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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Internet的迅速发展，Internet的应用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许多嵌入式设备都在开始尝试着接入Internet。据网络专家预测，下一代网络

设备中嵌入式设备将大大增加，将来在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中70％左右是来自小

型嵌入式系统。8位微处理器在嵌入式设备中应用最为广泛，如果在它上面实现

嵌入式Internet技术，将会促进Internet进～步推广，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

益。如何通过互联网共享以微处理器应用系统为中心的小型嵌入式设备的信息，

成为当今嵌入式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论文主要研究基于8位微处理器的以太网接入方案设计和实现。

论文的第一章介绍了嵌入式Internet的发展、研究的现实意义及目前的研

究状况，给出了毕业设计的核心内容、设计步骤。

第二章描述了准备实现的嵌入式Internet的接入方案。

第三章讲述了所设计的嵌入式Internet硬件设计方案，硬件系统组成，各

部分的功能及联系，系统的可行性以及硬件的测试情况。

第四章阐述了在硬件基础上的接口编程，uIP协议栈的实现方法，实现流程

等。

第五章讲述了嵌入式Internet分别作为客户端和服务端的应用实例。

最后对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并给出今后研究工作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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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the application of Intemet has come into

every aspects of people’S daily life．A large number of embedded devices begin tO

access to Internet．Network analyst forecast that embedded device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le and that 70 percent information which transported on the Interact will come

from small embedded system in the future．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realization of embedded Intemet technology on 8bit processor,which used most

widely in embedded devices，because of immense economy benefits．The study of

embedded Interact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mbedded research field．

The paper mainly studies how to{tGeeSS hatemct vhth 8bits-MCU(Miem Control

Unit)through Etheraet．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bedded Interact，the

practical value for research，gives the kernel content and the step ofdiploma design，

The second chapter describes the method ofembedded system access to hltemet．

The third chapter explains the design of embedded Internet system’S hardware：

components，functions and feasibility ofthe hardware．

The fornl chapter analyses the program in interface，in how tO realize uIP,and the

flow of the program．

In the fifth chapter,gives two embedded Interact application examples，one i$as

client，the other aS Server．

At last，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 project，and give the

expectation ofthe future work，

Key words：Embedded Internet System，TCP／IP,MC68HC908GP32，RTL8019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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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随着Internet的迅速发展，Internet的应用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许多嵌入式设备开始尝试着接入Internet。据网络专家预测，下一代网络设备

中嵌入式设备将大大增加，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的70％将会来自小型嵌入式系统。

如何通过互联网共享以8位“微控制器”(McU，Micro Controller Unit)为中心

的小型嵌入式设备的信息，成为当今嵌入式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

要工作是以Motorola MC68HC908GP32 MCU为基础，开发一个嵌入式Internet的

终端产品，从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应用实例等方面进行展开。本章首先给出了

嵌入式Internet的基本含义，介绍了嵌入式Internet的发展情况、应用前景以

及作者的系统构思，最后讲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

1，1基本概念及研究背景

1 1．1基本概念

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s)：嵌入式系统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

件、硬件可裁剪的，满足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严格要

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它是一种典型的软硬件混合系统。

嵌入式In％ernet(Embedded Internet)：将嵌入式设备连接到Internet。目

前Internet的通信活动主要是由TCP／IP协议来支配，所以嵌入式Internet实

际上可以理解为TCP／IP协议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以实现嵌入式设备的网络

化。Internet现已成为社会重要的基础信息设施之一，是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

如果嵌入式系统能够连接入Internet，则可以方便、低廉地将信息传送到几乎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1．1．2研究背景

1．嵌入武微控制器的性价比越来越高

嵌入式MCU的性能越来越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内部结构：嵌入式MCU内部已集成了越来越多的部件。这些部件包括一

般常用的电路，例如：定时器、比较器、A／D转换器、D／A转换器、串行通信接

口、Watchdog电路、LCD控制器等。有的MCU内部还设置了专用电路，如Motorola

公司的MC68HC08MRl6、MR24等内置了6个通道输出变频控制的脉宽调制控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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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产生三相脉宽调制交流电压：MC68HC908GP32内置了锁相环电路，当外部

采用32．768KHZ时，通过锁相环电路能达到8MHZ的内部总线频率，从而极大地

提高了芯片的稳定性。

(2)功耗：嵌入式微控制器通过设置多种工作方式，如等待、暂停、睡眠、

空闲、节电等，来降低功耗。例如，Motorola公司的MC68HC08系列的MCU工作

在WAIT模式下静态功耗低于5 u A，在STOP模式下CPU、外围及振荡器都不活动，

功耗低于l肛A。

(3)存储器：嵌入式微控制器的存储器容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近年

来，闪速存储器(Flash Memory)被广泛应用于嵌入式微控制器的制造中。闪速

存储器具有非易失性，在断电时也能保留原有内容，这使它优于需要持续供电来

存储信息的易失性存储器(如静态和动态RAM)。闪速存储器可实现大规模电擦

除，这使它优于只能通过紫外线慢速擦除的EPROM。基于这些特点，闪速存储器

既可作为程序存储器又可作为数据存储器。像Motorola公司的M68HC08系列MCU

大部分带有闪速存储器。

(4)制造工艺；现在的嵌入式微控制器基本上采用CMOS技术，大多数采用了

精确度为0．6 u m的光刻工艺。Motorola公司则已采用0．35u m甚至是0．25u m

的高级技术。这些技术的进步大大地提高了单片机的内部密度和可靠性。

嵌入式微控制器的性能越来越高，而其价格变得越来越低，这不仅刺激了市

场需求，同时还带来新的更广泛的应用。目前，全球有40多家公司在这个领域

角逐，其中包括英特尔、摩托罗拉、朗讯、NEC、日立等大牌公司。激烈的竞争，

使嵌入式微控制器的价格比其他半导体产品下降得更快，许多芯片的成本下降到

了l美元以下。

2．嵌入式系统的广泛应用

嵌入式系统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军事技术等各类产业和

商业文化艺术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在美国举行的嵌入式系统国际会

议的年会上，英国ARC Cores公司的副总裁Jim Turley先生在谈到嵌入式系统

的市场时，讲到：“提起微处理器，人们很容易联想到Pc机。但是微处理器的应

用领域，无论从应用的范围还是使用的规模，以及采用的数量等方面，都远远超

出了PC机的范畴。从数量上看，X86类型的处理器，包括Intel公司和AN)公

司生产的，加在～起也顶不上微处理器总消耗量的0．1％。其中的绝大部分应用

在嵌入式系统之中了。数量之大，说明了嵌入式系统应用范围的广泛。”m

3．嵌入式系统和Internet相结合是嵌入武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Internet网自上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发展如此迅速，主要由于它拥有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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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信息库和知识库，并且通信和交流方便，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各方面

的信息。贝尔实验室总裁ArunNetravali预测：“到2010年，全球互联装置之间

的通信量将超过人与入之间的通信量，届时您家中的洗碗机将能自动呼叫生产厂

商并报告故障，厂家则可进行远程诊断”；“在后PC(Post—PC)时代将会产生比Pc

时代多成百上千倍的嵌入式瘦服务器(Thin Server)，这些瘦服务器将与我们这

个世界上你能想到的各种物理信息、生物信息相联接，通过Internet网自动的、

实时的、方便的、快捷的提供给需要这些信息的对象”。。1由此可见，当前数字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后Pc时代，将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和Internet相

结合的时代，具有联网功能的嵌入式系统将代替Pc在Internet网络中占据主导

地位，这又将大大地促进嵌入式Internet技术的发展。

4． 嵌入式应用中8位MCU的选用是主流

8位MCU是目前品种最为丰富、应用最为广泛，有着体积小、功耗低、功能

强、性能价格比高、易于推广应用等显著优点。专门从事半导体行业市场研究的

Semico研究公司的技术总监Tony Massimini先生指出：“低端只是相对而言，

今天的低端乃lO年前的高端，而且今天的8位MCU并非昨日黄花。从产品需求

量来看，8位MCU仍是主流，占McU市场销售总额的43％和发货量的60％。”

嵌入式系统嵌入到对象体系中，并在对象环境下运行。与对象领域相关的操

作主要是对外界物理参数进行采集、处理，对外界对象实现控制，并与操作者进

行人机交互等。而对象领域中的物理参数的采集与处理、外部对象的控制以及人

机交互所要求的响应速度有限，而且不会随时间变化。在8位MCU能基本满足其

响应速度要求后，数据宽度不成为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因此8位MCU会稳定下

来，其技术发展方向转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象的采集、控制、可靠性和低功耗等

品质要求。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智能化系统对DSP需求的增长要求MCU相应提高

运算速度。当前8位单片机在不扩展数据总线的情况下，提高运行速度仍有潜力

可挖。例如，采用RISC结构实现并行流水线作业，ClSC结构的C8051F采用

CIP一805l结构，使单周期指令速度提高到原805l的12倍。

鉴于嵌入式低端应用对象的有限响应要求、嵌入式系统低端应用的巨大市场

以及8位MCU具有的速度潜力，可以预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8位MCU仍然

是嵌入式应用中的主流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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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嵌入式I nternet的发展情况

近几年来，幽外投入嵌入式interact研究的公司逐渐增多。参与研究的公

司规模差异也越来越大，大的如Philips、Microsoft、NEC、Motorola等公司，

小的则是一些刚刚成立的高科技公司。下喵介绍一些国外公司在嵌入式Tntellr／el：

领域的研究状况：

1)iReady公司致力开发各种TCP／IP堆栈处理器硅片解决方案。它己成功

开发TCP／IP堆栈技术，这种独特的技术可提供全面的传送卸载支持，确保以太

网网络可以发挥极高的性能。多家公司已获许可使用iReady的旧式硬件加速

TcP／IP堆栈技术，有关公司包括Toshiba、Seiko Instruments、Sony及

Agilent。Seiko公司在此基础上推出IC芯片$7600A芯片，将TCP／IP协议栈用

硬件方法予以实现。

2)Accelerated Technologies公司开发的Nucleus Plus实时核心软件(价

格在7495美元到12945美元之间，包括全部原程序，无须再付许可证费)，提

供了完整的TCP／IP协议栈(称为Nucleus Net，价格为14995美元)。

3)EmWare公司提出嵌入式微互联网EMIT(Embedded Internet Technology)

运行技术，将串口设备接入Internet，实现基于Internet的远程数据采集、智

能控制、上传／下载数据文件等功能。松下电工的家庭网络中间件，核心技术即

为emWare公司开发的EMIT构架。01

国内有一些公司也正在积极研究嵌入式Internet技术，但成果没有国外的

丰硕。武汉力源公司推出一款用于连接电子设备和Internet网络的集成电路

Webchip，其内部固化了MCUNet协议，该协议与emGateway和OSGi协议兼容。这

种应用系统通过Webchip网络芯片与Gateway连接，再接入Internet。

1．3嵌入式I nternet的应用前景

嵌入式Internet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应用领域可以包括：

1)信息家电：冰箱、空调等的网络化：据国际数据资讯(IDC)公司预测，到

2004年将有8900万台家用信息设备连到互联网上，价值178亿美元。

2)智能公路：交通管理、车辆导航、流量控制、信息监测与汽车服务：

3)家政系统：水、电、煤气表的远程抄表，安全防火、防盗系统：

4)工业自动化：目前已经有大量的8、16、32位嵌入式微控制器在应用中，

网络化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减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如制药工业过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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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力系统、电网安全、电网设备监测、石油化工系统；

5)环境工程与自然：水文资料实时监测，防洪体系及水土质量监测、堤坝安

全，地震监测网，实时气象信息网，水源和空气污染监测。

1．4嵌入式Internet系统构思

目前，8位嵌入式系统应用非常广泛，它应用的数量远远超过高档的嵌入式

微控制器，但基于8位MCU的嵌入式Internet的实现方案还是不多的，所以绝大

多数的嵌入式系统还处于单独应用阶段，仍然以微控制器为核心，与～些监测、

伺服、指示设备配合实现一定的功能，这极不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

本系统的设计思路是在一个8位的嵌入式系统中实现局域网的接口方式．把

它变成一个嵌入式Internet设备，通过局域网实现嵌入式系统数据在网上的传

输，从而达到远程监控嵌入式系统的目标。系统构思图如下图卜1所示。

嵌

图1—1系统构思图

需要实现嵌入式Internet设备的以太网接口，在8位Mcu的有限资源中实

现简化的TCP／IP协议栈(微TCP／IP协议栈，即uIP)，从而将设备中的动态信息

以服务器或客户机的的模式提供给远程主机。

这个系统要解决的关键闻题是如何将8位MCU的嵌入式系统设备接入

Internet。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接入技术问题：实现Internet的通信对

微控制器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在使用8位MCU时，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要合理；

另一方面是接入的成本问题，如何低成本地实现嵌入式Internet直接关系到嵌

入式Internet的应用范围，在8位MCU的嵌入式系统设备中，低成本的解决方

案尤为重要。

1．5本文工作与论文结构

1．5．1本文工作

在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我对“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设计”、“Motorola8

位、32位及DSP等系列的单片机”、“计算机网络”、“嵌入式Internet’’等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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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深入的学习和实践，积累了有关电路设计、系统设计、数据通信方面的知识

和经验，使得我有信心将8位MCU嵌入式Internet系统的设计作为我的毕业设

计课题。

本文主要工作如下：

l_以普通的8位MCU为核心的嵌入式Internet硬件系统的设计及实现

1)结合8位MCU的特点，分析MCU控制以太网控制芯片的最佳工作方式，

尽可能地节省I／0口的使用。

2)了解芯片的外围电路，分析芯片间的接线方式，设计硬件原理图。

3)绘制PCB电路图，联系厂家制作电路板。

4)元器件的选型与采购等。

5)焊接、测试，完成硬件系统。

2．MCU和以太网控制芯片的接口程序的编写和调试

1)根据以太网控制芯片的时序要求，编写MCU对以太网控制芯片的寄存器

读写程序。

2)结合硬件电路中所选用的工作方式以及其他的要求，初始化以太网控制

芯片。

3)MCU从以太网控制芯片的接收缓冲区中读取数据，相应改变接收缓冲区

的状态。

4)MCU向以太网控制芯片的发送缓冲区中写入数据，并给出发送命令，将

数据发送到网上。

5)MCU对以太网控制芯片的溢出处理。

3．uIP协议栈(简化的TCP／IP)的实现

1)协议子集的选取。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TCP／IP，由于其功能的特定性，

选用相应最小的协议子集。

2)协议的简化。在对协议深入了解后，结合8位嵌入式系统的特点，简化

协议中的某些过程，从而更好地适应低端嵌入式系统。

3)编程实现协议。

4)调试程序，检验协议的实现情况。

4．嵌入式Internet作为客户端的实际应用。在前期开发的非触式IC卡门

禁系统中，刷卡信息通过串行口将数据传输到Pc机，再通过以太网传送到远程

服务器。通过对门禁系统的网络化改进，把它改进为嵌入式Internet方式的终

端设备，刷卡后的数据直接传送到以太网的服务器上。

5．作为瘦服务机的嵌入式Internet系统的应用。托u通过^／D模块采集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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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以Web服务的方式提供给客户端。

1．5．2论文结构

全文共六章，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了嵌入式Internet的发展、研究的现实意义及目前的研究状况，

给出了毕业设计的核心内容、设计步骤。

第二章描述了准备实现的8位MCu嵌入式Internet的接入方案。

第三章讲述了所设计的8位MCU嵌入式Internet硬件设计方案，硬件系统

组成，各部分的功能及联系，系统的可行性以及硬件的测试情况。

第四章阐述了在硬件基础上的软件设计，包括接口编程，uIP协议栈的实现

方法，实现流程等。

第五章讲述了8位MCU嵌入式Internet分别作为客户端和服务端的应用实

例。

第六章对本文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尚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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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计方案

目前，接入Internet的方式很多，以太网、ISDN、ADSL、电话接入等方式。

以太网(Ethernet)协议已经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各种计算机网络，如办公局域网、

工业控制网络、因特网、智能家居等场合。以太网作为一种廉价、高效的Internet

接入方式，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基于以太网的新技术和

联网设备不断出现，以太网已经成为事实上最常用的网络标准之一⋯。所以通过

以太网的接入方式实现嵌入式Internet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嵌入式系统接入Internet同Pc机接入Internet一样，必须通过相应的通

信协议。目前的Internet主要是采用TCP／IP协议，因此嵌入式系统接入Internet

最终需要通过TCP／IP接入，嵌入式系统对信息进行TCP／IP协议处理，使其变成

可以在Internet上传输的IP数据包。

Internet通信协议对计算机系统的CPU速度、存储器容量等要求比较高，

用于PC机不存在任何困难，但是用于自身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就必须考虑性

价比，根据需要有所取舍，合理选择通信协议的实现和处理方案。因此，实现嵌

入式Internet技术的难点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嵌入式系统资源，根据

TCP／IP协议对数据信息进行最高效的处理。

2．1 通常的嵌入式I nternet技术实现方案

目前国际上使用先进的计算技术、电子技术和Internet技术，存在三种常

用嵌入式Internet技术的方案。

2．1 1网关+轻量级设备网

这种方案使用RS232、RS485、CAN或RF等轻量级总线将嵌入式系统连接成

简单的设备网络，再连接到一个网关设备上，网关设备是直接连接到Internet

的高性能计算机或处理器，使用TCP／IP协议与Internet交换信息，同时负责将

设备网络上的信息转换为TCP／IP数据包”1。这里的网关设备相当于一个代理服

务器的角色。这种方案的基本原理如图2一l所示。

这种方案可以解决各种嵌入式系统接入Internet的问题。代理服务器的性

能一般比较高，可以同时和多个嵌入式系统相通信。因此，它特别适用于嵌入式

系统较多且相对集中的场合，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多台嵌入式设备的上网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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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可以通过分摊代理服务器的费用来降低每个接入点的接入成本。但这种方案

对过于分散的、需要重新布线的情况，花销就会很大，而且依靠网关进行协议转

换的软件和硬件成本也比较高。E槲ARE公司提出的EMIT“(Embedded Internet

Technology)就是基于这种方案的一个典型应用。

2．1．2采用TOP／IP专用芯片

该方案将MCU应用系统和内部固化了TCP／IP协议的芯片相结合。MCU应用

系统借助于TCP／IP专用芯片，通过直接拨号或者与以太网相连的方式接入

Internet，硬件电路相对简单，无需其它中间环节的支持。但由于TCP／IP协议

实现比较复杂，没有～个专用芯片会实现所有的协议组，所以这些TCP／IP专用

芯片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并不一定符合用户的具体要求。另外每一个电子设备都

要申请一个IP地址，IP地址资源是有限的，使用时还要付费，成本较高。采用

这种方案的产品主要有ScenixSemiconduetor公司的SX—stack，Seiko公司的

$7600A和Rabbit公司的Rabbi t2000芯片等“3。

2．1．3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

这种方案可以描述为：TCP／IP协议栈+嵌入式操作系统+高速16／32位处理

器”1，其结构如图2—2所示：

图2-2 嵌入式设备在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基础上接入Internet

在这种实现方法中，需要首先移植嵌入式操作系统，然后在此基础上运行

TCP／IP协议栈，从而实现嵌入式I nternet。目前各类嵌入式操作系统很多，常

见的有Linux、WinCE、VxWorks、Palm OS、uC／OS-ll等。这些操作系统基本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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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带有完善的TCP／IP协议栈，因此在实现上没有技术难点。但是，嵌入式操作

系统的运行要占用大量的资源，对硬件配置也有最低要求。大多数带有TCP／IP

协议栈的操作系统往往要求处理器的总线在16位以上，处理速度不能太低，存

储空间也要求在IOOKB以上，所以本方案仅仅适合于系统资源丰富的高速16／32

位的嵌入式系统。这些要求对8位MCU来说很难实现，这种方案也就不适合于低

端廉价产品的应用，下面将提出一种适宜于8位MCU的设计方案。

2．2直接接入的实现方案

在前一节所提及的嵌入式Internet的实现方案中，对普通的8位MCU来说

都不适用。有的方案对资源的要求多，8位MCU无法胜任；有的方案需要添加一

些价格昂贵的辅助芯片，使得普通8位嵌入式系统的成本大大提高。但经过分析，

作者认为在8位嵌入式系统中可以实现直接的接入方案。

在普通的8位嵌入式系统上实现直接接入方案时，需要处理网络接口、接收

数据的分析、发送数据的封装等问题。

在网络接口部分，以lOBaseT以太网为例，发送数据时应该做的工作是，首

先对需要发送的数据进行曼切斯特编码”1，然后对编码后的数据进行预处理，使

其发送的数据适合lOBaseT的以太网传输，最后把处理好的数据以适当的速度发

送到以太网上。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系统还应具有冲突检测和重发功能。

在这个过程中，直接用普通的8位MCU来实现该功能非常困难。解决的方法是用

专门的网络接口芯片NIC来实现，这类芯片遵循IEEE802．3所规定的CDMA／cD协

议，除了提供物理链路所需的电气性能外，还提供曼切斯特编码、冲突检测和重

发功能，它可以用很少的外围电路一起完成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功能。这样，8位

MCU只需要为NIC芯片提供初始配置和数据接口，这对于普通的8位处理器是没

有问题的。

数据接收部分的基本任务是首先判断收到的数据包是否是自己的数据包，然

后是从不同协议的数据包中获取需求的信息，以此判定下一步所要采取的动作。

判断收到的数据包是否是自己的数据包可以从接收的数据帧的物理地址标识和

IP地址标识来进行判断，这只是一些简单的逻辑比较，对处理器来说不成问题。

从不同协议的数据包中获取需求的信息首先要能够判别数据包的协议，其次要熟

悉协议的封装格式，从而进行不同的处理操作。这两方面是可以由处理器执行多

次判断来完成，判断的难度取决于协议的复杂程度。

处理器实现TCP／IP协议就是实现数据流的生成及解析工作。把一组数据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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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基于TCP／IP协议的网络上，首先产生符台TCP／IP协议要求的数据格式，然

后按照一定规定发送到网络上去。一个标准的[EEE802．3以太帧““的格式如表

2一l所示：
表2-l标准的iEEE802 3以太帧的格式

I 帧头 帧起始 目的物 源物理 数据域 数据域 检验和

定界符 理地址 地址 长度

前面提到的NIC芯片可以在发送的物理帧上自动添加帧头、帧起始定界符及

检验和字段。因此处理器只需产生“目的物理地址+源物理地址+数据域长度+

数据域”的数据流就可以了。我们可以采用“填充法”来快速形成数据流，“填

充法”是把相对固定的数据部分事先准备好(如源物理地址等)，然后把动态变

化的部分(如数据域)填充进去。不同层的通信协议从处理器角度来看无非是数

据域的不同而已，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封装。这种操作普通的8位处理器完全

可以胜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设计出如图2-3所示的接入方案：

lI戮TCP／IP巍h澎!I包含简化的I I以太网I i ／州★网
；I 协议卜叫控制芯卜-÷叶 ⋯’⋯

!I处理程序l U；、_
F--q

远程主机

图2-3 直接接入方案图

本方案省去了操作系统，这样不仅可以大大节约系统资源，还可以省去购买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费用。在外围设备上仅仅需要添加以太网控制器芯片，对于数

据流量不大的嵌入式应用系统，使用价廉的IOM以太网控制器就可以了(Realtek

公司生产的以太网控制器RTL8019AS仅需20元就可以买到)。当然这种方案增加

了开发难度，技术实现时需要对系统资源精打细算。本方案是要自行实现复杂的

TCP／IP协议，开发的难度较大，研发周期较长。但是，由于是自己实现通信协

议，就可以针对不同的系统采用不同的协议，这种灵活性非常符合嵌入式系统可

裁减和量身定做的特点。另外，对于研究MCU系统接入Internet的核心技术来

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一旦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可根据一些特定的应用，开

发出专用的接入Internet的通信产品供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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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uIP协议栈简介

通常的TCP／IP协议栈的实现需要大量的资源，在8位MCU上很难实现，需

要对TCP／IP协议进行选择、简化等方面的工作。Adam Dunkels提出了基于事件

驱动模式的ulP协议栈““，将uIP协议栈看成一个代码库，为系统提供特定的功

能。uIP调用应用层程序的事件有：

◆uIP收到数据

◆uIP成功地发送数据

◆uIP建立了一个新的连接

◆uIP重发数据

基于事件的编程模式减少了代码的大小和RAM的需求。图2-4显示了ulP和

底层系统及上层应用程序之间的关系。

在一些TCP／IP协议栈中，通常用内存来保存一些已发送的数据，当这些数

据没有被对方确认时，缓存中数据一直要保留，当信包丢失时就重发缓存中的信

包，这时应用层程序是不参与数据

重发操作。uIP协议栈在这一点上

做了比较大的改进，根据实际的需

要，让应用程序参与数据重发，从

而减少对RAM的需求。例如：HTTP ，，i。

服务的数据大部分是静态或半静态

的，来自于ROM，不需要用RAM来

缓存信包；当信包丢失时，HTTP服

务程序能够很容易地产生重发数

据，仅需从源位置读回数据。

圈匣
应用底层 ：

图2-4作为代码库的uI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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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系统的设计

一旦系统设计结束，其硬件需求就确定下来，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满足系统

要求的硬件。硬件系统是整个实现嵌入式Internet的核心，本章将围绕如何实

现该系统展开分析。

3．1硬件选型

对于一个硬件系统，硬件选择的合理性、可行性是很关键的问题。硬件平台

的选择主要是嵌入式处理器的选择，在一个系统中使用什么样的嵌入式处理器内

核主要取决于应用的领域、用户的需求、成本问题、开发的难易程度、芯片的购

买途径等因素。从技术角度要看应遵循下列原则““：

1)合理的ROM和RAM空间，寻址空间。

2)外壳包装尺寸小，包含组件少。

3)便于(再)编程。

4)具有高质量的c编译器和低成本的开发环境。

现在的微控制器成本较低，只要几元到几十元就可以买到一个能够工作的微

控制器，但多大的ROM和RAM才算合理呢?第一条和第二条似乎是相互矛盾的，

为了得到几KB的RAM必须买到一个至少含有50个管脚的片子，而大多数的管脚

是用不上的。第四条也很难做到，一些廉价并广泛使用的C编译器不支持struct

和union，或者在它们的代码生成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合理性甚至于是错误。

市面上也有高质量的跨平台编译器，不过价格通常在几万元，这个价格对实验性

质的项目来说，显然是不适合的。

在以前的学习生活中，作者在Motorola公司的MC68HC908GP32“”(以后简

称为GP32)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对其工作性能相当了解。所以

最终决定选择这款芯片作为主控微处理器。

1)只需要30元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同时计算机学院有相关的芯片代理，购

买途径方便。

2)一个32KB的FLASH存储器和一个512B的RAM。

3)40管脚的壳管，可以满足我的I／o设计。

4)可访问电路中可编程存储器

5)有前期开发的sD一1在线编程调试系统和Ice08的c语言编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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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KB的Ft，ASH存储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512字节的RAM在嵌入式

Internet系统中就显得太小。幸运的是Motorola公司最新推出的08系列的微

处理器MC9S08GB600“达到了4096字节的内存空间，其价格仅仅5．25美元。但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这种芯片的在线写入和调试，这给编程和调试带

来障碍。同时Motorola 08系列的微处理器的指令系统、内部模块都是兼容的，

GP32上实现的系统在6860上只需要很小的修改工作量就可以实现。在GP32上

实现嵌入式Internet时，减小每次传输信包的大小，减少建立的连接数目，以

适应GP32有限的资源。在以后假如换成GB60的微处理器时，只需要改变传输信

包的大小，增大同时建立的连接数目，就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充分发挥

6860所带来优点。鉴于以上的考虑，在后续的编程过程中，为了系统的扩展性，

必须非常环境参数的设定，这在后面的软件设计章节中有所讲述。

确定了使用哪种嵌入式处理器内核以后，接下来就是综合实际情况，考虑系

统外围设备的需求情况。在嵌入式Internet系统中，为了完成程序的下载和调

试工作，需要通过串行接口和Pc机相连：为了实现在以太网的通信，需要以太

网的控制芯片和网络隔离芯片。目前以太网的控制芯片种类很多，考虑嵌入式应

用要求，选择一款lOMbps以太网控制器就可以很好地配合主控制器进行工作。

台湾Realtek公司生产的RTL8019AS以太网控制器“⋯，有着优良的性能、低廉的

价格，选择这款芯片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在实际过程中，挑选最好的硬件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充满着各种顾忌和干

扰，包括其他工程的影响以及缺乏完整或准确的信息等。

3．2硬件说明

3．2．1微控制器MC68HC908GP32

GP32芯片的主要特性如下：

1)32KB的片内FLASH存储器，具有在线编程能力和保密功能：

2)512B片内R3)4；

3)增加型串行通信口和串行外围接口：

4)两个16位双通道定时器接口模块，每个通道可选择为输入捕获、输出捕

获和脉宽i周$tl输出，其时钟可分别选为内部总线的1、2、4、8、32、64的分频值；

5)系统保护特性，看门狗电路：低电压检测；

6)时钟发生器模块，用32KHZ晶振的锁相环电路，可产生最高达8MHZ内部

总线频率工作频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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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根通用I／O脚。

GP32芯片的功能结构框图参见附录A．1，主要功能模块简介如下：

1)CPU 08：GP32的处理器，内部总线频率高达8HMZ，最小的指令执行时间

为125ns，最长的16位／8位除法指令周期也只有875ns。指令系统功能强，寻

址方式多，编程方便。

2)系统操作正常监视模块(Computer Operating properly，COP)：俗称看

门狗电路。在微控制器工作不正常时，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该模块有一个计数器，

COP允许后，软件必须周期性向$FFFF写入任意值，以清除COP计数器。若系统

由于某种原因使软件工作不正常，COP计数器得不到清零，那么溢出时便产生复

位信号，以防程序进入不可预料的操作。

3)异步串行通信接口模块(Serial ConⅥ11unication Interface，SCI)：实现

诸如RS一232、RS一485等类能使用异步串行通信规程的通信，主要用于和其他计

算机的数据传输。

4)存储器：GP32可寻址64KB空间，存储器映像图参见附录A．3所示，它

主要包括：

①32KB的闪速存储器FIash

②32256B的用户空问

③512B的随机存储器RAM

④36B用户定义的矢量区(属于Flash存储器)

⑤307B的监控ROM

监控ROM在微控制器出厂前己固化了部分程序，包含系统检测程序；监控

方式“”下通过单一的信号线与主机进行串行通信，接收预先定义的主机命令，如

读写存储器、执行程序等，并返回结果。适当运用监控方式和这些主机命令，能

够实现在线编程。

但是基于监控方式下的在线编程有两大缺点：

1)操作不方便。监控方式的在线编程首先必须满足进入监控方式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IRQ引脚的9V高电平(GP32工作于5V电压)、I／O口的特定电平、

数据通信口的外部电平上拉等。这些条件的实现必须借助硬件条件来完成。

用户程序运行在用户方式下，即用户所搭建的运行环境。那么每次下载程序

要更换运行方式，这意味着将芯片更换到一个监控方式的写入器中，进行程序下

载，程序下载结束后，再将芯片更换到用户的实验环境中工作。然而在程序的编

写和调试过程中，要频繁地进行写入，也就要频繁地更换环境，这种操作极不方

便，同时也降低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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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下载速度慢。监控方式进行数据下载是在一条信号线上进行，即半

双工的工作方式。这一条信号线上既要传输数据信号，又要传输指令信号。同时

监控ROM中要求每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将该字节返回给发送方。这些因素都极

大地降低了数据的传送速度，即程序的下载速度。作者进行过测试，假如以这种

方式下载8KB的数据到Flash中，需要大约5分钟的时间。

基于监控方式在线写入的局限性，为了达到方便快捷地进行程序下载、断点

调试、Flash存储器的擦除及写入程序的校验等操作，利用GP32的Flash存储

器区较大这一特点，划出存储区高端的2KB空间(约占总存储空间的6％)，驻留

作者编写的监控程序。使用存储区高端而不用低端作为驻留程序“”的存储区，其

原因在于用户程序通常是从从低地址开始存放。

驻留程序所包含的主要功能模块有：通信握手、Flash页擦除、Flash页写入、

校验、数据接收与发送及断点调试处理。每次系统复位后首先运行驻留程序，系

统初始化后进行MCU和PC机的串行通信握手。如果握手成功，MCU等待PC

机方的命令：擦除、写入或断点调试；如果复位后的几秒钟握手不成功，则转入

用户程序执行。

通过驻留这种监控程序，给系统开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在嵌入式Intemet

实验板中，不需要用专门的下载工具，只需要按复位按钮就可以进行程序下载：

写入速度大大加快，下载10KB的数据，仅需要50秒钟的时间：通过断点的设

置，可以实时获取MCU某个时刻的运行情况(RAM中的数据、寄存器值)。

3．2．2以太网控制器RTL801 9AS

1)RTL8019AS的主要性能：

①符合Ethemet II与IEEE802．3(10Base5、10Base2、10BaseT)标准；

③全双工，收发可同时达到10Mbps的速率：

⑧内置16KB的SRAM，用于收发缓冲，降低对主处理器的速度要求：

④支持8116位数据总线，8个中断申请线以及16个I／O基地址选择i

⑤支持UTP、AUI、BNC自动检测，还支持对10BaseT拓扑结构的自动极

性修正；

⑥允许4个诊断LED引脚可编程输出：

⑦采用CMOS工艺，功耗低。单一电源5V供电；

2)RTL8019AS的内部结构

RTL8019AS内部包含远程DMA接口、本地DMA接口、MAC(介质访问控

制)逻辑、数据编码解码逻辑和其他端口。这里的DMA与平时所说的DMA有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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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RTL8019AS的本地DMA操作是由控制器本身完成；而远程DMA并不是

在没有主处理器的参与下数据能自动移到主处理器的内存中，它指主处理器给出

起址和长度就可以读写芯片的RAM缓冲区，每操作一次RAM地址自动加l，

而普通RAM操作每次要先发地址再处理数据速度较慢。内部结构如图3～1所示。
3)RTL8019AS的逻辑功能‘”。

RTL8019AS以太网控制器可以与NOVELL NE2000软件兼容。它的逻辑功能分

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接收逻辑：实现接收过程由串行到

并行数据转换，在每次接收脉冲之后将一个

字节数据送入16字节FIFO中，将检测到

帧定界符后的6个字节送到地址识别逻辑

比较。

②CRC产生校验逻辑：在发送过程中

用CRC算法对数据帧进行计算，在数据域后

将产生的CRC码发送到接收过程，对接收帧

进行CRC校验。

③发送逻辑：实现在发送过程从FIFO

读取并行数据并转换成串行位流发送出去，

在每个数据帧发送之前，自动加入64位的 图3—1 RTL8019AS内部结构图

帧前同步字符序列，在数据帧之后加入32位CRC码。

④地址识别逻辑：将接收到的数据帧目的地址和地址寄存器中的源地址进

行比较，判定是否为发到本地的帧，同时支持多地址和广播地址的连接方式。

⑤FIFO和FIFO控制逻辑：NIC中有6个字节的FIFO缓冲区，其控制逻

辑实现在发送和接收过程中从FIFO取出或存人数据，并防止发生断流或溢流。

⑥协议PCA：负责实施以太网规范，包括后退算法及碰撞恢复。

⑦DMA和缓冲控制逻辑：用来控制两个DMA通道，一个是本地DMA，用做缓

冲RAM，与FIFO之间的数据交换。具有较高优先级，远程DMA用作外部存储器

与RTL8019AS内部缓冲RAM之间的数据交换。

4)RTL8019AS的内部RAM地址空间分配

RTL8019AS内部有两块RAM区。一块16K字节，地址为Ox4000～Ox7FFFF：

一块32字节，地址为0x0000～0x001F。RAM按页存储，每256字节为一页。一

般将RAM的前12页(即Ox4000～Ox4BFF)存储区作为发送缓冲区：后52页(即

Ox4COO～OxTFFF)存储区作为接收缓冲区。第0页叫Prom页，只有32字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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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为OxOOOO～Ox00lF，用于存储以太网物理地址。

5)引脚介绍

RTL8019AS提供100脚的TQFP(Thil3 Quad Flat Pack)封装，其引脚可分为

电源及时钟引脚、网络介质接口引脚、自举ROM及初始化EEPROM接口引脚、主

处理器接口引脚、输出指示及工作方式配置引脚。由于本文主要讨论非PC环境

下的以太网接口，该接口不必具有即插即用功能(PnP)和远程自举加载功能，因

此不需要关注RTL8019AS与自举ROm、初始化EEPROM接口的引脚。RTLS019AS的

管脚图参见附录B．1所示。

3．3硬件连接

3．3．1硬件逻辑连接框图

硬件系统由四大部分组成：

1)主控芯片MC68HC908GP32

2)以太网控制芯片RTL8019AS

3)网络隔离芯片LTL～2006

4)串行接口芯片MAX232

RTL8019AS

硬件系统连接逻辑框图如图3-2所示。主控芯片MC69HC908GP32利用



缺十8位MCU的嵌入AIn[cruet醴汁0实现 蚺二带艘件系统的l世计

GP32通过MAX232芯片实现和PC机之间的串行通信。以太网控制芯片

RTL8019AS通过网络隔离芯片L1’L一2006与外面的Intemet相连接，实现数据的

网上传输。LTL一2006是双绞线驱动／接收器，内部有2个耦合变压器，用来传输

信号，同时抑制来自介质的共模噪声／干扰。

3．3．2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图参见图5．3所示。下面对硬件电路的几个关键部分进行说明。

1．GP32时钟发生模块(co^o电路

CGM是产生系统的工作时钟，包括内

部总线时钟、串行口、定时器接口等的

工作时钟。它由晶体振荡器、锁相环和

基时钟选择电路三部分组成。

晶体振荡电路产生时钟CGMXCLK，作

为锬相环的基准时钟，也可以作为系统

的工作时钟。该电路采用的元件有：晶

体xl，晶体固定电容cl，晶体微调电容

C2，反馈电阻RB，串行电阻RS。典型情

况下，RS取330KQ，RB为10MQ。晶振

采用32．768KHZ。C1取20pF，C2取

广∞：}；{；勰的
’、一．⋯⋯●二了=plr◇—到

I

多兰
图313晶体振荡电路

15pF，C1与C2值略有差异，以利于晶振

电路起振。晶振电路如图3-3所示。

[OSCl引脚】：晶体振荡器输入引脚，将引脚的输入信号连至晶振电路的反

向放大器。

【oSC2引脚】：0SC2引脚输出经

过反向的输入信号。若采用外接信号源

作为时钟输入，0SC2引脚可以悬空．

也可以连接到其他IdCU的OSCl输入引

脚。

锁相环(PLL)是一种倍频器，根据

晶体振荡产生的时钟CGMXCLK分频(分

频系数可编程)信号作基准时钟，产生

锁相环

薷j
Vss^l VDDA

l～vDD

牛；8j0
f

●L～————__J
=

图3—4锁相环滤波电路

一定频率的输出时钟信号CGMVCLK。PLL有一个接外部滤波的引脚CGMXFC，该引

脚的输入电平调节VCO输出时钟频率。PLL滤波电路如图3-4所示。PLL电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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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输入电平调节VCO输出时钟频率。PLL滤波电路如图3—4所示。PLL电路采

用的元件有：跨接电容：用于稳定PLL电源引脚，取0．IuF；滤波网络：为芯片

内部的锁相环电路提供误差电平。

【CGMxFc引脚】：外部滤波电容器引脚，CGMXFC为PLL电路环路滤波器所

必需的，连接一个外接滤波网络。为了减小干扰，提高系统电磁兼容性，在元件

布局上，滤波网络应该尽量靠近MCU，用最短的连线连接，同时远离其他布线。

【vDDA、VSSA引脚】：PLL电路电源引脚，应分别与系统的电源和地相接，

在布线时VDDA应该加滤波电容，同时尽量靠近芯片。

时钟部分会对其他电路造成干扰，在电路板布线时应该将时钟电路的外接器

件都用地线围绕起来，晶振应该采用卧式安装，将外壳焊接在地线上，最大限度

地减小对外的电磁干扰。

2．RTL8019AS的硬件电路

RTL8019AS是为lOMbps速率的网络适配器而设计的，它为处理器提供标准

的ISA接口，用普通的8位处理器来实现ISA接口比较复杂，而且也没有必须，

可以直接对RTL8019AS的数据线和地址线进行访问来实现控制。

如果不进行简化，用微处理器控制RTL8019AS实现数据发送功能时，需要

如下的连接：

夺16位数据总线，SDO 15；

夺20位地址总线，SAO 19；

夺i／o读控制，IORB，低电平有效

夺I／0写控制，IOWB，低电平有效

夺使能位AEN，低电平有效

夺I／o通道准备端IOCHRDY，高电平有效

夺网络接口采用lOBaseT，需要TPIN+、TPIN-、TPOUT+、TPOUT一

◆复位端、电源脚和接地脚

16位的数据总线和20位的地址总线对于8位微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而言，

占用的资源就比较多，应尽可能地减少其所需的端口数。16位的数据总线和20

位的地址总线主要完成与RTL8019AS通信和内部寄存器的控制。RTL8019AS内部

寄存器(参见附录B．2)分为4页，每页有16个寄存器。寄存器的寻址由三个方

面的因素来决定的：一是命令寄存器的PSl和PSO位，决定访问寄存器的哪一页；

二是四条地址线RA0～RA3，决定访问某页中的哪一个寄存器；三是读写信号，

决定对寄存器是读还是写操作。RTL8019AS的数据端1：3是OXlO。由此可见，要完

成对RTL8019AS的寄存器访问数据通信，至少需要5条地址线(其它不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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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控制器和RTL8019AS的通信可以采用8位的方式(通过设置内部的数据寄

存器DCR来实现)，这样采用8条数据总线即可实现数据通信。为了使控制尽可能

简单，还可以把地址使能信号AEN直接接地，使之始终有效，但这种设置会降低

系统的稳定性(IORB或IOWB信号线抖动时就会产生错误信息)，所以通常还是

通过一条I／O端口来控制AEN。

综合以上所述，经过简化，8位的微控制器只要提供8条数据线、5条地址

线、3条控制线就可以完成对RTL8019AS的控制和数据通信。

[RSTDRV引脚】：复位信号引脚。当该引脚置脉冲，并且脉冲的高电平部

分超过800ns，RTL8019AS就会复位。该引脚接GP32的I／O口PTB4。

【IOCSl6引脚】：用于决定数据总线模式是8位或16位。在RSTDRV信号的

下降沿，RTL8019AS判断该引脚的电平高低，如果为高，采用16位数据模式：

如果为低，采用8位数据模式。在我的设计中采用8位数据模式，该引脚通过

27K o电阻下拉为低电平。

【IOS3—0引脚】：基地址选择引脚。这4个引脚接地时，IO基地址为300H，

即001l 0000 0000，所以地址线SA9，SA8接+5V，又因为寄存器地址偏移量

为00H～1FH共32个(对应于300H～31FH)，所以只需将地址线SAO～4接GP32

的I／O口PTCO～4，其余地址线接地。

【AUI引脚】：决定使用AUI还是BNC接口。如果是低电平，使用BNC接口，

支持双绞线或同轴电缆。最常见的是采用双绞线为通信介质。所使用的引脚有：

TPIN+、TPIN一、TPOUT+、TPOUT一，连入藕合隔离变压器服，利用RJ45插头实现

与网络的连接。

【AEN引脚】：地址使能引脚，为低电平时I／O操作有效，为高电平时I／O

操作无效，接GP32的I／O口PTB2。

【IORB引脚】：I／O读控制线，接GP32的I／O口PTBO。

【IOWB引脚】：I／O写控制线，接GP32的I／O口PTBl。

【PLO，PLl引脚】：决定网络接口类型lOBaseT，lOBase2或10Base5，接

地，保持低电平，设置为自动选择方式。

【OSCl，0SC2引脚】：接20MHZ晶振，为了减少干扰，两引脚过30pF的电

容后接地。

[LEDO、LEDI、LED2引脚】：过1KQ电阻，串接1个发光二极光，再接地。

当向以太网发送数据有冲突时，LEDO闪烁；当RTL8019AS发送数据时，LEDl闪

烁：当数据到达RTL8019AS对，LED2 fij烁。

[TPIN+、TPIN一引脚】：从双绞线接收的差分输入信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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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IN+、TPIN一引脚】：从双绞线接收的差分输入信号。

[TPOUT+、TPOUT一引脚】：发往双绞线的差分输出信号

3．4微控制器对以太网芯片的控制接口

为了驱动以太网控制器，微控制器必须要模拟ISA总线的读写周期。

微控制器上需要下列I／o线：

l条读输出线、1条写输出线和1条控制线；

5条地址输出线，它们在以太网芯片被访问时才有意义，因此也可以被用做

其他用途。

8条双向数据线，同样地，它们在以太网芯片被访问时才有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驱动100引脚的以太网控制器只需要16条i／o线，而且其

中只有3条是为了驱动这个接口而在所有时间内专用的。

AEN

地址

读／写

、 ，

＼ ／

拗 ／ ＼拗＼ ／

读数据ZZZ乙参二二二二二二Ⅺ
写数据ZZZ久二二二二二二二勉

图3-5以太网芯片I／0读写访问周期

设置地址：尽管以太网控制器有20条地址线(AO～A19)，但除了5条以外

都能以硬连接线的方式进行调整，以提供信号或接地。剩下的5条线用来选择感

兴趣的寄存器。

设置数据线：在一个读周期里，微控制器的数据线一定作为输入：在一个写

周期里，它们一定是输出，并且设置为数据的字节值。

维持读或写的信号：信号是活动低电平，所以无论读或写都必须设置为低电

平。

如果是读周期，获取数据。如果读取数据线维持信号并且地址正确，以太网

控制器将驱动数据总线，于是就可以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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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写周期，将会锁住从微控制器接收来的数据。

取消对数据线的设置：应该使微控制器输出驱动程序元效，为其他应用释放

数据总线。

3．5 硬件测试

嵌入式系统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硬件系统的稳定和可靠是软件编写的前提条

件。如果硬件系统本身存在不稳定因索，编写软件时出现的异常情况可能是软件

本身引起，也有可能是硬件所导致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会给软件的调试带来极

大的困惑。所以在硬件系统确定以后，必须进行大量的实验来测试硬件系统，确

保硬件系统的可靠性，消除硬件系统的隐患。

对于本章所描述的硬件系统，需要测试@32微处理器系统、RTL8019AS芯

片系统、GP32对RTL8019AS的控制系统、RTLS019AS接收和发送数据等。在这几

个部分都很稳定时才可以在进行软件的设计。

3．5．1 GP32微处理器系统的测试

在实验板上焊接@32微处理器运行所需的最小系统，晶振电路、复位电路、

电源指示灯、测试指示灯。上电复位后，测量GP32的管脚VSS、VDD，是否正常

供电；复位引脚RST是否处于高电平状态。然后写入初始化GP32的程序，主要

包括堆栈指针的设定、PLL锁相环的配置、看门狗模块的设置。@32典型的初始

化程序如下：

void GP32Init(void){

CONFIG2=OxOl： ／术内部总线的时钟作为SCI的时钟源}／

CONFIGl=Ox3D：／丰启用COP模块半／

PCTL=Ox00： ／丰设置总线频率7．3728MHZ*／

PCTL=OxOl：

PMSH=Ox03：

PMSL-Ox84：

PMRS=OxCO：

PCTL=Ox20：

PBWC-OxSO：

PCTLj=Oxl0：

SCCl=OX40： ／*SCI有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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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l：OX40： ／*SCI有效}／

SCC2：0XOC： ／牢发送，接收有效，查询方式接收$／

SCBR=OXl2： ／*fBUS=7．3728MHZ，取PD：3(即SCPl、SCPO=01)

BD=2(即SCR2、SCRl、SCRO：OIO)

则波特率：7372800／(64*3*4)=9600*／

，

根据当前设定的总线频率，编写一个精确的延时程序，让接有测试指针灯的I／O

口电平高低变化，指针灯就会闪烁，根据闪烁的快慢来判断GP32的运行情况。

再用GP32的定时器模块取代延时程序，观察测试指针灯的闪烁。

在GP32的最小系统正常工作后，可以在外围焊上MAX232芯片，通过串行线

和Pc机相连，测试GP32的SCI串行模块的工作情况。PC机方可以用高级语言

VB编写相应的程序，VB中有串行通信控件(Mscormn)，很方便地完成串行数据的

发送和接收。

3．5．2 RTL8019A$芯片的测试

在测试RTL8019AS芯片实验板时，由于它的工作状态比较复杂，并且需要

GP32的控制信号，不能独立工作，所以测试时要分步进行，确保上一步正常后

再进行下一步的测试工作。其测试流程如下：

1)上电后，参考电路图，检查各引脚的电平状态，满足电路图的要求。

2)GP32对RTL8019AS的寄存器正确读写。

3)向相关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值，初始化RTL8019AS，配置IP地址。

4)将RTL8019AS通过双绞线和Pc相连，从PC机Ping这个IP地址，观察

接收信包指示亮是否闪烁，闪烁表示正在收到数据。

5)GP32向RTL8019AS的发送缓冲区中写入数据并启动发送命令，观察发送

信包指示亮是否闪烁，闪烁表示正在发送数据。

6)RTL8019AS接收缓冲环的测试：PC机不断地Ping这个IP地址，GP32接

收信包，并通过串行口发回Pc机，观察接收缓冲环的使用情况。

7)RTL8019AS接收缓冲区溢出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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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软件设计

在前面的章节中重点阐述了硬件系统的设计，本章重点讲述软件的设计。在

实际的实验过程中，硬件和软件的设计是交互进行的，有了一定的硬件模型．需

要相关的软件来验证，排除一些不合理的硬件设计。

软件设计中首先任务是确定开发语言。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掌握汇编语言

的编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使用高级语言来进行编程，通过阅读编译出来的汇编

代码，可以发现高级语言编程时需要优化的地方，从而提高高级语言所编写代码

的执行效率。同时嵌入式系统的资源紧张，要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运行效率，关

键部分、时间要求严格的部分还是需要使用汇编语言来完成。但汇编语言在代码

编写和维护上效率较低，通用性不强，在复杂的项目上还是选用高级语言比较合

理。基于上一章描述的硬件环境，可以选择ImageCraft C“”作为开发工具，它

采用标准的C语言，可以内嵌汇编代码，特别适用于Motorola的HC08，HC]1，

HCl2和HCl6芯片。

软件设计还需要关注字节顺序问题⋯1。Motorola系列芯片采用大端字节顺

序，高字节数据存放在低地址处，低字节数据存放在高地址处。这和网络通信中

采用的大端字节顺序相一至。

依据Adam Dunkels提出ulP的设计思想，在嵌入式Internet的实现中，主

要进行三个方面的软件设计：网络控制器驱动程序的编写(底层以太网控制器的

驱动设计)；uIP的实现；顶层应用层的实现。

4．1 网络控制器驱动程序的编写

一个完整的以太网控制器驱动程序。“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1)硬件初始化

2)发送数据程序

3)接收数据程序

4．1 1硬件初始化

1．硬件初始化所需的工作

硬件的初始化为网络控制器在当前的系统中正确运行提供了配置参数。其中

包括主机将适当的值加载到配置寄存器和地址寄存器中，并使网络控制器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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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正常工作，以下一些参数是在网络控制器能够工作前所必须初始化的：

●数据总线的宽度

●物理地址

●中断服务的类型

●接收缓冲区的大小

●FIFO门槛值

●可能接收的数据包类型

2． RTL9019AS的初始化程序描述

(1)复位RTL8019AS：GP32的PTB4连接RTL8019AS的RESDRV来进行复位

操作。RSTDRv为高电平有效，至少需要800ns的宽度。给该引脚施加一个1 la S

以上的高电平就可以复位。施加一个高电平后，然后施加一个低电平。复位过程

将执行一些操作，至少需要2ms的时间，为确保完全复位，需要lOOms左右的延

时：

(2)CR=Ox2l，选择页O的寄存器；

(3)TPSR=Ox45，发送页的起始页地址，初始化为指向第一个发送缓冲区的

页即Ox40：

(4)PSTART=Ox4c，PSTOP=Ox80，构造缓冲环：Ox4c～Ox80；

(5)BNRY=Ox4c，设置指针：

(6)RCR=Oxcc，设置接收配置寄存器，使用接收缓冲区，仅接收自己地址

的数据包(以及广播地址数据包)和多点播送地址包，小于64字节的包丢弃，

校验错的数据包不接收；

(7)TcR=OxeO，设置发送配置寄存器，启用CRC自动生成和自动校验，工

作在正常模式；

(8)DCR=Oxc8，设置数据配置寄存器，使用FIFO缓存，普通模式，8位数

据DMA；

(9)IMR=Ox00，设置中断屏蔽寄存器，屏蔽所有中断：

(10)CR=Ox61，选择页1的寄存器；

(11)CURR20x4d，CURR是RTL8019AS写内存的指针，指向当前正在写的页

的F一页，初始化时指向BNRY(Ox4c)+l=Ox4d：

(12)设置多址寄存器MARO～MAR5，均设置为Ox00：

(13)设置网卡地址寄存器PARO～PAR5：

(14)CR=0x22，选择页0的寄存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程序中的语句主要是设置各个寄存器和操作数据端13。以设置命令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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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地址为0)值等于Ox21(选择页0的寄存器)为例，其C语言程序如下：

[DRA：OxFF： ／／A口输出

PTB&=、Ox04： ／／PTB．AEN(2)使能位有效

PTC=Ox00： ／／地址上线

PTA=Ox21： ／／数据上线

PTB&=、OXOl： ／／PTB．IOWB(0)启动写信号，把数据Ox21写入地址Ox00

PTB l=OX01： ／／PTB．IOWB(0)写信号线无效

PTB l=OX04： ／／PTB．AEN(2)使能位无效

对数据端口的操作和对寄存器的操作类似，下面的语句是向数据端口(地址

OxlO)写入数据0x88：

DDRA=OxFF： ／／A口输出

PTB&=‘OX04： ／／PTB．AEN(2)使篚位有效

PTC=OxlO： ／／地址上线

PTA=OX88： ／／数据上线

PTB&=、OXOl： ／／PTB．IOWB(0)启动写信号，把数据0x88写入地址Oxl0

PTB】：OX01： ／／PTB．IOWB(0)写信号线无效

PTB：OX04： ／／PTB．AEN(2)使能位无效

3． RTLS019AS的内存缓冲区的初始化设置说明

在上面的初始化过程中，构造了接收缓冲环(初始化的第4步)，这涉及到

RTL8019AS的RAM结构。

RTL8019AS有16K的RAM，RAM地址从Ox4000一Ox7FFFF，以256字节为一页，

按页存储。16位RAM地址的商8位又叫页码，从页Ox40到页Ox7F，一共有64

页，这64页用来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用。通常将前面的12页用来存放发送的数据

包，后面的52页用来存放接收的数据包。

通过设置PSTART(page start register)、PSTOP(page stop register)寄

存器来决定用来做接收缓冲区的页，PSTART、PSTOP是16位RAM地址的高8位，

也就是页码。在初始化中，设置PSTART=Ox4C，PSTOP=Ox80，这表示将使用

Ox4C00一Ox7FFF的RAM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包。PSTOP是Ox80而不是Ox7F，PSTOP

的意思是，从该页开始的页不能作为接收缓冲区。而PSTART的意思是从这一页

开始作为接收缓冲区。RTLS019AS接收缓冲环示意图如图4—1所示。

页Ox40～Ox4B共12页作为发送数据缓冲区。用12页的理由在于最大的一

个数据包是1514字节+4字节校验，一个最大的数据包需要1518字节／256字节／

页=5．92页，即需要6页。12页可以存放两个最大的包。前6页Ox40—0x45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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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该页已填充新的数据 囊；：薯表示该页数据已被用户读走

Stop Address

图4-1 RTL8019AS接收缓冲环示意图

为发送缓冲1，接下来的6页Ox46～Ox4B称为发送缓冲2。配置两个发送缓冲的

作用是：可以将数据包放在发送缓冲l，然后启动发送。发送的过程中，如果用

户还有数据包需要发送，那么这时把要发的数据包放在发送缓冲2(一边发送，

一边把下一个发送包放到缓冲区里)，等到发完发送缓冲l的数据包就可以马上

启动发送缓冲2的数据包。这样就可以不间断地进行数据发送。

在设置了接收缓冲区之后，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包放在哪里昵?这由CURR决

定。控制接收缓冲区有两个寄存器CURR、BNRY。CURR是网卡写缓冲区的指针，

指向此时要写的页，BNRY是读指针，指向用户已经读走的页。在上面的设置化

过程中，CURR=Ox4D、BNRY：Ox4C，这意味着第一个收到的数据包将存放在Ox4D00

地址开始的缓冲区中，用户已经读走了4C页的内容，下一次要读取数据则是4D

页的内容。

4．1．2接收数据

1．接收数据过程描述

NIC提供了本地DMA通道和远程DMA通道。本地DICA通道负责本地缓冲区和

FIFO之间的数据传输；一方面实现两者之间在发送和接收帧时以字节或字方式

的数据传输；另一方面在发生发送帧碰撞时，可在处理器不介入的情况下自动重

发。远程DMA通道负责本地缓冲区和处理器内存之间的以字或字节方式下的数据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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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DMA通道使用的接收缓冲区提供对接收的帧进行缓存，采取分页管理，

每页256字节长，这一系列的页缓冲区构成缓冲环结构。RTL8019AS内置的存储

空间的一部分指定为缓冲环的地址空间，由PSTART寄存器指定它的页起始地址，

PSTOP寄存器来指定它的页终止地址。逻辑上认为页起始地址与页终止地址相

邻，构成循环队列式的缓冲环结构。RTL8019AS接收缓冲环示意图如图4—1所示。

CURR寄存器指向新接收到的帧要存放的起始页，作为本地DMA的写指针；

BNRY寄存器指向还未读的帧的起始页，作为远程DMA的读指针。初始化时

CURR=Ox4D、BNRY=Ox4C。假如RTLSOl9AS收到一个短数据包，在一页中可以存储

的(数据长度小于256字节)，那么这时候CURR将会被加l，即CURR等于

Ox4D+l=Ox4E：假如收到的数据包需要两页来存储，那么CURR将等于

Ox4D+2=Ox4F。如果CURR等于结束页PSTOP，也就是CURR>Ox7F时，CURR将被重

新设置成PSTART=Ox4C。CURR是RTL8019AS内部自己控制的，用户不需要干预。

RTL8019AS存储时一定是按页存储，不满一页，也占用一页，下一个数据包将用下

一页开始存储。

初始化后，假如收到1个小于256字节的数据包(该数据包只需l页来保存)，

则CURR=OX4D+I=OX4E，BNRY=CURR一2，而不是BNRY=CURR—l，两个指针相差了两

页，而不是一页。也就是说当CURR，BNRY两个指针差2页或2页以上时，表示

RTL8019AS收到了新的数据包。编程时就是根据这个关系来判断是否有新的数据

包到达。

接收帧时，RTL8019AS将网络上的数据帧接收，通过本地DMA通道将接收到

的数据帧缓存于接收缓冲环中，再通过远程DMA通道由微处理器将接收缓冲环的

数据帧由数据总线读入存储单元以被程序使用。在接收帧时，本地DMA通道将接

收到的帧从CURR寄存器加4的位置开始存放。当接收到的帧完全存入接收缓冲

环后，在先前空出的4个字节空间中，依次存放：帧接收状态信息(1B)、下一帧

的页地址指针(1B)、该帧的帧长度(2B)。

例如在某个时刻(CURR=Ox4F BNRY=Ox4E)，收到一个数据包：

OO OB DB CC OA CD 00 OB—DB CC EO 0B 08 06 00 01

08 00 06 04 00 02 OO OB—DB CC EO OB D2 1D AE Cl

OO 0B DB CC OA CD D2 lD—AE CC 00 00 00 00 00 00

00 O()00 00 00 00 00 00一00 00 OO 00

这是一个典型的ARP应答包，数据包发往MAC地址00：OB：DB：CC：OA：CD的主

机，发送者的MAC地址为00：OB：DB：CC：Eo：OB，类型为0806，假设当前系统的网

卡地址是00：OB：DB：CC：OA：CD，可以收到该包，数据包只有60个字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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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L8019AS将用CURR指向的页Ox4F来存储该包数据。存储该数据包后，

CURR=Ox50、BNRY=Ox4E。存储内容如下：

Ox4F00：Q!§Q垒QQQ000BDBCCOACDOOOBDBCCEOOB

Ox4FlO：080600010800060400020008DBCCEOOB

Ox4F20：D21DAECl000BDBeCOACDD2lDAECC000

Ox4F30：QOOOOOO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Ox4F40：塑墅幽
前面和后面都添加了一些其他的数据，中间的才是收到的数据。共增加了8

个字节的内容(共用了68个字节)。前面的4个字节的含义为：

帧接收状态信息：Ox01

下一帧的页地址指针：Ox50

该帧的帧长度：Ox0040

第1个字节Ox01为接收的状态，即接收状态寄存器(RSR)的值，标志位

PRX=I，表示这个数据包接收正确，没有错误：CRC=O，表示校验正确；P}rf=O，

表示这不是广播数据包。

第2个字节Ox50，是一个指针，表示下一个数据包将存储在Ox50页开始的

地址，即Ox5000。指针BNRY需要用户的干预，每次成功读取数据包后将该值赋

给BNRY，为下一次读数据包做好准备工作。

第3和第4是接收数据包的长度。这里是Ox4000，长度的高位和低位是同

实际相反的：高位是OX00，低位是OX40，所以长度应该是0x0040=64字节，60

字节是内容，4字节校验码。

最后面的4个字节492E24C8是CRC校验码。所以，接收程序在读入帧时，

先预读4个字节的数据，取得该数据帧长度后，再把完整的帧读入。

对数据帧的接收可采用中断或查询方式进行。当RTL8019AS正确接收到一帧

数据后，中断状态寄存器ISR中的PRX标志位罨0。当中断屏蔽寄存器IMR的PRXE

标志位置0时，禁止中断：置1时，当接收到帧后，允许产生中断信号。

cR寄存器中的RD2，RDl，RDO这3个位组合起来设定DMA的操作。“001”

启动远程读操作；“010”启动远程写操作：“0ll”发送网卡数据包：“1％木”终止

或结束DMA的读写操作。当远程DMA读操作完成后，RTL8019AS将中断状态寄存

器ISR中的RDC位置0，通过此标志位的状态可判别远程D姒读操作是否结束。

接收数据帧的程序流程如图4—2所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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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ISR寄存器的值

有溢出(ISR．0VW=0)吗?

没有

读取Curr寄存器的值

读取BNRY寄存器的值

Curr=bnry++?

等

清除无错接收信包的标志位

ISR_PRX

Bnry有效(在4C～7F之间)?

效

设置寄存器RBCR0，I

设置CR启动DIvIA读

循环4次读RDMAPORT得到帧

长度

设置寄存器RSARO，1

据帧长度，循环读取数据到

理器的缓冲区中

更新Bnry寄存器的值

返回接收帧的长度

图4-2接收帧的流程

有

相等

溢出

处理

没有新

的数据

包，返回

无效

Bnry置

初始值

Curt置

初始值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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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溢出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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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收数据溢出处理

由于网上数据流量太大或者微处理器状态不稳

定，可能导致接收缓冲环被完全填充，即CURR指

针追上了BNRY指针。此时RTL8019AS会中止接收

数据，并且产生溢出中断(ISR寄存器的OVW位置

1)。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溢出处理，否则

RTL8019AS进入不可预知的工作方式。溢出处理的

方法是中止RTLSOl9AS工作，清除远程计数寄存器

(RBCRO、RBCRI)，再启动RTL8019AS，进入正常

工作模式。但是中止RTL8019AS工作可能使得正在

进行的传输工作被中止，所以在溢出处理的开始要

检查是否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有，要记录下来，

在溢出处理结束以后，重新发送信包。溢出处理的

程序流程如图4-3所示。

4．1．3发送数据

发送指微处理器将待发送的数据按帧格式要

求封装成帧，再通过处理器的I／0通道和NIC的远

程DMA通道将数据写入RTL8019AS的本地发送缓冲

区，然后发送传输命令让RTL8019AS将帧发送到网

络的传输线上，由接收方接收。将目的MAC地址

(6B)、源MAC地址(6B)、类型／数据长度字段(2B)、

待发送的数据依次装配成为一帧数据。但要注意帧

封装时的长度要求。其中数据可以包含46～1500

字节的数据，少于46字节时，需要填充一些无用

数据；超过1500字节，需要拆成多个帧来进行传

送。

首先，进行远程DMA写操作，要初始化有关的

寄存器。RSARO和RSARI寄存器用来指定远程DMA

写操作时数据存放的缓冲区首地址。远程字节计数

寄存器RBCRO和RBCRI用来指明本次远程DMA操作

时传输数据的字节数。当远程DMA写操作完成后，

NIC将ISR中的RDC位置0，通过此标志位的状态

装配数据帧

上
计算数据帧长度

上
初始化发送配置寄存器TCR

上
初始化置寄存器RSAR0．1

’

复位中断状态寄存器ISR

上
初始化远程计数寄存器

RBCR0，1

上
设置CR寄存器启动远程写

上
根据数据帧长度循环写DMA

端口

P灿SR肌警’等待M完 上

I
设置发送字节计数寄存器l

TBCR0，1 上

设置CR寄存器启动发送帧操作

上

睑测发送寄存器TSR，无错发送I
完成，返回

图4-4发送帧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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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判别远程DMA写操作是否结束。

在发送前，也要初始化有关的寄存器。发送寄存器TPSR用来指定待发送帧

的起始地址。发送配置寄存器TCR用来确定NIC在发送帧时的行为方式，如是否

在发送的帧后添加CRC校验码等。传输字节计数寄存器TBCRO和TBCRl用来指明

待发送帧的长度。帧长度以字节数表示，是目的地址、源地址、类型数据长度字

段及数据域的长度之和。

同接收过程一样，通过设置cR寄存器中的RD2，RDl，RDO这3个位来启动

远程写操作和发送数据帧的操作。在发送完毕，测试发送状态寄存器TSR中的各

标志位来检验是否数据帧已无错发送完成。发送流程如图4-4所示。

4．2 uIP的实现

4．2．1 ARP协议的实现

以太网上的数据通信是依靠硬件的48位的．KAC地址来识别的，以太网设备

并不识别32位IP地址。因此，系统需要具有将IP地址转换为MAC地址的功能。

ARP协议。”可以实现这种功能。ARP协议可细分为ARP请求协议和ARP响应协议。

ARP请求协议应用于系统根据IP地址主动向其他计算机索取MAC地址，其意思

是“如果你是这个IP地址的拥有者，请回答你的MAC地址。”ARP响应协议应用

于ARP请求中的IP地址和当前系统的IP相符，系统向对方提供本系统的姒c

地址，其实质是“我的IP地址和查找MAC地址的IP地址相符，我提供我的MAC

地址”。

1．^RP的报文格式

ARP报文格式参见附录c．1。ARP包作为以太网帧的一种被传送，表4一l列出

表4-1 ARP报文中各字段的意义

字段名称 字节数 意义

硬件类型 2 发送者本机网络接口类型。以太网表示为1

上层协议类型 2 网络层协议类型。IP协议为Ox0800

硬件地址长度 l 查询物理地址的字节长度。以太网时为6

协议地址长度 l 查询上层协议地址的字节长度。IPv4时为4

操作号 2 表示操作内容的数值。l为ARP请求，2为ARP响应，

3为RARP请求，4为RARP响应

发送者硬件地址 6 发送端的MAC地址

发送者IP地址 4 发送端的IP地址

目的硬件地址 6 调查对方系统的MAC地址

目的IP地址 4 调查对方系统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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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ARP报文中各字段的意义。

在10M以太网的接入方式中，无论是ARP应答或ARP请求，以太帧的以下部

分都是固定的，帧类型：0806H，协议类型：0800H，硬件地址址长度：06H，协

议地址长度：04H。变化的部分是操作码，ARP请求时其值为0001H，ARP应答时

其值为0002H。

2．ARP响应的实现

在收到ARP请求信包后，对其进行相应判断后，回复一个响应信包，具体实

现流程如图4—5所示。

图4—5 ARP请求协议的实现流程图

3．ARP请求的实现

在上层协议需要对外进行通信时，系统会首先在本地的IP／MAC的映射表中

寻找通信目的IP所对应MAC地址，如果没有找到，则调用ARP请求协议得到目

的MAC地址。建立一个大的IP／MAC映射表可以减少ARP请求协议的调用次数，

从而快加通信速度，但同时一个大的映射表会增加系统的存储空间。究竟选择多

大的映射表，可以根据系统的运行速度及存储空间来考虑，建立一个映射表还有

一个维护问题，映射表中的数据要求一定时间自动过期，这种维护也需要占用系

统的处理器资源。由于ARP请求只有在系统主动对局域网的其他计算机通信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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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对于很少主动通信的嵌入式Internet应用中．系统可以不必建立IP／MAC

映射表，从而省去存储空闯

及维护的麻烦，节约系统资

源。基于这种考虑，在嵌入

式Internet设计中，可以

省略IP／MAC映射表的设计。

ARP请求协议的实现就

是产生一个符合协议要求

的数据流，这对于处理器来

说没有问题。由于ARP请求

比较频繁，为了加快ARP请

求包的生成速度，可以事先

在存储器中存储一个ARP请

求包，把一些固定字段先填

写好。需要调用时，只需时

把目的以太网地址和目的

IP地址字段填进去即可。这

样可以大大节约ARP信包的

生成时间。ARP请求协议的

程序流程如图4—6所示。

I

I驱动程序正确收到1个以太帧

判断以太帧目的IP地址是否与当前

系统的相同?

判断以太帧的类型是否为ICMP
(0806H)?

判断ARP包中的操作码

0001H

改变以太帧的操作码字段0002(应答)

用收到的以太帧的源MAC地址替换目

的MAC地址和目标№c地址字段

交换源IP地址和目的IP地址

用系统的MAC地址填充响应以太帧的

源MAC地址和发送方MAC地址字段

由驱动程序将数据帧发送到以太网上

处理

返回

图4-6 ARP响应协议的实现流程图

4．2．2 lP和ICMP协议的实现

IP和ICMP协议⋯1是属于网络层的协议，位于数据链路层和传输层之间。它

们的功能是对上层协议提供的数据报添加报文头，报文头中存放了路由所需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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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样就使得数据报能在网上进行路出，信息从一台主机上传送到另一台主机

上。

1． IP的数据报字段的取值

IP数据报报包含一个可变的报文头和一个可选数据字段。IP数据报格式参

见附录C．3。

版本和报文头长度：使用IPv4，通常的报文头大小为5，所以该字段的值通常

取45H。

服务：数据报的的使用者想使一个数据报优先于其它数据报时可以使用该字

节，但该信息会被大部分的路由器所外忽略，所以将它设置为0，即“正常”的

优先级。

标识与分段：IP被设计用来支持广泛的物理介质，每种介质都会有各自数

据报中可以包含字节数的限制(最大传输单位，MTU)。如果一个数据报大于MTU，

它将被分段，拆成较小的部分，在目的地重新组装起来。但这样做会占用大量的

存储空间与处理器资源，在嵌入式系统Internet中，可以将这种情况忽略。在

IP协议中不接收分片包。

生存时间：每一个在网络上传输的数据报都需要设置一个时间值，这个时f日j

值在数据报经过路由器时递减，如果减少至0，则这个数据报就会丢弃。

协议：这个值标识了数据报的数据域中所使用的协议。ICMP对应的是l，TCP

的值是6，UDP的值是17。

检验和：这个值是IP报文头的一个简单校验和，仅仅是用来确保IP报头没

有损坏。

选项：报文头字段可以扩展为包含一些选项，允许更严格地控制路由过程和

增加安全性。

2．IP协议的实现

在实现IP协议时，主要进行如下操作：

1)检测一个外来数据报。根据IP报文头所所包含的内容，对一个外来的数

据报的检测主要是检测IP版本号，报文头长度，报文的实际长度和数据报总长

度字段是否相符，首部检验和是否正确。检测流程如图4—7所示。

2)IP头检验和

IP报文头中的检验和用于预防路由中转过程中出错。在TCP、IP协议中，

检验和的算法是相同的。在协议封装时，需要产生检验和：在收到信包后，需要

检验。检验和算法使用频率比较高，所以需要使用比较高效的检验和算法。协议

的不同，检验和所保证的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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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垒!!!iPi皇皇!【!：1 3足!a
前系统所设置的IP吗?

是

鲤坠弛：o；457芦
等丁

趔￡=!!塑【蚰：(。ipjen>>8)?＼>—j：量±
等于

＆世!鲤[!Mip_len＆oxff)?芦
等于

星旦!二：i巳鱼!!!!!【Q]＆o。3f：o?j簿
等于

uip ipchkSum()-o?浮
等于

收到一个正确的IP数据

报，交给上层协议处理

返回

说明：

夺 图中加F画线的的部

分表示是接收到数据

报中的相应部分。

夺uip—len是一个全局

变量，在底层驱动稀

序接收数据报时，将

接收到的数据个数赋

给该量。

◆uip_ipchksum()是

一个IP头的校验和函

数，在本节有所讲述。

夺 BUF->ipoffset[0]＆O

x3f=O?用于判断是否

分片，我在前面假定

本系统的IP报是不分

片的。

数据报不是我所期望的

IP数据报，丢弃

图4—7 IP数据报检测流程圄

检验和算法描述如下：

①计算累加和：把被检验的相邻字节成对配成16位整数(若数据字节

长度为奇数，则在数据尾部补一个字节的O)，对这些整数进行累加，如果

产生溢出。则将累加和加1。

②生成检验和：先把检验和字段本身置零，按上述规则计算累加和，然

后将累加和取反就产生检验和，用这个值替换检验和宇段。

③检验检验和：按规则①计算累加和。如果累加和为OxFFFF，则检验

成功；否则检验失败。

用C语言的实现的计算累加和程序如下：

static u16一t chksum(u16_t*sdata，u16一t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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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16 t acc：

for(acc=0：len>1：len一=2){

8CC+=*sdata：

if(acc<*sdata){

++acc：

}

++sdata：

)

if(1en==1){

aoc+=((u16一t)(幸(u8一t丰)sdata))<<8：

if(acc<((u16-t)(木(u8-t章)sdata))<<8){

++acc：

}

)

return acc：

)

3． ICMP的数据报格式

网络控制报文协议ICMP是辅助协议，用于辅助IP协议功能，帮助网络上所

有节点实现简单的诊断并返回错误消息。如请求路由器传送一个数据报到不可到

达的地址，它将返回一个不ICMP“目的地不可到达”的消息。ICMP消息包含在

IP数据报的数据字段中，使用l作为IP协议号。

ICMP整个协议的实现是复杂的，它可以完成检查目的地址是否可以到达，

用于拥塞和数据流控制，通知路由器的改变路由信息，检查路由是否形成回路等

工作。ICMP因为提供了诊断操作Ping而广为人知，其他的ICMP消息对于诊断

网络也是很有用的。在嵌入式Internet设计中，也应该实现了Ping操作，检查

目的地是否到达。

一个Ping的数据包的数据格式如图4—7所示。

图4—7 P i ng数据包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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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ing的数据包中，类型域取值0或8，0表示应答，8表示请求。代码域

取值0。检验和域保证了报头和数据不被损坏，即报头和数据字段都参与检验。

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执行多个Ping命令时，标识符能够识别与发送的包相对应的

包所对应的应答。在序列号域中，记录有发送端所发送的ICMP包是第几号包。

在数据域中，填入需要发送的数据，在Ping响应一应答包中，拷贝Ping响应一

请求包的数据部分，然后再发送回去，在编程中，因为发送和接收缓冲区相同，

所以这部分数据是不需要改动的。在程序中用如下的数据结构来描述Ping数据

包。

typedef struct【

u8一t type，icode：

u16一t icmpchksum，id，seqno：

)icmphdr；

ICMP的检验和是否正确?

正

是否为Ping类型

整接收缓冲区中I

的类型

检验和的改变(+8)

换缓冲区中目的j

IP地址、MAC地址

I 发送答包

返回

错误

不是

图4-B Ping应答程序流程图
图4—9 Ping请求程序流程图

4。Ping操作的实现

主动进行Ping操作的实现步骤如下：

1)解析IP地址

①发送ARP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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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等待ARP应答

2)发送ICMP请求

3)等待ICMP应答

第1步在前面的ARP协议的实现中有了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再作解释。第

2步进行Ping的请求，其程序流程如图4—8所示。第3步等待Ping的应答，这

一步在某台主机被动应答时也是适用的，其程序流程如图4—9所示。

4．2．3 TCP协议的实现

1．TCP协议概要

传输控制协议(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01)。”是传输层的主要

协议，在发送端和接收端提供可靠性较高的通信。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通

信协议，在通信开始需要建立连接：通信结束时，需要切断该连接。为了在并不

可靠的网络上实现面向连接的可靠的传送数据，TCP必须解决可靠性，流量控制

的问题，必须能够为上层应用程序提供多个接口，同时为多个应用程序提供数据，

同时TCP必须解决连接问题，这样TCP才能称得上是面向连接的，最后，TCP也

必须能够解决通信安全性的问题。

TCP协议是TCP／IP协议栈中较难实现的协议，它在两个端点之间建立等效

于物理连接的逻辑连接，然后数据沿着这个连接双向传送。它试图同时完成如下

的工作：

1)在两个节点间初始化连接。

2)在节点之间双向发送数据。

3)处理网络数据报的丢失。

4)处理网络数据报的重复。

5)处理网络数据报的乱序到达。

6)处理网络故障。

7)处理所有的数据频率，从偶尔的简单字符到成批的数据发送。

8)提供流控制以避免数据超载。

9)提供加速紧急数据传输的能力。

10)关闭两个节点间的连接。

11)支持半关闭状态，即一方想要关闭，而另一方不希望关闭。

12)处理关闭连接后达到的数据。

任何两个节点之间情况的变化是动态而快速的，使得程序在调试中非常困

难，有些错误信息很难重现，只有经过大量的试验才能发现和修复程序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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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何测试TCP连接也是实现TCP协议至关重要的问题。

2．TCP协议的报头字段及取值

TCP报文格式参见附录C．4。其报头字段及取值说明如下：

序列号：表明了当前数据块在数据流中的位置。当建立一个新的连接时，SYN

标志置1。序列号字段包含由这个主机选择的该连接的初始序号ISN(Initial

Sequence Number)。该主机要发送数据的第一个字节序号为这个ISN加1，因为

SYN标志消耗了一个序号。

确认号：表明接收数据的总数。如果初始的序歹!I号是O，并且有lO个字节

的数据需要确认，应答中的确认号就应该是10。

数据偏移量：表明数据开始的位置。需要这个值是因为任选字段的长度是可

变的，在不同的任选字段时，TCP头部的数据长度不一样，TCP的数据开始的位

置也就有所变化。在没有任选字段时，TCP头的长度是2 0字节。数据偏移量取

值5(1个单位为4 Octet)。

检验和：用于保证TCP协议的报头、数据及伪报头不被破坏，其算法和前面

IP协议检验和相同。但TCP的检验需要加上伪报头。伪报头的报文格如图4一10

所示，它的各个域的值取白于IP报头。伪报头违背了协议的分层原则．但这种

违背是出于实际需要的，由于TCP首部中不包含源地址与目标地址等信息，为了

保证TCP检验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在进行TCP校验和的计算时，需要增加一个

TCP伪首部的检验和。

o 8 1 5 16 3

发送端IP地址(32位)

接收端IP地址(32位)

TCP协议时为6
必须为0 包含传输层在内的包长度

UDP协议时为7

图4—1 0 TOP协议的伪报头

控制标志位的含义：

URG(Urgent Flag)：表示在所传输的数据中，是否有需要紧急处理的数据。

对于应该紧急处理的数据，使用紧急指针的域来表示。

ACK(Acknowledgement Flag)：表示确认应答域是有效的。队了最初的一个

SYN段之外，必须为l。

PSH(Push Flag)：表示所接收的数据不存储到缓冲中，而是马上传递给应用

程序。

RST(Reset Flag)：表示强制地切断一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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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Synchronize Flag)：表示建立一个连接请求。将序列号域的值设置为序

列号的初始值。

FIN(Fin Flag)：表示一个切断连接请求，它表示的是通信的最后一段，在该

段之后，不再发送数据。

紧急指针域：在控铡标志URG为⋯1 时有效。紧急指针域中所存储的值，

作为表示需要紧急数据的存储单元来处理。

窗口大小域：用于通知接收数据方的接收缓冲区的空闲区域的大小。发送数

据的一方只能发送比这个域所表示的数据量小的数据。

选项域：通常在连接的第一个SYN中包括该域值。字段中的每个选项都是以

一个1字节的标识符开始，如下所列：

1)选项列表结尾

2)空操作

3)段大小的最大值

4)窗口的比例因子

5)时间戳

在设计嵌入式Internet时，主要是通过该域值来传递段大小的最大值

(MSS)，MSS规定了任何一个段中所能发送的数据总数，其格式如下：

1) 1字节的标识符：取值3-1=2

2)1字节的长度：取值4

3)2字节的MSS

MSS值表示的实际意义是，假设TCP和IP头都是最短的情况下，可以发送

的TCP数据的最大长度，而这些报文头的最小长度是20字节，实际的TCP数据

大小的限制情况就是：MSS+40一TCP和IP的实际大小。

3．TCP协议连接的建立、数据传输及关闭

TCP协议连接的建立的过程通常被称为“三次握手”。在第一步中，客户端

向服务端提出连接请求。这时TCP报头的SYN标志置位，客户端告诉服务端序列

号区域合法，需要检查。客户端在TCP报头的序列号区中插入自己的ISN。在第

二步中，服务端收到该TCP分段后，以自己的ISN回应(SYN标志置位)，同时确

认收到客户端的第一个TCP分段(ACK标志置位)。在第三步中，客户端确认收到

服务端的ISN(ACK标志置位)。到此为止建立完整的TCP连接，开始全双工模式

的数据传输过程。

在图4—1l中，从客户机程序向服务器程序发送的报文初始序列号1001，从

服务器程序向客户机程序发送的报文初始化序列为5501。在连接建立之后，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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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机 服务器

图4-11 TCP协议建立连接、传送数据和关闭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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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应用程序的报文所存储的数据的发送与接收。

如图4一ll所示，在传输数据的时候，传输了TCP协议的各种不同的段。在

④中，客户机从序列号1001发送了lOOO Octet的数据。服务器在收到如④所示

的一个段后，返回一个确认应答段，并在段中发送200 Octet的数据。此时，确

认应答号码是所接收到的报头的序列号码加上所接收的数据长度。在对如④所示

的段进行确认应答的情况下，因为序列号码为1001，数据长度为1000 Octet，

所以：1001+1000=2001，即如⑤所示的应答号为2001。客户机在接收到如⑤所

示的段后，将确认号作为序列号，将序列号加上数据长度作为确认号，发送如⑥

所示的段。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数据发送完毕。

在不需要发送和接收数据时，则切断已经建立的连接。连接的切断需要传输

如⑧⑨⑩所示的段。在图4一ll中，从客户机发送切断连接的的请求段⑧，实际上

在TCP协议中。并没有确定是由客户机还是由服务器开始提出切断连接的请求。

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具体的应用程序。在嵌入式Internet中，为了节省资

源，MCU在发送数据后会立即提出切断连接的请求。

4．TCP协议的状态机””

TEP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它的实现过程可以用状态机来描述。为了保证

状态机状态状态转换的正确性，在实现时，不同状态的相关信息需要存储下来。

状态机越复杂，维护的花费就越大，对处理器的存储能力和运算能力的要求就越

高。标准的TCP状机如图4一12所示。可以看出，在普通的8位处理器上，要维

护这样一个庞大的状态机是十分困难的。

图中ESTABLISHED状态之上的几个状态属于建立连接部分，之下的几个状态

属于断开连接部分。建立连接有两种方法，即主动打开和被动打开。服务器端是

一种被动打开，它一直在侦听连接请求；而客户端是一种主动打开，它发送连接

请求以建立连接。仔细分析建立连接部分的状态机，可以看出，从初始的关闭状

态(CLOSED)，到连接建立状态(ESTABLISHED)，基本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的， 左

边一条是服务器端建立的过程，经历cLOsED专LISTEN专SYN RCVD÷

ESTABLISHED四个状态的转换。右边一条是客户建立连接的过程，经历了

CLOSED-)SYN—SENT÷ESTABLISHED三个状态的转换。然而，嵌入式系统的设

计都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应用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无冗余的尽可能简洁的

系统。从这一思想出发，对建立连接的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如果TCP层的上层

系统实现的是服务器端的应用，可以将标准TCP状态机建立连接过程中客户端建

立连接的状态机部分简化。同理如果开发的应用是基于客户端的，可以对服务端

建立连接的状态机进行简化。



某十8位MCU的嵌入』℃Internet设计‘I实现 第叫章 软件驶计

应

?珊砭⋯

说明客户的止常状态变迁

说明服务器的正常状态变迁

说明当应用执行某种操作时发生的状态变迁

说明当收到TcP报文段时状态的变迁

说明为了进行某个状态变迁要发送的TCP报文段

图4-12 TCP状态图

断开连接部分也相当复杂。从图4一12可以看出，断开连接有两种方式，一

是主动断开连接(左边一条路径)，另一种是被动断开连接(右边一条路径)。显然，

被动断开连接的处理比较简单。但是，很多的时候需要实现主动断开连接，特别

是当上层实用实现的是服务端功能的时候，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也希望服务器能

够主动断开连接，但标准TCP协议的主动断开连接的状态机部分过于复杂。经过

试验发现，在需要主动断开时，发送一个FIN数据报，在接收到FIN数据报的确

认后，再发送一个Reset数据报．就可顺利的完成一次主动断开连接。服务端简

化后的TCP状态机如图4一13所示，客户端简化后的TCP状态机如图4一14所示。

一一一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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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发送

收到

发送

发送

收到

图}13服务端简化的TCP状态图 图4-14客户端简化的TOP状态图

5． 减少同时支持的连接数目

一个TCP连接由源IP地址、源端口号、是的IP地址、目的端口号难一确定。

因此每次服务器在侦听(LISTEN)状态时，当接收到一个TCP的连接请求，发送

SynAck后，要记录请求端的IP地址、使用的端口号等关于该连接的相关信息，

以便对后面达到的信息进行判断，看是否属于某个已建立的连接。如果支持多个

连接，就要相应地记录大量与连接相关的信息，并且在每个数据报到达时都要判

断该数据报所属连接，要在不同连接之间进行切换。而且如果支持多个连接，对

其它一些对应于某个连接的相关信息(如序列号、确认号、所处状态、重发定时

器、重发次数等)都要分别进行存储并做相应处理。在程序中保存连接信息的结

构体参见附录C．4。

在8位资源有限的微处理器上

实现TCP协议时，在同一时刻仅支

持单个或两个TCP连接是可行的。

同时为了避免因为数据报的丢失

而造成状态机的死锁，要使用简单

定时机制，超时后TCP状态机复位。

6． 简化确认机制

从TCP协议头部中的序列号和

确认号字段可以完成TCP协议中的

确认工作。对于仅支持一到两个

一般窗口确认 简化窗口确认

图4—15一般窗口确认与简化窗口确认对比图

TCP连接的系统而言，实现对TCP报文的确认应该没有困难。但是，由于标准的

TCP协议使用慢启动的滑动窗口机制。滑动窗口是一种流量控制和网络传输效率

之间取得折衷的方案，它允许发送方在等待一个确认之前发送多个窗口。对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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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滑动窗口的TCP连接，其确认实质上是一种批量确认，低速、资源紧张的8

位处理器要对多个数据报连续传输进行维护和处理，困难很大。考察滑动窗口协

议可以发现，滑动窗口的一个极限情况，是只使用单个窗口，这种变成一种简单

确认的处理方法。使用该项方法后，所有的处理只是对单个数据报的发送和确认，

节约了系统的资源，也使维护更加的方便。图4—15给出了一般窗口确认(左图)

和简单确认方法(右图)的对比。

为了协议的兼容性，需要通信的另一方也应该使用简单确认方法。因为如果

对使用较大的窗口，就可能造成处理器被淹没。这可以通过设置待发送数据报的

TCP头部的Windows字段的大小来解决。Windows字段告诉对方本地的接收缓冲

区的大小。通过合理设置本地待发送数据报的windows字段，可以使参与通信的

另外一方遵守简单确认方法。

7． 实现简化TCP协议的程序

TCP协议的实现需要做如下的操作：

1)段的接收

段的接收中要判断数据包是否是TCP数据包，检验和是否丁F确，报头中是否

存在选项字段值，如果存在，是否是MSS值。处理流程如图4～16所示。

2)TCP状态机的实现TCP状态机处理流程如图4—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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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17 TOP数据段的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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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应用层的实现

在嵌入式Internet系统中，实现一个简单的嵌入式Web服务器“1，需要在

应用层中实现HTTP协议。HTTP协议。73实现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是一种请求／应

答结构。请求在客户机上产生，随之服务器做出应答。

基于HTTP协议的嵌入式Web服务器是嵌入式系统进行数据展示完善的设备。

它可以简单地进行构造，驻留在非常小的代码空间。同时Web浏览器(HTTP客户

机)为用户提供了HT帆页面的显示，所以服务器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套接字服务器

来服务内容，以便提供HTTP服务器功能。

4．3．1 HTTP协议的通信过程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01)协议即超文本传输协议，它仅涉及在

一个TCP连接中Web数据传输的文本信息交换。

1_HTTP协议的会话过程

HTTP会话过程””需要有4个过程：

1)客户和服务器建立连接

2)发送客户请求

3)服务器应答

4)关闭连接

2． 客户请求方法

客户端通过请求消息向服务端提出请求，消息格式如下：

请求方法 URL HTTP协议的版本号

可选报头

空行

实体

请求方法是本次连接的操作，对资源准备使用的方法，它包括GET、HEAD、

POST、DELETE、OPTIONS、TRACE、PUT七种。可选报头指出客户机请求的协议，

以及服务器在应答之间需要了解的有关客户机的信息，这些消息的引入，使得

HTTP协议通信更加可靠。实体是请求的具体内容。

3． 服务器应答方法

Web服务器在收到客户机浏览器的请求后会发出应答信息，应答消息格式如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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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HTTP协议的版本号应答状态码应答状态码说明

可选报头

空行

实体

其中，应答状态码表明了服务器的应答状态，具体意义如下：

l料表示信息 2料表示成功3幸丰表示重定位

4料表示客户机错误5料表示服务器错

舯E表0-9之间的任意一个数字。

下面以GET方法，来说明具体的报文应用。

GET http：／／210．29．1 74．218 HTTP／I．0

Accept：丰／掌

Accept—l anguage：zh—cn

UserAgent：myAgent

木术空行木木

这个报文是向http：／／210．29．174．218主机机请求一个缺省HTML文档。客

户端协议版本号是1．0版本，可选报头中包含可接收的文件格式，用户代理，每

一段之间用回车换行分隔，最后以一个空行结束。发向服务器后，如果执行正常，

服务器返回如下代码：

HTTP／1．1 200 OK

Connection：Close

Content—Type：text／htm I

木术空行书水

<htmI><head>⋯<／head><body>⋯<／body><／html>

HTTP／1．1表示这个服务器是1．1版，200是服务器对客户请求的应用状态码，

OK是对应答状态码的解释。报头可选项Connection：Close指出服务器在发送给

客户机的应答之后，关闭该套接字，通过该套接字无法再接收其他任何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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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Type：tex_【／html表明了报文体中跟着的数据类型为HTML编码方案。

通过以上的描述，可以得出对于一个Web服务器，它最起码的功能应该能够

对接收到的TCP包中的信息提取出HTTP的消息，并对该消息进行分析，以得到

对方请求的是什么资源，并将所需资源发送给对方。资源在存储器中的保存也是

一个关键问题，可以构造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来实现。

4．3．2应用程序文件系统

1． 应用程序文件系统

嵌入式Web服务器要提供信息，这些信息以某种方式保存到Flash存储器中，

同时能按某种方式进行访问。

1)Flash存储器特点

在嵌入式系统中一般使用NOR技术的Flash存储器；既可存储数据，又可存

放直接执行的代码：而这种Flash存储器不像普通的块设备，不能对同一内存地

址写入两次，而必须先进行擦除操作。而且一次擦除l页：页大小一般为64或

128个字节。这使得Flash存储器需要专用的文件系统，而不能使用已有的文件

系统。

Flash的某一页完全擦除后，该页所有位都变为“1”。在写入操作时，可使

必要的位从“l”变为“0”。但是要让“0”变为“1”就需要使用擦除操作。一

页擦除时间大约2～4ms。

2)应用程序文件系统

应用程序文件系统⋯是一个和应用程序绑定的文件系统，其结构非常简单。

文件被集合成一个顺序结构，包含报头以标识结构中文件从何处开始以及文件长

度。应用程序文件的每个条目都遵循表4．2所示的定义。

表4-2应用程序文件系统的条目说明

基于这些设想在程序中创建的文件实例如下：

unsigned char fil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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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testfi 1e，size 5．1

Oxfa，Oxf3，Ox2f，0x74，0x65，0x73，0x74，0x66，Ox6c，0x69，Ox6c，Ox20

Ox00，Ox00，Ox00，Ox05，Ox41，0x42，0x43，0x44，OxOa，

／}File：／file2，size 29*／

Oxfa，Oxf3，Ox2f，0x66，Ox6c，0x69，Ox6c，0x32，Ox20，

Ox00，Ox00，Ox00，OxlD，0x46，0x69，Ox6C，0x65，Ox6E，Ox6t，Ox6D，0x65，

Ox20，0x69，0x73，Ox20，0x66，0x69，Ox6C，0x65，0x32，Ox2C，0x66，0x69，

Ox6C，0x65，0x73，0x69，Ox7A，0x65，Ox20，0x32，0x39

)：

2．文件系统的调用

文件系统的调用主要是进行读和写操作。读操作是客户端提供文件名，在文

件系统中查找该文件，如果找到就将文件数据从FLASH存储器中读出，传送给客

户端：如果没有找到，给客户端相应的出错消息。写操作是将事先准备的文件数

据，写入FLASH页中，该项功能由前面第三章提到的GP32驻留程序来完成。系

统复位后，Pc机通过串行口向GP32发送写FLASH页的命令及相应写入的数据，

从而将文件系统下载到GP32的FLASH页中。

在程序设计中，通过调用LookupFilename过程进行检索，然后可以用来通

过被连接的客户机套接字将内容推送给请求者。

unsgined int LookupFilename(char*filename，struct fileHdrStruct

filehdr})

LookupFilename的功能将一个字符串变量作为希望查找的文件名和在应用

程序中保存这个文件名信息的filehdr指针，遍历文件系统项目，用项目中的文

件名比较传递参数的文件名，如果项目匹配成功，则fileHdrStruct结构与使用

当前项目信息一道装载。

4．3．3 HTTP协议数据处理流程

使用HTTP协议实现Web服务器⋯1的总体框图如

图4—18所示。

其中，初始化主要是对TCP相关的协议端口号、

连接状态等进行设置。建立连接是为HTTP协议建立

一个TCP连接。交换数据则是HTTP协议的核心。

数据交换主要是完成Web服务器接收和发送数

据，接收数据部分是根据客户端发起的请求方法作出 图4—18 Web服务器的总体框图
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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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处理。发送数据的操作是如何根据接收信息要求发给客户对应的信息。

如前所述，用户端发起的请求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是GET和POST方法。GET

和POST这两种方法差别并不大，都是要求服务器给出相应的资源。其区别在于；

POST方法在请求资源的同时，还要将相关的信息作为所请求资源的附属发给服

务器。客户端可用GET方法获取服务器上的资源，根据POST方法中附带的信息，

服务器端可以做相应处理。

对GET方法的处理相对简单，关键是要获得请求的URI(Universal Resource

Identifier通用资源表示符)并确定其在存储器中的定位。图4—19是对到达的

数据的处理流程。

向缓冲区中

充出错信息

否

TCP段中分离出的H1Y

息进行处理，分解出客

请求方法

GET方法吗?>_—叫PosT方法吗?广一
从H兀’P消息中分

出URL字段
从HTTP消息中分

出URL字段

冲区

冲区中

支持该

的出错信息

发送数据给下层协议

返同

图4—19 HTTP数据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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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软件调试

“调试是软件开发中失落的艺术”。“，在系统开发过程中，面对系统的错误

往往是一筹莫展，经过艰难的调试、反复实验才能向前推进一步。嵌入式系统通

常是外部激励与系统响应的复杂混合体，一个或更多处理器以及专用硬件控制着

这一激励一响应过程，只有得到系统正在进行的精确图景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所

在。嵌入式系统的程序调试工作与基于主机的程序是完全不同的，它要更加复杂，

调试时的困难更大。

在进行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时，硬件模块的分割犹为重要。对一个嵌入式系统

功能不同的模块，在硬件上先将它将做为～个个独立的模块进行调试，并且分割

的模块越小越好。同时设计一些巧妙的调试方法。在嵌入式系统的开发过程中，

根据具体的应用，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测试方法。有效的测试方法、测试手段会

给系统调试带来极大便利。这些方法可能是基于硬件的、软件的或两者结合的。

譬如为了观察串行口通信情况，可以在串行口的发送线上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

根据发光二极管的是否闪烁、闪烁快慢和亮度来简单判断串口是否有数据发送，

发送频率等；在IP协议层的实现中，可以设计数据结构

struct uip—ip_stats{

u16一t drop，recv，sent：

u16一t vhlerr，hblenerr，lblenerr，fragerr，chkerr，protoerr

)

用于统计信包的接收和发送情况；为了观察RTL8019AS中接收缓冲环的运作情

况，在接收信包时，将BNRY、CURR寄存器值通过串口发送给Pc机。这些方法实

质上很简单，关键是在在实际中灵活运用。

4．5提高编程质量

嵌入式系统对应用软件的质量要求更高，因而在嵌入式开发中尤其须注意对

代码进行优化，尽可能地提高代码的效率，减少代码的大小。虽然现代c和C++

编译器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代码优化，但大部分由编译器执行的优化技术仅涉及

执行速度和代码大小的平衡，不可能使程序既快又小，因而在编写嵌入式软件时

采取必要的措施。

(1)程序的版式：版式虽然不会影响程序的功能，但会影响可读性。程序的

版式追求清晰、美观，是可以把程序的版式比喻为“书法”。好的“书法”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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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程序一目了然，看得兴致勃勃。差的程序“书法”如螃蟹爬行，让人看得索

然无味，更令维护者烦恼有加。养成好的编程习惯需要从小处做起，行的缩进对

齐、注释的添加位置等。

(2)提高代码的效率

对于嵌入式编程，为提高代码的效率，普通编程的编程技巧可以借鉴，但也

要注意编程的差异性。譬如：普通编程时对全局变量原则是避免使用；但嵌入编

程中则需要适当地使用，全局变量比向函数传递参数更加有效率，这样做去除了

函数调用前参数入栈和函数完成后参数出栈的需要。当然，编程时在函数说明要

详细地列举当前函数所调用的全局变量及变量的使用情况只读或修改等，避免因

全局变量而引起的冲突。

使用编程技巧虽然提高了代码的执行速度，却在某种程序上降低了程序的可

读性。但在嵌入式系统编程中速度的要求更高，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代码的注释

需要做得非常详细。

(3)根据编程环境采取特定的优化措施

根据所使用处理器和编译器的特点，结合具体程序采用一些特定的优化措

施。

对于8位微处理器，char型数据对象操作比int型和long型更加方便；

Motorola 08系列MCU并不直接支持有符号数的运算，所以编程时应尽可能采用

unsigned类型；对于参数运算次数特别多的变量可以定义为寄存器型，这样减

掉了MCU对内存的存取时间等。

许多编译程序有几种不同的优化选项，在使用前应理解各优化选项的含义，

然后选用最合适的一种优化方式。通常情况下一旦选用最高级优化，编译程序会

近乎病态地追求代码优化，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性，导致程序运行出错。因此

应熟悉所使用的编译器，应知道哪些参数在优化时会受到影响，哪些参数不会受

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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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嵌入式|nternet的实际应用

本章结合实际的非接触卡的考勤系统和A／D转换的数据采集系统，讨论作为

客户机和服务器的嵌入式Internet系统设备的实现。

5．1 作为客户机的嵌入式I nternet系统

1．系统说明

作者以前曾经开发了一个基于GP32 MCU的非接触式Ic卡的考勤系统，系统

结构如下图5一l所示：

；⋯⋯⋯⋯⋯⋯⋯⋯⋯⋯⋯⋯⋯⋯⋯⋯．j
图}1考勤系统逻辑框图1

在GP32上实现了以太网的接入，整个系统可以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结构框

图如下图5—2所示：

；⋯⋯⋯⋯⋯⋯⋯⋯⋯⋯⋯⋯⋯⋯⋯⋯⋯⋯⋯⋯⋯⋯⋯⋯⋯．．；

图5-2考勤系统逻辑框图2

在第一种方式中，用户刷卡，射频卡模块识别卡中信息。同时GP32产生刷

卡中断，接收射频卡模块的刷卡数据，经过处理后，把数据信息通过串口发送到

Pc机，Pc机将数据传送到远程服务器。

在第二种方式中， GP32同样的方式接收刷卡数据，获取数据后，先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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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存储器中。在空闲的时候(无人刷卡)时，GP32激活RTL8019AS，将数据通

过以太网传送到远程服务器。在这种方式中，只需要提供以太网接口就可以将数

据送到网上，节省了一台Pc机，相应地节省了Pc机的维护问题。

2．关健技术说明

(1)引脚复用问题

在前面的硬件设计章节中已经论述了实现GP32对RTL8019AS的控制时，仅

需两门连接线，其它的连接线(数据线、地址线)都是可以复用的。

(2)刷卡和数据网上传输协调问题

刷卡时，GP32不进行数据的网上传输。刷卡后，GP32首先把职工签到信息(卡

号16字节，时间16字节)记录在128字节的RAM缓冲区中，4人刷卡后，将RAM

缓冲区中的内容写入FLASH存储器中暂存。RAM缓冲区的128字节内容写入FLASH

的时间大约2为ms，这丝毫不会影响用户刷卡操作。

在某个用户刷卡后的l小时内无用户刷卡时，先将RAM中的刷卡信息进行一

次写FLASH操作，然后启动数据网上传输功能，同时暂停用户刷卡操作。基于企

业内部网，16K数据在2秒内就可以完成网上的数据传输，即使此时有用户需要

刷卡，其等待也是很短的。

网上数据传输结束后，GP32收到应答信号，删除FLASH页中存放数据的页，

然后GP32进入等待用户刷卡状态。

(3)存储器分配问题

基于上述的刷卡及数据传输的协调性思想，GP32内存分配也就很简单。刷

卡信息缓冲区128字节加上LCD缓冲区32字节的内存空间和接收发送数据缓冲

区的256字节空间复用。刷卡时用于保存刷卡和LCD显示信息，在数据传输时用

于接收和发送数据信息。

设定刷卡信息缓冲区大小为128字节的原因是GP32的FLASH存储器是按页

方式进行写入的，每页大小为128字节。

GP32有32KB的FLASH存储空间，程序数据占用15KB，余下的17KB都可以

用来保存答到信息。而16K的空间就可以存放512个用户的签到信息(16×512

字节÷16字节／用户=512个用户)。这足以存储某次上、下班的职工签到信息。

(4)定时器中断

嵌入式Internet设备复位后，首先和Pc服务器进行一次通信，获取当前时

间，然后开始定时器事件，定时中断的时间为1秒，中断过程更新时间。用户刷

卡时记录卡号和当前时间。

在上传数据时，定时器事件用于记录信包发送后，等待回应的时间，在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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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4 礤件电路艟

图5-3硬件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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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内有回应信息，进行相应的操作，并重新设定定时器时间；如果没有回应

的确认信息，则重发数据包。在数据传输结束后，Pc服务器再将当前时间传送

到嵌入式Internet设备，定时器回复到每秒产生1次中断，中断时更新时间。

3．硬件电路图

硬件电路图如图5—3所示，硬件电路板如图5—4所示，硬件外形如图5—5所

示。

4．服务器方程序的运行

在这个系统中服务器是PC机，编写一个Socks程序，接收嵌入式Internet

设备的数据并保存。程序运行界面如图5—6所示。

图5-6考勤系统服务器程序运行界面

5．2作为Web服务器的嵌入式I nternet系统

嵌入式Web服务器(EWS，Embedded Web Server)是指将Web服务器引入到现

场测试和控制设备中，在相应的硬件平台和软件系统的支持下，使传统的测试和

控制设备转变为具备了以TCP／IP为底层通信协议，Web技术为核心的基于互联

网的网络测试和控制设备⋯1。EWS系统与传统的Web应用相比，简化了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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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采集和信息发布都集成到现场的测控设备中。丽有了标准的接口形式和通

信协议，内嵌于设备的Web服务器同样可以向任何接入它所在网络的合法用户提

供统一的基于浏览器方式的操作和控制界面，浏览器成了设备的前端控制板⋯l。

由于Web技术的开放性和独立平台特性，大大降低了软件系统和通信系统的设

计、维护工作量，节省了人员培训费用等。Web技术很适合于远程监控和生产过

程控制等系统，通过特定的手段采集数据，远程浏览器通过访问Web Server就可

以直接监控现场设备的运行，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下面描述一个嵌入式Web服务器系统，嵌入式Web服务端通过A／D转换，采

集4路数据，远程客户端通过浏览器实时了解采集到的数据。

1．系统说明

GP32内部包含A／D转换器，B口的8根引脚与8路A／D转换模块的引脚复用。

本系统仅使用其中的4路PTB46～PTB7。A／D转换有个参考电压问题，在B口有

引脚作为A／D转换器的输入引脚时，芯片的V一、V。。引脚分别必须接参考电压

的正、负，通常就是接电源的正、负端。正常A／D转换要求提供1MHz的ADC时

钟频率，一次一路A／D转换时间一般为16到17个ADC时钟周期，所以一股A／D

转换时间为16--17 u S。

GP32通过A／D转换器采集数据，远端客户机通过浏览器实时要查看采集的

数据信息。系统连接框图如图5—7所示。

Web服务器 ：

图5—7远程温度信息监控系统逻辑框图

2．系统工作情况说明

GP32通过A／D转换器实时采集4路数据，保存在内存中，占用4字节。Web

服务器在80端口侦听远程连接请求。由于内存等各方面的限制，仅开设1个连

接服务。如果已经建立了一个连接，侦听工作暂停。根据连接请求将采集到的数

据信息放到HTTP信息包中，发送给对方。数据发送完毕，Web报务器收到确认

信息，立即关闭连接，进入侦听状态，等待新的连接请求。

在GP32的FLASH中存储了一个简单的HTML文件，其内容如表5一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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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Web Server的FLASH中存储的HTML文件

(html)<head>(title>欢迎访问嵌入式web Serveri／title>(／head><bo曲>

<D al ign=’center’><b>欢迎访问嵌入式Web server(／b><／p>

<D align=’left。>当前A／D转换的数据<／p>

<table border=’0”width=。21％’>

<tr><td width=”50％’align=。right”><p align=”right”>第l路<／td>

<td width-’55％’><D align=”center”>O<／td><／tr>

<tr><td width=”50％’al ign=’right”><p al ign=”right’>第2路<／td>

<td width=’55％。><D align=’center’>O<／td><／tr>

(tr><td width=’50％’align=’right。>(D align=’right’>第3路<／td>

<td width=’55％。><D al ign=’center。>O<／td><／tr>

<tr><td width=’50％’align=’right’>(p align=。right”>第4路<／td>

<td width=’55％’><D al ign=”center’>O<／td><／tr>

<／table><／body><／html>

Web Server被客户端访问时，先将FLASH中存储的HTML文件的读到发送缓

冲区，然后用采集的数据替换HTML文件中的原始数据0，再发送到客户端。某

个时刻访问的界面如图5～8所示。

3．小结

图5-8数据采集的Web Server被客户端访问界面

本节讲述的嵌入式Web服务器采集的数据途径很简单，在实际应用中，数据

采集系统需要一些专业技术，诸如传感器、电子等技术。在工控领域里，基于嵌

入式Web服务器技术建立的新型监测和控制系统，将有效降低系统运行维护费

用，提高系统管理水平，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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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束语

在嵌入式系统网络化应用日趋流行的今天，设计和实现微处理器的网络接入

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可以实现基于Internet的远程数据采集、远程控

制、自动报警、上传／下载数据文件、自动发送e-mail等功能，同时也为IST

(Internet Sensor Technology网络传感器技术)、tfVAC(家庭环境自动控制)、

局部环境自动监测、智能小区管理、网络自动抄表等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提供技术

保证。

本文分析了8位MCU的低端嵌入式系统网络接入的可能性，详细论述了基于

Motorola的MC68HC9086P32芯片直接接入以太网的设计方案。这种方案仅仅在8

位MCU的嵌入式系统中增加以太网控制芯片，对硬件系统成本增加很少，适合于

广泛推广的民用产品价廉的要求。本文给出了这种方案详细的实现过程——硬件

设计和软件设计。硬件设计包括硬件的选型、硬件电路的设计、硬件电路的测试

等内容。软件设计包括以太网接口的驱动程序的编写、uIP协议栈的实现。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设计了分别基于MC68HC908GP32芯片的嵌入式客户端和

服务端的嵌入式Internet设计实例，验证了8位微处理器接入网络的可行性。

由于时间关系，本文只完成了上述几项工作，对于嵌入式Internet的研究

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①嵌入式设备通过软硬件的改进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②嵌入式Internet系统代理服务的研究。

③嵌入式设备的网上数据安全问题的研究。

当然，以上这几项工作仅仅针对嵌入式设备以太网的接入，对整个嵌入式

Internet的研究工作而言，只是极小的一个部分。不过，积水成河，聚沙成塔，

所有从事嵌入式Internet系统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爱好嵌入

式Internet系统开发的个人互相合作，相互交流，定能推动嵌入式系统网络化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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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MC68HC908GP32相关资料

附录A．1 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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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2管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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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3存储器映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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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RTL8019AS相关资料

附录B．1 RTLS019AS的管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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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2 RTL801 9AS的内部寄存器列表

No PageO Pagel Page2 Page3

(Hex)
JR3 [w] [R／Wl [R] JR] [w]

00 CR CR CR CR CR CR

01 CLDA0 PSTART PAR0 PSTART 9346CR 9346CR

02 CLDAl PSTOP PARl PsToP BPAGE BPAGE

03 BNRY BNRY PAR2 coNFIGo

04 TSR TPSR PAR3 TPSR CoNFIGl CONFIGl

05 NCR TBCRo PAR4 C∞币IG2 coNFIG2

06 FIFo n圯Rl PAR5 CONFIG3 CONFIG3

07 ISR ISR CURR TEST

08 CRDAO RSARO 姒R0 cSNSAv

09 CRnAl RSARl 驵ARl HLTCLK

OA 8019ID0 RBCRo 舭R2

OB 8019IDl RBCRl MAR3 INTR

OC RSR RCR ¨R4 RCR FM盱

OO CNTRO TCR MAR5 TCR CONFIG4

OE CNTRl DcR 姒R6 DcR

OF CNTR2 IMR MAR7 IMR

10-17 Remote DMA Port

18—1F Reset Port



附录C 基于8位MCU的嵌入吱Intcmel议计1 J宴观

附录c．1 ARP报文格式及编程时的数据结构体

O 15 16 3i

硬件类型 协议类型

硬件地址长度 上层协议的地址长度 选项

垂j生七l¨p|山^L厘Ⅱ月MLmⅢ
发送方的IP地址

发送方IP地址<续)

接收方MAC地址

接收方IP地址

编程时ARP报文数据结构体定义如下：

struct uip～arp{

u16一t hwtype：

u16一t protocol：

u8一t hwlen：

u8一t protolen：

u16一t opcode：

struct uip——eth——addr shwaddr

u16_t sipaddr[2]：

struct uip_eth—addr dhwaddr

u16一t dipaddr[2]：

}：／／ARP包数据结构

说明：／丰u16一t代表无符号的i6位整数。即unsigned int}／

／半u8～t代表无符号的8位整数，即unsigned 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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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2 I P数据报文格式及编程时的数据结构体

IP协议数据报格式如下图所示：

编程时IP头结构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胁IP头结构}／

u8 t vhl：

u8一t tos：

u8 t len[2]：

u8一t ipid[2]：

u8一t ipoffset[2]：

u8一t ttl：

U8一t proto：

u16 t ipchksum：

u16一t srcipaddr[2]：

u16一t destipaddr[2]：

}uip—ip—hd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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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O．3 TOP数据报格式及编程时的数据结构体

TCP协议的报头格式如下图所示：

O 15 16 31

发送端端口号(16位) 接收端端口号(16位)

序列号(32位)

确认号(32位)

数据偏 U A P R S F

移量(4 保留(6位) R C S S Y I 窗口大小(16位)

位) G K H T N N

检验和(16位) 紧急指针

选项(可变)

在编程时，TCP的报头结构体描述如下：

typedef struct、 h TCP header．肆}

u16一t srcport：

u16 t destport：

岫一t seqno[4]：

u8一t ackno[4]：

u8一t tcpoffset：

u8一t flags：

u8一t wnd[2]：

u16一t tcpchksum：

u8一t urgp；

u8一t optdata[4]：

)uip—tcp—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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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4保存TCP连接信息的结构体

struct uip—conn{

u8一t tcpstateflags：

u16一t lport，rport：

u16一t ripaddr[2]：

u8一t rcv_nxt[4]：

u8_t snd_nxt[4]：

u8一t ack_nxt[4]：

#if UIP—TCFi_MSS>255

u16一t mss；

#else

A TCP状态标志字节．术／

序本地和远程端口木／

／丰远程IP地址}／

A下一次应该接收的序列号丰／

A最后一次发送的序列号木／

序下一次应该接收的从对方确认的序列号木／

／木最大的传送长度木／

u8一t mss：
、

9endif|卑UIP TCP MSS鼍}

u8 t timer： A重发定时器．％／

u8一t nrtx： ／芈重发次数书／

u8一t appstate[UIP_APPSTATE—SIZE]：

／术UIP—APPSTATE_SIZE在uip—conrl中记载了应用程序信息字段的长度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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