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引言： 

调用一个 dll，分为静态调用和动态调用。静态调用的话，需要编译 dll 时产生的一个 lib 文

件，而动态调用的话，需要使用 LoadLibrary 加载 dll，然后用 GetProcAddress 去依次获取每

个需要使用的函数地址。而某些第三方的库，因为某些原因，只给了你 dll，而没给你对于

的 lib（比如 OD2.0 刚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编写插件的 lib），于是就有了本文了，本文会描

述整个构造的过程。 

 

2.基础： 

构造一个 lib，首先要明白 lib 的分类，lib 我的了解有两种，一种是静态库（所有的代码都

包含在其中，编译器链接的时候会链接到可执行程序中，运行时不依赖 dll），一种是导入库

（只含有 dll 导出函数的一些信息，链接的时候，用于写 EXE 的导入表的，而不包含可执行

代码，执行时，需要 dll 的支持，否则会弹出初始化失败）。我的描述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具体可以去百度之。 

 

Lib 的生成，主要还是依靠编译的工具，一个是 dumpbin.exe,另一个是 lib.exe。利用这两

个工具即可从 dll 导出其对应的 lib。我要做的是，修补一下生成的 lib 文件，因为有些特殊的情

况，没办法直接生成 lib，等下会描述这种情况。关于那两个工具使用，可以参考 

http://www.cnblogs.com/dongzhiquan/archive/2009/08/04/1994764.html 

描述的很详细了，我就不多说了。 

 

对于 dll 中函数的导出，有很多的修饰符。比如  

#ifdef TEST111_EXPORTS 

#define TEST111_API __declspec(dllexport) 

#else 

#define TEST111_API __declspec(dllimport) 

#endif 

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111(void); 

 

__declspec(dllexport) 表示导出一个函数（编译 dll 时使用），而__declspec(dllimport)表示调

入一个函数（调用 dll 是使用）。 

 extern "C" 表示以 C 语言的方式导出或者导入函数，以我的理解就是函数导出的时候，名

字是不一样的。待会会具体分析，当时编译器对他们的处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原因我

就不说了，因为我也没看明白，想详细了解的，可以去百度，谷歌找找。 

 

__stdcall 自然是约定调用方式了，主要决定了参数传递的方式，还有谁负责平衡堆栈，这

个也不详细描述了。 

 

有了上面描述的情况。我们就操起编译器，详细去看看吧。 

代码如下： 

TEST111_API int __cdecl fntest1(int a,int b); 

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__cdecl fntest2(int a,int b);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3(int a,int b); 

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4(int a,int b); 

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5(int a,int b); 

http://www.cnblogs.com/dongzhiquan/archive/2009/08/04/1994764.html


extern TEST111_API int Var1; 

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Var2; 

 

def 文件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5 

    

函数都是将 a，b 相加，然后返回的。这里关键是看修饰符对函数名称产生的影响。 

 

编译后： 

 

Ps:函数被编译器优化了，因为代码是相同的，所以同种调用方式产生的函数，指向了一个

地址了，但是这里不影响我们的实验 

 

Debug 版本就对了 

 

 

可以看出，编译器会根据不同的修饰符，去定义导出函数和变量的名字，而这都是由编译去

约定的。所以不同编译器之间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 dll 生成时，如果是提供不同

语言调用，都会要求使用 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4(int a,int b)这种形式导

出。系统 dll 导出的函数，都是以这种方式导出的。 

 

 

 



 

经过上面的描述，或许你已经了解了一个基础了。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了。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4(int a,int b)这种形式导出的函数名字好像是 

 

 

 

其中@8 表示参数的长度，我们函数的参数有 int a,int b，即 sizeof(int)*2 = 8（X86 平台）。

仔细看下， fntest5，与 fntest4 修饰符一样，但是导出的文件名称不一样，这个就是 def 文

件的作用了。 

 

当然，正常情况下，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一般 dll 提供者，都会给提供 lib。而不给你提

供 lib 的，也会给你提供一个 def 文件（比如 sqlite），你可以用上面的方法生成一个 lib 文件。

再极端点,没给你 def 文件，但是头文件总会给你吧，有了头文件，我们一样可以去构造 def

文件，只是工作量与导出函数和约定调用方式有关。最后一种情况是，只有 dll 的，这种情

况，还是能通过 dumpbin.exe 和 lib.exe 去生成，显然，这个的话，就更复杂了。 

 

3.实际操作 

基本流程就是 dumpbin.exe 生成 dll 的一些关键信息，如果有.h 文件的话，按照需要修改

一下，生成 def 文件，然后使用 lib.exe 生成 lib 文件，按照需要去修改 lib 文件里面的一些字

段。 

下面就按照修饰符的不一样，讲下如果构造了（下面只考虑没有 lib，没有 def，只有.h 文件

和 dll 的情况）。 

 

Ps：当然没有.h 文件也可以，逆向一下，自己写一个 

  

首先看一下 dumpbin.exe 能给我们产生什么有用的信息。 

 

Dump of file test111.dll 

 

File Type: DLL 

 

  Sect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exports for test111.dll 

 

    00000000 characteristics 

    4E7D913F time date stamp Sat Sep 24 16:13:51 2011 

        0.00 version 

           1 ordinal base 

           7 number of functions 

           7 number of names 

 

    ordinal hint RVA      name 

 

          1    0 0000334C ?Var1@@3HA 

          2    1 00001010 ?fntest1@@YAHHH@Z 



          3    2 00001020 ?fntest3@@YGHHH@Z 

          4    3 00003350 Var2 

          6    4 00001020 _fntest4@8 

          5    5 00001010 fntest2 

          7    6 00001020 fntest5 

 

  Summary 

 

        1000 .data 

        1000 .rdata 

        1000 .reloc 

        1000 .rsrc 

        1000 .text 

 

对于这里来说，有用的就是序号，和名字。 

     ordinal hint RVA      name 

 

          1    0 0000334C ?Var1@@3HA 

          2    1 00001010 ?fntest1@@YAHHH@Z 

          3    2 00001020 ?fntest3@@YGHHH@Z 

          4    3 00003350 Var2 

          6    4 00001020 _fntest4@8 

          5    5 00001010 fntest2 

          7    6 00001020 fntest5 

 

下面就来实际的构造下函数的 lib： 

 

如果使用__cdecl修饰，而且不加 extern "C"导出的话，比如TEST111_API int __cdecl fntest1(int 

a,int b);函数名字会是下面图的样子。 

 

一般，如果使用这个方式导出的话，比较容易构造了，因为__cdecl 是由调用者去平衡堆栈

的，也就是说，在编译器链接产生函数名字的时候，是不需要关心有几个参数的。所以生成

的 def 文件，只要写成下面即可（具体 def 文件的格式就去百度吧）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1@@YAHHH@Z  @2 

 

@2 是 dumpbin.exe 提取出来的信息，表示序号是 2。然后使用 lib.exe 试试。 

lib /def:test111-fn1.def /name:test111.lib /MACHINE:X86 

然后就产生了一个 test111-fn1.lib,重命名为 test111.lib 和 test111.dll 一起拷贝到测试工程下，

看看结果。 

 

测试代码 

#include "test111.h" 



#pragma comment(lib,"test111.lib")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int a,b,c; 

 

 a = 1; 

 b = 2; 

 c = 0; 

 c = fntest1(a,b); 

 printf("%d\r\n",c); 

 return 0; 

} 

 

编译运行 

 

 

导入表: 

 

结果正常，说明，我们构造的 lib，能直接使用了,但是有个问题，函数是按照序号导入的，

这点很不爽。 

修改一下 def 文件，去掉@2，然后生成一个 lib，按照刚才的步骤，编译，链接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1@@YAHHH@Z 

 



 

 

这次可以看出来，按照名字导入了，其实序号，也就是导出的时候有用，这里生成 lib 的时

候，加上了序号，生成的 lib 会按照序号方式导入函数，反而会不好。影响这个结果的其实

是 lib 中的一个字段，待会我会详细的讲那个字段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使用__cdecl 修饰，而且加 extern "C"导出的话，比如 TEST111_API int __cdecl fntest1(int 

a,int b)。函数名字会是下面是样子的 

  

 

按照上面的步骤写 def 文件如下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1@@YAHHH@Z 

fntest2 

 

结果如下（步骤和上面一样）： 

 

看导入表如下图，也能正常识别，lib 构造是正常的。 

 

 

 

总结下，对于__cdecl 修饰符的函数，不管使用或者不使用 C 语言的导出方式，都可以直接

使用 dumpbin 生成的信息，直接用 lib.exe 生成导入的 lib，比较的简单。 



接下来，自然__stdcall 修饰的函数了 

比如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3(int a,int b);这个函数，导出以后，生成的名字是 

 

看上去，个 fntest1 导出的名字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如果不以 C 语言的方式导出的话，这

两个链接是产生的信息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堆栈的平衡方式）。 

修改 def 文件如下，并且测试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1@@YAHHH@Z 

     fntest2 

     ?fntest3@@YGHHH@Z 

生成的程序运行结果 

 

导入表 

 

Ps：这里我换 debug 版本的测试了，写到一半的地方发现代码被优化了，前面的就不改了 

 

如果是 extern "C" TEST111_API int __stdcall fntest4(int a,int b);（extern "C" + __stdcall）的，

直接拷贝 dumpbin 产生的函数名，到 def 文件中，如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1@@YAHHH@Z 

     fntest2 

     ?fntest3@@YGHHH@Z 

     _fntest4@8 

和上面步骤一样，生成 lib，拷贝到测试目录，编译的时候，弹出如下错误 

 

 

既然提示函数找不到，那估计是名字出现问题的，我们改下刚才的 def 文件，如下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1@@YAHHH@Z 

     fntest2 

     ?fntest3@@YGHHH@Z 

     fntest4@8 

和上面步骤一样，生成 lib，拷贝到测试目录，编译正常通过，运行的时候，弹出错误 

 

这个错误，看起来是找不到 dll 中的到处函数，导致的。 

查看下 exe 程序的导入表，和 dll 的导出表 

 

 

 



 

 

可以看出来，编译器生成的函数名字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了，用__stdcall 方式导出的函数，

用 lib.exe 构造的 lib，并不能正常的使用的。造成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生成 lib 文件的工

具(lib.exe)生成的 lib 名字，对于使用 lib 的工具(link.exe)出现了点差异。 

 

 

对于 fntest5 的话，情况和 fntest4 差不多，因为 fntest5 也是用__stdcall 进行修饰的，而且还

是用 def(编译 test111.dll 时使用的 def)文件，强制指定导出函数的名字没有修饰符。 

 

 

对于导出的变量，也没特别的，只要直接在 def 中，描述如下（Var2 DATA），就能直接使用

了。  

 

总结下，其实编译器在链接 lib 的时候，会根据头文件中的函数声明，去 lib 文件中找这个

函数的具体导入信息，而找这个函数的时候，会根据函数的修饰符做响应的调整，就像上面

解释的一样。这个根据修饰符产生的名字，也会写入到 exe 的导入表中。对于使用__cdecl

修饰的，经过上面的实验，是没问题的。而对于 extern "C"+__stdcall 方式的，因为修饰符的

原因，会出现，要么链接时找不到函数，或者能链接过，但是经过修饰后的函数名字和导出

的函数名字不一样了，也没办法使用。如 fntest5 的话，这个问题就更明显，因为编译时候

使用 def 文件强制指定名字的，而编译器会根据修饰符对函数名字进行改变，所以肯定没办

法链接。OD2.0 导出的函数，部分是以 extern "C"+__stdcall 导出的，而且使用了类似 def

文件的方式（OD 不是 VC 写的，其他平台的机制，我不大懂，就不乱说了），强制指定了

名字，而且因为平台的不一样，命名方式也有所差异。所以没办法直接使用 lib.exe 生成的

lib 了。 

 

仔细观察了，编译 dll 时，编译器给我们生成的天然的（非手工生成的 lib） 



 

 

发现，其实 lib 文件中的 fntest4 和 fntest5 的名字是相同的，但是链接之后导入表中的名字却

不同。这就说明，lib 中有一些字段，是描述怎么使用这个导入函数的名字的。 

 

仔细查看的微软的 pecoff_v81 那份文档，其中对 lib 进行详细的描述如下，大概包含这么几

个结构： 

 Archive member header 

 File header 

 Section headers 

 Data that corresponds to each of the section headers 

 COFF symbol table 

 Strings 

In contrast, a short import library is written as follows: 

 Archive member header  

 Import header 

 Null-terminated import name string 

 Null-terminated DLL name string 

 

 

我们需要关注只是 Import header，其他的由 lib.exe 负责帮我们生成 

 

Import header 描述如下： 



 

 

 

红框标注的，就是关键的地方了，第一个是标志头，用来找到一个 lib 中的 Import header（一

层层解析过于复杂，而且这里也没必要），这个标志是(0X0000FFFF 

 

而且这个标志在 lib 中，我看了下，是唯一的，一定能找到 Import header。 

 

第二个框标注的，就是描述导出的类型和导出名字的类型的，这个就是导致 fntest4 和 fntest5

在链接时，无法正常使用的原因了。 

 

在编译 16 的地方的一个 WORD 用来表示序号。 

 

在偏移 18 的地方一个 WORD 的前 2 bit 表示导出的类型，看文档描述 



 

 

0 表示是一段可执行代码（其实也就是导出一个函数） 

1 表示导出的是一个变量，一个数据 

2 表示导出一个常量 

 

接下来的 3bit 表示了导出名字的类型 

 

0 表示按照序号导出的 

1 表示导入符号的名称与公用符号名称相同 

2 表示跳过函数名字签名的？符号和@符号，但是_符号是可选的 

3 和 2 基本相同，只是会在第一个@符号的地方进行截断 

 

PS:下面这个看雪上找的一份翻译版本的，不过我还觉得是英文的描述清晰。 

 



 

对应到，我们刚才编译的 dll 时生成的 lib 看看 

 

 

 

图中标记的①，字段都很明显了，上面的是标志，左下的的是序号，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右下

的那个 00 09  根据微软的定义，只有前面的 5 个 bit 有作用，其余为保留字段。转换为 2

进 制 看 ， 1001 （ 09 d ）， 那 么 Type 是 IMPORT_DATA （ 1 ）， Name Type 是

IMPORT_NAME_NOPREFIX（2）。 

②1000（08 h）Type : IMPORT_CODE(0) , Name Type : IMPORT_NAME_NOPREFIX（2） 

③0100（04 h）Type : IMPORT_CODE(0) , Name Type : IMPORT_NAME（1） 

④1100（0C h）Type : IMPORT_CODE(0) , Name Type : IMPORT_NAME_UNDECORATE（3） 

 

上面应该讲的还是比较详细了。 

 

下面还是接着讲怎么修补利用编译工具生存的 lib 文件，最终修改用于生成 lib 的 def 文件如

下： 

LIBRARY "test111" 

EXPORTS; 

     ?fntest1@@YAHHH@Z 

     fntest2 

     ?fntest3@@YGHHH@Z 

     fntest4@8 

     fntest5@8 

     ?Var1@@3HA 

     Var2 DATA 

 

Ps：fntest5 因为是__stdcall 所以需要根据头文件，找到函数的参数个数，然后写@后面的数

字 



  

按照上面的步骤，生成 lib，需要修复的就是 fntest4 和 fntest5，UE 打开这个 lib 

 

PS：图中，是修改好的了 

修改标注的地方，fntest4 需要修改为 04（具体含义参照上面），fntest5 修改为 0C。这样就

能正常的链接，运行也正常了。 

 

 

 

 

 

讲了这么多了，估计文章写的有点乱，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东西，将就看吧。我估计，我还会

写下一篇，讲怎么给 od2.0 版本生成编写插件的 lib 的。那个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只是导

出的函数太多了，纯手工的话，确实很悲剧，好了，这都是后话了，下篇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