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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文描述 Warpdrive 加速器用户态库的编程接口以及使用方法。 

读者对象 

基于 WD 加速器用户态库接口开发的软件工程师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用于警示紧急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将会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

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人员死亡或严

重的人身伤害。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中度或轻微的

人身伤害。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设备

损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它不可预知的结果。 

“注意”不涉及人身伤害。 

 用于突出重要/关键信息、最佳实践和小窍门等。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人身、设备及环境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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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WD 加速器用户态库是配合加速器内核态框架(UACCE)使用的，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让

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加速器硬件以用户态软件的地址方式访问内存，使得 CPU 和加

速器两者之间可以建立基于 FIFO 的通讯渠道。 

WD 加速器用户态库并不只是可以用在鲲鹏 920 加速器上，配合 UACCE 框架可以支

撑任何其它厂商的加速器硬件。 

1.1  WD 加速器硬件抽象模型 

1.2  WD 加速器内核态框架(UACCE) 

1.1 WD 加速器硬件抽象模型 

为了更容易理解，本文以鲲鹏 920 加速器为例介绍加速器硬件的一种实现方式。 

 

 

WD 加速器用户态库并不和具体的加速器实现绑定。 

鲲鹏 920 系列服务器芯片上加速器通过队列管理模块 QM 来和软件进行交互。软件把

任务写到队列元素中，QM 获取队列元素的地址交给加速器，加速器根据地址读出具

体的加速任务并处理，加速器处理完任务后从 QM 申请回写地址更新队列元素，并根

据硬件配置上报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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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D 加速器内核态框架(UACCE) 

UACCE 是内核框架模块，主要解决 CPU、加速器和用户态之间地址共享的问题。在

本文中，硬件加速器都注册到 UACCE 中。每个注册到 UACCE 的设备都会在用户态呈

现为一个设备文件，并提供以下访问接口给 WD 加速器用户态库： 

 设备: 一个加速器设备会表示为 Linux 下的一个字符设备，比如/dev/acc_dev。 

 设备属性: 上述加速器设备的属性通过 sysfs 接口暴露给用户态，比如

/sys/class/uacce/acc_dev/*。更多的示例请参考 3.6.1 UACCE 设备属性示例。 

 设备操作: 用户通过操作加速器对应的字符设备获取硬件资源、完成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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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D 加速器用户态库接口使用场景 

2.1  概念和定义 

2.2  WD 用户接口使用场景 

2.1 概念和定义 

WD 用户态库的整体模块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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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 用户态库对外提供三类接口，算法层接口和 WD 基础层接口可以独立使用，互不

依赖。 

 WD 基础层接口包括：队列管理接口，队列消息收发接口，内存接口。 

 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针对具体硬件，适配 WD 基础接口层要求的队列管理

和队列中元素的收发接口。 

 算法层接口包括：算法要求的数据格式，基于 WD 基础层接口对外提供同步和异

步数据处理接口。 

2.1.1 默认使用场景-支持 SVA 的场景 

默认情况下，本文假设用户的运行环境支持 SVA（Shared Virtual Addressing），硬件可

以直接访问用户态程序的 VA，而不需要用户把 VA 转换成硬件可见的 DMA 地址传递

给硬件。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条件判定运行环境是否支持 SVA： 

 用户运行环境中 linux kernel 已经支持 SVA。在用户环境中的 shell 中，通过观察

执行”zcat /proc/config.gz | grep -i CONFIG_IOMMU_SVA | echo $?”命令的结果判

断 kernel 是否支持 SVA，如果是 0 则支持 SVA，其它情况下则不支持。 

 判断是否使能 IOMMU，可以在用户环境中的 shell 中，通过观察执行” dmesg | 

grep -i iommu | echo $?”命令的结果是否为 0 来判断是否支持 IOMMU。 

 用户环境中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是支持 PASID（Process Address 

Space ID）和支持 IOMMU 的。在用户环境中的 shell 中，通过执行”cat 

/sys/class/uacce/设备名/attrs/flags”命令的结果，如果结果和 3 与之后的结果等于 2

则该设备支持 PASID 且支持 IOMMU。 

2.1.2 特殊场景定义 

除了 SVA 这种默认情况以外，WD 加速器用户态库也支持以下两种特殊场景，但是请

注意支持这些场景的接口都不是趋势，而且由于不支持 IOMMU 的方案存在安全问

题，后续当 SVA 成为主流，这些接口可能会移除。 

1. 特殊场景 1：不支持 SVA 但是使能 IOMMU，且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

都是支持 PASID 和支持 IOMMU 的的场景。 

2. 特殊场景 2：不支持 SVA，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不支持 IOMMU 的

场景。 

2.1.2.1 特殊场景 1 

在这种场景下，硬件不能直接访问用户态的 VA。可以通过 2.1.1 默认使用场景-支持

SVA 的场景中的三个命令条件判断的运行结果，来判断是否是特殊场景 1： 

 不支持 SVA：SVA 命令返回结果 1。 

 支持 IOMMU：IOMMU 命令返回 0。 

 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支持 PASID 和支持 IOMMU：” cat /sys/class/uacce/

设备名/attrs/flags”命令结果和 3 与之后的结果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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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特殊场景 2 

在这种场景下，硬件不能直接访问用户态的 VA，且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必须把加速

器硬件可见的地址传给硬件。可以通过 2.1.1 默认使用场景-支持 SVA 的场景中的两个

命令条件判断的运行结果，来判断是否是特殊场景 2： 

 不支持 SVA：SVA 命令返回结果 1。 

 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不支持 IOMMU：” cat /sys/class/uacce/设备名

/attrs/flags”命令结果和 1 与之后的结果为 0。 

2.1.3 基本概念定义 

基本概念是支撑 WD 构架的基层骨架。 

2.1.3.1 WD Queue 

WD Queue 是一个进程和一个设备关联的一个上下文（会话句柄），代表一个真实的设

备和这个设备对本进程的一个承诺，用户程序可以基于这个上下文对设备发出请求。 

这个概念会用于整个 WD 加速器用户态库。 

2.1.3.2 同步与异步 

1. 同步接口 

同步表示阻塞，也就是说算法任务没有完成之前，调用者会一直阻塞在接口函数

内部，直到任务完成后函数返回，并将算法任务的结果返回给上层用户。 

2. 异步接口 

异步即非阻塞，也就是用户在发起任务请求后，并不去持续关注该任务的进展情

况，然后就去“干他其他该干的活”。这里异步与同步的首要差异点在于阻塞与非

阻塞，而第二点差异就是异步请求中就会定义好：在任务完成后“基于该任务完

成的结果需要做什么事情”，因此，在任务完成后，由其他“人”来代劳即可。 

2.1.4 扩展概念定义 

扩展概念定义的目的：简化用户使用 WD 的流程。 

2.1.4.1 context 

通过算法层接口创建，定义某用户/数据流的相关算法参数数据，该用户/数据流的算法

执行主逻辑均围绕 context 进行。一个算法 context 对应一个 WD Queue，一个 WD 

Queue 可对应多个 context，一个 context 即一条数据流。具体使用示例请参考 3.6.2 

RSA 同步接口使用示例。 

2.2 WD 用户接口使用场景 

2.2.1 WD 基础层接口 

主要有以下几个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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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列申请接口：int wd_request_queue(struct wd_queue *q)，根据用户指定的算法要

求从相应的硬件加速器获取队列。 

 消息发送接口：int wd_send(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q)，将任务消息 req 送至

q，交由硬件处理。 

 消息接收接口：int wd_recv(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sp)，从队列 q 接收加速器

硬件回应消息 resp。 

 队列释放接口：void wd_release_queue(struct wd_queue *q)，将获取到的队列释放

回相应的硬件加速器。 

API 细节请参考 3.1 WD 基础接口-WD 队列管理接口、3.2 WD 基础接口-WD 算法队列

收发接口和 3.3 WD 数据存储格式与内存接口。这些接口使用中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在

下面的使用场景中会具体描述。 

2.2.1.1 默认场景 

1. 队列申请时，需首先声明一个 struct wd_queue 的结构体变量（结构体当前定义如

下表）并初始化为全 0，在这个成员变量 capa 的成员变量 alg 中指定需要的算法

字符串，算法的字符串需要和注册到 UACCE 的设备支持的算法字符串匹配，其

它结构体成员暂时不需要赋值。在用户环境中的 shell 中，通过执行”cat 

/sys/class/uacce/*/attrs/algorithms”，可以列举出当前注册到 UACCE 的设备都支持

哪些算法。 

如果需要从注册到 UACCE 的指定设备中搜索支持这种算法的队列，需要指定

dev_path 的值，该值必须是已经注册到 UACCE 中设备的路径。 

对外可见 对外可见 对外不可见，只是为了逻

辑完整而列出 

struct wd_queue {  

    struct wd_capa capa;  

    char 

dev_path[PATH_STR_SIZE];  

    void *qinfo;/* 指向内部

私有信息，用户不要处理*/  

}; 

struct wd_capa {  

    char *alg;  

    int throughput;  

    int latency;  

    __u32 flags;  

    struct 

wcrypto_paras priv;  

}; 

struct q_info {  

    const char 

*hw_type;  

    int hw_type_id;  

    int ref;  

    void *priv; /*指向硬

件数据*/  

    const void 

*dev_info;  

    int fd;  

    int ctx_num;  

    ...  

}; 

 

2. 队列申请时，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作为参数，调用 int 

wd_request_queue(struct wd_queue *q)申请指定算法的队列，如果返回值是负值说

明失败；否则成功，并把申请到的 queue 的私有信息保存到 struct wd_queue 结构

体变量的成员变量 qinfo 中，后续 queue 相关的操作都会访问 qinfo 中保存的信

息，qinfo 指向的内存在调用 wd_release_queue 时释放。 

3. 消息发送前，首先要声明一个某种算法消息结构体的变量（具体请参考 3.4 算法

层接口），比如 RSA 算法消息，填充好算法要求的数据，in，out 和 key 等指向的

内存需要用户先申请好，处理完之后相关内存由用户负责释放。用户也可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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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的消息结构体变量，但是前提是该消息结构体能被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识

别处理。 

struct wcrypto_rsa_msg {  

    __u8 alg_type;  

    __u8 op_type;  

    __u8 key_type;  

    __u8 data_fmt;  

    __u8 result;  

    __u16 in_bytes;  

    __u16 out_bytes;  

    __u16 key_bytes;  

    __u8 *in;  

    __u8 *out;  

    __u8 *key;  

    __u64 usr_data;  

}； 

4. 消息发送时，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和第 3 步的算法消息结

构体变量的地址作为参数，调用 int wd_send(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q)将请求

发给硬件处理，成功返回 0，同时请不要释放第 3 步申请的变量及内存；失败返

回负值。内部逻辑中将根据 wd_queue 的成员变量 qinfo 中的 hw_type 找到合适的

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并调用该驱动的方法将请求发给该硬件。 

5. 消息接收前，首先声明一个和第 3 步一样的算法消息结构体的指针变量。 

6. 消息接收时，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和第 5 步的算法消息结

构体指针变量的地址作为参数，调用 int wd_recv(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sp)从

硬件接收回应消息，成功返回 0，处理完的数据会更新到第 3 步中的 req 中，并把

resp 指向 req；失败返回负值。内部逻辑中将根据 wd_queue 的成员变量 qinfo 中的

hw_type 找到合适的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并调用该驱动的方法从硬件接收回应

消息。 

7. 队列释放前，处理完数据之后，释放第 3 步中申请的变量及内存。 

8. 队列释放时，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作为参数，调用 void 

wd_release_queue(struct wd_queue *q)释放队列和涉及到的硬件资源。 

2.2.1.2 多线程支持 

 所有 WD 基础层接口是没有锁的，每个 WD Queue 的实例不能被多个线程上下文

同时访问。如果多个线程调用同一个 WD Queue 实例的接口函数，需要通过互斥

机制保证过程是串行的。 

 2.2.1.1 默认场景中描述的步骤 wd_send 和 wd_recv 是串行配对调用的，在多线程

场景下有可能不是串行配对的。wd_send 和 wd_recv 能否支持不配对串行调用，取

决于硬件模型，由于鲲鹏 920 加速器硬件处理模型中对于每个请求的处理都带有

上下文标示，因此如果申请到的队列都是从鲲鹏 920 加速器上分配的，wd_send

和 wd_recv 可以不必配对串行调用，比如说可以先调用多次 wd_send，再调用一次

wd_recv 去收取某次请求的回应，这时候 wd_recv 的参数 resp 要首先指向该次请

求的上下文，硬件加速器驱动层再依据这个上下文和硬件收到的回应的上下文做

对比来判断是否要收取该回应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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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特殊场景 1-不支持 SVA 但是使能 IOMMU，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

的设备都是支持 PASID 和支持 IOMMU 的场景 

为了解决硬件不能访问用户态 VA 的问题，WD 基础层接口新增了内存相关接口，主要

有 wd_reserve_memory，wd_blkpool_create，wd_blkpool_destroy，wd_alloc_blk 和

wd_free_blk 这几个函数和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结构体。其中： 

 内存预留接口：wd_reserve_memory 用来申请一片内存，使得硬件和用户态均可使

用 VA 访问这片内存。 

 块模式-内存池预留和释放接口：wd_blkpool_create 基于用户定义的块大小和块数

量来申请一片内存，使得硬件和用户态均可使用 VA 访问这片内存。

wd_blkpool_destroy 销毁 wd_blkpool_create 创建的内存池。 

 块模式-内存分配释放接口：wd_alloc_blk 和 wd_free_blk，从 wd_blkpool_create 申

请的内存中，申请一个或者释放一个块大小的内存。 

每个函数的具体细节请参考 3.3 WD 数据存储格式与内存接口。 

在特殊场景 1 下，使用 WD 基础层接口时，在涉及到内存操作时要稍作调整，新增的

接口使用中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具体包括： 

1. 消息发送前，指针需要传递给硬件的话，在 2.2.1.1 默认场景中的第 3 步之前，声

明一个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变量，确定使用多大的内存池，这块内存池里面又

切分成多少块，每块内存是多大。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  

    __u32 block_size;/* Block buffer size */  

    __u32 block_num;/* Block buffer number */  

    __u32 align_size;/* Block buffer starting address align size */  

}; 

2. 消息发送前，指针需要传递给硬件的话，取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变量地址作为

参数调用 void *wd_blkpool_create(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setup)接口预留出相应大小的内存，如果成功则返回内存池起始地址，失败则返

回空指针。函数内部会调用 wd_reserve_memory 来预留内存。 

3. 消息发送前，指针需要传递给硬件的话，在 2.2.1.1 默认场景中的第 3 步中，涉及

到需要传给硬件的地址，都通过 wd_alloc_blk 从预留的内存池中分配出来。 

4. 消息接收处理完后，在 2.2.1.1 默认场景中的第 7 步中，释放通过 wd_alloc_blk 申

请的内存时，使用 wd_free_blk 释放。 

5. 消息接收处理完后，在 2.2.1.1 默认场景中的第 7 步后，把预留内存池起始地址作

为参数，调用 wd_blkpool_destroy 释放预留的内存。 

2.2.1.4 特殊场景 2-不支持 SVA，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不支持

IOMMU 的场景 

为了解决要传递加速器硬件可见的地址给硬件的问题，WD 基础层接口又新增了

wd_blk_iova_map 和 wd_blk_iova_unmap 接口，把用户态地址转成硬件可见的地址，及

把硬件可见地址转成用户态地址。具体 API 细节请参考 3.3.5 BLK 内存管理接口。但

是请注意支持这些场景的接口都不是主流，而且由于不支持 IOMMU 的方案存在安全

问题，后续这些接口可能会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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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场景下，使用 WD 基础层接口时，和 2.2.1.3 特殊场景 1-不支持 SVA 但是使能

IOMMU，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是支持 PASID 和支持 IOMMU 的场景一

致。只是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接口要做调整，这些调整由开发用户态驱动的开发

人员开发驱动时实现，WD 基础层接口用户不用作任何动作。wd_send 过程中需要对于

通过 wd_alloc_blk 分配的内存要通过 wd_blk_iova_map 转成硬件可见的地址，wd_recv

过程中对于通过 wd_alloc_blk 分配的内存需要通过 wd_blk_iova_unmap 把硬件可见地

址转成用户态可见地址。 

2.2.2 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接口 

主要接口是 struct wd_drv_dio_if（具体定义请参考 3.5 WD 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接口- 

WD 南向接口）和 struct wd_drv_dio_if hw_dio_tbl[]数组。struct wd_drv_dio_if 抽象了

WD 基础层的关键函数 open/close/send/recv，硬件只需要实现这几个函数，就可以适配

WD 框架。这些接口使用中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在下面的使用场景中会具体描述。 

这些接口使用中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如下： 

1. 在 drv 目录中，需要新增代码文件，实现 struct wd_drv_dio_if 结构体中定义的

open/close/send/recv 函数。 

2. wd_adapter.c 中，扩展 hw_dio_tbl 数组，基于第 1 步新增的函数新增一个数组成

员，并指定该成员的 hw_type，注意 hw_type 字符串需要和注册到 UACCE 的设备

的 api 匹配。通过执行”cat /sys/class/uacce/*/attrs/api”，可以列举出当前注册到

UACCE 的设备的 api。 

2.2.2.1 特殊场景 1-不支持 SVA 但是使能 IOMMU，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

的设备都是支持 PASID 和支持 IOMMU 的场景 

在这种场景下，用户传递过来的内存都是通过 wd_reserve_memory 预留的，硬件可以

使用 VA。用户通过内存预留函数接口预留内存后，需要传递指针给硬件时，可以直接

使用 VA。没有新增接口。 

2.2.2.2 特殊场景 2-不支持 SVA，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不支持

IOMMU 的场景 

在这种场景下，涉及到的接口已经在 2.2.1.4 特殊场景 2-不支持 SVA，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不支持 IOMMU 的场景中描述，没有新增接口。 

用户通过内存预留函数接口预留内存后，需要传递指针给硬件时，在 send 过程中需要

把用户态地址通过 wd_blk_iova_map 转成硬件可见的地址，recv 过程中，需要通过

wd_blk_iova_unmap 把硬件可见地址转成用户态可见地址。 

请注意后面这些适配代码可能会移除。 

2.2.3 算法层接口 

算法层接口按照算法分类，当前支持 RSA，DH，COMP，RNG，CIPHER，HASH 和

EC 算法。 

一般每个算法都有 wcrypto_create_算法名_ctx，wcrypto_do_算法名，wcrypto_算法名

_poll 和 wcrypto_del_算法名_ctx 这些接口以及结构体 struct wcrypto_算法名_op_data，

用来申请算法 context，执行某个算法操作处理用户指定的数据，释放算法 context。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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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wcrypto_do_算法名接口通过参数可以支持同步和异步调用，wcrypto_算法名_poll 主

要服务于异步调用的场景。每个算法提供的对外 API 和结构体请参考 3.4 算法层接

口。这些接口使用中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在下面的使用场景中会具体描述。 

本章节以 HASH 算法为例，介绍典型接口用法。 

2.2.3.1 默认场景 

1. 申请队列前，和 2.2.1.1 默认场景一样，声明一个 struct wd_queue 的结构体变量并

在这个成员变量 capa 的成员变量 alg 中指定需要的算法字符串。 

2. 申请队列时，和 2.2.1.1 默认场景一样，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

址作为参数，调用 int wd_request_queue(struct wd_queue *q)申请指定算法的队列。 

3. 创建算法 context 时，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作为参数，调用

wcrypto_create_digest_ctx 函数创建 context，成功则返回一个指向 context 的 void *

指针，失败则返回空指针。 

4. 调用算法操作前，声明一个该算法的操作结构体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变

量（结构体定义如下，细节请参考 3.4.7 HASH 算法类相关接口），根据需求申请

好合适大小的内存给 in、out，并将需要操作的数据填入 in，或者把 in、out 指向

已申请好的内存，并指定 in_bytes，out_bytes 大小。处理完之后由用户负责释放

这些内存。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void *in;  

    void *out;  

    __u32 in_bytes;  

    __u32 out_bytes;  

    void *priv;  

    int status;  

    bool has_next;  

}； 

5. 调用算法操作通知硬件执行算法处理数据时，取第 3 步返回的 context 指针和第 4

步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变量地址作为参数，调用 wcrypto_do_digest 函数

将数据通过 WD 基础层 send/recv 接口交给加速器硬件处理，成功则返回 0，并将

硬件处理好的数据填到第 4 步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变量的成员变量 out

中；失败则返回负值。 

6. 释放算法 context 前，用户处理完加速器返回的数据之后，释放第 4 步中涉及到的

in、out 内存。 

7. 释放算法 context 时，取第 3 步返回的 context 指针作为参数，调用

wcrypto_del_digest_ctx 函数释放 context。 

8. 释放队列时，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作为参数，调用 void 

wd_release_queue(struct wd_queue *q)释放队列和涉及到的硬件资源。 

2.2.3.2 多线程支持 

WD 算法层支持同步调用和异步调用，线程模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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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序号 3 的 call back 中可以再创建线程执行耗时长的任务，避免阻塞。 

线程模型 

 同步调用的情况下，每个线程用一个 context 作为上下文通过 wd_send 发送请求，

这些请求进入 queue 之后，该线程基于 context 通过 wd_recv 循环查询数据是否处

理完成。处理流程和 2.2.3.1 默认场景中的顺序调用步骤一致，伪代码可以参考

3.6 附录。 

 异步调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任意线程把 context 作为上下文调用 wd_send，同时

建立一个 poll 线程调用算法层的 poll 接口，如果有数据处理完，就找出 context 并

调用该 context 的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中可以再创建线程执行耗时长的任务，避免

阻塞。还是以 HASH 算法为例，处理流程和同步流程的用法如下，伪代码可以参

考 3.6 附录。 

1. 申请队列前，和 2.2.1.1 默认场景一样，声明一个 struct wd_queue 的结构体变量并

在这个成员变量 capa 的成员变量 alg 中指定需要的算法字符串。 

2. 申请队列时，和 2.2.1.1 默认场景一样，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

址作为参数，调用 int wd_request_queue(struct wd_queue *q)申请指定算法的队列。 

3. 创建算法 context 时，和 2.2.3.1 默认场景一样，调用 wcrypto_create_digest_ctx 函

数创建 context。 

4. 调用算法操作前，和 2.2.3.1 默认场景一样，声明一个该算法的操作结构体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变量，设置好成员 in、ou、 in_bytes、out_bytes 等。处理

完之后由用户负责释。 

5. 调用算法操作前，定义好回调函数，用于处理硬件返回的数据。回调函数中可以

再创建线程执行耗时长的任务，避免阻塞其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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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用算法操作前，定义好 poll 线程的函数，函数中需要调用 wcrypto_digest_poll

函数。wcrypto_digest_poll 中将通过 WD 基础层 recv 接口将硬件处理好的数据填

到第 4 步声明的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变量的成员变量 out 中，再根据

context 调用定义的回调函数。 

7. 调用算法操作前，建立一个 poll 线程，并把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作

为参数给该线程函数。 

8. 调用算法操作时，取第 3 步返回的 context 指针、第 4 步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变量地址和把第 5 步定义好的回调函数作为参数，调用

wcrypto_do_digest 函数将数据通过 WD 基础层 send 接口交给加速器硬件，成功则

返回 0；失败则返回负值。 

9. 释放算法 context 时，取第 3 步返回的 context 指针作为参数，调用

wcrypto_del_digest_ctx 函数释放 context。 

10. 待 poll 线程接收数据并调用回调函数，回调函数处理完加速器返回的数据之后，

释放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变量涉及到的 in、out 内存。 

11. 释放队列时，等待线程结束后，取第 1 步 struct wd_queue 结构体变量的地址作为

参数，调用 void wd_release_queue(struct wd_queue *q)释放队列和涉及到的硬件资

源。 

2.2.3.3 特殊场景 1-不支持 SVA 但是使能 IOMMU，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

的设备都是支持 PASID 和支持 IOMMU 的的场景 

在这种场景下，和 2.2.1.3 特殊场景 1-不支持 SVA 但是使能 IOMMU，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是支持 PASID 和支持 IOMMU 的场景一致。 

算法层没有新增接口。 

在涉及到内存操作时要稍作调整，具体包括： 

1. 调用算法操作前，指针需要传递给硬件的话，在 2.2.3.1 默认场景中的第 4 步之

前，声明一个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变量，确定使用多大的内存池，这块内存池

里面又切分成多少块，每块内存是多大。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  

    __u32 block_size;/* Block buffer size */  

    __u32 block_num;/* Block buffer number */  

    __u32 align_size;/* Block buffer startging address align size */  

}; 

2. 调用算法操作前，指针需要传递给硬件的话，取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变量地址

作为参数，调用 void *wd_blkpool_create(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setup)接口预留出相应大小的内存，如果成功则返回内存池起始

地址，失败则返回空指针。函数内部会调用 wd_reserve_memory 来预留内存。 

3. 调用算法操作前，指针需要传递给硬件的话，在 2.2.3.1 默认场景中的第 4 步中，

涉及到需要传给硬件的地址，都通过 wd_alloc_blk 从预留的内存池中分配出来。 

4. 数据处理完后，在 2.2.3.1 默认场景中的第 6 步中，释放内存时，使用

wd_free_blk 释放。 

5. 释放队列前，在 2.2.3.1 默认场景中的第 7 步后，把预留内存池起始地址作为参

数，调用 wd_blkpool_destroy 释放预留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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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特殊场景 2-不支持 SVA，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不支持

IOMMU 的场景 

在这种场景下，和 2.2.1.4 特殊场景 2-不支持 SVA，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

不支持 IOMMU 的场景一致。 

算法层没有新增接口。 

在需要和硬件共享一片内存空间的时候，用户态程序通过 wd_reserve_memory，

wd_blkpool_create，wd_blkpool_destroy，wd_alloc_blk，wd_free_blk 和

wd_blk_iova_map 和 wd_blk_iova_unmap 接口预留和使用内存。 

通过算法层调用 WD 基础层接口时，和 2.2.1.4 特殊场景 2-不支持 SVA，所有注册到

UACCE 框架的设备都不支持 IOMMU 的场景一致，只是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接口

要做调整，这些调整由开发用户态驱动的开发人员开发驱动时实现，WD 算法层接口

用户不用作任何动作。wd_send 过程中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里面把用户态地址通

过 wd_blk_iova_map 转成硬件可见的地址，wd_recv 过程中，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

里面通过 wd_blk_iova_unmap 把硬件可见地址转成用户态可见地址。这部分的地址转

换由硬件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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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D 用户接口描述 

本文档主要包括了提供给上层用户的北向接口以及提供给驱动的南向接口，其中南向

接口会单独说明，否则为北向接口。 

3.1  WD 基础接口-WD 队列管理接口 

3.2  WD 基础接口-WD 算法队列收发接口 

3.3  WD 数据存储格式与内存接口 

3.4  算法层接口 

3.5  WD 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接口- WD 南向接口 

3.6  附录 

3.1 WD 基础接口-WD 队列管理接口 

3.1.1 队列类型定义 

/* Capabilities */  

struct wd_capa {  

    char *alg;/* Algorithm name */  

    int throughput; /* throughput capability */  

    int latency; /* latency capability */  

    __u32 flags;/* other capabilities */  

    struct wcrypto_paras priv;/* For algorithm parameters, now it is 

defined in extending notions */  

}; 

其中 alg：为算法的名字，例如 rsa，dh，zlib，gzip 等（参考 3.4.1 算法层公共接口的

wcrypto_type）； 

throughput，latency：not supported, now need user se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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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用于算法私有信息，例如压缩与解压方向，压缩窗长，压缩级别，密钥宽度等，

由各算法层子模块定义其详细接口请参考 WCRYPTO 算法层接口定义 3.4.1 算法层公

共接口的 struct wcrypto_paras. 

struct wd_queue {  

    struct wd_capa capa;  

    char dev_path[PATH_STR_SIZE];  

    void *qinfo;  

}; 

其中 capa:用于用户设置申请队列时对于能力的要求； 

dev_path:用户可通过设备名字（/dev 目录下的对应字符设备名字）来申请它的队列； 

qinfo:WD 队列私有信息，用户不可见，初始为 NULL； 

3.1.2 队列申请接口 

函数原型 int wd_request_queue(struct wd_queue *q); 

函数功能 从相应的硬件加速器获取队列 

输入说明 用户态对队列的描述 q，可设置对于算法以及指定具体设备名称 

输出说明 申请到的队列描述 q 

返回值说

明 

0：SUCCESS 

其他负值：FAIL(-WD_EINVAL:入参错误，-WD_ENODEV：没找到合

适的设备，-WD_ENOMEM：没有可用内存) 

使用说明 支持多进程、多线程调用 

注意事项 用户可通过 dev_path 指定设备进行队列申请 

 

3.1.3 队列释放接口 

函数原型 void wd_release_queue(struct wd_queue *q); 

函数功能 将获取到的队列释放回相应的硬件加速器 

输入说明 申请到的队列描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支持多进程、多线程调用 

注意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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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可用设备数量获取接口 

函数原型 int wd_get_available_dev_num(const char *algorithm) 

函数功能 获取指定算法的可用设备数 

输入说明 algorithm：指定的算法名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大于等于 0：可用设备数量, 

小于 0：失败 

使用说明 维测接口，支持多线程多进程 

注意事项 当设备的可用队列数为 0 时，系统将认为它是不可用设备 

 

3.1.5 队列的 numa id 获取接口 

函数原型 int wd_get_node_id(struct wd_queue *q); 

函数功能 获取指定队列所在的 numa id 

输入说明 q: 指定的 warpdrive 队列 

输出说明 NA 

返回值说

明 

大于等于 0：对应的 NUMA ID 

小于 0：无效的 NUMA ID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多进程 

注意事项  

 

3.2 WD 基础接口-WD 算法队列收发接口 

3.2.1 消息发送接口 

函数原型 int wd_send(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q); 

函数功能 将具备 q 的 capa 算法类型的算法任务消息发送至 q 

输入说明 q：算法句柄 

req：算法类型任务消息，与 vendor 无关 

输出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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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

明 

0：SUCCESS 

其他：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WD 错误码定义 3.3.1 WD 消息错误码

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同一个算法句柄 q 的发送操作不支持多线程互斥 

注意事项 用户如用算法层接口，用户可不需要使用此基础接口 

 

3.2.2 消息接收接口 

函数原型 int wd_recv(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sp); 

函数功能 从队列 q 接收加速器硬件回应消息 

输入说明 q：队列 

resp:回应消息（单队列多用户情况下需要由 resp 带入发送时 user_data

相关的 struct wcrypto_tag 中的 ctx_id（非 0）作为标识，保证收到的回

应消息是属于自己的） 

输出说明 resp：硬件回应消息，与 vendor 相关 

返回值说

明 

1：收到一条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其他负值：接收动作失败，且没有收到消息（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WD

错误码定义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同一个算法句柄 q 的接收操作不支持多线程互斥 

注意事项 用户如用算法层接口，用户可不需要使用此基础接口 

 

3.3 WD 数据存储格式与内存接口 

本章节包括内存预留以及 BLK pool 仅为了在 no-iommu 以及 iommu-passthrough 场景

下，提升内存管理效率而实现的概念，在 SVA 场景下，上述相关的接口作用将消失。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错误名称 错误含义 错误码值 

WD_SUCCESS 执行成功 0 

WD_STREAM_END 数据流结束 1 

WD_STREAM_START 数据流开始 2 

WD_EIO I/O 硬件错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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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O 

WD_EAGAIN 标准错误码 

EAGAIN 

11 

WD_ENOMEM 标准错误码 

ENOMEM 

12 

WD_EACCESS 标准错误码 

EACCESS 

13 

WD_EBUSY 标准错误码 

EBUSY 

16 

WD_ENODEV 标准错误码 

ENODEV 

19 

WD_EINVAL 标准错误码 

EINVAL 

22 

WD_ETIMEDOUT 标准错误码 

ETIMEDOUT 

60 

WD_ADDR_ERR 参数地址错误 61 

WD_HW_EACCESS 执行任务时发生硬件复位或其他

暂时不可用的事件 

62 

WD_SGL_ERR 用户数据的 SGL buffer 解析错误 63 

WD_VERIFY_ERR 任务 Verify 不通过 64 

WD_SWHW_MISMATCH 算法层软件参数与 vendor 硬件

参数要求不匹配 

65 

WD_OUT_EPARA 算法输出参数错误 66 

WD_IN_EPARA 算法输入参数错误 67 

WD_ENOPROC 对用户输入没有做任何处理（可

以作为算法消息初始状态的设

置） 

68 

 

（注：函数返回值为对应的负值，可继续拓展） 

3.3.2 内存预留接口 

函数原型 void *wd_reserve_memory(struct wd_queue *q, size_t size); 

函数功能 基于 q 创建 size 大小的 DMA 内存 

输入说明 q：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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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内存大小 

输出说明 NA 

返回值说

明 

返回有效内存起始地址:SUCCESS 

NULL:失败 

使用说明 该内存预留接口在关闭 SMMU 时使用，且每个队列仅能预留一次，所

申请到的内存在释放队列的时候统一被释放回内核 

注意事项 1. 仅在关闭 IOMMU 或 IOMMU-PASSTHROUGH 的时候使用 

2. SVA 场景下，此接口的作用消失 

 

3.3.3 内存共享接口 

函数原型 int wd_share_reserved_memory(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d_queue *target_q); 

函数功能 将 q 中预留的内存共享给 target_q, 让 target_q 也可以访问 q 的 DMA 内

存区域 

输入说明 q：源队列 

target_q：目的队列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SUCCESS 

其他：失败 

使用说明 target_q 无自己的 DMA 内存，且该函数对 target_q 仅能做一次 share 调

用 

注意事项 SVA 场景下，此接口的作用消失 

 

3.3.4 内存通用接口 

Defined by enum wd_buff_type: 

BUF 类型名称 类型含义 类型值 

WD_FLAT_BUF 通用 buffer 类型 0 

WD_SGL_BUF 母子散列链表 buffer 1 

 

函数原型 typedef void *(*wd_alloc)(void *usr, size_t size); 

函数功能 基于用户的内存机制 usr 申请大小为 size 的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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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说明 usr：用户的内存机制句柄 

size：需要申请内存的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内存起始地址，SUCCESS 

NULL：失败 

使用说明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 SVA 场景

下不需要此接口 

注意事项 需要支持多线程 

 

函数原型 typedef void (*wd_free)(void *usr, void *va); 

函数功能 基于用户的内存机制 usr 释放起始地址 va 的内存 

输入说明 usr：用户的内存机制 

va：需释放的内存起始地址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 SVA 场景

下不需要此接口 

注意事项 需要支持多线程 

 

函数原型 typedef void *(* wd_iova_map)(void *usr, void *va, size_t sz); 

函数功能 基于用户的内存机制 usr 对起始地址 va 的 sz 大小内存进行 iova map 

输入说明 usr：用户的内存机制 

va：需做 iova map 的内存起始地址 

sz：内存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返回对应 va 的 iova 

使用说明 1.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 SVA

场景下不需要此接口 

2.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需要支持多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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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typedef void (*wd_iova_unmap)(void *usr, void *va, void *iova, size_t sz); 

函数功能 基于用户的内存机制 usr 对起始地址 va/iova 的 sz 大小内存进行 iova 

unmap 

输入说明 usr：用户的内存机制 

va：需 iova unmap 的内存起始地址 

iova：起始的 iova 地址 

sz：内存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1.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 SVA

场景下不需要此接口 

2.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需要支持多线程 

 

/* Memory brigde from user, it is given at ctx. While SVA, this interface 

is in no need */  

struct wd_mm_ops {  

    wd_alloc alloc;/* Memory allocation */  

    wd_free free;/* Memory free */  

    wd_iova_map iova_map; /* get iova from user space VA */  

    wd_iova_unmap iova_unmap; /* destroy the mapping between the PA of VA 

and iova */  

    void *usr; /* data for the above operations */  

};  

  

/* Warpdrive data buffer */  

struct wd_dtb {  

    char *data;/* data/buffer start address */  

    __u32 dsize;/* data size */  

    __u32 bsize;/* buffer size */  

}; 

函数原型 void *wd_iova_map(struct wd_queue *q, void *va, size_t sz);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对用户态的 va 地址大小为 sz 的内存进行 iova 

map 

输入说明 q：源队列 

va：用户态虚拟地址 

sz：从 va 开始的内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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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iova 地址 

NULL：失败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 no-iommu

模式下仅进行了虚实转换 

 

函数原型 void wd_iova_unmap(struct wd_queue *q, void *va, void *iova, size_t sz);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对用户态的 va/iova 地址大小为 sz 的内存进行
iova unmap 

输入说明 q：源队列 

va：用户态虚拟地址 va 

iova：用户态 iova 地址 

sz：内存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 no-iommu

模式下无任何操作 

 

3.3.5 BLK 内存管理接口 

/* Memory pool creating parameters */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  

    __u32 block_size;/* Block buffer size */  

    __u32 block_num;/* Block buffer number */  

    __u32 align_size;/* Block buffer startging address align size */  

    struct wd_mm_ops ops;/* memory from user if don't use WD memory */  

}; 

函数原型 void *wd_blkpool_create(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在 Warpdrive 队列上使用 Warpdrive 内存或用户的内存创建块内存池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算法队列 

setup：用户给出的规格与内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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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说明 setup->block_num:当用户使用 WD 的内存来创建池时，block_num 将作

为实际创建了多少 block buffer 的输出。当该数目小于用户输入的要求

数量的 90%时，创建 blkpool 将失败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blk 池 

NULL：失败 

使用说明 1. 在使用 WD 默认内存来创建 BLK 池时，如果对 block_num 数量有严

格要求，请配置 setup 的 block_num 比实际需求高 15% 

2. 在使用外部内存时，要求用户可提供 struct wd_mm_br，即 br 可以满

足创建池的内存大小要求，且 dma map/unmap 操作在该内存范围内

适用，若属于直接物理地址 DMA， 则要求该内存范围内物理地址

连续 

注意事项 如果用户没有指定内存，那么默认使用 wd 预留内存进行池的创建。在

使用 WD 默认内存创建池时，struct wd_blkpool_setup 中 block_num 为

输入和输出参数 

 

函数原型 void wd_blkpool_destroy(void *pool); 

函数功能 销毁 BLK 池 

输入说明 pool：需要销毁的 BLK 池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d_alloc_blk(void *pool); 

函数功能 从 Warpdrive SGL 内存池分配 BLK 缓冲区 

输入说明 pool：BLK 池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一个 BLK buffer 的起始地址 

NULL：申请失败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TaiShan 服务器鲲鹏加速引擎 

接口参考 3 WD 用户接口描述 

 

文档版本 02 (2019-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4 

 

函数原型 void wd_free_blk(void *pool, void *blk); 

函数功能 将 BLK 缓冲区释放到 Warpdrive BLK 内存池 

输入说明 pool： BLK 池 

blk：一个 BLK buffer 的起始地址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入参 blk 必须为 block buffer 的起始地址 

 

函数原型 void *wd_blk_iova_map(void *pool, void *blk); 

函数功能 iova 映射块缓冲区 

输入说明 pool： BLK 池 

blk：一个 block buffer 的起始地址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返回 block buffer 的 iova 地址 

NULL：map 失败 

使用说明 1.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1.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no-

iommu 模式下无任何操作 

2. 入参 blk 必须为 block buffer 的起始地址 

 

函数原型 void wd_blk_iova_unmap(void *pool, void *blk_iova, void *blk); 

函数功能 用物理地址取消映射块缓冲区的 iova 

输入说明 pool： BLK 池 

blk_iova：一个 block buffer 的 iova 地址 

blk：一个 block buffer 的地址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1. 目前为了支持 no-iommu 与 iommu-passthrough 场景的接口，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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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mu 模式下无任何操作 

2. 入参 blk，blk_iova 必须为 block buffer 的起始地址 

 

函数原型 unsigned int wd_get_free_blk_num(void *pool); 

函数功能 获取池的空闲块缓冲区号 

输入说明 pool： BLK 池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Number of free block buffer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维测接口 

 

函数原型 unsigned int wd_alloc_blk_failures (void *pool); 

函数功能 获取失败的池分配时间 

输入说明 pool： BLK 池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分配失败次数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维测接口 

 

3.4 算法层接口 

算法层是处于 WD 之上的一层标准封装接口。 

3.4.1 算法层公共接口 

函数原型 typedef void (*wcrypto_cb)(const void *msg, void *tag); 

函数功能 调用算法的函数原型 

输入说明 msg：算法消息 

tag：用户输入的自定义标识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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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 General Warpdrive call back tag, which is used to fill the user_data 

area in all kinds of algorithm  

messages */  

struct wcrypto_cb_tag {  

    void *ctx;/* user: context or other user relatives */  

    void *tag;/* to store user tag */  

    int ctx_id;/* user id: context ID or other user identifier */  

};  

  

/* The algorithm’s private parameters of Warpdrive queue capability */  

struct wcrypto_paras {  

    /* 0--encipher/compress .etc, 1 ---decipher/decomp .etc */  

    __u8 direction;  

    /* to be extended */  

};  

  

enum wcrypto_type {  

    WCRYPTO_RSA,  

    WCRYPTO_DH,  

    WCRYPTO_CIPHER,  

    WCRYPTO_DIGEST,  

    WCRYPTO_COMP,  

    WCRYPTO_EC,  

    WCRYPTO_RNG,  

    WCRYPTO_MAX_ALG,  

}; 

Warpdrive 算法类型定义： 

算法类名称定义 算法类含义 算法类型值 子算法标准名称 

WCRYPTO_RSA RSA 算法 0 ‘rsa’ 

WCRYPTO_DH DH 算法 1 ‘dh’ 

WCRYPTO_CIPHER 对称加解密算法 2 ‘aes’, ‘s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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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类名称定义 算法类含义 算法类型值 子算法标准名称 

WCRYPTO_DIGEST Hash 算法 3 ‘sm3’, ‘md5’, 

‘sha256’ 

WCRYPTO_COMP 压缩解压缩算法 4 ‘zlib’, ‘gzip’ 

WCRYPTO_EC 存储 EC 算法类 5 ‘mpcc’, ‘flexec’ 

WCRYPTO_RNG 随机数产生算法 6 ‘trng’, ‘drbg’ 

 

（注：算法类可继续拓展） 

3.4.2 RSA 算法类相关接口 

/* RSA message format of Warpdrive */  

struct wcrypto_rsa_msg {  

    __u8 alg_type; /*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type */  

    __u8 op_type:2;/*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rsa_op_type */  

    __u8 key_type:2;/*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rsa_key_type */  

    __u8 data_fmt:1; /*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8 result:3;/* Data format,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  

    __u16 in_bytes;/* Input data bytes */  

    __u16 out_bytes;/* Output data bytes */  

    __u16 key_bytes;/* Input key bytes */  

    __u8 *in;/* Input data VA, buf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out;/* Output data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key;/* Input key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64 usr_data;/* Input user tag, used for indentify data stream/user: 

struct wcrypto_cb_tag */  

};  

  

/* RSA operational types */  

enum wcrypto_rsa_op_type {  

    WCRYPTO_RSA_INVALID,/* invalid rsa operation */  

    WCRYPTO_RSA_SIGN,/* RSA sign */  

    WCRYPTO_RSA_VERIFY,/* RSA verify */  

    WCRYPTO_RSA_GENKEY, /* RSA key generation */  

};  

  

/* RSA key types */  

enum wcrypto_rsa_key_type {  

    WCRYPTO_RSA_INVALID_KEY, /* invalid rsa key type */  

    WCRYPTO_RSA_PUBKEY,/* rsa publick key type */  

    WCRYPTO_RSA_PRIKEY1,/* invalid rsa private common key 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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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RYPTO_RSA_PRIKEY2, /* invalid rsa private CRT key type */  

};  

  

struct wcrypto_rsa_kg_in; /* rsa key generation input parameters */  

struct wcrypto_rsa_kg_out;/* rsa key generation output parameters */  

struct wcrypto_rsa_pubkey;/* rsa public key */  

struct wcrypto_rsa_prikey;/* rsa private key */  

  

/* RSA context setting up input parameters from user */  

struct wcrypto_rsa_ctx_setup {  

    wcrypto_cb cb;/* call back function from user */  

    __u16 data_fm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16 key_bits;/* RSA key bits */  

    bool is_crt;/* CRT mode or not */  

    struct wd_mm_ops ops;/* memory operations from user */  

};  

  

struct wcrypto_rsa_op_data {  

    enum wcrypto_rsa_op_type op_type; /* rsa operation type */  

    int status; /* rsa operation status */  

    void *in; /* rsa operation input address, should be DMA-able */  

    void *out; /* rsa operation output address, should be DMA-able */  

    __u32 in_bytes;/* rsa operation input bytes */  

    __u32 out_bytes; /* rsa operation output bytes */  

};  

 

函数原型 bool wcrypto_rsa_is_crt(void *ctx); 

函数功能 RSA context 是否是 CRT 模式判断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True：CRT 模式 

False：非 CRT 模式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rsa_key_bits(void *ctx); 

函数功能 RSA context 的密钥 bits 宽度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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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RSA 算法密钥宽度 bits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 wcrypto_create_rsa_ctx(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rsa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创建 RSA 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setup：用户对于 context 的创建输入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返回 context 地址 

NULL：失败 

非 NULL：成功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pubkey(void *ctx, struct wcrypto_rsa_pubkey 

**pubkey); 

函数功能 获取 RSA 算法 context 的公钥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pubkey：RSA 算法公钥指针地址 

输出说明 pubkey：RSA 算法公钥地址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prikey(void *ctx, struct wcrypto_rsa_prikey 

**prikey); 

函数功能 获取 RSA 算法 context 的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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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prikey：RSA 算法私钥指针地址 

输出说明 prikey：RSA 算法私钥地址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set_rsa_pubkey_params(void *ctx, struct wd_dtb *e, struct 

wd_dtb *n); 

函数功能 设置 RSA 算法 context 的公钥参数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e：RSA e 参数 

n：RSA n 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设置成功 

非 0：设置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pubkey_params(struct wcrypto_rsa_pubkey *pbk, 

struct wd_dtb **e, struct wd_dtb **n); 

函数功能 由 RSA 算法公钥获取公钥参数 

输入说明 pbk：RSA 算法公钥 

e：RSA e 参数地址指针 

n：RSA n 参数地址指针 

输出说明 e：RSA e 参数地址 

n：RSA n 参数地址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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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set_rsa_prikey_params(void *ctx, struct wd_dtb *d, struct 

wd_dtb *n); 

函数功能 设置 RSA 算法 context 的密钥参数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d：RSA d 参数 

n：RSA n 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设置成功 

-WD_EINVAL：设置失败 （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

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prikey_params(struct wcrypto_rsa_prikey *pvk, struct 

wd_dtb **d,struct wd_dtb **n); 

函数功能 由 RSA 算法密钥获取密钥参数 

输入说明 pvk：RSA 算法私钥 

d：RSA d 参数地址指针 

n：RSA n 参数地址指针 

输出说明 d：RSA d 参数地址 

n：RSA n 参数地址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set_rsa_crt_prikey_params(void *ctx, struct wd_dtb *dq, struct 

wd_dtb *dp,struct wd_dtb *qinv, struct wd_dtb *q, struct wd_dtb *p); 

函数功能 设置 RSA 算法 context 的密钥 CRT 参数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dq：RSA dq 参数 

dp：RSA dp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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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v：RSA qinv 参数 

q：RSA q 参数 

p：RSA p 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设置成功 

非 0：设置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crt_prikey_params(struct wcrypto_rsa_prikey *pvk, 

struct wd_dtb **dq, struct wd_dtb **dp, struct wd_dtb **qinv, struct wd_dtb 

**q, struct wd_dtb **p); 

函数功能 由 RSA 算法密钥获取 CRT 参数 

输入说明 pvk：RSA 算法私钥 

dq：RSA dq 参数地址指针 

dp：RSA dp 参数地址指针 

qinv：RSA qinv 参数地址指针 

q：RSA q 参数地址指针 

p：RSA p 参数地址指针 

输出说明 dq：RSA dq 参数地址 

dp：RSA dp 参数地址 

qinv：RSA qinv 参数地址 

q：RSA q 参数地址 

p：RSA p 参数地址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struct wcrypto_rsa_kg_in *wcrypto_new_kg_in(void *ctx, struct wd_dtb *e, 

struct wd_dtb *p, struct wd_dtb *q); 

函数功能 新创建基于指定 ctx 的 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入参数集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e：RSA e 参数 



TaiShan 服务器鲲鹏加速引擎 

接口参考 3 WD 用户接口描述 

 

文档版本 02 (2019-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3 

 

q：RSA q 参数 

p：RSA p 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成功 

NULL：失败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kg_in(void *ctx, struct wcrypto_rsa_kg_in *ki); 

函数功能 基于 RSA 算法 context 删除密钥生成输入参数集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ki：RSA 算法密钥生成的输入参数集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kg_in_params(struct wcrypto_rsa_kg_in *kin, struct 

wd_dtb *e, struct wd_dtb *q, struct wd_dtb *p); 

函数功能 基于 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入参数集，获取输入参数 

输入说明 kin：RSA 算法密钥生成的输入参数集 

e：RSA e 参数获取地址 

q：RSA q 参数获取地址 

p：RSA p 参数获取地址 

输出说明 e：RSA e 参数 

q：RSA q 参数 

p：RSA p 参数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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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struct wcrypto_rsa_kg_out * wcrypto_new_kg_out(void *ctx); 

函数功能 新创建基于指定 ctx 的 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出参数集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成功 

NULL：失败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kg_out(void *ctx, struct wcrypto_rsa_kg_out *kout); 

函数功能 删除基于指定 ctx 的 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出参数集 

输入说明 ctx：RSA 算法 context 

kout：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出参数集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kg_out_params(struct wcrypto_rsa_kg_out *kout, 

struct wd_dtb *d, struct wd_dtb *n); 

函数功能 基于 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出参数集，获取输出参数 

输入说明 kout：RSA 算法密钥生成的输出参数集 

d：RSA d 参数获取地址 

n：RSA n 参数获取地址 

输出说明 d：RSA d 参数 

n：RSA n 参数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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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rsa_kg_out_crt_params(struct wcrypto_rsa_kg_out *kout, 

struct wd_dtb *qinv, 

struct wd_dtb *dq, struct wd_dtb *dp); 

函数功能 基于 RSA 算法 CRT 模式密钥生成输出参数集，获取输出参数 

输入说明 kout：RSA 算法密钥生成的输出参数集 

qinv：RSA CRT 模式 qinv 参数获取地址 

dq：RSA CRT 模式 dq 参数获取地址 

dp：RSA CRT 模式 dp 参数获取地址 

输出说明 qinv：RSA CRT 模式 qinv 参数 

dq：RSA CRT 模式 dq 参数 

dp：RSA CRT 模式 dp 参数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rsa_kg_in_data(struct wcrypto_rsa_kg_in *ki, char **data); 

函数功能 基于 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入参数集，获取输入参数的数据域 

输入说明 ki：RSA 算法密钥生成的输入参数集 

输出说明 data：输入参数集的数据域地址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非 0：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rsa_kg_out_data(struct wcrypto_rsa_kg_out *ko, char **data); 

函数功能 基于 RSA 算法密钥生成输出，获取输出参数的数据域 

输入说明 ko：RSA 算法密钥生成的输出参数集 

输出说明 data：输出参数集的数据域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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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非 0：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1、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 wcrypto_create_rsa_ctx(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rsa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支持 RSA 算法的 warpdrive queue 创建 context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setup：用户指定的 context 参数集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非 NULL：成功 

否则失败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o_rsa(void *ctx, struct wcrypto_rsa_op_data *opdata, void 

*tag); 

函数功能 基于 RSA context 的 RSA 算法操作 

输入说明 ctx：RSA context 

opdata：RSA 操作参数，包括输入输出以及操作类型等 

tag：用户回调表示，为 NULL 时，为同步接口，否则为异步接口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其他负值：失败（RSA verify 失败，-WD_VERIFY_ERR; 用户输入与

硬件要求的数据长度、格式与对齐方式等不匹配，-

WD_HWDT_MISMATCH; 用户输入 SGL 错误，-WD_SGL_ERR; 硬件

不可用（硬件复位等情况）， -WD_HW_EACCESS; 其他错误-

WD_EINVAL） 

使用说明 同一个 ctx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rsa_poll(struct wd_queue *q, unsigned int num); 



TaiShan 服务器鲲鹏加速引擎 

接口参考 3 WD 用户接口描述 

 

文档版本 02 (2019-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7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的 RSA 算法 poll 操作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RSA 队列 

num：0---表示将队列 q 中所有回应消息全部收上来，非 0---表示将队列

中 num 个回应消息收上来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大于 0：成功收到对应个数的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负值：poll 发生错误（硬件不可用（硬件复位等情况）， -

WD_HW_EACCESS; 其他错误-WD_EINVAL） 

使用说明 同一个 q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回应消息中 status 错误码的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rsa_ctx(void *ctx); 

函数功能 删除一个 RSA 的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需要删除的 RSA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3.4.3 DH 算法类相关接口 

struct wcrypto_dh_msg {  

    __u8 alg_type; /*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type */  

    __u8 op_type:2;/*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dh_op_type */  

    __u8 data_fmt:1; /*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8 result:3;/* Data format,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  

    __u8 resv:2;/* Resevered */  

    __u8 *x_p; /* This is Xa and p data in ord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g; /* This is PV also at phase 2. Should be DMA buffer*/  

    __u8 *out; /* Result address,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16 xbytes; /* parameter Xa size */  

    __u16 pbytes; /* parameter p size */  

    __u16 gbytes; /* parameter g size */  

    __u16 out_bytes; /* output parameter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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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u64 usr_data; /* user identifier：struct wcrypto_cb_tag */  

};  

  

enum wcrypto_dh_op_type {  

    WCRYPTO_DH_INVALID, /* invalide DH operation */  

    WCRYPTO_DH_PHASE1,/* Phase1 DH key generate */  

    WCRYPTO_DH_PHASE2,/* Phase2 DH key compute */  

};  

  

struct wcrypto_dh_ctx_setup {  

    wcrypto_cb cb; /* call back function from user */  

    __u16 data_fmt; /*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16 key_bits;/* DH key bites */  

    bool is_g2; /* is g2 mode or not */  

    struct wd_mm_ops ops; /* memory operations from user */  

};  

  

struct wcrypto_dh_op_data {  

    void *x_p; /* x and p, should be DMA buffer */  

    void *pv;/* it is g, but it is PV at phase 2, should be DMA buffer */  

    void *pri;/* phase 1&&2 output,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16 pri_bytes;/* output bytes */  

    __u16 pbytes; /* p bytes */  

    __u16 xbytes; /* x bytes */  

    __u16 pvbytes; /* pv bytes */  

    enum wcrypto_dh_op_type op_type; /* operational type */  

    __u32 status;/* output status  */  

}; 

函数原型 bool wcrypto_dh_is_g2(void *ctx); 

函数功能 DH context 是否是 G2 模式判断 

输入说明 ctx：DH 算法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True：G2 模式 

False：非 G2 模式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h_key_bits(void *c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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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功能 DH context 的密钥 bits 宽度 

输入说明 ctx：DH 算法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DH 算法密钥宽度 bits(768,1024,1536,2048,3072,4096)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 wcrypto_create_dh_ctx(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dh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创建 DH 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queue 

setup：用户对于 context 的创建输入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context 地址。 

NULL：失败 

非 NULL：成功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o_dh(void *ctx, struct wcrypto_dh_op_data *opdata, void 

*tag); 

函数功能 基于 DH context 的 DH 算法操作 

输入说明 ctx：DH context 

opdata：DH 操作参数，包括输入输出以及操作类型等； 

tag：用户回调表示， 为 NULL 时，为同步接口，否则为异步接口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同一个 ctx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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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h_poll(struct wd_queue *q, unsigned int num);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队列的 DH 算法 poll 操作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DHqueue 

num：0---表示将队列 q 中所有回应消息全部收上来，非 0---表示将队列

中 num 个回应消息收上来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大于 0：成功收到对应个数的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负值：poll 发生错误 

使用说明 同一个 q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dh_ctx(void *ctx); 

函数功能 删除一个 DH 的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需要删除的 DH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set_dh_g(void *ctx, struct wd_dtb *g); 

函数功能 设置 DH 算法 context 的 g 参数 

输入说明 ctx：DH 算法 context 

g：DH g 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设置成功 

非 0：设置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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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get_dh_g(void *ctx, struct wd_dtb **g); 

函数功能 由 DH 算法 context 获取 g 参数 

输入说明 ctx：DH 算法 context 

g：DH g 参数地址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3.4.4 COMP 算法类相关接口 

enum wcrypto_comp_flush_type {  

    WCRYPTO_INVALID_FLUSH,  

    /* output as much data as we can to improve performance */  

    WCRYPTO_NO_FLUSH,  

    /* output as bytes aligning or some other conditions satisfied */  

    WCRYPTO_SYNC_FLUSH,  

    /* indicates the end of the file/data */  

    WCRYPTO_FINISH,  

};  

enum wcrypto_comp_level {  

    WCRYPTO_COMP_L1 = 1,/* Compression level 1 */  

    WCRYPTO_COMP_L2,    /* Compression level 2 */  

    WCRYPTO_COMP_L3,    /* Compression level 3 */  

    WCRYPTO_COMP_L4, /* Compression level 4 */  

    WCRYPTO_COMP_L5, /* Compression level 5 */  

    WCRYPTO_COMP_L6, /* Compression level 6 */  

    WCRYPTO_COMP_L7, /* Compression level 7 */  

    WCRYPTO_COMP_L8, /* Compression level 8 */  

    WCRYPTO_COMP_L9 /* Compression level 9 */  

};  

  

enum wcrypto_comp_win_type {  

    WCRYPTO_COMP_WS_4K，/* 4k bytes window size */  

    WCRYPTO_COMP_WS_8K，/* 8k bytes window size */  

    WCRYPTO_COMP_WS_16K，/* 16k bytes window size */  

    WCRYPTO_COMP_WS_32K，/* 32k bytes window siz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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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 message format of Warpdrive */  

struct wcrypto_comp_msg {  

    __u8 alg_typ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omp_alg_type */  

    __u8 op_typ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omp_op_type */  

    __u8 flush_type;/* indicates the output mode, from enum 

wcrypto_comp_flush_type */  

    __u8 stream_mod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omp_state */  

    __u8 stream_pos;/*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stream_status */  

    __u8 comp_lv;/*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omp_level */  

    __u8 data_fm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8 win_sz;/*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omp_win_type */  

    __u32 in_size;    /* Input data bytes */  

    __u32 avail_out;/* Output buffer size */  

    __u32 in_cons;/* consumed bytes of input data */  

    __u32 produced;/* produced bytes of current operation */  

    __u8 *src;/* Input data VA, buf should be DMA-able. */  

    __u8 *dst;/* Output data VA pointer */  

    __u32 win_siz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omp_win_type */  

    __u32 status;/* Data format,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and enum 

wcrypto_op_result */  

    __u32 isize;/* Denoted by gzip isize */  

    __u32 checksum;/* Denoted by zlib/gzip CRC */  

    __u32 ctx_priv0;/* Denoted HW priv */  

    __u32 ctx_priv1;/* Denoted HW priv */  

    __u32 ctx_priv2;/* Denoted HW priv */  

    void *ctx_buf;/* Denoted HW ctx cache */  

    __u64 udata;/* Input user tag, used for indentify data stream/user：

struct wcrypto_cb_tag */  

};  

  

/* Compression operational types */  

enum wcrypto_comp_op_type {  

    WCRYPTO_DEFLATE, /* Data Compression */  

    WCRYPTO_INFLATE, /* Data Decompression */  

};  

  

/* context setup parameters */  

struct wcrypto_comp_ctx_setup {  

    wcrypto_cb cb;/* User call back */  

    __u8 alg_type; /* wcrypto_comp_alg_type */  

    __u8 op_type; /* wcrypto_comp_op_type */  

    __u8 stream_mode; /* wcrypto_comp_state */  

    __u8 comp_lv; /* compression level */  

    __u16 win_size; /* window s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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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u16 data_fmt;/* buffer format */  

    void  *ss_buf;  /* field for user to alloc dma buffer */  

    void  *next_in;  /* next input byte */  

    void  *next_out; /* next output byte should be put there */  

    void  *ctx_buf; /* need extra memory for hw */  

};  

  

struct wcrypto_comp_op_data {  

    __u8 alg_typ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omp_alg_type */  

    __u8 flush; /* indicates from enum wcrypto_comp_flush_type */  

    __u8 stream_pos;  /*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stream_status */  

    __u8 status;/*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and enum wcrypto_op_result */  

    __u8 *in; /* Input VA, buff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out;/* Output data VA pointer, buffer should be DMA-able */  

    __u32 in_len;/* input data bytes */  

    __u32 avail_out; /* output buffer size */  

    __u32 consumed;  /* bytes consumed by the operation */  

    __u32 produced; /* bytes output by the operation */  

    __u32 isize;/* gzip isize */  

    __u32 checksum;  /* Will be updated to the checksum of data produced 

by the operation */  

    struct wd_queue *q; /* wd queue handle */  

    void *ctx; /* comp context */  

}; 

函数原型 void * wcrypto_create_comp_ctx (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comp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创建 COMP 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setup：用户对于 context 的创建输入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context 地址 

NULL：失败 

非 NULL：成功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o_comp(void *ctx, struct wcrypto_comp_op_data *opdata, 

void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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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功能 基于 COMP context 的 COMP 算法操作 

输入说明 ctx：COMP context 

opdata：COMP 操作参数，包括输入输出以及操作类型等； 

tag：用户回调表示， 为 NULL 时，为同步接口，否则为异步接口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同一个 ctx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comp_poll(struct wd_queue *q, unsigned int num);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的 COMP 算法 poll 操作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COMP 队列 

num：0---表示将队列 q 中所有回应消息全部收上来，非 0---表示将队列

中 num 个回应消息收上来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大于 0：成功收到对应个数的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负值：poll 发生错误 

使用说明 同一个 q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comp_ctx (void *ctx); 

函数功能 删除一个 COMP 的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需要删除的 COMP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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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RNG 随机数获取接口 

struct wcrypto_rng_msg {  

    __u8 alg_type; /*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type */  

    __u8 op_typ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rng_op_type */  

    __u8 data_fmt; /*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8 resul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  

    __u16 out_bytes; /* output bytes */  

    __u16 in_bytes; /* input bytes */  

    __u8 *out; /* Result address */  

    __u8 *in; /* Input address */  

    __u64 usr_tag; /* user identifier */  

};  

  

enum wcrypto_rng_op_type {  

    WCRYPTO_RNG_INVALID,/* Invalid RNG operational type */  

    WCRYPTO_DRBG_RESEED,/* seed operation */  

    WCRYPTO_DRBG_GEN,/* deterministic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  

    WCRYPTO_TRNG_GEN, /*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  

};  

  

struct wcrypto_rng_ctx_setup {  

    wcrypto_cb cb;  

    __u16 data_fmt; /*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enum wcrypto_type type;/* Please refer to the definition of enum */  

    enum wcrypto_cipher_alg calg;/* DRBG cipher algorithm */  

    enum wcrypto_cipher_mode cmode; /* DRBG cipher mode */  

    enum wcrypto_digest_alg dalg; /* DRBG digest algorithm */  

    enum wcrypto_digest_mode dmode; /* DRBG digest mode */  

};  

  

struct wcrypto_rng_op_data {  

    enum wcrypto_rng_op_type op_type;  

    __u32 status; /* Operation result status */  

    void *in;/* input */  

    void *out; /* output */  

    __u16 in_bytes; /* input bytes */  

    __u16 out_bytes; /* output bytes */  

};  

 

函数原型 void * wcrypto_create_rng_ctx(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rng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创建 RNG 算法 context 



TaiShan 服务器鲲鹏加速引擎 

接口参考 3 WD 用户接口描述 

 

文档版本 02 (2019-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6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setup：用户对于 context 的创建输入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context 地址 

NULL：失败 

非 NULL：成功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rng_op(void *ctx, struct wcrypto_rng_op_data *opdata, void 

*tag); 

函数功能 基于 RNG context 的 RNG 算法操作 

输入说明 ctx：RNG context 

opdata：RNG 操作参数，包括输入输出以及操作类型等 

tag：用户回调表示， 为 NULL 时，为同步接口，否则为异步接口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 

使用说明 同一个 ctx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rng_poll(struct wd_queue *q, int num);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的 RNG 算法 poll 操作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RNG 队列 

num：0---表示将队列 q 中所有回应消息全部收上来，非 0---表示将队列

中 num 个回应消息收上来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大于 0：成功收到对应个数的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负值：poll 发生错误 

使用说明 同一个 q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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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rng_ctx(void *ctx); 

函数功能 删除一个 RNG 的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需要删除的 RNG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3.4.6 CIPHER 算法类相关接口 

/* Cipher message format of Warpdrive */  

struct wcrypto_cipher_msg {  

    __u8 alg_type:4;/*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alg_type */  

    __u8 alg:4;/*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ipher_alg*/  

    __u8 op_type:4;/*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ipher_op_type */  

    __u8 mode:4;/*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cipher_mode */  

    __u8 data_fm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8 resul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  

    __u16 key_bytes;/* Key bytes */  

    __u16 iv_bytes;/* IV bytes */  

    __u32 in_bytes;/* Input data bytes */  

    __u32 out_bytes;/* Output data bytes */  

    __u8 *key;/* Input key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iv;/* Input IV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in;/* Input data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out;/* Output data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64 usr_data;/* user identifier: for example, can be struct 

wcrypto_cb_tag */  

};  

  

enum wcrypto_cipher_op_type {  

    WCRYPTO_CIPHER_ENCRYPTION,  

    WCRYPTO_CIPHER_DECRYPTION,  

};  

  

enum wcrypto_cipher_alg {  

    WCRYPTO_CIPHER_S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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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RYPTO_CIPHER_AES,  

    WCRYPTO_CIPHER_DES,  

    WCRYPTO_CIPHER_3DES,  

};  

  

enum wcrypto_cipher_mode {  

    WCRYPTO_CIPHER_ECB,  

    WCRYPTO_CIPHER_CBC,  

    WCRYPTO_CIPHER_CTR,  

    WCRYPTO_CIPHER_XTS,  

};  

  

struct wcrypto_cipher_ctx_setup {  

    wcrypto_cb cb;/* call back function from user */  

    enum wcrypto_cipher_alg alg;/* cipher algorithm type */  

    enum wcrypto_cipher_mode mode;/* cipher algorithm mode */  

    struct wd_mm_ops ops;/* memory operations from user */  

    __u16 data_fm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  

struct wcrypto_cipher_op_data {  

    enum wcrypto_cipher_op_type op_type;/* cipher operation type */  

    int status;/* cipher operation status */  

    void *in;/* cipher operation input address */  

    void *out;/* cipher operation output address *  

    void *iv;/* cipher operation iv address *  

    __u32 in_bytes;/* cipher operation input bytes */  

    __u32 out_bytes;/* cipher operation output bytes */  

    __u32 iv_bytes;/* cipher operation iv bytes */  

    void *priv;/* private information */  

};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create_cipher_ctx(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cipher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创建对称加解密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setup：用户对于 context 的创建输入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context 地址 

NULL：失败 

非 NULL：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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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set_cipher_key(void *ctx, __u8 *key, __u16 key_len); 

函数功能 设置 cipher 算法需要的 key 信息到 cipher 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对称加解密算法 context 

key：cipher 算法输入 key 的指针地址 

key_len：cipher 算法输入 key 的长度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o_cipher(void *ctx, struct wcrypto_cipher_op_data *opdata, 

void *tag); 

函数功能 基于 Cipher context 的对称加解密算法操作 

输入说明 ctx：Cipher context 

opdata：Cipher 操作参数，包括输入输出以及操作类型等； 

tag：用户回调表示， 为 NULL 时，为同步接口，否则为异步接口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 

使用说明 同一个 ctx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cipher_poll(struct wd_queue *q, unsigned int num);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的 Cipher 算法 poll 操作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num：0---表示将队列 q 中所有回应消息全部收上来，非 0---表示将队列

中 num 个回应消息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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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大于 0：成功收到对应个数的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负值：poll 发生错误 

使用说明 同一个 q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cipher_ctx(void *ctx); 

函数功能 删除一个 Cipher 的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需要删除的 Cipher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3.4.7 HASH 算法类相关接口 

/* Digest message format of Warpdrive */  

struct wcrypto_digest_msg {  

    __u8 alg_typ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type */  

    __u8 alg:4;/*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digest_alg */  

    __u8 has_next:1;/* denote whether there is next associated data */  

    __u8 mode:3;/*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digest_mode */  

    __u8 data_fm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8 resul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  

    __u16 key_bytes;/* Key size */  

    __u16 iv_bytes;/* IV size */  

    __u8 *key;/* Input key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iv;/* Input IV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in;/* Input data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out;/* Output data VA pointer,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32 in_bytes;/* Input data bytes */  

    __u32 out_bytes;/* Output data bytes */  

    __u64 usr_data;/* user identifier: for example, can be struct 

wcrypto_cb_ta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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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um wcrypto_digest_alg {  

    WCRYPTO_SM3,  

    WCRYPTO_MD5,  

    WCRYPTO_SHA1,  

    WCRYPTO_SHA256,  

    WCRYPTO_SHA224,  

    WCRYPTO_SHA384,  

    WCRYPTO_SHA512,  

    WCRYPTO_SHA512_224,  

    WCRYPTO_SHA512_256,  

    WCRYPTO_MAX_DIGEST_TYPE,  

};  

  

enum wcrypto_digest_mode {  

    WCRYPTO_DIGEST_NORMAL,  

    WCRYPTO_DIGEST_HMAC,  

};  

  

struct wcrypto_digest_ctx_setup {  

    wcrypto_cb cb;/* call back function from user */  

    enum wcrypto_digest_alg alg;/* digest algorithm type */  

    enum wcrypto_digest_mode mode;/* digest algorithm mode */  

    struct wcrypto_mm_ops ops;/* memory operations from user */  

    __u16 data_fm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  

    void *in;/* digest operation input address, should be dma buffer */  

    void *out;/* digest operation output address, shoud be dma buffer */  

    __u32 in_bytes;/* digest operation input bytes */  

    __u32 out_bytes;/* digest operation output bytes */  

    void *priv;/* private information should be dma buffer */  

    int status;/* digest operation status */  

    bool has_next;/* denote whether there is next associated data */  

};  

 

函数原型 void * wcrypto_create_digest_ctx (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digest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创建消息摘要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setup：用户对于 context 的创建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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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context 地址 

NULL：失败 

非 NULL：成功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set_digest_key (void *ctx, __u8 *key, __u16 key_len); 

函数功能 设置 HMAC 需要的认证 key 信息到摘要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消息摘要算法 context 

key：输入 key 的指针地址 

key_len：输入 key 的长度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错误码含义请参考 3.3.1 WD 消息错误码接口定义）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o_digest (void *ctx,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opdata, 

void *tag); 

函数功能 基于 digest context 的消息摘要算法操作 

输入说明 ctx：消息摘要 context 

opdata：摘要算法操作参数，包括输入输出以及操作类型等 

tag：用户回调表示，为 NULL 时，为同步接口，否则为异步接口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 

使用说明 同一个 ctx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igest_poll (struct wd_queue *q, unsigned int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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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的摘要算法 poll 操作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num：0---表示将队列 q 中所有回应消息全部收上来，非 0---表示将队列

中 num 个回应消息收上来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大于 0：成功收到对应个数的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负值：poll 发生错误 

使用说明 同一个 q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digest_ctx (void *ctx); 

函数功能 删除一个 Digest 的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需要删除的 Digest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3.4.8 EC 存储算法类相关接口 

/* EC message format of Warpdrive */  

struct wcrypto_ec_msg {  

    __u8 alg_type;/*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alg_type */  

    __u8 ec_type; /*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ec_type */  

    __u8 op_type; /* Denoted by enum wcrypto_ec_op_type */  

    __u8 data_fmt; /* Data format, denoted by enum wd_buff_type */  

    __u8 result;/* Data format, denoted by WD error code */  

    __u8 *coef_matrix; /* Coefficient matrix */  

    __u8 coef_matrix_load; /* coef_matrix reload control, 0: do not load, 

1: load */  

    __u8 coef_matrix_len; /* length of loaded coe_matrix, equal to 

src_num*/  

    __u8 alg_blk_size; /* algorithm granularity, 0: 512 gran, 1: 4096 

g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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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u16 block_size;/* support 512,520,4096,4104,4160 */  

    __u16 block_num;/*number of sector*/  

    __u8 *in; /* Input address,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in_disk_num;/* number of source disks */  

    __u8 *out; /* Result address should be dma buffer */  

    __u8 out_disk_num; /* number of destination disks */  

    __u64 usr_data; /* user identifier: for example: struct wcrypto_cb_tag 

*/  

};  

enum wcrypto_ec_type {  

    WCRYPTO_EC_FLEXEC,  

    WCRYPTO_EC_MPCC,  

};  

  

enum wcrypto_ec_op_type {  

    WCRYPTO_EC_GENERATE,  

    WCRYPTO_EC_VALIDATE,  

    WCRYPTO_EC_UPDATE,  

    WCRYPTO_EC_RECONSTRUCT,  

};  

  

struct wcrypto_ec_ctx_setup {  

    enum wcrypto_ec_type ec_type;  

    wcrypto_cb cb;  

    __u16 data_fmt;  

    struct wd_mm_ops ops;  

};  

  

struct wcrypto_ec_op_data {  

    enum wcrypto_ec_op_type op_type;  

    int status;  

    __u8 *coef_matrix; /* Coefficient matrix */  

    __u8 coef_matrix_load; /* coef_matrix reload control, 0: do not load, 

1: load */  

    __u8 coef_matrix_len; /* length of loaded coe_matrix, equal to 

src_num*/  

    __u8 alg_blk_size; /* algorithm granularity, 0: 512 gran, 1: 4096 

gran*/  

    __u16 block_size;/*support 512,520,4096,4104,4160*/  

    __u16 block_num;/*number of sector*/  

    void *in; /* Input address */  

    __u8 in_disk_num;/* number of source disks */  

    void *out; /* Result address */  

    __u8 out_disk_num; /* number of destination dis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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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priv;  

}; 

函数原型 void * wcrypto_create_ec_ctx (struct wd_queue *q, 

struct wcrypto_ec_ctx_setup *setup);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创建 EC 算法 context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队列 

setup：用户对于 context 的创建输入参数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context 地址 

NULL：失败 

非 NULL：成功 

使用说明 支持多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do_ec(void *ctx, struct wcrypto_ec_op_data *opdata, void 

*tag); 

函数功能 基于 EC context 的 EC 算法操作 

输入说明 ctx：EC context 

opdata：EC 操作参数，包括输入输出以及操作类型等 

tag：用户回调表示， 为 NULL 时，为同步接口，否则为异步接口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0：成功 

否则失败 

使用说明 同一个 ctx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int wcrypto_ec_poll(struct wd_queue *q, unsigned int num); 

函数功能 基于 warpdrive queue 的 EC 算法 poll 操作 

输入说明 q：warpdrive EC 队列 

num：0---表示将队列 q 中所有回应消息全部收上来，非 0---表示将队列

中 num 个回应消息收上来 

输出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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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说

明 

大于 0：成功收到对应个数的回应消息 

0：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负值：poll 发生错误 

使用说明 同一个 q 仅支持单线程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wcrypto_del_ec_ctx(void *ctx); 

函数功能 删除一个 EC 的 context 

输入说明 ctx：需要删除的 EC context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无 

使用说明  

注意事项  

 

3.5 WD 加速器用户态驱动层接口- WD 南向接口 

用户态 Vendor 驱动对接 Warpdrive 接口 

struct wd_drv_dio_if {  

    char *hw_type;/* vendor tag which is used to select right vendor 

driver */  

    int (*open)(struct wd_queue *q); /* user space WD queue initiation */  

    void (*close)(struct wd_queue *q); /* user space WD queue uninitiation 

*/  

    int (*send)(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q); /* Send WCRYPTO message to 

WD queue */  

    int (*recv)(struct wd_queue *q, void **resp); /* Receive WCRYPTO msg 

from WD queue */  

};  

  

/* The regions of warpdrve queue, which are from the definition of 

UACCE(the kernel part of Warpdrive) */  

enum uacce_qfrt {  

    UACCE_QFRT_MMIO = 0,/* device mmio region */  

    UACCE_QFRT_DKO,/* device kernel-on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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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ACCE_QFRT_DUS,/* device user share */  

    UACCE_QFRT_SS,/* static share memory */  

    UACCE_QFRT_MAX,  

}; 

函数原型 void *wd_drv_mmap_qfr(struct wd_queue *q, enum uacce_qfrt qfrt, enum 

uacce_qfrt qfrt_next, size_t size); 

函数功能 映射 warpdrive 队列的指定区域，并尝试获取起始地址 

输入说明 q: warpdrive 队列 

qfrt: 需要映射的指定区域 

qfrt_next: 指定区域的下一个区域 

size: 指定区域的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指定区域的 VA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驱动与队列初始化时获取各个 region 的虚拟地址区域 

 

函数原型 void wd_drv_unmmap_qfr(struct wd_queue *q, void *addr, 

enum uacce_qfrt qfrt, enum uacce_qfrt qfrt_next, size_t size); 

函数功能 取消映射 warpdrive 队列的指定区域 

输入说明 q: warpdrive 队列 

addr: 队列中指定区域的起始 VA 

qfrt: 需要映射的指定区域 

qfrt_next: 指定区域的下一个区域 

size: 指定区域的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NA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队列释放时，驱动进行 unmap 处理 

 

函数原型 void *drv_iova_map(struct wd_queue *q, void *va, size_t sz); 

函数功能 发送到硬件设备之前，通过映射获取虚拟设备的 i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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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说明 q: warpdrive 队列 

va: 指定区域的起始 VA 

sz: VA 区域的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返回对应 VA 的 iova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函数原型 void drv_iova_unmap(struct wd_queue *q, void *va, void *iova, size_t sz); 

函数功能 取消之前创建的 iova 和 va 之间的映射关系 

输入说明 q: warpdrive 队列 

va: 指定区域的起始 VA 

iova: 指定区域的起始 IOVA 

sz: 区域的大小 

输出说明 无 

返回值说

明 

NA 

使用说明 南向接口 

注意事项  

 

注：其他南向接口分布在各个算法的算法层中，均有注明。 

3.6 附录 

3.6.1 UACCE 设备属性示例 

SYSFS files 属性 含义 

/sys/class/uacce/accelerator_device/att

rs/available_instances 

RO 查看当前加速器设备上可用的硬件队

列个数 

/sys/class/uacce/accelerator_device/att

rs/node_id 

RO 查看当前加速器设备 node ID 

/sys/class/uacce/accelerator_device/att RO 查看当前设备所支持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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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FS files 属性 含义 

rs/algorithms 

/sys/class/uacce/accelerator_device/att

rs/isolate_strategy 

RW 1.写权限设置隔离策略的时候需要

root 权限 

2.读权限查看当前设备的隔离策略 

3.隔离策略： 

1. 默认为 0，表示该设备不执行任

何隔离策略 

2. 非 0（最大值为 65535，大于此值

则配置不成功） 

表示当前设备出现过一个小时内出的

硬件故障次数等于或者超过这个数

量，则立即将此设备隔离起来。 

/sys/class/uacce/accelerator_device/att

rs/isolate 

RO 0：设备在位，通过 WD 接口可以从

它获取到算法队列 

1：设备不在位，被隔离了，通过

WD 接口不可以从它获取到算法队列 

其他：非法值 

 

(Notes: “accelerator_device” 代表不同加速器设备名称) 

3.6.2 RSA 同步接口使用示例 

3.6.2.1 申请队列 

先准备队列 struct wd_queue 的内存，可以为局部变量（注意局部变量的约束，以及内

存清零）; 

struct wd_queue q;  

memset(&q, 0, sizeof(q));  

q.capa.alg = WCRYPTO_RSA;  

wd_request_queue(&q)； 

3.6.2.2 创建 RSA context 和 blk 块内存池 

（也可不创建，直接基于第一步中的 q 用 wd_send/wd_recv 接口 RSA 算法消息的收发，

但需严格按照算法消息结构要求来填写，且输入以及 key 均需采用 WD 基于上述第一

步中的 q 所预留的内存，接口为 3.3.2 内存预留接口节所示的接口） 

memset(&psetup, 0, sizeof(psetup));  

psetup.block_size = key_size;  

psetup.block_num = 64;  

psetup.align_size = 64;/*block buffer start address 64bytes align */  

pool = wd_blkpool_create(q, p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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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wcrypto_rsa_ctx_setup setup;  

struct wd_blkpool_setup psetup;  

void *ctx = NULL, *pool = NULL;  

memset(&setup, 0, sizeof(setup));  

setup.is_crt = true;/* RSA CRT模式 */  

setup.key_bits = 2048; /* 密钥宽度为2048位 */  

setup.ops.alloc = (void *)wd_alloc_blk;  

setup.ops.free = (void *)wd_free_blk;  

setup.ops.dma_map = (void *)wd_blk_iova_map;  

setup.ops.dma_unmap = (void *)wd_blk_iova_unmap;  

setup.ops.usr = pool;  

ctx = wcrypto_create_rsa_ctx(q, &setup); 

3.6.2.3 基于 context 进行 RSA 签名与密钥生成操作 

struct wcrypto_rsa_op_data opdata;  

struct wd_dtb *wd_dq, *wd_dp, *wd_qinv, *wd_q, *wd_p;  

  

/* RSA sign */  

memset(&opdata, 0, sizeof(opdata));  

opdata.op_type = WCRYPTO_RSA_SIGN;  

opdata.in_bytes = key_size;/* 本次操作的输入长度为密钥的宽度 */  

opdata.in = wd_alloc_blk(pool);  

opdata.out = wd_alloc_blk(pool);  

wcrypto_get_rsa_prikey(ctx, &prikey); /* Get private key from context */  

wcrypto_get_rsa_crt_prikey_params(prikey, &wd_dq, &wd_dp, &wd_qinv, &wd_q, 

&wd_p);  

  

/* CRT mode private key, assumed dmq1, dmq1, q, p, iqmp is RSA CRT 

private key BN  

* parameters of OpenSSL.  

*/  

wd_dq->dsize = BN_bn2bin(dmq1, (unsigned char *)wd_dq->data);  

wd_dp->dsize = BN_bn2bin(dmp1, (unsigned char *)wd_dp->data);  

wd_q->dsize = BN_bn2bin(q, (unsigned char *)wd_q->data);  

wd_p->dsize = BN_bn2bin(p, (unsigned char *)wd_p->data);  

wd_qinv->dsize = BN_bn2bin(iqmp, (unsigned char *)wd_qinv->data);  

wcrypto_do_rsa(ctx, &opdata, NULL);  

  

/* RSA key generation */  

memset(&opdata, 0, sizeof(opdata));  

opdata.op_type = WCRYPTO_RSA_GENKEY;   

opdata.in_bytes = key_size;/* 本次操作的输入长度为密钥的宽度 */  



TaiShan 服务器鲲鹏加速引擎 

接口参考 3 WD 用户接口描述 

 

文档版本 02 (2019-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1 

 

opdata.in = (__u8 *)wd_new_kg_in(ctx, e, p, q);/* e, p,q为密钥生成输入参数 

*/  

opdata.out = wd_new_kg_out(ctx);  

wcrypto_do_rsa(ctx, &opdata, NULL); 

3.6.3 RSA 异步接口使用示例 

3.6.3.1 申请队列 

申请 RSA 算法的 warpdrive 队列，请参见 3.6.2.1 申请队列。 

3.6.3.2 创建 RSA context 和 blk 块内存池 

创建 RSA context 和创建 blk 块内存池，请参见 3.6.2.2 创建 RSA context 和 blk 块内存

池章节，仅增加回调函数的设置，用于任务完成后，poll 线程进行调用，其中 tag 为用

户自定义异步标识。 

static void _rsa_cb(void *message, void *rsa_tag)  

{  

    struct rsa_async_tag *tag = rsa_tag;  

    void *ctx = tag->ctx;  

    int thread_id = tag->thread_id;  

    int cnt = tag->cnt;  

    struct wd_rsa_msg *msg = message;  

    if (msg->status = WD_SUCCESS)  

        printf("thread %d do RSA %dth time success!\n", thread_id, cnt);  

    else  

        printf("thread %d do RSA %dth time fail(status=%d)!\n", thread_id, 

cnt,  

    msg->status);  

    free(rsa_tag);  

    wd_free_blk(pool, (void *)msg->in);  

    wd_free_blk(pool, (void *)msg->out);  

}  

setup.cb = (void *)_rsa_cb;  

…… 

3.6.3.3 创建 poll 线程 

static void  *_rsa_async_poll_thread(void *data)  

{  

    while (1) {  

    ret = wcrypto_rsa_poll(q, 1);  

    if (ret < 0) {  

        break;  

        }  

    }    



TaiShan 服务器鲲鹏加速引擎 

接口参考 3 WD 用户接口描述 

 

文档版本 02 (2019-12-30)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2 

 

    return NULL;  

}  

pthread_create(&thrds, NULL,_rsa_async_poll_thread, &data); 

3.6.3.4 基于 context 进行 RSA 签名操作 

基于 context 进行 RSA 签名操作，请参见 3.6.2.3 基于 context 进行 RSA 签名与密钥生

成操作，仅增加 tag 入参，用于任务完成后，poll 线程中回调函数调用的入参 

struct rsa_async_tag {  

    void *ctx;  

    void *pool;  

    int thread_id;  

    int cnt;  

} *tag;  

int i = 0;  

tag = malloc(sizeof(*tag));  

tag->ctx = ctx;  

tag->thread_id = thread_id;  

tag->cnt = i;  

tag->pool = pool;  

wcrypto_do_rsa(ctx, &opdata, tag); 

3.6.4 COMP 同步接口使用示例 

3.6.4.1 申请队列 

先准备队列 struct wd_queue 的内存，可以为局部变量（注意局部变量的约束，以及内

存清零）; 

struct wd_queue q;  

memset(&q, 0, sizeof(q));  

q.capa.alg = WD_ZLIB;  

wd_request_queue(&q)； 

3.6.4.2 创建 COMP context 和创建 blk 块内存池 

（也可不创建，直接基于第一步中的 q 用 wd_send/wd_recv 接口 COMP 算法消息的收

发，但需严格按照算法消息结构要求来填写，且输入输入以及 key 均需采用 WD 基于

上述第一步中的 q 所预留的内存，接口为 3.3.2 内存预留接口所示的接口） 

struct wcrypto_comp_ctx_setup ctx_setup;  

struct wcrypto_comp_opdata *opdata;  

struct wcrypto_paras *priv;  

size_t ss_region_size;  

struct wd_queue *q;  

void *zip_ctx;  

ctx_setup.ss_buf = wd_reserve_memory(q, ss_region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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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 = smm_init(ctx_setup.ss_buf, ss_region_size, 0xF);  

ctx_setup.next_in = smm_alloc(ctx_setup.ss_buf, DMEMSIZE);  

ctx_setup.next_out = smm_alloc(ctx_setup.ss_buf, DMEMSIZE);  

ctx_setup.ctx_buf = smm_alloc(ctx_setup.ss_buf, HW_CTX_SIZE);  

zip_ctx = wcrypto_create_comp_ctx(q, &ctx_setup);  

  

opdata = calloc(1, sizeof(struct wd_comp_opdata));  

opdata->in = ctx_setup.next_in;  

opdata->out = ctx_setup.next_out;  

opdata->in_temp = opdata->in;  

opdata->stream_pos = WD_COMP_STREAM_NEW;  

opdata->alg_type = ctx_setup.alg_type;  

opdata->ctx = zip_ctx;  

opdata->q = q; 

3.6.4.3 基于 context 进行 ZLIB 压缩操作 

opdata->flush = flush;  

opdata->in_len = zstrm->avail_in;  

opdata->avail_out = zstrm->avail_out;  

wcrypto_do_comp(zip_ctx, opdata, NULL);  

if (opdata->stream_pos == WCRYPTO_COMP_STREAM_NEW) {  

opdata->stream_pos = WCRYPTO_COMP_STREAM_OLD;  

zstrm->total_out = 0;  

}  

zstrm->avail_in = opdata->in_len - opdata->consumed;  

zstrm->avail_out -= opdata->produced;  

zstrm->total_out += opdata->produced; 

zstrm 为 zlib 库定义的结构体。 

3.6.5 COMP 异步接口使用示例 

3.6.5.1 申请队列 

申请 COMP 算法的 warpdrive 队列，请参见 3.6.2.1 申请队列。 

3.6.5.2 创建 COMP context 

创建 COMP context，增加回调函数的设置，用于任务完成后，poll 线程进行调用 

static void _zip_cb(void *message, void *utag)  

{  

    struct user_async_tag *tag = utag;  

    void *ctx = tag->ctx;  

    int thread_id = tag->thread_id;  

    int cnt = tag->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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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wcrypto_comp_msg  *msg = message;  

    if (msg->status = WD_SUCCESS)  

        printf("thread %d do ZIP %dth time success!\n", thread_id, cnt);  

    else  

        printf("thread %d do ZIP %dth time fail(status=%d)!\n", thread_id, 

cnt,  

    msg->status);  

    free(utag);  

}  

setup.cb = (void *)__zip_cb;  

…… 

3.6.5.3 创建 poll 线程 

static void  *_zip_async_poll_thread(void *data)  

{  

    while (1) {  

        ret = wcrypto_comp_poll (q, 1);  

    if (ret < 0) {  

        break;  

        }  

    }  

    return NULL;  

}  

pthread_create(&thrds, NULL,_ zip _async_poll_thread, &data); 

3.6.5.4 基于 context 进行 COMP 任务操作 

基于 context 进行 COMP 任务操作，请参见 3.6.2.3 基于 context 进行 RSA 签名与密钥

生成操作章节，仅增加 tag 入参，用于任务完成后，poll 线程中回调函数调用的入参 

struct zip_async_tag {  

    void *ctx;  

    void *pool;  

    int thread_id;  

    int cnt;  

} *tag;  

int i = 0;  

tag = malloc(sizeof(*tag));  

tag->ctx = ctx;  

tag->thread_id = thread_id;  

tag->cnt = i;  

tag->pool = pool;  

wcrypto_comp_poll (ctx, &opdata,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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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CIPHER 同步接口使用示例 

3.6.6.1 申请队列 

先准备队列 struct wd_queue 的内存，可以为局部变量（注意局部变量的约束，以及内

存清零）; 

struct wd_queue q;  

memset(&q, 0, sizeof(q));  

q.capa.alg = “cipher”;  

wd_request_queue(&q)； 

3.6.6.2 创建 CIPHER context 

创建 Cipher context 的时候需要提供内存及相关管理函数填充 setup.ops，可以提供第三

方内存，也可以使用 WD 提供的 BLK 内存池接口创建。此处以根据 wd_queue 申请的

test_mempool 示例 Cipher context 的创建过程。 

struct wcrypto_cipher_ctx_setup setup;  

void *ctx = NULL，*pool = NULL;  

int block_size = TEST_BLOCK_SIZE;  

int block_num = TEST_BLOCK_NUM;  

  

pool = test_mempool_create(&q, block_size, block_num);  

memset((void *)&setup, 0, sizeof(setup));  

setup.ops.alloc = test_alloc_buf;  

setup.ops.free = test_free_buf;  

setup.ops.dma_map = test_ dma_map;  

setup.ops.dma_unmap = test_ dma_unmap;  

setup.ops.usr = pool;  

setup.alg = WCRYPTO_CIPHER_SM4;  

setup.mode = WCRYPTO_CIPHER_CBC;  

ctx = wcrypto_create_cipher_ctx(&q, &setup);  

wcrypto_set_cipher_key(ctx, key, key_len); 

3.6.6.3 基于 context 进行 Cipher 加解密操作 

struct wcrypto_cipher_op_data op_data;  

  

memset((void *)&op_data, 0, sizeof(op_data));  

op_data.op_type = WD_CIPHER_ENCRYPTION;  

op_data.in = test_alloc_buf(pool, buf_len);  

memcpy(op_data.in, buf_in, buf_len);  

op_data.in_bytes = buf_len;  

op_data.out = test_alloc_buf(pool, buf_len );  

op_data.out_bytes = buf_len;  

op_data.iv = test_alloc_buf(pool, iv_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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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cpy(op_data.iv, iv, iv_len);  

op_data.iv_bytes = iv_len;  

  

wcrypto_do_cipher(ctx, &op_data, NULL);  

memcpy(buf_out, op_data.out, buf_len); 

3.6.6.4 资源释放 

test_free_buf(pool, op_data.in);  

test_free_buf(pool, op_data.out);  

test_free_buf(pool, op_data.iv);  

wcrypto_del_cipher_ctx(ctx);  

wcrypto_release_queue(&q);  

test_mempool_destroy(pool); 

3.6.7 CIPHER 异步接口使用示例 

3.6.7.1 申请队列 

CIPHER 异步接口的队列申请，请参见 3.6.2.1 申请队列。 

3.6.7.2 创建 CIPHER context 

请参见 3.6.6.3 基于 context 进行 Cipher 加解密操作章节，仅增加回调函数的设置，用

于任务完成后，poll 线程进行调用。 

static void _cipher_cb(void *message, void *cipher_tag)  

{  

    struct cipher_async_tag *tag = cipher_tag;  

    void *ctx = tag->ctx;  

    int thread_id = tag->thread_id;  

    int cnt = tag->cnt;  

    struct wcrypto_cipher_msg *msg = message;  

    if (msg->status = WD_SUCCESS)  

        printf("thread %d do cipher %dth time success!\n", thread_id, cnt);  

    else  

        printf("thread %d do RSA %dth time fail(status=%d)!\n", thread_id, 

cnt,  

    msg->status);  

    free(cipher_tag);  

}  

setup.cb = (void *)_cipher_cb;  

…… 

3.6.7.3 创建 poll 线程 

static void  *_cipher_async_poll_thread(voi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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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1) {  

    ret = wcrypto_cipher_poll(q, 1);  

    if (ret < 0) {  

        break;  

        }  

    }  

    return NULL;  

}  

pthread_create(&thrds, NULL,_cipher_async_poll_thread, &data); 

3.6.7.4 基于 context 进行 Cipher 加解密操作 

请参见 3.6.6.3 基于 context 进行 Cipher 加解密操作章节，仅增加 tag 入参，用于任务

完成后，poll 线程中回调函数调用的入参。 

struct cipher_async_tag {  

    void *ctx;  

    void *pool;  

    int thread_id;  

    int cnt;  

} *tag;  

tag = malloc(sizeof(*tag));  

tag->ctx = ctx;  

tag->thread_id = thread_id;  

tag->cnt = 0;  

tag->pool = pool;  

wcrypto_do_cipher(ctx, &opdata, tag); 

3.6.8 Digest 同步接口使用示例 

3.6.8.1 申请队列 

先准备队列 struct wd_queue 的内存，可以为局部变量（注意局部变量的约束，以及内

存清零）; 

struct wd_queue q;  

memset(&q, 0, sizeof(q));  

q.capa.alg = “digest”;  

wd_request_queue(&q)； 

3.6.8.2 创建 Digest context 

创建 Digest context 的时候需要提供内存及相关管理函数填充 setup.ops，可以提供第三

方内存，也可以使用 WD 提供的 BLK 内存池接接口创建。此处以根据 wd_queue 申请

的 test_mempool 示例 Digest context 的创建过程。进行 HMAC 操作需要设定认证 key，

可以调用 wd_set_digest_key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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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wcrypto_digest_ctx_setup setup;  

void *ctx = NULL，*pool = NULL;  

int block_size = TEST_BLOCK_SIZE;  

int block_num = TEST_BLOCK_NUM;  

  

pool = test_mempool_create(&q, block_size, block_num);  

memset((void *)&setup, 0, sizeof(setup));  

setup.ops.alloc = test_alloc_buf;  

setup.ops.free = test_free_buf;  

setup.ops.dma_map = test_ dma_map;  

setup.ops.dma_unmap = test_ dma_unmap;  

setup.ops.usr = pool;  

setup.alg = WD_SM3;  

setup.mode = WD_DIGEST_NORMAL;  

ctx = wcrypto_create_digest_ctx(&q, &setup); 

3.6.8.3 基于 context 进行 Digest 摘要操作 

struct wcrypto_digest_op_data op_data;  

  

memset((void *)&op_data, 0, sizeof(op_data));  

op_data.in = test_alloc_buf(pool, buf_len);  

memcpy(op_data.in, buf_in, buf_len);  

op_data.in_bytes = buf_len;  

op_data.out = test_alloc_buf(pool, buf_len );  

op_data.out_bytes = buf_len;  

op_data.iv = test_alloc_buf(pool, iv_len);  

memcpy(op_data.iv, iv, iv_len);  

op_data.iv_bytes = iv_len;  

  

wcrypto_do_digest(ctx, &op_data, NULL);  

memcpy(digest_out, op_data.out, md_len); 

3.6.8.4 资源释放 

test_free_buf(pool, op_data.in);  

test_free_buf(pool, op_data.out);  

wcrypto_del_digest_ctx(ctx);  

wd_release_queue(&q);  

test_mempool_destroy(pool); 

3.6.9 Digest 异步接口使用示例 

3.6.9.1 申请队列 

Digest 异步接口的队列申请，请参见 3.6.2.1 申请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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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2 创建 Digest context 

参请参见 3.6.8.2 创建 Digest context 章节，仅增加回调函数的设置，用于任务完成

后，poll 线程进行调用。 

static void _digest_cb(void *message, void *digest_tag)  

{  

    struct digest_async_tag *tag = digest_tag;  

    void *ctx = tag->ctx;  

    int thread_id = tag->thread_id;  

    int cnt = tag->cnt;  

    struct wcrypto_digest_msg *msg = message;  

    if (msg->status = WD_SUCCESS)  

        printf("thread %d do digest %dth time suc cess!\n", thread_id, 

cnt);  

    else  

        printf("thread %d do RSA %dth time fail(status=%d)!\n", thread_id, 

cnt,  

    msg->status);  

    free(digest_tag);  

}  

setup.cb = (void *)_digest_cb;  

…… 

3.6.9.3 创建 poll 线程 

static void  *_digest_async_poll_thread(void *data)  

{  

     while (1) {  

    ret = wcrypto_digest_poll(q, 1);  

    if (ret < 0) {  

        break;  

        }  

    }  

    return NULL;  

}  

pthread_create(&thrds, NULL,_digest_async_poll_thread, &data); 

3.6.9.4 基于 context 进行消息摘要操作 

请参见 3.6.8.3 基于 context 进行 Digest 摘要操作节，仅增加 tag 入参，用于任务完成

后，poll 线程中回调函数调用的入参。 

struct digest_async_tag {  

    void *ctx;  

    void *pool;  

    int thread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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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cnt;  

} *tag;  

tag = malloc(sizeof(*tag));  

tag->ctx = ctx;  

tag->thread_id = thread_id;  

tag->cnt = 0;  

tag->pool = pool;  

wcrypto_do_digest(ctx, &opdata,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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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 

表4-1 参考 

名称 地址 

Shared Virtual Addressing 

for the IOMMU 

https://lwn.net/Articles/74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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