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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NET 文件格式标准是公开的，你可以在微软网站和你的.NET SDK 文件(查看“Partition II 

Metadata.doc”)中找到，但是这些资料更像是一个参考，而不是真正的指南。实际上对.NET 文件格

式的描述是非常有用的。我认为，在拥有 WinNT.h 文件和拥有 WinNT.h 文件结构和成员的完整解释

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微软给出了 WinNT.h 文件的一些解释，但是许多信息描述的并不清楚。当然，

学习本文需要你对 PE 文件格式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如果你对 PE 文件的格式还不是很了解，你应该

首先学习 PE 文件格式知识，否则，你将不能充分理解本文。注意一点：我不打算去解释如何使用微

软提供的函数库去获取.NET 文件格式，我将解释的是格式本身。 

本文基于.NET 2.0 框架。 

开始 

现在唯一存在的查看和编辑.NET 文件格式的工具是我的 CFF 浏览器。请原谅我为宣传此工具

发送的广告邮件，但是你需要这个工具去挖掘.NET 文件格式的内部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开发

了此工具。你最终所需要的参考文档是我上面提到过的，并且你能够在你的 SDK 框架中的"Include"

文件夹下找到。(例如，"C:\...\Microsoft.NET\SDK\v2.0\include")。 

.NET PE 文件 

在开始学习元数据和相关其他成员之前，有必要对.NET PE 文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它们在默

认情况下包括三个部分：.text，.reloc，.rsrc。.text 区块包括输入表，输入地址表，和.NET 区块。.reloc



仅是对入口点指令跳转地址的重新部署 (这是 IAT 中包含的唯一地址) 。IT counts 只是一个输入模

块(mscoree.dll)和一个输入函数(_CorExeMain 用于执行，_CorDllMain 用于动态链接库文件)。.rsrc 区

块包含的是当.NET 区块拥有所有其他资源后用于可执行的主要图标。程序在运行时是会监视这些区

块标识符的，当你改变它们时，程序集将不会开始运行。 

.NET 目录 

PE 中以前的 COM 目录现在成了.NET 目录(我是这么称呼它)。这个区块从 COR20 结构开始，

也叫做 CLI 头： 
------------------------------------------------------------------------------------------------------- 
// COM+ 2.0 header structure. 
 
typedef struct IMAGE_COR20_HEADER 
{ 
    // Header versioning 
 
   DWORD                   cb;               
   WORD                    MajorRuntimeVersion; 
   WORD                    MinorRuntimeVersion; 
    // Symbol table and startup information 
 
   IMAGE_DATA_DIRECTORY    MetaData;         
   DWORD                   Flags;            
    // DDBLD - Added next section to replace following lin 
 
    // DDBLD - Still verifying, since not in NT SDK 
 
    // DWORD                   EntryPointToken; 
 
    // If COMIMAGE_FLAGS_NATIVE_ENTRYPOINT is not set,  
 
    // EntryPointToken represents a managed entrypoint. 
 
    // If COMIMAGE_FLAGS_NATIVE_ENTRYPOINT is set,  
 
    // EntryPointRVA represents an RVA to a native entrypoint. 
 
   union { 
      DWORD               EntryPointToken; 
      DWORD               EntryPointRVA; 
   }; 
    // DDBLD - End of Added Area 
 



     
    // Binding information 
 
   IMAGE_DATA_DIRECTORY    Resources; 
   IMAGE_DATA_DIRECTORY    StrongNameSignature; 
 
    // Regular fixup and binding information 
 
   IMAGE_DATA_DIRECTORY    CodeManagerTable; 
   IMAGE_DATA_DIRECTORY    VTableFixups; 
   IMAGE_DATA_DIRECTORY    ExportAddressTableJumps; 
 
    // Precompiled image info (internal use only - set to zero) 
 
   MAGE_DATA_DIRECTORY    ManagedNativeHeader; 
     
}IMAGE_COR20_HEADER, *PIMAGE_COR20_HEADER; 
------------------------------------------------------------------------------------------------------- 

对成员变量的简要描述： 

    * cb: 结构的大小。 

    * MajorRuntimeVersion and MinorRuntimeVersion: CLR 运行时版本。 

    * MetaData:一个数据目录，用于给出元数据的相对虚拟地址和大小。 

    * Flags:以下是所支持的标记符。 
------------------------------------------------------------------------------------------------------- 
typedef enum ReplacesCorHdrNumericDefines 
{ 
    // COM+ Header entry point flags. 
 
   COMIMAGE_FLAGS_ILONLY               =0x00000001, 
   COMIMAGE_FLAGS_32BITREQUIRED        =0x00000002, 
   COMIMAGE_FLAGS_IL_LIBRARY           =0x00000004, 
   COMIMAGE_FLAGS_STRONGNAMESIGNED     =0x00000008, 
    // DDBLD - Added Next Line - Still verifying general usage 
 
   COMIMAGE_FLAGS_NATIVE_ENTRYPOINT    =0x00000010, 
    // DDBLD - End of Add 
 
   COMIMAGE_FLAGS_TRACKDEBUGDATA       =0x00010000, 
    // Other kinds of flags follow 
 
} ReplacesCorHdrNumericDefines; 
------------------------------------------------------------------------------------------------------- 

    * EntryPointToken and EntryPointRVA: 指向入口点方法(.NET 的一种，与可选头文件区域无关)。



依赖于它是本地的还是一种中间语言的，是相对虚拟地址还是个记号。我将解释在元数据区域中记

号是什么。 

    * Resources: 资源文件的数据目录。元数据中引用这些资源文件。 

    * StrongNameSignature: 强壮签名的数据目录。它是唯一认证.NET 汇编程序的 signature。这个

段只当 COMIMAGE_FLAGES_STRONGNAMESIGNED 设置了值时才出现。它也会影响元数据中的

一些其它区域(你将会在后边看到)。在互联网上，你能够找到关于强壮性签名工作方式和执行情况的

详细解释。 

    * CodeManagerTable: 总是 0 值。 

    * VTableFixups: 我引述自 SDK：“某些未选择基于通用类型系统运行时模型的语言，可能有一

些需要在 v-table 中表示的虚拟函数。是编译器而不是运行时布置这些 v-table。编译器同时执行以下

操作：找到正确的 v-table地址，通过此地址中的值间接的调用 v-table。运行时头文件中的 VtableFixups

域包含一个 VtableFixups 序列的地址和大小。这些 v-table 将会被填充到 PE 文件的一个可读写段中。

这个序列的每一个输入描述的是有特定大小的 v-table 地址块的临近序列。每一个 slot 从初始化它们

调用所需方法时用到的元数据标记值开始。在映像加载时，运行时加载器将把每个进入值转变成能

够被直接调用的对应于 CPU 可识别的机器码的指针。”以上就是你能够找到的关于 VTableFixups 描

述的一切。 

    * ExportAddressTableJumps: 总是 0 值。 

    * ManagedNativeHeader: 在.NET 汇编中总是 0 值，只在本地载入时出现。 

好的，让我们现在开始阐述主题。 

元数据区块 

本节从元数据头开始(完全是是我想象出来的名称)。让我们来看这个头文件(由于它是一个动态

头文件，所以声明一个结构是无意义的，我将只是列出它的成员变量)： 

    * Signature: 简单的 4 字节类型 signature(类似于 DOS 头文件和可选头文件中的 4 字类型

signature)。一般这个 signature 的值是 0x424A5342。 

    * MajorVersion and MinorVersion: 2 字类型元素，完全被加载器所忽略。两个元素的值都是

0x0001。 

    * Reserved: 4 字节类型，总是 0 值。 

    * Length: 紧随其后的是 UTF 字符串的长度(它是版本号字符串，比如：“v1.1.4322”)。这个长度

必须是 4 的整数倍。 

    * Version: 刚提到的版本号字符串。 

    * Flags: 保留字，总是 0 值。 



    * Streams: 2 字节类型，元数据中出现的 stream 的数量值。 

    * StreamHeaders: 每一个 stream 都有一个名字，一个偏移量，和一个大小值。stream 头文件的

数量在上面的变量中已给出。 

什么是 stream？一个 stream 就是一个包含特定数据类型的元数据中的一个“区块”。一个 stream

头文件由两个 4 字类型(偏移量和大小)变量和一个对齐下一个 4 字节边界的 ASCII 字符串组成。如

下所示： 
------------------------------------------------------------------------------------------------------- 
Offset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074690                                        6C 00 00 00               l... 
000746A0   FA 37 01 00 23 53 74 72  69 6E 67 73 00 00 00 00   ú7..#Strings.... 
000746B0   68 38 01 00 15 6F 00 00  23 55 53 00 80 A7 01 00   h8...o..#US.€§.. 
000746C0   94 B3 00 00 23 42 6C 6F  62 00 00 00 14 5B 02 00   ”³..#Blob....[.. 
000746D0   10 00 00 00 23 47 55 49  44 00 00 00 24 5B 02 00   ....#GUID...$[.. 
000746E0   EC 59 02 00 23 7E 00 00                            ìY..#~.. 
------------------------------------------------------------------------------------------------------- 

我标记了每一个 stream 头文件的最后一个字节。正如你所看到的，字符串(加上它的终端)总是

与 4 有关。我认为在一个 16 进制编辑器中查看它能更好的理解这种配置方法。 

一个 stream 头文件中的偏移量不是一个文件的偏移量，而是一个必须加到元数据头文件偏移量

中去获得文件偏移量的一个偏移量。换句话说，这个偏移量是元数据区块开始的相对量。 

Stream 默认格式如下所述： 

    * #Strings: 一个 ascii 字符串序列。元数据表引用 stream 中的这个字符串(我将在后边解释)。这

个 stream 包含有一个空终端字节的 UTF8 字符串。 

    * #US:  unicode 字符串序列。这个名字代表使用者字符串，并且代码指令直接引用这些字符串

(ldstr)。stream 开始于一个空字节，精确的就像#Blob stream。Stream 的每一个入口值以一个 7 字节

的编码整数开始，这个 7 字节的整数编码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字符串的大小(是字节的大小，而不是字

母的大小)。而且，在字符串的最后有一个附加的字节(因此每一个字符串的大小都是奇数而不是偶

数)。最后这个字节告诉这个结构，字符串中的字母是否有高字节集或者低字节中是否有这些特殊的

植：0x01–0x08，0x0E–0x1F，0x27，0x2D。 

    * #Blob: 包含元数据表引用的数据。在解释元数据表之前我先不讨论这个 stream。我认为，你

将在元数据表的学习过程中理解这个流。我会在后面部分加一个关于这个流 stream 的简明描述。 

    * #GUID: 包含 128 字节长的唯一标识符。同样在元数据表中引用。 

    * #~: 最重要的 stream。它包含元数据表，由于这个原因，这是本文的主题。我不能给出这个 stream

的一个简明的描述：它需要我花一个大点的篇幅来阐述。 



元数据表 

元数据表也叫#~Stream。这个 stream 开始于“元数据表头”，以下是它的成员变量： 

    * Reserved: 第一个 4 字类型变量，总是 0 值。 

    * MajorVersion and MinorVersion: 2 字节变量。 

    * HeapOffsetSizes: 这个域很重要，它是一个字节，告诉我们“#String”中索引的大小，“#GUID”

和“#Blob”stream 中有它。在这里我引述 SDK 中对它的描述，来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角： 

 “HeapSizes 域是一个编码形成的如何隐藏不同堆中索引的矢量值。如果设置为 0 值，那么‘#String’

堆中的索引是 4 字节大；如果值设为 1，那么‘#GUID’堆中的索引是 4 字节大；如果值设为 2，那么

‘#Blob’堆中的索引是 4 字节大。如果 HeapSizes 在某个堆中没有设置值，那么这个堆中的索引就是 2

字节大。” 

Bit mask Description 

0x01 Size of "#String" stream >= 2^16 

0x02   Size of "#GUID" stream >= 2^16 

0x04   Size of "#Blob" stream >= 2^16 

    * Reserved: 字节型变量，总是 1 值。 

    * Valid: 8 字节位掩码，告诉我们程序集中出现的是哪些元数据表。当然，由于它是 8 字节类型

的，所以最多有 64 个表。只是，绝大多数的表还没有这样定义。因此，QWORD 高位字节总是 0。 

    * Sorted: 也是一个 8 字节位掩码。告诉我们排序了哪些表。 

接下来是一个 4 字类型序列，表示的是当前每一个表的行数。好了，解释一下。对于每一个表，

有 n 行。假设我们有 3 个表：A，B 和 C。从掩码可知 B 表没有出现，A 和 C 表出现了。在这种情

况下，这将有两个 4 字节变量(而不是 3 个)，分别表示 A 和 C 表中的行数。由于程序集中没有 B 表，

所以忽略 B 表的行数。 

紧随此序列，我们将能够找到实际的元数据表。表的定义如下： 
------------------------------------------------------------------------------------------------------- 
00 - Module                  01 - TypeRef                02 - TypeDef 
04 - Field                   06 - MethodDef              08 - Param 
09 - InterfaceImpl           10 - MemberRef              11 - Constant 
12 - CustomAttribute         13 - FieldMarshal           14 - DeclSecurity 
15 - ClassLayout             16 - FieldLayout            17 - StandAloneSig 
18 - EventMap                20 - Event                  21 - PropertyMap 
23 - Property                24 - MethodSemantics        25 - MethodImpl 
26 - ModuleRef               27 - TypeSpec               28 - ImplMap 
29 - FieldRVA                32 - Assembly               33 - AssemblyProcessor 
34 - AssemblyOS              35 - AssemblyRef            36 - AssemblyRefProcessor 
37 - AssemblyRefOS           38 - File                   39 - ExportedType 
40 - ManifestResource        41 - NestedClass            42 - GenericParam 



44 - GenericParamConstraint 
------------------------------------------------------------------------------------------------------- 

如你所见，忽略了一些成员变量，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这是因为一些表还没有定义。理解

表是如何存储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表是由许多的行组成的；行是一种结构(让我先这样阐述，便于更

好的理解)。当给出表的行用完了，紧接着的是下一个表的行。问题是一些行域的大小经常是不同的

(记住，把行看作是一种结构)，从一个程序集到一个程序集时，它们是会改变的，因此，必须动态的

计算它们。例如，我已经讨论了 HeapOffsetSizes 域，以及它是如何表示“#String”，“#GUID”和“#Blob” 

stream 将拥有的索引值的大小；这就意味着，如果我有一个表的结构，一个“#String” stream 中的索

引值，HeapOffsetSizes 就能决定它的大小，可以是 2 字节类型，也可以是 4 字节类型。当然，这不

是唯一可以改变索引大小的方式，还有其他的。一种简单的计算方法是直接索引到下一张表中。 

例如，NestedClass 行的第一个元素是 TypeDef 表中的一个索引值，这个索引值的大小依赖于

TypeDef 表的行数：如果行数>0xFFFF，就需要一个 4 字类型去存储这个数值，否则，一个双字类型

就够了。剩余的索引值有些麻烦，他们可以索引到一个表或是另一个表。微软提供的文档并没有给

出一个详细清晰的解释，因此，我尽量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去解释说明。 

现在来看 TypeDefOrRefIndex，这是一类索引，它要么引用 TypeRef 表和 TypeDef 表的行，要么

引用 TypeSpec 表的行。低位值表示的是索引的表，余下的位代表实际的索引；由于是从三个表中选

择，它只用两位编码去表示此种索引的表。所以，如果使用一个 2 字节类型变量，编码后索引的表

值保留到两个低位，那么余下的 14 个位就能够索引这三个表之一的一行，但是，当这三个表的行数

太多无法用 14 位的值表示时，该如何编码？这时就需要一个 4 字类型了。因此，应该像这样得到索

引的大小，比较每一个表能够引用的行数，得到最大行数的表，然后看这个行数是否能与双字余下

的位数匹配，如果不匹配，就需要一个 4 字节类型。这里引用 SDK 所述，此类索引的列表以及依据

每种索引类型对表进行编码所得的值如下("Tag"列)： 

TypeDefOrRef: 2 bits to encode tag Tag 

TypeDef 0 

TypeRef 1 

TypeSpec 2 

HasConstant: 2 bits to encode tag Tag 

FieldDef 0 

ParamDef 1 

Property 2 

HasCustomAttribute: 5 bits to encode tag Tag 

MethodDef 0 



FieldDef 1 

TypeRef 2 

TypeDef 3 

ParamDef 4 

InterfaceImpl 5 

MemberRef 6 

Module 7 

Permission 8 

Property 9 

Event 10 

StandAloneSig 11 

ModuleRef 12 

TypeSpec 13 

Assembly 14 

AssemblyRef 15 

File 16 

ExportedType 17 

ManifestResource 18 

HasFieldMarshall: 1 bit to encode tag Tag 

FieldDef 0 

ParamDef 1 

HasDeclSecurity: 2 bits to encode tag Tag 

TypeDef 0 

MethodDef 1 

Assembly 2 

MemberRefParent: 3 bits to encode tag Tag 

TypeDef 0 

TypeRef 1 

ModuleRef 2 

MethodDef 3 



TypeSpec 4 

HasSemantics: 1 bit to encode tag Tag 

Event 0 

Property 1 

MethodDefOrRef: 1 bit to encode tag Tag 

MethodDef 0 

MemberRef 1 

MemberForwarded: 1 bit to encode tag Tag 

FieldDef 0 

MethodDef 1 

Implementation: 2 bits to encode tag Tag 

File 0 

AssemblyRef 1 

ExportedType  

CustomAttributeType: 3 bits to encode tag Tag 

Not used 0 

Not used 1 

MethodDef 2 

MemberRef 3 

Not used 4 

ResolutionScope: 2 bits to encode tag Tag 

Module 0 

ModuleRef 1 

AssemblyRef 2 

TypeRef 3 

好了，希望我以上表述的还算清楚。如果有没看懂的地方，请多看几遍。现在，我要列出每个

表，并简明的描述每个表，并列出表的各个列(这些是从 SDK 文档中复述的)。对了，前面我忘记提

到一个标记值，这个标记值是 4 字节类型的值，代表一个表和表的索引。例如，EntryPointToken 的

值 0x0600002C 表示的是引用 0x06 表和这个表的 0x2C 行。我认为这个例子能帮助你很好的理解其

他所有的成员变量。 



00 - Module 表 

它是一个有一行的表，用来表示当前的程序集。 

列名： 

    * Generation (2 字节值，保留字，0 值)。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Mvid (索引到 GUID 堆；简单的说就是一个 GUID 用来区分同一模块中的两个版本)。 

    * EncId (索引到 GUID 堆，保留字，0 值)。 

    * EncBaseId (索引到 GUID 堆，保留字，0 值)。 

01 - TypeRef 表 

每行表示一个输入类，输入类的命名空间，以及包含它的程序集。 

列名： 

    * ResolutionScope (索引到 Module，ModuleRef，AssemblyRef 或是 TypeRef 表，或者为空；更准

确的说，是 ResolutionScope 编码的索引值)。 

    * Type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TypeNamespace (索引到 String 堆)。 

02 - TypeDef 表 

每行表示的是当前程序集的一个类。 

列名： 

    * Flags (4 字节位大小，TypeAttributes 类型)。 

    * Type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TypeNamespace (索引到 String 堆)。 

    * Extends (索引到 TypeDef，TypeRef 或是 TypeSpec 表，更准确的说，是一个 TypeDefOrRef

编码的索引值)。 

    * FieldList (索引到 Field 表；用来标记第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连续运行域)。运行持续到以

下较小者： 

          o Field 表的最后一行。 

          o Field 的下一次运转，由对 TypeDef 表中 FieldList 列的下一行数据监测所得。 

    * MethodList (索引到 MethodDef 表；用来标记属于此种类型的第一个连续运行方法)。运行

持续到以下较小者： 



          o MethodDef 表的最后一行。 

          o Method 的下一次运转，由对 TypeDef 表中 MethodList 列的下一行数据监测所得。 

The available flags are: 

标识符为： 
------------------------------------------------------------------------------------------------------- 
typedef enum CorTypeAttr 
{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the type visibility information. 
 
    tdVisibilityMask        =   0x00000007, 
    tdNotPublic             =   0x00000000,      
       // Class is not public scope. 
 
    tdPublic                =   0x00000001,      
       // Class is public scope. 
 
    tdNestedPublic          =   0x00000002,      
       // Class is nested with public visibility. 
 
    tdNestedPrivate         =   0x00000003,      
       // Class is nested with private visibility. 
 
    tdNestedFamily          =   0x00000004,      
       // Class is nested with family visibility. 
 
    tdNestedAssembly        =   0x00000005,      
       // Class is nested with assembly visibility. 
 
    tdNestedFamANDAssem     =   0x00000006,      
       // Class is nested with family and assembly visibility. 
 
    tdNestedFamORAssem      =   0x00000007,      
       // Class is nested with family or assembly visibility.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class layout information 
 
    tdLayoutMask            =   0x00000018, 
    tdAutoLayout            =   0x00000000,      
       // Class fields are auto-laid out 
 
    tdSequentialLayout      =   0x00000008,      
       // Class fields are laid out sequentially 
 
    tdExplicitLayout        =   0x00000010,      



       // Layout is supplied explicitly 
 
       // end layout mask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class semantics information. 
 
    tdClassSemanticsMask    =   0x00000060, 
    tdClass                 =   0x00000000,      
       // Type is a class. 
 
    tdInterface             =   0x00000020,      
       // Type is an interface. 
 
       // end semantics mask 
 
 
       // Special semantics in addition to class semantics. 
 
    tdAbstract              =   0x00000080,      
       // Class is abstract 
 
    tdSealed                =   0x00000100,      
       // Class is concrete and may not be extended 
 
    tdSpecialName           =   0x00000400,      
       // Class name is special. Name describes how. 
 
 
       // Implementation attributes. 
 
    tdImport                =   0x00001000,      
       // Class / interface is imported 
 
    tdSerializable          =   0x00002000,      
       // The class is Serializable. 
 
 
       // Use tdStringFormatMask to retrieve string information for native interop 
 
    tdStringFormatMask      =   0x00030000, 
    tdAnsiClass             =   0x00000000,      
       // LPTSTR is interpreted as ANSI in this class 
 
    tdUnicodeClass          =   0x00010000,      
       // LPTSTR is interpreted as UNICODE 



 
    tdAutoClass             =   0x00020000,      
       // LPTSTR is interpreted automatically 
 
    tdCustomFormatClass     =   0x00030000,      
       // A non-standard encoding specified by CustomFormatMask 
 
    tdCustomFormatMask      =   0x00C00000,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non-standard encoding  
 
       // information for native interop.  
 
       // The meaning of the values of these 2 bits is unspecified. 
 
 
       // end string format mask 
 
 
    tdBeforeFieldInit       =   0x00100000,      
       // Initialize the class any time before first static field access. 
 
    tdForwarder             =   0x00200000,      
       // This ExportedType is a type forwarder. 
 
 
       // Flags reserved for runtime use. 
 
    tdReservedMask          =   0x00040800, 
    tdRTSpecialName         =   0x00000800,      
       // Runtime should check name encoding. 
 
    tdHasSecurity           =   0x00040000,      
       // Class has security associate with it. 
 
} CorTypeAttr; 
------------------------------------------------------------------------------------------------------- 

04 - Field 表 

每行表示的是 TypeDef 类中的一个域。类中的域不是随机存储的：一个类的域结束后，下一个

类的域开始。 

列名： 

    * Flags (2 字节位大小，Field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Signature (索引到 Blob 堆)。 

Available flags are: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FieldAttr 
{ 
       // member access mask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 accessibility information. 
 
    fdFieldAccessMask           =   0x0007, 
    fdPrivateScope              =   0x0000,      
       // Member not referenceable. 
 
    fdPrivate                   =   0x0001,      
       // Accessible only by the parent type. 
 
    fdFamANDAssem               =   0x0002,      
       // Accessible by sub-types only in this Assembly. 
 
    fdAssembly                  =   0x0003,      
       // Accessibly by anyone in the Assembly. 
 
    fdFamily                    =   0x0004,      
       // Accessible only by type and sub-types. 
 
    fdFamORAssem                =   0x0005,      
       // Accessibly by sub-types anywhere, plus anyone in assembly. 
 
    fdPublic                    =   0x0006,      
       // Accessibly by anyone who has visibility to this scope. 
 
       // end member access mask 
 
       // field contract attributes. 
 
    fdStatic                    =   0x0010,      
       // Defined on type, else per instance. 
 
    fdInitOnly                  =   0x0020,      
       // Field may only be initialized, not written to after init. 
 
    fdLiteral                   =   0x0040,      
       // Value is compile time constant. 
 



    fdNotSerialized             =   0x0080,      
       // Field does not have to be serialized when type is remoted. 
 
    fdSpecialName               =   0x0200,      
       // field is special. Name describes how. 
 
       // interop attributes 
 
    fdPinvokeImpl               =   0x2000,      
       // Implementation is forwarded through pinvoke. 
 
       // Reserved flags for runtime use only. 
 
    fdReservedMask              =   0x9500, 
    fdRTSpecialName             =   0x0400,      
       // Runtime(metadata internal APIs) should check name encoding. 
 
    fdHasFieldMarshal           =   0x1000,      
       // Field has marshalling information. 
 
    fdHasDefault                =   0x8000,      
       // Field has default. 
 
    fdHasFieldRVA               =   0x0100,      
       // Field has RVA. 
 
} CorFieldAttr; 
------------------------------------------------------------------------------------------------------- 

06 - MethodDef 表 

每行代表一个特定类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与域有相同逻辑的次序。 

列名： 

    * RVA (4 字节常量)。 

    * ImplFlags (2 字节位，MethodImpl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Flags (2 字节位，MethodAttribute 类型掩码)。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Signature (索引到 Blob 堆)。 

    * ParamList (索引到 Param 表)。用来标记属于此方法的第一个连续运行参数。运行持续到

以下较小者： 

          o Param 表的最后一行。 



          o 下一个运行参数，由 MethodDef 表中 ParamList 列的下一行数据监测所得。 

Available flags are: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MethodAttr 
{ 
       // member access mask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 accessibility information. 
 
    mdMemberAccessMask          =   0x0007, 
    mdPrivateScope              =   0x0000,      
       // Member not referenceable. 
 
    mdPrivate                   =   0x0001,      
       // Accessible only by the parent type. 
 
    mdFamANDAssem               =   0x0002,      
       // Accessible by sub-types only in this Assembly. 
 
    mdAssem                     =   0x0003,      
       // Accessibly by anyone in the Assembly. 
 
    mdFamily                    =   0x0004,      
       // Accessible only by type and sub-types. 
 
    mdFamORAssem                =   0x0005,      
       // Accessibly by sub-types anywhere, plus anyone in assembly. 
 
    mdPublic                    =   0x0006,      
       // Accessibly by anyone who has visibility to this scope. 
 
       // end member access mask 
 
 
       // method contract attributes. 
 
    mdStatic                    =   0x0010,      
       // Defined on type, else per instance. 
 
    mdFinal                     =   0x0020,      
       // Method may not be overridden. 
 
    mdVirtual                   =   0x0040,      
       // Method virtual. 



 
    mdHideBySig                 =   0x0080,      
       // Method hides by name+sig, else just by name. 
 
 
       // vtable layout mask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vtable attributes. 
 
    mdVtableLayoutMask          =   0x0100, 
    mdReuseSlot                 =   0x0000,     // The default. 
 
    mdNewSlot                   =   0x0100,      
       // Method always gets a new slot in the vtable. 
 
       // end vtable layout mask 
 
 
       // method implementation attributes. 
 
    mdCheckAccessOnOverride     =   0x0200,      
       // Overridability is the same as the visibility. 
 
    mdAbstract                  =   0x0400,      
       // Method does not provide an implementation. 
 
    mdSpecialName               =   0x0800,      
       // Method is special. Name describes how. 
 
 
       // interop attributes 
 
    mdPinvokeImpl               =   0x2000,      
       // Implementation is forwarded through pinvoke. 
 
    mdUnmanagedExport           =   0x0008,      
       // Managed method exported via thunk to unmanaged code. 
 
 
       // Reserved flags for runtime use only. 
 
    mdReservedMask              =   0xd000, 
    mdRTSpecialName             =   0x1000,      
       // Runtime should check name encoding. 
 
    mdHasSecurity               =   0x4000,      
       // Method has security associate with it. 
 



    mdRequireSecObject          =   0x8000,      
       // Method calls another method containing security code. 
 
 
} CorMethodAttr; 
 
typedef enum CorMethodImpl 
{ 
    // code impl mask 
    miCodeTypeMask      =   0x0003,   // Flags about code type. 
    miIL                =   0x0000,   // Method impl is IL. 
    miNative            =   0x0001,   // Method impl is native. 
    miOPTIL             =   0x0002,   // Method impl is OPTIL 
    miRuntime           =   0x0003,   // Method impl is provided by the runtime. 
    // end code impl mask 
 
    // managed mask 
    miManagedMask       =   0x0004,   // Flags specifying whether the code is managed 
                                      // or unmanaged. 
    miUnmanaged         =   0x0004,   // Method impl is unmanaged, otherwise managed. 
    miManaged           =   0x0000,   // Method impl is managed. 
    // end managed mask 
 
    // implementation info and interop 
    miForwardRef        =   0x0010,   // Indicates method is defined; used primarily 
                                      // in merge scenarios. 
    miPreserveSig       =   0x0080,   // Indicates method sig is not to be mangled to 
                                      // do HRESULT conversion. 
 
    miInternalCall      =   0x1000,   // Reserved for internal use. 
 
    miSynchronized      =   0x0020,   // Method is single threaded through the body. 
    miNoInlining        =   0x0008,   // Method may not be inlined. 
    miMaxMethodImplVal  =   0xffff,   // Range check value 
} CorMethodImpl; 
------------------------------------------------------------------------------------------------------- 

相对虚拟地址指向这个方法的主体，我将在以后接着解释此格式。Signature 给出关于方法声明

的信息。记住，存储在#Blob stream 中的数据遵循 7 字节位编码/解码规则。 

08 - Param 表 

每行表示方法的参数。 

列名： 

    * Flags (2 字节位，Param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Sequence (2 字节常量)。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Available flags are: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ParamAttr 
{ 
    pdIn                        =   0x0001,     // Param is [In] 
 
    pdOut                       =   0x0002,     // Param is [out] 
 
    pdOptional                  =   0x0010,     // Param is optional 
 
 
    // Reserved flags for Runtime use only. 
 
    pdReservedMask              =   0xf000, 
    pdHasDefault                =   0x1000,     // Param has default value. 
 
    pdHasFieldMarshal           =   0x2000,     // Param has FieldMarshal. 
 
 
    pdUnused                    =   0xcfe0, 
} CorParamAttr; 
------------------------------------------------------------------------------------------------------- 

09 - InterfaceImpl 表 

每行向框架结构显示的是执行特定接口的类。 

列名：  

    * Class (索引到 TypeDef 表)。 

    * Interface (索引到 TypeDef，TypeRef 或是 TypeSpec 表；更准确的说是 TypeDefOrRef 编码的索

引值)。 

10 - MemberRef 表 

也叫 MethodRef 表。每行表示一个输入的方法。 

列名： 

    * Class (索引到 TypeRef，ModuleRef，MethodDef，TypeSpec 或是 TypeDef 表；更准确的说是一

个 MemberRefParent 编码的索引值)。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Signature (索引到 Blob 堆)。 

11 - Constant 表 

每行表示的是 Param，Field 或是 Property 的一个常量值。 

列名： 

    * Type (字节常量，填充 1 字节的 0 值)。 

    * Parent (索引到 Param 或是 Field 或是 Property 表；更准确的说，是一个 HasConstant 编码的索

引值)。 

    * Value (索引到 Blob 堆)。 

12 - CustomAttribute 表 

SDK 已经给出了最好的描述：“CustomAttribute 表存储的是在运行时实例化一个定制的属性(更

准确的说，是一个特定属性类对象)的数据。对于 Type 列有一点小小地误解---它实际上索引的是一

个构造函数方法---构造函数方法的所有者是 CustomAttribute 表的 Type 列。” 

列名： 

    * Parent (索引到任意一个元数据表，不包括 CustomAttribute 表本身；更准确的说，是一个

HasCustomAttribute 编码的索引值)。 

    * Type (索引到 MethodDef 或是 MethodRef 表；更准确的说，是一个 CustomAttributeType 编码的

索引值)。 

    * Value (索引到 Blob 堆)。 

13 - FieldMarshal 表 

每行表示的是 Param 或 Field 在调用或是引用未组织编码时的处理方式。 

列名： 

    * Parent (索引到 Field 或 Param 表；更准确的说，是一个 HasFieldMarshal 编码的索引值)。 

    * NativeType (索引到 Blob 堆)。 

14 - DeclSecurity 表 

安全属性，附属到类，方法或程序集。 

列名： 

    * Action (2 字节值)。 



    * Parent (索引到 TypeDef，MethodDef 或是 Assembly 表；更准确的说，是一个 HasDeclSecurity

编码索引)。 

    * PermissionSet (索引到 Blob 堆)。 

15 - ClassLayout 表 

还记得 VC++中的"#pragma pack(n)"吗？是的，在.NET 中与它有同样的类型。用于处理一些组

织的的到未组织代码的情况。 

列名： 

    * PackingSize (2 字节常量)。 

    * ClassSize (4 字节常量)。 

    * Parent (索引到 TypeDef 表)。 

16 - FieldLayout 表 

与 ClassLayout 相关。 

列名： 

    * Offset (4 字节常量)。 

    * Field (索引到 Field 表)。 

17 - StandAloneSig 表 

每行表示的是没有被其他表引用的 signature。 

列名： 

    * Signature (索引到 Blob 堆)。 

18 - EventMap 表 

特定类的事件列表。 

列名： 

    * Parent (索引到 TypeDef 表)。 

    * EventList (索引到 Event 表)。标记的是属于此类型的第一个临近运行事件。运行直到以下较小

者： 

          o Event 表的最后一行。 

          o 下一个运行事件，由对 EventMap 表 EventList 列下一行数据监测所得。 



20 - Event 表 

每行代表一个事件。 

列名： 

    * EventFlags (2 字节位，EventAttribute 类型掩码)。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EventType (索引到 TypeDef，TypeRef 或是 TypeSpec 表；更准确的说，是 TypeDefOrRef 编码

索引值)[它与 Event 类型相对应；而不是属于此 event 的类型]。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EventAttr 
{ 
    evSpecialName           =   0x0200,      
       // event is special. Name describes how. 
 
 
       // Reserved flags for Runtime use only. 
 
    evReservedMask          =   0x0400, 
    evRTSpecialName         =   0x0400,      
       // Runtime(metadata internal APIs) should check name encoding. 
 
} CorEventAttr; 
------------------------------------------------------------------------------------------------------- 

21 - PropertyMap 表 

属于特定类的属性列表。 

列名： 

    * Parent (索引到 TypeDef 表)。 

    * PropertyList (索引到 Property 表)。用来标记第一个属于 parent 表的临近运行属性。持续运行到

以下较小者： 

          o Property 表的最后一行。 

          o 下一个属性运行，由 PropertyMap 表中 PropertyList 列下一行数据监测所得。 

23 - Property 表 

每行表示一个属性。 

列名： 



    * Flags (2 字节位，Property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Type (索引到 Blob 堆)。[对此列有一些误导。它没有索引 TypeDef 或 TypeRef 表---而是索引到

Property 中 Blob 堆中的 signature。]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PropertyAttr 
{ 
    prSpecialName           =   0x0200,      
       // property is special. Name describes how. 
 
 
       // Reserved flags for Runtime use only. 
 
    prReservedMask          =   0xf400, 
    prRTSpecialName         =   0x0400,      
       // Runtime(metadata internal APIs) should check name encoding. 
 
    prHasDefault            =   0x1000,     // Property has default 
 
 
    prUnused                =   0xe9ff, 
} CorPropertyAttr; 
------------------------------------------------------------------------------------------------------- 

24 - MethodSemantics 表 

链接事件和属性到特定方法。例如，一个事件能够与多个方法关联。一个属性利用此表去关联

get/set 方法。 

列名： 

    * Semantics (2 字节位，MethodSemantics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Method (索引到 MethodDef 表)。 

    * Association (索引到 Event 或 Property 表；更准确的说，是 HasSemantics 编码索引值)。 

Available flags are: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MethodSemanticsAttr 
{ 
    msSetter    =   0x0001,     // Setter for property 
 
    msGetter    =   0x0002,     // Getter for property 



 
    msOther     =   0x0004,     // other method for property or event 
 
    msAddOn     =   0x0008,     // AddOn method for event 
 
    msRemoveOn  =   0x0010,     // RemoveOn method for event 
 
    msFire      =   0x0020,     // Fire method for event 
 
} CorMethodSemanticsAttr; 
------------------------------------------------------------------------------------------------------- 

25 - MethodImpl 表 

引述：“MethodImpls 使得编译器忽略 CLI 提供的默认继承规则。它们最初是用来允许一个基于

接口 I 和 J 的继承方法“Foo”的“C”类，去提供两种方法的执行(而不是在它的 v-table 中只给“Foo 提供

一块区域”)。但是，MethodImpls 也能有在其他情况下使用，它的有限性只表现在编译器编写者的限

制性技巧中，而这种限制性是定义在确认规则下的。”。 

列名： 

    * Class (索引到 TypeDef 表)。 

    * MethodBody (索引到 MethodDef 或 MemberRef 表；更准确的说，是 MethodDefOrRef 编码的索

引值)。 

    * MethodDeclaration (索引到 MethodDef 或 MemberRef 表；更准确的说，是 MethodDefOrRef 编

码索引值)。 

26 - ModuleRef 表 

每行表示的是一个扩展模块的引用。 

列名：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27 - TypeSpec 表 

每行表示 TypeDef 或 TypeRef 的一个特定值。这个唯一的列索引#Blob stream 中的一个标记符。 

列名： 

    * Signature (索引到 Blob 堆)。 

28 - ImplMap 表 



引述：“ImplMap 表表示的是关于从组织代码处得到的未组织方法的信息，使用 PInvoke 指派。

ImplMap表中的每一行与MethodDef表(MemberForwarded)中由一些未组织DLL(ImportScope)中的常

规方法(ImportName)命名的行相关联。”。也就是说，这里列出的是程序集用到的所有未组织函数。 

列名： 

    * MappingFlags (2 字节位，PInvoke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MemberForwarded (索引到 Field 或 MethodDef 表；更准确的说，是 MemberForwarded 编码索

引值。然而，由于不支持 Field 输出，它只索引到 MethodDef 表)。 

    * Import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ImportScope (索引到 ModuleRef 表)。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PinvokeMap 
{ 
    pmNoMangle          = 0x0001,    
       // Pinvoke is to use the member name as specified. 
 
 
       // Use this mask to retrieve the CharSet information. 
 
    pmCharSetMask       = 0x0006, 
    pmCharSetNotSpec    = 0x0000, 
    pmCharSetAnsi       = 0x0002, 
    pmCharSetUnicode    = 0x0004, 
    pmCharSetAuto       = 0x0006, 
 
    pmBestFitUseAssem   = 0x0000, 
    pmBestFitEnabled    = 0x0010, 
    pmBestFitDisabled   = 0x0020, 
    pmBestFitMask       = 0x0030, 
 
    pmThrowOnUnmappableCharUseAssem   = 0x0000, 
    pmThrowOnUnmappableCharEnabled    = 0x1000, 
    pmThrowOnUnmappableCharDisabled   = 0x2000, 
    pmThrowOnUnmappableCharMask       = 0x3000, 
 
    pmSupportsLastError = 0x0040,    
       // Information about target function. Not relevant for fields. 
 
 
       // None of the calling convention flags is relevant for fields. 
 
    pmCallConvMask      = 0x0700, 



    pmCallConvWinapi    = 0x0100,    
       // Pinvoke will use native callconv appropriate to target windows platform. 
 
    pmCallConvCdecl     = 0x0200, 
    pmCallConvStdcall   = 0x0300, 
    pmCallConvThiscall  = 0x0400,    
       // In M9, pinvoke will raise exception. 
 
    pmCallConvFastcall  = 0x0500, 
 
    pmMaxValue          = 0xFFFF, 
} CorPinvokeMap; 
------------------------------------------------------------------------------------------------------- 

29 - FieldRVA 表 

每行是 Field 表的一个扩展。这个表中的 RVA(相对虚拟地址)给出 Field 表初始值的地址。 

列名： 

    * RVA (4 字节常量)。 

    * Field (索引到 Field 表)。 

32 - Assembly 表 

它是个只有一行的表。存储的是当前程序集的信息。 

列名： 

    * HashAlgId (AssemblyHashAlgorithm 类型的 4 字节常量)。 

    * MajorVersion, MinorVersion, BuildNumber, RevisionNumber (2 字节常量)。 

    * Flags (4 字节位，AssemblyFlags 类型掩码)。 

    * PublicKey (索引到 Blob 堆)。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Culture (索引到 String 堆)。 

标识符为： 
------------------------------------------------------------------------------------------------------- 
typedef enum CorAssemblyFlags 
{ 
    afPublicKey             =   0x0001,      
       // The assembly ref holds the full (unhashed) public key. 
 
     
    afPA_None               =   0x0000,      
       // Processor Architecture unspecified 



 
    afPA_MSIL               =   0x0010,      
       // Processor Architecture: neutral (PE32) 
 
    afPA_x86                =   0x0020,      
       // Processor Architecture: x86 (PE32) 
 
    afPA_IA64               =   0x0030,      
       // Processor Architecture: Itanium (PE32+) 
 
    afPA_AMD64              =   0x0040,      
       // Processor Architecture: AMD X64 (PE32+) 
 
    afPA_Specified          =   0x0080,      
       // Propagate PA flags to AssemblyRef record 
 
    afPA_Mask               =   0x0070,      
       // Bits describing the processor architecture 
 
    afPA_FullMask           =   0x00F0,      
       // Bits describing the PA incl. Specified 
 
    afPA_Shift              =   0x0004,      
       // NOT A FLAG, shift count in PA flags <--> index conversion 
 
 
    afEnableJITcompileTracking  =   0x8000, // From "DebuggableAttribute". 
 
    afDisableJITcompileOptimizer=   0x4000, // From "DebuggableAttribute". 
 
 
    afRetargetable          =   0x0100,      
       // The assembly can be retargeted (at runtime) to an 
 
       //  assembly from a different publisher. 
 
} CorAssemblyFlags; 
------------------------------------------------------------------------------------------------------- 

The PublicKey is != 0, only if the StrongName Signature is present and the afPublicKey flag is set. 

只有当出现 StrongName Signature 以及设置 afPublicKey 标识符时，PublicKey 不等于 0。 

33 - AssemblyProcessor 表 

CLI 中忽略了此表，不会在程序集中出现。 



列名： 

    * Processor (4 字节常量)。 

34 - AssemblyOS 表 

CLI 中忽略了此表，不会在程序集中出现。 

列名： 

    * OSPlatformID (4 字节常量)。 

    * OSMajorVersion (4 字节常量)。 

    * OSMinorVersion (4 字节常量)。 

35 - AssemblyRef 表 

每行引用一个扩展程序集。 

列名： 

    * MajorVersion, MinorVersion, BuildNumber, RevisionNumber (2 字节常量)。 

    * Flags (4 字节位，AssemblyFlags 类型掩码)。 

    * PublicKeyOrToken (索引到 Blob 堆---程序集中确认拥有者身份的公匙或标记符)。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Culture (索引到 String 堆)。 

    * HashValue (索引到 Blob 堆)。 

标识符与 Assembly 表的相同。 

36 - AssemblyRefProcessor 表 

CLI 中忽略了此表，不会在程序集中出现。 

列名： 

    * Processor (4 字节常量)。 

    * AssemblyRef (索引到 AssemblyRef 表)。 

37 - AssemblyRefOS 表 

CLI 中忽略了此表，不会在程序集中出现。 

列名： 

    * OSPlatformId (4 字节常量)。 

    * OSMajorVersion (4 字节常量)。 



    * OSMinorVersion (4 字节常量)。 

    * AssemblyRef (索引到 AssemblyRef 表)。 

38 - File 表 

 

每行引用一个扩展文件。 

列名： 

    * Flags (4 字节位，File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HashValue (索引到 Blob 堆)。 

标识符为： 
------------------------------------------------------------------------------------------------------- 
typedef enum CorFileFlags 
{ 
    ffContainsMetaData      =   0x0000,      
       // This is not a resource file 
 
    ffContainsNoMetaData    =   0x0001,      
       // This is a resource file or other non-metadata-containing file 
 
} CorFileFlags; 
------------------------------------------------------------------------------------------------------- 

39 - ExportedType 表 

引述：“ExportedType 表为定义在程序集其他模块中并输出的每种类型提供存储。实质上，

ExportedType 表存储的是构成程序集的其他模块中的共有形式的所有类型中 TypeDef 类型行的数量

值。”。注意，并不是说，当程序集使用包含在我的程序集中的类时，我就输出那个类型。实际上，

程序集中还没有出现这个表。 

列名： 

    * Flags (4 字节位，Type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TypeDefId (4 字节大小，索引到程序集另一模块中的 TypeDef 表)。这个域只是用来作为一个

提示。如果目标 TypeDef 表的入口点和此表的 TypeName 和 TypeNamespace 入口点相匹配，解析过

程就成功。如果不匹配，CLI 将回退，寻找 TypeDef 表。 

    * Type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TypeNamespace (索引到 String 堆)。 



    * Implementation。能够是两个表之一的索引(更准确的说，是 Implementation 编码索引值)，如下

所示： 

          o File 表，使得入口点表明当前程序集存储 TypeDef 的模块。 

          o ExportedType 表，入口点是当前嵌套类型的括入类型。 

The flags are the same ones of the TypeDef. 

标识符与 TypeDef 的相同。 

40 - ManifestResource 表 

每行引用的是内部的或是扩展的资源。 

列名： 

    * Offset (4 字节常量)。 

    * Flags (4 字节位，ManifestResource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Name (索引到 String 堆)。 

    * Implementation (索引到 File 表，或是 AssemblyRef 表，或是为空；更准确的说，是 Implementation

编码的索引值)。 

标识符为： 
------------------------------------------------------------------------------------------------------- 
typedef enum CorManifestResourceFlags 
{ 
    mrVisibilityMask        =   0x0007, 
    mrPublic                =   0x0001,      
       // The Resource is exported from the Assembly. 
 
    mrPrivate               =   0x0002,      
       // The Resource is private to the Assembly. 
 
} CorManifestResourceFlags; 
------------------------------------------------------------------------------------------------------- 

如果 Implementation 的索引是 0，则引用内部资源。此表当前偏移量加上转换资源的 RVA(CLI

头中的一个)就是资源文件的偏移量。我写了一篇关于 Mainfest 资源的文章，在 NTCore 或是

CodeProject 上能够找到，从这篇文章中我引用了一些部分来给出一个简明的解释，因此这块就没有

再阐述。例如，读一个载入点是很简单的：每个 Mainfest 资源开始于一个 4 字节变量，告知我们实

际嵌入资源的大小，然后，我们就能得到载入点。这时要考虑的是，它们的“.resources”文件是什么？

对于.NET 程序集中的每一个对话框，这里有一个对话框是用来表示对话框中的所有资源包含在此对

话框所属的“.resources”文件中。 

关于“.resources”文件格式的简明描述为：“第一个 4 字节变量是值为 0xBEEFCACE 的 signature，



或者说这个 resources 文件是设定为无效的。第二个 4 字节变量包含的是这个 resources 文件解读器的

数量，别担心，这个不在我们讨论 Framework 成员等的范畴中。”第三个 4 字节变量是解读器类型的

大 小 。 这 个 数 值 只 对 略 过 接 下 来 的 string( 或 strings) 有 用 ， 比 如 ：

“System.Resources.ResourceReader,mscorlibsSystem.Resources.RuntimeResourceSet, mscorlib, 

Version=1.0.50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告诉 framework，这是用于

resources 文件的 reader。 

好了，接下来的部分将很有意思。下一个 4 字节变量表示 resource 文件的版本(当前存在的版本

是 1 和 2)。版本号之后，另一个 4 字节变量给出文件中实际 resource 的数值。接下来的另一个字节

给出的是 resource 类型的数值。 

为了获得所需的附加信息，我们要略过 resource 类型。对于每一种类型，有一个 7 位编码整数

表示紧随其后的 string 的大小。通过解码这种整数，需要读取每个字节直到找出没有最高字节值的

字节，并进行一些附加操作去获取最终的值......此时，跟随这种格式。然后略过类型值，排列地址值

到一个 8 字节基址中。这时就获得了一个 4 字节的 NumberOfResources 变量，每个 4 字节包含一个

resource 的 hash 值。于是，我们获得相同数量的 DWORD，伴随 reource 名称的偏移值。另一个重要

的 DWORD 为：数据区块偏移值。利用此偏移值能获得 resource 的偏移值。然后，获得 resource 名

称。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名称(暂且这么命名)，每一个名称(7 位编码整数+Unicode 字符串)都带有一个

DWORD，一个 offset(此偏移量能够加到数据区块偏移量中去补偿 resource 偏移量。)我们会发现，

给出的 resource 偏移量是一个 7 位编码整数，是对当前 resource 的类型索引。 

如果您对此部分感兴趣，请查阅我所写的其他文章，其中的源码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这部分

知识。 

41 - NestedClass 表 

每行表示一个嵌套的类。你知道什么是嵌套类，对吧？ 

当然，它只有两列。 

列名： 

    * NestedClass (索引到 TypeDef 表)。 

    * EnclosingClass (索引到 TypeDef 表)。 

42 - GenericParam 表 

引述：“GenericParam 表存储的是 generic 参数，此参数用在 generic 类型定义和方法定义中。这

些 generic 参数能够被约束(例如，generic 参数能够扩充一些类或是执行某些接口)或释放。”。 

列名： 



    * Number (2 字节 generic 参数索引，从 0 开始，从左到右编号) 

    * Flags (2 字节位，GenericParamAttributes 类型掩码) 

    * Owner (索引到 TypeDef 或 MethodDef 表，明确 generic 参数应用的类型或方法；更确切的说，

是 TypeOrMethodDef 编码索引值) 

    * Name (非 0 值，索引到 String 堆，给 generic 参数命名。它纯粹是描述性的，只由编译器本身

的语言和映像使用) 

标记符为： 
------------------------------------------------------------------------------------------------------- 
typedef enum CorGenericParamAttr 
{ 
    // Variance of type parameters, only applicable to generic parameters  
    // for generic interfaces and delegates 
    gpVarianceMask          =   0x0003, 
    gpNonVariant            =   0x0000,  
    gpCovariant             =   0x0001, 
    gpContravariant         =   0x0002, 
 
    // Special constraints, applicable to any type parameters 
    gpSpecialConstraintMask =  0x001C, 
    gpNoSpecialConstraint   =   0x0000,       
    gpReferenceTypeConstraint = 0x0004,      // type argument must be a reference type 
    gpNotNullableValueTypeConstraint   =   0x0008,      // type argument must be a value 
                                                        // type but not Nullable 
    gpDefaultConstructorConstraint = 0x0010, // type argument must have a public 
                                             // default constructor 
} CorGenericParamAttr; 
------------------------------------------------------------------------------------------------------- 

44 - GenericParamConstraint 表 

引述：“GenericParamConstraint 表记录的是每个 generic 参数的约束。能够约束每个 generic 参数

获得 0 值或一个类。能够约束每个 generic 参数执行 0 值或更多的接口。概念上来说，

GenericParamConstraint 表 中 的 行 ‘ 属 于 ’GenericParam 表 中 的 行 。 对 于 假 设 的 所 有 者 ，

GenericParamConstraint 表中的所有行将指向明确的约束。”。 

当然，此表只需要两列。 

列名： 

    * Owner (索引到 GenericParam 表的值，明确行指向的 generic 参数) 

    * Constraint (索引到 TypeDef，TypeRef 或是 TypeSpec 表，明确约束 generic 参数得到的类；或

者是约束 generic 参数执行的接口；更准确的说，是 TypeDefOrRef 编码的索引值) 



好了，以上是所有 MetaData 表。最后我将解释说明的是 Method 格式。 

方法 

MethodDef 表引用程序集中包含的每一种方法，RVA 表明方法的地址所在。方法的主体由三部

分或至少有其中的两部分组成： 

    * 一个 header，内容可多可少。 

    * 代码，代码的大小定义在 header 中。 

    * 附加区块，这些区块不总是出现，header 中表明这些区块是否存在。这些区块能够存储不同

类型的数据，但是现在只是用来存储例外的 Section。这些区块在代码中明确定义 try/catch 处理程序。 

方法的第一个字节表明 header 使用的类型。如果方法使用的是精简 header，设置的是

CorILMethod_TinyFormat (0x02)标识符，否则是 CorILMethod_FatFormat (0x03)标识符。如果使用的

是精简 header，两个低字节位用来保存标记符(header type)，剩下的位用来定义代码的大小。当然，

精简 header 只在代码大小小于 64 字节时使用。此外，如果 maxstack>8 或者是在本地变量或异常(额

外区块)出现时，则不能使用 tiny header。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下，使用的是复杂 header：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 12 (bits) Flags Flags (CorILMethod_FatFormat shall be set in bits 

0:1). 

12 (bits) 4 (bits) Size Size of this header expressed as the count of 4-byte 

integers occupied (currently 3). 

2 2 MaxStack Maximum number of items on the operand stack. 

4 4 CodeSize Size in bytes of the actual method body. 

8 4 LocalVarSigTok Metadata token for a signature describing the layout of 

the local variables for the method. 0 means there are no 

local variables present. This field references a 

stand-alone signature in the MetaData tables, which 

references an entry in the #Blob stream. 

标记符为： 

Flag Value Description 

CorILMethod_FatFormat 0x3 Method header is Fat. 

CorILMethod_TinyFormat 0x2 Method header is Tiny. 

CorILMethod_MoreSects 0x8 More sections follow after this header. 



CorILMethod_InitLocals 0x10 Call default constructor on all local variables. 

这就是说，当设置了 CorILMethod_MoreSects，特别区块将跟随方法使用。要到达第一个特别区

块，就要让 header 的大小加上代码的大小再加上方法的偏移值，然后对齐到下一个 4 字节边界。 

特别区块可以有复杂 header(1 字节的标记符，3 字节的大小值)或精简 header(1 字节标记符，1

字节的大小值)；大小包括的是 header 的大小。当然，header 的类型和 section 的类型定义在第一个

字节中： 

Flag Value Description 

CorILMethod_Sect_EHTable 0x1 Exception handling data.

CorILMethod_Sect_OptILTable 0x2 Reserved, shall be 0.

CorILMethod_Sect_FatFormat 0x40 Data format is of the Fat variety, meaning there is a 

3-byte length. If not set, the header is Small with a 

1-byte length.

CorILMethod_Sect_MoreSects 0x80 Another data section occurs after this current section.

这里只声明了异常处理区块(并不是说不需要检查 CorILMethod_Sect_EHTable 标识符)。所以如

果这个 section 是精简区块，它将是：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 1 Kind Flags as described above. 

1 1 DataSize Size of the data for the block, including the header, say n*12+4. 

2 2 Reserved Padding, always 0. 

4 n Clauses nsmall exception clauses. 

如果 section 是复杂区块的话：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 1 Kind Which type of exception block is being used 

1 3 DataSize Size of the data for the block, including the header, say n*24+4. 

4 n Clauses nfat exception clauses. 

DataSize 给出的是子句的数量。也就是说，要减去 header 的大小，然后依据复杂或精简的异常

子句的大小来划分(这依赖于 header 的种类)。精简的那部分为：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 2 Flags Flags, see below.

2 2 TryOffset Offset in bytes of try block from the start of the header.

4 1 TryLength Length in bytes of the try block



5 2 HandlerOffset Location of the handler for this try block

7 1 HandlerLength Size of the handler code in bytes

8 4 ClassToken Meta data token for a type-based exception handler

8 4 FilterOffset Offset in method body for filter-based exception handler

复杂的那部分为： 

Offset Size Field Description 

0 4 Flags Flags, see below. 

4 4 TryOffset Offset in bytes of try block from the start of the header. 

8 4 TryLength Length in bytes of the try block 

12 4 HandlerOffset Location of the handler for this try block 

16 4 HandlerLength Size of the handler code in bytes 

20 4 ClassToken Meta data token for a type-based exception handler 

20 4 FilterOffset Offset in method body for filter-based exception handler 

标记符为： 

Flag Value Description 

COR_ILEXCEPTION_CLAUSE_EXCEPTION 0x0000 A typed exception clause 

COR_ILEXCEPTION_CLAUSE_FILTER 0x0001 An exception filter and handler clause 

COR_ILEXCEPTION_CLAUSE_FINALLY 0x0002 A finally clause 

COR_ILEXCEPTION_CLAUSE_FAULT 0x0004 Fault clause (finally that is called on the 

exception only) 

#Blob 流 

#Blob stream 中包含许多不同方面的东西，你也许在学习 MetaData 表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但

是，#Blob中唯一有一点难以理解的就是 signature。每一个MetaData表引用的 signature都包含在#Blob 

stream 中，那么，一个 signature 代表的是什么？例如，它能够表明一个方法(是定义的方法或是引用

来的方法)的声明，表示方法的参数或是方法的返回类型。不同种类的 signature 有：MethodDefSig，

MethodRefSig，FieldSig，PropertySig，LocalVarSig，TypeSpec 和 MethodSpec。 

当我写本文时(11/12/2005)，.NET 中关于 signature 的参考还很少，但是现在，2006 年 4 月发行

版出现后，.NET 中有了详细的解释说明。所以这就没有必要解释每一种 signature 的模式，需要的话

就去参考中找。我将只解释其中的一种 signature，就能够明白其他 signature 的基本逻辑了。以



LocalVarSig signature 为例。如果一个方法像这样： 
------------------------------------------------------------------------------------------------------- 
private void f() 
{ 
 
    int A = 3; 
    bool B = false; 
 
    if (A == 3 && B == false) 
    { 
        // I had to put the "if" clause, 
 
        // because without it the local variables 
 
        // would have been discarded for being unreferenced    
 
    } 
} 
------------------------------------------------------------------------------------------------------- 

此方法中对于局部变量的 signature 将是：04 07 02 08 02。记得以前说过，Blob 中的每一个整数

都经过了编码，但是此时我没有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组成变量的 signature 都是小于 0x80 的。第一个

字节代表的是 signature 的字节数目，在这里是 4(这是编码之后的长度)......因此，实际的 signature 开

始于第二个字节，它的第一个成员是 0x07，表示的是 LOCAL_SIG(代表.locals 中的指令)。每个

LocalVarSig 以此指令开始。第二个字节(或者说是第三个字节，取决于是否包括表示 signature 大小

的字节)是方法中局部变量(或者说类型)的数量，当前情况下，只有两种类型，因此这个域的值为 0x02。

接下来的字节是类型本身。你能够在 SDK 参考或是 CorHdr.h 文件中在找到关于类型可能种类的列

表。我将从 header 中粘贴 enum 类型，因为我觉得紧跟值的简明描述比参考中的更易于理解。 
------------------------------------------------------------------------------------------------------- 
typedef enum CorElementType 
{ 
    ELEMENT_TYPE_END            = 0x0, 
 
    ELEMENT_TYPE_VOID           = 0x1, 
    ELEMENT_TYPE_BOOLEAN        = 0x2, 
    ELEMENT_TYPE_CHAR           = 0x3, 
    ELEMENT_TYPE_I1             = 0x4, 
    ELEMENT_TYPE_U1             = 0x5, 
 
    ELEMENT_TYPE_I2             = 0x6, 
    ELEMENT_TYPE_U2             = 0x7, 
    ELEMENT_TYPE_I4             = 0x8, 
    ELEMENT_TYPE_U4             = 0x9, 
    ELEMENT_TYPE_I8             = 0xa, 



 
    ELEMENT_TYPE_U8             = 0xb, 
    ELEMENT_TYPE_R4             = 0xc, 
    ELEMENT_TYPE_R8             = 0xd, 
    ELEMENT_TYPE_STRING         = 0xe, 
 
    // every type above PTR will be simple type 
 
 
    ELEMENT_TYPE_PTR            = 0xf,      // PTR <type> 
 
    ELEMENT_TYPE_BYREF          = 0x10,     // BYREF <type> 
 
 
    // Please use ELEMENT_TYPE_VALUETYPE. 
 
    // ELEMENT_TYPE_VALUECLASS is deprecated. 
 
    ELEMENT_TYPE_VALUETYPE      = 0x11,  // VALUETYPE <class Token> 
 
    ELEMENT_TYPE_CLASS          = 0x12,  // CLASS <class Token> 
 
    ELEMENT_TYPE_VAR            = 0x13,  // a class type variable VAR <U1> 
 
    // MDARRAY <type> <rank> <bcount> 
 
    // <bound1> ... <lbcount> <lb1> ... 
 
    ELEMENT_TYPE_ARRAY          = 0x14, 
    // GENERICINST <generic type> <argCnt> <arg1> ... <argn> 
 
    ELEMENT_TYPE_GENERICINST    = 0x15, 
    // TYPEDREF  (it takes no args) a typed referece to some other type 
 
    ELEMENT_TYPE_TYPEDBYREF     = 0x16, 
 
    // native integer size 
 
    ELEMENT_TYPE_I              = 0x18, 
 
    // native unsigned integer size 
 
    ELEMENT_TYPE_U              = 0x19, 
    // FNPTR <complete sig for the function 
 
    // including calling convention> 



 
    ELEMENT_TYPE_FNPTR          = 0x1B, 
 
    // Shortcut for System.Object 
 
    ELEMENT_TYPE_OBJECT         = 0x1C, 
    // Shortcut for single dimension zero lower bound array 
 
    // SZARRAY <type> 
 
    ELEMENT_TYPE_SZARRAY        = 0x1D, 
 
    // a method type variable MVAR <U1> 
 
    ELEMENT_TYPE_MVAR           = 0x1e, 
 
    // This is only for binding 
 
    // required C modifier : E_T_CMOD_REQD <mdTypeRef/mdTypeDef> 
 
    ELEMENT_TYPE_CMOD_REQD      = 0x1F, 
 
    ELEMENT_TYPE_CMOD_OPT       = 0x20, 
    // optional C modifier : E_T_CMOD_OPT <mdTypeRef/mdTypeDef> 
 
 
    // This is for signatures generated internally 
 
    // (which will not be persisted in any way). 
 
    ELEMENT_TYPE_INTERNAL       = 0x21, 
 
    // INTERNAL <typehandle> 
 
 
    // Note that this is the max of base type excluding modifiers 
 
    ELEMENT_TYPE_MAX            = 0x22, 
    // first invalid element type 
 
 
 
    ELEMENT_TYPE_MODIFIER       = 0x40, 
 
    // sentinel for varargs 
 



    ELEMENT_TYPE_SENTINEL       = 0x01 | ELEMENT_TYPE_MODIFIER, 
    ELEMENT_TYPE_PINNED         = 0x05 | ELEMENT_TYPE_MODIFIER, 
    // used only internally for R4 HFA types 
 
    ELEMENT_TYPE_R4_HFA         = 0x06 | ELEMENT_TYPE_MODIFIER, 
    // used only internally for R8 HFA types 
 
 
    ELEMENT_TYPE_R8_HFA         = 0x07 | ELEMENT_TYPE_MODIFIER, 
 
} CorElementType; 
------------------------------------------------------------------------------------------------------- 

signature 中 2 个 类 型 字 节 是 0x08 和 0x02 ， 转 化 为 ： ELEMENT_TYPE_I4 和

ELEMENT_TYPE_BOOLEAN。可以看出，方法中有局部变量：一个 32 位 unsigned 整数和一个 boolean

类型。当然，我没有阐述 signature 的全部，但是应当理解它们的工作方式。 

结论 

希望此文能让您更好的理解.NET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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