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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约定

 容器：本文泛指 ECS 实时容器。

 容器 ID：容器的字符串名字（系统必须保证每个容器名字唯一）。

 容器镜像：是 ECS 管理命令从 Registry Server 拉取得到的目录，其格式符合 OCI
Image 标准。

 容器 Bundle：是容器在文件系统内的目录，通常由容器镜像解包后得到。

 容器镜像包：是 ECS 管理命令对容器 Bundle 打包后得到，其形式为 Tar 包。

 宿主环境：指带有 ECS 容器功能的 SylixOS 系统，其运行环境为真实环境，而非容

器提供的虚拟环境。宿主环境也被定义为容器 ID 为 0 的容器，称为内核容器。

 OCI 标准：OCI（Open Container Initiative）由 Google、Docker 等厂商创建于 2015年，

目前主要有容器运行时标准（runtime-spec）和容器镜像标准（image-spec）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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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CS 容器介绍

1.1 ECS 容器简介

ECS（Edge Container Stack）是翼辉面向“任务关键型云原生架构”推出的系列产品之

一，ECS 技术栈包含了多种翼辉自主创新研发的边缘容器技术，其中 ECS 实时容器是基

于翼辉成熟的实时操作系统 SylixOS 打造的新一代轻量级实时容器技术。

ECS 实时容器面向任务关键型软硬件和边缘计算领域，其充分考虑了普通容器技术在

这些领域应用场景中存在的众多问题（如实时性不足、资源消耗过于沉重、镜像过大、开发

难度大、安全性不足等），它继承了 SylixOS 卓越的硬实时性和强大的跨平台基因，支持

丰富的 CPU 体系结构和处理器，容器内的应用程序可使用 SylixOS 全部的应用编程 API
和 POSIX API，过去的 SylixOS 应用程序无须修改即可运行在容器内，极大降低了用户迁

移成本。同时可将 VSOA 组件导入应用程序容器内，可立即实现应用程序微服务化。

ECS 实时容器有着以下的功能特性：

 强大的跨平台基因，支持丰富的处理器；

 卓越的硬实时性和优异的性能；

 保证环境一致性、易于移植；

 极其轻量，无系统驻留；

 资源隔离与限制能力，提供配额管理，高安全可靠；

 便于开发阶段的极速部署；

 兼容 OCI 镜像和运行时标准，接近 Docker 使用习惯；

 容器管理平台 ECS Manager 和大型企业级综合化容器管理系统 ECS Cloud 加持，具

有弹性管理能力。

1.2 ECS 容器功能特征

 强大的跨平台基因，支持丰富的处理器

ECS 实时容器继承了 SylixOS 强大的跨平台基因，支持 ARM32/64、PowerPC、
MIPS32/64、x86/x64、SPARC、C-SKY、RISC-V32/64 和 LoongArch 等体系结构的处理器。

翼辉信息丰富的 SylixOS BSP（板级支持包）商业现货软件已全面支持 ECS 实时容器，客

户能以最快的速度使用 ECS 实时容器，并将其投入到生产环境中。

图 1.1 ECS容器技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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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的硬实时性和优异的性能

ECS 实时容器继承了 SylixOS 卓越的硬实时性和优异的性能，加入 ECS 实时容器技

术 SylixOS 内核有着 μs 级中断响应时间，同时加入容器线程优先级限制，确保关键的高

优先级实时线程不被抢占，有效保证任务关键型设备的实时响应能力。同时高效、先进、低

开销的实现，容器间的切换可以做到 μs 级，使得加入 ECS 实时容器技术 SylixOS 内核

依然有着与标准版本 SylixOS 相当的性能。

 保证环境一致性、易于移植

ECS 实时容器有助于软件开发人员更快速、更安全地创建和部署应用程序。以传统方

法开发代码离不开特定的计算环境，一旦迁移到新环境，容易产生错误和 BUG。开发人员

可以将应用程序运行所依赖的全部内容（包括数据文件、共享库和配置文件等）都封装并隔

离在 ECS 实时容器镜像中以实现标准开发环境的构建，开发完成后通过封装着完整环境和

应用程序的 ECS 实时容器镜像进行迁移，测试、生产、运维人员都可以直接部署容器镜像

来进行测试和发布，大大简化了持续集成、测试和发布的过程，保证了应用在开发、测试、

运营阶段的环境一致性。

 极其轻量，无系统驻留

ECS 实时容器的实现简洁、高效，容器共享主机操作系统内核，单个容器运行时对于

系统本身的内存消耗低至 1MB。ECS 实时容器的实现可以自动探测现代处理器高级特性并

进行优化，使得容器间的切换可以做到 μs 级。ECS 实时容器技术实现无系统驻留服务，

容器的核心功能实现都基于操作系统内核改造完成，安全性与稳定性更高。

ECS 实时容器支持 OCI 运行时标准的 mount 挂载功能，如真实宿主环境的 /qt 目录

可只读方式挂载到容器内的 /qt 目录，用于复用真实宿主环境的 Qt 共享库，避免存放多份

Qt 共享库浪费磁盘空间的同时，也减小了容器镜像的大小，使得容器的部署、安装、升级

更为迅速。

 资源隔离与限制能力，提供配额管理，高安全可靠

ECS 实时容器提供给每个容器隔离的运行环境。ECS 实时容器实现的运行时环境隔离

包括容器间的内存空间隔离、文件系统隔离、私有设备隔离、环境变量隔离、IPC 通信隔离

等。完整独立的容器运行环境，保证了容器内的应用免受环境和其它应用的影响，以使容器

的运行环境符合预期，提升容器内应用的安全性。

ECS 实时容器对于操作系统资源提供了配额管理功能，ECS 实时容器支持对容器的

CPU 运行时间、内存大小、内核对象、磁盘存储空间等资源的配额和 shell 命令权限、真

实宿主环境设备访问权限的配置，对容器可用资源进行配额和操作进行权限检查以有效拦截

越权操作，避免超额使用内核资源，保障系统完全。通过对操作系统资源的配额管理能够更

好的实现系统集成。

 便于开发阶段极速部署

ECS 实时容器充分考虑了开发阶段需及时对容器内独立部署的需求，每个容器拥有独

立的 FTP 和 TELNET 服务，可多人同时在同一机器上开发不同容器和应用，互不干扰。

容器内的应用开发、调试方式与标准 SylixOS 应用开发保持一致。同时 RealEvo-IDE 提供

了容器快速同步、打包镜像的功能，使得 ECS 实时容器在开发阶段可以做到 “一键式” 极

速部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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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 OCI 镜像和运行时标准，接近 Docker 使用习惯

OCI（Open Container Initiative）组织由 Google、Docker 等厂商于 2015 年发起成立，

并于 2016 年 4 月推出了第一个开放容器标准。标准主要包括 runtime 运行时标准和

image 镜像标准。

ECS 实时容器能够兼容 OCI 的镜像标准与运行时标准。对于 OCI 镜像标准，ECS 实

时容器实现了对 config、manifest、index 文件的支持，支持使用 Dockerfile 构建容器镜像；

对于 OCI 运行时标准，ECS 实时容器实现了容器的 created、running、stopped 等生命状

态，支持状态间的切换，ECS 实时容器还扩展支持了容器的暂停与恢复的功能。ECS 实时

容器提供的命令行接口接近 Docker 和 OCI 标准使用习惯，已有容器使用经验的用户可快

速上手 ECS 实时容器。ECS 实时容器支持符合 OCI 标准的容器管理平台，如 Docker Hub
和翼辉容器管理平台 ECS Manager。

1.3 ECS Cloud 容器管理系统

ECS Cloud 是翼辉推出的强大的大型企业级综合化容器管理系统，其包括 ECMP
Enterprise 企业管理平台和 ECDP 应用开发平台，支持 CI/CD（持续集成、持续交付/部署）

和 DevSecOps 功能。详情请查看 ECS Cloud 产品信息。

1.4 ECS Manager 容器管理平台

ECS Manager 则是翼辉推出的强大的边缘侧的容器管理平台，其在边缘侧提供了容器

镜像管理、容器编排、容器及其宿主节点状态监控和健康管理等强大的弹性管理能力。

ECS Manager 同时支持管理 ECS 实时容器和 Docker 容器及 EdgerOS 应用。ECS
Manager 使得目标系统具备了在边缘侧部署、升级、回滚容器和应用等功能，以满足目标系

统所需的灾备、迁移、升级等需求，如果容器应用使用 VSOA 微服务架构开发，则还可支

持滚动更新功能。

ECS Manager 所支持的容器编排、状态监控和健康管理功能，使得目标系统的容器运

行管理和维护实现自动化，同时 ECS Manager 收集目标系统的容器的状态、健康、日志记

录并上报到 ECS Cloud，方便开发者能及时掌握容器内应用在生产环境运行时的问题，以实

现 CI/CD 和 DevSecOps 目标。详情请查看 ECSM 产品信息。

图 1.2 ECS 可实现 DevSecOps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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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RTP安全实时进程

SRTP（Safety Real-Time Process）安全实时进程类似于 Linux 的进程，SRTP进程拥有

独立的地址空间并且工作在 CPU 用户模式，使用系统调用进入操作系统内核，不能访问更

不能破坏操作系统和其它的容器。

SRTP 进程使用 srtp 命令启动，使用方式如图 2.1 所示，在常规进程启动方式前增加

srtp 命令即可。

图 2.1 执行一个 SRTP 进程

若 SRTP 进程中需增加自定义系统调用，可参考章节 9 自定义系统调用。



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 Copyright (c) 2015-2022 ACOINF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CS 实时容器使用手册

6

3. ECS 容器命令

3.1 容器管理设备

ECS 容器的管理功能由内核实现的容器管理设备提供，使用 ECS 容器前需要加载内

核模块 xcondev.ko，使用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insmod /lib/modules/xcondev.ko

加载内核模块 xcondev.ko 后可以使用 devs 命令查看容器管理设备是否注册成功，若

查看到如图 3.1所示的 container 设备，则表示容器管理设备注册成功。

图 3.1 容器管理设备

3.2 容器管理命令

ECS 容器提供的管理命令为 ecs，其具体的命令选项及说明如表 3.1所示。

表 3.1 容器管理命令

命令 说明

ecs pull 从 Registry Server 拉取容器镜像

ecs unpack 解包容器镜像为容器 Bundle 到指定路径

ecs create 创建指定路径的容器 Bundle 并注册指定 ID 的容器

ecs delete 删除指定路径的容器 Bundle
ecs reg 注册指定 ID 的容器到系统

ecs unreg 从系统注销指定 ID 的容器

ecs list 列出所有已注册的容器

ecs list load 加载本地文件保存的容器注册信息

ecs list save 保存已注册的容器信息到本地文件

ecs start 启动指定 ID 的容器

ecs kill 向指定 ID 的容器发送信号，此命令可用于停止容器运行

ecs inspect 查看指定 ID 的容器配置信息

ecs events 查看指定 ID 的容器资源使用情况

ecs state 查看指定 ID 的容器运行状态

ecs ps 查看指定 ID 的容器内进程信息

ecs pause 暂停指定 ID 的容器运行

ecs resume 恢复指定 ID 的容器运行

ecs unpause 同 ecs resume
ecs attach 将当前 shell 终端附加到指定 ID 的容器中

ecs exec 在指定 ID 的容器中执行命令

ecs save 保存容器 Bundle 为容器镜像包

ecs load 加载容器镜像包为容器 Bundle
ecs cp 在容器与宿主文件系统之间拷贝文件

ecs port 查看容器的端口映射

ecs version 打印 ecs 管理命令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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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ylixOS 访问 ECS Registry Server

SylixOS 支持从 ECS Cloud、ECS Manager、Docker Hub 等 ECS Registry Server拉取容

器镜像。

需注意 SylixOS 设备访问互联网需将对应网口设置为有效广域网 IP 地址，若由网关

接入则需配置有效局域网 IP 地址。

4.1 SylixOS 互联网访问配置

4.1.1 查看网络接口

如图 4.1所示，使用 ifconfig 命令可以查下当前系统可以使用的网络接口。

图 4.1 ifconfig 查看网络接口

4.1.2 配置设备 IP 地址

如下使用 ifconfig 命令对设备 IP 地址进行配置。

[root@sylixos:/root]# ifconfig ifname inet address

参数说明如下：

 ifname 为指定的网络接口名；

 address 为配置的有效 IP 地址。

如配置范例如下：

[root@sylixos:/root]# ifconfig en1 inet 192.168.1.100

4.1.3 配置默认网关

若使用网关接入互联网，则需要配置默认网关。

[root@sylixos:/root]# route add default gw gateway

参数说明如下：

 gateway 为配置的默认网关 IP 地址；

如配置范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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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ylixos:/root]#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1.1

4.1.4 配置 DNS服务器地址

需要配置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才能正常进行域名解析。

[root@sylixos:/root]# ifconfig ifname dns index address

参数说明如下：

 ifname 为指定的网络接口名；

 index 为指定的 DNS 序号，支持 0 ~ 3，可同时配置多台 DNS 服务器；

 address 为指定的 DNS 服务器 IP 地址。

[root@sylixos:/root]# ifconfig en1 dns 0 8.8.8.8

4.2 从 ECS Registry Server 拉取容器镜像

4.2.1 配置信息

用户可以在 /etc/ecs_registry 文件中配置 ECS Registry Server地址、用户名及密码，格

式如下：

[root@sylixos:/root]# vi /etc/ecs_registry

# from private registry server

registry=http://192.168.1.100:5000

username=AccountName

password=Password

其中 registry 应为实际的服务器地址与端口，若使用匿名访问，可以不设置 username
和 password。

例如与 Docker Hub 进行通信，其配置如下：

[root@sylixos:/root]# vi /etc/ecs_registry

# from private registry server

registry=https://registry-1.docker.io

username=AccountName

password=Password

4.2.2 拉取容器镜像

当配置信息后，可直接使用如下命令从 ECS Registry Server 拉取容器镜像。

[root@sylixos:/root]# ecs pull AccountName/RepoName

也可以在命令行中指定用户和密码，并指定拉取后的输出位置，即使用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pull AccountName/RepoName [--user AccountName Password]

[--output Path]

参数及扩展项说明如下：

 AccountName/RepoName 为需下载的仓库名称，若为公共仓库，则直接为 RepoName。
该命令支持的扩展选项如下：

 --user 选项指定账号和密码：

AccountName 为有效的 Registry Server 账号；

Password 为该账号有效的登录密码。

 --output 选项指定拉取容器镜像的存储地址，未指定时表示当前路径：

Path 为有效目录名称，当目录不存在时会创建。

拉取容器镜像的过程如图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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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拉取 ECS Registry Server 中的容器镜像

4.2.3 容器镜像格式说明

ecs 命令拉取的容器镜像符合 OCI 镜像标准，如图 4.3所示。

图 4.3 容器镜像格式

OCI 标准的镜像由以下部分组成：

1. 顶层目录

 blobs 内容寻址的块文件，目录必须存在，但是可以为空。

 oci-layout 文件必须存在，为 JSON 格式，文件中必须包含 imageLayoutVersion 字

段，文件中可以有其他字段作为扩展使用

 index.json 文件必须存在，为 JSON 格式，文件中必须包含镜像 Index 的基本属性。

2. 底层目录

blobs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是以 Hash 算法的名称来命名的，这些子文件夹下包含了真

正的实体文件。

4.2.4 解包容器镜像

ecs 命令拉取得到的容器镜像需要进行解包操作，才可以得到容器 Bundle 目录，解包

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unpack imageName bundlePath [id]

解包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mageName 为需要解包的镜像名称；

 bundlePath 为镜像解包到的目标容器 Bundle 目录。

该命令支持的扩展选项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字符串，当指定容器 ID 时，解包容器镜像后会执行容器注册。

如对 ecs pull 命令拉取得到的容器镜像进行解包，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unpack ecs_demo /apps/ecs_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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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CS 容器操作

5.1 注册容器

容器需要注册到操作系统后才可使用。注册容器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reg handle bundlePath id

注册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handle 为指定的内部句柄号，通常应指定为 0，此时系统会自动进行分配。需注意的

是，若手动进行指定应保证句柄号不与已存在的容器句柄号产生冲突。

 bundlePath 为容器 Bundle 目录的路径。

 id 为容器的 ID 号，其是操作容器的重要参数，需注意的是容器 ID 号为字符串格式。

对容器范例进行注册，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reg 0 /apps/ecs_demo ecs_demo

5.2 注销容器

注销一个已注册的容器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unreg id

注销容器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注销已注册的容器范例：

[root@sylixos:/root]# ecs unreg ecs_demo

如果一个容器没有停止，注销容器并不会自动停止或暂停容器的运行。

5.3 查看已注册容器

使用如下的命令可以查看已注册的容器：

[root@sylixos:/root]# ecs list

该命令可以省略 list，结果如图 5.1所示。

图 5.1 查看已注册的容器

5.3.1 保存已注册容器列表到本地文件

当容器注册到系统后，仅对本次系统运行时有效，系统重启后注册信息会丢失。如果需

要保存系统已注册的容器列表，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list save

该命令会将已注册的容器信息保存至本地文件，下次启动系统时，使用 ecs list load 命

令即可从本地文件恢复已注册的容器信息。

当前设定的容器信息本地文件的路径为 /etc/container_list。

5.3.2 加载本地文件中已注册容器列表

当需从 /etc/container_list 加载已注册的容器信息时，可执行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list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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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容器配置文件

ECS 容器的配置文件符合 OCI 运行时标准，其范例如下：

{

"ociVersion": "1.0.0",

"platform": {

"os": "sylixos",

"arch": "arm"

},

"process": {

"args": ["/apps/ecs_demo"],

"env": [ "PATH=/usr/bin:/bin:/usr/pkg/sbin:/sbin:/usr/local/bin",

"TERM=vt100"],

"cwd": "/"

},

"root": {

"path": "/rootfs",

"readonly": false

},

"hostname": "sylixos_ecs",

"mounts": [

{

"destination": "/qt",

"source": "/qt",

"options": ["rx"]

}

],

"sylixos": {

"devices": [

{ "path": "/dev/fb0", "access": "rw" },

{ "path": "/dev/input/xmse", "access": "rw"},

{ "path": "/dev/input/xkbd", "access": "rw"}

],

"resources": {

"cpu": {

"highestPrio": 160,

"lowestPrio": 250

},

"memory": {

"kheapLimit": 2097152,

"memoryLimitMB": 2048

},

"kernelObject": {

"threadLimit": 300,

"threadPoolLim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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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Limit": 800,

"eventSetLimit": 50,

"partitionLimit": 5,

"regionLimit": 5,

"msgQueueLimit": 50,

"timerLimit": 5,

"rmsLimit": 5,

"threadVarLimit": 2,

"posixMqueueLimit": 300,

"dlopenLibraryLimit": 50,

"xsiipcLimit": 100,

"socketLimit": 50,

"srtpLimit": 10,

"deviceLimit": 60

},

"disk": {

"limitMB": 2048

}

},

"commands": [

"exec", "top", "cpuus", "vi", "cat", "touch", "ps", "ts", "tp", "ss", "ints",

"ls", "cd", "pwd", "modules", "varload", "varsave", "shstack", "srtp",

"shfile", "help", "debug", "shell", "ll", "sync", "ln", "kill", "free",

"env", "mems"

],

"network": {

"telnetdEnable": true,

"ftpdEnable": true

}

}

}

5.4.1 容器平台支持

容器平台支持的配置如下：

"platform": {

"os": "sylixos",

"arch": "arm"

},

 os 为该容器支持的操作系统名称，只能为“sylixos”；

 arch 为该容器支持的架构名称，目前 arch 能够支持的值如表 5.1所示。

表 5.1 容器支持的平台

arch 值 支持的平台

arm ARM32
arm64 ARM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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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ky C-SKY
mips MIPS32
mips64 MIPS64
riscv RISC-V32
riscv64 RISC-V64
ppc PowerPC
sparc SPARC
x86-64 x86-64
x86 x86

loongarch64 LoongArch64

5.4.2 容器进程支持

容器进程支持的配置如下：

"process": {

"args": ["/apps/ecs_demo"],

"env": ["PATH=/usr/bin:/bin:/usr/pkg/sbin:/sbin:/usr/local/bin", "TERM=vt100"],

"cwd": "/"

},

 args 为容器支持的默认启动参数配置，其格式如 spawnl 函数的参数列表；

 env 为容器启动时需要设置的环境变量。

 cwd 为容器启动时需要设置的当前工作目录。

5.4.3 容器的根目录

容器根目录的配置如下：

"root": {

"path": "/rootfs",

"readonly": false

},

 path 为容器的根目录，其表示 Bundle 目录内的根目录名称；

 readonly 为容器的根目录是否支持只读。

5.4.4 容器主机名称

容器主机名称的配置如下：

"hostname": "sylixos_ecs",

 hostname 为容器显示的主机名。

5.4.5 容器挂载配置

用户可以将容器内的路径挂载到宿主环境的某个真实路径下。比如，由于 Qt 共享库比

较大，复用系统的 Qt 共享库避免容器与系统存放多套 Qt 共享库，有助于减小容器镜像的

体积。容器挂载配置如下：

"mounts": [

{ "source": "/qt",

"destination": "/qt",

"options": ["rx"]}

],



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 Copyright (c) 2015-2022 ACOINF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CS 实时容器使用手册

14

 source 为容器的虚拟路径。

 destination 为宿主系统的真实物理路径。

 options 挂载时的权限，支持的选项如表 5.2所示。

表 5.2 挂载权限选项

选项 说明

ro 只读挂载，当 options 为空时，默认为 ro
rw 读写挂载

rx 读、可执行挂载

注意：当宿主环境的真实路径不存在时，容器内的路径会显示为无权限访问状态。

5.4.6 容器设备权限配置

容器可以访问真实的硬件设备，但若所有设备都让容器能访问将有安全风险，设备权限

配置可用于限制容器访问设备的权限。

容器设备操作权限配置如下：

"devices": [

{ "path": "/dev/fb0", "access": "rw" },

{ "path": "/dev/input/xmse", "access": "rw"},

{ "path": "/dev/input/xkbd", "access": "rw"}

],

 path 为宿主系统的设备路径。

 access 为读、写、执行权限，如表 5.2所示。

对容器设备权限配置时，遵循“最后有效”原则，即若多条规则覆盖到同一设备，则以

最后一条规则为有效规则。

5.4.7 容器内线程优先级

容器内线程优先级配置如下：

"cpu": {

"highestPrio": 160,

"lowestPrio": 250

},

 highestPrio 为容器内允许的线程最高优先级；

 lowestPrio 为容器内允许的线程最低优先级。

当容器内期望创建的线程优先级高于 highestPrio 时，实际创建的线程优先级会被设定

为 highestPrio；当容器内期望创建的线程优先级低于 lowestPrio 时，实际创建的线程优先

级会被设定为 lowestPrio。

5.4.8 容器内存配置

容器内存配置如下：

"memory": {

"kheapLimit": 2097152,

"memoryLimitMB": 2048

},

 kheapLimit 为容器内允许使用的内核堆最大用量，单位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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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LimitMB 为容器内允许使用的内存最大用量，单位 MB。

5.4.9 容器内核对象配置

容器内核对象配置如下：

"kernelObject": {

"threadLimit": 300,

"threadPoolLimit": 1,

"eventLimit": 800,

"eventSetLimit: 50,

"partitionLimit": 5,

"regionLimit": 5,

"msgQueueLimit": 50,

"timerLimit": 5,

"rmsLimit": 5,

"threadVarLimit": 2,

"posixMqueueLimit": 300,

"dlopenLibraryLimit": 50,

"xsiipcLimit": 100,

"socketLimit": 50,

"srtpLimit": 10,

"deviceLimit": 60

},

 thread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线程数量；

 threadPool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线程池数量；

 event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事件数量；

 eventSet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事件集数量；

 partition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定长分区数量；

 region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变长分区数量；

 msgQueue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消息队列数量；

 timer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定时器数量；

 rms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 RMS 调度器数量；

 threadVar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线程私有变量数量；

 posixMqueue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 posix 消息队列数量；

 dlopenLibrary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 dlopen 共享库数量；

 xsiipc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 xsiipc 数量；

 socket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 socket 数量；

 srtp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 srtp 进程数量；

 deviceLimit 为容器内允许的最大全局设备数量，如串口、FIFO 等。

以上内核对象配置项若在配置文件中未指定，则系统会使用其默认配置。

注意：每个 socket 创建的时候，都会占用一个 msgqueue，建议在扩大 socket 数量时同时扩大

msgqueue 的数量。

5.4.10 容器磁盘配置

容器磁盘配置如下：

"di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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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MB": 2048

}

 limitMB 为容器允许使用的磁盘空间最大用量，单位 MB。

5.4.11容器命令权限配置

在容器内可以指定其可以使用的系统命令。但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命令在宿主环境与容

器环境中其执行的效果会存在差异。容器命令权限配置如下：

"commands": [

"exec", "top", "cpuus", "vi", "cat", "touch", "ps", "ts", "tp", "ss", "ints",

"ls", "cd", "pwd", "modules", "varload", "varsave", "shstack", "srtp",

"shfile", "help", "debug", "shell", "ll", "sync", "ln", "kill", "free",

"env", "mems"

],

注意：目前以下命令即使在配置文件中进行配置，也无法在容器内执行：

insmod, rmmod, modulereg, setpci, lspci

5.4.12 容器网络配置

容器网络配置如下：

"network": {

"telnetdEnable": true,

"ftpdEnable": true

}

 telnetdEnable 为是否开启容器内的 TELNETD 服务；

 ftpdEnable 为是否开启容器内的 FTPD 服务。

5.5 查看容器配置

查看容器配置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inspect id

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使用命令查看容器范例的配置信息：

[root@sylixos:/root]# ecs inspect ecs_demo

可以看到如前文所示的容器配置文件结构。

5.6 启动容器

启动容器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start id [--env A=B] [--stdin /dev/xxx]

[--stdout /dev/yyy] [--stderr /dev/zzz/] [--config config_tmp.json] [--network mode]

[--port host_port:container_port[/proto]] [command arg ...]

启动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该命令支持的扩展选项如下：

 --env 为启动容器时临时指定的环境变量，--env 也可以写为 -e。
该配置项的参数应为 A=B 的键值对，A为环境变量名，B 为环境变量值；

若容器已默认设置同名的环境变量，则以此时临时指定的环境变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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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启动时，若其容器配置文件 config.json 中使能了配置项 sylixos.network.ftpdEnable
和 sylixos.network.telnetdEnable，则系统会随机分配 FTPD 和 TELNETD 的端口，若容器

启动时需指定容器的 FTPD 和 TELNETD 端口，可以通过如下命令进行设置：

[root@sylixos:/root]# ecs start ecs_demo --env FTPD_PORT=121 --env TELNETD_PORT=123

 --stdin 为启动容器时临时指定标准输入设备。若不指定，则为系统标准输入。

 --stdout 为启动容器时临时指定标准输出设备。若不指定，则为系统标准输出。

 --stderr 为启动容器时临时指定标准错误文件，若不指定，则为系统标准错误。

 --config 为启动容器时临时指定的配置文件路径或配置文件 JSON 字符串。若以配置

文件路径指定，则该路径对应的配置文件应满足 ECS 配置文件格式；若以配置文件

JSON 字符串指定，则该字符串应满足 ECS 配置文件格式。--config 也可以写为 -c。
 --network 为启动容器时指定的网卡工作模式。

网卡的工作模式包括：

（1）none 表示只支持本地回环，此种工作模式下容器不具有对外网络通信的能力；

（2）host 表示与宿主环境共享网卡的功能，其为容器网卡的默认工作模式；

（3）private 表示建立容器虚拟网卡，对网络资源进行隔离的工作模式。

--network 也可以写为 -net。
 --port host_port:container_port[/proto] 为启动容器时当容器工作在 private 模式时，对

端口进行映射。

其中 host_port 为宿主环境的端口；container_port 为容器内的端口；proto 为指定的协

议类型，支持 “tcp” 和 “udp”，当不指定 proto 时，表示同时映射 tcp 和 udp 端口。--port
也可以写为 -p。
 command arg ... 为启动容器时临时指定的程序及其参数。

如容器启动时，同时运行容器内根文件系统中的 /apps/helloworld 程序，可以执行如下

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start ecs_demo /apps/helloworld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临时配置文件、临时环境变量与临时命令三项参数存在加载顺序的

优先关系，其加载顺序依次为：

临时配置文件、临时环境变量、临时命令。

即临时命令会替代临时配置文件中的默认命令，命令行指定的环境变量和启动命令会覆

盖临时配置文件中的内容。

如使用启动命令启动已注册的容器范例，并指定 FTPD 和 TELNETD 的端口，并启动

容器内的 helloworld 程序：

[root@sylixos:/root]# ecs start ecs_demo --env FTPD_PORT=121 --env TELNETD_PORT=123

/apps/helloworld

容器范例启动后可以看到如图 5.2所示的输出。

图 5.2 启动容器

启动之后，使用 ecs 命令查看容器状态，如图 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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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启动容器后状态

5.7 发送信号给容器

向容器发送信号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kill id [signal]

启动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该命令支持的扩展选项如下：

 signal 为信号名或信号 ID。未指定时，默认发送信号 SIGTERM，发送此信号可以使

容器停止运行。停止后的容器，其所运行的进程、线程等消亡，所占用的资源被回收。

signal 支持的信号名或信号 ID 如表 5.3所示：

表 5.3 支持的信号

信号名 信号 ID 信号名 信号 ID 信号名 信号 ID

SIGHUP 1 SIGINT 2 SIGQUIT 3
SIGILL 4 SIGTRAP 5 SIGABRT 6

SIGUNUSED 7 SIGFPE 8 SIGKILL 9
SIGBUS 10 SIGSEGV 11 SIGUNUSED2 12
SIGPIPE 13 SIGALRM 14 SIGTERM 15
SIGCNCL 16 SIGSTOP 17 SIGTSTP 18
SIGCONT 19 SIGCHLD 20 SIGTTIN 21
SIGTTOU 22 SIGIO 23 SIGXCPU 24
SIGXFSZ 25 SIGVTALRM 26 SIGPROF 27
SIGWINCH 28 SIGINFO 29 SIGUSR1 30
SIGUSR2 31 SIGPWR 33 SIGSYS 34
SIGURG 35
发送 SIGTERM 信号使容器停止运行的范例：

[root@sylixos:/root]# ecs kill ecs_demo

发送信号后，使用 ecs 命令查看容器状态，如图 5.4所示。

图 5.4停止容器运行

5.8 暂停容器运行

暂停容器运行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paus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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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使用命令暂停运行中的容器范例：

[root@sylixos:/root]# ecs pause ecs_demo

暂停之后，使用 ecs 命令查看容器状态，如图 5.5所示。

图 5.5暂停容器运行

5.9 恢复容器运行

恢复容器运行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resume id

恢复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此命令中的 resume 也可以为 unpause。
将暂停中的容器范例恢复运行：

[root@sylixos:/root]# ecs resume ecs_demo

恢复之后，使用 ecs 命令查看容器状态，如图 5.6所示。

图 5.6恢复容器运行

5.10 查看容器资源使用情况

查看容器资源使用情况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events id

查看容器资源使用情况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查看当前运行的容器范例资源使用情况，可以看到如下程序输出：

[root@sylixos:/root]# ecs events ecs_demo

{

"network": {

"tx": 0,

"rx": 0

},

"block": {

"read": 0,

"write":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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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

"kheap": {

"limit": 2097152,

"usage": 2097152,

"max": 2097152

},

"memory": {

"limit":2147483648,

"usage":122880,

"max": 2097152

}

},

"disk" {

"limit": 2097152,

"usage": 2097152,

"max": 2097152

},

"kernelObject": {

"thread": {

"limit":10,

"usage":2,

"max": 2

},

"threadPool": {

"limit":10,

"usage":0,

"max": 0

},

"event": {

"limit":10,

"usage":2,

"max": 2

},

"eventSet": {

"limit":10,

"usage":0,

"max": 0

},

"partition": {

"limit":10,

"usage":0,

"max": 0

},

"reg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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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2,

"usage":1,

"max": 1

},

"msgQueue": {

"limit":10,

"usage":2,

"max": 2

},

"timer": {

"limit":10,

"usage":2,

"max": 2

},

"rms": {

"limit":10,

"usage":0,

"max": 0

},

"threadVar": {

"limit":10,

"usage":0,

"max": 0

},

"posixMqueue": {

"limit":10,

"usage":2,

"max": 2

},

"dlopenLibrary": {

"limit":10,

"usage":5,

"max": 5

},

"xsiipc": {

"limit":10,

"usage":2,

"max": 2

},

"socket": {

"limit":10,

"usage":2,

"max":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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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p": {

"limit":10,

"usage":1,

"max": 1

},

"device": {

"limit":10,

"usage":2,

"max": 2

}

}

}

资源使用情况的显示分为最大限制资源数量、当前时刻正在使用资源数量、历史峰值资

源数量。描述的资源包括：

 network：网络资源

tx 容器内网络发送的流量统计（单位：字节）；

rx容器内网络接收的流量统计（单位：字节）；

 block：块设备 IO
read 容器内块设备的读取流量统计（单位：字节）；

write容器内块设备的写入流量统计（单位：字节）；

 memory：内存资源

kheap 为容器内的内核堆占用字节数；

memory 为容器内的物理内存占用字节数；

 disk：磁盘

为容器内的磁盘空间占用字节数（单位：字节）。

 kernelObject：内核对象

thread 为容器内的线程数量；

threadPool 为容器内的线程池数量；

event 为容器内的事件数量；

eventSet 为容器内的事件集数量；

partition 为容器内的定长分区数量；

region 为容器内的变长分区数量；

msgQueue 为容器内的消息队列数量；

timer 为容器内的定时器数量；

rms 为容器内的 RMS 调度器数量；

threadVar 为容器内的线程私有变量数量；

posixMqueue 为容器内的 posix 消息队列数量；

dlopenLibrary 为容器内的 dlopen 共享库数量；

xsiipc 为容器内的 xsiipc 数量；

socket 为容器内的 socket 数量；

srtp 为容器内的 srtp 进程数量；

device 为容器内的全局设备数量，如串口、FIFO 等。

5.11 查看容器状态

查看容器状态的命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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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ylixos:/root]# ecs state id

查看容器状态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查看当前运行容器范例的状态：

[root@sylixos:/root]# ecs state ecs_demo

返回结果如图 5.7所示。

图 5.7 查看容器状态

容器的状态返回的信息包括容器的 OCI 版本、容器 ID、容器状态、容器 Bundle 路

径。若容器使能了 FTPD 和 TELNETD 功能，则返回的容器信息会包含容器的 FTPD 和

TELNETD 端口。若两个服务都没有使能，则返回的状态不会包括 annotations 对象。

其中容器状态有四种，如表 5.4所示。

表 5.4 容器的状态

容器状态 含义

created 容器刚注册完，还未开始运行

running 容器处于运行态

paused 容器处于暂停态，一般由 ecs pause 命令触发

stopped 容器处于停止态，一般由 ecs kill 命令触发

5.12 查看容器内进程

查看容器内进程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ps id

查看容器进程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查看当前运行容器范例内的进程：

[root@sylixos:/root]# ecs ps ecs_demo

可以看到如图 5.8所示程序输出。

图 5.8 查看容器内进程

查看容器进程返回的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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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进程的名称；

 father 进程的父进程；

 state 进程的状态；

进程的状态包括如表 5.5所示的几种类型：

表 5.5 进程状态

进程状态 状态说明

init
进程尚在初始化过程中，正在执行程序加载、内存初始化等操作，尚

不具备运行条件。

running 进程正在运行，进程中的线程或参与调度，或处于阻塞状态。

stopped 在停止态下，进程所有线程停止运行，不参与调度。

dead
进程已经结束运行，进程在进入退出态时会发送信号给其父进程，由

父进程适时回收子进程残余资源。

 pid 进程的 ID；
 group 进程的用户组 ID；
 memory 进程的内存占用（单位：字节）；

 uid 进程的 uid；
 gid 进程的 gid；
 user 进程的用户。

5.13 查看容器端口映射

当容器使用 private 网络工作模式时，可以支持将容器内的端口映射到宿主环境端口，

查看容器端口映射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port id

查看容器端口映射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如下启动一个容器，并指定将容器内的 TCP 与 UDP 的 80 端口映射到宿主环境的

8080 端口，将容器内 UDP 的 100 端口映射到宿主环境的 8100 端口：

[root@sylixos:/root]# ecs start ecs_demo --network private --port 8080:80 --port

8100:100/udp /apps/tcp_server

查看当前容器端口映射：

[root@sylixos:/root]# ecs port ecs_demo

返回结果如图 5.9所示。

图 5.9 查看容器端口映射

5.14 在容器中执行程序

ECS 容器支持在一个已运行的容器中临时启动一个程序，使用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exec id command [arg ...]

该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command arg ... 为启动容器时临时指定的程序及其参数。

在当前的容器范例中执行程序，可以看到如图 5.10所示程序输出：

[root@sylixos:/root]# ecs exec ecs_demo 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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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在容器中执行程序

5.15 容器与宿主文件拷贝

容器与宿主之间进行文件拷贝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cp id:srcPath localFsDestPath

或

[root@sylixos:/root]# ecs cp localFsSrcPath id:destPath

该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将本地文件拷贝至当前容器的范例如图 5.11所示，可以看到如下程序输出：

图 5.11 容器与宿主拷贝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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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CS 容器 shell 访问

6.1 Telnet 登录容器

通过 ecs 命令显示的容器信息，可获得容器 Telnet 服务端口。

在终端软件的配置界面设置对应容器的 Telnet 服务端口，如图 6.1所示。

图 6.1 设置 telnet 连接

登录到容器的 shell 窗口， shell 命令行提示符中的 host 名称会显示为容器的

hostname，并且窗口名会显示容器 ID 及 IP，如图 6.2所示。

图 6.2 Telnet 登录到容器

6.2 从当前 shell 切换至容器

对于某些不支持网络的设备，可以通过命令将当前终端切换至容器。如图 6.3所示，存

在一个已经运行的容器 ecs_demo。则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将当前 shell 终端切换至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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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sylixos:/root]# ecs attach id

该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号。

图 6.3 将当前终端切换至容器内

当需要从容器切换回宿主环境时，执行如下命令。

[root@sylixos_ecs:/root]# shell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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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CS 容器镜像

7.1 创建容器 Bundle
创建容器 Bundle 使用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create bundlePath [id]

创建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bundlePath 为容器 Bundle 路径。

该命令支持的扩展选项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字符串，当指定容器 ID 时，创建容器 Bundle 后会执行容器注册。

如图 7.1所示，/apps/my_container 为用户指定的容器 bundle 目录，con_0 为用户指

定的容器名称。命令执行后，系统开始创建容器 Bundle。

图 7.1创建容器 Bundle

创建过程中，会提示用户是否将系统共享库文件拷贝至容器 Bundle 内，通常选择 Y
（小写亦可）。

容器 Bundle 创建完毕后，在指定的容器 Bundle 目录下，可见容器的运行时配置文件

和根目录，如图 7.2所示。



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 Copyright (c) 2015-2022 ACOINF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CS 实时容器使用手册

29

图 7.2容器 Bundle 目录

7.2 删除容器 Bundle
删除容器的 Bundle 目录使用的命令如下：

[root@sylixos:/root]# ecs delete bundlePath

删除容器 Bundle 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bundlePath 为容器 Bundle 路径。

删除容器 Bundle 的过程仅仅是目录删除的过程，其并不会改变容器的运行状态，也不

会进行注销容器操作，所以应先停止并注销容器，再进行删除容器 Bundle 操作。

删除当前的容器范例 Bundle，可以看到如下程序输出：

[root@sylixos:/root]# ecs delete /apps/my_container

图 7.3 删除容器 Bundle

7.3 保存容器镜像包

ecs 命令提供将容器 Bundle 保存为容器镜像包的功能，打包后的容器镜像包以压缩包

的形式存在，便于传递。保存容器镜像包时使用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save tarPackagePath bundlePath repoName tag [os]

打包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tarPackagePath 为生成的 tar 包路径；

 bundlePath 为容器 Bundle 路径；

 repoName 为仓库名称；

 tag 为标签名称，通常应为“latest”；

该命令支持的扩展选项如下：

 os 为操作系统名称，默认为“syli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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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加载容器镜像包

ecs 支持将容器镜像包加载至操作系统，加载容器镜像包时使用如下命令：

[root@sylixos:/root]# ecs load tarPackagePath bundlePath [id]

解包命令的参数说明如下：

 tarPackagePath 为需要解包的 tar 包路径；

 bundlePath 为生成的容器 Bundle 路径；

该命令支持的扩展选项如下：

 id 为容器的 ID 字符串，当指定容器 ID 时，加载容器镜像包后会执行容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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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DE 的 ECS 容器管理

8.1 IDE 建立容器节点

对于在宿主设备上已经创建的容器，可以在 IDE 的设备管理界面新建容器节点进行管

理。

在设备管理界面点击右键，选择“New Device”，新建对应的宿主设备，如图 8.1所示。

图 8.1新建宿主设备

输入宿主设备的 IP 地址、端口号等信息，如图 8.2所示。

图 8.2输入宿主设备 IP 地址

在该宿主设备上点击右键，选择“New Container”，建立容器节点，如图 8.3所示。



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 Copyright (c) 2015-2022 ACOINF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CS 实时容器使用手册

32

图 8.3新增一个容器节点

在弹出的容器设置界面，点击“Select”，如图 8.4所示。

图 8.4容器节点设置

从弹出的系统容器列表中选择需要建立的容器节点，如图 8.5所示。

图 8.5 选择容器

点击 OK，在设备管理界面即可见容器节点图标，如图 8.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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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容器管理节点

8.2 IDE 向容器内部署

新增容器节点后，在工程配置的“Device Setting”界面会出现容器节点，选中该节点，

即可向该容器进行部署，如图 8.7所示。

图 8.7向容器内部署

8.3 容器内信息获取

双击容器节点图标，即可获取容器的信息，如图 8.8所示。

图 8.8容器信息获取

8.4 容器的 FTP 操作

右击容器节点图标，选择“Launch FTP” 即可启动 FTP 传输功能，其 FTP 默认根目

录为容器的 /apps 目录，如图 8.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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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容器的 FTP 操作

8.5 使用 IDE 保存容器镜像包

如图 8.10所示，在容器节点上右击，选择“Save Container”可以将对应的容器打包。

图 8.10 保存容器镜像包

选择“Save Container”后，出现如图 8.11所示界面，选择导出的目录后，点击“Save”
即可完成容器的打包导出操作。

图 8.11 保存容器镜像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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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配置 ECS Registry Server
IDE 需要配置有效的 ECS Registry Server地址后，才可以实现推送、拉取容器镜像包

的功能。在如图 8.12所示的菜单项中选择“Preferences”。

图 8.12 选择配置菜单项

如图 8.13所示，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ECS Registry Server”项，填写有效的 Registry
Server 地址后，点击“Apply”。

图 8.13 配置 ECS Registry Server

8.7 使用 IDE 推送容器镜像包

如图 8.14所示，在 IDE 的“Tools”菜单中选择“Push Container Image”，可以容器

镜像包推送到 ECS Registry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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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4 推送容器镜像包

选择“Push Container Image”后，出现如图 8.15所示界面，选择导入的容器镜像包后，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OK”即可完成容器镜像包的推送操作。

图 8.15 使用 IDE 推送容器镜像包

8.8 使用 IDE 拉取容器镜像包

如图 8.16所示，在 IDE 的“Tools”菜单中选择“Pull Container Image”，可以从 ECS
Registry 服务器拉取容器镜像包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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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6 拉取容器镜像包

选择“Pull Container Image”后，出现如图 8.17所示界面，选择本地存储的文件路径后，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OK”即可完成容器镜像包的拉取操作。

图 8.17 使用 IDE 拉取容器镜像包

8.9 调试容器内程序

容器内的调试方法与宿主环境下的操作方式没有区别。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调试之前，需要将“Device Setting”中的设备节点选择为进程所在

的容器节点，如图 8.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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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8 调试选择容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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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定义系统调用

9.1 自定义系统调用的原因

ECS 容器为了实现系统内核的安全性，对于系统内核资源使用、外设驱动使用等都是

在内核态才具有权限，处于用户态的应用程序必须通过系统调用才能够进行这些接口的访

问。

ECS 容器的系统内核默认提供了必要的系统调用接口，但对于某些场景，用户需要新

增自定义的系统调用才能够满足应用使用的需求。此时就需要自定义系统调用，新增的系统

调用实现只能在处于内核态的工程，如 BSP 工程、SylixOS Kernel Module 工程中添加，并

且在宿主环境中进行注册。

注册之后的系统调用接口，即可在应用程序中被调用。

9.2 自定义系统调用使用范例

如代码清单 9.1所示，为一个 SylixOS Kernel Module示例工程 sys_kern（SylixOS Kernel
Module工程概念及详细内容可参考《RealEvo-IDE使用手册》），其中由用户定义了 func00
和 func11 两个函数，需要将其提供给上层应用程序 sys_app 使用。

代码清单 9.1 自定义系统调用

#define __SYLIXOS_KERNEL

#include <SylixOS.h>

#include <module.h>

/*

* SylixOS call module_init() and module_exit() automatically.

*/

int module_init (void)

{

printk("hello_module init!\n");

return 0;

}

void module_exit (void)

{

printk("hello_module exit!\n");

}

/*

* module export symbols

*/

LW_SYMBOL_EXPORT void func00 (void)

{

printk("func00() ru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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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dule export symbols

*/

LW_SYMBOL_EXPORT void func11 (void)

{

printk("func11() run!\n");

}

9.3 使用系统调用生成工具

9.3.1 定义系统调用描述文件

如图 9.1所示，在工程内创建 .scd 文件，用于对系统调用进行描述。

图 9.1 添加 .scd 文件

将需要生成系统调用的接口添加到自定义的 .scd 文件中，其格式如下：

#define __SYLIXOS_KERNEL

#include <SylixOS.h>

void func00(void){}

void func11(void){}

每个函数占用一行，以 {} 作为结尾标志。

9.3.2 生成系统调用文件

在该 .scd 文件上点击右键，选择 SylixOS → Generate System Call Source，即可自动

生成系统调用的源文件和头文件，如图 9.2所示。

图 9.2生成系统调用文件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编辑生成文件的名称和起始系统调用号，如图 9.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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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编辑生成文件名称和起始系统调用号

9.4 将生成文件添加到内核模块工程中

生 成 工 具 会 在 内 核 模 块 中 自 动 生 成 mySysCallArg.h 、 mySysCallHandler.c 、
mySysCallNr.h、mySysCallWrapper.c 文件，其中 mySysCallWrapper.c 需要复制到应用程序

中，可以备份后从内核模块工程中删除，将剩余的文件添加参与编译，如图 9.4所示。

图 9.4添加生成文件到内核模块工程中

SylixOS Kernel Module 工程的入口函数为 module_init，在其中添加系统调用自定义接

口，调用 API_SystemCallRegister 函数；出口函数为 module_exit，在其中添加系统调用注

销接口调用 API_SystemCallUnregister 函数，如代码清单 9.2所示。

其中的全局变量及头文件 _G_pfuncModuleScHandlerTbl、LW_MODULE_SC_BASE、
LW_MODULE_SC_END 等是由系统调用生成工具生成的。

代码清单 9.2 自定义系统调用

#define __SYLIXOS_KERNEL

#include <SylixOS.h>

#include <module.h>

#include "syscall/sysCall.h"

#include "mySysCallNr.h"

extern ULONGFUNCPTR _G_pfuncModuleScHandlerTbl[];

/*

* SylixOS call module_init() and module_exit() auto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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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module_init (void)

{

printk("hello_module init!\n");

API_SystemCallRegister("syscall_test",

LW_MODULE_SC_BASE,

LW_MODULE_SC_CNT,

_G_pfuncModuleScHandlerTbl);

return 0;

}

void module_exit (void)

{

printk("hello_module exit!\n");

API_SystemCallUnregister(LW_MODULE_SC_BASE);

}

/*

* module export symbols

*/

LW_SYMBOL_EXPORT void func00 (void)

{

printk("func00() run!\n");

}

/*

* module export symbols

*/

LW_SYMBOL_EXPORT void func11 (void)

{

printk("func11() run!\n");

}

9.5 将生成文件添加到应用程序工程中

在如代码清单 9.3所示的范例 sys_app 应用工程中，调用自定义的系统调用 func00、
func11，以测试自定义系统调用功能。

将生成工具生成的 mySysCallArg.h、mySysCallWrapper.c、mySysCallNr.h 拷贝到应用

程序工程中，添加参与编译，如图 9.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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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添加生成文件到应用程序工程中

sys_app 应用程序如代码清单 9.3所示。

代码清单 9.3 在应用程序中调用接口

#include <stdio.h>

void func00 (void);

void func11 (void);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SylixOS!\n");

func00();

func11();

return (0);

}

在工程编译设置中，定义 __SYLIXOS_SRTPE 宏，如图 9.6所示，生成的应用即可支

持在容器内调用自定义的系统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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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定义 __SYLIXOS_SRTPE 宏

9.6 系统调用使用演示

如图 9.7所示，将 sys_kern.ko 部署到宿主环境后，使用 insmod 命令加载。

图 9.7 加载 sys_kern.ko 内核模块

加载之后，如图 9.8所示可以使用 syscalls 命令查看当前已经注册的系统调用信息。

图 9.8 查看注册的系统调用

如图 9.9所示，将 sys_app 部署到容器内，并执行应用程序。

图 9.9 运行 sys_app 应用程序

在系统的串口终端，即可看到系统调用被执行后的打印信息，如图 9.10所示。

图 9.10 系统调用被执行



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 Copyright (c) 2015-2022 ACOINF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CS 实时容器使用手册

45

10. ECS 容器内接口说明

10.1 容器内创建的线程

所有在容器内被创建的线程，都会在线程属性中增加 LW_OPTION_THREAD_USER
属性，所以同一段程序，在容器内与宿主环境中执行的结果可能会存在差异。

10.2 容器内的定时器使用

10.2.1 使用 SylixOS API 创建的定时器

使用 API_TimerCreate 接口创建的定时器，受到容器定时器配额的限制，当分配的数

量达到容器配额上限时，不再支持定时器的创建。

10.2.2 使用 POSIX API 创建的定时器

使用 timer_create 接口创建的定时器，使用的是容器内的资源，其分配的数量上限理论

上只受内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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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CS 容器 BSP 编程注意事项

11.1 BSP 的内核地址映射

11.1.1 VAPP 地址映射

容器版本的应用程序虚拟基地址不得小于 LW_CFG_VMM_PGD_SIZE，建议设定为

LW_CFG_VMM_PGD_SIZE。

11.1.2 KMOD 地址映射

容器版本的 BSP 中，供内核模块使用的物理地址空间需要单独划分区域，如代码清单

11.1所示。

代码清单 11.1 增加 KMOD 物理内存区域

LW_MMU_PHYSICAL_DESC _G_physicalDesc[] = {

#if LW_CFG_CONTAINER_EN > 0

{ /* KMOD 内存 */

BSP_CFG_KMOD_BASE,

BSP_CFG_KMOD_BASE,

BSP_CFG_KMOD_SIZE,

LW_PHYSICAL_MEM_KMOD

},

#endif /* LW_CFG_CONTAINER_EN */

11.1.3 Kernel Mirror 映射

对于 AARCH64、MIPS、CSKY、RISC-V、x86、x86-64、LoongArch64 平台，以及当

ARM 使能 LPAE 功能时，需要在 BSP 的 bspmap.h 中增加 Kernel Mirror 区域的虚拟空

间映射，如代码清单 11.2所示。

代码清单 11.2 增加 Kernel Mirror 映射

LW_MMU_VIRTUAL_DESC _G_virtualDesc[] = {

#if LW_CFG_CONTAINER_EN > 0

#if LW_CFG_KERN_MIRROR_MAP_EN > 0

{ /* 内核平板映射虚拟空间 */

BSP_CFG_RAM_BASE,

BSP_CFG_TEXT_SIZE + BSP_CFG_DATA_SIZE,

LW_VIRTUAL_MEM_KERN_FLAT

},

{ /* 内核镜像映射虚拟空间 */

BSP_CFG_VAPP_START + BSP_CFG_VAPP_SIZE,

BSP_CFG_TEXT_SIZE + BSP_CFG_DATA_SIZE,

LW_VIRTUAL_MEM_KERN_MIRROR

},

#endif /* LW_CFG_KERN_MIRROR_MAP_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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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 /* LW_CFG_CONTAINER_EN */

对于 BSP 中有多个 DATA 段的，需要为每个 DATA 段都添加 Kernel Mirror 映射。

11.2 驱动编程注意事项

11.2.1 在中断中不得访问用户容器内的地址空间

在进入中断时，不能确认是否已经进行过容器的切换。若进行过容器的切换，则中断再

访问用户容器内的地址空间时，即会出现访问错误。

11.2.2 驱动中创建的线程应含 LW_OPTION_OBJECT_GLOBAL 属性

驱动内创建的线程应含 LW_OPTION_OBJECT_GLOBAL 属性，否则可能出现如下情

形：

线程的创建是由用户容器内进程调用的。当用户容器内进程消亡时，非

LW_OPTION_OBJECT_GLOBAL 属性的线程会在消亡过程中被回收，此回收过程在内核容

器中进行，内核容器中无法访问此 APP 所在的容器上下文，导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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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与服务网络

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翠湖科技园 12号楼

电话：010-56082458

传真：010-56082457

邮箱：acoinfo@acoinfo.com

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号云密城 I栋 2楼

电话：025-83127300

传真：025-83127399

邮箱：nanjing@acoinfo.com

西安翼辉爱智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锦业路中铁西安中心 1012-1013室

电话：029-89840812

邮箱：xian@acoinfo.com

广州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 26号归谷 link C3栋 16层

电话：020-82258083

邮箱：guangzhou@acoinfo.com

请您用以上方式联系我们，我们会为您安排产品现场演示，感谢您对我公司产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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