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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包括：
在存储器件逻辑分区的Bootloader分区存
储 有 一 份 引导 程 序 ，在 存 储 器 件的 固 有 分 区
Boot0和Boot1中也分别存储与Bootloader分区
中的引导程序一样的引导程序，
并且设定引导程
序 在 分 区 中 的 备 份 启 动 顺 序 为 ：首 先 是
Bootloader，
其次是Boot0，
最后是Boot1。
通过本
发明提出的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可以有效
防止智能终端设备在升级过程中出现掉电现象
导致引导程序为空或者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
导程序被破坏导致的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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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在存储器件逻辑分区的Bootloader分区存储有一份引导程序，
在存储器件的固有分区
Boot0和Boot1中也分别存储与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一样的引导程序，
并且设定引
导程序在分区中的备份启动顺序为：
首先是Bootloader，
其次是Boot0，
最后是Boot1；
在启动Bootloader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从
Bootloader分区中装载；
如果不完整，
则迅速启动备份方案中的Boot0分区数据；
在启动Boot0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从Boot0分区
中装载，
如果不完整，
则迅速启动备份方案中的Boot1分区数据；
在启动在启动Boot1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从
Boot1分区中装载。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在线升级的 过程中 ，在完成 升级 Boo t分区 、Sys tem分区 、Da ta 分区 之前 ，先不 对
Bootloader分区进行擦除；
待Boot分区 、System分区 、Data分区升级完毕后 ，先擦出Bootloader分区然后对
Bootloader升级最新的引导程序，
接着擦除Boot0分区然后对Boot0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
序，
最后擦除Boot1分区然后对Boot1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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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嵌入式系统应用领域，
尤其是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智能终端设备的软件系统随着使用周期经常有升级的需求，
升级软件一方面
可以使得生产商家出厂后的智能终端设备的软件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得到有效的解决，
其
中包含引导程序部分的bug，
需要运用以太网给终端用户的机器升级；
另外一方面生产商家
为了提升自己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每隔一段时间会推出新的软件产品，
其中就有部分功能
可能需要修改引导程序，
这个时候也需要进行对应的升级。
[0003] 在智能终端设备升级过程中，
为了保证升级的完整性，
通常行业内采用这样的做
法，
即先擦除Bootloader分区(存储引导程序的分区)，
然后再升级其他分区，
比如Boot分区
(内核分区)、
System分区(文件系统分区)、
Data分区(用户数据分区)，
等其他分区升级完毕
之后，
再来升级Bootloader分区的引导程序。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升级的完整性，
但如
果升级过程掉电 ，
系统便会无法启动。但是，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
如果升级过程掉电 ，
就会导
致Bootloader分区中引导程序为空或者引导程序被破坏，
致使智能设备无法响应导致失
效，
如果要进行Recovery(恢复)，
操作会十分麻烦。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提出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可以有效防止智
能终端设备在升级过程中出现掉电现象导致引导程序为空或者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导
程序被破坏导致的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提出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包括：
[0007] 在存储器件逻辑分区的Bootloader分区存储有一份引导程序，
在存储器件的固有
分区Boot0和Boot1中也分别存储与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一样的引导程序，
并且设
定引导程序在分区中的备份启动顺序为：
首先是Bootloader，
其次是Boot0，
最后是Boot1；
[0008] 在启动Bootloader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从
Bootloader分区中装载；
如果不完整，
则迅速启动备份方案中的Boot0分区数据；
[0009] 在启动Boot0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从Boot0
分区中装载，
如果不完整，
则迅速启动备份方案中的Boot1分区数据；
[0010] 在启动在启动Boot1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
从Boot1分区中装载。
[0011] 进一步的，
包括：
[0012] 在线升级的过程中 ，
在完成升级Boot分区、System分区、Data分区之前，
先不对
Bootloader分区进行擦除；
[0013] 待Boot分区、
System分区、Data分区升级完毕后，
先擦出Bootloader分区然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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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loader升级最新的引导程序，
接着擦除Boot0分区然后对Boot0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
序，
最后擦除Boot1分区然后对Boot1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序。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5] 通过本发明提出的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可以有效防止智能终端设备在升级
过程中出现掉电现象导致引导程序为空或者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被破坏导致的
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
能够确保Bootloa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出错了或者分区为空的时候，
系统依然能从Boot0或者Boot1分区中的正常启动；
可以确保在升级过程若出现掉电现象，
至少有一个分区中有引导程序数据，
从而使得系统不会因此而无法响应，
解决引导程序无
法启动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更加清楚、
完整的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
说明。
[0018] 请参考图1，
本发明提出一种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包括：
[0019] 在存储器件逻辑分区的Bootloader分区存储有一份引导程序，
在存储器件的固有
分区Boot0和Boot1中也分别存储与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一样的引导程序，
并且设
定引导程序在分区中的备份启动顺序为：
首先是Bootloader，
其次是Boot0，
最后是Boot1；
[0020] 在启动Bootloader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从
Bootloader分区中装载；
如果不完整，
则迅速启动备份方案中的Boot0分区数据；
[0021] 在启动Boot0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从Boot0
分区中装载，
如果不完整，
则迅速启动备份方案中的Boot1分区数据；
[0022] 在启动在启动Boot1分区的数据的时候，
先检测其完整性，
如果完整，
则引导程序
从Boot1分区中装载；
如果不完整，
则表示启动失败。
[0023] 在本实施方式中，
引导程序一旦遭到破坏，
系统便会无法启动，
所以本发明引进如
上述的引导程序的存储备份机制。根据eMMC(Embedded Multi Media Card)的物理特性可
以将其分为两个分区：
逻辑分区和固有分区，
其中固有分区有Boot0和Boot1两个，
各个分区
的大小大约是2M或者4M，
用户一般不操作固有分区；
逻辑分区的容量比较大，
一般情况下我
们会把所有的系统数据都存储在逻辑分区 ：
包括引导程序数据、Boot数据、System数据、
Data数据等等。考虑到固有分区的安全性，
可以在eMMC烧片器烧录程序的时候，
在存储器件
逻辑分区的Bootloader分区存储有一份引导程序，
在存储器件的固有分区Boot0和Boot1中
也分别存储与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一样的引导程序，
并且设定引导程序在分区中
的备份启动顺序为：
首先是Bootloader，
其次是Boot0，
最后是Boot1。
[0024] 进一步的，
包括：
在线升级的过程中，
在完成升级Boot分区、
System分区、
Data分区
之前，
先不对Bootloader分区进行擦除；
[0025] 待Boot分区、
System分区、Data分区升级完毕后，
先擦出Bootloader分区然后对
Bootloader升级最新的引导程序，
接着擦除Boot0分区然后对Boot0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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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最后擦除Boot1分区然后对Boot1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序。
[0026] 在本实施方式中，
相比于行业内采用现有的做法，
即先擦除Bootloader分区(存储
引导程序的分区)，
然后再升级其他分区，
比如Boot分区(内核分区)、
System分区(文件系统
分区)、Data分区(用户数据分区) ，
等其他分区升级完毕之后，
再来升级Bootloader分区的
引导程序，
该做法如果在升级Bootloader，
Boot0 ,Boot1之前掉电 ，
三个分区中存在为空的
情况 ，此时 系统无 引导程序无法 启动。因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 ，在完成升级Boot分区 、
System分区、Data分区之前，
先不对Bootloader分区进行擦除；
而是待Boot分区、System分
区、
Data分区升级完毕后，
先擦出Bootloader分区然后对Bootloader升级最新的引导程序，
接着擦除Boot0分区然后对Boot0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序，
最后擦除Boot1分区然后对
Boot1升级最新的备份引导程序。
[0027] 通过本发明提出的引导程序的保护设计方法，
可以有效防止智能终端设备在升级
过程中出现掉电现象导致引导程序为空或者Bootload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被破坏导致的
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
能够确保Bootloaer分区中的引导程序出错了或者分区为空的时候，
系统依然能从Boot0或者Boot1分区中的正常启动；
可以确保在升级过程若出现掉电现象，
至少有一个分区中有引导程序数据，
从而使得系统不会因此而无法响应，
解决引导程序无
法启动的问题。
[0028] 当然，
本发明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方式，
基于本实施方式，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做出任何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其他实施方式，
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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