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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处理 器的源 -序 中，将 需传递 的静 态配置参数进行
直接 引用

将 所述从处理 器的源程序 转换 为从处理 器的 目标程 序 时，获 卜
得 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 址

根据 所获得 的静 态配置 参数 的相对地址 ，主处理 器在 所述从
处理 器的 标程序 中直接 配置所 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I

图 ' Fig. ：
，

<
(57) Abstract: A method for transferring parameters between processors i s disclosed,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te s in a source
program of a slave processor, static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to be transferred are quoted directly; relative addresses of the static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re obtained when the source program of the slave processor i s converted into an object program of the
slave processor; a master processor directly configures parameter values of the static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in the object program
of the slave processor, according to the obtained relative addresses of the static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 system for transferring
parameters between processors i s also disclosed, which has no need to use external hardware such as a dual-port RAM and registers
etc., thereby decreasing the parameter transferring requirement for the external hardware, so as to reduce the area of a chip and its
static power consuming. The invention reduces the Cycle time delay of the slave processor for accessing the dual-port RAM and re
gisters, thereby effectively reducing the dynamic power consuming of the chip, improving the process capability of the slave pro
cessor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slave 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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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公开了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从处理器的源 序中，将需传递的静态配置参数进

行直接引用；将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标程序时，获得静态 置参数的相对地址；根据所获得的静

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主处理器在从处理器的 标程序中直接配置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还公 了 -种处理器

间传递参数的系统，不需要通过双口RAM 或寄存器等外部硬件，降低 参数传递对外部硬件的需求，从而降低芯

片的 [ 积和静态功耗。本发明降低 从处理器访问双口RAM 和寄存器时的 Cycle 时延，从而有效降低芯片的动态

功耗,提高了从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增强了从处理器的有效性能。



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的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通信基带技术，尤其涉及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的方法及

装置。

背景技术

随着 4G 时代的到来，2G 、 3G 以及 WiFi 等无线通信 网络并不会立即

消失和退出市场，它们会共 同并存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无线通信技术的蓬

勃发展 引发 了网络异构化的趋势，各种层 出不穷的无线技术共 同为用户提

供 了泛在、异构的网络环境，包括如紫蜂 （Zigbee )、蓝牙 （Bluetooth ) 等

无线个域网，如无线宽带 （WiFi ) 等无线局域 网，如 802.16 无线城域网

( WiMAX ) 等无线城域网，如 2G 、 3G 等无线移动广域网，以及卫星网络、

点对点 （A d Hoc ) 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等。为满足用户漫游和充分利用

各种异构网络资源的要求，终端技术必将朝着多模化、智能化的趋势发展，

未来终端向支持认知无线电 （Cognitive Radio )、支持可重配置的动态频谱

接入 ( Dynamic Spectrum Access ) 的方向渐进演 匕亦是大势所趋。

软件无线电 （SDR, Software Defined Radio ) 技术则是以低成本方式实

现支持 Cognitive Radio 和 Dynamic Spectrum Access 的最佳途径。

在釆用矢量处理器 （Vector Processor ) 作为 SDR 实现基带物理层信号

处理的基础硬件时，通常还需要一个标量主控处理器作为运行高层协议和

控制流程的硬件。由于主从处理器在实现多模时，需要传递大量的参数，

如图 1 所示，现有的方法是全部使用处理器外围的端口寄存器或双口随机

存取存储器 （RAM, Random Access Memory ) 构成的邮箱 （Mailbox ) 机制

来传递参数，这样，将会消耗大量的端 口寄存器，导致处理器芯片面积和



功耗 的上升 。此外 ，在 矢量处理器获取参数 时，访 问外 围端 口还需要一些

周期 （cycle ) 时延 ，导致参数传递效率降低 。

发 明内容

有鉴于此 ，本发 明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

及装置，以解决处理器间传递参数功耗 高、效率低 的问题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 实现 的：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

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将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 引用；

将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时，获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根据所获得 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主处理器在所述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中直接 配置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

在上述方案 中，所述将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 引用 ，为：

将所述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釆用编译程序 能够识别的立即数模 式进

行直接 引用。

在上述方案 中，所述获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包括 ：

通过编译程序将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

编译程序从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扫描 出各静 态配置参数 ，提取各静 态

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生成 包含有所提取各静 态配置参数相对地址的配置

参数地址表 。

在上述方案 中，在获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之后 ，所述方法

还 包括：保存所述配置参数地址表 、以 及 所述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

所述根据所获得 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主处理器在所述从处理

器的 目标程序 中直接 配置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包括 ：所述主处理

器从保存 的所述配置参数地址表 中查询 当前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



地址 ，并根据所查询到的相对地址 ，将 当前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

值直接 配置到所保存从处理器 目标程序 中相应位置处的指令 。

在上述方案 中，所述方法还 包括 ：需要 导 出参数 时，所述从处理器釆

用 DMA 方式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所述主处理器中。

在上述方案 中，所述从处理器釆用 DMA 方式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所

述主处理器中，包括：

所述从处理器通过 DMA 控制器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 DMA 存储 器

中，所述主处理器从所述 DMA 存储 器读取所述需传 出的参数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处理器 间传递参数 的系统 ，所述 系统 包括 ：源程

序处理单元 、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和配置单元 ，其 中，

源程序处理单元 ，用于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将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

参数进行直接 引用；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 ，用于在将所述源程序处理单元处理后 的所述从处

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时，获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

对地址；

配置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所获得 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

相对地址 ，在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得到的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中直接 配

置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

在上述方案 中，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 ，还用于在通过编译程序将所

述源程序处理单元处理后 的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时，从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扫描 出各静 态配置参数 ，提取各静 态配置

参数 的相对地址 ，生成 包含有所提取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的配置参

数地址表 。

在上述方案 中，所述 系统还 包括 ：存储单元 ，用于保存所述 目标程序

处理单元生成的配置参数地址表 、以及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得到的从处



理器的目标程序；

所述配置单元，还用于从所述存储单元中查询当前需传递的静态配置

参数的相对地址，并根据所查询到的相对地址，将当前需传递的静态配置

参数的参数值直接配置到所述存储单元所保存从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中相应

位置处的指令。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系统还包括：导出单元，用于釆用 DMA 方式将所

述从处理器需传出的参数导出到主处理器中。

在上述方案中，所述导出单元，包括：DMA 存储器、DMA 控制器和

读取模块，其中，

DMA 控制器，用于将从处理器中需传出的参数保存到所述 DMA 存储

器中；

DMA 存储器，用于保存所述从处理器中需传出的参数；

读取模块，用于将所述需传出的参数从所述 DMA 存储器中读取到主处

理器中。

本发明所提供处理器间传递参数的方法及系统，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将需传递的静态配置参数直接引用，从而在得到从处理器的目标程序时，

获得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主处理器在向从处理器装载程序之前，便

可以根据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直接将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配置到

从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中，如此，使得从处理器可以直接从指令译码的结果

获得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不需要通过双口RAM 或寄存器等外部硬件，

就能够实现主从处理器间静态配置参数的传递，减少处理器间的参数传递

所需要的双口RAM 和寄存器数量，降低了参数传递对外部硬件的需求，从

而降低芯片的面积和静态功耗；并且，降低了从处理器访问双口RAM 和寄

存器时的 Cycle 时延，从而有效降低芯片的动态功耗，而主频不变的情况下，

获取参数的 Cycle 减少将使得从处理器能够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完成更多的



信号处理工作 ，提 高了从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增 大了从处理器的有效性能。

附图说 明

图 1 为现有技术中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示意图；

图 为本发 明的处理器间传递参数的方法的实现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主处理器与从处理器之 间传递参数过程的实

现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实施例一 中主处理器与从处理器之 间传递参数过程的示

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实际应用 中，处理器之 间需要传递的参数可以包括：静 态配置参数和

动态交互参数 ，本发 明主要针对处理器间静 态配置参数 的传递 ，其 中，静

态配置参数具有如下特征 ：在从处理器启动前 ，由主处理器配置；在从处

理器执行 包含静 态配置参数 的指令前 ，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可以由主处

理器确定并配置给从处理器；在从处理器运行期 间，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

值不需要 改变。静 态配置参数可以包括从处理器寄存器默认值信 息、存储

区域资源分配信 息等参数 。

本发 明的基本思想是：针对静 态的参数传递 ，可以由主处理器直接将

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配置到从处理 器的运行程序 中，不需要通过双 口

RAM 或寄存器等外部硬件 ，从而解决处理器间传递参数功耗 高、效率低的

问题 。

本发 明适用于从处理器在主处理器的控制下装入运行程序 的情况，从

处理器工作在一种运行至停止 （Run to Stop ) 的模式下。

本发 明的处理器间传递参数的方法，参照图 2 所示，主要可以包括：

步骤 201 : 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将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



引用；

这里，可以釆用编译器能够识别的立即数模式，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对所述需传递的静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引用。

步骤 202: 将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目标程序时，获

得所述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

步骤 203: 根据所获得的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主处理器在所述从

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中直接配置所述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

具体地，可 以在通过编译程序将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

器的目标程序时，从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中扫描 出各静态配置参数，提

取各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生成包含有所提取各静态配置参数相对地

址的配置参数地址表。

之后，保存所述生成的配置参数地址表 、以及所述从处理器的目标程

序；并在所述主处理器向从处理器装载所述 目标程序之前，主处理器可以

从保存的所述配置参数地址表 中查询 当前需传递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

址，并根据所查询到的当前需传递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将 当前需传

递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直接配置到所保存从处理器 目标程序中相应位置

处的指令，如此，从处理器在执行 目标程序中相应指令时，可以通过指令

译码就能够得到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

其中，上述编译程序可以通过一个能够运行编译程序的 PC 机来实现。

实际应用中，可以将所述生成的配置参数地址表、以及 所述从处理器

的目标程序保存到存储器中，例如外部双倍速率同步 （DDR, Double Data

Rate ) 内存中，主处理器在向从处理器装载 目标程序之前，可以从 该存储器

中查询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并将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配置到存储

器所保存的目标程序中。

另外，需要导出参数时，所述从处理器釆用直接存储器访问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 方式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出到所述主处理器中。

具体地，从处理器通过 DMA 控制器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 DMA 存储

器中，主处理器从所述 DMA 存储器读取所述需传 出的参数。

相应的，本发明还提供 了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的系统，所述系统 包

括：源程序处理单元、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和配置单元，其中，源程序处理

单元，用于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将需传递的静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 引

用；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用于在将所述源程序处理单元处理后的所述从处

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时，获得所述静态配置参数的相

对地址；配置单元，用于根据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器单元所获得的静态配置

参数的相对地址，在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所得到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中

直接配置所述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

具体地，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用于在通过编译程序将所述源程序

处理单元处理后的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时，从所

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扫描 出各静态配置参数 ，提取各静态配置参数的相

对地址，生成包含有所提取各静态配置参数相对地址的配置参数地址表。

这里，所述系统还可以包括：存储单元 ，用于保存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

单元生成的配置参数地址表 、以及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得到的从处理器

的目标程序。

具体地，所述配置单元，用于从所述存储单元中查询 当前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并根据所查询到的当前需传递静态配置参数的相

对地址，将 当前需传递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直接配置到所述存储单元所

保存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中相应位置处的指令。

实际应用中，所述存储单元具体可以是具备存储功能的存储器，例如

外部双倍速率同步 （DDR, Double Data Rate ) 内存 、或同步动态随机存储

器 ( SDRAM ,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或闪存 ( Flash



Memory ) 等。

此外，所述系统还可以包括：导出单元，用于釆用 DMA 方式将所述从

处理器中需传出的参数导出到主处理器中。

具体地，所述导出单元可以包括：DMA 存储器、DMA 控制器和读取

模块，其中，DMA 控制器，用于将从处理器中需传出的参数保存到所述

DMA 存储器中；DMA 存储器，用于保存所述从处理器中需传出的参数；

读取模块，用于将所述需传出的参数从所述 DMA 存储器中读取到主处理器

中。

实际应用中，可以在上述的存储单元中划分出一个 DMA 存储空间，由

该 DMA 存储空间作为所述 DMA 存储器。

具体地，上述系统中，源程序处理单元可以设置在从处理器中，目标

程序处理单元可以由能够运行编译程序的设备来实现，如装载有编译程序

的 PC 机，配置单元可以设置在主处理器中，存储单元由一个存储器来实现，

DMA 存储器可以由该存储器中划分出的 DMA 存储空间来实现，读取模块

可以设置在主处理器中，DMA 控制器分别与主处理器、以及从处理器连接，

来实现主处理器与从处理器将静态配置参数的传递。

实施例一

实际应用中，从处理器与主处理器之间传递参数的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主要可以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 301 : 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中，将所有需要传递到从处理器的静

态配置参数釆用编译器能够识别的立即数模式进行直接引用；

这里，编译器能够识别的立即数模式具体可以是宏定义的立即数模式、

或者编译器能识别的特定标识模式等。例如，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上，可

以通过在各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变量名前加上 "SP_" 的前缀、或其他的参

数变量名前缀，来对静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引用。



其中，所述需要进行直接 引用的静态配置参数可以通过预先约定的方

式来确定。

步骤 302: 编译程序将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能够在从处理器上运行

的二进制指令程序 ，即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在这个过程 中，编译程序将

源程序中的所有静态配置参数扫描 出来，提取各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

得到配置参数地址表；

其中，配置参数地址表 包含有所提取的各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

步骤 303: 将从处理器的目标程序、和所述配置参数地址表一起写入到

夕卜部 DDR 内存中；

具体地，如图 4 所示，可 以在外部 DDR 内存中设置 "从处理器程序 区"

和 "配置参数地址表 区" ，将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写入到外部 DDR 内存 中

的 "从处理器程序 区" ，将所述配置参数地址表写入到外部 DDR 内存中的

"配置参数地址表 区" 。

这里，也可以通过其他具备存储功能的存储器来代替所述外部 DDR 内

存，保存所述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和配置参数地址表，例如，SDRAM 、闪

存等。

步骤 304: 在主处理器向从处理器装载所述 目标程序前，主处理器从所

述外部 DDR 内存中获取 当前需传递的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并根据所

获取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将所述静态配置参数的参数值直接配置到

所述 目标程序相应位置处的指令中，最后向从处理器装载所述 目标程序；

具体地，如图 4 所示，主处理器首先从外部 DDR 内存中的 "配置参数

地址表 区" 查询到 当前需传递的静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再根据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的相对地址，修改外部 DDR 内存的 "从处理器程序 区" 中目

标程序相应位置处二进制指令的立即数参数部分，从而将所述静态配置参

数的参数值直接配置到所述 目标程序相应位置处的指令 中。



例如，对于参数 pa, 从处理器与主处理器之间传递其参数值的过程如

下：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中将该参数进行直接应用，例如，可以在源程序

中写入指令：inc SP_pa, 直接应用参数 pa; 编译程序将源程序转换为目标

程序的过程中，编译程序在源程序中扫描到包含"SP"前缀的指令 inc SP_pa,

扫描出源程序中参数 pa, 提取参数 a 的相对地址 0x00535 并记录，同时在

得到 目标程序后，记录下参数 a 所对应指令的内容 0x01020666; 向从处

理器装载所述 目标程序前，需要将参数 pa 的取值配置为 777, 主处理器查

询到参数 a 的相对地址 0x00535 ,将参数 a 所对应指令的内容 0x01020666

替换为 0x01020777, 并写回到 目标程序中相对地址为 0x00535 的存储空间

中，从而将参数 a 的取值由 666 修改为 777 。

步骤 305: 启动从处理器，从处理器中的目标程序在从处理器上正常运

行，进行信号处理；

步骤 306: 在从处理器运行过程中或运行结束后，需要传出参数时，所

述从处理器通过 DMA 方式向主处理器导出所述需传出的参数。

实际应用中，从处理器运行过程中需要向主处理器上报 自身的状态信

息时，或者从处理器运行结束，需要返回计算结果时，都需要传 出参数，

一般，所传 出的参数是静态配置参数。例如，可以是当前所驻留移动服务

小区的信息、或者无线信道状态信息等。

具体地，从处理器釆用 DMA 方式向主处理器传递所述从处理器内部数

据区域的数据。如图 4 所示，从处理器中包含有两个区域：" 内部程序 RAM"

和 " 内部数据 RAM" , 其中，" 内部程序 RAM" 保存从处理器运行所需要

的程序，主处理器可以将从处理器的目标程序装载到所述 " 内部程序 RAM"

中；" 内部数据 RAM" 保存有从处理器在运行时所需要的参数、以及运行

过程中生成的数据等，需传出的参数保存在 " 内部数据 RAM" 区域中，导

出参数时，从处理器釆用 DMA 方式从 " 内部数据 RAM" 区域中导出参数。



这里，釆用 DMA 方式传出参数的过程可以为：如图4 所示，可以在传

递参数的装置中增加 DMA 控制器，并在外部 DDR 内存中设置 DMA 储存

空间；从处理器配置DMA 控制器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配置DMA 传输的

长度，启动 DMA 搬运过程，DMA 控制器将要传出的参数从所述从处理器

中的 "内部数据 RAM" 搬运到外部 DDR 内存的DMA 存储空间中；之后，

主处理器再从外部 DDR 内存的DMA 存储空间中读取所述参数即可。其中，

DMA 控制器的目的地址可以为外部 DDR 内存中DMA 储存空间的地址、

源地址为从处理器的 "内部数据 RAM" 的地址，传输的长度可以根据要传

出的参数来确定。

此外，本实施例中，如图 4 所示，主处理器与从处理器间可以通过双

口RAM 或寄存器来传递动态交互参数，其中，主处理器、从处理器、双口

RAM 或寄存器、DMA 控制器、以及外部 DDR 内存之间通过总线连接。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

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将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 引用；

将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时，获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根据所获得 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主处理器在所述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中直接 配置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将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进行直接 引用 ，为：

将所述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釆用编译程序 能够识别的立即数模 式进

行直接 引用。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获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包括：

通过编译程序将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

编译程序从所述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扫描 出各静 态配置参数 ，提取各静 态

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生成 包含有所提取各静 态配置参数相对地址的配置

参数地址表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获

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之后 ，所述方法还 包括 ：保存所述配置参

数地址表 、以 及 所述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

所述根据所获得 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主处理器在所述从处理

器的 目标程序 中直接 配置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包括 ：所述主处理

器从保存 的所述配置参数地址表 中查询 当前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

地址 ，并根据所查询到的相对地址 ，将 当前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

值直接 配置到所保存从处理器 目标程序 中相应位置处的指令 。



5、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4 任一项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方法还 包括 ：

需要导 出参数 时 , 所述从处理器釆用 DMA 方式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

所述主处理器中。

6、根据权利要求 1 至 4 任一项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从处理器釆用 DMA 方式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所述主处理器

中，包括 ：

所述从处理器通过 DMA 控制器将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 DMA 存储 器

中，所述主处理器从所述 DMA 存储 器读取所述需传 出的参数 。

7、一种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系统 包括 ：源程

序处理单元 、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和配置单元 ，其 中，

源程序处理单元 ，用于在从处理器的源程序 中，将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

参数进行直接 引用；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 ，用于在将所述源程序处理单元处理后 的所述从处

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时，获得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

对地址；

配置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所获得 的静 态配置参数 的

相对地址 ，在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得到的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中直接 配

置所述静 态配置参数 的参数值 。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 ，还用于在通过编译程序将所述源程序处理单元处理后

的、从处理器的源程序转换为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时，从所述从处理器的

源程序 中扫描 出各静 态配置参数 ，提取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 ，生成

包含有所提取各静 态配置参数 的相对地址的配置参数地址表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



系统还 包括 ：存储单元 ，用于保存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生成的配置参数

地址表 、以 及 所述 目标程序处理单元得到的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

所述配置单元 ，还用于从所述存储单元 中查询 当前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

参数 的相对地址 ，并根据所查询到的相对地址 ，将 当前需传递的静 态配置

参数 的参数值直接 配置到所述存储单元所保存从处理器的 目标程序 中相应

位置处的指令 中。

10、根据权利要 求 7 至 9 任一项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系统 ，其特

征在于，所述 系统还 包括：导 出单元 ，用于釆用 DMA 方式将所述从处理器

需传 出的参数导 出到主处理器中。

11、根据权利要求 10 所述处理器间传递参数 的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

述导 出单元 ，包括：DMA 存储 器、DMA 控制器和读取模块 ，其 中，

DMA 控制器，用于将从处理器中需传 出的参数保存到所述 DMA 存储

器中；

DMA 存储 器，用于保存所述从处理器中需传 出的参数 ；

读取模块 ，用于将所述需传 出的参数从所述 DMA 存储器中读取到主处

理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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