动程序对象、设备对象和文件

对象之间的关系如图 6.6 所示。 

    
 

驱动程序 2 设备对象 2a 

设备对象 3a 

设备对象 2b

设备对象 1a 设备对象 1c 驱动程序 1

驱动程序 3

文件对象

#1 

设备对象 1b

文件对象

#2 

 
图 6.6  I/O 系统中驱动程序对象、设备对象和文件对象之间的关系 

文件对象是 I/O 操作的基本抽象，它将应用程序对设备的操作抽象成了对文件数据的

读或写动作。文件对象也是对象管理器中的对象，其类型为 IoFileObjectType。文件对象

作为设备对象的已打开实例，不仅可以代表块设备（比如磁盘）中的文件，还可以代表任

何其他设备，包括逻辑设备上的操作实例。因此，内核中的文件对象比通常意义上的磁盘

文件的概念要宽泛得多。例如，Windows 中用于进程间通信的命名管道对象和邮件槽对象

实际上也是通过文件对象来描述的。 

如同对象管理器中的其他对象一样，进程对文件对象的访问要经过系统的安全引用监

视器（SRM，Security Reference Monitor，参见 2.5.4 节的介绍）的检查。应用程序调用

CreateFile 函数（或者通过 C 运行库的 fopen 函数）可以创建一个文件对象，并得到该文

件对象的一个句柄。在内核中，这是通过系统服务 NtCreateFile 函数来完成的。以后，应

用程序通过 ReadFile 或 ReadFileEx，以及 WriteFile 或 WriteFileEx 函数来读写此文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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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用程序要结束对文件对象的操作时，只需调用 CloseHandle 函数即可。文件对象通过

引用计数来维护其自身的生命周期。 

文件对象代表了设备对象的已打开实例，它并不承担设备对象的数据存储和状态变迁

的能力。真正的文件数据位于设备对象而非文件对象中。多个文件对象可以指向同一个设

备对象，因而它们共享同样的设备对象。对文件对象的操作有必要进行同步。譬如，如果

一个线程要对一个文件进行写操作，那么它在打开该文件时，必须指定它要对文件进行互

斥写访问，以防止其他的线程或进程同时执行写操作。 

在介绍文件对象的打开和读写操作以前，我们先看一下 Windows 中文件对象的定义，

如下所示（见 base\ntos\inc\io.h 文件）： 

typedef struct _FILE_OBJECT { 

    CSHORT Type; 

    CSHORT Size;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 指向文件所在的设备对象 
    PVPB Vpb; // 指向文件对象所在卷的卷参数块（VPB） 
    PVOID FsContext; // 指向驱动程序为该文件对象维护的状态信息 
    PVOID FsContext2; // 指向驱动程序为该文件对象维护的额外状态信息 
    PSECTION_OBJECT_POINTERS SectionObjectPointer; // 文件对象的内存区对象指针 
    PVOID PrivateCacheMap; // 文件对象的私有缓存表 
    NTSTATUS FinalStatus; // 文件对象 I/O请求的最终状态 
    struct _FILE_OBJECT *RelatedFileObject;// 相关的文件对象 
    BOOLEAN LockOperation; // 是否已在文件对象上执行了锁（lock）操作 
    BOOLEAN DeletePending; // 正在执行一个删除与文件对象关联的文件的操作 
    BOOLEAN ReadAccess; // 以读访问方式打开该文件 
    BOOLEAN WriteAccess; // 以写访问方式打开该文件 
    BOOLEAN DeleteAccess; // 以删除访问方式打开该文件 
    BOOLEAN SharedRead; // 以读共享访问方式打开该文件 
    BOOLEAN SharedWrite; // 以写共享访问方式打开该文件 
    BOOLEAN SharedDelete; // 以删除共享访问方式打开该文件 
    ULONG Flags; // 标志，以 FO_作为前缀定义的一组常量，可以组合 
    UNICODE_STRING FileName; // 文件名，仅在 IRP_MJ_CREATE请求中有效 
    LARGE_INTEGER CurrentByteOffset;  // 文件中的当前偏移位置，以字节为单位 
    ULONG Waiters; // 有多少个线程在等待该文件对象，以进行同步访问 
    ULONG Busy; // 当前是否有线程在以同步方式访问该文件对象 
    PVOID LastLock; // 指向上一个应用在该文件对象上的字节范围锁 
    KEVENT Lock; // 文件对象锁，用于同步访问该文件对象 
    KEVENT Event; // 文件对象锁，用于 I/O请求的完成通知 
    PIO_COMPLETION_CONTEXT CompletionContext;  // 指向与文件对象关联的完成端口信息 
} FILE_OBJECT; 

typedef struct _FILE_OBJECT *PFILE_OBJECT; 

文件对象数据结构已被文档化，并包含在 Windows 的驱动程序开发包中。设备对象

是系统范围内共享的真正实体对象，而文件对象只是代表了它的一个已打开实例，因此，

FILE_OBJECT 数据结构只需维护一个访问实例所需要的信息即可。在以上定义中，我们

可以看到，FILE_OBJECT 包含了指向设备对象的指针、由驱动程序为文件对象维护的状

态环境、当前位置信息、访问方式和文件对象标志，以及当多个线程访问同一个文件对象

时所需要的各种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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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象经由 IoCreateFile 函数来创建，三个系统服务函数 NtCreateFile、

NtCreateNamedPipeFile 和 NtCreateMailslotFile 都把创建普通文件对象、命名管道或邮件槽

对象的工作交给 IoCreateFile 函数。IoCreateFile 进一步调用 IopCreateFile 函数来创建文件

对象。IopCreateFile 函数的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iosubs.c 文件中，除了要对传递进

来的参数进行各种检查和预处理以外，它并不是简单地调用 ObCreateObject 函数来创建一

个 IoFileObjectType 类型的对象，再执行文件对象的初始化工作；相反地，IopCreateFile 函

数调用对象管理器的 ObOpenObjectByName 函数来创建文件对象。ObOpenObjectByName

的结果是一个指向所创建对象的句柄，只要 ObOpenObjectByName 返回成功，IopCreateFile

函数即成功返回。 

在 2.5.1 节介绍对象管理器时，我们曾经解释过 ObOpenObjectByName 利用对象管理器

的另一个函数ObpLookupObjectName 来打开一个对象，并且也介绍了ObpLookupObjectName

函数的工作流程。ObpLookupObjectName 从指定的根目录或者系统全局根目录开始，调

用 ObpLookupDirectoryEntry 函数，一层一层地进入子目录，直至解析完毕，或者碰到实

现了 Parse 方法的对象，从而把余下的路径名称交给该对象进一步解析。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文件对象是在此递进过程中，由 后一层的子目录对象或者负

责解析 后一部分名称串的对象的 Parse 方法来创建的。而且，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生

成多个文件对象，这些文件对象形成了上下层的依赖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 FILE_OBJECT

结构中的 RelatedFileObject 成员的意义。为便于理解，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文件对象

的创建过程。在这个例子中，待打开的文件对象的名称是“\Device\MyDevice”，打开文

件的过程如图 6.7 所示。 

 
 

IopC reateFile

O bO penO bjectB yN am e 

O bpLookupO bjectN am e w hile 循环 

O bpLookupD irectoryEntry

返回“\D evice”目录对象，其 Parse

方法为 null，继续下一轮循环 

O bpLookupD irectoryEntry

返回“M yD evice”设备对象，其

Parse 方法为 IopParseD evice 
调用 IopParseD evice，创建一个文

件对象，函数返回 

D irectory =  "\" 

N am e =  "D evice" 

D irectory =  "\D evice" 

N am e =  "M yD evice" 

 
图 6.7  创建文件对象“\Device\MyDevice”的控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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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bpLookupObjectName 函数中，它从对象管理器的根目录，即全局变量

ObpRootDirectoryObject（见 ObInitSystem 函数中的代码）中查找“Device”目录对象。

“\Device”目录是系统在阶段 1 初始化过程中调用 CreateSystemRootLink 函数创建的，见

base\ntos\init\initos.c 文件中的代码。目录对象的类型为 ObpDirectoryObjectType，其 Parse

方法，即创建该类型对象时在 OBJECT_TYPE_INITIALIZER 参数中指定的 ParseProcedure

成员为 NULL，所以，在 ObpLookupObjectName 函数中，进入 while 循环的下一次迭代。 

ObpLookupObjectName 第二次调用 ObpLookupDirectoryEntry，这一次从“\Device”

目录中查找“MyDevice”对象。这次调用得到的是设备对象“MyDevice”，其类型为

IoDeviceObjectType。类型对象 IoDeviceObjectType 是在 I/O 系统初始化时调用

IopCreateObjectTypes 函数创建的，它的 Parse 方法为 IopParseDevice 函数，参见

base\ntos\io\iomgr\ioinit.c 文件中的代码。然后，ObpLookupObjectName 调用设备对象的

Parse 方法，即 IopParseDevice 函数，并将名称“\Device\MyDevice”传递进去。 

IopParseDevice 函数调用 ObCreateObject 来创建一个 IoFileObjectType 类型的对象，

该文件对象的 RelatedFileObject 成员为 NULL，DeviceObject 成员指向“MyDevice”设备

对象。然后，它调用 IoCallDriver 函数，向驱动程序发送一个“IRP_MJ_CREATE”I/O 请

求，即通知驱动程序要创建该设备对象的一个文件对象。IopParseDevice 函数的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parse.c 文件的 303~1 896 行，这里不再详细解释。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文件对象的创建是对象管理器与设备驱动程序协作完成的结

果。实际上，对象管理器提供的名称目录结构是系统内核名字空间的切入点，该目录中的

对象的类型对象所提供的 Parse 例程将此目录结构进一步扩充到设备对象的名字空间中，

从而全局目录结构与设备私有的目录结构无缝地结合起来。例如，文件系统驱动程序扩展

了内核的目录结构，它们在磁盘卷上构建出延伸的文件名字空间。 

文件对象一旦被创建，调用者即获得一个指向该文件对象的句柄，以后，它利用该句

柄，通过 I/O 管理器提供的系统服务，比如 NtWriteFile、NtReadFile 等，可读写设备中的

数据。关于 I/O 请求的处理过程，参见 6.6 节。 

6.2.4  对象生命周期管理 

前面两小节介绍了设备对象、驱动程序对象和文件对象的数据结构，以及它们的创建

和初始化过程。由于它们都是对象管理器中的对象，所以，这些对象的生命周期都是通过

引用计数来管理的。然而，在删除这些对象时，除了要删除它们本身占用的基本存储资源

以外，还有些额外的事情要做，下面一一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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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设备对象的引用计数减到 0 时，设备对象类型的删除函数 IopDeleteDevice 被调

用，它的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objsup.c 文件的 823~873 行。由于已经没有任何客户再

引用该设备对象了，所以，IopDeleteDevice 首先调用 IopDestroyDeviceNode 销毁掉相应的

设备节点（关于设备节点，参见 6.3.3 节），然后，若有必要，释放卷参数块（VPB）所占

用的内存。 后，将对应驱动程序的引用计数也减 1。这是因为，每个设备对象的存在正是

驱动程序对象留在内存中的理由之一。所以，只要驱动程序对象还有一个设备对象存在，

它就不会被删除。 

另一个函数，IoDeleteDevice，也是设备对象的删除函数，但是，它被调用的场合有

所不同：当设备驱动程序被卸载时；在驱动程序初始化失败时，要把刚刚创建的设备对象

删除掉；或者当对应的设备被移除时。在这些情况下，设备对象的引用计数有可能仍然大

于 0，但是它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因此，可调用 IoDeleteDevice 函数来删除设备对象。 

在对象管理器中注册的驱动程序对象的删除例程是 IopDeleteDriver。当驱动程序对象

的引用计数减到 0 时，对象管理器调用 IopDeleteDriver 函数来清除该驱动程序对象。

IopDeleteDriver 函数的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objsup.c 文件的 737~821 行，其功能逻

辑 非 常 直 截 了 当 ， 只 是 将 驱 动 程 序 对 象 所 占 用 的 资 源 释 放 掉 ， 并 调 用

MmUnloadSystemImage 函数卸载驱动程序的映像文件。另一个函数，IoDeleteDriver，只

是简单地调用 ObDereferenceObject，将删除驱动程序对象的任务交给对象管理器来完成。 

文件对象的删除例程是 IopDeleteFile。这是当文件对象的引用计数减到 0 时被调用的

函数，其代码位于 base\ntos\io\iomgr\objsup.c 文件的 434~735 行。它除了要清除文件对象

本身所占用的资源以外，还要向与之关联的设备对象发送一个 IRP_MJ_CLOSE 类型的 I/O

请求。然后，若有必要，它会调用 IopDecrementDeviceObjectRef 函数，使关联的设备对

象以及文件系统的卷设备对象，引用计数减 1。 

6.3  即插即用管理器 

即插即用（PnP）管理器也是 I/O 系统的一部分，它负责在内核中对硬件设备的即插即

用提供支持。即插即用管理器为 Windows 支持众多的硬件设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方便

了用户使用各种可插拔的设备。在 Windows 中，即插即用管理器的职责是：自动检测设备

的插入和移除，既可能在系统引导时，也可能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动态地分配硬件资源，

包括中断向量、I/O 端口、I/O 寄存器以及与总线有关的资源，以避免设备之间产生资源冲

突；指示 I/O 管理器为设备加载正确的驱动程序，必要时通过一个用户模式的应用程序允许

用户指定或搜索驱动程序；向内核及应用程序提供有关设备插入或移除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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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插即用的能力并非操作系统内核单方面的责任，它还涉及硬件设备本身的支持能力

和操作系统管理层面的配合。WRK 并没有包含即插即用管理器的代码，但是，作为 I/O

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理解即插即用管理器的工作机理，以及它与 I/O

管理器和电源管理器之间的协作过程。 

6.3.1  即插即用的基本要求 

即插即用框架由 Microsoft 协同 Intel 于 1993 年提出，而后在众多硬件厂商的支持下，

逐渐成为各种硬件设备的即插即用工业标准。自 1995 年以后设计和生产的大多数计算机

和硬件设备都能够支持即插即用，而Windows 95以后的Windows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 

NT 内核的系统和 Windows 9x 系列）都提供了即插即用的能力。 

一个计算机系统的即插即用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当计算机引导时，操作系统

可以自动扫描当前系统中所有出现的硬件设备，并且正确地配置这些设备，包括为它们分

配资源以及加载适当的驱动程序，当出现资源冲突时，能合理地进行资源仲裁；第二，在

系统运行过程中，当设备插入或移除时，操作系统可以检测到硬件设备的变化，并对硬件

设备进行配置，增减驱动程序，必要时向系统中正在运行的软件（系统组件或应用程序）

发送设备变化通知。硬件设备使用的公共资源主要是中断向量、I/O 端口、I/O 内存，以

及其他与总线相关的资源。如果系统中存在不支持即插即用特性的设备，则操作系统必须

兼顾这些设备的“硬”需求。 

在系统引导阶段，即插即用的支持主要是由计算机的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来完成的。系统 BIOS 是即插即用框架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件。通常的做法是，

BIOS 标识出系统总线（比如 PCI 总线）上的即插即用设备和非即插即用设备，并且获得

它们的配置要求，然后判断是否存在资源冲突。如果没有资源冲突，则引导继续进行，否

则需要重新分配资源。系统中关于设备的资源配置可以保存在一个称为 ESCD（Extended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的非易失存储空间中。操作系统利用 BIOS 中的设备资源配置

信息，正确地配置设备的驱动程序和相关的软件，从而保证它们能正常地工作。 

除了 BIOS 的即插即用支持，系统总线也必须提供即插即用能力，这样才能自动地列

举出该总线上附载的设备。总线和设备之间按照约定的规范进行通信。当总线需要列举设

备时，支持即插即用的设备能够标识它们自身，并报告它们的资源需求；当系统要进行资

源重新分配时，这些设备可以接受新的资源分配。 

在操作系统中，即插即用能力主要通过设备的驱动程序来体现。总线的驱动程序和附

载在总线上的设备的驱动程序相互协作，完成设备的列举和自动配置工作。例如，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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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之初，操作系统指示总线的驱动程序列举其上的设备，并收集这些设备的配置信息，

然后，它利用这些信息，加载并初始化相应的驱动程序。另一方面，当系统中插入或移除

一个设备时，总线的驱动程序也要与设备的驱动程序进行通信，以确保设备获得或释放它

的 I/O 资源，而且，操作系统可能也需要维护系统状态的一致性，以避免因为设备的动态

变化而造成系统不稳定，从而真正做到支持“热插拔”。 

6.3.2  Windows 中驱动程序的即插即用支持 

在 Windows 中，对硬件设备的操纵是通过设备驱动程序来实现的，而设备的即插即

用支持则是由驱动程序对象的 AddDevice 成员和 MajorFunction[IRP_MJ_PNP]分发例程

（参见 6.2.2 节关于驱动程序对象 DRIVER_OBJECT 结构的说明）来完成。即插即用管理

器通过这两个例程发出各种命令，指示驱动程序控制设备或询问设备的状态。即插即用管

理器的命令和硬件设备的状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有限状态机，其状态转移如图 6.8 所示。 

    
 

IRP_M N _SU R PR ISE_R EM O VAL

已启动

正在停止 已停止

正在移除 已移除 

正在突然移除

IRP_M N _STA RT_D EVICE

IR P_M N _STO P_D EVICE

IRP_M N _Q U ERY_STO P_D EVICE

IRP_M N _Q U ERY_REM O VE_D EVICE

IRP_M N _REM O VE_D EVICE 

IR P_M N _R EM O VE_D EVICE 

IRP_M N _START_D EVICE

开始 

 
图 6.8  设备的状态转移图 

为了指示设备进行状态转移，即插即用管理器向设备发送 I/O 请求，该 I/O 请求的主

功能（major function）码为 IRP_MJ_PNP，次功能（minor function）码为图 6.8 中所示的

IRP_MN_<XXX>。 I/O 管理器将该 I/O 请求分发给驱动程序登记的 MajorFunction 

[IRP_MJ_PNP]例程，在此例程中，驱动程序根据次功能码即可获知即插即用管理器发送

的命令，因而，它可以根据设备当前的状态进行处理。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即插即用管理

器要停止一个设备时，它首先通过发送 IRP_MN_QUERY_STOP_DEVICE 命令，询问驱

动程序是否可以停止该设备，如果驱动程序同意此请求，那么，即插即用管理器再发送一

个 IRP_MN_STOP_DEVICE 命令，让驱动程序停止该设备。移除设备的操作也会经历类

似的过程，这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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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功能型设备的状态转移过程，有两点值得说明： 

1. 除了突然移除或者设备故障的情形以外，设备的停止或移除是一个温和的协商过程，

即插即用管理器在接收到用户的停止或移除设备的请求（在 Windows 中，这是通过

一个设备管理用户界面程序来做到的）时，会询问驱动程序，让驱动程序有机会完成

一些正在等待或尚未完结的 I/O 任务。驱动程序也可以拒绝即插即用管理器的请求，

比如，当前还有其他的客户程序正在使用它的设备。 

2. 当即插即用管理器需要重新分配一个设备的资源时，它可以按照图中的路径让驱动程

序停止该设备，然后，对设备重新配置资源，再向驱动程序发送一个 IRP_MN_ 

START_DEVICE 命令，该命令包含了即插即用管理器的资源分配方案，因而驱动程

序可以指示设备在新的 I/O 资源条件下继续工作。 

除了图 6.8 中显示的 IRP_MN_XXX 命令，即插即用管理器通过 MajorFunction[IRP_ 

MJ_PNP]例程发送给驱动程序的实际命令还有很多，请参考 base\ntos\inc\io.h 文件中的

156~182 行。实际上，从这些命令也可以看出即插即用管理器与设备打交道的协议。值得

一提的是，这组命令不仅适用于功能型设备，也适用于总线设备。在一个支持即插即用的

设备驱动程序中，MajorFunction[IRP_MJ_PNP]例程往往是一个典型的状态机实现，它根

据接收到的 IRP_MN_XXX 命令来改变设备的状态。然而，为状态机选择支持哪些命令和

哪些状态，则可能随着设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设备驱动程序的另一个成员 AddDevice 例程是即插即用管理器在接收到总线驱动程

序提供的设备描述以后，针对总线上检测到的每个设备而调用的。典型的情形是，当系统

引导时，即插即用管理器必须列举（enumerate）出当前系统中所有的硬件设备，为此，

它请求总线驱动程序提供有关硬件设备的信息，包括硬件设备的资源要求，然后，即插即

用管理器加载这些设备的驱动程序，并调用相应的 AddDevice 例程。下一小节我们讨论此

设备列举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设备树。 

6.3.3  设备列举与设备树 

设备列举是在 I/O 系统初始化过程中进行的，I/O 系统创建的第一个设备对象是由驱

动程序“\Driver\PnpManager”实现的一个无名设备对象。该设备对象是列举的起始点。

HAL 本身也被认为是一个总线设备，在支持 ACPI 的系统中，通过 HAL 设备，可以进一

步列举到 ACPI。然后进一步列举到 PCI 总线上的各种设备，包括通过 PCI-ISA 桥连接的

设备。如此进行下去，所有具有总线能力的设备都以递归的方式列举它们的设备，直至所

有的设备都被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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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举过程中，每个节点都是通过一个类型为 DEVICE_NODE 的对象来描述的。随

着列举过程的进行，一棵以全局变量 IopRootDeviceNode 为根节点的树被建立起来。根节

点代表了驱动程序“\Driver\PnpManager”在列举开始时创建的无名设备对象。每一个总

线设备所列举到的设备都挂到该总线设备所在节点的下方，作为它的子节点。显然，

DEVICE_NODE 数据结构维护了树的连接信息，以及指向相应设备对象的指针。图 6.9 是

在虚拟机环境下一个 ACPI 兼容的 Windows Server 2003 SP1 系统的设备树，它并没有显

示出所有的设备节点，这里显示的大多数节点都与驱动程序相对应。因此，对照表 6.1，

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这些设备节点的含义和用途。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该系统中，支

持即插即用的设备都是通过 PCI 总线和 PCI-ISA 总线列举出来的。另外有两点值得说明：

第一，如果在一台物理机器的系统上显示设备树，那么，在 ACPI 节点下面，除了 pci 节

点，我们往往还可以看到有关电源、风扇或处理器等设备节点；第二，对于那些不支持即

插即用的设备，它们的设备节点直接挂在根节点下。 

   根(RO O T)

A C PI_H A L

A C PI

pci

isapnp

i8042prt Serial fdc

flpydisk

parport gam eenu

disk cdrom

dm io ftdisk

volsnap

afd crcdisk …… 

atapi atapi

intelide vpc- s3 D C 21x4 

 
图 6.9  设备树示意图 

硬件总线设备有能力列举其从属的设备，这是设备列举的关键所在，此外，注册表中

的信息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根节点作为一个虚拟设备节点，利用注册表中的信息

来构造它的子节点。这些信息保存在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Root 键下面

的子键中。在列举过程中，根节点驱动程序对每个子键都会创建一个设备对象和设备节点。

注册表中的信息是如何来的呢？这是在安装操作系统时由安装程序提供的，或者在安装某

些驱动程序时加入进来的。 

结合注册表中的信息，即插即用管理器在列举设备的过程中，不仅会建立起一棵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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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树，而且也会把相关的驱动程序加载到系统中并执行初始化。正如 6.2.1 节所介绍，

I/O 系统在初始化时，首先加载并初始化“引导 -启动”类型的驱动程序，这是由

IopInitializeBootDrivers函数针对每个这种类型的驱动程序调用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函

数来实现的。IopInitializeBootDrivers 同时也针对每个驱动程序的设备执行列举操作。类似

地，当 I/O 系统在加载并初始化“系统-启动”的驱动程序时，它也会执行设备列举操作，

这发生在 IopInitializeSystemDrivers 函数中。由此可见，I/O 系统在初始化过程中已经建立

了设备树。 

当有设备变化，比如检测到新的设备等情况发生时，驱动程序可以调用 I/O 系统提供

的一些函数重新列举设备或者分配资源，这样的 I/O API 函数包括 IoInvalidate- 

DeviceRelations 、 IoSynchronousInvalidateDeviceRelations 、 IoReportDetectedDevice 和

IoInvalidateDeviceState 等。 

设备树中的每个设备节点都有一个名称，称为实例路径（InstancePath），其形式为

<Enumerator>\<DeviceID>\<InstanceID>，这里 Enumerator 是总线驱动程序的名称，

DeviceID 是设备的唯一标识，而 InstanceID 则唯一标识了一个硬件设备的实例。注册表键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 下面正好以 InstancePath 的形式存放了一个设备

节点的信息，这也正是通过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Root 键可以列举出

根节点下面的所有子节点的原因。 

在每个设备节点上都必定有一个设备对象，称为 PDO（Physical Device Object），这

是在列举过程中由总线驱动程序创建的设备对象。为了管理该设备，即插即用管理器加载

一个功能驱动程序，并调用它的 AddDevice 例程，同时将 PDO 传递给该例程。此 AddDevice

例程通常会创建一个功能设备对象（FDO，Functional Device Object），并让该 FDO 附载

在 PDO 之上，因此，这两个对象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设备栈，如 6.2.2 节所述。 

对于一个设备而言，PDO 相当于它的物理接口，而 FDO 则相当于它的逻辑接口。应

用程序或内核向一个设备发送的 I/O 请求，首先到达 FDO，如果 FDO 的驱动程序能够直

接处理，则不必传递给 PDO；否则，I/O 管理器将此请求传递给 PDO。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在设备节点的设备栈中，除了 PDO 和 FDO，可能还会包含一个或多个起过滤作用的

设备对象，它们是由过滤驱动程序创建的，本章 6.5.5 节将介绍过滤驱动程序的工作机理。 

以上介绍了即插即用管理器的设备列举和设备树。即插即用管理器在设备列举过程中

需要为设备加载驱动程序，它如何找到对应的驱动程序，以及驱动程序在安装时应提供哪

些信息，关于这些问题，本书不再进一步介绍，读者可参考相关资料[WIN-INTE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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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设备驱动程序 

设备驱动程序是操纵设备的内核模块，I/O 管理器、即插即用管理器和电源管理器都

需要与设备的驱动程序打交道。在 6.2.2 节，我们已经看到了内核中设备驱动程序的对象

表示，这一节我们首先讨论 Windows 所支持的设备驱动程序的分类，然后通过例子来说

明驱动程序的代码结构以及各种过滤驱动程序， 后介绍一下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 

6.5.1  设备驱动程序分类 

在 Windows I/O 系统中，设备驱动程序不仅为操作系统提供了支持各种 I/O 设备的

能力，也是 Windows 内核本身扩展的基础。Windows 可以动态地加载或卸载设备驱动

程序，通过这些驱动程序来调整或扩展内核的功能。Windows I/O 系统规定了设备驱动

程序应遵循的接口，这组接口是通用的，可适用于所有的内核模式驱动程序。设备驱动

程序依据其用途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 即插即用驱动程序，也称为 WDM 驱动程序。它们通常是为了驱动硬件设备而由硬

件厂商提供，与 Windows 的 I/O 管理器、即插即用管理器和电源管理器一起工作。

Windows 自身携带了大量即插即用驱动程序，用于支持各种常见的存储设备、视频

适配器、网络适配器以及输入设备等。 

• 内核扩展驱动程序，也称为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它们扩展内核的功能，或者提供了

访问内核模式代码和数据的一种途径。它们并没有集成到即插即用管理器和电源管理

器的管理框架中。早期的 Windows NT 驱动程序（在引入即插即用管理机制以前）都

属于这一类型，现在仍然有大量的内核扩展驱动程序。本书前几章展示的工具都通过

这种类型的驱动程序来获得内核中的信息。 

• 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它们接收针对文件的 I/O 请求，再进一步将这些请求转变成真正

对于存储设备或网络设备的 I/O 请求，从而满足客户的原始请求。在 6.2.1 节我们曾

经看到过，文件系统类型的驱动程序被放在对象管理器的\FileSystem 目录下，其他的

驱动程序放在\Driver 目录下。表 6.2 中列出的驱动程序都是文件系统驱动程序。 

Windows 驱动程序模型（WDM）在 I/O 模型中增加了对即插即用、电源管理和

Windows 管理规范（WMI）的支持。而且，遵从 WDM 的驱动程序在 Windows 平台

（包括 Windows 98/Windows 2000 以后的所有版本）上至少是源代码兼容的，甚至也

可能是二进制兼容的。WDM 驱动程序又进一步可以划分成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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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线驱动程序。顾名思义，总线驱动程序管理一个总线设备，它负责检测总线上附载

的所有设备，并通知即插即用管理器关于这些设备的情况。总线驱动程序也负责总线

的电源管理。 

• 功能驱动程序。功能驱动程序管理具体的设备，在一个设备的设备栈中，功能驱动程

序创建的设备对象（即 FDO）相当于操作系统控制该设备的逻辑接口。功能驱动程

序是实际管理该设备的功能模块。 

• 过滤驱动程序。在设备栈中，过滤驱动程序位于功能驱动程序之上或之下，它的用途

是：监视一个设备的 I/O 请求以及这些请求的处理情况，或者，增加或改变一个设备

或另一个驱动程序的行为。例如，病毒扫描工具常常利用过滤驱动程序来监视被读写

的文件数据。 

在 WDM 中，总线是指可供其他设备附载的设备，其中既有像 PCI 和 SCSI 这样的物

理总线设备，也有像 HAL 这样的虚拟总线设备。总线驱动程序负责检测总线上的设备，

并且协助即插即用管理器列举这些设备，而且它也控制该总线的物理配置。相反地，功能

驱动程序要简单得多，通常只是控制一个设备的硬件而已。 

在即插即用管理器列举得到的设备树中，每个设备节点都包含一个设备栈，设备栈中

的各个设备对象分别由对应的驱动程序创建和实现。图 6.12 显示了不同类型 WDM 驱动

程序在设备栈中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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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WDM 驱动程序与设备栈 

每个设备对象都是由对应的驱动程序创建的，设备的 PDO 是由总线驱动程序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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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FDO 是由功能驱动程序创建的。在 PDO 和 FDO 之间，紧挨着 PDO，可以有零个或多个

总线过滤设备对象，它们由相应的总线过滤驱动程序创建。在总线过滤设备对象和 FDO 之

间，可以有零个或多个下层过滤设备对象。而在 FDO 之上，则可以有零个或多个上层过滤

设备对象。这些下层或上层过滤设备对象分别由相应的下层或上层过滤驱动程序创建。

WDM 规定了这样的设备栈结构，既合理地让参与其中的每个驱动程序实现它所负责的那部

分功能，也提供了足够的扩展性，允许过滤驱动程序在不同层次上监视或修正一个设备的

工作方式。后面 6.5.4 节将介绍过滤驱动程序的加载以及过滤设备对象的创建顺序。 

对于一个具体的设备而言，FDO 代表了它对于操作系统的逻辑接口。功能驱动程序往

往会创建一个代表相应 PDO 的设备接口（通过 I/O 管理器函数 IoRegisterDeviceInterface），

因而应用程序或内核其他部分可以通过此设备接口与该设备打交道。对于一些复杂而又通

用的设备，例如磁盘设备和网络适配器等，功能驱动程序又被进一步分成多个独立的驱动

程序，由它们联合起来管理该 FDO 的 I/O 请求。从这一层意义上，WDM 驱动程序对硬件

的支持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类驱动程序（class driver）和端口驱动程序（port driver），以及小

端口驱动程序（miniport driver）。类驱动程序实现了某一种类型的设备的 I/O 处理。对于已

经标准化的设备类型，比如磁盘、网络适配器等，提供一个类驱动程序可以为不同厂商生

产的设备实现通用的服务。端口驱动程序实现了与某一类型 I/O 端口相关的 I/O 处理，它们

并不遵从驱动程序的接口要求，而只是一些内核模式的辅助例程。小端口驱动程序则实现

了驱动某一特定设备而需要的 I/O 服务。类驱动程序和小端口驱动程序的分工可以看成是针

对一个或一类设备的“通用”和“特殊”的功能部分。类驱动程序实现的是“通用”或“公

共”的 I/O 服务，而小端口驱动程序实现的是针对某一特定设备的“特殊”功能部分。在

7.3.1 节介绍存储栈结构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种驱动程序的例子，这里不再进一步介绍。 

6.5.2  例子驱动程序 toaster 

Windows DDK提供了大量的驱动程序例子，几乎遍及Windows操作系统对设备支持的

方方面面。其中toaster是一个适合于学习WDM驱动程序开发的范例[TOASTER]。这一节介绍

toaster例子的组成部分，以及该例中涉及的一些概念和用法。读者可以编译并安装toaster例

子中的驱动程序，以加强对Windows I/O系统的认识。 

Toaster 并非单个设备驱动程序，相反地，它在 Windows 系统中建立一条虚拟总线，

并提供一个总线驱动程序、一个功能驱动程序、一组过滤驱动程序，以及一些辅助工具。

Toaster 例子的代码和数据位于 Windows DDK 例子程序安装目录的 src\general\toaster 子目

录下。表 6.3 列出了 toaster 中的驱动程序以及它们的代码所在的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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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toaster 例子中的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 
代码目录（相对于

toaster 例子目录） 
说明 

BusEnum.sys bus toaster 总线驱动程序 

toaster.sys 

func\incomplete1 
func\incomplete2 
func\featured1 
func\featured2 

toaster 设备的标准功能驱动程序，例子中包含 4 个

版本的 toaster.sys，演示了在功能驱动程序中逐步

增加功能的过程。featured1 是一个完整的版本，支

持电源管理和 WMI，featured2 进一步支持等待-唤
醒和事件追踪 

clsupper.sys 
clslower.sys 
devupper.sys 
devlower.sys 
bfdupper.sys 
bfdlower.sys 

filter 

这是 6 个过滤驱动程序，分别为类上层过滤驱动程

序、类下层过滤驱动程序、设备上层过滤驱动程序、

设备下层过滤驱动程序、总线 FDO 上层过滤驱动

程序和总线 FDO 下层过滤驱动程序。这些驱动程

序只是一个框架，它们的代码相同。通过注册表中

的信息来指示它们位于设备栈中的位置 

Toastmon.sys toastmon 
此驱动程序演示了如何在内核模式下接收和处理

toaster 总线上的即插即用通知 

在Windows中，设备驱动程序是一个可动态链接的模块（.sys文件，符合PE文件格式

[PE-SPEC]）。然而，为了让驱动程序被加载到系统中并且正确地工作，驱动程序的提供商通

常还需要编写必要的配置信息， 基本的是一个.inf文件，有时候是一些辅助的模块，甚

至专门的安装软件。Toaster例子展示的是一条虚拟总线，它提供了一些工具来模拟在总线

上插入或拔除设备，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信息以便让即插即用管理器能够识别此总线以及

总线上的设备。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中，总线驱动程序的安装可以通过控制面板中的“添加硬件

向导（Add Hardware Wizard）”来完成。在此安装过程中，除了总线驱动程序，.inf 文件

也是必需的。此安装向导除了将.sys和.inf文件拷贝到相应的系统目录中以外，也会根据.inf

文件中的设置，在注册表中加入相应的键或值，以便即插即用管理器能够列举和管理

toaster 总线上的设备。 

由于 toaster 并非物理总线，为了模拟在 toaster 总线上插入（plug）、拔除（unplug）和

弹出（eject）设备的动作，toaster 例子提供了一个模拟工具 enum.exe，以命令行的方式插入、

拔除或弹出一个指定编号的设备。另两个工具 toast.exe 和 notify.exe 分别演示了如何在应用

程序中读写 toaster 总线上的设备，以及如何编写能感知 PnP 的应用程序（PnP-aware 

application）。Notify.exe 向即插即用管理器注册，当 toaster 总线上有设备插入或拔除时它

可以得到通知，因此，如果它所打开的 toaster 设备要被移除，它就会被通知到，从而可以

关闭该设备，以便该设备被从内存中移除。Notify.exe 例子程序演示了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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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插即用管理器检测到 toaster 总线上有新的设备到达（实际上通过“enum.exe –p”命

令来模拟）时，它启动 Windows 标准的“添加硬件向导”来安装该设备。Toaster 例子提供

了此安装过程中所需要的文件和代码，包括.inf 文件、一个类安装器 DLL（class installer DLL）、

一个协安装器 DLL（co-installer DLL），以及一组用于软件先安装（software-first）的介质（例

如 CD）软件包。这里的类安装器 DLL 提供了针对 toaster 设备类的安装信息，这只有在定义

新的设备类时才是必要的。Toaster 的类安装器 DLL 提供了一个自定义的图标和属性对话框，

当 Windows 设备管理器显示 toaster 设备时将会使用此图标和属性对话框。协安装器 DLL 执

行的是针对特定设备实例的安装任务，toaster 的协安装器 DLL 为每个设备提供了一个唯一的

友好名称，因而在 Windows 设备管理器中，各个 toaster 设备有不同的名称。 

有关 Windows 设备和设备驱动程序的安装过程，以及类安装器 DLL 和协安装器 DLL

的完整介绍，请参考 Windows DDK 中关于设备安装的详细文档。关于 toaster 例子，读者可

以参考例子本身随带的文档和 Microsoft 提供的相应文档（toastersamp.doc）。 

6.5.3  驱动程序的代码结构 

这一节我们首先来看一个驱动程序的基本代码结构，然后通过 toaster 例子中的总线

驱动程序、功能驱动程序和过滤驱动程序，来学习这些驱动程序的设计要点。图 6.13 显

示了一个驱动程序应该暴露的各种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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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设备驱动程序的结构 

虽然设备驱动程序中有明确的对象概念，包括驱动程序对象和设备对象等，但是，绝

大多数设备驱动程序是用 C 语言来编写的，包括上一小节介绍的 toaster 例子中的驱动程

序。在图 6.13 中，驱动程序与 I/O 系统之间的接口，即图中所示的各种例程，实际上是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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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程序实现的一组 C 风格的函数。驱动程序本身是一个动态链接库，扩展名为.sys，系统

中已安装的驱动程序位于 Windows 目录的 system32\drivers 子目录下。驱动程序的主入口

函数也被称为初始化例程，这是驱动程序被初始化时首先获得控制权的代码。其他的例程

都是通过此初始化例程来指定的。下面逐一介绍驱动程序暴露的例程。 

• 初始化例程，是驱动程序 DRIVER_OBJECT 对象的 DriverInit 域。在驱动程序中，该

例程通常被命名为 DriverEntry。此例程带两个参数：一个 DRIVER_OBJECT 对象指

针和一个针对该驱动程序的注册表路径。在初始化例程中，驱动程序需要将自己实现

的接口例程填充到第一个参数所指定的 DRIVER_OBJECT 对象中，这样相当于将这

些接口例程告诉了 I/O 系统。 

正如 6.2.1 节中所介绍的那样，系统在加载驱动程序时，无论是通过

IopInitializeBuiltinDriver 函数，还是 IopLoadDriver 函数，都会调用初始化例程。 

• 增加设备例程，是驱动程序 DRIVER_OBJECT 对象的扩展部分 DriverExtension 的

AddDevice 域。当即插即用管理器检测到一个由此驱动程序负责的设备时，即调用此

例程来增加一个设备。通常，该例程调用 IoCreateDevice 创建一个 DEVICE_OBJECT

对象，并将它加入到设备栈中。 

• 一组分发例程，是驱动程序 DRIVER_OBJECT 对象的 MajorFunction 数组域。通过 I/O

管理器发送的 I/O 请求 终由该数组中的函数来处理。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中，

此数组共包含 27 项，其中有 IRP_MJ_READ、IRP_MJ_WRITE，以及前文看到过的

IRP_MJ_PNP 和 IRP_MJ_POWER 等，具体定义请参考 base\ntos\inc\io.h 文件中的

IRP_MJ_<XXX>宏定义。这些数组项与驱动程序能处理的 I/O 请求是对应的，其中有

些 I/O 请求还有子命令，参见 io.h 文件中的 IRP_MN_<XXX>定义。如果设备驱动程

序没有为一个 I/O 请求提供相应的处理例程，那么，I/O 管理器将该 I/O 请求对应的

数组项设置为 IopInvalidDeviceRequest 函数，该函数只是简单地设置 I/O 请求包（IRP）

中的状态，指明这是一个无效操作，然后完成此 I/O 请求。 

• 卸载例程，是驱动程序 DRIVER_OBJECT 对象的 DriverUnload 域。该函数释放当前

驱动程序所用到的系统资源，之后 I/O 管理器将驱动程序移除出内存。通常卸载例程

与初始化例程相对应，也就是说，在初始化例程中申请的资源，应该在卸载例程中释

放。正确的卸载例程可使得驱动程序被动态地卸载而不会造成任何资源泄漏。驱动程

序的卸载是在系统线程（System 进程）中由 IopUnloadDriver 函数来完成，或者在一

个工作项目（WorkItem）中由 IopLoadUnloadDriver 函数来完成的，参见 WRK 中这

两个函数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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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可选的例程。通常驱动程序可能会涉及以下的例程： 

o ReInitialize 例程，这是第二阶段初始化例程。在驱动程序的初始化例程和增加设

备例程被调用，并且其他的驱动程序被加载和初始化以后，ReInitialize 例程将被

调用。通常，一个驱动程序在初始化例程 DriverEntry 中调用 IoRegisterDriver- 

Reinitialization 函数可以登记一个 ReInitialize 例程。 

o StartIo 例程，是驱动程序 DRIVER_OBJECT 对象的 DriverStartIo 域。驱动程序通

过一个 StartIo 例程来发起一次数据传输，通常对于 底层的设备驱动程序有意

义。这使得驱动程序可以并发地处理多个 I/O 请求。 

o 中断服务例程（ISR）。若设备以中断方式通知处理器，则驱动程序必须编写并

注册至少一个中断服务例程。Windows 提供了中断对象机制，允许驱动程序在不

操纵 IDT（中断描述符表）的情况下，将一个例程与特定的中断向量关联起来，

参见 5.2.3 节的介绍。中断服务例程通常只是保存设备的状态，然后插入一个 DPC

对象，以便在相对较低的 IRQL 上完成 I/O 任务。 

o DPC 例程。驱动程序在 DPC 对象的延迟例程中完成 I/O 任务，参见 5.2.4 节的介绍。 

o SynchCritSection 例程，用于同步访问设备硬件资源或驱动程序数据的例程。驱动

程序通过 KeSynchronizeExecution 函数来同步一个 SynchCritSection 例程的执行，

从而可以确保该例程与 ISR 不会并发执行。 

o AdapterControl 例程。DMA 设备往往有一个 AdapterControl 例程，由它负责发起 DMA

操作。驱动程序调用 IoGetDmaAdapter 函数获得一个适配器对象（adapter object），

以后调用适配器对象中的 AllocateAdapterControl 函数来准备 DMA 传输，而

AllocateAdapterControl 会调用参数中指定的 AdapterControl 例程来执行 DMA 操作。 

o IoCompletion 例程，即 I/O 完成例程。驱动程序调用 IoSetCompletionRoutine 函

数可以设置一个 I/O 请求的完成通知，设备栈中的下层驱动程序一旦调用了

IoCompleteRequest 函数，I/O 管理器就会依次调用上层驱动程序设置的完成例

程， 后返回至 I/O 请求的发起者。参考 6.6.4 节介绍的 I/O 完成过程。 

o Cancel 例程，即 I/O 取消例程。与完成例程的情形类似，一个驱动程序可以调用

IoSetCancelRoutine 函数，来设置一个 I/O 请求的取消例程。当驱动程序调用

IoCancelIrp 函数时，取消例程将被调用。与完成例程情形不同的是，取消例程并

不针对设备栈层次中特定的驱动程序，而是针对一个 I/O 请求，所以，一个 I/O

请求只有一个取消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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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定时器例程（IoTimer）。由于硬件操作的不确定性，设备驱动程序有时候需要周

期性地做一些检查工作，比如查看一个 I/O 是否超时、定期刷新驱动程序中的某

些变量（比如计数器），或者为某些内部操作进行计时等。驱动程序通过

IoInitializeTimer/IoStartTimer/IoStopTimer 函数来使用 I/O 定时器。I/O 定时器一旦被

注册，则每秒钟被调用一次。I/O 定时器例程实际上是 DPC 例程，只不过它关联了

一个设备对象，并且 I/O 管理器每秒钟调用它一次。设备对象 DEVICE_OBJECT

结构中的 Timer 成员记录了与之关联的定时器对象。I/O 管理器将所有的 I/O 定时

器组织成一个链表，然后在一个 1 s 的系统定时器（全局的定时器变量 IopTimer）

中依次触发所有已经被启动的 I/O 定时器。读者可以参考 IoInitializeTimer、

IoStartTimer、IoStopTimer 以及 IopTimerDispatch 函数的代码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驱动程序本质上是以上这些接口例程的集合。这些例程分别参

与到与设备相关的 I/O 请求的处理中，有些例程的意图是直接操纵硬件设备，而有些例程

是为了参与到 I/O管理器的管理框架中。下面介绍 toaster例子中主要驱动程序的基本实现，

如表 6.4 所示。 

表 6.4  toaster 例子中主要驱动程序的例程说明 

驱动程序 支持的例程 说明 

初始化例程 
DriverEntry 函数，将所支持的其他例程设置到

DriverObject 中 

一组分发例程 
一组名为 Bus_<Xxx>的函数，包括 Bus_CreateClose、

Bus_PnP、Bus_Power、Bus_IoCtl 和 Bus_SystemControl 

卸载例程 Bus_DriverUnload 函数，清除资源 

BusEnum.sys 
（总线驱动程

序） 

增加设备例程 
Bus_AddDevice 函数，创建设备对象（FDO）并附载到

设备栈中，注册设备接口 

初始化例程 
DriverEntry 函数，将所支持的其他例程设置到

DriverObject 中 

一组分发例程 

包 括 ToasterDispatchPnp 、 ToasterDispatchPower 、

ToasterCreate、ToasterSystemControl、ToasterCleanup、

ToasterDispatchIO 、 ToasterReadWrite 、 

ToasterDispatchIoctl、ToasterClose 

卸载例程 ToasterUnload 函数，清除资源 

toaster.sys 
（功能驱动程

序） 

增加设备例程 
ToasterAddDevice 函数，创建设备对象（FDO）并附载

到设备栈中，注册设备接口，初始化电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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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程序 支持的例程 说明 

初始化例程 
DriverEntry 函数，将所支持的其他例程设置到

DriverObject 中 

一组分发例程 
包括 FilterDispatchPnp、FilterDispatchPower 和 Filter- 

DispatchIo，以及一个默认分发例程 FilterPass 

卸载例程 FilterUnload 函数，不做任何实质性事情 

devupper.sys 等 

（过滤驱动程

序） 

增加设备例程 
FilterAddDevice 函数，创建一个过滤设备对象（FiDO）

并附载到设备栈中 

在总线驱动程序 BusEnum.sys 中，对 IRP_MJ_PNP 命令的处理是在 Bus_PnP 函数中完

成的。总线上插入、拔除和弹出设备的动作是由 IRP_MJ_DEVICE_CONTROL 命令中的三

个子命令来模拟的。在接收到插入一个 toaster 设备的 I/O 请求时，驱动程序创建一个设备

对象（成为该设备的 PDO），并执行初始化，然后调用 IoInvalidateDeviceRelations 函数通

知即插即用管理器此设备插入进来；拔除设备的过程类似，它首先设置设备对象的存在标

志（设备对象 DeviceExtension 的 Present 域，由 BusEnum.sys 驱动程序来定义）为 FALSE，

然后调用 IoInvalidateDeviceRelations 函数，通知即插即用管理器重新检查总线上的设备节

点。弹出设备的处理是通过调用即插即用管理器的 IoRequestDeviceEject 函数来完成的。 

总线驱动程序 BusEnum.sys 负责两种类型的设备对象：一种是总线设备的 FDO，另

一种是该总线上附载的设备的 PDO。设备对象的 DeviceExtension 成员的 IsFDO 域用于区

分这两种情形。在 Bus_PnP 函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设备对象的即插即用命令分别

由 Bus_FDO_PnP 和 Bus_PDO_PnP 函数来处理。对于电源命令 IRP_MJ_POWER 的处理

也类似， Bus_Power 依据不同的设备对象类型，分别调用 Bus_FDO_Power 或

Bus_PDO_Power 函数。关于这两种设备对象的即插即用命令和电源命令的具体实现，请

参考 toaster 例子的 bus\pnp.c 和 bus\power.c 文件中的代码。Toaster 例子的说明文档

（toaster.htm）解释了电源子命令 IRP_MN_QUERY_POWER 和 IRP_MN_SET_POWER 在

几个驱动程序中的传递路径。 

Toaster.sys 是 toaster 设备的功能驱动程序，它演示了即插即用命令的处理、电源命令

的处理（支持 D0、D1 和 D3 设备电源状态）和 WMI 支持，同时它也支持设备的读写操

作，允许应用程序通过 API 函数 DeviceIoControl 来操纵设备。Toaster 例子中的应用程序

toast.exe 可以测试 toaster 设备的读操作和 DeviceIoControl 操作。 

Toaster 例子提供了 6 个过滤驱动程序，这些驱动程序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它们共用

同一份代码，区别仅在于它们的编译配置和.inf 文件。过滤驱动程序把所有的非即插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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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请求直接传递给下层的驱动程序（命令处理函数为 FilterPass）；而对于绝大多数即插

即用命令，它基本上也是忽略不予处理，但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将 I/O 请求传递给下层驱

动程序。过滤驱动程序实现了一把自定义的锁（设备对象的 DeviceExtension->RemoveLock

成员），以保护设备对象在 I/O 请求进行过程中不会被卸载（detach）和删除。 

Toaster 例子中的驱动程序并没有实现实质性的功能，但是，其中对于即插即用命令

和电源命令的实现代码演示了一个驱动程序在通常情形下应如何处理这些命令。结合例子

中给出的一些辅助工具，并观察调试输出信息（即代码中的 DbgPrint 输出），这对于理

解这些驱动程序与 I/O 管理器、即插即用管理器以及电源管理器的交互非常有帮助。建议

读者在调试器或者可观察调试信息的工具（例如 DebugView）中检查 I/O 请求的执行情况。 

6.5.4  toaster 设备的设备栈 

前面 6.3.3 节介绍了即插即用管理器列举设备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设备树

及设备节点。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toaster 例子中的驱动程序如何参与到此过程中。首先，

我们看一下 toaster 设备在设备树中的位置，如图 6.14 所示。 
    
 

根(R O O T)

A C PI_H A L

A C PI

pci

toaster总线

toaster设备 

SerialN o= 1

…… 

……

…… 

toaster设备 

SerialN o= 2

 
图 6.14  包含 toaster 总线和设备的设备树 

Toaster 总线是直接连接在根（ROOT）节点下的设备，当 toaster 总线被安装到系统

中以后，除非显式地删除它，否则每次系统引导时，即插即用管理器都会创建 toaster 总

线设备，并且将总线驱动程序 BusEnum.sys 加载到系统中。正如本章前面所讲，注册表中

记录了 ROOT 下面的设备（位于路径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Root）。因

此，虽然 BusEnum.sys 驱动程序的启动类型为“按需-启动”，但是它在引导时被加载到

系统中。如果我们将 toaster 总线设备从设备树中手动删除或禁止（在 Windows 的设备管

理器中，在 toaster 总线设备上选择“卸载”或“禁用”即可），那么，BusEnum.sys 驱动

程序将不会再在引导时被加载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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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oaster 总线设备的节点上，其设备栈的结构为：PDO 是 PnPManager 驱动程序创建

的设备对象，FDO 则是 BusEnum.sys 驱动程序创建的设备对象，如图 6.15(a)所示。这两个

设备对象是即插即用管理器在列举设备过程中指示 PnPManager和BusEnum.sys驱动程序创

建的。其中 FDO 是由 BusEnum.sys 驱动程序的增加设备例程创建的。该例程除了创建 FDO

并将其附载到设备栈中以外，还调用了 IoRegisterDeviceInterface 函数，创建一个设备接口

（device interface）并注册到 I/O 系统中。 

    
 

BusEnum .sys

驱动程序 

PnPM anager

驱动程序 

(a)  toaster总线的设备栈 (b)  toaster设备的设备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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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设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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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设备对象

(PD O ) 
物理设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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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toaster 总线和设备的设备栈 

设备接口是应用程序与设备之间进行通信的重要途径。每一个设备接口类都有一个

GUID（128 位唯一标识符），toaster 总线的设备接口类的标识符为 GUID_DEVINTERFACE_ 

BUSENUM_TOASTER，而 toaster 设备的标识符为 GUID_DEVINTERFACE_TOASTER。

当设备驱动程序调用 IoRegisterDeviceInterface 函数注册设备接口类和该接口类的一个实

例时，I/O 管理器提供一个符号链接名来表示该设备实例，此符号链接名永久保存在注册

表中。因此，应用程序可以查询设备接口的实例，并获得符号链接名，然后利用此符号链

接名访问相应的设备。Toaster 例子中的 enum.exe 和 toast.exe 程序演示了这一用法。 

图 6.14 显示了在 toaster 总线下面有两个 toaster 设备节点。Toaster 设备节点的设备栈

为：PDO 是 BusEnum.sys 驱动程序创建的设备对象，FDO 则是 toaster.sys 驱动程序创建

的设备对象，如图 6.15(b)所示。正如上一小节所述，当模拟程序 enum.exe 指示 toaster 总

线插入一个 toaster 设备时， toaster 总线驱动程序创建一个 PDO 对象，然后利用

IoInvalidateDeviceRelations 函数，通知即插即用管理器新设备的到来。即插即用管理器为

toaster 加载驱动程序（若有必要），并调用它的增加设备例程，为新设备创建 FDO。在

toaster.sys 驱动程序的增加设备例程（即 ToasterAddDevice 函数）中，它创建设备对象并

执行初始化，然后调用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 函数，将设备对象加入到设备栈中。

后调用 IoRegisterDeviceInterface 函数为该 toaster 设备注册 toaster 设备类和设备类实例。

因此，toast.exe 可以查询 toaster 设备类的实例，并通过 I/O 管理器向它们发送 I/O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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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过滤驱动程序的配置和加载 

在一个即插即用设备的设备栈中，PDO 和 FDO 是必需的，它们是确保该设备正常工

作的基础。然而，正如图 6.12 所示，在设备栈中还可以有多个可选的过滤设备对象，这

些过滤设备对象位于 FDO 的上面或者下面，它们由相应的过滤驱动程序创建。Windows 

I/O 系统支持三种过滤驱动程序：总线过滤驱动程序、上层过滤驱动程序和下层过滤驱动

程序。总线过滤驱动程序针对总线上所有的设备；而上下层过滤驱动程序分别针对特定的

设备类或特定的设备实例，所以，它们又分为类过滤驱动程序和设备过滤驱动程序。这一

小节我们将通过例子来说明不同类型过滤设备对象的创建过程。 

总线过滤驱动程序是一种针对一条总线上所有设备的过滤驱动程序，它所创建的设备

对象位于这些设备的设备栈的 PDO之上，但位于 FDO和其他过滤驱动程序之下。Windows

和 DDK 的文档并没有描述如何创建和配置总线过滤驱动程序。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ACPI 驱动程序除了是一个总线驱动程序以外，也是一个总线过滤驱动程序。图 6.16 显示

了一棵系统设备树的一部分，图中的粗体部分代表了总线过滤驱动程序创建的设备对象。

PCI 总线上的设备，凡是支持 ACPI 的，都通过 ACPI 过滤驱动程序来执行设备电源策略

和处理电源 I/O 请求。那么这些 ACPI 设备对象是如何创建、由谁创建的呢？它们是由 PCI

总线的 PDO，即 ACPI 总线驱动程序创建的设备对象，在处理 IRP_MJ_PNP 命令（IRP_MN_ 

QUERY_DEVICE_RELATIONS 子命令）时创建并附载到 PCI 设备的设备栈中的。 

    
 

pci

isapnp intelide

……

…… ……

……

设备栈
PCI驱动程序创建的 FD O

A C PI总线驱动程序创建的 PD O

intelide 驱动程序创建的 FD O  
A C PI总线过滤设备对象

PCI总线驱动程序创建的 P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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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PI总线过滤设备对象

PCI总线驱动程序创建的 PD O

设备栈

设备栈

ACPI

 
图 6.16  ACPI 总线过滤驱动程序示意图 

总线过滤驱动程序改变或增强的是总线驱动程序的行为（即设备的 PDO 的功能），

它们总是位于设备的 PDO 之上，而且，多个总线过滤设备对象可以附载到同一个 PDO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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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 toaster 例子中的 6 个过滤驱动程序（其代码位于 toaster\filter 目录下）编译出

来，则可以得到名称不同的过滤驱动程序。若在安装 toaster 总线和 toaster 设备的驱动程

序（通过“添加硬件向导”）时，指定该例子中提供的 busf.inf 和 toasterf.inf 文件，则这

些过滤驱动程序也会被安装到系统中。具体的安装步骤参见 toaster 例子的 toaster.htm 文

件。安装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得到图 6.17 所示的设备栈，由此可以看到这 6 个过滤驱动

程序在设备栈中的位置。注意，toaster 例子并没有包含总线过滤驱动程序。在这 6 个过滤

驱动程序中，BFdoUpr.sys 和 devupper.sys 是上层设备过滤驱动程序，clsupper.sys 是上层

类过滤驱动程序；BFdoLwr.sys 和 devlower.sys 是下层设备过滤驱动程序，clslower.sys 是

下层类过滤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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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安装了过滤驱动程序后的 toaster 总线和设备的设备栈 

在 toaster 例子中，toaster 设备的设备栈中包含了上下层的类和设备过滤设备对象，如

图 6.17(b)所示。当即插即用管理器为一个 toaster 设备加载驱动程序时，它根据注册表中

的信息来确定这些过滤驱动程序，并且调用驱动程序的增加设备例程，以便创建过滤设备

对象并将其附载到设备栈中。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中，这一过程是在即插即用管理器

的 PipCallDriverAddDevice 函数中完成的。 

WRK 没有提供 PipCallDriverAddDevice 函数的代码，该函数的职责是，检查一个设

备节点的驱动程序是否已经加载，若有必要，则加载它所依赖的驱动程序。在

PipCallDriverAddDevice 函数被调用以前，设备节点中的 PDO（以及总线过滤设备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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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的话）已经创建完成，但是 FDO 尚未创建。PipCallDriverAddDevice 函数根据注册表

中的信息，构造一个驱动程序列表，包括上下层过滤驱动程序，然后按照顺序逐个调用驱

动程序的增加设备例程。在驱动程序的增加设备例程中，标准的做法是，首先调用

IoCreateDevice 函数创建一个设备对象，然后通过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 函数，将

新建的设备对象加入到设备节点中。由于 IoAttachDeviceToDeviceStack 函数总是将设备对

象插入到设备栈的顶部，所以，PipCallDriverAddDevice 函数必须按照由下往上的顺序来

调用增加设备例程。PipCallDriverAddDevice 构造的驱动程序列表的顺序如下所示： 

• 首先是设备列举键的 LowerFilters 值中指定的下层过滤驱动程序。设备的列举键位于

注册表的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 下面该设备所对应的子键，例如，序

列号为 1 的 toaster 设备的列举子键为{B85B7C50-6A01-11d2-B841-00C04FAD5171} 

\MsToaster\1&2d12bed1&1&01，这是该设备节点的实例路径（InstancePath），其结

构如 6.3.3 节所介绍。在这个例子中，此子键中的 LowerFilters 值为“devlower”，所

以，devlower.sys 驱动程序首先被找到。 

• 接下来是该设备的类键的 LowerFilters 值中指定的下层过滤驱动程序。设备的类键位

于注册表的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 下面，例如，toaster 设备的

类 GUID 为{B85B7C50-6A01-11D2-B841-00C04FAD5171}，所以，Class 键下面该

GUID 键为 toaster 设备的类键。在这个例子中，LowerFilters 值为“clslower”，所以，

clslower.sys 驱动程序也被加入到列表中。 

• 然后是在设备的 Service 键中指定的功能驱动程序。设备的 Service 键位于注册表的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下面。例如，toaster设备的Service键为 toaster

子键。于是，功能驱动程序 toaster.sys 也被加入到列表中。 

• 再接下来是设备列举键的 UpperFilters 值中指定的上层过滤驱动程序。类似地，在

{B85B7C50-6A01-11d2-B841-00C04FAD5171}\MsToaster\1&2d12bed1&1&01 子 键

中，UpperFilters 值为“devupper”，所以，devupper.sys 被加入到列表中。 

• 后是设备类键的 UpperFilters 值中指定的上层过滤驱动程序。类似地，在 toaster 设备

类 GUID 键的 UpperFilters 值为“clsupper”，所以，clsupper.sys 被加入到列表中。 

经过以上搜索过程，PipCallDriverAddDevice 函数获得了设备节点的所有驱动程序，

从而可以构造出该设备的设备栈。图 6.17(b)正是以上完整搜索步骤的一个例子。而图

6.17(a)中的 BFdoLwr.sys 和 BFdoUpr.sys 驱动程序则是在 toaster 总线设备的列举键中的

LowerFilters 和 UpperFilters 值中指定的，该列举键位于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 

\Enum\Root\System\<nnnn>，这里 nnnn 是一个 4 位数字编号，从 0000 开始，toaster 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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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编号取决于安装其总线驱动程序时已有系统设备（System Device）的编号情况。 

以上描述了过滤驱动程序的搜索顺序，由于上面提到的 UpperFilters 和 LowerFilters

注册表值是多字符串类型（REG_MULTI_SZ），因此每个值都可以指定多个过滤驱动程

序。从设计角度，这些值中指定的过滤驱动程序不应该依赖于它们在这些值中的顺序。譬

如，一个下层类过滤驱动程序不应该要求它必须出现在 LowerFilters 值的某个特定位置上，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即它创建的设备对象一定位于 FDO 和上层过滤驱动程序的

下面。这些确定的和不确定的顺序关系会影响到 I/O 请求在设备栈中的处理顺序。 

即插即用管理器从 LowerFilters 和 UpperFilters 注册表值中获得的仅仅是过滤驱动程

序的服务名，而过滤驱动程序真正的信息位于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下面。所有这些驱动程序，包括功能驱动程序和过滤驱动程序，如果尚未被加载到系统中，

则通过 IopLoadDriver 函数被加载进来。 

那么，有关过滤驱动程序的注册表信息如何建立起来呢？这是由过滤驱动程序的相应

安装程序来完成，或者随功能驱动程序一起安装的。在安装设备（譬如通过系统的“添加

硬件向导”）或软件时，通常有一个.inf 文件描述了驱动程序的相关信息，包括设备的类

GUID、厂商信息、注册表路径，以及每个驱动程序单独的注册信息等。在 toaster 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多个这样的.inf 文件，包括本节前文提到的 busf.inf 和 toasterf.inf，通过这两

个文件中描述的信息可以建立起图 6.17 中所示的包括过滤设备对象的设备栈。 

关于toaster例子的安装过程以及.inf文件的内容，请参考 6.5.2 节的介绍以及该例子随

带的一些说明文件，也可以从Internet上查看Windows DDK中关于toaster例子的联机文档

[TOASTER][TOASTER-DOC]。 

6.5.6  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 

除了与设备关联的即插即用驱动程序，Windows 还支持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和文件系

统驱动程序。这一节我们讨论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这种驱动程序也称为内核扩展驱动程

序，在 Windows 驱动程序模型（WDM）出现以前的驱动程序均属于这一类，它们在

Windows 2000/XP/Server 2003 及后续版本中仍然可以使用。但由于这一类驱动程序不支持

WDM，所以，即插即用管理器和电源管理器无法管理它们，以及它们所创建的设备对象。

在有些情况下，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仍然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例如，本书前几章介绍的所

有工具（以及后面 6.7 节将要介绍的 IRPMon 工具）都使用了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 

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 主要的意义在于，让用户程序与内核之间多了一种通信方式，

并且用户程序可以指示驱动程序做一些只有在内核中才能完成的任务，例如，访问系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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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空间中的数据，提供一种新的跨进程通信机制，或者访问内核提供的功能。当然，非即

插即用驱动程序也可以驱动设备，直接与硬件打交道。不具备即插即用能力的硬件设备仍

然可以通过这种驱动程序来工作。 

这一类驱动程序的一种典型用法是，当软件需要内核中的功能时，应用程序通过服务

控制管理器（SCM）来安装和加载驱动程序，然后通过 I/O 管理器与驱动程序进行通信；

当应用程序退出时，如不再需要该驱动程序则通过 SCM 动态地卸载。下面我们通过

Windows DDK 中提供的一个例子程序 IOCTL 来说明这一过程。 

IOCTL 例子包括两个程序：ioctlapp.exe 和 sioctl.sys。其中 ioctlapp.exe 是一个命令

行应用程序，该程序在启动时安装和加载驱动程序，并通过 DeviceIoControl API 函数向

驱动程序发送 4 个不同类型的 I/O 请求，分别为 METHOD_IN_DIRECT、METHOD_ 

OUT_DIRECT、METHOD_NEITHER 和 METHOD_BUFFERED，关于这些 I/O 请求类

型，参见 6.6.3 节的说明。Ioctlapp 程序在发送了这 4 个请求以后，卸载驱动程序并退出。 

Sioctl.sys 是一个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它提供了初始化例程、卸载例程，以及 3 个

分发例程，分别处理 IRP_MJ_CREATE、IRP_MJ_CLOSE 和 IRP_MJ_DEVICE_CONTROL

命令。它的初始化例程除了注册其他的例程以外，也调用 IoCreateDevice 函数创建一个设

备对象，该设备对象的名称为“\Device\SIOCTL”，而且它还调用 IoCreateSymbolicLink

函数来创建一个 DOS 设备名称“\DosDevices\IoctlTest”。因此，ioctlapp 程序可以通过

CreateFile 函数来打开一个指向此设备对象的文件对象，从而请求该设备对象的服务，相

当于调用到该驱动程序的例程中。 

现在我们来看 ioctlapp 程序如何操纵 sioctl.sys 驱动程序。为了使用 SCM 的功能，

ioctlapp 首先调用 API 函数 OpenSCManager，以便连接到 SCM，并打开系统服务数据库。

然后通过 SCM 中的以下服务来操纵 sioctl.sys： 

• CreateService，创建一个 Windows 服务，将它安装到 SCM 数据库中。CreateService 会

在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 下面创建一个子键，子键的名称等同于新

建服务的名称，由参数来指定。CreateService 的参数较多，因为它必须指定新建服务的

服务类型、启动类型、驱动程序路径等各种信息。这些信息都将保存在 SCM 数据库中。 

• OpenService，打开一个已安装的服务。在参数中指定服务名称和访问方式。 

• StartService，启动一个已通过 CreateService 或 OpenService 打开的服务。 

• ControlService，指示一个服务暂停（pause）、继续（continue）、停止（stop）或者

向 SCM 报告其状态。 

Windows 内核原理与实现 



144 第 6 章  Windows I/O 系统 

• DeleteService，将指定的服务从 SCM 数据库中删除。 

应用程序通过句柄（其类型为 SC_HANDLE）来管理所用到的服务，以及它与 SCM

之间的连接。当应用程序完成了 SCM 连接或者一个服务时，它调用 CloseServiceHandle

来结束相应的句柄。关于以上这些 SCM API 函数的用法，请参考 ioctlapp 应用程序的代

码或者 Windows SDK 中的相关文档。 

从 sioctl.sys 驱动程序的角度来看，当 SCM 的 StartService 服务被调用时，该驱动程

序被加载到系统中。驱动程序的加载过程是通过 NtLoadDriver 函数，进而由 IopLoadDriver

函数来完成的。驱动程序的初始化例程（即 DriverEntry 函数）是在 IopLoadDriver 函数中

被调用的，参见 6.2.1 节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驱动程序的卸载例程（SioctlUnloadDriver）

是在 IopLoadUnloadDriver函数中被调用的，这发生在 ioctlapp应用程序调用ControlService

来停止服务之时。 

通过这种方式创建的设备对象并没有参与到系统的设备树和设备节点中。然而，如果

在系统引导时由即插即用管理器来加载一个非即插即用的驱动程序，那么，该驱动程序也

会参与到设备树中。如果一个非即插即用的驱动程序被安装到系统中，并且它的启动类型

设置为“引导-启动”或“系统-启动”，那么，在系统引导时，即插即用管理器会按照即

插即用驱动程序来加载此驱动程序，并且为它建立一个设备节点插入到设备树中。这些设

备节点直接附载在根节点的下面，其 PDO 为驱动程序“\Driver\PnpManager”创建的设备

对象。由于被加载的驱动程序通常并未提供增加设备例程，因此这些设备节点中只有总线

驱动程序创建的 PDO，而并不存在 FDO。在这种情况下，即插即用管理器加载并初始化

驱动程序，但驱动程序并不会参与到设备节点中。这些驱动程序可以创建一个命名的设备

对象，从而使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名称来指定 I/O 请求的目标。 

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也可以通过“添加硬件向导”来安装，在这种情况下.inf 文件是

必需的。即插即用管理器会创建一个设备节点，并创建 PDO，其加载过程类似于引导时

加载非即插即用驱动程序的情形，这里不再赘述。 

后简单小结一下以上关于Windows设备驱动程序的讨论。本质上讲，Windows的设

备驱动程序是一个动态链接库，它的入口点是初始化例程，I/O系统所要求的其他例程都

是在初始化例程中指定的。在本节中，我们通过toaster例子讨论了硬件设备的设备栈是如

何构建起来的，以及过滤驱动程序如何参与其中。然而，本节并没有介绍驱动程序应该如

何响应各种I/O请求。关于如何编写驱动程序的例程来响应I/O请求，请读者参考Windows 

DDK的文档说明，或者Walter Oney的著作[WALTER]。另外，Windows DDK提供的丰富的例

子展示了各种类型的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应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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