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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遵循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哲学原理，研究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

的共性技术。目标是“降低开发门槛、节约开发成本、缩短开发时间”。从技术科学层面，提出由终端

UE、信息邮局 MPO、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三部分组成的 NB-IoT 应用架构。针对 UE，提出通用嵌入式

计算机 GEC 概念，其软件分为 BIOS 与 User 两部分。MPO 抽象为固定 IP 地址及端口。针对 HCI，凝

练出云平台侦听程序及 PC 客户端、WEB 网页、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模板，为“照葫芦画瓢”完

成具体应用产品开发提供共性技术。 

 

 

 

本书遵循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哲学原理，研究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

开发的共性技术。目标是“降低开发门槛、节约开发成本、缩短开发时间”。书中从技术科学层面，提

出了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架构，形成可复用、可移植的模板、构件、类，成为 NB-IoT 应用产品开

发的“基石”。NB-IoT 应用架构由终端 UE、信息邮局 MPO、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三个部分组成。针对终

端 UE，提出了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的概念，在硬件上把 MCU 硬件最小系统及面向具体应用的共性

电路封装成一个整体，为用户提供芯片级的可重用的硬件实体；在软件上，把嵌入式软件分为 BIOS 程

序与 User 程序两部分。信息邮局 MPO 则抽象为固定 IP 地址及端口。针对人机交互系统 HCI，凝练出

云平台侦听程序、客户端程序、WEB 网页程序、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程序等工程模板，为“照葫芦

画瓢”完成具体 NB-IoT 应用产品开发提供共性技术。全书工作形成了以 GEC 为核心，以构件为支撑，

以工程模板为基础的 NB-IoT 应用开发生态系统。  

本书提供了网上光盘，内含所有源程序、文档资料及常用软件工具。网上光盘下载地址：

http://sumcu.suda.edu.cn。 

本书适合于 NB-IoT 应用开发技术人员、工程师、高校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使用，也可作

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高年级相关课程教材，以及 NB-IoT 培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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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窄带物联网 NB-IoT 是国际通信标准化机构 3GPP 于 2016 年 5 月完成其核心标准制定的面向

智能抄表、工厂设备远程测控、智能农业、智能家居等应用领域的新一代物联网通信体系，是低

功耗广域网 LPWAN 的重要一员。NB-IoT 应用系统将成为许多实体行业的关键技术。然而，进行

NB-IoT 应用系统的技术研发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研发成本高、周期长，是许多终端企业面临的

重要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学术界需要从技术科学范畴，从面向应用角度，研究 NB-IoT 应用

产品开发的共性技术，为产业界进行 NB-IoT 应用产品开发提供基础支撑。本书就是着眼于这一

目标，研究与 NB-IoT 应用开发共性技术相对应的抽象模型，为降低 NB-IoT 应用开发的技术门槛

提供技术基础。 

书中从技术科学层面，提出了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架构，该架构由终端 UE、信息邮局

MPO、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三个部分组成。NB-IoT 终端 UE 就是形式各异的 NB-IoT 应用产品，其

共性技术研究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书中把负责 NB-IoT 通信的设施抽象为“信息邮局 MPO”，抽象

为固定 IP 地址及端口，以便简化应用系统的编程。NB-IoT 人机交互系统 HCI 就是通用计算机、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设备的抽象，它具有服务器、网页、微信、短信、手机 APP 等技

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其共性技术的抽取，以及 HCI 与 UE 的贯通共性技术研究，也是本书重点内

容之一。 

书中以构件为基础、以微控制器 MCU 芯片无关性为目标，提出了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的

概念、基本组成及实现方法，通过分析凝练 NB-IoT 终端 UE 所共有的 GPIO、UART、A/D、Flash、

Systick、I2C、SPI、uecom 等各个模块的基本知识要素，给出遵循嵌入式软件工程基本原则的底层

驱动构件封装，并把它们固化驻留于芯片中，类似于通用计算机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在此

基础上，给出了 User 程序模板，这样可以使用户专注于应用程序开发。书中以类为基础，提出了

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应用模板。通过分析 NB-IoT 通信的共性，以信息邮局模型 MPO 为基础，在

充分研究人机交互系统 HCI 通信层的共性技术基础上，以 C#语言为蓝本，遵循类封装的基本原

则，设计了 PC 机方的通信类 HCICom，具有良好的可移植性，实现了人机交互系统 HCI 应用层

程序的可复用性。此外，通过数据库及显示界面的动态设计，实现了一定条件下物理量增减的程

序自适应性。为了比较完整地涵盖 NB-IoT 应用开发的知识要素，书中还给出了人机交互系统 HCI

应用多样性研究，在云平台帧听程序及数据入库的基础上，对客户端程序、网页程序、微信小程

序、手机 APP 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给予关注，也设计了应用模板。 

本书给出的 NB-IoT 应用开发共性技术，最大限度地凝练了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过程

的一般规律，形成可复用、可移植的构件、类、模板，成为 NB-IoT 应用产品开发的“基石”和模

板（“葫芦”），以便使技术开发人员可以在此模板基础上，进行特定应用的开发（“照葫芦画

瓢”）。体现了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哲学原理。可有效地降低 NB-IoT

应用开发的技术门槛、减少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 

本书由王宜怀负责编制提纲和统稿工作，并撰写第 1～3、11～12、15 章，张建撰写第 4～8

章及对应附录，刘辉撰写第 9～10、13～14 章及对应附录。博士研究生施连敏、彭涛，硕士研究

生陈成、汪博、钱涵佳、周靖越、周欣、葛新越、张艺琳、范小青、孙亚军、程宏玉、黄志贤、刘

贤德、张蓉、徐昕等协助程序编制调试及书稿整理工作，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本书更加实用。

Arm 教育生态部、苏州电信、安芯教育、苏嵌教育等对本书提供了大力支持，电子工业版社的编

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虽历时三载，但鉴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恳望读者提出宝贵

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改进。 

 

     

                                             苏州大学  王宜怀 

                               201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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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光盘资源文件夹结构 
 

金葫芦 IoT-GEC 网上光盘下载地址：http://sumcu.suda.edu.cn→“教学与培训”→“教学资料”

→“金葫芦 IoT-GEC”，右侧选择具体型号下载即可。 

以下为网上光盘资料的文件目录结构。  

 

金葫芦网上光盘根文件夹： 

 金葫芦网上光盘根文件夹名 

资料文件夹（存放原始资料） 

文档文件夹（存放本书产生的文档） 

硬件文件夹（存放 AHL-IoT-GEC 开发套件接口底板电路原理

图） 软件文件夹（存放金葫芦所有源代码） 

工具文件夹（存放开发过程中可能使用的软件工具） 

其他（存放 C#快速入门文档及源程序） 

 

 

软件文件夹（04-Soft）下主要内容： 

 

 
金葫芦网上光盘根文件夹名 

终端 UE 文件夹 

程序下载软件 

用户文件夹 

GEC 软件模板 

人机交互系统 HCI 文件夹 

    用户侦听程序模板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模板 

PC 客户端程序模板 

    WEB 网页程序模板 

    微信小程序模板 

    Android 手机 APP 程序模板 

数据库文件夹 

各章实例文件夹 

    各章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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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缩写 
3GPP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BIOS 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r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央处理器 

CS Cloud Server 云服务器 

EOS Embedded Operation System 嵌入式操作系统 

GEC General Embedded Computer 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通用输入输出 

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HCI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人机交互系统 

IETF 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中断服务例程 

LPWAN 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 低功耗广域网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长期演进 

M2M Machine-To-Machine 机器对机器 

MCU Microcontroller Unit 微控制器 

MPO Mssage Post Office 信息邮局 

NB-IoT 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窄带物联网 

NOS No Operating System 无操作系统 

RTOS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实时操作系统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软件开发包 

UE Ultimate-Equipment 终端 

UMTS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s 通用异步收发器 

US User Server 用户服务器 

WS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无线传感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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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 述 

物联网概念从 2009 年开始热络至今已有一段时间，到了落地的时候了。特别是从 2016 年逐步开始

兴起的窄带物联网 NB-IoT 一词以及它的后续发展，给物联网技术与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是，NB-IoT 应用开发涉及到很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如传感器应用设计、微控制器编程、终端 UE 的

NB-IoT 通信、数据库系统、PC 机方侦听程序设计、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软件设计及各种具体应用等

等。概括地说，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把这个技术门

槛大幅度地降下来，服务于广大中小型物联网终端企业。基本做法是，从技术科学角度，研究抽象窄带

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所涉及的技术共性，提出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架构。这个架构抽象出窄带

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的共性技术、厘清共性与个性的衔接关系、封装软硬件构件、实现软件分层与

复用，以此来有效降低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技术门槛，为降低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提供技

术支撑。书中从应用开发共性角度，把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产品的开发过程所涉及的实体抽象为终

端 UE、信息邮局 MPO 以及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三个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研究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

用开发过程的共性技术，使之成为 NB-IoT 应用产品开发的“基石”和模板（“葫芦”），以便让开发人员

可以在此模板基础上，进行特定应用的开发（“照葫芦画瓢”①）。体现了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

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哲学原理。 

本章作为全书概述，从物联网连接的分类、窄带物联网 NB-IoT 的起源、技术特点、流行趋势等角

度给出窄带物联网 NB-IoT 简介；分析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所面临的难题及基本对策；给出全

书内容简介及阅读导引。 

1.1 窄带物联网NB-IoT简介 

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NB-IoT）是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②于 2016 年 5 月完成其核心标准制定的使用授权频段，只消耗大约 180KHz

带宽的一种蜂窝网络③。它主要面向智能抄表、智能交通、工厂设备远程测控、智能农业、远程环境监

测、智能家居等应用领域的新一代物联网通信体系。其应用领域的数据通信具有以文本信息为主、流量

不高、功耗敏感等特征。 

NB-IoT 在建设期间，可直接部署于现有的通信网络系统。如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GSM）网络④、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UMTS）网络⑤，以及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LTE）网络⑥，以降低建设成本、实现通信网络的

平滑升级。从 2017 年开始，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开始在多个城市进行 NB-IoT 布网工作。 

为了使读者快速了解窄带物联网 NB-IoT，下面从物联网连接分类、NB-IoT 的起源、NB-IoT 技术

特点、为什么 NB-IoT 将会流行等角度对 NB-IoT 做简要阐述。 

1.1.1 物联网连接的分类 

从通信速率角度划分，可以将物联网连接分为高速率、中速率与低速率三种类型。高速率（速

率>1Mbps），以视频信息为特征；中速率（100Kbps<速率<1Mbps），以语音及图片信息为特征；低速率

（速率<100Kbps），以文本信息为特征。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选择合适的通信模式。 

（1）高速率（速率>1Mbps）：以视频信息为特征，流量高，一般功耗不敏感。如：视频监控、远程

                                                        
① 照葫芦画瓢：比喻照着样子模仿，出自宋·魏泰《东轩笔录》第一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从

儿童时期起就有模仿本能，他们用模仿而获得了最初的知识，模仿就是学习”。孟子则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

亦必以规矩”，其含义是说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艺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学的人也就必定依照一定的规矩。本书借此，期

望通过建立符合软件工程基本原理的“葫芦”，为“照葫芦画瓢”提供坚实基础，达到降低 NB-IoT 应用开发难度之目

标。 

②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是一个有关通信的国际标准化机构。 

③ 蜂窝网络：我们用的手机属于蜂窝网络。“蜂窝”是指传送信号的铁塔布局，像蜂窝六边型结构，每个顶点布

局一个铁塔以便安装无线收发设备，可以实现最大覆盖面。 

④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GSM，由欧洲电信标准组织 ETSI 制订的数字移动通信标准，自 1990 年代中期投入商用以

来，被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采用。2017 年开始，GSM 网络将逐步关闭。 

⑤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UMTS，是一种第三代（3G）移动电话技术，由 3GPP 定型。 

⑥ 长期演进 LTE，是由 3GPP 组织制定的通用移动通信系统 UMTS 技术标准的长期演进，于 2004 年 12 月在

3GPP 多伦多会议上正式立项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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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器人等。目前主要使用 4G。 

（2）中速率（100Kbps<速率<1Mbps）：以语音及图片信息为特征，流量中等，一般功耗不敏感。

如：内置语音功能的可穿戴设备、智能家防等。 

（3）低速率（速率<100Kbps）：以文本信息为特征，流量不高，一般功耗敏感。如：智能仪表、环

境监测、智能家居、物流、不带语音功能的可穿戴设备、工厂设备远程控制等。若要实现广覆盖，则需

要选择新型连接方式：NB-IoT，也就是 NB-IoT 的应用领域。 

1.1.2 NB-IoT 的起源及简明发展历程 

一段时间以来，针对较低速率的数据通信业务，运营商的物联网业务主要依靠成本低廉的通用分组

无线服务技术（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GPRS）模块①，然而由于 LoRa②，SigFox③等新技术的出

现，GPRS 模块在成本、功耗和覆盖方面的传统优势受到威胁，于是在 2014 年 3 月 3GPP 提出成立新

研究项目，研究支持更低复杂度、更低成本、更低功耗、更强覆盖等的连接模式，这就是窄带物联网的

NB-IoT 雏形。 

万物互联是发展的大趋势，传统物联网存在技术、应用及产业的碎片化阻碍万物互联发展。2015 年，

全球通信业对形成一个低功耗、广域覆盖的物联网标准达成了共识，NB-IoT 标准也被正式提上议事日

程。物联网标准的制定，对整合不同碎片化应用场景的共性特征，推动物联网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

义。 

下面简要给出 NB-IoT 的发展历程（2014～2018）。 

2014 年 5 月，华为提出 NB-M2M 技术，并于 2015 年 5 月与 NB-OFDMA 融合形成 NB-CioT，同

年 9 月，NB-CioT 与 NB-LTE 融合形成 NB-IoT，2016 年 3 月，NB-IoT Wi 核心冻结，2016 年 6 月 16

日，NB-IoT 技术协议获得了 3GPP 无线接入网（RAN）技术规范组会议通过，NB-IoT 规范全部冻结，

标准化工作完成。NB-IoT 标准从立项到协议冻结仅用时不到 8 个月，成为史上建立最快的 3GPP 标准

之一。在 2016 年 9 月 NB-IoT 完成性能标准制定，同时作为主导方的华为便火速推出业内第一款正式

商用的 NB-IoT 芯片；在同年 12 月份完成 NB-IoT 一致性测试后，标志着 NB-IoT 即可进入商用阶段。

2017 年一季度，根据《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划》，NB-IoT 网络被定为信息通信业“十三五”的重

点工程之一，2017 年 6 月国家工信部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全面推进移动物联网（NB-IoT）建设发展

的通知》，明确了建设与发展 NB-IoT 网络的意义。2017 年 12 月，全球移动通信设备供应商协会发布数

据，全球已有 31 张商用网络，2018 年 6 月，全球已有 46 张商用网络，预计到 2018 年 12 月，全球将

达到 89 张商用网络。这一组组数据无不表明基于 NB-IoT 技术的物联网，在全球发展不断提速，可以

粗略地把 NB-IoT 发展历程概括为酝酿阶段、标准制定阶段及应用开始阶段，表 1-1 给出了各阶段的主

要标志。 

表 1-1 NB-IoT 简明历程 

阶段 年月 阶段性标志 

酝酿阶段 

2014 年 5 月 华为提出 NB-M2M 技术 

2015 年 5 月 NB-M2M 技术与 NB-OFDMA 融合形成 NB-CIoT 

2015 年 5 月 爱立信和诺基亚联合推出窄带蜂窝技术 NB-LTE 

2015 年 7 月 NB-CIoT 与 NB-LTE 融合形成 NB-IoT 

标准制定阶段 

2015 年 9 月 3GPP 正式宣布 NB-IoT 标准立项 

2016 年 5 月 3GPP 完成 NB-IoT 物理层、核心部分、性能部分的标准制定 

2016 年 9 月 华为推出第一款正式商用的 NB-IoT 商用芯片 

应用开始阶段 

2016 年 12 月 NB-IoT 协议一致性测试完成，正式标志着进入商用阶段 

2017 年 12 月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完成了部分 NB-IoT 基站建设 

2018 年 1 月 开始 NB-IoT 大规模市场化应用 

NB-IoT 技术作为未来 5G 物联网标准体系的基础，引起了整个通信产业链的广泛关注。我国 NB-

IoT 技术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离不开政策、技术与市场的驱动、扶持。在 NB-IoT 发展初期，我国

                                                        
① GPRS：是 GSM 移动电话用户可用的一种移动数据业务，属于 2G 通信中的数据传输技术。可以把 GPRS 看成

GSM 的延续。它是以封包（Packet）式来传输，其速率最高为 100Kbps 左右。 

② LoRa：即 Long Range 的缩写，是美国 Semtech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发布一种基于 1GHz 以下频谱的超长距低功

耗数据传输技术的芯片，现在可以认为是一种技术。它是非授权频谱的一种 LPWAN 无线技术，目前已成为低功耗广域

网的物联网组网技术之一。 

③ Sigfox 协议：是法国 Sigfox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之后提出的一种 LPWAN 网络技术，主要用于打造低功耗、低

成本的无线物联网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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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多项政策支持 NB-IoT 的发展，表 1-2 为 2014-2017 年中国物联网（NB-IoT）相关政策（部分）。 

表 1-2 2014-2017 年中国物联网（NB-IoT）相关政策（部分） 

年份 部门 政府扶持物联网（NB-IoT）相关政策 

2014 年 （1）国务院/

（2）工信部 

（1）十三五规划大力扶持健康物联网/ 

（2）物联网白皮书（2014 年） ① 

2015 年 国务院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云计算和物联网发展，推

进物联网感知设施规划布局，发展物联网开环应用 

2016 年 国务院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发展以物联网（NB-IoT）等

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 

2017 年 工信部 工信部下发《电信网编号计划（2017 年版）》②、《关于全面

推进移动物联网（NB-IoT）建设发展的通知》③，并全面部

署、推进 NB-IoT 建设发展 

1.1.3 NB-IoT 技术特点及其与其他 LPWAN 技术比较 

1．NB-IoT 技术特点 

概括地说，NB-IoT 技术有大连接、广覆盖、深穿透、低成本、低功耗等五个基本特点。 

（1）大连接：在同一基站的情况下，NB-IoT 可以比现有无线技术提供 50-100 倍的接入数，终端

连接数可达 200k/cell。 

（2）广覆盖：一个基站可以覆盖几公里范围。对农村这样广覆盖需求的区域，亦可满足。 

（3）深穿透：室内穿透能力强。对于厂区、地下车库、井盖这类对深度覆盖有要求的应用可以适

用。以井盖监测为例，GPRS 方式需要伸出一根天线，车辆来往极易损坏，NB-IoT 只要部署得当，可以

解决这一难题。 

（4）低成本：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设期，可以复用原先的设备，成本低；二是，流量费低；

三是，终端模块成本低（目前为 5 美元左右，随着大规模应用，将逐步降低）。 

（5）低功耗：终端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下，终端电池工作时间长达 10 年之久。 

2．NB-IoT 与其他 LPWAN 技术比较 

为了使读者能够更深入理解 NB-IoT 特点，下面将从终端连接数、信号覆盖范围、成本、功耗、穿

透力、数据传输速率、使用频段及频谱授权等方面，给出 NB-IoT 与 GPRS、LoRa 和 SigFox 等常用

LPWAN 技术的比较，见表 1-3。 

GPRS、LoRa 和 SigFox 各有其自身的优缺点；相对来说，NB-IoT 在 LPWAN 领域具有更好的表现。

例如，NB-IoT 在高数据传输率，覆盖面积大，终端连接数多等方面优于其他三种技术。此外，对于低

成本、低功耗和强穿透力，NB-IOT 的性能介于 GPRS、LoRa 和 SigFox 之间。 

NB- IoT 和 LoRa 作为 LPWAN 领域最为常用的两种通信技术，各有适合的应用场景。NB-IoT 属于

有通信运营商支撑的运营网络，终端 UE 数据通过运营商的基站直接送达以太网，终端 UE 用户需要向

通信运营商缴纳流量费。LoRa 为无通信运营商支撑的运营网络，需要自建基站，接入以太网，一般适

合于厂区较大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智能建筑，智能仪表，智能交通，自动化制造场景等都是 NB- IoT

的适用领域，Lora 只适合于大厂区自建基站。简而言之，大规模物联网应用需要 NB- IoT 来支撑。 

 

 

 

 

 

表 1-3 常用物联网通讯技术性能指标比较 

通讯技术 NB-IoT GPRS LoRa SigFox 

终端连接

数 

200k/cell（cell<hub） 1k/hub 200k~300k/hub 100k/hub 

                                                        
① 物联网白皮书（2014 年）官方下载网址（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发文）见如下链接所示： 

http://miit.gov.cn/n1146312/n1146909/n1146991/n1648536/c3489525/part/3489526.pdf。 

② 《电信网编号计划（2017 年版）》官方下载网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见如下链接所示：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5623706/content.html。 

③ 《关于全面推进移动物联网（NB-IoT）建设发展的通知》的官方网址（工信部发文）见如下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20/c569271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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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

（最大

km） 

22 5 20 17 

成本 

（美元/

个） 

5 5 5 1 

终端电池

工作时长

（年） 

10 0.25 10 10 

穿透力 链路预算①为: 

164 db 

链路预算为: 

144 db 

链路预算为: 

168 db 

链路预算为: 

155 db 

数据传输 

速率 

200 Kbps 20-40 Kbps 10 Kbps  0.1 Kbps 

使用频段 B5 

(电信) 

上行: 

824~849MHz   

上行: 890-915MHz 

下行: 935-960MHz 

 

150MHz 到 1GHz 全球免费频段

433、868、

915MHz 下行: 

869~894MHz 

B8(移

动， 

联通) 

上行: 

880~915MHz 

下行: 

925~960MHz 

频谱授权 LTE 带内，保护频带，独立 授权 未许可频段 未许可频段 

流量收费 MPO 运营商收取 MPO 运营商收取 只有以太网流量

费 

只有以太网流

量费 

1.1.4 为什么 NB-IoT 将会流行 

为什么窄带物联网 NB-IoT 将会流行？这个问题，可从社会需求推动、原有技术不足、运营商转型、

设备商介入、政府重视等五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 

1．社会需求的推动 

智慧城市、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无线通信将实现万物互联，未来全球物联网连接数将会达到千亿

量级，物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物联网发展正契合人们不断提升的需求，具有极大

的市场需求潜力。据市场调研机构预测，未来 5-10 年物联网连接数和市场规模即将进入大规模井喷式

发展的阶段。由此可见，万物互联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实现传统行业升级改造和公共服务水平提

升的重要环节之一。 

（1）改造升级传统行业。物联网是信息产业的又一次革命性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转

型的战略支点；将有力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引发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

方式的深度变革。物联网作为新兴技术，全面感知、可靠传递、智能处理的特征使其成为改造传统产业

的最佳选择。 

（2）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使得公共服务领域的需求逐步增大。城市管理，环境

保护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物联网的迅速崛起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 以车联网为例，车联

网是物联网最重要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应用领域之一，它使得车与车、车与人、车与路以及人与网的相

互连接，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实现信息的同步和共享，可以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缓解城市拥堵。 

2．原有技术的不足 

物联网世界存在大量的传感类、控制类连接需求，这些连接速率要求很低，但对功耗和成本非常敏

感，且分布很广、海量，现有 3G/4G 技术从成本上无法满足需求；目前虽然 2G 技术应用于部分对功耗

要求相对不高的领域，但仍有大量需求无法满足，也不是长期发展的方案。 

目前解决低功耗广域网②（Low-Power Wide-Area Network，LPWAN）的主要技术方案是利用通用分

                                                        
① 链路预算：是在一个通信系统中对发送端、通信链路、传播环境（大气、同轴电缆、波导、光纤等）和接收端

中所有增益和衰减的核算。其主要用来估算信号能成功地从发射端传送到接收端之间的最远距离及穿透能力；同等情

况下，其数值越大表示覆盖范围越大，穿透能力越强，单位为 db。 

② 广域网是相对于局域网而言的，其覆盖范围较大。对物联网应用来说，广域网可以减少技术开发层次。对应用

开发者来说，广域网能够实现终端 UE 信息到互联网系统的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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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无线业务①（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GPRS）与局部的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相结合的 GPRS+WSN 方法，但是该方法却具有成本高、开发层次多等缺点。 

3．运营商转型 

运营商具有独特的网络优势和用户优势，业务推广及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强，在设备制造、系统集成、

网络运营及平台供应这四大主题中，最有可能成为物联网运营主体。因此，运营商广泛布局物联网，对

于物联网的发展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 

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冲击之下，全球运营商正陷入话音低值化的困境，导致运营商盈利增长趋缓，

亟待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万物互联已成为全球运营商、科技企业和产业联盟积极布局的重要战略方向。

全球主流运营商将 IoT 产业作为营收增长新引擎，传统电信企业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力 IoT 业务，

互联网企业广泛布局 IoT 产业，产业联盟积极构建 IoT 生态系统。 

（1）国外运营商物联网布局。据 Gartner 统计，全球已有 428 家电信运营商正在提供或即将提供物

联网服务，并且未来 40%以上的新增节点连接来自物联网。在技术选择方面，阿联酋电信、韩国 LG、

沃达丰、德国电信、AT&T 等是 NB-IoT 的重量级推动者，而部分运营商也已经开始部署 Sigfox/LoRa 等

技术，在业务层面，运营商通过 SIM/eSIM 卡实现与各行业的合作整合。 

（2）国内运营商物联网布局。三大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以连接管理平台为

着力点，并逐步向开发平台延伸拓展。中国移动是国内最早展开物联网探索和布局的运营商，目前占据

国内 70%的物联网市场，从数量上已是全球最大的物联网运营商；中国联通在 2010 年成立了物联网研

究院，重点关注 NB-IoT；中国电信于 2010 年建设物联网运营支撑平台，提供 M2M 平台为核心的物联

网平台服务，加快物联网应用型业务的研发与推广。 

4．设备商介入 

运营商对 NB-IoT 商用部署的提速，意味着该产业链的相关公司将迎来投资机会，设备商、芯片商、

终端厂商将先后受益。而事实上，产业链上的一些公司已开启抢跑模式。 

芯片是 NB-IoT 核心关键，全球主要的芯片设计公司早已投入研发。有三类芯片公司涉足 NB-IoT

领域，一是通信芯片公司，如高通、华为、中兴等；二是计算机芯片公司，如 Intel；三是无线芯片公司，

如 MTK 等。华为首款商用 NB-IoT 芯片在 2017 年一季度正式量产；在 NB-IoT 芯片制造如火如荼的同

时，产业设备商也积极融入；其中包括仪表公司、可穿戴设备公司等在内的几十家终端设备商都在参与

华为 NB-IoT 芯片的合作和测试。 

5．政府重视 

国务院在 2009 年发布“感知中国”战略，拉开我国物联网发展的序幕，随后，为了进一步促进物

联网健康发展，加强对物联网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的引导，我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不断促进物

联网发展，由于之前详细介绍过政府扶持物联网 NB-IoT 发展的多项政策，此处不再冗余介绍，具体详

情见表 1-2 所示。 

针对积极推动物联网 NB-IoT 的发展，各地方政府也在专项规划、行动方案、土地使用、税收优惠

等多个方面为物联网发展提供支持。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物联网发展，推进物联网感知

设施规划布局”，物联网已成为我国政府重点规划的战略项目之一。未来，在政府相关政策的驱动下，

物联网必将保持健康、快速地发展，并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2017 年 6 月 6 日国家工信部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全面推进移动物联网（NB-IoT）建设发展的通

知》，明确了建设与发展 NB-IoT 网络的意义，对 NB-IoT 标准、设备、芯片、模组、测试、应用、网络

等方面，部署了具体任务。特别是，在 NB-IoT 网络建设方面，2018 年初，实现了全国全网近 40 万个

NB-IoT 基站的建设，确保了对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其他主要城市的覆盖；预计到 2020 年全国基站规模

达到 150 万个，实现普遍覆盖。这就意味着，NB-IoT 技术将快速生根落地，开花结果。 

1.2 降低NB-IoT应用开发技术门槛的基本思路 

虽然 NB-IoT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 NB-IoT 应用开发涉及传感器应用设计、微控制器编程、终

端 UE 的 NB-IoT 通信、数据库系统、PC 机方侦听程序设计、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软件设计等过程，

是一个融合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系统，因而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寻找降低 NB-IoT 应用开发门槛的方

                                                        
① GPRS：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属于 2G 的数据业务，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会是

物联网的重要连接方式之一。且通过芯片优化、收费模式的变革、应用层面的标准化等工作，将会换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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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1.2.1 NB-IoT 应用开发所面临的难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物联网智能制造系统已经受到许多实体行业的广泛重视。然而，进行物联

网智能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主要表现在：需要软硬件协同设计，涉及软件、硬

件及行业领域知识；一些系统具有较高的实时性要求；许多物联网智能产品必须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与

稳定性；开发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软硬联合测试等等。因此开发物联网智能产品会出现成本高、周期长、

稳定性难以保证等困扰，对技术人员的综合开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问题是许多中小型终端产

品企业技术转型的重要瓶颈之一。 

大多数具体的物联网智能系统是针对特定应用而开发，许多终端企业的技术人员往往从“零”做起，

对移植与复用重视不足，新项目的大多数工作必须重新开发，不同开发组之间也难以共用技术积累。通

常，系统的设计、开发与维护交由不同的人员负责，由于设计思想不统一，会使人员分工不明确、开发

效率低下，给系统的开发与维护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 

1.2.2 解决 NB-IoT 应用开发所面临难题的基本思路 

解决 NB-IoT 应用开发所面临难题的基本思路是：从技术科学层面，研究抽象物联网应用系统的技

术共性，加以凝练分析，形成可复用、可移植的构件、类、框架。实现整体建模，合理分层，达到软硬

可复用与可移植的目的。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是：提出物联网智能系统的应用架构及应用方法，给出

软硬件模板（“葫芦”），以便使技术人员可以在此模板基础上，进行特定应用的开发（“照葫芦画瓢”）。

这个架构抽象物联网智能系统的共性技术、厘清共性与个性的衔接关系、封装软硬件构件、实现软件分

层与复用。以此来有效降低技术门槛、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明确人员职责定位、减少重复劳

动、提高开发效率。从形式上说，可以把这些内容称为“中间件”。它不是终端产品，但为终端产品服

务，有了它，可以较大地降低技术门槛。 

关于窄带物联网 NB-IoT 简介，包括定义、起源、技术特点等内容，在公网上介绍很多，1.1 节已经

给出一个概括性总结，这些内容建议本书读者了解即可，不要花过多精力纠结于 NB-IoT 的定义，不必

受一些空洞无物培训班、讲座、报告的误导，停留于面上。而应该静下心来，在基本理论指导下，通过

实际项目的训练，掌握窄带物联网NB-IoT应用系统的基本开发方法与流程，理解基本软硬件设计过程，

了解底层驱动基本原理，提高编程鲁棒性、规范性、可移植性与可复用性，掌握软硬协同调试方法。从

而达到提高物联网应用系统的实际开发能力，为提高开发效率、减少开发时间、提高系统稳定性而不懈

努力。 

1.3 本书主要内容 

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分析、实践、归纳，遵循嵌入式软件工程的基本原则，本书试图从应用架构、

硬件体系、终端 UE、数据入库、多种人机交互系统等多个方面进行设计介绍，并根据物联网从底层到

高层的体系架构进行设计，为用户提供多个“葫芦”，帮助用户快速地理解、完成“照葫芦画瓢”的任

务。 

1．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问题的思路（第 1 章） 

第 1 章作为全书概述，从物联网连接的分类、窄带物联网 NB-IoT 的起源、技术特点、流行趋势等

角度给出窄带物联网 NB-IoT 简介；分析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开发所面临的难题及解决这个难题的

基本思路；给出全书内容简介及阅读导引。 

2．从应用开发角度提出 NB-IoT 应用架构（第 2 章） 

第 2 章从应用开发角度提出 NB-IoT 应用架构。该架构由 NB-IoT 终端（UE）、NB-IoT 信息邮局

（MPO）、NB-IoT 人机交互系统（HCI）三个部分组成。终端（UE）负责数据采集、控制、运算，并含

有 NB-IoT 通信，以便接入互联网。信息邮局（MPO）实现终端（UE）与人机交互系统（HCI）的通信

工作，由通信运营商负责。应用开发技术人员只需理解如何与之接口即可。类比于寄信，只需知道如何

写好信封即可把信寄出。人机交互系统（HCI）是基于个人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的操作界面。简单

地说，NB-IoT 应用架构（Application Architecture）由 UE 终端编程框架、HCI 的侦听程序框架、Web 网

页编程框架、以及微信、短信、手机 App 编程框架等多个模板（Template）①组成。 

                                                        
① 这里总体结构部分使用架构一词，对应英文使用 Architecture，各部分使用模板一词，对应英文使用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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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速理解通信 NB-IoT 通信过程及数据入库（第 3～4 章） 

第 3 章给出一个完整的、可直接运行验证的 NB-IoT 实例，以便读者能快速地掌握基本测试方法；

同时本章详细介绍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及使用方法，并借之辅助理解 NB-IoT 通信过程。第 3 章给

出的测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需终端 UE 硬件情况下测试 NB-IoT 通信，目的是使读者在不具备硬件

条件的情况下测试 NB-IoT 的通信过程。另一种是在购买使用金葫芦 IoT 开发套件的条件下，学习如何

快速测试读者当地 NB-IoT 通信情况。针对与一般评估系统的不同之处，本章提出“金葫芦 IoT-GEC”

这一新颖概念，并设计出完整的开发套件，只为方便开发者；同时介绍基于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

的 NB-IoT 通信过程，帮助用户更好地体会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用法，为实际开发提供必要的基

础。 

第 4 章给出如何理解系统通信过程的详细阐述。它是本书难点之一，主要针对希望深入理解整个窄

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架构技术体系基本原理的读者。本章介绍了终端 User 程序执行流程、终端 UE 与

MPO 的接口 uecom 构件、HCI 与 MPO 的接口 HCICom 类、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 US-Monitor 的执行过

程，以及数据入库的详细过程。其中，重点介绍了通信的关键组件：uecom 构件及 HCIcom 类的基本解

析。考虑到整个通信过程是由上行、下行过程组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应用开发方便，把终端 UE

的通信过程封装成“uecom 构件”、把 HCI 端通过侦听获得数据以及发送数据过程封装成“HCIcom 类”，

这样就屏蔽了通信过程的具体细节，UE 端应用层开发直接调用“uecom 构件”，HCI 端应用程序直接调

用“HCIcom 类”，提高了应用层程序开发的“颗粒度”，降低了开发门槛。 

4．给出基于云转发服务的“照葫芦画瓢”样例（第 5 章） 

为了用户能够深入理解、快速上手，第 5 章给出了“照葫芦画瓢”样例，以便读者可以快速构建自

己的物联网应用系统。该章从实际需求出发，演示了“照葫芦画瓢”的具体流程，带领开发者迅速了解

整个项目工程开发的过程。根据本书提供的规范而又全面的项目示例，学习者可以在实践中去深入理解

整个应用架构理论模型及相应的通信机制。为了加深学习者对“照葫芦画瓢”过程的理解，该章给出了

两个测试题目，希望学习者能够独立完成。 

5．基于云服务器的 NB-IoT 的应用开发过程及应用（第 6～10 章） 

数据存储在具有固定 IP 地址的计算机上，可以提供基于浏览器的远程操作、微信小程序的数据访

问、手机 APP 的数据访问，并通过这些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具体形式，实现与 NB-IoT 终端 UE 的数

据通信。需要完成这些软件服务的前提条件是 NB-IoT 终端 UE 的数据能够送到具有固定 IP 地址的计算

机，这里把远程具有固定 IP 地址的计算机称之为云服务器（Cloud Server，CS）。第 6 章介绍运行在云

服务器 CS 上的侦听程序 CS-Monitor 的编程模板，基于云服务器 CS 上数据库的客户端程序 Client 编程

模板，以及开发者如何利用这些模板完成自己项目的侦听程序及客户端程序。第 7 章～第 10 章分别给

出通过 PC 客户端、Web、微信小程序、Andriod APP 等进行数据访问的编程模板使用方法。Web 网页

是运行于服务器端的软件，是通过浏览器的形式与用户进行交互的重要途径。为了尽可能涵盖物联网场

景的基本应用，给出微信、短信、App 等基本模板。也许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微信、短信、App 这些

信息传递模式不属于 NB-IoT 的应用范畴，不需要作为 NB-IoT 应用架构的一个要素。这里，把它们作

为 NB-IoT 应用架构中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一个要素，作为 NB-IoT 应用开发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给

出基本模板，可以使读者从诸多浩繁的“从入门到精通”书籍中解脱出来，基于这些模板快速简单地利

用新型互联网工具实现物联网终端 UE 信息的传输与发布。 

6．终端 UE 的核心：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第 11 章） 

第 11 章将对“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这一新概念的提出进行详细描述，同时对其组成成分进行

细致介绍。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作为终端 UE 的核心，是软、硬件的结合，其硬件组成包括 MCU、

通信模组与硬件最小系统，其软件组成包括引导程序 BIOS 以及用户 User 程序。本章首先详细介绍 GEC

概念提出的由来、基本内涵以及基于 GEC 的 NB-IoT 应用架构结构框图，接着对其硬件组成以及软件

结构进行详细介绍。其中，软件结构的介绍包括对引导程序 BIOS 的介绍、对 GEC 基础构件、应用构

件与软件构件概念的介绍以及对用户 User 程序框架的介绍。通过对 GEC 进行全方位的介绍，让开发者

对 GEC 的认知更具直观性。 

                                                        
没有特别含义，只是为了便于区分总体与分部，不必纠结于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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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于 GEC 架构的常用基础构件设计（第 12 章） 

通过第 12 章对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常用的基础构件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主要包括：GPIO、

UART、ADC、Flash、I2C 等，利用这些构件可以完成 GEC 的大部分常用功能编程。本章将从芯片无关

性角度阐述基本构件的知识要素，列举了基本构件的 API 及其功能介绍，并给出测试方法帮助读者的

深入理解，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基础构件。 

8．关键构件/类解析：uecom 构件与 HCICom 类（第 13 章） 

uecom 构件为终端的通信构件，而 HCICom 类为上位机的通信类。终端与上位机的主要对外通信

主要是通过 uecom 构件和 HCICom 类协同完成，所以理解二者的实现细节也是金葫芦学习的重难点。

本章（第 13 章）再次对 uecom 构件与 HCICom 类进行了详细介绍，相对于第 4 章来说，第 4 章只是对

uecom 构件与 HCICom 类的知识要素和使用方法做了简要介绍，但不曾进行细致剖析；而本章（第 13

章）将详细分析二者主要方法的实现细节，并给出具体应用场景，同时对主要方法的应用流程进行介绍，

从而促进读者对二者的理解。 

9．基于 GEC 架构的 NB-IoT 应用产品开发过程（第 14 章） 

第 14 章的初衷仍然是“照葫芦画瓢”的思想，通过为用户提供“葫芦”，帮助用户快速地画出“瓢”；

同时基于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架构，避免终端 UE 存在的可移植性弱、更换芯片难等问题，这样可

以帮助用户加快开发进度，从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应用层面的开发。 

本章主要是对基于 GEC 架构的 NB-IoT 应用产品开发过程的抽象概括，其中包括需求分析、模板

选择、硬件评估与设计、终端 UE 以及人机交互系统 HCI 软件设计，最终给出软硬件协同测试方案。借

助于本章凝练出的共性方法论，再结合第 15 章具体案例所提的不同产品需求，则可完成多个 NB-IoT 项

目。 

10．更深入问题的讨论（第 15 章） 

第 15 章给出如何在终端 User 程序中新增一个应用级构件；如何在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中新增一个

类。同时讨论终端 UE 的 MCU、通信模组的多型号适应性问题；集成开发环境适应性问题；人机交互

系统 HCI 的语言相关性问题；NB-WSN 网关；GPS/北斗定位芯片的融入方法；安全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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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NB-IoT应用架构的基本要素 

本章是全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章属于理论体系范畴，将从 NB-IoT 应用开发共性技术的角度，

把 NB-IoT 应用架构抽象为 NB-IoT 终端（UE）、NB-IoT 信息邮局（MPO）、NB-IoT 人机交互系统（HCI）

三个组成部分，分别给出其定义，并给出由此延伸的基本概念。理解这些概念有助于掌握 NB-IoT 应用

架构。 

2.1 建立NB-IoT应用架构的基本原则 

运营商建立 NB-IoT 网络布局，其目的在于为 NB-IoT 应用产品提供信息传送的基础设施。有了这

个前提，NB-IoT 应用开发研究得以展开。但是，NB-IoT 应用开发涉及到许多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上

一章中，提出的解决 NB-IoT 应用开发所面临难题的基本思路是，要从技术科学层面，研究抽象 NB-IoT

应用开发过程的技术共性。 

本章将遵循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哲学原理，从技术科学范畴，以面向应

用的视角，抽取 NB-IoT 应用开发的技术共性，建立起能涵盖 NB-IoT 应用开发知识要素的应用架构，

为实现快速规范的应用开发提供理论基础。 

从个别到一般，就是要把 NB-IoT 应用开发的所涉及软件硬件体系的共性抽象出来，概括好、梳理

好，建立与其知识要素相适应的抽象模型。为具体的 NB-IoT 应用开发提供模板（“葫芦”），为“照葫芦

画瓢”提供技术基础。 

从一般到个别，就是要厘清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充分利用模板（“葫芦”），依据“照葫芦画瓢”方

法，快速实现具体应用的开发。 

2.2 终端UE、信息邮局MPO与人机交互系统HCI的基本定义 

NB-IoT 应用架构（Application Architecture）是从技术科学角度，整体描述 NB-IoT 应用开发所涉及

的基本知识结构，主要体现开发过程所涉及的微控制器 MCU、NB-IoT 通信、人机交互系统等层次。 

 

 

 

 

 

 

 

 

 

 

 

 

 

图 2-1 NB-IoT 应用架构 

从应用层面的技术开发角度来说，NB-IoT 应用架构可以抽象为 NB-IoT 终端 UE、NB-IoT 信息邮

局 MPO、NB-IoT 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三个组成部分（见图 2-1）。这种抽象为深入理解 NB-IoT 的应用层

面开发共性提供理论基础。 

2.2.1 NB-IoT 终端（UE） 

定义 2.1（NB-IoT 终端）。 NB-IoT 终端（Ultimate-Equipment，UE）是一种以微控制器（MCU）为

核心，具有数据采集、控制、运算等功能，带有 NB-IoT 通信功能，甚至包含机械结构，用于特定功能

的软硬件实体。如 NB-IoT 燃气表、NB-IoT 水表、NB-IoT 电子牌、NB-IoT 交通灯、NB-IoT 智能农业

设备、NB-IoT 机床控制系统等等。 

UE 一般以 MCU 为核心，辅以通信模组及其他输入输出电路构成，MCU 负责数据采集、处理、分

析，干预执行机构，以及与通信模组的板内通信连接，通信模组将 MCU 的板内连接转为 NB-IoT 通信，

以便借助基站与远程服务器通信。UE 甚至可以包含短距离无线通信机构，与其他物联网节点实现通信。 

UE 内含手机卡（目前使用电子卡，也可以集成到通信模组中），这个卡的学名叫“用户识别卡”，

NB-IoT终端UE

特征：联网计算机、手机

上行（1）
上行（2）

下行（2）
下行（1）

特征：IMSI号
例如：460042189101966

特征：固定IP地址
例如：116.62.63.164

人机交互系统HCI

NB-IoT基站

NB-IoT信息邮局MPO

NB-IoT云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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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SIM 卡，含有唯一的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也就是卡号。UE 用户通过这个号给信息邮局 MPO

运营商或者 NB-IoT 服务机构交费。目前，已经可以做到这个费用由终端 UE 的芯片厂商或中间件供应

商统一缴纳，终端 UE 用户直接使用终端 UE 芯片即可，避免了许多繁琐手续。 

2.2.2 NB-IoT 信息邮局（MPO） 

定义 2.2（NB-IoT 信息邮局）。NB-IoT 信息邮局（Mssage Post Office，MPO）是一种基于 NB-IoT

协议的信息传送系统。由 NB-IoT 基站 eNodeB（eNB）与 NB-IoT 云服务器组成。在 NB-IoT 终端（UE）

与 NB-IoT 人机交互系统（HCI）之间起信息传送的桥梁作用。由信息运行商负责建立与维护。 

从物理角度，NB-IoT 基站由户外的铁塔与 NB-IoT 基站路由器构成。铁塔是基站路由器支撑机构，

作用是把 NB-IoT 基站路由器高高地挂起，提高 NB-IoT 基站路由器的无线覆盖范围。从应用开发用户

编程角度来看，NB-IoT 基站路由器是个中间过渡，编程者可以忽略这个。 

信息邮局 MPO 中的云服务器（Cloud server，CS），可以是一个实体服务器，也可以是几处分散的

云服务器，对编程者来说，它就是具体信息侦听功能的固定 IP 地址与端口。这是要向信息邮局 MPO 运

营商或第三方机构申请并交纳费用的。 

2.2.3 NB-IoT 人机交互系统（HCI） 

定义 2.3（NB-IoT 人机交互系统）。  NB-IoT 人机交互系统（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

是实现人与 NB-IoT 信息邮局（NB-IoT 云服务器）之间信息交互、信息处理与信息服务的软硬件系统。

目标是使人们能够利用通用计算机（PC）、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设备，通过 NB-IoT 信息邮

局 MPO，实现获取 NB-IoT 终端 UE 的数据，并可实现对终端 UE 的控制等功能。 

从应用开发角度，人机交互系统 HCI 就是与信息邮局 MPO 的固定 IP 地址与端口打交道，通过这

个固定 IP 地址与端口实现与终端 UE 的信息传输。 

2.3 NB-IoT通信过程与应用开发相关的基本概念 

从应用开发角度，只需简单理解几个与终端 UE、信息邮局 MPO、人机交互系统 HCI 直接相关的

基本概念即可，不必触及过多的术语。 

2.3.1 与终端 UE 相关的基本概念 

1．使用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作为终端 UE 的唯一标识 

终端 UE 需要一个唯一的标识，以便区别不同的终端 UE，可使用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来作

为终端 UE 的唯一标识，这也是向信息邮局 MPO 缴纳费用的标识。 

通常的手机需要一个 SIM 卡，在手机中就被称为“手机卡”，NB-IoT 终端 UE 也需要一个 SIM 卡，

一般情况下它被直接封装在芯片内部被称为 eSIM 卡。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Number），是区别移动用户

的标志，其总长度不超过 15 位，存储在移动设备的用户识别卡 SIM（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Module）

中。每个用户识别卡 SIM 有一个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①。在 NB-IoT 系统中，它是终端用户的唯一

标识，通信运行商，通过这个号收取通信流量费用，欠费的 NB-IoT 终端是无法通信的。在研发过程中，

开发人员通常以 IMSI 号为终端设备的唯一标识，为了交流方便，口语上称之为“SIM”卡号，简称卡

号。 

2．其他需要了解的基本概念 

NB-IoT 终端 UE 中包含了 MCU、通信模组、电子卡等。通信模组也有个身份码 IMEI，这个概念

需要了解一下。此外，终端 UE 需要连接基站，需要了解与此相关的概念或名称，如基站号、信号强度、

信噪比、 

                                                        
① IMSI 由不超过 15 位数字组成，每位数字仅使用 0~9 的数字，在手机中的含义是，前三位称为移动国家码 MCC

（Mobile Country Code），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在全世界范围内统一分配和管理，唯一识别移动用户所属国家或地区，

中国为 460。随后 2~3 位为移动网络号码 MNC（Mobile Network Code），用于识别移动用户所归属的移动通信网，如中

国电信 CDMA 系统使用 03、05、电信 4G 使用 11 等等。最后为移动用户识别号码 MSIN（Mobile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Number），用以识别某一移动通信网中的移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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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 IMEI 

国际移动设备身份码 IMEI（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也是国际移动设备辨识码，是

由 15 位数字组成的“电子串号”，它与每台移动设备一一对应，每一台移动设备在产品生产过程后都将

拥有一个全球唯一 IMEI①。在 NB-IoT 系统中，它是通信模组的唯一标识，由通信模组生产商写入通信

模组，开发者可以通过 AT 指令②获取通信模组的 IMEI 号，是通信模组标识，也可把把它作为 UE 的标

识。 

2）基站号 

当终端 UE 射频信号打开时，终端 UE 会与附近的基站连接。终端 UE 可以通过 AT 指令获取连接

的基站号，再根据基站号即可分析终端 UE 的地址。 

3）信号强度 

信号强度表示基站与终端 UE 之间通信能力的好坏。信号强度的度量单位 dBm，这是是一个表示

功率绝对值的物理量，也可以认为是以 1m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计算公式为：10log（功率值/1mw）。 

实际应用时，信号强度可以标准化为用 0～100相对值表示，便于理解。正如手机信号强度用“刻

度”表达一样。 

4）信噪比 

信噪比（Signal-Noise Ratio，SNR）是指信号与噪声的比例，单位 dB，中文读作“分贝”。越大越

好。信噪比也可以标准化为用 0～100相对值表示，便于理解。 

5）信息邮局给终端分配的 IP 地址 

当终端 UE 成功地连接到信息邮局 MPO 时（通信术语即附着到核心网时），基站会向成功连接的终

端 UE 分配一个临时的 IP 地址，以供终端 UE 与信息邮局 MPO 进行数据交互。 

2.3.2 与信息邮局 MPO 相关的基本概念 

在 NB-IoT 终端通信编程中，需要提供一个固定 IP 地址和端口号，以供终端 UE 与信息邮局 MPO

服务器建立连接进行数据交互。目前许多 IT 类公司均有提供服务器租赁服务（即云平台服务），可提供

有固定 IP 地址的服务器。在本书中，固定 IP 地址和端口号就是 NB-IoT 信息邮局 MPO 的抽象表现形

式了。 

为此，下面对 IP 地址与端口号的基本概念做概括性总结。 

1．IP 地址 

Internet 上的每台主机都有一个唯一的 IP 地址。IP 地址由网络号（Network ID）和主机号（Host ID）

两部分组成。网络号标识的是 Internet 上的一个子网，而主机号标识的是子网中的某台主机。 

IP4 的地址长度为 32 位，分为 4 段，每段 8 位，如用十进制数字表示，则每段数字的范围为 1～

254(0 和 255 除外)，段与段之间用句点“.”隔开。例如 192.168.149.1。IP 地址就像是家庭住址一样，

如果您要写信给一个人，您就要知道他（她）的地址，这样邮递员才能把信送到，计算机发送信息就好

比是邮递员，它必须知道唯一的“家庭地址”才能不至于把信送错人家。只不过一般的地址使用文字来

表示，而计算机的地址用数字来表示。 

                                                        
① IMEI 由 15 位数字组成，每位数字仅使用 0~9 的数字，在手机中的含义是，前 6 位数（TAC，Type Approval Code）

是“型号核准号码”，一般代表机型；接着的 2 位数（FAC，Final Assembly Code）是“最后装配号”，一般代表产地；之

后的 6 位数（SNR，Serial Number，出厂序号）是“串号”，一般代表生产顺序号；最后 1 位数（SP）通常是“0”，为检

验码，备用。IMEI 码具有唯一性，一般贴在手机背面的标志上，并且写于手机内存中。它也是该手机在厂家的“档案”

和“身份证号”。如：SAMSUNG 的一台 GT-I9308 手机的 IMEI 是：355065 05 331100 1/01。其中，355065 是 TAC，05

是 FAC，331100 是 SNR，1 是 SP，01 是软件版本号。 

② AT 指令：AT 即 Attention，一般应用于终端设备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与通信。本书特指通信模组通过串口能够

接受的指令。每条 AT 指令，以字符“AT”为开始，以回车符为结尾，最长为 1058 字节（含 AT 两个字符）。对于 AT 指

令的发送，除 AT 两个字符外，最多可以接收 1056 个字节的长度（包括最后的空字符）。通信模组生产厂家在参考手册

中会给出其支持的 AT 指令集，供通信模组底层驱动开发人员使用。一般应用级编程人员，只需要了解通信模组底层驱

动构件（uecom）是通过 AT 指令指令实现的，着重掌握 uecom 构件的使用方法即可进行应用层面的程序设计。因此，本

书不再介绍具体的 AT 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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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网络号（即网络地址）和主机号（即主机地址）的 IP 地址可分为 A、B、C、D、E 共 5 类，

常用的是 B 和 C 两类。 

A 类 IP 地址：用 7 位来标识网络号，24 位标识主机号，最前面 1 位为“0”，全世界总共只有 126

个①A 类网络，每个 A 类网络最多可以连接 16777214 台②主机。 

B 类 IP 地址：用 14 位来标识网络号，16 位标识主机号，最前面 2位是“10”。B 类地址的第 1 段

取值介于 128～191 之间，前 2 段合在一起表示网络号。B 类地址适用于中等规模的网络，全世界大约

有 16000 个 B 类网络，每个 B 类网络最多可连接 65534 台主机。 

C 类 IP 地址：用 21 位来标识网络号，8 位标识主机号，最前面 3位是“110”。C 类地址的第 1 段

取值介于 192～223 之间，前 3 段合在一起表示网络号。最后 1 段标识网络上的主机号。C 类地址适用

于校园网等小型网络，每个 C 类网络最多可以有 254 台主机。 

网络地址是因特网协会的网址分配机构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负责分配，目的是为了保证网络地址的全球唯一性。主机地址是由各个网络的系统管理员分

配。网络地址的唯一性与网络内主机地址的唯一性确保了 IP 地址的全球唯一性。 

根据用途和安全性级别的不同，IP 地址还可分为两类：公用地址和私有地址。公用地址在 Internet

中使用，可以在 Internet 中较为随意访问。私有地址只能在内部网络中使用，只有通过代理服务器才能

与 Internet 通信，IP 地址中的私有地址有：10.0.0.0～10.255.255.255、172.16.0.0～172.31.255.255、

192.168.0.0～192.168.255.255。 

在计算机中，IP 地址是分配给网卡的，每个网卡有一个唯一的 IP 地址，如果一个计算机有多个网

卡，则该台计算机则拥有多个不同的 IP 地址，在同一个网络内部，IP 地址不能相同。 

2．端口号 

一台拥有 IP 地址的主机可以提供许多服务，比如 Web 服务、FTP 服务、SMTP 服务等，这些服务

完全可以通过 1 个 IP 地址来实现。就好比一座大楼里有许多不同的房间，每个房间的功能不同，大楼

的名字相对于 IP 地址，房间号相当于端口号。那么，主机是怎样区分不同的网络服务呢？显然不能只

靠 IP 地址，因为 IP 地址与网络服务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实际上是通过“IP 地址+端口号”来区分

不同的服务的。 

为了在一台设备上可以运行多个程序，人为的设计了端口（Port）的概念，类似的例子是公司内部

的分机号码。规定一个设备有 216个，也就是 65536 个端口，每个端口对应一个唯一的程序。每个网络

程序，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都对应一个或多个特定的端口号。由于 0～1024 之间多被操作系统

占用，所以实际编程时一般采用 1024 以后的端口号。下面是一些常见的服务对应的端口：ftp：21，telnet：

23，smtp：25，dns：53，http：80，https：443。 

3．数据流向：上行与下行 

终端 UE 把“信息”交给信息邮局 MPO，信息邮局 MPO 把“信息”运送到人机交互系统 HCI，人

机交互系统 HCI 接收“信息”，这就是上行过程。人机交互系统 HCI 把“信息”交给信息邮局 MPO，

信息邮局 MPO 把“信息”运送到终端 UE，终端 UE 接收“信息”，这就是下行过程。 

概括地说，上行是指终端 UE 通过信息邮局 MPO 向人机交互系统 HCI 传送信息；下行是指人机

交互系统 HCI 通过信息邮局 MPO 向终端 UE 传送信息。 

4．事务：UE-HCI 事务与 HCI-UE 事务 

UE-HCI 事务：UE 通过 MPO 向 HCI 索要数据，至少需经历一次上行数据流向与一次下行数据流

向。 

HCI-UE 事务：HCI 通过 MPO 向 UE 索要数据，至少需经历一次下行数据流向与一次上行数据流

向。 

2.3.3 与人机交互系统 HCI 相关的基本概念 

人机交互系统 HCI 包含通过信息邮局 MPO 接收终端 UE 数据的计算机，供人机交互使用的手机、

平板电脑等。 

                                                        
① 126=27-2 

② 16777214=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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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侦听程序与云服务器 

终端 UE 主动向（固定 IP 地址：端口）发送数据，可以把具有固定 IP 地址且负责接收数据的计算

机器称为云服务器或云平台。要把数据收下来，云服务器上必须运行一个程序负责此相工作，这就是侦

听（monitor）程序。它负责监视 UE 是否有发来数据，若有数据就把它收下来放入数据库，还要负责

把人机交互系统要送给终端的数据发送给终端。 

云服务器具有固定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是侦听程序及数据库的物理支撑。侦听程序及数据库的运

行和维护都在云服务器完成。云服务器的访问需要具有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云服务器的使用需要向第

三方机构缴纳费用。 

2．数据库 

数据库是驻留在云服务器上的存储数据的地方。数据库由若干张表组成，每张表又由若干个字段组

成，对数据库的操作大多是对表的操作，而对于表的基本操作有：增、删、改、查。 

3．客户端 

客户端或称为用户端，是指与服务器相对应，为客户提供本地服务的程序。一般安装在普通的用户

计算机（可被称为客户机）上，需要与服务端互相配合运行。较常用的用户端包括了如万维网使用的网

页浏览器，以及即时通讯的客户端软件等。对于这一类应用程序，需要网络中有相应的服务器和服务程

序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数据库服务等等。这样在客户机和服务器端，需要建立特定的通信连接，来保

证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本书单独一章讨论通过 PC 客户端访问 NB-IoT 终端数据的编程方法，并给出

其模板。 

4．Web 网页 

Web 网页是存储运行在云服务器上的软件，用户在获得对应网址后可以借助浏览器访问其中内容，

并实现与云服务器的交互。这里的网址可以是 IP 地址，也可以是域名地址。浏览器是指可以显示网页

服务器或者文件系统的 HTML 文件内容，并让用户与这些文件交互的一种软件。与客户端不同，Web

网页的程序及程序的运行都不在本机而在云服务器，由此，节省了本地的空间。本书单独一章讨论通过

Web 网页访问 NB-IoT 终端数据的编程方法，并给出其模板。 

5．微信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简称小程序，英文名 Mini Program，是腾讯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9 日正式发布的一种

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平台，它实现了应用“触手可及”的梦想，用户扫一扫或者搜一下即可

打开应用。也体现了“用完即走”的理念，用户不用关心是否安装太多应用的问题。对于开发者而言，

小程序开发门槛相对较低，难度不及 APP，能够满足简单的基础应用。并且小程序能够实现消息通知、

线下扫码、公众号关联等七大功能。其中，通过公众号关联，用户还可以实现公众号与小程序之间相互

跳转。本书单独一章讨论通过微信小程序访问 NB-IoT 终端数据的编程方法，并给出其模板。 

6．手机 APP 

手机 APP 软件主要指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完善原始系统的不足与个性化。是手机完善其功

能，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使用体验的主要手段。手机软件的运行需要有相应的手机系统，目前主要的手

机系统是苹果公司的 iOS 和谷歌公司的 Android 系统。手机 App 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随时随地实现用

户与服务器的交互，相比微信小程序和网页的不足在于手机 APP 的安装与运行都在本机，更消耗本机

资源。本书单独一章讨论通过 APP 访问 NB-IoT 终端数据的编程方法，并给出其模板。 

2.4 对NB-IoT通信过程的简明理解 

在有了 NB-IoT 应用架构之后，类比通过邮局寄信的过程，来理解 NB-IoT 的通信过程。虽然流程

不完全一样，但仍然可以做一定的对比理解。注意取其意，忘其形，不能牵强对比。 

UE 要“寄”出信息过程是：UE 有个唯一标识，SIM 卡号，即 IMSI（自身地址，即寄件人地址）。

对方地址是个中转站（这就是收件人地址了）：固定 IP地址与端口（从编程角度，可以简单理解为Socket①）。

                                                        
①许多中文书籍把 socket 翻译为“套接字”，这里可理解为终端 UE 与人机交互系统 HCI 通信“交接”的地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D%E5%8A%A1%E5%99%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4%BB%B6%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HTML%E6%96%87%E4%BB%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4%BB%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4%BB%B6/1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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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邮局 MPO 把通过安装在通信铁塔上基站传来的“信件”，送到了固定 IP 地址与端口这个中转站。

人机交互系统 HCI，“侦听”着这个固定 IP 地址与端口，一旦来“信”，则把“信件”取走。 

HCI 要“寄”给终端 UE 信息过程是：它把标有收件人地址（UE 的 SIM 卡号）“信件”送到固定

IP 地址与端口，信息邮局 MPO 会根据收件人地址送到相应的终端。 

当然这个过程的实际工作要复杂得多，但从应用开发角度这样理解就可以了，信息传送过程由信息

邮局 MPO 负责，NB-IoT 应用产品开发人员只需专注于终端 UE 的软硬件设计，以及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软件开发。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至本书发稿时，对于已经发布的 NB-IoT 通信模组，还不具备被动唤醒功能。也就说，对于处于睡

眠状态的终端 UE，通信过程只能由终端 UE 被诸如定时器、开关量输入、触摸按键中断等方式唤醒后，

主动发起 NB-IoT 通信。此后，终端 UE 通过信息邮局 MPO 向人机交互系统 HCI 传送数据（上行过程），

人机交互系统 HCI 收到数据后，立即进行分析处理，把要返回的数据再通过信息邮局 MPO 向终端 UE

传送数据（下行过程），UE 接收后，则完成一次完整的通信过程。由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主动唤醒处于

睡眠状态终端 UE 的机制，通信模组芯片厂商尚在研究之中。 

在学习理解底层通信构件（uecom 构件）以及人机交互系统通信类（HCIcom 类）之前，先给出数

据流向与事务的基本概念。 

2.5 本章小结 

本章遵循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哲学原理，从技术科学范畴，以面向应用

的视角，抽取 NB-IoT 应用开发的技术共性，把 NB-IoT 应用架构抽象为 NB-IoT 终端（UE）、NB-IoT 信

息邮局（MPO）、NB-IoT 人机交互系统（HCI）三个组成部分，由此给出相关基本概念。主要内容如下： 

（1）NB-IoT 终端 UE 是一种以微控制器为核心，具有数据采集、控制、运算等功能，带有 NB-IoT

通信功能，甚至包含机械结构，用于特定功能的软硬件实体。把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作为 UE 的

唯一标识。 

（2）NB-IoT 信息邮局 MPO 是一种基于 NB-IoT 协议的信息传送系统，其特征抽象为固定 IP 地址

与端口。 

（3）NB-IoT 人机交互系统 HCI 是实现人与 NB-IoT 信息邮局（NB-IoT 云服务器）之间信息交互、

信息处理与信息服务的软硬件系统，其物理特征是接入互联网的通用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手机等设备，其软件系统具有云服务器侦听、Web 网页、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多样性。 

（4）借助 NB-IoT 应用架构，类比通过邮局寄信的过程，给出了理解 NB-IoT 通信过程的基本轮廓。 

（5）简要概括了 NB-IoT 应用开发中常用的基本概念，如：IMSI 号、基站号、信号强度、信噪比、

IP 地址、端口号、数据上行、数据下行、侦听程序、数据库、Web 网页、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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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NB-IoT通信快速测试方法 

上一章给出了 NB-IoT 应用开发所涉及的终端 UE、信息邮局 MPO、人机交互系统 HCI 等比较抽象

的基本概念，理解这些概念有助于理解 NB-IoT 应用开发的基本脉络。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①，需要通过实践才能更好地体会其中缘由。通过本章，读者可以利用自己的计算机，直观地

体会 NB-IoT 通信过程，以便了解 NB-IoT 应用开发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及基本测试方法，为实际开发提

供必要的实践基础。为了降低基本技术门槛，本章基本不涉及较深的技术层面。 

3.1 无需终端UE硬件情况下测试NB-IoT通信 

本节给出无需终端 UE 硬件情况下测试 NB-IoT 通信过程。读者不需要备有终端 UE 硬件，而是借

助于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长期运行的几套终端 UE，读者可亲自运行本书网上光盘提供

的 PC 机源程序，达到直观地体会 NB-IoT 通信过程之目的。 

下面的叙述中，把您的工作计算机称之为“用户服务器（User Server，US）”,负责侦听终端 UE 上

行数据并转发的计算机被称为“云平台”，云平台的逻辑抽象就是一个 IP 地址与端口（可以把它视为信

息邮局 MPO 中的云服务器的对外接口）。 

1．运行准备 

（1）安装运行环境：Visual Studio 2013（将使用 C#语言开发 PC 机软件，安装方法参考“附录 C.1 

VS2013 集成开发环境快速指南”）； 

（2）下载网上光盘：打开网址“http://sumcu.suda.edu.cn/”→点击“教学与培训”→点击“教学资

料”→点击“金葫芦 IoT-GEC”，选择与硬件型号相对应的网上光盘并下载到您的计算机中。 

（3）确保您的计算机接入公网。 

2．直接运行可执行文件观察 NB-IoT 数据通信情况 

直接运行网上光盘的可执行程序即可观察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内 NB-IoT 终端数据上行情况。通过

路径找到网上光盘内“..\04-Soft\02-HCI\01-US-Monitor\bin\Debug\AHL-IoT.exe”文件②，鼠标左键双击该

文件名，即运行该文件。运行界面见图 3-1。 

                                                        
① 出自（南宋）陆游的的一首七言绝句《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古人做学问是不遗余力的，往往要到老年才取得成就。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毕竟是不够完善的。如

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的道理，必须要亲自实践才行。这里借此，强调物联网开发必须十分重视实践。 

② 在实际的网上光盘中，文件夹名称后面可能带有日期标记，仅为识别最新版本之用。 

 

 

 

 

 

 

 

 

 

 

 

 

 

 

 

 

 

 

 

 

 

图 3-1 AHL- IoT.exe 的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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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该工程后，界面如图 3-1 所示。图中左上区显示的是在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长

期运行的几套终端 UE 设备的 IMSI 号（这些 IMSI 号不同阶段可能会变动，但会包含在 AHL.xml 文件

中）。右上区为收到一帧数据的十六进制显示区，中区为数据分解显示区域，右下角显示连接的云平台

地址与端口。 

若运行正常，实验室的远程终端 UE 将会通过云转发平台每 30 秒左右发送给用户服务器 US（即读

者的计算机），数据将显示在读者的计算机屏幕上，见图 3-2。 

可以观察界面上数据，看一下终端 UE 的 IMSI 号是什么？终端 UE 的芯片温度是多少？终端 UE

所处环境的光线强度是多少？等等，以便有个初始印象。 

3．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在正确安装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的前提下，若运行上述程序收不到数据，可能原因主要有：

计算机尚未联网、与云平台转发程序断开连接等。 

（1）计算机尚未联网。若用户服务器 US（即您的计算机）未连接到互联网，在运行该软件的时候，

将会弹出“金葫芦友情提示：”对话框，提示您您的计算机尚未联网，请联网后重新启动本程序。此时，

用户需要检查网络情况，确保计算机正常连入公网。 

（2）与云平台转发程序断开连接。本机数据是终端 UE 向云平台发送，云平台上的转发程序负责

侦听程序并向本机转发，若本机未能

正确连接到云平台或云平台上的转发

程序未正常工作，则出现错误。此种情

况，可能是连接的云平台 IP 地址及端

口被改错了（在 AHL.xml 文件中）、云

平台上的转发程序未打开、或是计算

机未登入网关。运行过程中，若出现这

种情况，会提示与云平台转发程序断

开连接，请检查网络。 

4．运行模板工程源程序观察

NB-IoT 数据通信情况 

在安装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

环境前提下。鼠标左键双击“ ..\04-

Soft\02-HCI\01-US-Monitor\AHL-

 

 

 

 

 

 

 

 

 

 

 

 

 

 

 

 

 

 

 

 

 

图 3-2 AHL-IoT 有数据通信情况 

 

 

 

 

 

 

 

 

 

 

 

 

 

 

图 3-3 AHL-IoT 源代码工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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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sln”这个 C#解决方案文件，则进入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并打开了利用 C#语言编写的

AHL-IoT 工程源代码。若未学习过 C#语言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运行该工程，逐步快速入门（后续将会

给出基本执行流程，网上光盘的“06-Other”文件夹中也给出了 C#快速应用指南及样例）。AHL-IoT 源

代码工程结构见图 3-3。若未出现“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窗口，可通过“视图”菜单栏目设置。鼠标

左键单击顶部菜单栏图标“ ”，则可运行该工程。 

若出现错误，可重新生成该工程的可执行文件（方法是：双击“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栏目下 

“Program.cs”文件，右区则显示该文件内容。此时单击顶部菜单栏的“ ”，出现其子菜单，单

击“ ”即可）。 

运行结果与“直接运行可执行文件”相同。 

3.2 初步理解整个通信过程 

经过 3.1 节的初步体会，读者也许会问：终端 UE 的数据是如何到达我的计算机上的？本节给出初

步解释。 

1．预备知识：云服务器、云服务器转发软件、用户服务器 

讨论的场景是：期望终端 UE 通过信息邮局 MPO 上行的数据可以存储到自己正在使用的本地计算

机上，并可在本地计算机进行相关处理与应用。这里，可以把自己的计算机称之为用户服务器 US，一

般就是用户的笔记本电脑或台式个人计算机 PC。 

由 NB-IoT 通信模型可知，终端 UE 通常无法直接把数据发送到您的计算机上，因为大多数情况，

您的计算机没有固定 IP 地址。但是，在以太网通信中，要能相互传送信息，必须要知道对方的 IP 地址。

因此，要把终端 UE 数据发送到自己的计算机上，需要一个具有固定 IP 地址的计算机来负责中转，该

计算机被称之为“云服务器”。 

定义 3.1（云服务器）。云服务器 CS（Cloud Server）是 NB-IoT 通信模型中信息邮局 MPO 的一个

抽象，其特征就是它具有固定 IP 地址。 

定义 3.2 （云服务器转发软件）。运行于云服务器上的负责数据转发的软件则称之为“云服务器转

发软件（Cloud Server Forwarding Software，CSFS）”。 

要把终端 UE 数据发送到自己的计算机上，终端 UE 通过铁塔上基站向云服务器 CS 发送数据，这

个数据若要能到您的计算机上，您的计算机还必须与云服务器 CS 连接上，因此与云服务器 CS 连接的

计算机具有特殊含义，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通过互联网连接到云服务器 CS 上的计算机成为“用户服

务器”。 

定义 3.3（用户服务器）。用户服务器 US（User Server）是互联网上的任意一台计算机，目标是获

取终端 UE 的数据，并且下发用户指令实现对终端 UE 的控制等功能。 

NB-IoT 通信必须先由终端 UE 发起，用户服务器在接收到云服务器 CS 转发的数据后，必须在终端

UE 与云服务器 CS 通信建立的规定时间内下发相应的用户指令。 

2．理解基于云服务器转发的 NB-IoT 通信流程 

有了这些准备，来理解基于云服务器转发情况下，终端 UE 数据发送到用户服务器 US 的通信过程。

图 3-4 给出了基于云服务器转发软件 CSFS 转发的通信流程。 

 

 

 

 

 

 

 

 

 

图 3-4 基于云服务器转发软件 CSFS 转发的的通信流程 

设云服务器 CS 的 IP 地址为 IPg（例如：116.62.63.164），面向终端 UE 的端口号为 PORTz（例如：

38978），面向用户服务器 US 的端口号为 PORTy（例如：38979），通信流程如下： 

（1）用户服务器 US 与云服务器 CS 的连接。用户服务器 US 上要运行本光盘提供的用户服务器

US 程序（例如：“..\04-Soft\02-HCI\01-US-Monitor\bin\Debug\AHL-IoT.exe”），与云服务器 CS 进行网络

终端（UE） 云服务器转发软件（CSFS）

特征：联网计算机

面向UE端口

特征：
端口号

例如：

38978

上行（1） 上行（2）

下行（2）
下行（1）

特征：IMSI号
例如：460042189101966

面向US端口

特征：

端口号
例如：

38979特征：固定IP地址
例如：116.62.63.164

用户服务器（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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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并告知云服务器 CS 哪些终端 UE 需要它提供数据转发服务，即给云服务器 CS 提供需要服务的

终端 IMSI 号。 

（2）终端 UE 发送数据给云服务器 CS。终端 UE 会根据云服务器 CS 的 IP 地址 IPg，及云服务器

面向终端 UE 的端口号 PORTz，通过基站与云服务器 CS 建立连接，并将数据发送给云服务器 CS。 

（3）云服务器 CS 转发数据至用户服务器 US。云服务器 CS 接收到来自终端 UE 的数据后，会解

析出该终端 UE 的 IMSI 号①，并通过该 IMSI 号查找到在（1）中提供同样 IMSI 号的用户服务器 US。

找到这些用户服务器 US 之后，云服务器 CS 将把终端 UE 发送来的数据原封不动发给用户服务器 US。 

（4）用户服务器 US 接收来自云服务器 CS 的数据。用户服务器 US 有一个专门负责侦听云服务器

CS 是否发送过来数据的线程，当侦听到有数据发送回来时，将把这些数据进行解析，并进行处理。 

（5）类似的流程可以理解用户服务器 US 发送数据给终端 UE 的过程。用户服务器 US 同样先把数

据发送给云服务器 CS，然后云服务器 CS 根据发来的一帧数据中所包含的 IMSI 号找到需要转发的终端

UE，并把数据原封不动发给终端 UE。 

3.3 金葫芦IoT-GEC开发套件基本描述 

物联网是软件硬件综合体，没有终端 UE 硬件，物联网开发一定是纸上谈兵。为了能够实现“照葫

芦画瓢”这个核心理念，首先要设计好“葫芦”。为此设计了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该套件不同于

一般评估系统，它是根据软件工程的基本原则，设计了各类的标准模板（“葫芦”），为“照葫芦画瓢”

打下坚实基础，该套件由文档、硬件、软件三个部分组成。 

3.3.1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设计思想 

为了完整清晰地体现应用架构，与本书配套，基于应用架构核心思路设计了一个开发套件，硬件部

分包括标准金葫芦 IoT-GEC、接口底座、编程器、连接线等，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厂家的“评估板”、“学

习板”，我们给它起了个中文名字“金葫芦”，英文名叫“Auhulu”，目的就是可以“照葫芦画瓢”。GEC

是英文 General Embedded Computer，即通用嵌入式计算机，第 11 章将详细阐述其基本概念。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特点，关键特点在于完全从实际产品可用角度设计终端 UE 板，一般

“评估板”与“学习板”，仅为学习而用，并不能应用于实际产品。软件部分给出了各组成要素的较为

规范的模板，且注重文档撰写。同时，根据多年我们使用诸多评估板的经验教训，在设计时，尽可能考

虑周全，方便开发者。设计思想及基本特点主要有：立即检验 NB-IoT 通信状况、透明理解 NB-IoT 通

信流程、实现复杂问题简单化、兼顾物联网应用系统的完整性、考虑组件的可增加性及环境多样性、考

虑“照葫芦画瓢”的可操作性。 

（1）立即检验 NB-IoT 通信状况。针对一般评估板难以立即检验的缺点，在出厂时，该套件终端

UE 内部 MCU 中的 Flash 中驻留了初始模板程序，该程序可立即上电运行，随配附件可以完全满足立

即检验之要求。主要显示基站搜索过程、信号强度、芯片温度、通信过程等信息。由此可确定开发套件

硬件的完好性以及检测地的基站状况。 

（2）透明理解 NB-IoT 通信流程。针对一般评估系统的只提供 NB-IoT 通信的 AT 指令，且不同通

信模组 AT 指令不同的状况，该开发套件把硬件、软件及文档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为此，首先实现打

通 NB-IoT 通信流程。为了使开发者可以不需借助其他工具打通通信流程，设计了云服务器转发软件

CSFS，时刻运行在具有固定 IP 地址云服务器上，为打通 NB-IoT 通信流程提供数据转发服务。基于此

场景，提供终端 UE 收发功能、用户服务器 US 侦听功能的初始模板工程源代码及文档，以便读者可以

透明理解 NB-IoT 通信流程。 

（3）实现复杂问题简单化。针对在一般评估系统上学习 NB-IoT 应用开发，具有知识颗粒度小及

碎片化情况，本开发套件根据嵌入式软件工程的基本原则设计了各种类型的底层驱动构件及高层类，供

开发者调用，致力于实现复杂问题简单化。例如针对终端 UE 的通信编程，把 NB-IoT 通信封装成 uecom

构件，使得应用层设计者可以不必掌握 TCP/IP、UDP 等网络协议，避开复杂通信问题，直接调用 uecom

构件的对外接口函数，可以完整实现 NB-IoT 通信。与之相对应，针对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的通信编

程，把 NB-IoT 通信封装成 HCIcom 类，供开发者直接使用。同时给出了底层及高层软件模板与测试样

例。这些工作，把复杂问题封装成构件、类，使得应用开发者可以专注于应用层面的设计开发。同时，

试图屏蔽 MCU 的型号与内部细节，目的是不需要每个项目开发一个小计算机，而是已经有一个小计算

机，应用级设计基于此而展开，可以有效降低技术难度、减少工作量、提高设计效率与稳定性。 

（4）兼顾物联网应用系统的完整性。针对一般评估系统只注重提供硬件评估板及极少的底层软件

                                                        
① 该 IMSI 号位于通信层帧结构中，不涉及用户需要发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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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本开发套件注重联网应用系统的完整性，从完整知识体系角度来看待 NB-IoT 应用开发。物联网

本质是将物体信息接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物联网应用系统包含终端

User 程序、云服务器上的数据侦听程序、数据存入数据库的操作、WEB 网页程序、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程序等，本开发套件提供这些模板，以便基于这些模板实现快速开发。 

（5）考虑组件的可增加性及环境多样性。针对一般评估系统缺少软件架构，难以提供应用分层与

扩展结构的情况，本套件基于分层的 NB-IoT 应用架构，提供了 MCU 端应用构件的增加机制与制作原

则，为应用扩展提供基础。在 PC 端、手机端，也提供了相应的增加机制与制作原则。同时，考虑了开

发环境的可移植性，以便适应开发环境的多样性。 

（6）考虑“照葫芦画瓢”的可操作性。针对一般评估系统缺少用户开发体验性样例，使得开发者

需花费大量时间自我琢磨的情况，本套件不仅给出各种标准模板（“葫芦”），还给出使用这些模板的基

本步骤（即给出“照葫芦画瓢”的方法），以便更加降低物联网开发的技术门槛，使得更多的技术人员，

可以从事进行物联网应用系统的开发，为实现实时计算、终端智能化、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综合应用

提供坚实基础，推动物联网应用的普及化。 

3.3.2 金葫芦 IoT 开发套件硬件组成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Auhulu IoT-GEC Development Kit，AIDK）的硬件部分由金葫芦 IoT-

GEC①、TTL-USB 串口线、扩展底板、彩色 LCD 等部分组成。见图 3-5。 

                                                        
① GEC：General Embedded Computer，通用嵌入式计算机。从 General Computer（通用计算机）含义引申而来。这

里 IoT-GEC 是指封装了底层驱动构件的面向物联网终端 UE 的 MCU，目的是使用户不需要进行寄存器级编程，类似于

使用通用计算机那样对 MCU 进行编程，提高编程颗粒度，达到降低编程难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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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葫芦 IoT-GEC 的硬件设计目标是将 MCU、通信模组、电子卡、MCU 最小硬件系统等形成一个

整体，集中在一个 SOC 片子上，能够满足大部分的终端 UE 产品的设计需要。金葫芦 IoT-GEC 内含电

子卡，在业务方面，包含一定流量费。在出厂时含有硬件检测程序（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基本用户

程序），当用户获得该芯片，直接供电，即可运行程序，实现联网通信。金葫芦 IoT-GEC 的软件设计目

标是把硬件驱动按规范设计好，固化于 BIOS 提供静态连接库及工程模板（“葫芦”），可节省开发人员

大量时间，同时给出与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工程模板级实例，为系统整体联通提供示范。 

3.3.3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文档与软件模板 

金葫芦 IoT-GEC 网上光盘中含有 6 个文件夹：01-Infor、02-Doc、03-Hard、04-Soft、05-Tool、06-

Other。 

表 3-1 给出了网上光盘 AHL-IoT-GEC 各文件夹的内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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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扩展底板      

图 3-5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硬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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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网上光盘 AHL-IoT-GEC 主要内含文件夹 

文件夹 主要内容 说明 

01-Infor MCU芯片参考手册 本 GEC 使用的 MCU 基本资料 

02-Doc 金葫芦AHL-IoT-GEC快速开发指南  

03-Hard  AHL-GEC芯片对外接口 使用 GEC 芯片时需要的电路接口 

04-Soft 软件“葫芦”及样例 内含 UE 及 HCI 等下级文件夹 

05-Tool 基本工具 含 TTL-USB 串口驱动、串口助手等 

06-Other C#快速应用指南等 供 C#快速入门使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04-Soft”文件夹存放了金葫芦 AHL-IoT-GEC 的主要配套源程序及程序更新软

件，包含“UE”和“HCI”文件夹。UE 文件夹含有终端 UE 的参考程序“User_GEC_Basic”及用户程

序更新软件“AHL-UserPrgUpdate”等。HCI 文件夹内含：HCI 的侦听程序、WEB 网页、微信小程序、

APP 程序框架及相关软件组件；有了金葫芦配套程序、金葫芦常用软件，再加上金葫芦 AHL-IoT-GEC

快速开发指南，可以帮助读者迅速的了解金葫芦工程框架，增大了 IoT 开发编程颗粒度，降低了开发难

度。 

3.4 利用AHL-IoT-GEC开发套件理解NB-IoT通信过程 

当读者手中已经购买 AHL-IoT-GEC 开发套件①，可以利用下列方法快速测试硬件、软件系统。 

3.4.1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硬件部分快速测试方法 

在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出厂时，除了内含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 and Output，BISO）

之 外 ，还 灌入 了网 上光 盘 的“ .. 04-Soft\01-UE\User_GEC_Basic\ Debug ” 下的 机器 码文 件

“User_GEC_Basic.hex”②。用户应首先直接使用套件快速检测硬件完整性、基站信号强度、通信状况

和数据收发过程。 

1．硬件测试步骤 

初始拿到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时，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硬件测试： 

步骤一，检查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中硬件数量。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含有 AHL-IoT-GEC

主机（含 LCD 显示器）一个、标准双公 USB 一条、两根 TTL-USB 串口线及两根导线。 

步骤二，使用标准双公 USB 线给金葫芦 IoT-GEC 供电。供电电压为 5V，可以选择计算机的 USB

口、手机充电器、充电宝等（注意功率需大于 10W）。 

步骤三，观察上电之后，金葫芦 IoT-GEC 工作情况。上电之后，正常情况下，金葫芦 IoT-GEC 上

红灯闪烁，LCD 液晶屏上显示“Type、BIOS_VER、MCU_temperature、IP：PT、TSI、Freq（s）、Time”

信息；约 20 秒之后，LCD 上将逐渐显示“IMSI 、LBS、Signal strength（%）”信息；至此，LCD 显示

初始化完成。进入主循环，首先，IoT-GEC 将向服务器发送一帧数据。“运行状态”栏将显示：“AHL Init...”

→“AHL Send…”→“AHL Send Successfully”。如图 3-5（d）所示。 

2．常见错误说明 

若 IoT-GEC 的运行情况如上述步骤三描述的一致，则证明硬件完整，且能够正常通信。否则，“运

行状态”将会提示错误信息，见表 3-2。 

表 3-2 AHL-IoT-GEC 开发套件错误提示对应表 

错误提示 提示含义 可能原因及解决办法 

LCD不显示、红灯不闪烁  供电有误，重新上电尝试 

AHL Init .. AT Error 内部MCU与通信

模组串口通讯失败 

（1）通信模组初始化有误； 

（2）偶尔出现，会继续尝试 

AHL Init .. sim Error 读取sim卡失败 （1）通信模组与 sim 卡通信有误； 

（2）偶尔出现，会继续尝试 

                                                        
①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购买方法，参见网址：http://www.aupulu.com。 

② 文件名中可能有附加信息。 

http://www.aupul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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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 Init ... link base Error 连接基站失败 （1）无基站； 

（2）离基站太远，信号强度太弱； 

（3）供电不足； 

（4）会继续尝试 

AHL....Link CS-Monitor Error 连接服务器失败 （1）SIM 卡欠费； 

（2）服务器程序未开启； 

（3）会继续尝试 

Send Error:Send Not Start 发送失败 信号质量不好，观察信号强度 

Send Error:Send Data Not OK 发送超时 信号质量不好，观察信号强度 

3.4.2 终端 UE 与人机交互系统 HCI 通信快速测试方法 

在安装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前提下。终端 UE 与人机交互系统 HCI 通信测试方法步骤如

下： 

1．复制并导入工程 

（1）复制“..\04-Soft\02-HCI\01-US-Monitor”样例工程文件夹，并起个合适的名字。例如复制成：

01-US-Monitor-A1； 

（2）鼠标左键双击“..\04-Soft\02-HCI\01-US-Monitor-A1\AHL-IoT.sln”这个 C#解决方案文件，则

进入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并打开了利用 C#语言编写的 AHL-IoT 工程。若未出现“解决方案

资源管理器”窗口，可通过“视图”菜单栏目设置。 

2．在“AHL.xml”文件中添加终端 UE 的 IMSI 号 

（1）鼠标左键单击“AHL.xml”文件，则文件编辑区显示该文件内容； 

（2）在该文件中查找到“IMSI 添加处”； 

（3）将读者手中开发套件 LCD 上显示的 IMSI 号，比照文档给出的格式，添加到<IMSI>区。 

3．运行新的工程，验证新的终端收发情况 

鼠标左键单击顶部菜单栏图标“ ”，则可运行该工程。若出现错误，可单击顶部菜单栏的

“ ”→“ ”，重新生成该工程的可执行文件，即可重新运行。 

以下过程与 3.1 节一致，你可在收到数据时将上传时间（秒）改为“60”，回发到终端 UE，这样终

端 UE 将每隔 60 秒上传一次数据。 

3.5 下载与测试终端User程序 

本小节将介绍如何使用终端 User 程序下载工具。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主要是为了解

决用户程序 User_GEC_Basic 的更新问题。目前大多数终端程序更新需使用 SWD、JTAG 等方式实现，

但这些方式需要特定的下载工具的支持。为方便用户更新终端程序，本开发套件实现了通过串口的方式

来更新用户程序。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打桩调试和修改 Flash 信息等操作。 

3.5.1 终端 User 程序下载工具：AHL-UserPrgUpdate 

终端 User 程序下载工具 AHL-UserPrgUpdate 在网上光盘的“..\04-Soft\01-UE\AHL-UserPrgUpdate”

的文件夹种，文件名为：RemoteUpdate.exe。可通过该软件将终端 User 程序的机器码（.hex 文件）下载

到 GEC 芯片中。 

1．下载用户终端程序到 GEC 芯片中 

用户终端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的显示界面如图 3-6 所示。终端设备与上位机通过串口连接

后，点击“串口更新”选项会自动查找可用串口。若成功找到可用串口会提示“成功连接 GEC-

xxxx(COMx)”，其中 GEC-xxxx 表示终端设备型号，COMx 表示成功连接的串口号；若提示“已连接串

口 COMx,但未找到设备”，可能原因如下：（1）USB 串口未连接终端设备，（2）USB 串口驱动需更新驱

动，（3）终端程序未执行；若提示“当前不存在可用串口”，可能原因如下：（1）USB 串口未插上 PC，

（2）PC 未安装串口驱动。如出现以上问题，请检查接线或者检测驱动状态。 



  

23 

 

 

 

 

 

 

 

 

 

 

 

 

 

 

 

 

 

 

 

 

 

 

图 3-6 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运行界面 

待用户更新程序与终端设备成功连接后，可点击“选择文件”按钮导入待更新的用户程序，即 hex

文件（例如“..\04-Soft\01-UE\USER\User_GEC_Basic\Debug\User_GEC_Basic(KL36).hex”文件），然后

点击“一键自动更新”按钮即可实现终端设备用户程序的更新操作。更新成功后的运行界面如图 3-7 所

示。 

 

 

 

 

 

 

 

 

 

 

 

 

 

 

 

 

 

 

 

 

 

图 3-7 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更新成功页面 

2．用户终端程序的运行 

终端程序下载完成之后，终端将自动运行，数据上传成功后会出现图 3-5（c）所示的效果。当时间

为 600s 的倍数（如果发送频率修改，则以修改后的上传时间为准）或者触摸三次 TSI 按键，将会引发

新的一次数据上传。 

3．更改用户终端程序中 Flash 配置信息 

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也支持更改 Flash 信息，在终端程序运行过程中，我们有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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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Flash 中存储的数据，进而修改配置信息，这样可提高程序的便捷性。 

 

 

 

 

 

 

 

 

 

 

 

 

 

 

 

 

 

 

 

 

 

图 3-9 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更改 Flash 信息页面 

如图 3-9 所示，在终端程序运行的前提下，左键单击用户更新程序的“更改 Flash 信息”菜单选项；

点击“连接”按钮，查找更新程序与终端连接的串口；然后左键单击“读取基本信息”按钮，在“FLASH

操作相关参数”区域中会看到 Flash 中存储的数据；修改相关参数（如发送频率改为 100）后，左键单

击“确定修改”按钮，可更改 Flash 相关参数；左键单击“清空显示框”按钮后，再次左键单击“读取

基本信息”按钮，可查看更改后的 Flash 相关参数。 

4．用户终端程序的打桩调试 

 

 

 

 

 

 

 

 

 

 

 

 

 

 

 

 

 

 

 

图 3-8 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打桩调试页面 

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支持打桩调试功能，在终端程序执行过程中有很多有效数据包

括各种传感器实时状态、程序执行状态等可通过串口输出出来。可帮助开发人员查找程序运行 BUG，

也可为用户提供一种查看终端状态信息的方法。 

打桩调试页面支持数据字符串显示和十六进制显示，在 User_GEC_Basic 程序中已实现每秒钟串口

输出当前时间功能，如图 3-8 所示。开发者可根据自己项目的需求使用串口输出各种提示信息后，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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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桩页面进行终端数据采集获取并进行终端程序运行状态的观察。 

3.5.2 下载过程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 

1．提示“已连接串口 COMx,但未找到设备” 

错误如图 3-10 所示，出现该提示的原因可能是：（1）USB 串口未连接终端设备，（2）USB 串口驱

动需更新驱动，（3）终端程序未执行。 

 

 

 

 

 

 

 

图 3-10 “已连接串口 COMx,但未找到设备” 

此时按照以下步骤检查： 

（1）检测终端设备是否在运行，处于运行状态的终端模块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若未运行，可尝

试终端重新上电，此时，若指示灯闪烁，点击“重新连接”，若提示“成功连接 GEC-xxxx(COMx)”，则

串口连接成功。 

（2）检测 USB 串口线是否连接至终端，可能存在串口线松动的情况，可重新连接串口线，点击“重

新连接”，若提示“成功连接 GEC-xxxx(COMx)”，则串口连接成功。 

（3）若以上步骤均不能检测到终端设备，可能是串口驱动版本不对应。此时可以尝试手动更新驱

动版本。 

右击“我的电脑（win10 系统为“此电脑”）”，选择“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器”，选择

“ ”打开，此时可看到串口处于警告状态，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串口驱动错误 

 

选择该端口，右击选择“更新驱动程序”，弹出如图 3-12 所示，选择“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

程序软件”进行手动查找驱动。 

特别提示：TTL-USB 串口驱动程序 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5.0.exe，在“..\05-Tool”文件

夹中，需先运行安装。 

 

 

 

 

 

 

 

 

 

 

 

 

 

 

 

 

 

 

图 3-12 手动查找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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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对话框，选择“让我从计算上的可用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此时在对话框中选择驱动版本，

如图 3-13 所示。选择最老的版本的驱动，此处选择第一个“2011/10/7”的版本。 

 

 

 

 

 

 

 

 

 

 

图 3-13 选择驱动版本 

更新驱动成功后，可看到驱动的警告标志消除，此时点击终端 User 程序下载工具中的“重新连接”，

若提示“成功连接 GEC-xxxx(COMx)”，则串口连接成功。 

2．提示“当前不存在可用串口” 

错误如图 3-14 所示，出现该提示的原因可能是：（1）USB 串口未插上 PC，（2）PC 未安装串口驱

动。 

 

 

 

 

 

 

 

图 3-14 “当前不存在可用串口” 

此时按照以下步骤检查： 

（1）检测 USB 串口线是否连接至 PC 机，可能存在串口线松动的情况，可重新连接串口线至 PC

机，点击“重新连接”，若提示“成功连接 GEC-xxxx(COMx)”，则串口连接成功。 

（2）若未安装串口驱动，此时 PC 机无法检测到串口。右击“我的电脑（win10 系统为“此电脑”）”，

选择“管理”，点击“设备管理器”，选择“ ”打开，若出现如图 3-15 所示状态（此

状态与驱动更新类似，但是右击“更新驱动程序”无法找到驱动），表明未安装驱动，参照附录 B.1 中

的“TTL-USB 串口驱动程序的安装”安装驱动。 

若安装成功可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到此时警告状态已取消，此时点击终端

User 程序下载工具中的“重新连接”，若提

示“成功连接 GEC-xxxx(COMx)”，则串口

连接成功。 

 

3.6 本章小结 

本章给出了 NB-IoT 通信快速测试方法，目的是直观地体会 NB-IoT 通信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1）借助于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长期运行的几套终端 UE，直接运行用户服务器侦

听程序 US-Monitor，实现 NB-IoT 通信的整个过程，达到快速了解 NB-IoT 通信过程之目的。给出了初

步理解整个通信过程的简要描述。 

（2）给出了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基本描述和测试方法，便于深入理解 NB_IoT 通信过程。 

（3）给出了终端 User 程序的下载和测试方法。 

 

 

 

 

 

图 3-15 驱动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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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理解NB-IoT通信过程 

本章是全书难点之一，主要针对希望深入理解整个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架构基本原理的

读者。本章将给出终端 UE、基本模板（即“葫芦”）的基本技术体系架构、各部分运行过程及设

计思想。理解这些“葫芦”，可以更好地“照葫芦画瓢”。 

4.1 理解终端User程序的执行过程 

以终端 UE 内部使用的 MCU 型号为 ARM Cortex-M0+内核的 KL36 芯片（对应金葫芦 IoT-

GEC 的 A 系列）为例阐述 UE 程序的执行过程。若内部 MCU 为其他型号，过程大同小异。 

4.1.1 开发 User 程序使用的集成开发环境 

终端 User 程序编辑、编译使用 NXP 的 Kinetis Design Studio（KDS）开发环境。目前使用版

本为 3.2.0。 

1．下载 KDS 集成开发环境 

从苏州大学嵌入式学习社区网站下载。下载方式：“http://sumcu.suda.edu.cn/”→“资料下载”

→展开左侧“工具”菜单→单击“开发环境下载”→再单击其右栏的“kinetis-design-studio_3.2.0”。

也可以从 NXP 官网下载（https://www.nxp.com/cn），需要注册。 

2．如何快速使用 KDS 集成开发环境 

附录 B.1 给出了“KDS 开发环境快速指南”。开发环境属于基本工具，对于工具的使用，我

们采用快速指南之途径。原则上，它们并不属于知识要素范畴，但是工具的使用往往花费大量时

间。一些公司的说明书冗长、斟酌与凝练不足，有时还不得要领。使用中，应该总结体会，并形

成自己的文档。为此，针对本书中所用工具，尽可能提炼必要的步骤，使得读者可以简捷地按照

快速指南，完成主要的操作，以节省在工具方面花的时间。另外，还要多说几句，就是读者原来

已经熟悉的开发环境及编程工具，实际上均大同小异，利用快速指南，可以在一个单元时间内完

成基本切换，不必为此纠结。 

3．如何下载 User 程序 

第 3.5 节已经给出下载与测试终端 User 程序的基本方法，即通过串口方式进行，使用本系

统提供的 PC 机软件“AHL-UserPrgUpdate.exe”，使用方法参见该节叙述。在有 SWD 编程器情况

下，也可通过 SWD 编程器下载机器码，附录 B.2 给出了“SWD-Programmer 快速指南”。 

4.1.2 终端 UE 中 BIOS 程序主要功能 

面向窄带物联网的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内部程序分为固化驻留在内部的基本输入输出系

统（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rem，BIOS）及用户自行编程的 User 程序。系统上电复位后，首先

执行 BIOS，后转向 User 程序。BIOS 的主要功能如下。 

（1）初始化系统时钟。本系统初始化内核时钟为 48MHz，总线时钟为 24MHz。同时，开启

了“看门狗”。 

（2）初始化内核定时器 Systick。开启 Systick 定时中断，定时间隔为 500ms。Systick 中断

处理程序进行计时，并提供 2 个时间操作 API 函数：sysTimeGet、sysTimeSet。User 程序可直接

通过它们获取与设置系统时间。 

（3）初始化用户程序更新所使用的串口。本系统使用 UART1 作为通信模组与芯片板连接

的串口，并且通过该串口进行远程更新程序，上电复位后初始化 UART1 为无校验、115200 波特

率，使能 UART1 接收中断及总中断；本系统使用 UART2 为用户程序更新所使用的串口，上电

复位后初始化 UART2 为无校验、115200 波特率，使能 UART2 接收中断及总中断。以便支持用

http://sumcu.suda.edu.cn/_redirect?siteId=125&columnId=2388&articleId=155728
https://www.nx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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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程序更新与基本调试，通过 TTL-USB 串口线将 UE 与工具计算机相连，使用“…\04-Soft\01-

UE\AHL-UserPrgUpdate.exe”软件，即可实现 User 程序的更新。需要注意的是，User 程序不得

再使用 UART1、UART2，否则 User 程序可能无法更新。 

（4）为 User 程序提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BIOS 为 User 程序提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是 BIOS 的最重要功能，可以把大部分硬件底层驱动

和 NB-IoT 通信构件 uecom，以机器码形式放入 BIOS，User 程序可通过 API 方式直接调用，无

需用户编写，缩短了应用程序开发时间。具体的对外接口将在第 11 章~第 13 章中阐述。 

（5）User 程序更新判断。若无需更新，则将中断向量表复制至 RAM 区，然后立即转向 User

程序执行。若需更新则等待接收上位机送来的更新命令，同时绿灯①闪烁。 

4.1.3 终端 UE 的 User 程序工程结构 

User 程序是真正的用户二次编程模板，它可调用 BIOS 内驻留的基本输入输出构件 API 实

现大部分功能。 

良好的工程结构是编程工作的重要一环。建立一个组织合理、易于理解的工程结构需要较深

入的思考与斟酌。 

所谓的工程结构或工程框架是指工程内文件夹的命名、文件的存放位置、文件内容等相关规

则。软件工程框架是整个工程的脊梁，其主要任务不是完成一个单独的模块功能，而是指出工程

应该包含哪些文件夹，这些文件夹里面应该放置什么文件？各个文件的内容又是如何定位？等

等。 

根据这些基本原则，设计了终端 UE 的工程结构，见图 4-1。 

工程结构树形模板中的前两个文件“Binaries”、“Includes”是编译链接自动产生的，下面的

以编号 01～06 开头的文件夹为源代码文件夹，“Debug”文件夹也编译链接自动产生的，内部含

有机器码文件、“.lst”文件、“.map”文件等。 

1．源代码文件夹 

合理设置文件夹，使得“物有所归”，条理清晰。User 程序的源文件可分类安排在文档、内

核、MCU、用户板、软件构件、无操作系统源程序等六个文件夹中。 

1）文档文件夹：01_Doc 

软件工程明确指出文档与程序一样重要，这里把文档放入工程结构中，其目的是让文档与源

程序密切联系在一起。编程过程，需及时记录有关信息。 

                                                        
① 绿灯接在 PTA12 脚，低电平点亮。 

 

 
工程名 

编译链接生成的二进制代码文件（用户可忽略） 

工程所包含的文件（自动生成，用户可忽略） 

<文档文件夹> 

<内核相关文件> 

<MCU 相关文件夹> 

<用户板文件夹> 

<软件构件文件夹> 

<无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文件夹》 

<编译链接产生的文件夹> 

图 4-1 AHL-IoT 工程结构树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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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核文件夹：02_Core 

ARM Cortex-M0+被称为“内核”，它比 CPU 概念更宽一些，与内核相关的文件放在此文件

夹中。如“core_cm0plus.h”、“core_cmFunc.h”、“core_cmInstr.h”，这些文件由 ARM 公司提供给

MCU 厂家。 

3）MCU 文件夹：03_MCU 

把链接文件、MCU 的启动文件、MCU 底层驱动（MCU 基础构件）放入这个文件夹中。分

别建立“linker_file”、“startup”、“MCU_drivers”三个下级文件夹。 

4）用户板文件夹：04_UserBoard 

开发者选好一款 MCU，要做成产品总要设计自己的硬件板，这就是用户板。这个板上可能

有 LCD、传感器、开关等等，这些硬件必须由驱动软件才能工作。驱动这些硬件的软件构件被称

为应用构件，应用构件的大多需要调用 MCU 基础构件。应用构件被放置在“04_UserBoard”文

件夹中。 

5）软件构件文件夹：05_SoftComponet 

放置与硬件不直接相关的软件构件放入该文件夹。 

6）无操作系统源程序文件夹：06_NosPrg 

放置总头文件（includes.h）、中断服务例程源程序文件（isr.c）、主程序文件（main.c）等与具

体应用相关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工程开发人员进行编程的主要对象。总头文件 includes.h 是 isr.c

及 main.c 使用的头文件，包含用到的构件、全局变量声明、常数宏定义等。中断服务例程文件

isr.c 是中断处理函数所在的文件。主程序文件 main.c 是应用程序的启动总入口，main 函数即在

该文件中实现。在 main 函数中包含了一个永久循环，对具体事务过程的操作几乎都是添加在该

主循环中。 

2．“Debug”文件夹 

“Debug”文件夹中的文件由工程编译链接产生。含有编译链接生成的.elf 文件、.hex 文

件、.lst 文件、.map 文件。若编译链接后，“Debug”文件夹中只有.elf 文件，没有.lst 文件、.hex、.map

文件，可参考“附录 B.1 集成开发环境 KDS 快速指南”，进行环境设置，增加编译链接过程产

生.lst、.hex、.map 文件，再重新编译链接即可。 

1）.elf 文件 

.elf (Executable and Linking Format)，即“可执行链接格式”，最初由 UNIX 系统实验室（UNIX 

System Laboratories–USL）作为应用程序二进制接口（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ABI）的一

部分而制定和发布的。其最大特点在于它有比较广泛的适用性，通用的二进制接口定义使之可以

平滑地移植到多种不同的操作环境上。UltraEdit 软件工具查看.elf 文件内容。 

2）.hex 文件 

.hex（Intel HEX）文件是由一行行符合 Intel HEX 文件格式的文本所构成的 ASCII 文本文件，

在 Intel HEX 文件中，每一行包含一个 HEX 记录，这些记录由对应机器语言码（含常量数据）

的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在 KDS 环境下，直接双击并点击“F5”刷新可查看该文件。 

3）lst 文件 

.lst 文件提供了函数编译后，机器码与源代码的对应关系，用于程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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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p 文件 

.map 文件提供了查看程序、堆栈设置、全局变量、常量等存放的地址信息。.map 文件中指

定的地址在一定程度上是动态分配的（由编译器决定），工程有任何修改，这些地址都可能发生

变动。 

4.1.4 User_GEC_Basic 主流程及中断处理程序 

User_GEC_Basic 启动过程有些复杂，不建议一般读者在本处阅读，但为了今后的理解，把

它安排在附录 B.3 中，当需要深入理解时，可查阅该附录。 

User_GEC_Basic 程序的执行可分两条线路：main 函数（主循环）及中断处理程序。在 AHL-

IoT-GEC 工程中的 06_NosPrg 文件夹有三个文件：includes.h、main.c 和 isr.c，这三个文件可实现

User_GEC_Basic 主循环及中断处理程序。 

1．理解总头文件（include.h） 

 “includes.h”文件，被称为应用程序总头文件，是全局变量声明的地方，它还包含了“main.c”

和“isr.c”中使用到的所有构件的头文件、全局使用的宏常数以及自定义数据类型。 

特别需要理解的是，为防止重复包含“includes.h”文件时，全局变量被重复声明，在文件中

引入了宏“G_VAR_PREFIX”和“GLOBAL_VAR”，给出了“全局变量一处声明多处使用的处理

方法代码段”。并且规定，在随后的所有全局变量声明①中，一律带上“G_VAR_PREFIX”这个宏

作为前导。如果在“main.c”文件中宏定义 “GLOBAL_VAR”且包含“includes.h”头文件，那

么宏“G_VAR_PREFIX”被替换为“空”，即全局变量在“main.c”文件中声明。在“isr.c”文件

包含“includes.h”头文件后，由于“isr.c”文件没有宏定义“GLOBAL_VAR”，“isr.c”文件中全

局变量的声明会自动带上“extern”前缀，这样就可避免全局变量重复定义问题。即“isr.c”文件

中不会再为每个全局变量声明一次，这就是“全局变量一处声明多处使用”的含义。 

“includes.h”文件中“全局变量一处声明多处使用”的代码如下： 

2．理解主流程（main.c 文件） 

在 MCU 完成系统启动过程后，将进入 main 函数继续执行。main 函数包含了所有的主流程

操作，是终端 UE 编程的主要内容。“main.c”中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是初始化部分，包括声明

主函数使用的变量、初始化驱动构件函数指针、给有关变量赋初值、初始化外设模块、使能模块

中断等；二是主循环体部分，负责响应各个中断。下面给出 main 函数的执行框架。 

                                                        
① 特别提示：所有全局变量在此处声明，且不得赋初值。初值在 main.c 文件中集中处理，为看门狗等热复

位提供基础，注意与一般 PC 机程序的差异。 

//（4）【根据实际需要增删】声明全局变量。命名规范见注 2。 

//【不动】宏定义全局变量前缀 G_VAR_PREFIX。实现原理见注 3。 

#ifdef GLOBLE_VAR              //GLOBLE_VAR 在 main.c 文件中有宏定义 

  #define G_VAR_PREFIX         //前缀 G_VAR_PREFIX 定义为空 

#else                  //GLOBLE_VAR 在非 main.c 文件中无定义 

  #define G_VAR_PREFIX  extern     //前缀 G_VAR_PREFIX 定义为"extern" 

#endif 

G_VAR_PREFIX  UserData  gUserData;       //用户信息帧结构体 

G_VAR_PREFIX  FlashData gFlashData;      //需要写入 flash 中的数据 

G_VAR_PREFIX  uint_64   gTimeSec;    //时间戳 

G_VAR_PREFIX  uint_8    gTimeString[20]; //时间"2017-09-27 01:00:21/0" 

G_VAR_PREFIX  uint_8    gRecvBuf[1024];  //接收数据缓冲区 

G_VAR_PREFIX  uint_16   gRecvLength;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说明见工程文件夹下的 Doc 文件夹内 Readme.txt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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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部分完成了工程中所有上电后只需执行一次的操作，为主循环体代码的执行提供了基

础。循环体部分中的代码内容需不断重复执行，响应中断的发生。“main.c”文件主要实现的功能

如下：终端 UE 上电后 LCD 会提示产品型号、BIOS 版本、芯片温度、eSIM 卡的 IMSI 号、基站

 

//【不动】GLOBLE_VAR 宏定义及包含总头文件 

#define GLOBLE_VAR  //只需在 main.c 中定义一次，用来处理全局变量声明与使用问题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总头文件 

 

//【根据实际需要增删】main.c 使用的内部函数声明处 

 

//主函数，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程序从此开始运行（实际上有启动过程见书稿） 

int main(void) 

{ 

    //（1）【根据实际需要增删】声明主函数使用的变量（声明时不准赋值） 

uint_64 mSec,mMin;         //主循环使用的“秒”、“分” 

………… 

    //（2）【不动】 关总中断（主函数运行实际开始处） 

DISABLE_INTERRUPTS; 

    //（3）【不动】金葫芦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及“驱动构件”指针 

    bios_fun_point=svc1_init();    //驱动构件函数指针初始化 

    //（4） 【根据实际需要增删】给有关变量赋初值 

    //（4.1）给主函数使用的变量赋初值 

    mSec=0;                //清空“秒” 

    mMin=0;                //清空“分” 

………… 

    //（4.2）给全局变量赋初值 

    ………… 

    //（5） 【根据实际需要增删】初始化外设模块 

    light_init(LIGHT_RED,LIGHT_ON);    //初始化红灯 

………… 

//【画瓢处】-初始化 

 

    //（6）【根据实际需要增删】 使能模块中断        

………… 

    //（7）【不变】开总中断 

ENABLE_INTERRUPTS; 

 

//（8）【根据实际需要增删】主循环前的初始化操作  

//（8.1）读取 flash 中的配置信息至 gFlashData；初始化用户帧数据 gUserData 

………… 

//（8.2）判断复位状态，并将复位状态数据存储到 flash 中 

………… 

//（8.3）初始化通信模组，并在 LCD 上显示初始化过程 

………… 

//主循环开始====================================================== 

for(;;) 

{ 

………… 

//主循环结束====================================================== 

} 

} 

//======以下为主函数调用的子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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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强度、LBS 位置信息等，在成功连接网络后会显示时间；每间隔一段时间，终端 UE 通过信

息邮局 MPO 向指定 IP 和端口号的服务器发送数据，并等待接收数据，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触

摸按键时，LCD 显示按键次数，每按下三次，终端 UE 也进行数据发送与接收过程；使用 AHL-

UserPrgUpdate 上位机程序可实现更新终端 User 程序的功能。 

3．理解中断处理程序（isr.c 文件）的功能 

另一条运行路线是中断处理程序。当某个中断产生时，执行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终端驻留

程序 BIOS 在 User_GEC_Basic 程序运行时可为其提供系统时间的查询和配置、串口更新与函数

调用等功能，这些功能代码是在 BIOS 程序的 Systick、UART2 和 SVC 中断等中断服务例程中实

现的，表 4-1 列举了目前 BIOS 程序中驻留中断服务。 

表 4-1 BISO 驻留中断服务例程 

编号 中断名称 中断例程功能描述 

1 SysTick 用于提供系统时间（不可改动） 

2 UART2 用于串口更新（不可改动） 

3 SVC 用于向 User 程序提供函数接口（不可改动） 

4 UART1 用于远程通信 

5 NMI 用于进行终端复位 

User_GEC_Basic 程序若想“继承”BIOS 的系统时间的查询和配置、串口更新等功能，需

BIOS 程序和 User_GEC_Basic 程序使用相同的 Systick、UART2 和 SVC 等中断服务例程。因此，

我们在 BIOS 程序跳转到 User_GEC_Basic 程序执行前，需要首先将 BIOS 的中断向量表复制至

RAM 区以便 User_GEC_Basic 程序使用。实现方法是： 

（1）在 BIOS 的链接文件 ld 中定义一段 RAM 空间地址 uservectors，用来复制 BIOS 中断向

量表。定义的 RAM 段起点处为__VECTOR_RAM__，定义长度为__RAM_VECTOR_TABLE_SIZE。 

（2）先将 BIOS 程序的中断向量表（物理地址 0x0000000 开始）复制上一步定义的 RAM 段

uservectors 中（其首地址为__VECTOR_RAM），然后设置 User_GEC_Basic 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偏移

寄存器 SCB->VTOR 为__VECTOR_RAM，即可实现 User_GEC_Basic 程序中断向量表的重定位。 

//====================================================================== 

//函数名称：cpy_nvic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无 

//功能概要：中断向量表复制至 RAM 区，用户程序即可实现中断服务程序的自定义 

//====================================================================== 

void cpy_nvic(void) 

{ 

 uint32_t n; 

__VECTOR_RAM = DEFINED(__flash_vector_table__) ? ORIGIN(m_interrupts) : 

__VECTOR_RAM__ ; 

 __RAM_VECTOR_TABLE_SIZE = DEFINED(__flash_vector_table__) ? 0x0 : 

(__interrupts_ram_end__ - __interrupts_ram_start__) ; 

 /*vectors*/ 

    .uservectors : 

  { 

    . = ALIGN(4); 

    __VECTOR_RAM__ = .; 

    __interrupts_ram_start__ = .;     /* 定义起点处为__interrupts_ram_start__ */ 

    . += M_VECTOR_RAM_SIZE; 

    . = ALIGN(4); 

    __interrupts_ram_end__ = .;     /* 定义结尾处为__interrupts_ram_end__  */ 

  } > m_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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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rn uint32_t __RAM_VECTOR_TABLE_SIZE[]; 

 extern uint32_t __VECTOR_TABLE[]; 

 extern uint32_t __VECTOR_RAM[]; 

 

 if (__VECTOR_RAM != __VECTOR_TABLE) 

 { 

  /* 将向量表从 ROM 复制到 RAM 段中 */ 

  for (n = 0; n < (((uint32_t)__RAM_VECTOR_TABLE_SIZE)/sizeof(uint32_t)); n++) 

  { 

   __VECTOR_RAM[n] = __VECTOR_TABLE[n]; 

  } 

  /* 将 SCB 的 VTOR 向量指向 RAM 段首地址 */ 

  SCB->VTOR = (uint32_t)__VECTOR_RAM; 

 } 

} 

此时 BIOS 程序和 User_GEC_Basic 程序使用的是相同的中断向量表，即 Systick 和 UART2

的中断服务例程指向原 BIOS 程序处，从而实现了 User_GEC_Basic 程序 “继承”终端程序驻留

程序的 Systick 中断和 UART2 中断等。 

而对于 User_GEC_Basic 程序，其中断向量表放置在 RAM 中，因而可以修改该中断向量表

中的内容来动态配置各个中断服务例程，在 User_GEC_Basic 程序中通过 setVector 函数可实现中

断服务例程的注册操作。这样，User_GEC_Basic 程序“继承”了终端 BIOS 驻留的 Systick 中断

和 UART2 等中断处理程序，而其他中断可使用 setVector 函数进行动态注册。 

而在 User_GEC_Basic 工程共有两个中断处理程序，这两个中断服务例程包含在“06_NosPrg”

文件夹下的“isr.c”文件中。分别是：LPTMR0①中断和 TSI0②中断。 

（1）LPTMR0 中断：每 500 毫秒执行一次中断，完成计时操作。 

（2）TSI0 中断：当 TSI 触摸键被触摸时触发本中断。可用 TSI 触摸键实现不同的功能，是

与外界进行交互的接口之一。 

这样，User 程序执行过程中会响应 7 个中断，其中从 BIOS 程序中继承了 5 个中断，另外 2

个在 User_GEC_Basic 程序中实现。中断处理程序与主流程，相互配合，各负其责，共同完成工

程所需的各种功能。 

4.2 初步理解UE与MPO的通信构件uecom 

在 UE 编程中，UE 与 MPO 的接口构件 uecom 是 NB-IoT 通信的重要一环，本节给出其设计

要点、头文件及使用方法。 

4.2.1 uecom 构件的设计要点 

uecom 构件是 MCU 与 MPO 的沟通桥梁，属于嵌入式应用层驱动构件。通过 uecom 构件，

可以方便的实现联网功能。无论哪个型号的通信模组，其对外功能应该是一致的，共性方面主要

有：初始化、发送与接收。发送与接收函数又分为带帧格式与不带帧格式。带帧格式的发送与接

收函数与人机交互系统的 HCIcom 相对应，较为常用。不带帧格式的发送与接收函数用于透传编

程。此外，uecom 构件还提供了较为常用的其他 API 函数，例如：开关通信模块电源、获取基站

信息及获取模组信息等。 

uecom 构件设计主要围绕低功耗支持、使用方便性、数据完整性、安全性等四个方面。 

                                                        
① LPTMR（Low Power Timer）：低功耗定时器。具有定时触发中断的功能。 

② TSI（Touch Sensing Input）：触摸输入。这是 KL36 芯片提供的触摸按键功能。在提供 TSI 功能的引脚上

接一个铜片，KL36 可通过测量电容的方式，判断该铜片是否被触摸，相当于按键的功能。但是，它可以做到不

用直接接触铜片即可判断是否被触摸，更利于密闭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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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功耗支持 

在硬件上，GEC 含有控制通信模组电源的模块，为软件干预通信模组的电源提供了硬件支

撑。基于该硬件模块，软件上设计了控制通信模组电源的函数 uecom_switch，以便在不使用 NB-

IoT 通信时彻底关断通信模组，减少其静态功耗，为 GEC 低功耗设计提供基础。 

2．使用方便性 

MCU 与通信模组之间采用串口进行通信，使用 AT 指令进行通信编程。一般来说，AT 指令

由模组厂家在模组手册中给出，少则几十条，多则近百条。而且，不同模组厂家，AT 指令的语

义也不尽相同。与以太网的通信协议也可能不同。AHL-IoT-GEC 为了方便用户编程，降低开发

难度，分析其共性技术，从知识要素角度封装 uecom。提供了初始化、发送与接收等对外接口函

数。把各种差异封装在 GEC 内部的 BIOS 中，使得应用程序与模组厂家无关。为了保证不占用

过多的 MCU 资源，并能够迅速做出响应，该构件的接收函数采用中断的方式接收通信模组的返

回的数据。 

3．数据完整性 

为了保证数据完整性，在 uecom 构件封装中，采用了帧结构，与人机交互系统的 HCIcom 相

对应，自封自解，与用户层编程无关。同时，增加了 CRC 校验。CRC（即循环冗余校验码）是

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查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

它具有数据传输检错功能，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附在帧的后面，接收设备也

执行类似的算法，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本构件针对 MCU 资源紧张的特点，采用

了 CRC16（即 16 位 CRC 校验）算法。 

4．安全性 

在安全性方面，用户可以将密文提交给 uecom 构件传输，PC 方的 HCIcom 类接收密文，再

直接传给 HCI 方的应用程序，满足用户“自我加密，自我解密”的要求。此外，uecom 与 HCIcom

通信构件还形成了构件层“自我加密，自我解密”。即上行时，uecom 将传入的用户数据加密，

HCIcom 收到密文解密后交给应用层，下行时则相反。通过构件层及应用层二层加密机制，再加

上信息邮局 MPO 的加密，便增强了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4.2.2 uecom 构件头文件 

通过 4.2.1 节对 uecom 构件的设计要点分析，表 4-2 给出其 15 个函数的简要描述。 

表 4-2 uecome 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uecom_power 电源控制 控制通信模块供电状态，

UECOM_OFF，关闭电源；

UECOM_ON，打开电源；

UECOM_REBOOT，重启通信模组。 

2 uecom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uecom 模块，建立与通讯模组

的串口通讯，并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 

3 uecom_linkBase 连接铁塔 与网络运营商的基站（铁塔）建立连

接 

4 uecom_linkCS 建立 TCP 连接 与指定的服务器和端口建立 TCP 连

接。 

5 uecom_send 发送数据 将数据通过已经建立的 TCP/UDP 通道

发送出去，最多 500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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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ecom_transparentS

end 

透明传输 使用透明传输的方式将数据通过已经

建立的 TCP 通道发送出去。最多 500

个字节。 

7 uecom_interrupt 中断接收函数 接收网络发送来的数据;构件内部使用

本方法与通信模块进行数据交互 

8 uecom_transparentIn

terrupt 

透明传输中断接收函数 接收通过透明传输发送来的数据 

9 uecom_gnssSwitch 设置 GNSS 的状态 设置 GNSS 的状态。开启或关闭

GNSS，并设定开启方式 

10 uecom_gnssGetInfo 获得与 GNSS 定位信息 获得与 GNSS 定位相关的信息 

11 uecom_baseInfo 获取与基站信息 获取基站的信号强度和基站号 

12 uecom_modelInfo 获得需要的模块信息 获得需要与模块相关的信息，包括：

IMEI 号，IMSI 号 

13 uecom_typeGet 获取金葫芦型号 获取金葫芦型号 

14 uecom_version 获取金葫芦通信模组型号 获取 uecom 版本号 

15 uecom_httpGet 发起 http 的 get 请求 发起 http 的 get 请求，并将返回结果存

储在 result 中 

 

下面给出 uecom.h 文件中各函数接口介绍。 

//===================================================================== 

//文件名称：uecom.h 

//功能概要：UE 驱动构件头文件 

//模组型号：ME3616（NB，电信） 

//版权所有：苏州大学 arm 嵌入式与物联网技术培训中心(sumcu.suda.edu.cn) 

//===================================================================== 

 

#ifndef _UECOM_H    //防止重复定义（_COMMON_H  开头) 

#define _UECOM_H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mmon.h"   //包含公共要素头文件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gpio.h" 

//#include "printf.h" 

//#include "wdog.h"    //包含 wdog.h 头文件 

 

//=======================构件使用步骤开始============================== 

//（1）根据实际项目需要配置本文件中的宏。 

//（2）将本构件中的 uecom_interrupt 函数放入相应的串口中断中， 

//     并设置合适的入口参数。 

//（3）调用 uecom_init 函数完成初始化.此过程约耗时 15 秒。 

//（4）在有发送请求时，调用 uecom_send 函数发送数据。 

//（5）通过判断 uecom_interrupt 的 length 是否为零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6）其他功能请参考本文件中的接口说明。 

//=======================构件使用步骤结束============================== 

 

//硬件引脚宏定义 

#define UART_UE      UARTB     //模块通信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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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POWER_CONTROL    (PTE_NUM|22)   //电源控制引脚 

//宏常数 

#define UECOM_OFF    0 

#define UECOM_ON     1 

#define UECOM_REBOOT     2 

 

//==========使用到的结构体的定义======================================= 

typedef struct UecomGnssInfo{ 

    uint_8 time[15];     //UTC 时间 

    double latitude;     //纬度 

    double longitude;    //经度 

    double speed;    //速度 

    double attitude;     //海拔 

} UecomGnssInfo; 

//=======================宏定义结束==================================== 

 

//===================================================================== 

//函数名称：uecom_power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state:通信模组电源控制命令。可取值为（使用宏常数）： 

//     UECOM_OFF：关闭通信模组电源； 

//     UECOM_ON：打开通信模组电源； 

//     UECOM_REBOOT：重启通信模组（先关闭，延时，再开启）。 

//功能概要：控制通信模块供电状态 

//内部调用：gpio_init，delay_ms 

//修改日期：【20180718】,LXD 

//===================================================================== 

void uecom_power(uint_8 state);    //控制通信模块供电状态 

 

//==================================================================== 

//函数名称：uecom_init 

//函数返回： 0：成功；1：与 UE 模块串口通讯失败；2：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失败； 

//参数说明： 无 

//功能概要：uecom 模块初始化。（1）建立与通讯模组的串口通讯； 

//     （2）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 

//修改日期：【20180718】,LXD 

//==================================================================== 

uint_8 uecom_init(void); 

 

//===================================================================== 

//函数名称： uecom_linkBase 

//函数返回： 0：成功建立与铁塔建立连接；1：连接不上铁塔； 

//参数说明：无 

//功能概要：与网络运营商的基站（铁塔）建立连接 

//修改日期：【20180718】,LXD 

//===================================================================== 

uint_8 uecom_linkBase(void); 

 

//===================================================================== 

//函数名称：uecom_linkCS 

//函数返回： 0：成功建立 TCP 连接；1：建立 TCP 连接失败 

//参数说明： IP:待连接服务器的 IP 地址； port:待连接服务器的端口号 

//功能概要：与指定的服务器和端口建立 TCP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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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日期：【20180718】,LXD 

//===================================================================== 

uint_8 uecom_linkCS(uint_8 *ip,uint_8* port); 

 

//===================================================================== 

//函数名称：uecom_send 

//函数返回：  0：发送成功；1：开启发送模式失败；2：数据发送失败 

//参数说明： data:待发送数据缓存区，传入参数 

//         length:待发送数据的长度 

//功能概要：将数据通过已经建立的 TCP 通道发送出去。最多 500 个字节。 

//修改日期：【20180718】,LXD 

//===================================================================== 

uint_8 uecom_send(uint_16 length, uint_8 *data); 

 

//===================================================================== 

//函数名称：uecom_transparentSend 

//函数返回：  0：发送成功；1：开启发送模式失败；2：数据发送失败 

//参数说明： data:待发送数据缓存区，传入参数 

//         length:待发送数据的长度 

//功能概要：透明发送，将数据通过已经建立的 TCP 通道发送出去。最多 500 个字节。 

//修改日期：【20180922】,LXD 

//===================================================================== 

uint_8 uecom_transparentSend(uint_16 length, uint_8 *data); 

 

//==================================================================== 

//函数名称：uecom_interrup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ch：串口中断接收到的数据；length：接收到的网络数据长度； 

//           recvData：存储接收到的网络数据 

//功能概要：本函数需要放在串口中断中。并需要传入串口中断接收到的数据。 

//  本构件的所有功能实现均依赖该 api。本 api 实现的功能： 

//  （1）接收网络发送来的数据;（2）构件内部使用本 api 与模块进行数据交互 

//修改日期：【20180718】,LXD 

//===================================================================== 

void uecom_interrupt(uint_8 ch,uint_16 *length,uint_8 recvData[]); 

 

//==================================================================== 

//函数名称：uecom_transparentInterrup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ch：串口中断接收到的数据；length：接收到的网络数据长度； 

//           recvData：存储接收到的网络数据 

//功能概要：透传的中断处理函数，本函数需要放在串口中断中。 

//      并需要传入串口中断接收到的数据。 

//      本构件的所有功能实现均依赖该 api。本 api 实现的功能： 

//  （1）接收网络发送来的数据;（2）构件内部使用本 api 与模块进行数据交互 

//修改日期：【20180922】,LXD 

//===================================================================== 

void uecom_transparentInterrupt(uint_8 ch,uint_16 *length, 

  uint_8 recvData[]); 

 

//===================================================================== 

//函数名称：uecom_ gnssSwitch 

//函数返回：0：操作 GNSS 成功；1：操作 GNSS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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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state：设置 GNSS 的开关状态。1：热启动；2：温启动；3：冷启动； 

//      建议默认使用冷启动。 

//功能概要：设置 GNSS 的状态。开启或关闭 GNSS，并设定开启方式。 

//修改日期：【20180902】； 

//===================================================================== 

uint_8 uecom_gnssSwitch (uint_8 state); 

 

 

//===================================================================== 

//函数名称：uecom_ gnssGetInfo 

//函数返回：0：获取定位信息成功；1：没有获得定位信息 

//参数说明：data(UecomGnssInfo 结构体)：存储获得的 GNSS 相关信息。 

//      采用结构体的方式，共包含 4 个成员： 

//      time（15 个字节的 uint_8 数组）, 

//      例如:“20180706155132”表示 2018 年 7 月 6 日 15:51:32 

//      latitude（double 类型），纬度信息；longitude（double），经度信息； 

//      speed（double 类型），速度，单位为：米每秒。 

//      attitude（double 类型），海拔高度，单位为：米       

//功能概要：获得与 GNSS 定位相关的信息。 

//修改日期：【20180902】 

//===================================================================== 

uint_8 uecom_gnssGetInfo (UecomGnssInfo *data); 

 

 

//===================================================================== 

//函数名称：uecom_baseInfo 

//函数返回：0：获取基站信息成功；1：获取信号强度失败； 

//参数说明：retData：存储返回的信息,最少分配 20 个字节。 

//      信息组成：信号强度(1 个字节)+基站号（19 个字节） 

//功能概要：获取与基站相关的信息：信号强度和基站号 

//修改日期：【20180815】,LXD 

//===================================================================== 

uint_8 uecom_baseInfo (uint_8 retData [20]); 

 

//===================================================================== 

//函数名称：uecom_ modelInfo 

//函数返回：0：获取模组信息成功；1：获取模组信息失败 

//参数说明：retData：存储返回的信息,最少分配 40 个字节。 

//      信息组成：IMEI (20 个字节)+IMSI（20 个字节） 

//功能概要：获得需要与模块相关的信息，包括：IMEI 号，IMSI 号 

//修改日期：【20180718】,LXD 

//===================================================================== 

uint_8 uecom_modelInfo (uint_8 retData[40]); 

 

//===================================================================== 

//函数名称：uecom_typeGe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type:金葫芦型号 

//功能概要：获取金葫芦型号 

//===================================================================== 

uint_8 uecom_typeGet(uint_8 *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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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称：uecom_biosVerGe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biosVer:金葫芦版本（通信模组型号） 

//功能概要：获取金葫芦版本 

//===================================================================== 

void uecom_version(uint_8 *version); 

//===================================================================== 

//函数名称：uecom_httpGet 

//函数返回：0：获得 get 请求成功；1：初始化 http 失败；2：传递 url 参数失败； 

//      3：设置网络失败；4：开启网络失败；5：建立连接失败； 

//      6：发送请求失败；7：获得返回失败； 

//参数说明：ip:目标服务器地址；port :目标地址；url:get 请求的内容。 

//      result:get 请求返回的结果， 

//      数组长度由预计返回的长度（用户应已知返回内容）*1.5 来决定。 

//功能概要：发起 http 的 get 请求，并将返回结果存储在 result 中 

//===================================================================== 

uint_8 uecom_httpGet (uint_8 ip[],uint_8 port[],uint_8 url[],uint_8 result[]); 

 

#endif 

4.2.3 uecom 构件的使用方法 

1．uecom 基本使用步骤 

使用 uecom 构件需要根据实际项目配置“uecom.h”文件中的宏，随后进行应用，基本使用

步骤如下。 

（1）打开通信模组电源，使通信模块处于供电状态。若需重启通信模组，先关闭电源，短

暂延时后再开启模组电源。 

（2）初始化 uecom 模块。建立与通讯模组的串口通讯，并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 

（3）与网络运营商的基站建立连接。在基站连接成功后，与指定的服务器和端口建立 TCP

连接。若连接失败，返回失败提示，并继续尝试连接。 

（4）获取通信模组相关信息。获得 GNSS 定位信息，获取与基站相关的信息，以及获取金

葫芦套件型号、版本号等信息。 

（5）在有发送请求时，开启发送模式。将数据通过已经建立的 TCP 通道发送出去。 

（6）开启 uecom 串口中断。通过串口中断接收网络发送来的数据，再进行相关数据处理。 

2．理解 uecom 构件基本使用步骤——流程举例 

下面给出 uecom 的一个使用样例，此样例用于实现基于 uecom 的发送与接收过程。 

1）通信模组供电 

调用 uecom_power 函数，给通信模组供电。宏定义 UECOM_ON 为打开通信模组电源，控

制通信模块供电状态。在设置完成后，等待 6 秒，保证电源打开成功。 

uecom_power(UECOM_ON);         //给通信模组供电 

Delay_ms(6000);               //延时 6 秒 

2）uecom 初始化 

调用 uecom_init 函数，完成 uecom 初始化。若成功初始化，则继续下面的流程；若初始化失

败，则直接退出。 

uecom_init();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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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接基站 

调用 uecom_ linkCS 函数，连接指定服务器。若成功连接基站，便可以继续连接指定服务器；

若连接失败，则直接退出。 

uecom_linkBase();               //连接基站 

4）连接服务器 

调用 uecom_ linkBase 函数，连接基站。若成功连接服务器，则继续下面的流程；若连接失

败，则直接退出。 

uecom_linkCS(serverIP, serverPort);     //连接服务器 

5）获取通信模组信息 

调用 uecom_modelInfo 函数，获取通信模组信息。获取模块 IMEI 号和 IMSI 号。若获取失

败，则直接退出。 

uecom_modelInfo(mRetdata);          //获取通信模组信息 

6）发送数据 

调用 uecom_send 函数，发送数据。将组帧完成的数据 mSendData 通过 TCP 连接发送出去。

若发送失败，则直接退出。 

uecom_send(mSendLen,mSendData);    //发送数据 

7）接收数据 

通过串口中断函数接收网络发送来的数据，根据 gRecvLength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在接收

到数据后，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 

if(gRecvLength != 0)          //串口接收通信模组返回数据，若接收到数据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gRecvBuf  } 

3．uecom 构件基本使用例程代码 

基于 4.2.2 节 uecom 构件头文件，下面给出 uecom 的一个使用样例的详细代码。 

//------------------------------------发送流程--------------------------------- 

uecom_power(UECOM_ON);         //给通信模组供电 

Delay_ms(6000);               //延时 6 秒 

mflag = uecom_init();           //初始化 

if(mflag) goto uecom_exit;           //初始化失败，退出 

mflag = uecom_linkBase();           //连接基站 

if(mflag) goto uecom_exit;           //连接基站失败，退出 

mflag = uecom_linkCS(serverIP, serverPort); //连接服务器 

if(mflag) goto uecom_exit;        //连接服务器失败，退出 

mflag = uecom_modelInfo(mRetdata);       //获取通信模组信息 

if(mflag) goto uecom_exit;        //获取通信模组信息失败，退出 

mflag = uecom_send(mSendLen,mSendData); //发送数据 

if(mflag) goto uecom_exit;        //发送数据失败，退出 

uecom_exit:  //退出处 

    return; 

//------------------------------------接收流程--------------------------------- 

if(gRecvLength != 0)          //串口接收通信模组返回数据，若接收到数据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gRecvBuf  } 

4.3 理解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US-Monitor的执行过程 

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 US-Monitor 运行在一台可以连接公网的电脑上，不需要有固定的 IP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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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US-Monitor 的数据来自于来自于云服务器转发软件 CSFS，所以 US-Monitor 的运行依赖于

CSFS 的运行。 

4.3.1 US-Monitor 工程框架 

US-Monitor工程框架共分为 4个文件夹。分别是 01_Doc、02_Class、03_Form和 04_Resource。

如表表 4-3 所示。 

表 4-3 侦听程序 US-Monitor 的工程框架 

 项目解决方案名 备注 

项目文件夹、工程名 根据工程修改 

项目属性 开发坏境自动生成，无需更改 

引用的默认命名空间 根据工程改 

01_工程说明文件夹 无需更改 

工程说明文档 根据工程修改 

02_工程类文件夹 无需更改 

   历史数据曲线类 无需更改 

   结构数据转换类 无需更改 

   网络通信类 无需更改 

实时数据曲线类 无需更改 

   数据库操作类 无需更改 

03_工程窗体文件夹 无需更改 

   03_00 主窗体 根据工程修改 

   03_01 备用窗体文件夹 根据工程修改 

   03_02 实时数据窗体 根据工程修改 

   03_03 历史数据窗体 根据工程修改 

04_工程资源文件夹 根据工程修改 

bin 文件 开发环境自动生成，无需更改 

obj 文件 开发环境自动生成，无需更改 

XML 文件 根据工程修改 

工程配置文件 根据工程修改 

dgml 文件 开发环境自动生成，无需更改 

程序入口类 无需更改 

1. 工程说明文件夹：01_Doc 

工程说明文件夹下的 readme.txt文档用来说明用户对工程在何时进行了哪些修改以及修改后

的工程实现了哪些功能。 

2. 工程类文件夹：02_Class 

工程类文件夹存放了工程使用到相关类，共包含了 5 个类。分别是：历史曲线类（DrawChart）、

结构数据转换类（FrameData）、网络通信类（HCICom）、历史曲线类（Paint）和数据库操作类

（SQLComand 类）。历史曲线类用来将历史数据进行曲线显示的类；结构数据转换类可以将数据

转换为应用层方便处理的数据格式；网络通信类负责接收上行数据和发送下行数据，该类会对接

收到的数据进行解帧，并把真实的数据传递到应用层，同时将应用层的数据组帧并发送到指定地

址；实时曲线类用来将实时数据进行曲线显示的类；数据库操作类可以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或

从数据库中读取到需要使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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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窗体文件夹：03_Form 

工程窗体文件夹存放应用层的代码，可以有多个窗体。多个窗体时，应将主窗体放在“03_00”

文件夹下，方便理解。本工程中，此文件夹下共包含了 4 个子文件夹，其中 1 个主窗体，3 个子

窗体。 

4．工程资源文件夹：04_Resource 

工程资源文件夹用来存放主窗体中“帮助”菜单栏下的“使用说明”、“程序说明”和“版本”

的资源文件。 

4.3.2 US-Monitor 的执行过程 

US-Monitor 程序是基于云转发程序实现的，在了解云转发程序的功能之后才能更好理解 US-

Monitor 的执行过程。 

1．云服务器转发软件 CSFS 的功能 

终端（UE）与用户服务器（US）之间的通信需要通过 IP 地址才能进行连接的，而给每个终

端或每个用户服务器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是不划算的，因此，本书采用了一个方法，使整套系统

只需要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就能顺利运行。 

在该 IP 地址对应的服务器上运行一个转发程序，即云服务器转发软件 CSFS。所有的终端与

用户服务器都会主动与转发程序建立连接，并通过转发程序进行上行下行数据的转发。基于 CSFS

的通信流程在第三章的通信过程中已经给出，其具体功能如下： 

（1）云服务器转发软件根据连接的端口号确定连接是来自终端还是用户服务器，从而进行

转发。 

（2）每个终端都有一个固定的 IMSI 号，并包含在每一帧发送数据中，云服务器转发软件根

据帧中的 IMSI 号确定这个连接来自哪一个终端。 

（3）用户服务器发给云服务器转发软件的每一帧中也带有一个 IMSI 号，表示用户服务器想

把该帧数据发给这个 IMSI 号对应的终端，云服务器转发软件根据该 IMSI 号发送数据给对应的

终端。 

为实现上述功能，云服务器转发软件使用了 4.4 节将要讲述的 HCICom 类，此类使得使用者

能够通过 IMSI 号直接发送 TCP 数据，而不需要理解 socket①的概念。关于类的使用方法和接口

介绍在 4.4 节中会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US-Monitor 的执行流程 

在云服务器转发程序的基础上，利用 US-Monitor 即用户服务器程序接收数据与回发。其运

行界面如图 4-2 所示。 

                                                        
① socket：套接字。TCP 通信的接口。进行 TCP 网络通信的双方需要首先建立一个 socket 才能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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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侦听程序截图 

侦听程序在启动之后，主要需要执行如下操作。 

（1）首先程序从 Program.cs 运行，创建并启动 FrmMain_Load 主窗体 

（2）执行 FrmMain_Load 函数，生成显示主窗体，同时加载“AHL.xml”文件中的内容，并

将其中的参数，如 IMSI 号、目标地址、相关参数名等存入全局变量中，以便在侦听实时数据时

动态生成文本框。 

（3）接下来开启定时器，并加载运行 FrmRealtime_Load 实时数据窗体。 

（4）执行 FrmRealtime_Load 函数，根据从“AHL.xml”文件中读取的信息，生成显示实时

数据界面，并与云平台转发程序建立连接。 

（5）若接收到数据，则会触发数据接收处理程序，将有效数据解析后重新创建标签，并显

示在实时窗口上，同时存入本地数据库的上行表“Up”中。 

（6）在接收到数据后的 30 秒内可以向终端回发数据（30 秒之后，终端会自动断开连接）。

因此，需要使能“回发”按钮，30 秒后禁用“回发”按钮。 

（7）点击“回发”按钮，根据文本框里的内容更新结构体 g_frmStruct，然后进行组帧并发

送给云平台转发程序。点击“清空”按钮，清除文本框内显示内容，等待接收下一帧数据。 

（8）若无数据到来，定时器每秒更新窗体显示的时间，每隔 5 秒向云平台中转发程序发一

次心跳包，防止 TCP 链接长时间无数据通信而断开。 

4.4 初步理解HCI与MPO的通信类HCICom 

窄带物联网可以应用于燃气表、电子牌、交通灯等各类项目，但这些窄带物联网项目的传输

方式都是相同的，因此这些项目中的网络通信层也应当是通用的。HCICom 类就是按照这种思想

设计的，它被抽象出来，与各类项目的繁琐细节脱离，只留下与数据传输相关的内容，这使得它

具有了项目间易重用，易移植的特点。 

HCICom 对外的接口与传输方式无关，对于侦听程序乃至于人机交互系统的开发者而言，

HCICom 的存在使得开发者不再需要与信息邮局打交道，而只需要学会 HCICom 的使用方法就

可以完成数据的上行与下行。当把项目更改为非窄带物联网项目，即更改传输方式时，只需要编

写一个与现有 HCICom 对外接口一致的类替换它，便可以在上层的程序中屏蔽掉这种更改，这

使得上层程序具有了跨传输方式通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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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HCICom 类的设计要点 

HCICom 类是人机交互系统 HCI 和信息邮局 MPO 间的一个通信接口类，是人际交互系统

HCI 对外沟通的桥梁。HCICom 类与底层 uecom 构件配合，实现了终端 UE 的数据与上层 HCI 之

间的数据交互。设计 HCICom 类时，应当综合考虑其易用性、可移植性和可复用性，屏蔽通信协

议（如 TCP、UDP、HTTP）的差异，对外提供最简单、最直接的接口参数。 

HCICom 类应用于人际交互系统 HCI 的相关应用程序，主要应用包括：用户服务器侦听程

序 US-Monitor、云服务器端的侦听程序 CS-Monitor 以及客户端程序 CS-Client。作为通信接口类，

其主要功能为建立连接、完成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HCICom 类的设计主要围绕使用方便性、数据完整性、安全性、交互性、多通道等五个方面。 

1．使用方便 

HCICom 类可工作于服务器端的侦听程序以及客户端程序。工作于服务器端时，主要工作为：

监听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对于每一个连接请求开启一个新的数据通道；对于每一个数据通道

的数据进行接收、解析以及相关数据发送等操作；工作于客户端时，主要工作为：向服务器端（IP

地址和端口已知）发起连接请求；成功建立连接之后在建立的数据通道上进行数据的发送、解析

以及接收等操作。 

因此设计时考虑到这两者的工作场景，为屏蔽两者之间差异，封装中间的过程，对外提供连

接的目标地址和接收到的数据帧数两个属性，以及初始化，读取与发送数据的方法。 

2．数据完整性 

与 uecom 构件相对应，在人机交互系统的 HCICom 类中同样使用了帧结构，对数据进行自

封自解，与用户编程无关。同时为了配合 uecom 构件，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在该类

中同样采用了 CRC16 检验。 

3．安全性 

在安全性方面，同样 HCICom 与 uecom 构件相配合，形成了应用层的“自我加密，自我解

密”。即上行时，uecom 将传入的用户数据加密，HCIcom 收到密文解密后交给应用层，下行时则

相反。通过构件层及应用层二层加密机制，再加上信息邮局 MPO 的加密，便增强了数据传输的

安全性。 

4．交互性 

由于不知道连接请求或数据什么时候将从外部传输过来，若循环等待，将导致大量时间浪费，

大大降低程序的交互性，因此需要采用异步通信方式。 

异步接收：开启异步接收之后，当接收到指定字节的数据后，接收回调操作（ReceiveCallBack）

将被执行。在接收回调操作中，将结束本次接收，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并将解析得到的数据帧和

IMSI 号放到数据缓冲区，更新或添加通信列表，然后继续开始异步接收。 

异步监听：服务器端开启监听之后，当接收到连接请求，监听回调操作（AcceptCallBack）

将被执行。在监听回调操作中，将会结束本次监听，获得客户端的连接。然后开启对新的客户端

连接的异步接收，并且重新开始监听。 

5．多通道 

在 NB-IoT 系统中，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是区别终端 UE 的唯一标识，其总长度不超

过 15 位。使用者只需知道设备的 IMSI 号，就可以将数据发送到对应的设备上。而多个客户端监

测同一个终端 UE，会出现一个 IMSI 号与多个数据通道相对应的情况。因此采用了一个 IMSI 与

socket 相对应的结构体，结构体中包含 1 个 IMSI 号和一个 socket 的列表。当有监听同一个 IMSI

号的客户端加入，相应的结构体中的 socket 列表便会更新。在发送数据时，会根据 IMSI 号，把

数据发给所有对应的 socket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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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HCICom 类的属性、方法和事件 

通过上述 HCICom 类的设计要点分析，HCICom 类提供一定的对外属性、方法和事件，利用

这些方法可以实现 PC 的数据接收与发送。 

1. HCICom 类的对外属性 

面向对象的编程中，属性用于提供对对象或类的特性的访问权限。在 HCICom 类中，对外属

性有两个：HCIComTarget（连接方式和连接目标地址），recvCount（接收到的数据帧数，只读属

性）。HCIComTarget 对应不同的连接方式，对应的字符串不一致，如果用作监听本地端口，对应

字符串为“local:端口号”；若用作监听服务器端口，对应字符串为“ip 地址:端口号”。 

    /// ------------------------------------------------------------------- 

    /// （1）对外属性 

    /// ------------------------------------------------------------------- 

    /// （1.1）连接方式和连接的目标地址 

    /// 例如：监听本地的 8035 端口时     "local:8035" 

    ///监听 122.112.137.230 的 8035 号端口时   " 122.112.137.230:8035" 

    public string HCIComTarget; 

    ///（1.2）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帧数,设置为只读属性 

    public long recvCount { get; private set; } 

2. HCICom 类的对外方法 

面向对象的编程中，方法是可以由对象或类执行的计算或操作的成员。HCICom 类的对外方

法有三个：init（HCICom 的初始化），Read（读取缓冲区的一帧数据），Send（发送数据）。借助

这些方法可以建立通信连接，读取数据和发送操作。 

    /// ------------------------------------------------------------------- 

    /// （2）对外方法 

    /// ------------------------------------------------------------------- 

    /// （2.1）init-------------------------------------------------------- 

    ///  <summary>  

    ///  方法名称：init 

    ///  功能概要：初始化 HCICom，载入属性值，并根据传入的 IMSI 建立通信连接 

    ///  内部调用：BeginAccept BeginConnect 

    ///  </summary>  

    ///  <param name="IMSI">存储 IMSI 号的 string 数组</param> 

    ///  <returns>0：初始化成功；1：不支持此种通信方式 ；2:目标地址错误 

    ///       3：监听目标地址失败；4：连接服务器失败； 

    ///  </returns> 

    /// ------------------------------------------------------------------- 

    public int Init(string[] IMSI); 

    /// （2.2）Read-------------------------------------------------------- 

    ///  <summary>  

    ///  方法名称：Read 

    ///  功能概要：读出缓冲区中的一帧数据，并通过传入参数传出。 

    ///    建议在接收事件中调用 

    ///  内部调用：无 

    ///  </summary>  

    ///  <param name="imsi">发送本条数据的终端 IMSI 号</param> 

    ///  <param name="buffer">本条数据的内容</param> 

    ///  <returns>true：读取成功；false：接收缓冲区为空</returns> 

    /// ------------------------------------------------------------------- 

    public bool Read(ref string imsi, ref byte[] buffer); 

    ///（2.3）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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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mary>  

    ///  方法名称：Send 

    ///  功能概要：发送操作 

    ///  内部调用：内部函数 SendCallBack 

    ///  </summary>  

    ///  <param name="imsi">本条数据将要发送至的终端 IMSI 号</param> 

    ///  <param name="data">待发送的数据内容</param> 

    ///  <returns>0：发送成功；1：发送失败 ； 

    ///  </returns> 

    /// ------------------------------------------------------------------- 

    public int Send(string imsi, byte[] data); 

3. HCICom 类的对外事件 

事件是使对象或类能够提供通知的成员。 HCICom 类中设置了一个对外事件：

DataReceivedEvent（数据接收事件）。类通过提供事件声明来定义事件，类似于字段声明，但他

增加了 event 关键字和一组可选的事件访问器，并且此声明的类型必须先定义为委托类型。此处

定义的事件用于接收数据，使用时与具体方法进行绑定，即可在触发事件时执行对应的函数方法。 

    /// ------------------------------------------------------------------- 

    /// （3）对外事件 

    /// ------------------------------------------------------------------- 

 

    ///（3.1）recv--------------------------------------------------------- 

    ///  <summary>  

    ///  方法名称：DataReceived 

    ///  功能概要：数据接收委托函数 

    ///  内部调用：无 

    ///  </summary>  

    /// ------------------------------------------------------------------- 

    public delegate void DataReceived(); 

    public event DataReceived DataReceivedEvent;     //数据接收事件    

4.4.3 HCICom 类的使用方法 

1．HCICom 基本使用步骤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云转发程序与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的对外通信都需要依赖 HCICom 类

的方法。下面介绍了 HCICom 的基本使用步骤。 

（1）初始化 HCICom。载入属性值，设置监听的 IP 地址和端口，并根据传入的 IMSI 建立

通信连接。 

（2）读出缓冲区数据。在接收事件中，读出缓冲区中的一帧数据，并通过传入参数传出。 

（3）发送数据。根据监听方式，将组帧好的数据，发送给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终端设备

或客户端。 

2．理解 HCICom 构件基本使用步骤举例 

下面给出 HCIcom 的一个使用样例，此样例用于实现基于 HCIcom 的发送与接收过程。 

1）初始化 HCICom 对象 

创建一个 HCICom 对象，设置目标地址及端口，并初始化该对象。 

HCICom com = new HCICom();    //创建 HCICom 的一个对象 com 

com.HCIComTarget = “local:8094”;     //设置属性（目标地址及端口）。此处为监听本地 

com.Init(null);           //初始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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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取缓冲区数据 

注册接收处理函数 IoT_recv，在该事件处理函数中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com.DataReceivedEvent += new HCICom.DataReceived(IoT_recv);  //注册接收处理函数 IoT_recv 

com.Read(ref imsiRecv, ref frameData);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3）发送数据 

由于本样例的监听方式为本地监听方式，则表示是云转发程序或云服务器侦听程序在调用该

方法，程序需要查找所有侦听着该 imsi 对应设备的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或终端设备并向它们全

部发送数据帧。 

com.send(imsiRecv, fram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3．HCICom 构件基本使用例程代码 

基于上述 HCICom 类的对外属性方法和事件，下面给出 HCICom 类的一个使用样例，此用

例实现对目标地址进行侦听，实现对数据的接收以及原样返回： 

HCICom com = new HCICom();    //创建 HCICom 的一个对象 com 

com.HCIComTarget = “local:8094”;     //设置属性（目标地址及端口）。此处为监听本地 

com.Init(null);           //初始化对象 

com.DataReceivedEvent += new HCICom.DataReceived(IoT_recv);  //注册接收处理函数 IoT_recv 

void IoT_recv() 

{ 

String imsiRecv, frameData;       // 创建用来接收的字符串对象 

com.Read(ref imsiRecv, ref frameData);      //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com.send(imsiRecv, fram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 

4.5 理解数据入库过程 

终端 UE 上行的数据必须有合适的存储地，以便后期使用。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下行的数据也

需要一个中转处。这些工作需要利用数据库进行。在计算机体系中，数据库形式有多种多样，我

们选择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存储 NB-IoT 系统数据。 



  

48 

 

4.5.1 查看数据库与表的简单方法 

数据存放于数据库文件“AHL-IoT.mdf”中，

该 文 件 处 于 网 上 光 盘 “ ..\ 04-Soft\02-

HCI\DataBase”文件夹内。该文件夹内还有另一

文件“AHL-IoT_log.ldf”，是自动生成的日志文

件。 

 “AHL-IoT.mdf”内含几张数据表，每张数

据表由行列组成，每一列称为一个“字段”，每

一行称为一个“记录”。在 C#开发环境中如何简

单地查看数据库与表的内容呢？步骤如下： 

（1）打开工程。双击“…\04-Soft\02-HCI\01-

US-Monitor\AHL-IoT.sln”C#解决方案文件，则

进入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并打开了

“US-Monitor.csproj”工程。 

（2）利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查看程

序。若未出现“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窗口，操

作“ ”→“ ”，则

出现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窗口。显示如图 4-3。 

（ 3 ） 查 看 数 据 库 。 可 以 利 用

“ ”查看数据库。操作

“ ”→“ ”，则出现

“ ” 窗 口 ， 右 键 单 击

“ ”出现弹出菜单→左键单击

“ ”，出现图 4-4 所示的“添加连

接”弹出窗体。图上部的“数据源”需更改为

“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文件”（如图示

例）。此后，单击“ ”，根据你的工程

路径，选择打开要查看的数据库文件“AHL-

IoT.mdf”后，单击“ ”，应该弹出“测

试连接成功”窗体，单击“确定”，退出该“测

试连接成功”窗体。随后，单击“添加连接”窗

体下部的“ ”按钮。此时“ ”

窗 体 栏 下 的 “ ” 下 会 出 现

“ ”，这就是我们要查看的

数据库了。 

（4）查看数据内的表。操作数据库名字前

的小箭头“ ”查看数据库所包含的表。单击

“ ”前的小箭头“ ”，出现

“ ”等栏目，再单击“ ”前

的小箭头“ ”，则展开表所含内容。见图 4-5。

这个小箭头“”就是展开与收起的功能。 

此时可以看到 AHL-IoT 所含的 3 张表的名

字分别为“Device”（ 设备信息表）、“Down”

（ 下行数据表）、“Up”（上行数据表）。 

 

 

 

 

 

 

 

 

 

 

 

 

 

 

 

 

 

 

 

 

 

 

 

 

 

 

 

图 4-3 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图 4-4 “添加连接”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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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看数据表 “Device”为例，右键单击“Device”，

选择“显示表数据”，即可显示“Device”的数据。 

也可以采用 sql（结构化查询语言）进行查询。步骤如

下：右键单击“Device”，选择“新建查询”，在弹出框中输

入“select * from Device”，单击弹出框左上角的 按钮，

执行 sql 语句，即可实现数据查询。 

4.5.2 各数据表的用途 

金葫芦框架中的数据库共包含 3 张表，分别是：设备信

息表（Device）、上行数据表（Up）、下行数据表（Down）。

下面简要阐述各表基本功能。 

1．设备信息表（Device） 

设备信息表（Device）存储终端设备的配置信息，一个

设备对应一条记录，只保存最新信息，不保存更改记录。主

要记录存储于 GEC 内 Flash 存储体 中的与设备配置相关的

信息。表中包含的属性及其含义见表 4-4。 

表 4-4 设备信息表（Device） 

属性名 数据类型 数据含义 备注 

ID int 主键 每增加一条数据自动加一 

equipName nvarchar(50) 产品名称  

equipID nvarchar(50) 产品序列号  

equipType nvarchar(50) 产品型号  

vendor nvarchar(50) 生产厂家  

softVer nvarchar(50) 软件版本  

productTime nvarchar(50) 生产时间  

userName nvarchar(50) 用户名  

phone nvarchar(50) 手机号  

serverIP nvarchar(50) 服务器 IP  

serverPort nvarchar(50) 服务器端口号  

sendFrequencySec nvarchar(50) 上传间隔（秒）  

resetCount nvarchar(50) 看门狗复位次数  

cmd nvarchar(20) 识别命令  

frameCmd nvarchar(20) 帧格式命令  

2．下行数据表（Down） 

下行数据表（Down）存储所有下行的数据。本表可存储多种格式的数据，所有帧格式的数

据均可存储，通过命令数据表，来决定真正有用的字段。该表包含的属性及含义见表 4-5。 

表 4-5 下行数据表（Down） 

属性名 数据类型 数据含义 备注 

ID int 主键 每增加一条数据自动加一 

sn nvarchar(20) 帧号  

IMSI varchar(500) IMSI 号  

serverIP varchar(500) 服务器 IP  

serverPort varchar(500) 服务器端口  

currentTime nvarchar(80) 发送时间  

resetCount varchar(500) 看门狗复位次数  

sendFrequencySec nvarchar(40) 发送间隔(秒)  

 

 

 

 

 

 

 

 

 

 

 

 

 

 

 

图 4-5 AHL-IoT 数据库所含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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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varchar(500) 用户名  

softVer varchar(500) 软件版本  

equipName nvarchar(300) 产品名称  

equipID nvarchar(200) 产品序列号  

equipType nvarchar(200) 产品类型  

vendor varchar(500) 生产厂家  

mcuTemp nvarchar(40) 芯片温度  

surpBaseInfo nvarchar(200) 备注 1  

phone nvarchar(110) 手机号  

IMEI varchar(500) IMEI 号  

signalPower varchar(500) 信号强度  

bright nvarchar(20) 光线强度  

touchNum nvarchar(20) 触摸按键次数  

surplusInfo nvarchar(200) 备注 2  

lbs_location nvarchar(250) LBS 定位信息  

3．上行数据表（Up） 

上行数据表（Up）存储所有的上行数据，本表可存储多种格式的数据，所有帧格式的数据均

可存储，通过命令数据表，来决定真正有用的字段。该表结构与下行表一致，见表 4-5。 

4.5.3 操作数据库的基本编程方法 

为了方便读者对数据库的操作，本书给出模板程序中包含了封装好数据库操纵类

“SQLCommand”，通过使用该类，可可完成大部分的数据库操作。 

对于其使用方法，本节以查询“Device”表为例进行说明。 

1．获取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在 US-Monitor 程序的 App.config 文件中 AppSettings 域提前存放好了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string connectionString = System.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Manager.AppSettings["connectionString"]; 

2．创建数据库操纵对象（以表为单位） 

SQLCommand sqlDevice = new SQLCommand(connectionString, " Device "); 

connectionString 为数据库连接字符串，可参照样例工程进行书写，也可自行搜索资料。 

3．对数据库中表的基本操作：增删改查 

1）在数据表中新增一行数据 

sqlDevice.insert(column,value); 

2）删除数据库中一行数据 

sqlDevice.deleteNeed(column,value); 

3）修改数据库中一行数据 

sqlDevice .update(ID,column,value); 

4）查询数据库中所有数据，并将查询结果存入 DataTable 对象中 

DataTable  dt  =  sqlDevice.select(); 

至此，完成了查询数据表的操作，对于参数的详细说明及其他方法请参考类的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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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本章小结 

本章属于深入理解的内容，是对第 3 章运行的程序的解析过程，目的是理解终端 UE 的 User

程序和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 US-Monitor 的结构与执行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1）给出了终端 User 程序的执行过程，包括芯片上电以及 User 程序的 main 函数和中断处

理程序的流程。 

（2）给出了终端 UE 的通信构件 uecom 的设计思想和使用方法，方便读者能够快速理解该

类，并能实现数据发收发。 

（3）给出了云服务器转发程序 CSFS 的功能以及服务器侦听程序 US-Monitor 的工程架构和

执行流程。 

（4）给出了侦听程序侦听 TCP、UDP 等数据使用到的 HCICom 类的设计要点及使用方法，

便于读者能够快速使用该类实现通信。 

（5）给出了本工程体系下的数据库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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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基于云转发服务的“照葫芦画瓢”样例 

本章是全书的重点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在云转发服务的条件下，借助增加一个热敏传感器，

如何在模板基础上完成一个新的终端 User 程序及 US-Monitor 程序，并运行起来，实现对“照葫

芦画瓢”过程的基本理解。特别是理解终端 User 程序的“照葫芦画瓢”过程，实现新的传感器

快速接入 NB-IoT 系统。第 6-10 章的终端 User 程序也将使用这个样例。 

5.1 功能需求：增加热敏传感器 

本样例只是简单地增加一个热敏传感器（热敏电阻），接入 GEC 引脚，复制终端 User 程序

及 US-Monitor 程序模板，更改相应程序，实现热敏传感器采集的温度 AD 值，通过 NB-IoT 通

信，显示在用户服务器 US 的界面上。 

为方便演示“照葫芦画瓢”过程，

在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中，由于

PTE18 引脚具有 AD 采样功能（GEC 的

引脚说明在本书第 11 章中给出，这里

先了解一下即可），所以直接将热敏传

感器接入该引脚。AHL-IoT-GEC 开发

套件上已经接入，模板程序中不采样，

目的就是留给演示“照葫芦画瓢”过程

使用。其在 AHL-IoT-GEC 底板上的位

置见图 5-1；具体 GEC 芯片各个引脚的

基本功能见附录 B.4。图中还给出了三

色灯、磁阻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红外

发射管与接收管的位置。 

热敏电阻是对温度敏感的器件，其阻值随温度而变化。为了理解方便，选用一个具体型号

NTC-MF52-103/3435 的热敏电阻来讲解。NTC 热敏电阻通用手册①给出了电阻𝑅𝑡与温度 T的换算

公式为： 

𝑅𝑡 = 𝑅 ∗ 𝑒
(𝐵∗(

1
𝑇1

−
1
𝑇2

))
 

其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可以测量的温度范围为-55~125℃。式中：Rt为环境温度 T1下

的电阻值；R为环境温度 T2下的电阻值，这里 T1和 T2的单位是开尔文温度。开尔文温度 Tk与摄

氏温度 Ts的关系为：Tk=273.15+Ts，B为常数。手册中给出该型号 B值为 3435，在 25oC 时阻值

为R为 10 KΩ，由此可以出任何需测量温度下的电阻值，例如在摄氏温度为 0度，即 T1= 0+273.15，

其电阻值𝑅𝑡为： 

                                                        
①  NTC 热 敏 电 阻 通 用 手 册 下 载 网 址 ： https://www.murata.com/~/media/webrenewal/ 

support/library/catalog/products/thermistor/ntc/r44c.ashx?la=zh-cn；NTC- MF52-103/3435 热敏电阻元件手册下载网

址：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61024/1477288590593.pdf 

 

 

 

 

 

 

 

 

 

 

 

 

图 5-1 热敏传感器在 AHL-IoT-GEC 底板上的位置 

   

 

 

 

 

 
（a）热敏电阻           （b）采样电路 

图 5-2 热敏电阻器及其采样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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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𝑡 = 104 ∗ 𝑒
(3435∗(

1
273.15

−
1

25+273.15
))

= 28705Ω = 28KΩ 

由计算出的电阻范围设计采样电路。图 5-2 给出了热敏电阻实物图及其采样电路，采样电路

分压电阻选用 10KΩ电阻对 3.3V 电源进行分压与限流，热敏电阻阻值最大值为 500KΩ（-55℃），

最小值为 0.544KΩ（125℃）。经计算，对应的采样点电压范围在 0.17V~3.24V 之间，接近 0~3.3V

最大范围，采样电路分压电阻的选择比较合适。采样点接入 GEC 的 PTE18 引脚（需设置成 ADC

采样功能），即可通过 GEC 程序对其进行 AD 转换采样。 

实际上，对这里给出的电阻计算公式，了解即可。实践中可通过直接采样回归的方式进行应

用。当然了解基本原理对细致深入的应用开发有益，本处只是期望借助热敏电阻的接入来讲解

“照葫芦画瓢”过程。 

5.2 “照葫芦画瓢”：终端User程序的更改 

为了实现新系统的需求，基于 5.1 节新添加的硬件来更改终端 UE 的 User 程序。本程序是在

KDS 环境中使用 C 语言编写而成的，KDS 的使用方法见本书“附录 B.1 集成开发环境 KDS 快

速指南”，如何安装 KDS 开发环境、如何导入工程、如何编译工程等基本操作，按照该快速指南

进行。 

5.2.1 终端 User 程序“画瓢处”查找、确认 

User 程序的更改逻辑一般是按照变量定义、变量赋值、外设初始化、数据获取、数据发送、

数据显示的流程进行的；在“葫芦”源码中以“画瓢处”为标识，可以通过搜索“画瓢处”获得

代码的插入位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新建一个文件夹并拷贝模板工程 

（1）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画葫芦”之用，构建自己的工作文件夹。最好末尾标注日期。 

（2）将模板 User 程序拷贝一份至新建的文件夹，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即为“画

瓢”User 程序。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步很重要，不要去修改模板，模板是拷贝使用的。 

（3）将 HCI 文件夹下的用户侦听程序 US-Monitor 文件夹、数据库 DataBase 文件夹也拷贝

至新建的文件夹。 

参见“..\04-Soft\03-Example\CH05_Prg” 。 

2．将 User 程序导入 KDS 开发环境 

然后打开 KDS 软件，如未安装 KDS 的用户请参考“附录 B.1 集成开发环境 KDS 快速指南”

所示依次进行；再将准备“画瓢”的 User 程序导入 KDS 中，具体导入流程也请参考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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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工程中搜索“画瓢处” 

导入工程后，接着在工程中进行如下操作： 

（1）“ ”→“ ”，则出现图 5-3 所示的“Search”弹出窗口。 

（2）选择“  ”，并将“ ”栏目下面的文本框中填写

成“*.*”，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全局搜索。 

（3）接下来进行全局搜索过程中，在“ ”栏目下面的文本框中填入“画瓢处”，

则会出现图 5-4 所示的搜索结果。整个工程提供多个“画瓢处”，用户请自行根据需求“画瓢”。 

以下以新增热敏传感器为例，阐述 User 程序具体需要修改的部分。 

5.2.2 终端 User 程序内容修改 

根据上面提供的搜索“画瓢处”方法，

以下具体详细介绍终端 User 程序内容修

改。主要工作共三步，分别是在“includes.h”

文件中增加存储温度的变量、在“main.c”

文件中对AD转换进行初始化以及把AD采

集值赋给发送结构体成员变量。 

1．程序需改步骤 

1）步骤一：在“includes.h”文件中增

加存储温度的变量 

为了获取热敏传感器采集的温度 AD 值，考虑到该 MCU 为 16 位 AD 采样，我们添加一个

16 位无符号整型变量存储温度的“temp”，则在“includes.h”文件的结构体“gUserData”中增加

一个成员变量。同时也可以在“includes.h”文件中搜索“【画瓢处】-用户自定义添加数据”，确

认“画瓢处”的位置；通过在“//【画瓢处】-用户自定义添加数据”的下面一行添加新的注释“//

新增温度传感器”，为后续的统一验证做铺垫，由于该操作与后续步骤一致，则不再重复介绍。

实现效果如下所示。 

 

 

 

 

 

 

 

 

 

 

 

 

 

 

 

 

 

 

图 5-3 “Search”弹出窗口 

 

 

 

 

 

 

 

 

图 5-4 全局搜索“画瓢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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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瓢处】-用户自定义添加数据 

//新增温度传感器 

uint_16 temp;    //添加存储温度值的变量 

2）步骤二：在“main.c”文件中给 ADC 初始化 

考虑到如需获取温度值，将温度模拟量转为数字量，需要初始化 ADC 采样模块。考虑到之

前的ADC未知是否进行初始化操作，因此进行用户初始化函数添加。本处AD采样初始化 adc_init

函数所一一对应的参数是 A 通道、单端模式、16 位采样精度、硬件滤波次数为 32 次，具体详情

请参考工程中的“adc.h”文件。在“main.c”文件中搜索“【画瓢处】-初始化”，确认“画瓢处”

的位置，然后紧接着添加初始化 ADC 的代码，如下所示。 

//【画瓢处】-初始化 

//新增温度传感器 

adc_init(MUXSEL_A,0,16,SAMPLE32);    //初始化 ADC0 

3）步骤三：在“main.c”文件中将 AD 采集值赋给发送结构体成员变量 

在定义成员变量、初始化 ADC 模块之后，需要进行 ADC 采样。由 5.1 节可知，新增的热敏

传感器连接在金葫芦 IoT-GEC 的 PTE18 引脚上，该引脚具有 AD 采样功能，使用的是 ADC0 模

块的 2 号通道，具体引脚功能说明详见本书“附录 B.4”。在“main.c”文件中搜索“【画瓢处】-

传感器数据获取”，并在此处增加获取温度数据的代码，即可得到当前的温度值，具体代码实现

如下所示，主要这里的成员变量名“temp”必须与步骤一相同。 

//【画瓢处】-传感器数据获取 

//新增温度传感器 

gUserData.temp = adc_read(2);    //获取当前的温度值 

为了最终确认终端 User 程序所有更新的区域，采用 5.2 节开头介绍的详细搜索步骤，通过

搜索关键词“ ”得到如图 5-5 所示的

User 程序更改后的全局搜索效果图，共搜索到

3 处添加内容。至此，终端 User 程序更改完

毕。建议注释“新增传感器”可使用唯一标识，

最好由“功能、作者、时间”要素构成，以便

搜素定位在工程中找到这一功能的全部修改

处。 

为了方便用户更快地进行学习，本代码已

放入光盘“ ..\04-Soft\03-Example\CH05_Prg\ 

User_GEC_Basic”中，供读者参考。 

2．编译下载 

在完成修改之后，请参考本书“附录 B.1 集成开发环境 KDS 快速指南”，对程序进行编译。

按照 3.5.1 节方式下载到 GEC 中，并查看修改 Flash 配置参数。 

接下来完成对 US-Monitor 的更改。 

 

 

 

 

 

 

 

 

 

图 5-5 User 程序更改后的全局搜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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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照葫芦画瓢”：US-Monitor的更改 

考虑到 UE 端通过云转发至 US-Monitor 端的用户数据结

构体变量，与 US-Monitor 的.xml 文件需要存储、显示的变量

是一一对应的。在 US-Monitor 中，通过解析、修改“AHL.xml”

文件即可达到将 UE 端发送的数据显示在 US-Monitor 端的目

的。 

为了实现样例的需求，在 US-Monitor 中，应修改

“AHL.xml”文件中的 3 个部分：添加侦听的 IMSI 号；添加

用来存储传感器信息的变量；将该变量添加到命令“U0”中。 

在修改程序之前，需要完成的前期操作步骤如下： 

（1）自定义路径下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葫芦”，

搭建用户自己的项目文件夹。最好标注日期至文件夹末尾。 

（2）将“葫芦”US-Monitor 程序拷贝一份，放于该新建

文件夹下，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命名，保证原始“葫芦”US-

Monitor 源码不被覆盖，此处为即将“画瓢”的 US-Monitor 程

序。 

（3）打开 VS2013 集成开发环境，如未安装 VS2013 的用户请参考本书“附录 C.1 VS2013

集成开发环境快速指南”所示依次进行； 

（4）找到 US-Monitor 程序的工程路径，通过左键双击“ ”打开即将“画瓢”的

US-Monitor 的整个工程，图 5-6 为 US-Monitor 工程目录。 

在完成前期操作步骤之后，我们即将准备进行 US-Monitor 程序修改。 

5.3.1 US-Monitor 程序“画瓢处”查找、确认 

在 US-Monitor 工程目录中，通过

左键双击“ ”打开需要更改

的.xml 文件，然后单击 VS 菜单栏中

的“ ”，选择“ ”，接着

单击“ ”，

应该弹出“查找和替换”窗体，并单击

选择“ ”模式，即可进行

全局搜索，图 5-7 表示为“查找和替

换”弹出窗口。 

当进行全局搜索的时候，在

“ ”栏目下文本框中填写

“【画瓢处】”，再单击“ ”，

则会在“ ”框中出现图 5-8 所

示的“【画瓢处】”全局搜索。 

特别注意的是，搜索使用的是中

文“【】”。 

由图 5-8 可知，整个 US-Monitor

工程框架提供多处“画瓢”的位置，用

户请各自的根据需求进行“画瓢”。接

下来根据样例需求，对 US-Monitor 程

序进行具体修改。 

 

 

 

 

 

 

 

 

 

 

 

 

 

 

图 5-6 US-Monitor 工程目录 

 

 

 

 

 

 

 

 

 

 

 

 

 

 
图 5-7 “查找和替换”弹出窗口 

 

 

 

 

 

 

 

图 5-8 “画瓢处”全局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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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US-Monitor 程序内容修改 

US-Monitor 程序内容的修改主要由“添加侦听的 IMSI 号”、“添加用来存储传感器信息的变

量及显示名”及“添加该变量至命令“U0”中”三个部分组成，这些工作均在“AHL.xml”文件

中进行。 

1．添加待侦听的 IMSI 号 

考虑到每套金葫芦 IoT-GEC 拥有各自的 IMSI 号，为了进行侦听，需要添加该 IMSI 号。在

“AHL.xml”文件中搜索“【画瓢处】-添加侦听的 IMSI 号”，并在此处按照要求将侦听的 IMSI

号更改为自己的设备 IMSI 号，例如 460040436504886；然后按照修改 User 程序的相同思路添加

“<!--新增温度传感器-->”，后面操作一致就不一一重复说明。具体代码修改过程如下所示。 

<!--【3】【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指定侦听的IMSI号，分号“;”隔开(注意是西文分号），可以换行--> 

<!--IMSI添加处--> 

<IMSI> 

  <!--苏州大学实验室保留测试的IMSI号--> 

  460042189101966;460040436504805;460113003130916;460113003129565; 

  <!--【画瓢处】添加侦听的IMSI号--> 

<!--新增温度传感器--> 

  460040436504886 

</IMSI>   

2．添加用来存储传感器信息的变量名及显示名 

为了更具有直观性，我们在 US-Monitor 中新增一栏用于存储传感器信息的变量及显示名，

以下为在“AHL.xml”文件中新增代码的具体实现。考虑到由 UE 端通过云转发至 US-Monitor 端

的用户数据结构体变量，与 USMonitor 的.xml 文件存储、显示的变量类型一致，因此使用变量

temp 为 16 位无符号整型，在 C#中用 ushort 表示；“新增温度”为显示名。同时可以在“AHL.xml”

文件中搜索“【画瓢处】-添加用来存储传感器信息的变量及显示名”，确认“画瓢处”的位置。 

<!--【4.2】【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此处可按需要增删变量，注意与 MCU 端帧结构保持一致--> 

<!--【画瓢处】-添加用来存储传感器信息的变量及显示名--> 

<!--新增温度传感器--> 

<var> 

  <name>temp</name> 

  <type>ushort</type> 

  <otherName>新增温度</otherName> 

  <wr>read</wr> 

</var>   

3．添加该变量至命令“U0”中 

通过将所读取的传感器值在 US-Moinitor 中进行显示，即在“AHL.xml”文件中，将新增变

量“,temp”添加入“U0”，从而完成了整套“照葫芦画瓢”的过程。考虑到所设参数量比较大，

为此将所更改的区域进行字体标红、加粗，确保具有直观性，具体实现请按照程序格式进行即可，

此处只是为了方便区分查看；同时考虑到篇幅有限，将 commands 段落部分内容进行省略，如需

之前详细内容，请参考工程.xml 为准。同时也可以在在“AHL.xml”文件中搜索“【画瓢处】-添

加该变量至命令“U0””进行“画瓢处”位置的确认。具体添加格式如下所示。 

<!--【4】【根据需要进行修改】通信帧中的物理量，注意与 MCU 端的帧结构保持一致--> 

<!--【画瓢处】-添加变量至命令 U0--> 

<!--新增温度传感器--> 

    <commands>    

<A0>cmd,equipName,equipID,equipType,vendor,productTime,userName,phone,serverIP,serverPort,sendFreq

uencySec,resetCoun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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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内容省略） 

      <B3>cmd,sendFrequencySec,resetCount</B3>  

<U0>cmd,sn,IMSI,serverIP,serverPort,currentTime,resetCount,sendFrequencySec,userName,softVer,equipNa

me,equipID,equipType,vendor,mcuTemp,surpBaseInfo,phone,IMEI,signalPower,bright,touchNum,surplusInfo,lbs_lo

cation,temp</U0> 

….（此部分内容省略） 

    </commands> 

为了查看US-Monitor 程序所

有更新的区域，采用 5.2.1 节开头

介绍的详细搜索步骤，再通过搜

索关键词“ ”得到如图

5-9 所示 US-Monitor 更改后的全

局搜索效果图，共搜索出 3 处添

加内容。至此，US-Monitor 程序

更改完毕。在完成修改之后，请点

击 VS 菜单栏中的保存按钮“ ”进行存储。至此，侦听程序更改完毕。 

为了方便用户更快地进行学习，该代码已放入光盘“.. \04-Soft\03-Example\CH05_Prg\01-US-

Monitor”文件夹中。 

5.4 联合测试及自我练习 

5.4.1 联合测试 

做好全部的前期工作，我们准备进行联合测试。在确保本地计算机联网，且已安装 VS2013

的前提下，双击运行 5.3 节工程目录的“bin\Debug”文件夹下的“AHL-IoT.exe”程序。触摸终

端 UE 的 TSI 触摸键位置 3 下，可触发终端上传操作，将数据传至 US-Monitor，上传后的效果如

图 5-10 所示。通过更改温度传感器所获取的温度值，可以看到采集的数据呈现规律性的变化，

说明上传数据是正确的。通过多次触摸 TSI，触发多次数据发送，可以在 US-Monitor 中观察到每

次发送的数据。 

 

 

 

 

 

 

图 5-9 US-Monitor 更改后的全局搜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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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US-Monitor 界面显示 

5.4.2 自我练习 

通过本章前面内容的学习，读者应该基本掌握了“照葫芦画瓢”的基本方法，可以按照这个

过程，做个自己我练习，以便加深对“照葫芦画瓢”方法的理解。 

任务内容：添加一个磁阻传感器（硬件已经金葫芦 GEC 开发套件底板上），并将信息传送至

服务器。这里的磁阻传感器是个开关量。 

思路参考：（1）拷贝一份可复用模板；（2）通过附录 B.4，找到磁阻传感器对应的引脚，分

析磁阻传感器的采样方式，并理解如何编程获得磁阻数据；（3）按照 5.2 节的方法，修改终端 UE

程序，并编译下载至 GEC 中运行；（4）按照 5.3 节方法，修改 US-Monitor 程序以适配终端数据；

（5）利用手机小喇叭的磁性靠近磁阻传感器进行测试。 

5.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内容是在云转发服务的条件下，借助增加一个热敏传感器，如何完成“照葫芦画瓢”

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1）给出了待增加的热敏传感器的采样电路。基本要求是尽可能覆盖芯片对模拟量要求的

0~3.3V 范围。 

（2）给出了终端 UE 的“照葫芦画瓢”过程。共三处：在“includes.h”文件中增加存储温

度的变量、在“main.c”文件给 ADC 初始化、在“main.c”文件中将 AD 采集值赋给发送结构体

成员变量。 

（3）给出了 US-Monitor 程序的“照葫芦画瓢”过程。该过程是：“AHL.xml”文件中添加待

侦听的 IMSI 号、添加用来存储传感器信息的变量名及显示名、添加该变量至命令“U0”中。不

需需改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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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CS-Monitor 

本章是全书的重点之一，阐述终端 UE 的数据如何上传到云服务器并存储起来，然后服

务于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其他成员。常见的 NB-IoT 应用系统，由终端 UE、信息邮局 MPO

和人机交互系统 HCI 构成。UE 负责采集数据并将数据发送到被称之为云服务器的具有固定

IP 地址的计算机上。运行在云服务器上的侦听程序 CS-Monitor 接收来自 UE 的数据，将其

存放起来，并服务于客户端程序（包括 PC 客户端、Web 网页、微信小程序及 APP 等）。CS-

Monitor 是 UE 与 HCI 之间沟通的桥梁，是 NB-IoT 应用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本章在阐述

CS-Monitor 相关基本概念基础上，给出 CS-Monitor 运行环境的搭建方法、运行 CS-Monitor

模板的方法以及如何利用模板实现自己的 CS-Monitor 程序。本章是第 7 章～第 10 章的前导

基础①。 

6.1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CS-Monitor涉及的技术基础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所涉及的主要技术基础有：云服务器及侦听程序的概念、

WebSocket 协议、JSON 格式等。 

6.1.1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的概念 

定义 6.1（云服务器）。在 UE-MPO-HCI 的 NB-IoT 应用架构体系中，具有固定 IP 地址

的计算机是信息邮局 MPO 的一个抽象，称之为云服务器（Cloud Sever，CS）。 

定义 6.2（云服务器侦听程序）。运行在云服务器上负责数据接收、存储和处理的程序，

被称为云服务器侦听程序(CS-Monitor)。 

这里的云服务器一般是指通过购买云服务器提供商的计算服务，获得的远程虚拟计算机

系统，也可以是物理上放置在本单位的具有固定地址的计算机系统。对 NB-IoT 应用开发来

说，实质就是具有固定 IP 地址的计算机系统，为行文方便，下面一律称为云服务器。 

可以形象地理解，云服务器“竖起耳朵”侦听着 UE 发来的数据，一旦“听”到数据，

就把它接收下来，因此称之为“CS-Monitor”。CS-Monitor 还要为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中的各

种客户端程序（包括 PC 客户端、Web 网页、微信小程序及 APP 应用程序等）提供数据访问

接口，并能够反馈数据到终端 UE，达到远程控制终端 UE 之目的。CS-Monitor 与 HCI 中的

客户端程序之间的通信接口采用 WebSocket 的方式。下一小节将阐述 WebSocket 协议。 

6.1.2 WebSocket 协议概述 

WebSocket 协议全称为 WebSocket Protocol，简称 WebSocket 或 ws，它是一种基于 TCP

全双工通信的网络协议，该协议于 2011 年被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定为标准 RFC6455。 

本工程中将 WebSocket 库文件封装成类，供 CS-Monitor 和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中的各种

客户端程序连接使用。具体使用方法，将在以下相关章节中说明。 

为了对 WebSocket 协议有个基本认识，下面简要阐述 WebSocket 协议基本内涵与出现

的历史背景。 

                                                        
① 对于暂时没有云服务器的读者，可以使用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提供的 IP 地址与端

口：“116. 62.63.164:26123”进行测试，数据也在该 IP 地址的服务器上，可以完成第 7 章~第 10 章客户端

程序的验证。学习上也可以暂时跳过本章实际操作部分的内容，就当作你的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已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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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ebSocket 协议基本内涵 

WebSocket 协议实现了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全双工通信，即允许服务器主动发送消息

给客户端，客户端也可以主动发消息给服务器。在实现 WebSocket 连接过程中，客户端先向

服务器发出建立 WebSocket 连接的请求，然后服务器发出回应，这个过程通常称为“握手” 。

这时 WebSocket 连接就建立了，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形成了一条快速通道，两者之间直接可

以数据互传。 

WebSocket 又细分为 ws（WebSocket）和 wss（WebSocket Secure）两种协议。wss 协

议是基于 SSL①证书的更加安全的 ws 协议。默认情况下，ws 协议使用 80 端口，wss 协议使

用 443 端口。 

2．WebSocket 出现的历史背景 

在 WebSocket 协议出现之前，双工通信是通过客户端不停发送 HTTP 请求，从服务器获

取新的数据来实现，效率低，WebSocket 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用 HTTP 协议的 WEB 服务器

不能主动向客户端推送消息，其要因为 HTTP 是无状态的，只能是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请

求，服务器应答请求。为了解决服务器不能主动向客户端发起通信的问题，人们探索设计了

客户端使用轮询每隔一段时间询问服务器或是使用基于长连接的长轮询获取是否有数据更

新的一些方法，但效果不甚理想。例如当服务器有连续变化的实时数据时，客户端就无法很

好地及时获取。寻找一个好的方法，既能够让客户端及时获取服务器端的新数据，又不会浪

费资源，一直是技术人员努力的目标，这就是 WebSocket 出现的历史背景。 

6.1.3 JSON 格式 

JSON 格式由 Douglas Crockford 于 2001 年开始推广使用，后来逐步流行。JSON

（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格式使用字符串方式，按照“键”与“值”对应方式存储，主

要用于网络数据交换。在数据通信时，使用 JSON 格式相比于 XML 格式，有便于编码、易

于解析等特点。采用 JSON 格式更加适合 CS-Monitor 与 HCI 客户端。 

为直观了解 JSON 格式，这里简要给出其语法说明。在 JSON 格式中：大括号表示一个

“对象”，内含使用英文逗号分隔的“键值对”。每个“键值对”由用英文冒号分隔的键和值

组成，冒号左边为“键”，右边为对应的“值”。“值”可以是字符串、数字、也可以是另一

个数组或对象，若有数组，则使用中括号。“键”使用英文双引号括起来，“值”若是字符串，

也用英文双引号括起来。下面给出具体的 JSON 格式的对象举例。 

var  sensor={"name":"温度","bitlen":"16","AD":12685, "y":25.36} 

这是一个名为 sensor 的 JSON 对象，其中具有四个“键值对”: name 的值为温度，bitlen 

的值为 16，AD 的值为 12685，y 的值 25.36。可以通过“键”（key）来访问对应的值，如

name 的值可以使用 sensor. name 获取，即为“温度”。 

6.2 开发CS-Monitor程序的基本条件 

在 NB-IoT 系统中使用远程云服务器其具有性能好、稳定性高、使用灵活、安全性高、

按需服务等优点。当前提供云服务器的运营商众多，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华为云、阿里云、

腾讯云与百度云等，若需使用，可以申请购买服务，下面以阿里云服务器为例介绍云服务器

的申请与一般使用方法。 

                                                        
① SSL（Secure socket layer）：SSL 安全证书就是网络用来鉴别网站和网页浏览者身份，以及在浏览器

使用者及网页服务器之间进行加密通讯的全球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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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申请与登陆远程云服务器 

1．如何申请远程云服务器 

以申请阿里云服务器为例：首先进入阿里云官网(https://www.aliyun.com)，如果尚未注

册，需要先注册阿里云账号，在成功注册后登陆官网。选择左上方的产品列表，点击云服务

器 ECS 选项，然后点击立即购买。进入购买页面可以根据需求购买相应的服务器。本书推

荐使用系统为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数据中心版 64 位中文版，本书使用的阿里云服务器

基本配置为双核处理器、4G 内存、100G 硬盘空间。在购买界面购买时需设置服务器的用户

名、服务器密码以及服务器系统登陆密码，远程连接登录云服务器时需使用此账号密码进行

登录；在买云服务器成功后，阿里云提供一个公网 IP 地址，远程连接此 IP 地址，可进入阿

里云服务器登录界面。 

2．通过网页方式登陆云服务器 

在成功购买云服务器后，会得到一个公网 IP 地址，这就是你的云服务器了。可以利用

这个 IP 地址、用户名及远程连接密码登陆云服务器。登陆云服务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

通过网页方式登陆云服务器，另一种是用远程桌面方式登陆云服务器。通过网页方式登陆云

服务器步骤如下： 

（1）首先进入阿里云官网(https://www.aliyun.com)，登陆账号，点击右上方菜单栏中的

控制台，在最近使用的产品中选择自己购买的服务器类型，进入服务器列表。 

（2）点击之前购买的云服务器的远程连接图标，如图 6-1 中箭头指向的方框内的图标，

输入之前设置好的远程服务器连接密码，点击连接，此时会进入云服务器。点击发送远程命

令→Ctrl+Alt+Delete，进入系统登陆界面，输入系统登陆密码即可进入服务器操作系统。 

通过网页方式登陆云服务器不方便在服务器上编程，推荐读者使用桌面远程连接登录云

服务器。但是要想在本地直接使用桌面远程连接登录该云服务器，必须先在网页上将该服务

器的远程桌面计算机连接的权限打开。步骤如下： 

点击左下角的微软图标，右击这台电脑→属性→远程设置→远程，将“仅允许运行使用

网络级别身份验证的远程桌面的计算机连接（建议）（N）”前面的勾选去掉。之后退出服务

器，即可用远程桌面连接登陆服务器。 

 

 

 

 

 

 

 

 

 

 

 

 

 

图 6-1 管理控制台 

https://www.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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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远程桌面方式登陆云服务器 

在具备公网 IP、用户名、远程连接密码以及打开了服务器的远程桌面计算机连接的权

限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远程桌面方式登陆云服务器。登陆方式在 Windows10 和 Windwos7 系

统中不同，方法如下： 

（1）若是使用 Windows10，则在左下角的搜索框中输入“远程桌面连接”之后按下回

车键，就可以打开该工具。 

（2）若是在 Windwos7 系统中，可以先点击左下角 Windows 图标，在弹出的输入框中

输入 mstsc，就可以弹出 mstsc.exe，点击该弹出内容就可以打开远程桌面连接窗体。 

在远程桌面连接中输入 IP 地址后，还需要输入账户和服务器连接密码。若未能进入远

程系统界面，首先请确认是否联网，如已联网，请再确认自己输入的账户密码是否正确。 

6.2.2 在云服务器 CS 上安装必要的软件 

在云服务器上运行 CS-Monitor 所必须的软件是 C#开发环境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

本书推荐使用版本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性安装数据库软

件 SQL Server，本书推荐使用版本 SQL Server 2012。下面介绍这些软件的安装说明。 

1．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安装说明 

微软在 Builder 2013 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 Visual Studio 2013 预览版，并且发布其程序组

件库.NET 4.5.1 的预览版。2013 年 11 月 13 日 23:00 时，VS2013 正式发布。集成开发环境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具有编辑、编译、连接、调试、发布等功能。用户可以使用 VS2013

对本书提供的 CS-Monitor 编程模板进行再开发，这样可以降低开发难度，加快开发进度，

也能体现本书所倡导的“照葫芦画瓢”的思想。 

安装 VS2013 需要在 Windows7 或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上进行，VS2013 的详细安装介

绍可参照附录 C.1，在此不多赘述。 

2．SQL Server 2012 安装说明 

2012年 3月 7日，微软于正式发布最新的 SQL Server 2012RTM（Release-to-Manufacturing）

版本，面向公众的版本于同年 4 月 1 日发布。SQL Server 2012 用于对远程关系数据库进行

管理与维护。建议开发者将远程数据库一并放在云服务器上，这可以方便开发者对数据库的

管理维护，也可以加快用户访问数据库的速度。 

SQL Server 2012 可在微软官方网站内下载①。也可以于他处自行下载 SQL Server 2012

安装包进行安装。附录 C.7 介绍了如何在官网下载 SQL Server 2012 以及详细安装过程，此

处不再进行介绍。 

6.3 运行CS-Monitor模板 

在完成 6.2 节工作前提下，也就说，你有了自己的云服务器。也可以比喻成你有了“一

朵可用的云”。就有了运行 CS-Monitor 模板的基础。本节将详细介绍 CS-Monitor 的详细运

行步骤。 

6.3.1 确认网络端口是否已对外开放 

                                                        

①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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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 CS-Monitor 之前，需要确认 CS-

Monitor 程序监听的端口是否未被其他程序

占用或者是否已对外开放。可借助网络调试

助手进行端口检测。测试步骤如下。 

1．在云服务器上打开 TCP Server 

（1）将网上光盘“..\05-Tool”文件夹下

的网络调试助手“NetAssist.exe”拷贝至云服

务器中，双击运行该程序。 

（2）将程序界面的“协议类型”选择为

“TCP Server”协议，“本地主机地址”选择

为“0.0.0.0”，“本地主机端口”中输入“26123”

（该端口号为 CS-Monitor 程序默认侦听的

端口号）。输入完成之后，点击“连接”，将

会出现如图 6-2 所示的界面，“连接”按键的

文字会变为“关闭”。至此，成功在服务器端

开启了监听服务。 

（3）若点击“连接”后按键文字没有发

生变化，则当前端口可能被其他线程占用了。

解决方法为：把占用此端口的线程中止或者参照 6.3.3 节更改 CS-Monitor 工程配置文件中的

端口设置，将 HCICom 监听端口改为其他可用的端口号。可用端口号需不是默认服务端口，

且其他程序没有占用它。 

 2．在用户计算机上连接 TCP Server 

在联网的用户计算机上，同样双击运行

位于网上光盘“..\05-Tool”文件夹下网络调试

助手“NetAssist.exe”。 

在“ ”栏目选择为“TCP 

Client”，本地主机地址选择本机 IP 地址，远

程 主 机 地 址 为 116.62.63.164:26123 ，

116.62.63.164 为之前所述的云服务器 IP 地

址，26123 为云服务器上网络调试助手中开启

监听的端口，如图 6-3 所示。点击 “连接”

按钮，若 “连接”按钮文本由 “连接”变成

“断开”，则表示连接成功，说明端口已经对

外开放，否则，说明端口未对外开放，应登录

云服务器的管理控制平台，通过安全组设置

开放端口。具体的设置步骤可咨询云服务器

运行商。 

确认端口成功开放之后，需要将云服务

器上的网络调试助手程序关闭，否则 CS-

Monitor 程序将因为端口被占用而无法运行。 

6.3.2 拷贝 CS-Monitor 工程与数据库 

将网上光盘中的“..\04-Soft\02-HCI\02-CS-Monitor”和“..\04-Soft\02-HCI\ DataBase”的

 

 

 

 

 

 

 

 

 

 

 

 

 

 

 

 

图 6-2 在服务器开启监听 

 

 

 

 

 

 

 

 

 

 

 

 

 

 

 

 

 

 

图 6-3 连接远程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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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件夹拷贝至云服务器中，并以相对路径的形式进行存放。由于 windows 默认登录的

账户对该数据库文件的访问权限不足，因此，可能需要设置权限。操作步骤如下： 

（1）在 DataBase 文件夹下，鼠标

右击“AHL-IoT.mdf”文件，选择属性，

在弹出的窗口上部选择“安全”选项卡； 

（2）点击界面中的“编辑”； 

（3）在弹出窗口中选择“Users”，

并将“完全控制”项打钩，如图 6-4 所

示。 

（4）单击“应用”，然后单击“确

定”。 

为了方便直观的查看数据库中的

表与数据，可以采用 4.5.1 节采用的方

法，在 VS 环境中加入数据库。 

采用相对路径的方式进行数据访

问，方便项目的开发，可以一个 CS-

Monitor 程序对应一个 DataBase 文件，

并且不用修改连接数据库的访问方式。

借助 VS 中的 Microsoft Visual Database 

Tools 进行数据库的管理。若想使用更

加方便，功能全面，且具有更高安全性

的访问方式，可以采用附录 C.7 中的

“将数据库文件附加到 SQL Sever 2012 中”的方法，将数据库文件附加进 SQL Server，并需

要修改 app.config 文件 

6.3.3 修改“AHL.xml”文件中有关连接配置 

本书光盘所提供的 CS-Monitor 无法直接在新服务器上直接正常工作，因为运行的环境

已经发生了变化，读者需要根据自己申请到的 IP 地址及使用的端口进行修改。 

文件 AHL.xml 为 CS-Monitor 的服务器地址、用户参数配置文件，需要打开工程目录下

的 AHL.xml 文件，对其中的 HCIComTarget、WebSocketTarget、WebSocketDirection 键值进

行修改。 

HCIComTarget 值表示 CS-Monitor 的 HCICom 的连接方式与连接的目标地址。例如，监

听本地的 26123 端口时,使用 local:26123 进行表示，连接 116.62.63.164 的 26123 号端口时，

表示为 116.62.63.164:26123。CS-Monitor 需要选择监听本地端口，且该侦听端口不能被其他

程序与其他线程占用。可参照 6.3.1 节，使用网络调试助手来确定某一端口是否在使用，如

本地计算机处调试助手可以连接到云服务器的某一端口，说明该端口已经被占用。本例选择

监听本地端口 26123，故修改结果应如以下代码所示。 

<!--【2】【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指定 HCICom 连接与 WebSocket 连接--> 

<!--【2.1】指定连接的方式和目标地址--> 

<!--例<1>：监听本地的 26123 端口时,使用"local:"进行标志 "local:26123"--> 

    <!--例<2>：连接 116.62.63.164 的 26123 号端口时    116.62.63.164:26123"--> 

    <HCIComTarget>local:26123</HCIComTarget> 

WebSocketTarget 键值是表示 CS-Monitor 的 WebSocket 连接的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

WebSocketDirection 键值是表示 WebSocket 服务器二级目录地址。例如，使用服务器的 38867

端口作为 WebSocket 服务时，设置 WebSocketTarget 键值为“ws://0.0.0.0:38867”，并且设置

WebSocket 访问的二级目录为“ /wsServices/”，需要设置 WebSocketDirection 键值为

 

 

 

 

 

 

 

 

 

 

 

 

 

 

 

 

 

图 6-4 修改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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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Services/”，同样需要测试该端口是否被占用。 

<!--【2.2】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与二级目录地址--> 

<!--【2.2.1】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 

<WebSocketTarget>ws://0.0.0.0:38867</WebSocketTarget> 

<!--【2.2.2】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二级目录地址--> 

    <WebSocketDirection>/wsServices/</WebSocketDirection> 

6.3.4 修改 UE 程序的发送地址 

CS-Monitor 程序能够接收到数据，则 UE 程序发送的地址及端口号需要与 CS-Monitor

程序运行地址及侦听端口号保持一致，即在上一小节中设置的 HCIComTarget 保持一致。借

助用户更新程序 AHL-UserPrgUpdate 的“更改 Flash 信息”功能，对服务器 IP 与服务器端口

号进行修改。 

 

 

 

 

 

 

 

 

 

 

 

 

 

 

 

图 6-5 修改 UE 程序发送地址 

如图 6-5 所示，在终端程序运行的前提下，左键单击用户更新程序的“更改 Flash 信息”

菜单选项；点击“连接”按钮，查找更新程序与终端连接的串口；然后左键单击“读取基本

信息”按钮，在“FLASH 操作相关参数”区域中会看到 Flash 中存储的数据；修改服务器 IP

与服务器端口号，如服务器 IP 修改为“116.62.63.164”，服务器端口号修改为“26123”，左

键单击“确定修改”按钮，可更改 Flash 相关参数。 

6.3.5 运行 CS-Monitor 程序 

在 AHL.XML 文件修改完成之后，就可以运行 CS-Monitor 程序了，共有两种运行方法：

一是直接运行可执行文件，二是运行 C#源程序。 

1．方法一：直接运行可执行文件 

在 CS-Monitor 工程目录下 bin/Debug 目录下，鼠标左键双击“AHL-IoT.exe”即可运行

CS-Monitor 程序。 

2．方法二：运行源程序文件 

鼠标左键双击 CS-Monitor 工程目录中的“AHL-IoT.sln”（C#解决方案文件）进入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选择菜单“调试\开始执行（不调试）（H）” 即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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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S-Monitor 运行界面 

下面展示 CS-Monitor 的几个基本界面并介绍其基本功能。 

1）主界面&实时数据界面 

如图 6-6 所示，主界面为 MDI 容器①，后续窗体都在该窗体下打开。主通过选择窗体菜

单栏选项可以打开其他窗体，主窗体下方的状态栏可以显示程序运行情况、网络与端口连接

情况以及系统时间。 

实时数据界面是程序打开后与主窗体一起默认打开的窗体，可以点击菜单栏“实时(R)”

选项列表中“实时数据(D)”选项打开该界面。实时数据窗体会显示终端上传的实时数据，

用户可以修改实时数据的部分信息并回发给终端。 

 

 

 

 

 

 

 

 

 

 

 

 

 

 

 

 

图 6-6 主界面&实时数据信息窗口 

2）“历史数据”界面  

如图 6-7 所示，点击菜单栏中“历史(H)”选项菜单中“历史数据(H)”选项打开历史数

据界面，历史数据界面提供了最基本的数据库的查询删除功能，用户也可以修改历史数据并

回发给终端。 

                                                        

① MDI 容器：可以将多个控件窗体在同一窗体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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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历史数据信息窗体 

3）“实时数据曲线”界面 

如图 6-8 所示，点击菜单栏中“实时(R)”选项菜单中“实时曲线(D)”选项打开实时曲

线窗体。实时曲线窗体可以显示最近一个小时内指定 IMSI 号设备某些数值的变化曲线。 

 

 

 

 

 

 

 

 

 

 

 

 

 

 

 

 

图 6-8 实时数据曲线窗体 

4）“配置终端 UE”界面 

如图 6-9 所示，点击菜单栏中“项目(P)”选项菜单中“基本参数(J)”选项打开该界面。

用户可以查阅并修改指定 IMSI 号对应的终端设备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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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配置终端信息窗体 

6.4 基本理解CS-Monitor编程模板 

理解 CS-Monitor 编程模板有助于“照葫芦画瓢”。本节梳理 CS-Monitor 程序的实现流

程与实现细节，帮助读者理解 CS-Monitor 模板。 

6.4.1 CS-Monitor 模板工程框架 

学习 CS-Monitor 程序模板，首先应熟悉模板的工程框架，本书 CS-Monitor 模板的工程

框架如表 6-1 所示。 

表 6-1 CS-Monitor 模板工程结构 

编号 文件名 文件说明 

1 01_Doc 该文件夹存放侦听程序工程说明文档。 

2 02_Class 该文件夹存放工程使用的通用类。 

3 03_Form 该文件夹存放窗体布局与对应的窗体设计类。 

4 04_Resource 该文件夹存放帮助文档资源。 

5 AHL.xml 用户可更改资源文件。 

6 App.config 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下面对CS-Monitor工程模板包含的文件夹与文件分别进行介绍。 

1．文档文件夹（01_Doc） 

该文件夹存放 readme工程说明文档，文档记录内容包括工程功能介绍、工程框架说明

和工程更新说明等信息。 

2．类文件夹（02_Class） 

该文件夹存放工程中通用的工具类以及动态库文件，表6-2列举了CS-Monitor程序使用

到的工具类及动态库等。 

 

表6-2 02_Class文件夹包含的类与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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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类名/库名 内容描述 

1 DrawChart.cs 画图类，为历史·数据曲线的显示进行处理的类 

2 FrameData.cs 帧处理类,对帧中数据部分进行处理的类 

3 HCICom.cs 通信类，提供进行通信所需基本方法的类 

4 JsonCommand.cs Json数据格式类，提供操作Json数据对象方法的类 

5 Paint.cs 实时数据曲线类，为实时数据曲线的显示进行处理的类 

6 SQLCommand.cs 数据库操作类，提供数据库的增删改查等功能的类 

7 WsServices.cs 向微信小程序、APP、网页等提供WebSocket服务的类 

8 websocket.dll 提供WebSocket功能的动态库 

3．窗体文件夹（03_Form） 

该文件夹分为四个子文件夹，分别存放各个功能窗体的交互界面以及其设计代码，文

件夹中包含内容如表6-4所示。 

表 6-3 03_Form 文件夹包含内容 

编号 下级文件夹名称 内容描述 

1 03_00_FrmMain FrmMain.cs： 父窗体，其余窗体的父窗体，可点击其菜单栏

打开其余窗体与帮助，提供程序状态显示。 

2 03_01_FrmDeviceConfig FrmDeviceConfig.cs：基本参数配置窗体，可获取实时数据，

可修改其全部内容后返回以更改设备配置。 

3 03_02_FrmRealtime FrmRealtimeData.cs：实时数据窗体，显示实时数据，可修改

其彩色文本框中内容后返回以更改设备配置； 

FrmRealtimeSeries.cs：实时曲线窗体，以曲线形式显示实时

数据的部分数据在最近半小时内的变化趋势。 

4 03_03_FrmHistory FrmHistoryData.cs：历史数据窗体，提供基本的历史数据查询

与删除功能，可修改历史数据并进行回发； 

FrmHistorySeries.cs： 历史曲线窗体，可选择某一时间段的历

史数据以曲线形式进行显示，显示内容包括数据中的部分参

数。 

4．帮助资源文件夹（04_Resource） 

该文件夹存放该文件夹存放帮助文档资源，包括使用说明、程序说明和版本说明。 

5．用户可更改资源文件（AHL.xml） 

用户可更改资源文件“AHL.xml”：存放着用户设定的参数，程序初始化时，要将设定

参数读取出来以初始化部分全局变量，表 6-4 列举了 AHL.xml 中的配置参数。 

表 6-4 从 AHL.xml 文件中读取的参数 

编号 AHL.xml 中的参数 对应全局变量 功能简介 

1 formName Text 主窗体标题 

2 HCIComTarget g_target 服务器 IP 与端口号 

3 WebSocketTarget g_wsTarget 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 

4 WebSocketDirection g_wsDirection 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二级目录地址 

5 IMSI g_IMSI 终端 UE 的设备号 

6 commands g_ListCommands；

g_ListCommandsField 

命令(保存在 g_ListCommands)与命令所

包含变量名(保存在

g_ListCommands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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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ames g_frmStruct0； 

g_frmStruct1 

变量的集合（又称为帧），变量的属性包

括变量名、变量类型、变量显示名与读

写属性。按照功能可分为 MCU 配置信

息帧（保存在 g_frmStruct0）与通信帧

（保存在 g_frmStruct1）。 

6．应用程序配置文件（App.config） 

包含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connectionString，其 value 内容决定了 CS-Monitor 程序的数据

库访问方式。配置文件中提供了绝对路径、相对路径以及 SQL Server Studio 本地和远程四种

数据库访问方式，每次只能使用其中一种方式，其余方式必须注释掉，当前使用数据库访问

方式为相对路径访问方式。 

6.4.2 CS-Monitor 模板自动执行流程 

Program.cs 文件是 C#的 Windows 窗体工程创建时 VS 开发环境自动生成在工程目录下

的启动代码。在Program.cs的Main函数中，CS-Monitor创建并启动了程序默认窗体FrmMain，

CS-Monitor 程序自动执行流程自此开始。本小节从默认窗体 FrmMain 开始讲解，将阐述 CS-

Monitor 模板的执行流程。 

1．FrmMain 主窗体的执行流程 

FrmMain 窗体是 CS-Monitor 程序父窗体，随后所有其他的窗体都将在该窗体上打开，

成为该窗体的子窗体。FrmMain 窗体主要执行程序公共变量初始化、数据库的初始化和加载

默认打开窗体，还要不时监管着程序的运行状态和联网情况。主窗体的执行流程如图 6-10

所示。 

 

 

 

 

 

 

 

 

 

 

 

 

图 6-10 FrmMain 窗体执行流程 

下面将按执行流程顺序，讲解主窗体的具体实现细节。 

1）读取“AHL.xml”文件 

AHL.xml 存放于工程目录下，AHL.xml 中存放着用户设定的参数，要将它们读取出来

初始化一些变量。程序需要读取的参数如表 6-4 所示，在此对这些参数进行详细介绍： 

（1）HCIComTarget 节点保存服务器的 IP 地址与端口号，其格式例如“local:8091”，

local 表示本机所有 IP 地址，IP 地址与端口号之间用“：”分隔； 

（2）WebSocketTarget 节点指定 WebSocket 服务端的地址和端口号，其格式为“ws://”

+服务端 IP 地址+“:”+端口号； 

（3）WebSocketDirection节点指定了WebSocket服务端的二级目录地址，该地址为 Nginx

FrmMain窗体启动

注册加载事件执行函数FrmMain_Load；
注册定时器timer_FrmMain_1S计时事件执行函数。

打开定时器timer_FrmMain_1S计时。

打开实数数据窗体FrmRealtimeData。

定时器事件timer_FrmMain_1S_Tick

FrmRealtimeData窗体启动

数据库操作，更新数据库表结构并删除多余数据。
更新当前系统时间。

读取AHL.XML文件，初始化部分全局变量。

测试程序联网状态。 经过1秒

表示顺序执行
表示打开并发线程执行或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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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代理所使用，如何进行二级目录设置可详见第 9 章 Nginx 部分的介绍，在此读者不必去

深入了解； 

（4）IMSI 节点保存了程序实时曲线窗体所侦听的终端的设备号，可以设置多个 IMSI

号，在 AHL.xml 中多个 IMSI 号用“；”分隔开； 

（5）commands 节点保存了命令（也可理解为是数据帧的格式代号）与变量之间的对应

关系，即：某个命令包含了哪些变量值，及这些变量值的先后次序； 

（6）frames 为帧参数，包含了命令中所有变量的各种属性，分别为：名称、类型、值、

别名（通常是中文名称，用于显示在界面上）、空间大小、读写属性。存放 frames 的变量

g_frmStruct0、 g_frmStruct1 是 FrameData 类型的对象，FrameData 类型定义如下所示。 

public class FrameData 

{ 

    //用于存放新增参数的信息 

    //注意：参数的值转为 string 之后保存，取出的时候可根据 type 属性转为 

    //需要的值。传进来时，只需转为 string 类型即可。方便使用。 

    [Serializable]     

    public class ParameterInfo   // 

    { 

    public string type;      //新增参数的类型 

    public string value;     //新增参数的值  

    public string name;      //新增参数的名字 

    public int size;     //新增参数占据的字节数 

    public string otherName; //新增参数的别名 

    public string wr;    //新增参数的读写属性 

    } 

    //存放数据的 List 数组。为了安全，设为私有，但是提供了 get 和 set 属性 

    private List<ParameterInfo> parameter; 

    public List<ParameterInfo> Parameter 

    { 

    get { return parameter; } 

    set { parameter = value; } 

    } 

……..//以下省略 

} 

在 FrameData 中有一个 ParameterInfo 类型的列表 parameter 用于保存通信帧或 MCU 配

置信息帧变量。列表 parameter 中， 一个 ParameterInfo 元素对应一种帧中变量的全部属性，

包含名称、类型、值、别名（通常是中文名称用于显示）、空间大小、读写属性。 

在 AHL.xml 文件中，节点“appSettings”为一级节点，“appSettings”节点的下一级节点

“formName”为二级节点，依此类推。在读取 AHL.xml 时，会逐级读取各节点信息，将节

点包含信息读到相应的全局变量里。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加载“AHL.xml”文件 

XmlDocument xmlDoc = new XmlDocument(); 

if (File.Exists("..\\..\\AHL.xml") == true) 

     xmlDoc.Load("..\\..\\AHL.xml"); 

else 

xmlDoc.Load("AHL.xml"); 

//解析“AHL.xml”文件 

xNode = xmlDoc.DocumentElement;    //获取根节点 

xmlDoc.RemoveAll();    //释放“AHL.xml”文档 

//遍历一级节点 

foreach (XmlNode node in xNode.ChildNodes) 

{ 

  //找到 appSetting 节点 

  if (node.Name == "app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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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遍历二级节点，自上而下开始读取 

    foreach (XmlNode node2 in node.ChildNodes) 

    { 

       //读取本窗体名并显示 

       if (node2.Name == "formName")   

       this.Text = node2.InnerText; 

       //读取要连接的目标地址 HCIComTarget→target 

    else if (node2.Name == "HCIComTarget") 

    ………//以下省略 

} 

} 

} 

2）数据库操作 

CS-Monitor 程序所对应的数据库结构与 US-Monitor 数据库结构一致，4.5.2 节对各数据

库的结构进行了描述，在此不多做介绍。在 FrmMain 窗体初始化中，执行的主要数据库表

操作包括： 

（1）从 app.config 配置文件中读取远程数据库连接字符串，然后使用连接字符串创建

数据库表的操作类 SQLCommand 对象 sQLxxx，其中 xxx 为数据库表名； 

（2）对数据库 Up 表数据条目数进行查询，如果数据条目超过 1000 条，则会对数据库

进行清理，只保留最近的 500 条数据； 

（3）根据从 AHL.xml 读取的全局变量信息更新各数据库表结构。 

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5）数据库操作 

//（5.1）获取 App.config 文件中 AppSettings 域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string connectionString = System.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Manager.AppSettings["connectionString"]; 

     this.toolStripUserOper.Text = connectionString;  //状态栏显示 

     this.Refresh();          //显示刷新 

      //（5.2）初始化数据库中的表（3 张表） 

     sQLDevice = new SQLCommand(connectionString, "Device");       //设备信息记录表 

     sQLDown = new SQLCommand(connectionString, "Down");       //下行帧记录表 

     sQLUp = new SQLCommand(connectionString, "Up");       //上行帧记录表 

//（5.3）判断数据库是否能够正确连接，并删除多余数据 

      int counts = sQLUp.count(); 

      if (counts < 0) 

       { 

    MessageBox.Show("未能成功连接数据库，请检查：（1）DataBase 文件夹位置是否正确；" + "

（2）DataBase 文件夹中的文件是否对 user 用户有完全控制权限；（3）VS 中是否有 SQL Server Data 

Tools","金葫芦友情提示（加载主窗体时）：",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Application.Exit(); 

      } 

     else if(counts>1000)    //若数据库中超过 1000 行，则删除至 500 行【20180831】【修改】 

     { 

    sQLUp.deleteTopRow(counts - 500); 

     } 

//（5.4）根据 g_frmStruct1 和 g_frmStruct0 更新 Up 表、Down 表、Device 表的字段结构 

    updateDbColumns(sQLUp, g_frmStruct1); 

    updateDbColumns(sQLDown, g_frmStruct1); 

    updateDbColumns(sQLDevice, g_frmStruct0); 

     ……………//以下代码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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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时器“timer_FrmMain_1S”定时事件 

定时器 timer_FrmMain_1S 是主窗体中定时时间为 1 秒的定时器，定时事件注册函数为

timer_FrmMain_1S_Tick，FrmMain 窗体在加载函数中打开了定时器 timer_FrmMain_1S 的计

时，此后每秒都将执行一次 timer_FrmMain_1S_Tick 函数。 

在执行函数 timer_FrmMain_1S_Tick 中，每秒都要读取一次当前计算机的系统时间并根

据该系统时间更新主窗体右下角状态栏中的显示时间；程序每 60 秒检测一次本机是否联网，

通过 ping 百度获知目前联网状态。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timer_FrmMain_1S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1）更新当前的系统时间 

    this.toolStripStatusTime.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yyyy-MM-dd HH:mm:ss"); 

    //（2）每60秒检测一次本机是否联网，通过ping百度实现     

    if (this.g_TimeSec % 60 == 0) testNet(); 

    this.g_TimeSec++; 

} 

TestNet 函数的功能为获取当前的联网情况，程序会尝试连接 3 次百度并返回 flag 变量

指示连接情况，返回 true 表示成功，返回 false 表示失败，testNet 函数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bool testNet(){ 

  bool flag; 

flag=true; 

Ping p = new Ping();//创建 ping 对象 

for (n = 0; n <= 3; n++) 

 { 

//ping 百度 

     PingReply pr = p.Send("www.baidu.com");  //"180.97.33.108" 

     if (pr.Status == IPStatus.Success) break; 

     if (n == 3) flag = false; 

 } 

return flag; 

} 

4）加载实时数据窗体 

主窗体在初始化的最后会加载实时数据窗体 FrmRealtimeData ，窗体加载代码段如下所

示。执行 mnuRealTimeData_Click 函数可以实现窗体的切换，该函数是主窗体菜单栏“实时”

选项菜单中“实时数据”选项点击事件的执行函数。 

//（7）加载实时数据窗体运行 

timer_1S.Enabled = true;   //1S 定时器启动 

mnuRealTimeData_Click(sender, e); 

mnuRealTimeData_Click 函数的代码如下所示，在打开实时数据窗体 FrmRealtimeData

时，如果已打开过一个实时数据窗体，则不再另外创建新窗体，而是重新显示该窗体。 

private void mnuRealTimeData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若已打开过，只需重新显示 

    if (frmRealtimeData != null && frmRealtimeData.IsDisposed == false) 

    { 

    frmRealtimeData.Hide();   //置顶显示 

    frmRealtimeData.Show(); 

    this.toolStripUserOper.Text = "运行状态：重新进入实时界面..."; 

    frmRealtimeData.Refre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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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创建新窗体 

    else 

    { 

    frmRealtimeData = new FrmRealtimeData(this); 

    frmRealtimeData.MdiParent = this; 

    frmRealtimeData.Show(); 

    } 

} 

2． FrmRealtimeData 实时数据窗体的执行流程 

FrmMain 的加载函数的最后打开了窗体 FrmRealtimeData，自此 FrmMain 窗体的初始化

工作全部完成，随后程序将主动去执行窗体 FrmRealtimeData 的成员初始化以及构造函数。

FrmRealtimeData 实时数据窗体的功能包括： 

（1）负责接收终端上传的实时数据，把实时数据帧的原始形式显示在正上方的蓝色文

本框中； 

（2）解析接收到的原始数据帧，将根据帧中的命令段，将它分解成实际有意义的数据

并显示在窗体中央的信息显示区； 

（3）用户可以对信息显示区中实时数据的内容进行修改，但只能对彩色的文本框的内

容进行修改，修改只能在新数据到达 30S 内进行； 

（4）按下“回发”按钮，编辑的实时数据将回发给对应终端，并修改其配置。

FrmRealtimeData 窗体的主动执行流程如图 6-11 所示。 

 

 

 

 

 

 

 

 

 

 

 

 

 

 

 

图 6-11 FrmRealtimeData 窗体执行流程 

1）HCICom 接收事件 

HCICom 类是侦听程序与上位机的通信类，本书 4.4 节对 HCICom 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

介绍。在窗体成员变量初始化时，声明并定义了一个 HCICom 对象 com 用于接收终端数据

和向终端回发数据。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ublic HCICom com = new HCICom();    //用于发送数据的通讯对象 

在实时窗体加载函数中，会把从 AHL.xml 文件中读取到的预设的 HCICom 连接方式和

目标地址 frmMain.g_target 赋给 com 的成员变量 HCIComTarget。随后调用的 com 的 Init 方

法中，将根据 HCIComTarget 的内容设置监听方式和监听目标地址端口，并打开数据接收事

FrmRealtimeData窗体启动

注册加载事件执行函数；注册定时器定时执行函数。

定时器事件timer_FrmRealtimeData_1S_Tick

创建HCIcom通信对象com；创建WsService对象wssv。

HCICom对象与云平台建立连接；
为数据接收事件的委托注册处理函数IoT_Recv。

为WsServices的委托注册处理函数UE_reSend。

委托处理函数IoT_recv
为WsService对象绑定监听地址和端口号；
开启WebSocket服务。

WebSocket接收事件

回发待回发数据；进行回发倒计时。
经过1S

自动执行流程结束

表示顺序执行
表示打开并发线程执行或监听

HCICom数据接收事件

调用委托事件DataReceivedEvent。

调用委托事件ueReSendEvent。

委托处理函数UE_reSend

创建实时数据窗体显示控件；显示初始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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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始保持对终端实时数据的监听，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4）与云平台转发建立连接     

com.HCIComTarget = frmMain.g_target;     //设置属性（目标地址及端口） 

if (com.Init(frmMain.g_IMSI) != 0)       //将要侦听的imsi号数组g_IMSI作为实参 

    frmMain.setToolStripConnectStatusText("与云转发平台建立连接失败！"); 

else 

    frmMain.setToolStripConnectStatusText("与云转发平台建立连接成功！"); 

终端实时数据的到来会触发 HCICom 数据接收事件，HCICom 接收事件调用类 HCICom

委托事件 HCICom.DataReceived，继而调用对该委托注册的执行函数 IoT_recv。在

FrmRealtimeData 加载函数中，向委托注册执行函数的代码如下所示。 

com.DataReceivedEvent += new HCICom.DataReceived(IoT_recv);//注册委托执行函数 IoT_recv 

此后但凡完整终端数据到来，都将触发 HCICom 的数据接收事件并执行 IoT__recv 函

数。IoT_recv 函数的执行流程包括： 

（1）判断接收数据缓冲区中是否有终端上传的数据可取，如有则将数据放入帧数据结

构体 frameData，将 IMSI 号读取到 imsiRecv 并继续往下执行； 

（2）判断新数据的 IMSI 号是否属于 activedIMSI 字典，如不是，则将 IMSI 号加入

activedIMSI 字典； 

（3）将新数据未解析的原始帧数据以 16 进制显示在窗体右上方蓝色文本框

textBox_recv 中； 

（4）触发设备配置窗体的数据接收事件； 

（5）判断新数据的命令帧格式，如该命令帧格式与上一条命令的帧格式一致，如一致

则不需要创建新的显示界面控件，否则调用 m_SyncContext.Post(createLabel, tmpFrmStruct)

语句来重新生成文本框等界面控件 ； 

（6）解析接收到的新数据，放入实时数据窗体中间的显示界面中进行显示； 

（7）将解析后的数据写入到数据库 Up 表中，同时检查数据库表数据是否行数超过 1000

条，如超过 1000 条则进行数据库清理，保留最近的 500 条数据； 

（8）打开 WebSocket 服务器，将接收到的新数据在数据库中的行数与 IMSI 号广播给

所有与该服务器建立连接的 WebSocket 客户端； 

（9）使能“回发”按钮，设置允许回发时间 MaxTime 为 30S。 

IoT_recv 函数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ublic void IoT_recv() 

{ 

……..//此处省略变量定义与初始化 

    try 

    { 

    //（2）判断是否有数据可取，若无数据，退出；若有读取到 imsiRecv、frameData 中 

    if (com.Read(ref imsiRecv, ref frameData) == false) goto IoT_recv_Err1;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1) 

//并将本 IMSI 号加入“选择查询的 IMSI 号”列表中 

      if (!activedIMSI.ContainsKey(imsiRecv))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2) 

     //（2.2）数据显示 

     //（2.2.1）将接收到的字节数据显示在上方 textBox_recv 框中（十六进制） 

      if (TextRecv.ForeColor == Color.Green)  //改变颜色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3) 

//(2.3)触发设备配置窗体的数据接收事件 

    if (DeviceDataEvent != null) DeviceDataEvent(imsiRecv, frameData);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4) 

//若命令更换，则新建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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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ommand != dTextbox[0].Text && m_SyncContext != null)       

    { 

        //左边为方法，右边为参数 

        m_SyncContext.Post(createLabel, tmpFrmStruct);    //重新创建标签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5) 

//（2.4) 解析接收到的数据并显示在文本框中 

//把接收到的字节数组类型的数据转为结构体的成员变量 

    tmpFrmStruct.byteToStruct(frameData);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6) 

//（2.5）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到数据库的上行表 Up 中 

    frmMain.setToolStripUserOperText("运行状态：正在写入数据库，请稍等...");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7) 

//（2.6）通知所有连接 WebSocket 服务的客户端有数据到来 

      //（2.6.1）组成要发送的 Json 数据 

    JsonCommand jsonCommand = new JsonCommand(); 

………………..//此处省略,对应流程(8) 

在终端 UE 发送至 CS-Monitor 的字节数据中，前两个字节存储的是数据帧命令格式，

CS-Monitor 通过该命令可判断一个数据是否为终端 UE 的配置数据或者信息帧。终端 UE 与

CS-Monitor 之间通信的命令及含义见表 6-5 

表 6-5 通信命令及含义 

命令 含义 

“A0” 读取终端 UE 的所有信息 

“A1” 读取终端 UE 的产品信息 

“A2” 读取终端 UE 的服务器信息 

“A3” 读取用户存入终端 UE 的信息 

“B0” 更改终端 UE 中的所有信息 

“B1” 更改终端 UE 中的产品信息 

“B2” 更改终端 UE 中的服务器信息 

“B3” 更改用户存入终端 UE 的信息 

“U0” 用户信息帧 0 

“U1” 用户信息帧 1 

其中“A0”、“A1”、“A2”、“A3”、“B0”、“B1”、“B2”、“B3”均是终端 UE 的配置数

据，“U0”和“U1”为用户信息帧。 

2）开启 WebSocket 服务 

WebSocket 服务是网页程序、安卓 App、微信小程序等获得数据和服务的接口，是基于

TCP 的一种新的网络协议，它实现了浏览器与服务器全双工通信。通过使用 WebSocket，可

以很方便地实现与网页程序、安卓 App 和微信小程序的数据交互。 

WebSocket 服务端可以与多个 WebSocket 客户端①建立通信，服务端可以向所有与之建

立 WebSocket 通信的客户端发送数据。CS-Monitor 程序中封装了 WebSocket 服务端工具类

WsServices，用于创建 WebSocket 服务端对象。表 6-6 列举了 WsServices 类主要方法与事

件。 

表 6-6 WsServices 类主要方法与事件 

编号 函数名 类型 简介 

1 start 方法 开启 WebSocket 服务端。 

2 close 方法 关闭 WebSocket 服务端。 

3 send 方法 向 WebSocket 客户端发送数据。 

4 OnOpen 事件 当 WebSocket 服务端建立网络连接时触发该事件。 

5 OnClose 事件 当 WebSocket 服务端被关闭时触发该事件。 

                                                        

① 此处的客户端指通过 Websocket 方式连接至服务器的程序，如网页程序、安卓 App、微信小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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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nMessage 事件 当 WebSocket 服务端接收到客户端的数据时触发该事

件。 

7 OnError 事件 当 WebSocket 服务端网络连接出现错误时触发该事件。 

8 UeReSend 委托 该委托的事件 ueReSendEvent 在 OnMessage 事件中调

用。 

在实时数据的窗体加载过程中，为 WsServices 类的委托事件 ueReSendEvent 注册执行

函数 UE_reSend，代码如下所示。 

//（6）开启 WebSocket 服务 

//（6.1.1）为 WsServices 服务注册回发处理事件并初始化其 frmMain 

WsServices.ueReSendEvent += new WsServices.UeReSend(UE_reSend); 

WsServices.frmMain = this.frmMain; 

WebSocket 客户端的回发数据到达 CS-Monitor 将触发该委托事件，引起 UE_reSend 函

数的调用，UE_reSend 的功能为将要回发的数据加入到名为 reSendData 的 FrameData 字典

里，定时器 timer_FrmRealtimeData_1S 会在允许时将 reSendData 数据回发至终端。UE_reSend

的功能代码如下所示。 

public void UE_reSend(string imsi,FrameData frame) 

{ 

    //如新数据的 IMSI 在字典里已存在旧数据，则将旧数据删除 

if (reSendData.ContainsKey(imsi)) 

{ 

     reSendData.Remove(imsi); 

     reSendData.Add(imsi, frame); 

} 

} 

在实时数据窗体加载函数的最后，创建 WebSocket 服务端对象 wssv，设置该服务端的

地址与端口号为 frmMain.g_wsTarget 的内容，设置该服务器的二级目录地址为

frmMain.g_wsDirection，最后启动 WebSocket 服务端。 

//（6.1.2）开启 ws 服务，并使用 AHL.xml 文件【2.2】部分设置的地址、端口与目录 

wssv = new WebSocketServer(frmMain.g_wsTarget); 

wssv.AddWebSocketService<WsServices>(frmMain.g_wsDir); 

wssv.Start(); 

上述过程只是实现了 WebSocket 通信的启动以及委托事件的注册，并未涉及到通信过

程，在之后 6.4.3 节将对 WebSocket 的通信细节以及通信流程进行细述。 

3）定时器 timer_FrmRealtimeData_1S 定时事件 

实时数据窗体构造函数中启动了定时器 timer_FrmRealtimeData_1S，其定时间隔为

1000ms ， 该 定 时 器 定 时 事 件 注 册 函 数 为 timer_FrmRealtimeData_1S_Tick 。

timer_FrmRealtimeData_1S_Tick 的主要执行流程包括： 

（1）遍历全局变量 activedIMSI（字典），删除其中链接超过 MaxTime 秒的 IMSI 号，

因为如果时间超过 MaxTime 秒，终端会进行断电操作以降低功耗，此时回发数据将不会被

终端接收。 

（2）若 reSendData 存在 activedIMSI 字典中的某 IMSI 号对应的数据，则回发该数据并

将它存入下行表 Down 中。 

（3）若 reSendData 中待回发的数据超过 100 条，则清除 reSendData 中的数据。 

（4）更新“实时”标签页的状态条，显示回发倒计时，将允许回发时间 replyTime 减 1，

当 replyTime 减至 0 时，将 “回发”按钮禁用。 

具体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timer_FrmRealtimeData_1S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1)遍历全局变量 activedIMSI（字典），删除其中链接超过 MaxTime 秒的 IMSI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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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终端 UE 超过 MaxTime 秒断电，不可回发数据），确保 activedIMSI 字典中 

    //   为可回发的 IMSI 号，若 reSendData 中的数据可回发至终端则回发，并存入下行 

    //   表 Down 

    for (int i = 0; i < activedIMSI.Count; i++) //遍历可回发的 IMSIactivedIMSI 

    { 

    string key = activedIMSI.ElementAt(i).Key; 

    //若 reSendData 中有需要回发该 IMSI，则回发 

    if (reSendData.ContainsKey(key)) 

    { 

    com.Send(key, reSendData[key].structToByte());//发送数据 

    frmMain.sQLDown.insertFrame(reSendData[key]);//将该数据存入下行表 Down 

    reSendData.Remove(key);//去除已发送的数据 

    } 

    if ((frmMain.g_TimeSec - activedIMSI.ElementAt(i).Value 

    % ulong.MaxValue > (long)MaxTime)) 

    activedIMSI.Remove(key); 

    } 

    //（2）若待回发的数据超过 100 条，则删除 

    if (reSendData.Count > 100) 

    reSendData.Clear(); 

    //（3）更新“实时”标签页的状态条，显示回发倒计时。 

    try 

    { 

    --replyTime;  //允许回发时间减 1 

       ………//此处省略 

    } 

catch (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sqlEx) 

…….//此处省略 

 } 

6.4.3 WebSocket 服务端与客户端的通信 

WebSocket 服务端在开启后将保持对 WebSocket 客户端数据的监听，当有客户端数据或

请求到来，将触发 WebSocket 服务端的 OnMessage 事件，在该事件的执行函数中会处理客

户端的请求与数据。如果客户端应用向服务端请求一条数据，服务端会向客户端回发包含该

数据的数据包，随后客户端在其 OnMessage 事件中将该获取数据包并进行应用；如果客户

端发来的是它修改过的回发数据，则服务端会将该数据转发到这条数据对应的终端。以上所

述是 WebSocket 通信的基础过程，读者可以加以体会，下面就来细述 WebSocket 具体通信细

节。 

1．WebSocket 通信格式 

CS-Monitor 程序提供的 WebSocket 服务主要有：（1）实时数据通知；（2）实时/历史数

据发送；（3）实时/历史数据回发。WebSocket 通信交互的数据格式采用 JSON 格式，6.1.3 节

对 JSON 格式的含义进行了详细介绍，目前在 CS-Monitor 程序中应用了以下两种 JSON 数

据格式： 

（1）格式 1：command（命令,string 类型）+source（发送方,string 类型）+password（密

码,string 类型）+value（内容,string 类型）； 

（2）格式 2：command（命令,string 类型）+source（发送方,string 类型）+dest(接收

方,string 类型)+password（密码,string 类型）+currentRow(当前帧,int 类型)+totalRows(总帧

数,int 类型) +data(数据，List<FrameData.ParameterInfo>类型)。 

其中，黑体加粗字段为键，括号中内容为值的内容与值的类型。 

数据格式 1 通常用于服务端推送实时数据到来通知或客户端请求历史数据，故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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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传递数据，所以不包含 data 字段；数据格式 2 通常用于服务端发送实时/历史数据或

客户端回发实时/历史数据，故包含 data 字段用来传递实时或历史数据内容。在 JSON 数据

格式中，command 字段决定了应用的场景。表 6-7 列举了服务端与客户端 WebSocket 通信

中的所使用的命令 command 与其对应数据格式和应用场景。 

表 6-7 WebSocket 使用的命令格式 

编号 命令 对应格式 应用场景 

1 recv 格式1 服务端向客户端推送实时数据到来的通知。 

2 ask 格式1 客户端向服务端请求实时数据或者历史数据。 

3 reAsk 格式2 服务端向客户端发送实时数据或者历史数据。 

4 send 格式2 客户端向服务端回发修改后的实时数据或者历史数据。 

5 shake 格式1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心跳包，保持WebSocket通信不断开。 

2．WebSocket 服务端与客户端通信流程 

下面以 PC 客户端 CS-Client 为例来讲解终端、服务端与客户端之间实时数据的通信流

程，时序图 6-12 系统地概括了三者之间的通信场景。 

 

 

 

 

 

 

 

 

 

 

 

 

 

 

 

 

 

 

 

 

图 6-12 WebSocket 实时数据通信 

下面根据图 6-12 的流程来解析 WebSocket 服务端与客户端之间数据的通信细节。 

1) 服务端推送通知：recv 

在服务端 CS-Monitor 处，终端实时数据的到来触发了 HCICom 的接收事件，执行函数

IoT_recv，该函数位于 FrmRealtimeData.cs 中。在 IoT_recv 的执行过程中，会先组建 JSON

数据包，令 JSON 包 value 的内容等于当前数据库最后一行数据的行号，也就是最新一行数

据的行号。最后，通过 WebSocket 以广播的方式把实时数据到来的通知推送出去。具体执行

代码如下所示。 

//（2.6）通知所有连接 WebSocket 服务的客户端有数据到来 

CS-Client CS-Monitor

4.读取实时数据帧（cmd=ask）

5.从ws请求中解析目录名

1.收到UE的数据

2.广播ISMI号（cmd=recv）

3.查询list控件当前IMSI号

终端UE

6.数据返答帧（cmd=reAsk）

7.对实时数据进行修改

8.回发数据帧（cmd=send）

10.回发Client数据到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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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组成要发送的 Json 数据 

JsonCommand jsonCommand = new JsonCommand(); 

jsonCommand.command = "recv"; 

jsonCommand.source = imsiRecv; 

jsonCommand.password = ""; 

jsonCommand.value = rowNum.ToString();  //Json 数据 value 等于数据库最后一条数据行号 

JavaScriptSerializer javaScriptSerializer = new JavaScriptSerializer(); 

javaScriptSerializer.MaxJsonLength = Int32.MaxValue; //取得最大数值 

string dataString = javaScriptSerializer.Serialize(jsonCommand);      

//（2.6.2）发送数据至连接 ws 服务的客户端 

WebSocketServiceManager bb2 = wssv.WebSocketServices; 

bb2.Broadcast(dataString); 

如果设备号为 460113003130916 的终端设备发来了实时数据并被存入数据库中的第 491

行，则服务端广播的 JSON 包内容应如下所示。 

{"command":"recv","source":"460113003130916","password":"","value":"497"} 

2) 客户端请求数据：ask 

在服务端 CS-Monitor 的 WebSocket 服务成功启动之后，客户端 CS-Client 可以建立起与

WebSocket 服务端的多对一连接。在与服务端建立起连接之后，如果服务端广播了一条实时

数据到来的通知，客户端 CS-Client 的 WebSocket 数据接收事件 OnMessage 可以获取到服务

端广播的内容。 

CS-Client 的 OnMessage 事件执行函数注册发生在实时数据窗体的加载函数

FrmRealtime_Load中。对于服务端发来的数据，首先要判断其命令 command格式的合法性，

如果该数据命令是合法的，则需要判断该数据对应的终端设备是否被自己侦听，如不是则舍

弃此数据，如是则获取这条 JSON 数据。如果该数据的命令 command 内容为“recv”，则组

建 JSON 数据，新 JSON 数据的 command 字段内容为“ask”，该命令表示请求一条数据库

数据，新 JSON 数据的 value 字段为服务端发来 JSON 数据的 value 值，表示请求数据为服

务端推送的那条实时数据。JSON 数据组建完毕后，使用 WebSocket 的 send 方法发送这条

JSON 数据。具体执行代码如下。 

//（4.3）WebSocket 接收消息的事件 

ws.OnMessage += (sender2, e2) => 

{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4.3.2）判断 JSON 命令格式，进行相应操作     

switch (jason.command) 

{ 

//接收到新数据 

case "recv": 

frmMain.NewestCount = int.Parse(jason.value); 

//通过 IMSI 号甄别信号是否属于被自己侦听的设备 

if (frmMain.g_IMSI.Contains(jason.source)) 

{ 

      try 

      { 

    rowCount = Convert.ToInt32(jason.value); 

    //用 Jason.value 的值向侦听服务端请求数据 

    if (rowCount != 0) 

    this.Invoke(new EventHandler(delegate 

    { 

    JsonCommand askJason = new JsonCommand(); 

    askJason.command = "ask"; 

    askJason.source = "CS-Client"; 

    askJason.passwor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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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Jason.value = jason.value;  

    //Jason 字符串转为 Jason 对象 

    var srAsk = new JavaScriptSerializer();  //实例化一个 js 处理对象 

    string dataString = srAsk.Serialize(askJason); 

    ws.Send(dataString); 

    frmMain.cmd = 0;   //当前正在请求一条实时数据             

    })); 

      } 

      catch { } 

}            

break;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 

 

如果 CS-Client 接收到 1)步骤发来的实时数据推送，则回发向服务端的 JSON 数据内容

应如下所示。 

{"command":"ask","source":"CS-Client","password":"","value":"497"} 

3) 服务端发送数据：reAsk 

在 CS-Monitor 的 OnMessage 事件中，将获取到 CS-Client 的数据请求。如果该 JSON 数

据请求的行数合法，即不大于数据库表 Up 当前的最大行数，则在 Up 表里读出这条数据；

服务端先要将读出的数据库数据类型转为 FrameData 类型数据 tmpFrmStruct，然后令新组建

的 JSON 数据的 data 等于 tmpFrmStruct 的数据列表 Parameter 的内容；组建 JSON 数据完毕

后，发送该数据。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判断接收到的 Json 命令类型 

switch (jsonRecv.command) 

{ 

    //收到 CS-Client/Web 网页/APP/微信的数据请求命令 

    case "ask": 

    try 

    { 

        //（1）获得需要回发的数据表 dr 

        int currentRow = Convert.ToInt32(jsonRecv.value); 

        int totalRows = frmMain.sQLUp.count(); 

        if (totalRows < currentRow) goto OnMessage_exit_error1; 

        DataTable dt = frmMain.sQLUp.selectRow(currentRow); 

        if (dt == null || dt.Rows.Count == 0) 

        { 

        answer.value = "NOT COMMAND 2"; 

        goto OnMessage_exit_error1; 

        } 

        DataRow dr = dt.Rows[0]; 

        //（2）通过 dr 获得结构数据对象 tmpFrmStruct 

        FrameData tmpFrmStruct = null; 

        string cmd = dr["cmd"].ToString(); 

        if (frmMain.g_commandsFrame.ContainsKey(cmd)) 

        { 

        tmpFrmStruct = frmMain.g_commandsFrame[cmd]; 

        } 

        else 

        return; 

        tmpFrmStruct.dataRowToStruct(dr); 

        //（3）实例并初始化要发送的 Json 对象 

        JsonCommand2 reData = new JsonCommand2(); 

        reData.command = "re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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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ata.source = "CS-Monitor"; 

        reData.currentRow = currentRow; 

        reData.totalRows = totalRows; 

        reData.password = ""; 

        reData.data = tmpFrmStruct.Parameter; 

        //（4）将 Json 对象转换为 Json 字符串 

        string dataString3 = serializer.Serialize(reData); 

        //（5）将数据发送出去 

        Send(dataString3); 

    } 

    catch 

    { 

        answer.value = "NOT COMMAND 3"; 

        goto OnMessage_exit_error1; 

    } 

    break; 

} 

如果服务端响应客户端的数据请求，则发送的 JSON 数据格式应如下所示。 

{"command":"reAsk","source":"CSMonitor","dest":null,"password":"","currentRow":497,"totalRo

ws":497,"data":[{"type":"byte[2]","value":"U0","name":"cmd","size":2,"otherName":"命令","wr":"read"}, 

{"type":"ushort","value":"7","name":"sn","size":2,"otherName":"帧号","wr":"read"}, 

…………… 

{"type":"byte[15]","value":"460113003130916","name":"IMSI","size":15,"otherName":"IMSI 号","wr":"rea 

d"},]}  

4) 客户端回发数据：send 

服务端发来实时数据之后，CS-Client 在其 OnMessage 事件中获取到实时数据，随即将

它显示到实时数据窗体的文本框上并使能实时数据界面的 “回发”按键，重置回发时间。

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case "reAsk": 

frmMain.NewestCount = jason2.totalRows; 

//正在接收实时数据 

if (frmMain.cmd == 0) 

{ 

    FrameData tmpFrameData = new FrameData(); 

    tmpFrameData.Parameter = jason2.data; 

    RealFrameDate = tmpFrameData; 

    string cmd = jason2.data[0].value; 

    //根据前后帧数据格式判断是否需要重新生成标签 

    if (cmd != cmdPrior) 

    { 

    cmdPrior = cmd; 

    m_SyncContext.Post(createLabel, tmpFrameData);//重新创建标签 

    } 

    Thread.Sleep(200); 

    //解析tmpFrmStruct中的数据并显示在相应文本框中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BtnSend.Enabled = true;   //设置“回发”按钮有效 

    replyTime = 30;       //“回发”时间等于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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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如果在实时数据到达后允许回发的时间内，在实时数据窗体中按下了“回发”按键将触

发按键事件。在按键事件中，CS-Client 会将实时数据窗体显示文本框的内容读取到

FrameData 对象 frame 中，令新组建的 JSON 数据的 data 段内容等于 frame 的 Parameter 成

员，使用 send 方法将其回发给服务端。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BtnSen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FrameData frame = RealFrameDate.Clone(); 

    //（1）将文本框中内容更新到结构体 frame 中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2）wsocket 回发 

try 

    {      

       JasonCommand2 sendJason = new JasonCommand2(); 

       sendJason.command = "send"; 

        sendJason.source = "CS-Client"; 

        sendJason.password = ""; 

        sendJason.dest = write_imsi; 

        sendJason.data = frame.Parameter; 

        //Jason 字符串转为 Jason 对象 

        var serializer = new JavaScriptSerializer();  //实例化一个 js 处理对象 

        string dataString = serializer.Serialize(sendJason); 

        ws.Send(dataString);//回发         

        frmMain.setToolStripUserOperText("成功写入下行数据表中，待终端发送数据时，将把数据回

发给终端"); 

    } 

    catch 

    { 

     frmMain.setToolStripUserOperText("写入下行表失败"); 

    } 

    BtnSend.Enabled = false;   //设置“回发”按钮无效 

    replyTime = 0; 

} 

承接 1)、 2)和 3)步骤，在回发事件中，回发的 JSON 数据格式应如下所示。 

{"command":"send","dest":"460113003130916","source":"CS-Client","password":"", 

"data":[{"type":"byte[2]","value":"U0","name":"cmd","size":2,"otherName":"命令","wr":"read"}, 

{"type":"ushort","value":"7","name":"sn","size":2,"otherName":"帧号","wr":"read"}, 

…………………. 

{"type":"byte[25]","value":"460,000,5280,e46a","name":"lbs_location","size":25,"otherName":"LBS 定 位

信息","wr":"read"}]} 

以上的流程分析主要是对实时数据交互过程的分析，历史数据的交互实现与实时数据类

似，而且历史数据的实现不如实时数据复杂，所以只要充分理解了 WebSocket 服务端与客户

端的实时数据交互过程，就能熟练掌握 CS-Monitor 模板的通信实现。 

6.4.4 CS-Monitor 模板按键事件的解析 

本小节将对一些典型的按键事件进行说明。 

1．实时数据窗体 FrmRealtimeData“回发”点击事件 

在实时数据窗体中，在用户编辑了一条实时数据的内容，并按下“回发”按钮触发点击

事件之后，CS-Monitor 程序将读取显示区域的文本框信息，并存入 FrameData 结构体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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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 HCICom 类的 Send 方法，将编辑的数据回发到对应的终端。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BtnSen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此处省略变量声明与初始化 

    //（1）将文本框中内容更新到结构体 frame 中 

    for (i = 0; i < frame.Parameter.Count; i++) 

    { 

    if (frame.Parameter[i].name.ToString() == "IMSI") 

        imsi = dTextbox[i].Text.ToString();    //读出要发送的 IMSI 号 

    if (frame.Parameter[i].name.ToString() == "currentTime") 

    { 

        System.DateTime startTime =       //获取时间基准 

        TimeZone.CurrentTimeZone.ToLocalTime 

        (new System.DateTime(1970, 1, 1)); 

        ulong temp = (ulong) 

        (System.DateTime.Now.AddHours(8) - startTime).TotalSeconds; 

        frame.Parameter[i].value = 

        temp.ToString();   //更新当前时间与基准时间的差值                 

    } 

      ……..//此处省略 

    //（2）根据结构体 frame 中内容组帧为字节数组，并存入 data 中 

    byte[] data = frame.structToByte();      //将结构体 frame 中的内容放入字节数组 data 

    //（3）发送数据 

    if (com.Send(imsi, data) != 0)  //若发送数据失败 

    { 

    MessageBox.Show("与云服务器转发程序断开连接，请检查网络！！" 

        , "金葫芦友情提示（“回发”按钮）：",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Error); 

    Application.Exit(); 

} 

……..//此处省略 

   } 

2．历史数据窗体 FrmHistoryData“最新一帧”按钮点击事件 

历史数据窗体的数据操作包括：查询最新一帧、查询最早一帧、查询上一帧以及查询下

一帧、删除本帧与清空数据库。在此只介绍查询最新一帧的实现方法，其余数据库操作其实

现类似。“在最新一帧”按钮事件中，首先获取 IMSI 下拉框的值，以该值决定调用

SQLCommand 的 select 方法或是 selectNeed 方法，前者将获取数据库表 Up 的所有数据，后

者只会获取对应的 IMSI 号的 Up 表全部数据，系统将显示其中的第 rowCount 条数据，此时

需要显示最新数据，故 rowCount等于数据库表Up的数据条目数；最后，调用updateDLibText()

方法在历史数据文本显示框中显示第 rowCount 条数据的内容。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BtnNewFrm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1）获得选中的 imsi 

    string imsi = ComboBoxSearchIMSI.SelectedItem.ToString(); 

    //（2）更新当前的数据表 

    if (imsi == "全部") 

    dt = frmMain.sQLUp.select();   //获得历史数据表 

    else 

    dt = frmMain.sQLUp.selectNeed("IMSI",imsi); 

    //（3）更新当前显示的记录为最新一帧，并更新总记录帧数 

    rowCount = dt.Rows.Count; 

    rowCountSum = rowCount; 

    //（4）更新文本框显示 

    updateDLib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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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配置窗体 FrmDeviceConfig“确认命令”点击事件 

终端的实时数据携带了其配置信息，可在设备配置窗体里获取到该配置信息，对配置信

息进行修改。修改并点击“确认命令”按钮之后，将按照界面下方下拉框 cBox_command 选

定的命令格式来组装 FrameData 对象，该对象的内容即对应信息文本框中的内容，也就是新

的配置信息。在组建完成之后，会通过 HCICom 的 send 方法将配置信息发送出去，对应的

IMSI 号的设备会在获取到该数据时更改其配置。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btn_confirmComman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sendData = null; 

    string cmd = dTextbox[0].Text;      //保存命令信息 

    switch (cmd) 

    { 

    case "A0":             //若为读取命令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case "B0":            //若为更改所有信息命令 

        for (int i = 0; i < dTextbox.Length; i++) 

        { 

        frameDeviceAll.Parameter[i].value = dTextbox[i].Text; 

        } 

        sendData = frameDeviceAll.structToByte(); break; 

       ……..//此处省略其他命令类型 

    //向终端回发配置信息 

    if (cBox_IMSI.SelectedItem.ToString() == "all") 

    { 

    for (int i = 1; i < cBox_IMSI.Items.Count; i++) 

    { 

        if (this.frmMain.frmRealtimeData.com.Send(cBox_IMSI.Items[i].ToString(), sendData) != 0) 

        { 

        this.frmMain.setToolStripConnectStatusText("数据发送失败"); 

        } 

    } 

}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 

6.5 CS-Monitor程序的“照葫芦画瓢” 

为了方便无云服务器的用户体验该过程，我们按照第 5.3 节 US-Monitor 的修改内容对

CS-Monitor 进行了类似修改，添加上了一个温度传感器的显示，并在苏大嵌入式中心的云服

务器上运行了该“照葫芦画瓢”的程序，其端口设置如以下加粗字体所示所示。读者可以仿

照 5.2 节修改自己的终端程序，并将终端程序的连接地址设为“116.62.63.164”，将端口号改

为“27123”，即可与此 CS-Monitor 程序建立通信。后面 7、8、9、10 章节将围绕此葫芦画

瓢例程进行各自用户端程序的“照葫芦画瓢”过程的介绍。 

<!--【2】【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指定 HCICom 连接与 WebSocket 连接--> 

<!--【2.1】指定连接的方式和目标地址--> 

<!--例<1>：监听本地的 26123 端口时,使用"local:"进行标志     "local:26123"--> 

<!--例<2>：连接 116.62.63.164 的 26123 号端口时    116.62.63.164:26123"--> 

<HCIComTarget>local:27123</HCIComTarget> 

<!--【2.2】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与二级目录地址--> 

<!--【2.2.1】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号--> 

<WebSocketTarget>ws://0.0.0.0:38967</WebSocketTarget> 

<!--【2.2.2】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二级目录地址--> 

<WebSocketDirection>/wsServicesForExample/</WebSocket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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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本章小结 

本章在给出云服务器概念基础上，阐述如何构建自己的云服务器，如何利用书中提供的

模板根据“照葫芦画瓢”方法完成自己的 CS-Monitor。主要内容如下： 

（1）给出了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涉及的技术基础：云服务器及侦听程序的概

念、WebSocket 协议、JSON 格式等。 

（2）给出了如何申请一个云服务器的样例，以及在云服务器上安装运行 CS-Monitor 所

需要的环境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 及 SQL Server 2012 等。 

（3）给出了在云服务器上运行 CS-Monitor 模板程序的方法。包括确认端口是否空闲、

导入数据库以及如何修改模板程序的配置文件等。 

（4）给出了理解 CS-Monitor 模板程序的基本内容。从基本功能窗体的实现方法，分析

了 CS-Monitor 程序的框架结构，详细描述了 CS-Monitor 程序的具体功能，按照软件执行的

流程对软件的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与说明。 

（5）给出了利用 CS-Monitor 模板程序，根据“照葫芦画瓢”方法完成自己的 CS-Monitor

的基本过程。 

对于暂时没有云服务器的读者，可以使用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提供的

IP 地址与端口：“116. 62.63.164:26123”进行测试，数据也在该 IP 地址的服务器上，可以完

成第 7 章~第 10 章客户端程序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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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通过PC客户端的数据访问 

第 6 章给出的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是 NB-IoT 应用开发生态体系中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关键点，它承担着终端 UE 与 HCI 其他成员的数据中转作用。NB-IoT 的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其他成员包括：PC 客户端、Web 网页、微信小程序及手机 APP 等，这些均属于“客户端”范

畴，将分 4 章阐述。本章阐述通过 PC 客户端的数据访问。“客户端”程序的共性虽然运行在不

同的硬件平台上，它们的共性是与云服务器侦听程序及数据库打交道，实现对终端 UE 的数据获

取与干预，提供对历史数据显示、绘图、统计、分析等功能。 

PC客户端程序CS-Client是驻留并运行在联网的PC机上，它在云服务器侦听程序CS-Monitor

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得以运行。本章 7.1 节将给出直接运行 PC 客户端模板程序的方法；7.2 节解析

PC 客户端程序的主要功能，以便理解 CS-Client 的编程模板；7.3 节承接 6.5 节的照葫芦画瓢修

改例程，讲解如何修改 CS-Client 程序来与新 WebSocket 服务器建立通信，实现自己的 PC 客户

端程序。 

7.1 运行CS-Client模板及观察自己的NB-IoT终端实时数据 

PC 客户端程序 CS-Client 与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之间使用 WebSocket 进行通信。

简要地说，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就称为 WebSocket 服务器。而运行在联网的 PC 上，通

过 WebSocket 协议与服务器通信，并提供人机交互界面的程序就称为 WebSocket 客户端程序 CS-

Client。本节给出 CS-Client 模板程序的运行方法，并阐述如何借助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

放服务器来完成用户自己的终端设备的添加与现象观察。 

7.1.1 直接运行 CS-Client 模板 

在第 6 章的 CS-Monitor 模板程序正确运行前提下，可以直接运行 CS-Client 模板观察 NB-

IoT 终端 UE 的实时数据。方法有二：一是直接运行可执行文件；二是运行 C#源代码。 

需要明确的是，对应的终端 UE 是苏州大学实验室长期运行的终端，信息邮局 MPO 接口是：

116.62.63.164:26123。 

 

 

 

 

 

 

 

 

 

 

 

 

 

 

 

 

 

 

 

 

图 7-1 CS-Cleint 实时数据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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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运行可执行文件 

鼠标左键双击运行“..\04-Soft\HCI\03-CS-Client\bin\Debug \AHL-IoT.exe”文件，正常情况下，

稍等一会，出现图 7-1 所示的界面。 

客户端程序 CS-Client 的窗体包含：“主窗体”、“实时数据窗体”、“历史数据窗体”和“实时

曲线窗体”。 

“主窗体”是程序启动后默认打开的窗体，其他的窗体都将在该窗体中打开，主窗体功能包

括操作菜单栏和程序状态显示。 

“实时数据窗体”是与“主窗体”一同默认打开的窗体，也可以通过点击“主窗体”菜单栏

中“ ”选项列表的“ ”选项打开该窗体。窗体界面如图 7-1 所示，图中正在

显示一条最新数据。“实时数据窗体”的功能包括监听终端 IMSI、实时数据显示和数据回发与倒

计时。 

如果计算机未能联网，则 CS-Client 程序将弹出如图 7-2 所示的提示框，点击 “确定”后程

序将会退出。用户需要保证计算机已经连上外网，然后再启动 CS-Client 程序。 

 

 

 

 

 

 

 

 

 

 

图 7-2 计算机未连接网络 

点击菜单栏中“ ”选项列表，再点选“ ”选项，可进入历史数据窗体，窗

体界面如图 7-3 所示。“历史数据窗体”的功能包括历史数据显示。 

 

 

 

 

 

 

 

 

 

 

 

 

 

 

 

 

 

 

 

 

图 7-3 历史数据窗体 

点击菜单栏中“ ”选项列表，再点选“ ”选项，可进入“实时曲线窗体”，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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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界面如图 7-4 所示。“实时曲线窗体”可以显示 1 小时内部分实时数据的变化趋势。 

 

 

 

 

 

 

 

 

 

 

 

 

 

 

 

 

 

 

 

 

 

图 7-4 实时曲线窗体 

2．通过 VS2013 运行 CS-Client 模板源程序 

在 C#开发环境 VS2013 下，可以运行 CS-Client 模板源程序。鼠标左键双击“..\04-Soft\HCI\03-

CS-Client \AHL-IoT.sln”这个 C#解决方案文件，则进入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若未出

现“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窗口，可通过“视图”菜单栏目设置。鼠标左键单击顶部菜单栏图标

“ ”，则可运行该工程。若出现错误，可重新生成该工程的可执行文件（方法是：此时单

击顶部菜单栏的“ ”，出现其子菜单，单击“ 重新生成”即可）。运行结果同样如图 7-1。 

7.1.2 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若读者手中有自己的终端 UE，可以连接苏州大学对外服务的 CS-Monitor 程序进行 CS-Client

测试验证，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到 PC 客户端情况，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将终端 UE 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6123 

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为金葫芦套件模板程序（即：“..\04-Soft\01-UE\USER\User_GEC_Basic 

\Debug\User_GEC_Basic.hex”），可以直接使用 3.5 节之方法，修改目标 Flash 中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信息。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不是该程序，则按 3.5 节方法灌入该程序，随后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 

由于默认使用信息邮局 MPO 接口为“116.62.63.164:26123”的苏州大学云侦听服务程序，

其，所以终端需做相应更改。 

2．在 CS-Client 工程的“AHL.xml”文件中添加自己终端的 IMSI 号 

注意一定要拷贝一份 CS-Client 工程，并修改工程名，再进行后续工作。 

打开 CS-Client 工程，在 AHL.xml 文件中，找到注释【3】处，在“ ”与“ ”字

段之间添加新设备的 IMSI 号，多个设备的 IMSI 号以分号隔开。以下实例代码中添加了 2 个监

听设备号，是苏州大学默认运行终端的设备号，供读者进行现象观察与程序调试。 

<!--【3】【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指定侦听的 IMSI 号，分号“;”隔开(注意是西文分号），可以换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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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IMSI> 

   <!--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一直运行的设备 IMSI 号--> 

   460040436504866;460113003129577; 

   <!--用户新增加设备 IMSI 号--> 

     在此处添加用户终端 UE 的 IMSI 号 

</IMSI>   

3．观察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用户设备添加完毕后，须重新生成该工程的可执行文件并成功运行，在运行界面的左上角能

显示新添加的 IMSI 号（必须为 15 位纯数字），用户设备即添加成功。 

正常情况下，PC 机界面可显示你自己终端的数据。若没有，可使终端重新上电，再观察。 

7.2 基本理解CS-Client工程模板 

本节给出 CS-Client 模板程序的工程结构与执行流程分析，以便使读者在观察现象基础上理

解程序。此过程比较复杂，需要深入理解 PC 客户端编程过程的读者可阅读。 

7.2.1 CS-Client 工程模板的结构 

CS-Client 工程模板的结构如表 7-1 所示。 

表 7-1 CS-Client 工程模板的结构 

编号 文件名 文件说明 

1 01_Doc 该文件夹存放侦听程序工程说明文档。 

2 02_Class 该文件夹存放工程使用的通用类。 

3 03_Form 该文件夹存放窗体布局与对应的窗体设计类。 

4 04_Resource 该文件夹存放帮助文档。 

5 AHL.xml 用户资源文件。 

下面对CS-Client工程模板包含的文件夹与文件分别进行介绍： 

1．文档文件夹（01_Doc） 

该文件夹存放 readme工程说明文档，文档记录内容包括工程功能介绍、工程框架说明和工

程更新说明等信息。 

2．类文件夹（02_Class） 

该文件夹存放工程中通用的工具类以及动态库文件，表7-2列举了CS-Client程序使用到的工

具类及动态库等。 

表7-2 02_Class文件夹包含的类与库文件 

编号 类名/库名 相关描述 

1 DrawSeries.cs 画图类，为实时数据曲线的显示进行处理的类 

2 FrameData.cs 帧处理类,对帧中数据部分进行处理的类 

3 JsonCommand.cs Json数据格式类，提供操作Json数据对象方法的类 

4 Websocket-

sharp.dll 
提供WebSocket功能的动态库 

3．窗体文件夹（03_Form） 

该文件夹分为四个子文件夹，分别存放各个功能窗体的交互界面以及其设计代码，文件夹

中包含内容如表7-3所示。 

表 7-3 03_Form 文件夹包含内容 

编号 子文件夹名称 子文件夹描述 

1 03_00_FrmMain FrmMain.cs： 父窗体，其余窗体的父窗体，可点击其菜单栏打开



  

92 

 

其余窗体与帮助，提供程序状态显示。双击可打开设计界面，右

击可以选择查看设计代码。 

2 03_01_FrmRealtime FrmRealtimeData.cs：实时数据窗体，显示实时数据，可修改其彩

色文本框中内容后返回以更改设备配置； 

FrmRealtimeSeries.cs：实时曲线窗体，以曲线形式显示实时数据的

部分数据在最近半小时内的变化趋势。 

3 03_02_FrmHistory FrmHistoryData.cs：历史数据窗体，提供基本的历史数据查询与删

除功能，可修改历史数据并进行回发。 

4．帮助资源文件夹（04_Resource） 

该文件夹存放该文件夹存放帮助文档资源，包括使用说明、程序说明和版本说明。 

5．用户可更改资料文件（AHL.xml） 

   “AHL.xml”为用户可更改资源描述文件，存放着用户设定的参数，程序初始化时，要将设

定参数读取出来以初始化部分全局变量，表7-4列举了AHL.xml中的配置参数。 

表 7-4 从 AHL.xml 文件中读取的参数 

编号 AHL.xml中的参数 对应全局变量 功能简介 

1 formName Text 主窗体标题 

2 WebSocketTarget g_target 服务器 IP 与端口号 

3 IMSI g_IMSI 终端 UE 的设备号 

7.2.2 PC 客户端模板执行流程 

当启动 CS-Client 时，PC 客户端会从工程项目中 Program.cs 文件的 Main()函数开始执行，调

用 FrmMain 类的构造函数 FrmMain()创建该类的主窗体对象，CS-Client 程序将进入自动执行流

程，下面就来分析程序自动流程的实现。 

1．FrmMain 主窗体执行流程 

FrmMain 主窗体是一个 MDI 窗体的容器，实时数据窗体和历史数据窗体均是在该主窗体上

显示。当执行显示该主窗体时触发该窗体的 Load 事件。FrmMain_Load()函数执行流程如图 7-6

所示。流程图之后将分析其主要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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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主窗体执行流程 

1） 读取 AHL.xml 

加载函数中会去读取“AHL.xml”配置文件以获得用户设置参数， “AHL.xml”文件中预设

有用户相关的信息，包括窗体名、与 CS-Client 程序建立 WebSocket 连接的云服务程序的地址（在

工程中，统一用 IP 地址+端口号+二级目录的形式表示，也可以用域名方式来表示）和用户指定

侦听的 IMSI 号等信息。读取代码如下。 

Text = node2.InnerText;        //读取本窗体名并显示 

g_target = node2.InnerText;         //读取要侦听的终端 UE 的 IMSI 号→g_IMSI 数组 

g_IMSI = node2.InnerText.ToString().Trim().Split(';'); 

//以“;”为间隔符将 imsiList 中的数据解析到 g_IMSI 数组中 

2） 测试联网情况并打开 1S 定时器 

通过调用 testNet()函数测试本机是否联网，该函数通过 ping 百度实现联网情况的判断。如果

PC 机联网成功，则启用 1S 定时器，并在状态栏显示联网成功，其中，1S 定时器更新当前的系

统时间，并每 60 秒检测一次本计算机是否联网。 

if (testNet()) timer_1S.Enabled = true;      //若已联网，启动 1S 定时器 

this.toolStripConnectStatus.Text = "已经联网";  //联网成功 

3） 默认加载实时窗体运行 

主窗体加载函数的最后，加载并运行实时数据窗体。 

mnuRealTimeData_Click(sender, e);        //加载实时数据窗体运行 

2．FrmRealtimeData 实时数据窗体执行流程 

FrmRealtimeData 窗体是 FrmMain 主窗体的子窗体，该窗体接收实时数据并刷新显示。当启

动 CS-Client 时，加载并显示出 FrmMain 主窗体后，程序将自动加载实时数据窗体。调用

FrmRealtimeData 类的构造函数 FrmRealtimeData ()创建该类的窗体对象，显示该窗体时触发该窗

体的 Load 事件。 

FrmRealtime_Load()函数执行流程如图 7-7 所示，其主要过程如下： 

FrmMain窗体启动

初始化程序运行时间变量g_TimeSec = 0

禁用FrmMain中1S定时器

设置允许跨线程文本框赋值

读取AHL.xml获得各项用户设置参数。

设置主窗体底部状态栏。

检测本机是否联网
testNet()

启用用FrmMain中1S定时器,

END

N

FrmRealtimeData窗体启动

Y

定时器事件timer__1S_Tick

更新当前系统时间。

测试程序联网状态。

表示顺序执行
表示打开并发线程执行或监听

经过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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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实时数据窗体执行流程 

1） 初始化定时器和回发按钮 

实时窗体窗体在载入时需要设置“回发”按钮不可用、关闭握手定时器 timer_shake 和打开

1S 定时器 timer_1S。 

BtnSend.Enabled = false;            //设置“回发”按钮无效   

timer_shake.Enabled = false;         //关闭握手定时器 

timer_1S.Enabled = true;            //打开 1s 计时定时器 

replyTime = -1;               //回发计时变量赋值为-1 

1S 定时器主要用于回发倒计时，实时数据到来会激活 1S 定时器与“回发”按钮，1S 计时器

每秒将 replyTime 减 1。replyTime 等于 0 时，将“回发”按钮禁用，回发将不被允许。1S 定时器

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private void timer_1S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FrameData frame = frmMain.g_frmStruct.Clone();       

    //更新主窗体的状态条，显示回发倒计时。 

    if (replyTime > 0) 

    { 

    --replyTime;      //允许回发时间减1 

    if (replyTime > 0)    //若允许回发时间大于0 

    { 

        //更新“实时”标签页的状态条，显示回发倒计时。使能“回发”按钮 

        frmMain.setToolStripUserOperText("运行状态：解析完成         " + 

        "        您有" + replyTime.ToString() + "秒时间进行回发"); 

        BtnSend.Enabled = true; 

    } 

    else if (replyTime == 0)  //若允许回发时间等于0 

    { 

        replyTime = -1; 

        frmMain.setToolStripUserOperText("运行状态：现在无法进行回发，请等待下一帧数据"); 

FrmRealtimeData窗体启动

设置允许跨线程文本框赋值；

创建用来展示数据的标签和文本框；

在listBox_imsi中显示正在监听终端的imsi。

创建一个websocket客户端并定义websocket事件。

设置连接的安全协议为Tls12；

启动websocket客户端 。        

wbsocket客户端启动事件
              ws.OnOpen

wbsocket客户端关闭/开事件
               ws.OnClose

websocket接收消息的事件
             ws.OnMessage

关闭握手定时器；打开1S定时器。

表示顺序执行
表示打开并发线程执行或监听

timer_shake定时事件

发送WebSocket握手数据包
经过15S

1S定时事件

有新数据到来
replytime > 0

更新回发时间并显示。

经过1S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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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nSend.Enabled = false;   //禁用“回发”按钮 

    } 

    else if (replyTime < 0)   //若允许回发时间小于0 

    {  

        replyTime = -1; 

             

    }                  

    }       

} 

握手定时器用于发送 WebSocket 服务的心跳包，因为 WebSocket 服务器会定期关闭掉不活

跃的 WebSocket 连接，故需要不时发送心跳包来保持通信。执行代码如下所示，其中 ws 为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 
private void timer_shake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发送心跳包 

    ws.Send("shake"); 

} 

2）初始化监听显示列表 

在窗体的 listBox_imsi（左上角显示控件）中显示正在监听终端的 IMSI 号，显示的 IMSI 号

来自于主窗体 “读取 AHL.xml”步骤的结果，保存在 g_IMSI 变量中。 

ListImsi.Items.Clear();               //清空 list_imsi 框中的内容 

int count = 0;              //用于存储监听的 IMSI 个数 

foreach (string Imsi in frmMain.g_IMSI)    //对于 g_IMSI 数组中的每个 IMSI 号 

{ 

   string one_imsi = Imsi.Trim();    //清除字符串开始和结尾的空格、tab 和换行 

   if (one_imsi.Length == 15)       //IMSI 号长度为 15 时 

    { 

       ListImsi.Items.Add(one_imsi);     //添加到监听 IMSI 列表中 

       count++;               //IMSI 号个数加 1         

     } 

} 

3） 启动 WebSocket 服务 

首先创建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 ws。 

ws = new WebSocket(frmMain.g_target);             //创建一个 websocket 客户端 

WebSocket 客户端启动前需要注册的事件包括：启动事件 OnOpen、关闭事件 OnClose 和数

据接收事件 OnMessage，下面来一一介绍。 

（1）WebSocket 客户端启动事件：当 ws 与服务器 CS-Monitor 连接成功时触发 OnOpen 事

件。在实时数据侦听窗体中 ws. OnOpen 指定的回调函数中会打开握手定时器的计时，随后程序将

不断发送握手消息到服务器。 
ws.OnOpen += (sender1, e1) =>  

{ 

timer_shake.Enabled = true;    //打开握手定时器 

}; 

（2）WebSocket 客户端关闭/断开事件：当 ws 与服务器 CS-Monitor 之间的连接关闭/或连接

了错误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时触发 OnClose 事件。在实时数据侦听窗体中 ws. OnClose 指定

的回调函数用于显示与服务器 CS-Monitor 连接中断信息。如果与服务器连接断开，程序以对话

框消息提示错误，并提示用户是否确认重新建立连接，点选 “确定”会进行重新连接，否则关

闭 WebSocket 握手定时器。 
ws.OnClose += (sender1, e1) => 

{    

//如果与服务器断开联系 

DialogResult res = MessageBox.Show("【无法通过 webSocket 与侦听程序建立通信，是否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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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金葫芦 IoT 友情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Cancel,     MessageBoxIcon.Question);     

//弹出对话框确认是否连接 

if (res == DialogResult.OK) 

{ 

ws.Connect();                   //websocket 重连 

} 

else 

{ 

timer_shake.Enabled = false;               //关闭 websocket 握手定时器 

} 

} 

（3）WebSocket 数据接收事件：当 ws 收到服务器 CS-Monitor 发来的数据时触发 OnMessage

事件。在实时数据侦听窗体中用 ws. OnMessage 指定的回调函数用于处理来自服务器的数据及对

接收到的实时数据动态显示。 

ws. OnMessage 回调函数实现的是当有数据到来时，解析消息包，转换为 Json 对象格式，根

据 Json 对象的 command 字段的内容，进行相应操作：  

字段"recv"：表明收到一个 CS-Monitor 广播推送的某一个 UE 的新数据到来的简化的 Json

格式信息，则将 frmMain.NewestCount（记录总帧数目）的值更新为此时收到的新帧的 jason.value

值，如果此时的 frmMain.g_IMSI 里面包含了此 jason.source（IMSI 号），则该 IMSI 号是本客户端

需要侦听的 UE，那么本客户端将产生一个 command 字段是" ask"、value 值为该 IMSI 号的简化

的 Json 格式数据发送给 CS-Monitor，并等待 CS-Monitor 的数据的到来； 

字段" reAsk"：表明此时收到的是一个完整的 Json 格式的数据帧。但对于完整的 Json 格式

数据，command 字段是" reAsk"的数据帧，其可能是实时数据帧，也可是历史数据帧。如果是实

时数据帧，本客户端会根据前后帧数据格式判断是否需要重新生成标签，以防不同的前后帧数据

内容不一致，最后将该数据解析后在实时窗体上显示出来；如果是历史数据帧，则将该收到的帧

赋值给 HisFrameData 对象，则在历史页面时，历史页面的刷新定时器 timerRefresh_Tick()将把

HisFrameData 对象动态显示在窗体上。 

ws. OnMessage 回调函数的主要代码如下所示。 
ws.OnMessage += (sender2, e2) => 

{    

UInt16 i; 

    //（4.3.1）获取接收到的消息包，解析消息包          

    string sr = e2.Data.ToString(); 

    string sendTime = "";       //用于存储终端 UE 发送来的时间 

    JavaScriptSerializer serializer = null; 

    JavaScriptSerializer serializer2 = null; 

    JsonCommand jason = null; 

    JasonCommand2 jason2 = null; 

    serializer = new JavaScriptSerializer();//实例化一个 js 处理对象，处理命令格式 1 

    serializer2 = new JavaScriptSerializer();//实例化一个 js 处理对象，处理命令格式 2 

    jason= serializer.Deserialize<JsonCommand>(sr);             

//将 Jason 字符串反序列化为 Jason 对象（命令格式 1） 

    jason2= serializer.Deserialize<JasonCommand2>(sr);  

            //将 Jason 字符串反序列化为 Jason 对象（命令格式 2） 

    //（4.3.2）判断 JSON 命令格式，进行相应操作     

        switch (jason.command) 

        { 

            //接收到新数据 

            case "recv": 

            frmMain.NewestCount = int.Parse(jason.value); 

            //通过 IMSI 号甄别信号是否属于被自己侦听的设备 

            if (frmMain.g_IMSI.Contains(jason.source)) 

            { 

                ………….;（此处代码略过，请看源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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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接收到侦听程序发回的完整数据 

            case "reAsk": 

            frmMain.NewestCount = jason2.totalRows; 

            //正在接收实时数据 

            if (frmMain.cmd == 0) 

            { 

                 ………….; （此处代码略过，请看源程序） 

            } 

             //正在接收历史数据 

            else 

            { 

                FrameData tmpFrameData = new FrameData(); 

                tmpFrameData.Parameter = jason2.data; 

                frmMain.HisFrameData = tmpFrameData; 

                frmMain.cmd = 2;//历史数据接收结束 

             } 

             break; 

        }         

    }; 

最后启动 websocket 客户端，如果启动成功，将成功建立起与 WebSocket 服务端程序 CS-

Monitor 的实时通信，将触发 OnOpen 事件打开握手定时器 timer_shake 并打开 OnMessage 事件

不断监听实时数据的到来，建立不成功则将触发 OnClose 事件并弹出提示窗体提示连接错误。  
ws.SslConfiguration.EnabledSslProtocols = System.Security.Authentication.SslProtocols.Tls12; 

//设置安全协议为 Tls12 

ws.Connect();                          //启动 websocket 客户端 

 实时数据窗体加载函数执行完成后，程序的自动执行流程自此结束。实时数据窗体会一直

等待新数据的到来，并按 ws 对象的 OnMessage 事件的回调处理函数对到来的数据进行处理，并

刷新显示在实时或历史窗体上。终端、侦听程序和客户端三者的通信时序如 6.4.3 节图 6-12 所

示。 

7.2.3 主要按键事件实现 

下面介绍实时数据窗体与历史数据窗体的主要按键事件的实现。 

1．实时数据窗体“回发”按键事件 

在新的一帧实时数据到来之后的 30S 内，“回发”按键被允许按下，按下 “回发”按钮将执

行数实时据回发。代码如下所示，该代码段在“回发”按钮点击事件 BtnSend_Click 函数中执行。 

 “回发”按键事件的执行过程为：首先读取实时窗体文本框中数据到 FrameData 对象 frame

中；随后创建一个 JsonCommand2 对象，将 frame 放入其 data 属性中；最后使用 ws.send 方法将

该对象内容组成的 Jason 包发送出去；禁用 “回发”按钮，清零回发时间。 

private void BtnSen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nt i; 

    string write_imsi = ""; 

    FrameData frame = frmMain.g_frmStruct.Clone(); 

    //（1）将文本框中内容更新到结构体 frame 中 

    try 

    { 

    for (i = 0; i < frame.Parameter.Count; i++) 

    { 

        if (frame.Parameter[i].name.ToString() == "IMSI") 

        { 

        write_imsi = dLibTextbox[i].Text.ToString();  //读出 imsi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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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else 

        { 

        if (frame.Parameter[i].type.ToString() == "byte[]") 

        { 

            frame.Parameter[i].value = "";    //清空该字节数组 

            frame.Parameter[i].value = 

            dLibTextbox[i].Text.ToString();    //读出文本框中的数据 

        } 

        else 

        { 

            frame.Parameter[i].value = 

            dLibTextbox[i].Text.ToString();    //读出文本框中的数据 

        } 

        } 

    } 

    } 

    catch 

    { 

    frmMain.setToolStripUserOperText("写入失败，文本框中的数据有误"); 

    return; 

    } 

    try 

    {    

    //wsocket 回发 

    JasonCommand2 sendJason = new JasonCommand2(); 

    sendJason.command = "send"; 

    sendJason.source = "CS-Client"; 

    sendJason.password = ""; 

    sendJason.dest = write_imsi; 

    sendJason.data = frame.Parameter; 

    //Jason 字符串转为 Jason 对象 

    var serializer = new JavaScriptSerializer();  //实例化一个 js 处理对象 

    string dataString = serializer.Serialize(sendJason); 

    ws.Send(dataString);//回发         

}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BtnSend.Enabled = false;   //设置“回发”按钮无效 

    replyTime = 0; 

2．历史数据窗体“最新一帧”按键事件 

以请求最新一帧为例，历史数据请求代码如下所示，该代码段位于历史数据窗体的

BtnNewFrm_Click 函数中。其余数据库操作按键事件的实现与“最新一帧”按键事件实现是类似

的，此事件的实现细节可作其他按键事件的参考。 

 “最新一帧”按键事件执行内容包括：创建 JsonCommand 对象，该对象内容为向 WebSocket

服务器请求第 CurrentRow 帧数据。这里的 CurrentRow 的值等于 frmMain.NewestCount 的值，

frmMain.NewestCount 在每次接收到 WebSocket 服务器的 Json 数据后会进行更新，该值大小等于

数据库当前最新一帧数据的行号；最后置 frmMain.cmd = 1，表示历史数据窗体在请求数据。 

CurrentRow = frmMain.NewestCount; 

//创建 Json 命令对象 

JsonCommand askJason = new Json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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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Json.command = "ask"; 

askJson.source = "CS-Client";       

askJson.password = ""; 

askJson.value = CurrentRow.ToString(); 

//Json 字符串转为 Json 对象 

var srAsk = new JavaScriptSerializer();  //实例化一个 js 处理对象 

string dataString = srAsk.Serialize(askJason); 

FrmRealtimeData.ws.Send(dataString);//请求最新一条历史数据 

frmMain.cmd = 1;//表示历史数据窗体请求数据 

显示数据函数段位于在历史窗体 1S 定时器 timerRefresh 的执行事件 timerRefresh_Tick 中，

如果 frmMain.cmd 等于 2，则表示实时窗体中的 WebSocket 消息接收事件中获取到一条历史数

据窗体所请求的数据，并把 frmMain.cmd 的值由 1 置为 2，否则表示历史数据请求没有被响应；

接着，把 frmMain.cmd 置 0，FrameData 对象 tmpFrameData 会获取 frmMain.HisFrameData 中的

历史数据（WebSocket 接收事件中将获取到的数据赋给了 frmMain.HisFrameData）；最后，通过

createLabel(tmpFrameData)创建用来显示数据的标签和文本框 并将 tmpFrameData 的内容显示到

文本框中。 

if (frmMain.cmd == 2) 

{   frmMain.cmd = 0; 

    LabelFrmNum.Text = "共有" + frmMain.NewestCount + "帧数据，当前为第"+CurrentRow+"帧";                   

    //重新生成标签 

    FrameData tmpFrameData = frmMain.HisFrameData; 

    createLabel(tmpFrameData);//创建标签 

    Thread.Sleep(200); 

    //解析 tmpFrmStruct 中的数据并显示在相应文本框中 

    for (i = 0; i < frmMain.HisFrameData.Parameter.Count; i++) 

    { 

    //将发送时间转化为标准时间 

    if (frmMain.HisFrameData.Parameter[i].name == "currentTime") 

    {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 

    else if (frmMain.HisFrameData.Parameter[i].name == "mcuTemp") 

    { 

        string temp = frmMain.HisFrameData.Parameter[i].value; 

        dLibTextbox[i].Text = temp.Insert(temp.Length - 1, "."); 

    }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else 

    { 

        //其他情况直接将数据显示在文本框中 

        dLibTextbox[i].Text = frmMain.HisFrameData.Parameter[i].value; 

    } 

 

    } 

} 

7.3 CS-Client 程序的“照葫芦画瓢” 

本书所附网上资源中的 CS-Client 程序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为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

放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放的 CS-Client 程序与其画瓢程序的

WebSocket 服务器 IP 地址均为“116.62.63.164”其中 CS-Client 默认程序使用端口号为 38867，

对应二级目录为“ wsServices ”；画瓢程序使用端口号为 38967 ，对应二级目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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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ServicesForExample”。连接地址信息存放于工程目录下的 AHL.xml 文件中。 

在此，还是要借助苏大嵌入式实验室的服务器，承接 6.5 节 CS-Monitor 程序“照葫芦画瓢”

部分的修改内容，对 PC 客户端 CS-Client 程序也进行 “照葫芦画瓢”过程，在 CS-Client 程序

中新增一个温度变量的显示，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拷贝模板工程 

将模板 CS-Client 程序拷贝一份至 5.2.1 节学习时新建的“画瓢”文件夹中，按个人习惯自定

义重新命名，此处即为“画瓢”CS-Client 程序。不要直接修改模板程序，模板程序是供拷贝使用

的。 

例如将“.. \04-Soft\02-HCI\03-CS-Client”文件夹，拷贝至“.. \04-Soft\03-Example\CH07_Prg”

文件夹中。这就是照葫芦画瓢的“画瓢工程”。 

2．在 CS-Client 工程的“AHL.xml”文件中修改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 

打开画瓢工程，在工程目录下的 AHL.xml 文件中，搜索“【2】【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找到

该注释处，在注释下的“ ”与“ ”字段间设置新服务器的 IP 地

址和目录组合。本书的照葫芦画瓢例程将使用 IP地址、端口与目录组合为“ws://116.62.63.164:3896 

7/wsServicesForExample”，故修改应如以下代码所示。 

  <!--【2】【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指定 WebSocket 服务器的地址--> 

  <WebSocketTarget>ws://116.62.63.164:38967/wsServicesForExample</WebSocketTarget>   

这样才能与 6.5 节给出的云侦听程序 CS-Monitor 相适应。 

3．在 CS-Client 工程的“AHL.xml”文件中添加自己终端的 IMSI 号 

在 AHL.xml 文件中，找到注释【3】处，在“ ”与“ ”字段之间添加新设备的 IMSI

号。 

<!--【3】【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指定侦听的 IMSI 号，分号“;”隔开(注意是西文分号），可以换行,以

“;”结尾--> 

<IMSI> 

   <!--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一直运行的设备 IMSI 号--> 

   460040436504866;460113003129577; 

   <!--用户新增加设备 IMSI 号--> 

     在此处添加用户终端 UE 的 IMSI 号 

</IMSI>   

4．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 

仿照 5.2 节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添加新增温度数据，并将终端程序连接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7123”。也可直接使用第 5 章的照葫芦画瓢程序，利用 3.5 节给

出的工具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即可。 

5．运行 CS-Client 并观察现象 

在终端程序运行后，运行 PC 机中新的 CS-Client 程序，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当新数据到来

时，实时界面的显示内容类似图 7-8，数据显示区域最后的显示文本框中正在显示用户添加的数

据“新增温度”的 A/D 值。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更快地学习，“..\04-Soft\03-Example\CH07_Prg”中提供已经修改好的画瓢

程序，可以直接观察。 



  

101 

 

 

 

 

 

 

 

 

 

 

 

 

 

 

 

 

 

 

 

 

 

 

图 7-8 CS-Client 的“照葫芦画瓢” 

7.4 本章小结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已经运行的前提下，PC 客户端程序 CS-Client 驻留并运行在联网的 PC 机

上，是用户与终端进行交互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章给出 PC 客户端程序 CS-Client 的“照葫芦画

瓢”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1）给出了在联网的计算机上运行 CS-Client 模板及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的基

本方法。利用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运行的云侦听程序（终端使用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为：

116.62.63.164:26123），WebSocket 服务器与 HCI 接口为 116.62.63.164:38867，二级目录为

“wsServices”，其信息在 AHL.xml 文件中。可以将读者手中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送至 PC 客

户端界面显示。 

（2）给出了理解 CS-Client 模板程序的基本内容。从基本功能窗体的实现方法，分析了 CS-

Client 程序的框架结构，详细描述了 CS-Client 程序的具体功能，按照软件执行的流程对软件的

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与说明。CS-Client 的多处设计细节与 CS-Monitor 类似，在 WebSocket 通信

设计上是相互配合的，理解 CS-Client 的编程模板与设计细节将有助于将二者融会贯通。 

（3）给出了利用 CS-Client 模板程序，根据“照葫芦画瓢”方法完成自己的 CS-Client 的基

本过程。利用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运行的照葫芦画瓢云侦听程序（终端使用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为：116.62.63.164:27123），WebSocket 服务器与 HCI 接口为 116.62.63.164:38967，二级目录

为“wsServicesForExample”，其信息在 AHL.xml 文件中。可以将读者手中的 NB-IoT 终端照葫芦

画瓢程序的实时数据送至 PC 客户端界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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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通过Web网页的数据访问 

Web 网页程序是一种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的应用程序，该程序的最大好处是用户容易对其

访问，用户只需要在一台已经联网的计算机上通过 Web 浏览器访问即可，不需要再安装其他软

件。通过 Web 网页访问 NB-IoT 终端，获取终端数据，实现对终端的干预，是 NB-IoT 应用开发

的重要一环，也是 NB-IoT 应用开发生态体系的一个重要知识点。本章 8.1 节主要给出运行网页

的前提条件以及开发网页的基本要素；在 8.2 节中分析了在创建网站的要素；8.3 节主要讲述了

如何利用 IOT 网页模板简单的构建一个自己的网页。有了本模板这个“葫芦”，通过“照葫芦画

瓢”方法，可以针对具体应用完成自己应用项目中通过 Web 网页对 NB-IoT 终端 UE 的数据访

问。 

8.1 运行Web模板及观察自己的NB-IoT终端实时数据 

本节给出 Web 模板网页程序的运行方法，并阐述如何借助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放

服务器来完成用户自己的终端设备的添加与现象观察。 

8.1.1 打开 NB-IoT 的 Web 网页方法 

在第 6 章的 CS-Monitor 模板程序正确运行前提下，可以直接运行 Web 模板观察 NB- IoT 终

端 UE 的实时数据。方法有二：一是通过 VS2013 运行 Web 模板源程序；二是在浏览器中输入网

址打开网页。 

需要明确的是，对应的终端 UE 是苏州大学实验室长期运行的终端，信息邮局 MPO 接口是：

 

 

 

 

 

 

 

 

 

 

 

 

 

 

 

 

 

 

 

 

 

 

 

 

 

 

图 8-1 Web 模板默认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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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2.63.164:26123。 

1．通过 VS2013 运行 Web 模板源程序 

在 C#开发环境 VS2013 下，可以运行 Web 模板源程序。鼠标左键双击“..\04-Soft\HCI\04-

WEB \US-Web.sln”这个 C#解决方案文件，则进入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鼠标左键单

击顶部菜单栏菜单 “ ” 则可运行该工程，出现如图 8-1 所示的网页。我们建议更改默认浏

览器后再运行，点击“启动”菜单右侧的下拉箭头，选择“使用以下工具浏览”，此时会弹出一

个对话框，在对话框右侧选择常用的浏览器，并在右侧点击“设为默认值”按钮，接着点击“浏

览”按钮，更改完成。 

2．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打开网页 

在 IE 、 Chrome 等 浏 览 器 地 址 栏 中 输 入 网 址 https://suda-mcu.com/AHL-

WEB/03_Web/home.aspx 并转到，即可进入已经发布的金葫芦 IoT-GEC 模板网页。如图 8-1 所示。 

页面直接显示的是终端 UE 的历史数据，也可以点击菜单上按钮进入实时数据界面，通过实

时页面上的按钮操作，实现对终端 UE 的干预，体现 NB-IoT 系统数据上行与下行过程。 

8.1.2 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若读者手中有自己的终端 UE，可以连接苏州大学对外服务的 CS-Monitor 程序进行 Web 网

页测试验证，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到 Web 网页情况，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将终端 UE 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6123 

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为金葫芦套件模板程序（即：“..\04-Soft\01-UE\USER\User_GEC_Basic 

\Debug\User_GEC_Basic.hex”），可以直接使用 3.5 节之方法，修改目标 Flash 中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信息。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不是该程序，则按 3.5 节方法灌入该程序，随后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 

由于默认使用信息邮局 MPO 接口为“116.62.63.164:26123”的苏州大学云侦听服务程序，

其，所以终端需做相应更改。 

2．观察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用户修改设备的设置完毕后，无需修改 Web 网页模板程序，直接用上述给出的两种方法打

开网页即可。 

成功进入网页首页后，立即显示的是历史数据。点击菜单上的“实时”→“实时数据”，进

入实时数据侦听界面，正常情况下，可以显示你自己终端 UE 的实时数据。若没有，可使终端重

新上电，再观察。 

8.2 基本理解NB-IoT的Web网页模板 

Web 网页模板主要实现的功能包括：首页展示，相关项目展示，终端实时数据信息的显示及

对终端控制信息的回发，历史数据的查询等功能。 

8.2.1 NB-IoT 的 Web 网页模板工程结构 

图 8-2 给出 Web 工程的树形 Web 工程结构模板，物理组织与逻辑组织一致。该模板是苏州

大学嵌入式中心为在 Visual Studio 2013（简称 VS2013）环境下开发基于 ASP. NET 的 Web 工程

而制作的。工程结构如图 8-2 所示。 

 

 

 

https://suda-mcu.com/AHL-WEB/03_Web/home.aspx
https://suda-mcu.com/AHL-WEB/03_Web/home.aspx


 

104 

 

 Web 工程说明文档文件夹。 

抽象提取的类 

数据库操作相关类 

引用 FineUI 的类 

帧封装类 

Web 页面文件夹。 

引用的资源文件夹 

样式表文件夹 

图标文件夹 

图片文件夹 

JavaScript 文件夹 

图 8-2 工程结构模板 

该 Web 网页模板内主要含有 4 个下级文件夹，分别是 01_Doc、02_Class、03_Web、

04_Resources。 

1．文档文件夹（01_Doc） 

说明文档文件夹中存放的是“说明.docx”或者“Readme.txt”文件，它是整个 Web 工程的总描述

文件，主要记载了项目名称、功能概要、使用说明以及版本更新等内容，这使得用户首次接触 Web

工程时，无需打开项目，便可了解项目的实现功能及运行方法。 

可修改性：文件夹名不变，文件内容随 Web 工程变动而修改。 

2．类文件夹（02_Class） 

类文件夹中存放的是 Web 工程用到的各种工具类，如 SQL 操作类在 Database 文件夹下，界

面优化在 FineUI 文件夹中。 

可修改性：文件夹和子文件夹名不变，文件个数和文件内容随 Web 工程变动而修改。 

3．Web 网页文件夹（03_Web） 

该文件夹中存放的是各个 Web 网页，它们是直接与最终用户交互的界面。任一 Web 网页均

包括前台（.aspx 文件）和后台（.aspx.cs 文件）两个部分，前台用于页面的设计，后台负责实现

页面功能的代码。如果 Web 网页上使用了服务器控件，则还会自动生成设计器文件

（.aspx.designer.cs 文件）。 

可修改性：文件夹名不变，文件个数和文件内容随 Web 工程变动而修改。 

4．引用的资源文件夹（04_Resources） 

引用文件夹包含所引用的 CSS①文件，JS②文件以及引用的图片图标等。用于实现网页的样式

设计以及动画效果。 

可修改性：文件夹名不变，文件个数和文件内容随 Web 工程变动而修改。 

5．Web 工程配置文件 Web.config 

Web.config 用于设置 Web 工程的配置信息，如连接字符串设置、是否启用调试、编译及运行

对.Net Framework 版本的要求等。 

可修改性：文件名不变，文件内容随 Web 工程变动而修改。 

                                                        
① CSS: 层叠样式表(英文全称：Cascading Style Sheets)是一种用来表现 HT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一个

应用）或 X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一个子集）等文件样式的计算机语言。 

② JS: JavaScript 一种直译式脚本语言，是一种动态类型、弱类型、基于原型的语言，内置支持类型。用来

给 HTML 网页增加动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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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NB-IoT 的 Web 网页模板功能分析 

NB-IoT 的 Web 网页功能主要包括终端实时数据信息的显示及对终端控制信息的回发，历史

数据的查询等功能。 

1．实时数据信息 

使用实时数据信息，其前提是必须侦听程序，有侦听程序将收到的实时数据并通知 Web 程

序，如果是 Web 程序需要的数据，则发送 ask 请求，侦听程序将数据发送给 Web 程序，Web 程

序将其展示在页面中。页面提供“回发”和“清空显示”的功能，如后面图 8-12 所示。 

2．历史数据信息 

展示历史数据信息，Web 程序通过云服务器端的侦听程序对 Up 表中的数据进行查询，按照

分帧进行展示到页面，页面提供“最新一帧”、“上一帧”、“下一帧”、“最早一帧”等操作，页面

如图 8-3 所示。 

 

 

 

 

 

 

 

 

 

 

 

 

 

 

 

 

 

 

 

图 8-3 历史数据显示 

历史数据界面主要显示终端上传到服务器数据库中的信息，在点击历史页面后，Web 程序通

过 WebSocket 向服务器发送查询最早一帧数据的请求，即打开历史页面，最新显示的都是当前服

务器数据库中第一行终端 UE 数据信息。历史页面包含上一帧、下一帧、最新一帧以及最早一帧

的操作，可以方便遍历数据库中的终端 UE 信息。历史数据页面的实现和实时有很大相似性，因

此将在下一小节对实时数据侦听页面进行详细的剖析。 

8.2.3 通过 Web 网页的数据访问过程 

Web 网页的启动过程指的是从打开浏览器到金葫芦 IoT 主页显示出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涉及到 Web 服务器、浏览器、DNS 服务器等一系列软件与设备。当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

入金葫芦 IoT 的 Web 网页地址后，启动过程就开始了。如果网络正常，能看到如前面图 8-1 所示

的界面。下面就详细介绍金葫芦 IoT 主页的启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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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页的启动过程 

主页的启动过程是用户计算机上的浏览器、WEB 服务器与 DNS 服务器交互的过程，其运行

过程的交互时序如图 8-4 所示。 

 

图 8-4 主页启动时序图 

（1）获取 IP 地址。当在浏览器中输入金葫芦 IoT 的 Web 网页地址的 URL 后，计算机会向

DNS 服务器查询 URL 中域名（suda-mcu.com）的 IP 地址。 

（2）建立与服务器连接。取得 WEB 服务器的 IP 地址后，浏览器根据 IP 地址与 WEB 服务

器建立 TCP/IP 连接。 

（3）http 数据请求包。浏览器与 WEB 服务器建立 TCP/IP 连接后，就使用相应的应用层协

议向服务器发出数据请求。使用 http 协议时，浏览器的请求是以 Stream(流)的形式传输给 Web 服

务器的，其作用是指明要访问 Web 服务器的什么资源。 

（4）解析 http 包。在 http 包中包含了主机名、应用、资源等信息。收到浏览器发来 http 包

后，WEB 服务器解析 http 数据包中的信息。 

（5）获取资源。根据解析 http 包获得的信息从 WEB 服务器相应的目录中读取资源。启动

时要获取的资源是 home.aspx 的代码及其中使用到的图片等资源。 

（6）回送数据。WEB 服务器将读取到的网页代码与资源数据发送给浏览器。浏览器解析、

执行得到的代码结合资源数据将网页显示在浏览器中。 

目前 WEB 服务器已经改为使用 https 协议。与使用 http 协议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 https 多

了安全加密的步骤；二是 https 使用的 443 端口与系统中微信小程序使用的端口相同，需要通过

nginx 代理服务器来解决端口共享的问题。但其对用户理解主页的启动过程影响不大，故此处不

再详细解析。 

2．实时数据侦听页面启动过程 

实时数据侦听网页是金葫芦 IoT 网页人机交互界面中最重要的子页面之一，它用来显示从

UE 实时上传的数据。可以在其页面上选择对全部或是某一个 IMSI 号进行侦听。实时数据侦听

网页的动态数据来源是 CS-Monitor。它们之间通过 WebSocket 协议进行通信。 

主页启动完成后，用户在主页上选择“实时”菜单下的“实时数据”子菜单，就打开了实时数据

{打开金葫芦网站主页过程
https://suda-mcu.com/AHL-WEB/03_Web/home.aspx}

浏览器DNS WEB服务器 home.aspx

1.查询主机对应的IP

2.根据IP访问WEB服务器

3.向服务器发送http请求

4.从http解析主机名、资源等

5.获取WEB资源数据

6.回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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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听网页。按执行时间先后将实时数据侦听网页运行过程分成三个步骤。静态页面启动、动态页

面启动和实时数据动态显示。 

1）静态页面启动 

静态页面启动过程指的是从点击主页上实时数据子菜单到实时数据侦听页面显示出来的过

程。其从 WEB 服务器上获取网页代码与资源数据，浏览器解析、执行代码并显示网页的过程与

主页相似。其启动过程不再赘述。静态页面启动完成后的界面如图 8-5 所示。 

 

 

 

 

 

 

 

 

 

 

 

 

 

 

 

 

 

 

 

 

图 8-5 实时数据侦听页面 

2）动态页面启动 

动态页面启动过程是指在静态网页显示后，为获取动态从 UE 上传的实时数据，嵌入在网页

中的 javaScript 代码执行的过程。 

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为获取从 UE 实时上传的数据，在网页中嵌入了与 CS-Monitor 服务程序

通信的 WebSocket 和动态显示数据的 javaScript 代码。当静态网页代码加载完成后，就开始执行

嵌入的 javaScript 代码。实时数据侦听网页启动流程如图 8-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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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实时数据侦听网页启动流程 

javaScript 代码从$(function() {....})开始执行。 $(function() {....})是$(document).ready(function() 

{....})的简写。其含义是页面加载完成后才执行函数。在函数中主要完成初始化 connectPath、ws

建立与事件初始化、开启 20 秒定时器三个任务。以下是具体过程。 

首先初始化 connectPath。 

变量 connectPath 用于存放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连接服务器 CS-Monitor 的 URL。初始化

时从网站配置文件 Web.config 中读取 connectionPathString 的值赋给 connectPath。网站模板代码

初始化完成后 connectPath= “ws://suda-mcu.com:38867/wsServices”。 

接着 ws 创建与事件初始化。 

变量 ws 用于存放一个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ws 创建与事件初始化的工作有以下几点，创

建与 CS-Monitor 服务程序连接的 ws 对象，初始化 ws 的 onmessage、opopen、onclose、onerror

属性。ws 创建与事件初始化流程如图 8-7 所示。 

 

图 8-7 ws 建立与事件初始化流程 

（1）创建一个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 ws。使用下列代码创建一个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

ws。 

ws = new WebSocket(connectPath); 

（2）初始化 ws 的 onopen 属性。ws 的 onopen 属性用于指定处理 open 事件的回调函数。当

Realtime.aspx

网页初始化

执行Javascript
$(function (){})

END

开启20秒定时器，触发clock函数

Javascript
$(function (){})

初始化服务URL：

connectPath

END

ws建立与事件初始化

ws创建与事件初始化

新建websocket客户端对象ws

初始化open事件

回调函数ws.onopen

初始化message事件

回调函数ws.onmessage

初始化close事件

回调函数ws.onclose

初始化error事件

回调函数ws.onerror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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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与服务器 CS-Monitor 连接成功时触发 open 事件。在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中 ws.onopen 指定的回

调函数用于显示与服务器 CS-Monitor 连接成功信息。其代码如下所示。 

ws.onopen = function (event) { $("#lblCloudMonitorStatus").html("云程序连接成功"); }; 

（3）初始化 ws 的 onmessage 属性。ws 的 onmessage 属性用于指定处理 message 事件的回

调函数。当 ws 收到服务器 CS-Monitor 发来的数据时触发 message 事件。在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中

ws. onmessage 指定的回调函数用于处理来自服务器的数据及对接收到的实时数据动态显示。其

具体流程将于下面实时数据动态显示小节中介绍。 

（4）初始化 ws 的 onclose 属性。ws 的 onclose 属性用于指定处理 close 事件的回调函数。

当 ws 与服务器 CS-Monitor 之间的连接关闭时触发 close 事件。在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中 ws. onclose

指定的回调函数用于显示与服务器 CS-Monitor 连接中断信息。其代码如下所示。 

ws.onclose = function (event) { $("#lblCloudMonitorStatus").html("云程序连接中断"); }; 

（5）初始化 ws 的 onerror 属性。ws 的 onerror 属性用于指定处理 error 事件的回调函数。当

ws 与服务器 CS-Monitor 之间的通信发生意外错误时触发 error 事件。在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中 ws. 

onerror 指定的回调函数用于显示与服务器 CS-Monitor 连接异常信息。其代码如下所示。 

ws.onerror = function (event) { $("#lblCloudMonitorStatus").html("云程序连接异常"); }; 

ws 的创建过程也是其与服务器 CS-Monitor 之间建立连接的交互过程。它们之间的交互时序

如图 8-8 所示。 

 

图 8-8 ws 连接服务器交互过程时序图 

3）开启 20 秒定时器。 

开启 20 秒定时器是为了防止 WebSocket 客户端 ws 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断开。定时每 20 秒

执行 clock 函数将 ws 关闭，然后重新创建它并初始化其事件。设置定时器的代码如下所示。 

inte = self.setInterval("clock()", 20000); 

clock 函数在定时器时间到后被执行。即每 20 秒时执行一次。clock 函数的执行流程如图 8-

9 所示。 

{实时数据侦听网页，动态页面启动过程。
java.script代码建立Websocket过程。
（服务器地址ws://suda-mcu.com:38867/wsServices）}

浏览器DNS CS-monitor

1.查询主机对应的IP

2.根据返回的IP建立Websocket链接

3.从ws请求中解析目录名

5.显示成功连接到云服务器

4.应答连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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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闭 ws。在 clock 函数中先主动 ws.close 关闭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 ws，以防重复创

建。 

（2）ws 创建与事件初始化。调用 ws 创建与事件初始化过程重新创建了 ws 对象与初始化

相关回调函数。 

定时器的功能是为了保持与服务器 CS-Monitor 持续有效的连接。需要注意的是 WebSocket

协议本身具有长连接机制，为保持连接，客户端会定时向服务发送心跳包。但由于浏览器版本与

种类众多，不同浏览器在实现 WebSocket 协议时行为不太相同。实际测试中，在通信双方都没有

收发消息时 IE11 会每隔 30 秒发送一个心跳帧。也有不发送任何心跳帧的情况，如 Android 5.0

与 iOS 7 自带的浏览器①。如果服务器上使用了代理服务器软件也会对 WebSocket 的连接产生影

响，如 nginx 代理服务器会配置一个访问超时时间（timeout），其值通常为 90s，超时后 WebSocket

连接就会被断开。 

经过了以上三个步骤，动态页面启动部分完成。此时，在浏览器的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中有一

个 ws 对象、一个 20 秒的定时器在运行。当服务器 CS-Monitor 程序收到终端 UE 上传的实时数

据时，它会向所有与它连接的 WebSocket 客户端发送广播，这样就启动了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上的

数据动态显示过程。 

 

图 8-9 clock 函数的执行流程图 

3．实时数据动态显示过程 

实时数据侦听网页上的数据动态显示过程由 ws 与服务器的交互与 ws.onmessage 指定回调

函数的运行过程实现。 

                                                        
① WebSocket 的 ping 与 pong 的 java 实现，以及浏览器一 pong 就关闭链接毛病解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1452dd0102wcj6.html 

20s定时器clock()

关闭原先WebSocket
ws.close(); 

END

ws建立与事件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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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ws 与服务器交互过程 

ws 与服务器交互过程是从服务器到 ws 的一次实时数据通信的完整过程。实时数据侦听网页

启动完成后，ws 通过 onmessage 监听服务器发来的消息。当服务器 CS-Monitor 程序收到终端 UE

上传的实时数据时，它会向所有与它连接的 WebSocket 客户端发送广播。在这个广播数据帧中带

有发送数据终端 UE 的 IMSI 号，收到广播的 ws 把收到的 IMSI 号与页面上 imsiList 控件当前

IMSI 号比较，如果相等或 imsiList 控件当前 IMSI 号为 ALL，则启动数据请求过程。向 CS-Monitor

服务器发送一个 ask 命令帧，要求取回实时数据。CS-Monitor 服务器收到后，会发送一个 reAsk

命令帧并带回终端 UE 上传的实时数据。ws 与 CS-Monitor 数据通信交互时序如图 8-10 所示。 

2）ws.onmessage 回调函数 

ws.onmessage 属性中指定的回调函数用于处理 ws 的 message 事件。ws 对象收到从服务器发

来的数据时触发 message 事件，调用在 ws.onmessage 属性中指定的回调函数，由回调函数对数

据进行处理。其处理流程如图 8-11 所示。 

 

 

图 8-10 ws 与 CS-Monitor 数据通信交互时序图 

浏览器-ws CS-monitor

4.读取实时数据帧（cmd=ask）

5.从ws请求中解析目录名

1.收到UE的数据

2.广播ISMI号（cmd=recv）

3.查询list控件当前IMSI号

终端UE

6.数据返答帧（cmd=re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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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数据侦听网页初始化时已经初始化变量 flag=1，target_IMSI=all。当 ws 接收到数据调用

ws.onmessage 指定的回调函数具体执行步骤如下。 

首先第 1 次执行回调函数。 

（1）检测 flag 的值为 2 还是 1。此时 flag=1。 

（2）将收到的数据转成 JSON 对象 JSONobj 便于访问。 

（3）比较 JSONobj.value 是否为“SUCCESS”，是，表示收到的数据为回发数据的应答帧，

直接退出。不是则继续。 

（4）检查 ImsiList 控件中是否包含 JSONobj.value，如不包含，则将 JSONobj.value 中的 IMSI

号加入 ImsiList 控件下拉列表中。此时认为这个数据帧为服务器发送的有实时数据的广播帧。 

（5）判断 target_IMSI 是否等于 JSONobj.value（收到的 IMSI 号）或 target_IMSI 等于 all，

不等则退出。此时 target_IMSI=all，继续向下执行。 

（6）生成一个 asm 命令帧，并发送给服务器。将 imsirevc 保存在 g_IMSI 中以备回发程序

使用。 

（7）设置 flag=2 为下次进行做准备。 

 

图 8-11 ws.onmessage 函数流程 

ws.onmessage事件

flag=2?

flag=1?

将收到的数据转成

JSON 对象

JSONobj.value=

"SUCCESS"?

获取ImsiList控件中所有的

选项到array数组中

array不包含jsonObj.source则

将其加入到ImsiList控件中

target_IMSI=（all或

jsonObj.source）

Y

N

END

g_IMSI=imsirevc

生成一个ask命令并send

Flag=2

Y

N

保存当前数据g_JSon = 

event.data;

将event.data转换成JSon

格式（用eval）

取出其中的帧数据

将帧中的字段转换成

显示控件的html代码

清除原有控件

显示新控件

设置控件属性

(通过CSS)

设置一个30秒的

回发计时器t1

Y

Flag=1

Y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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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退出 ws.onmessage 指定的回调函数。当下一次接收到服务器发来的数据时，回调函数

会被再次调用。再次执行回调函数的步骤如下。 

第 2 次执行回调函数 

（1）检测 flag 的值为 2 吗？此时 flag=2。 

（2）保存收到的数据到变量 target_IMSI 中以备“回发”子程序使用。 

（3）将收到的数据转成 JSON 对象存放在在变量 jsonObj 中。 

（4）取出 jsonObj["data"]数据存放在变量 obj 中。jsonObj["data"]中的数据是终端 UE 上传的

数据帧。 

（5）逐一取出 obj 中的 JSON 格式数据并将其转换成字符串形式的 html 语句，此 html 语句

将用于在页面上显示字段。用标签（label）显示字段名称，用输入框（input）显示字段的值。 

（6）清除页面上原有的控件。再执行字符串形式的 html 语句显示新的控件。 

（7）根据数据中字段的 wr 属性设置生成输入框的属性与样式（css）。 

（8）设置一个 30 秒的“回发”计时器，用于显示可“回发”时间。 

（9）设置 flag=1 为下次进行做准备。 

收到实时数据显示后的页面如图 8-12 所示。条形显示控件背景色为白色表示可写属性，灰

色表示只读，更改数据后还可以进行回发，更改终端的设置。 

 

 

 

 

 

 

 

 

 

 

 

 

 

 

 

 

 

 

 

 

 

图 8-12 显示实时数据的页面 

 

本小节中介绍了金葫芦 IoT 主页的启动显示过程，实时数据侦听页面的启动与动态数据显示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浏览器与 WEB 服务器之间的交互、网页中 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的

创建、WebSocket 客户端对象动态显示实时数据、WebSocket 客户端连接保持等技术。 

8.2.4 NB-IoT 的 Web 网页编程的进一步讨论 

金葫芦 IoT 的 Web 程序实现主要依赖以下的方法。 

1．自动生成控件 

该网站中的数据显示的文本框和标签是根据 Web 接收到的数据自动生成的，这也使得网站

和终端数据的耦合性提高，可以动态的改变，不需要人为的添加控件，这也使得开发变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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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var i = 0; i < count; i++) { 

   if (i % 3 == 0) { 

         str1 = str1 + '<tr><td align="right"><label style="font-family:SimHei;font-size:17px;" width="12%" 

height="35px">' + obj[i].name + '</label><input style="font-family:SimHei;font-size:17px;" width="15%" 

height="35px" type="text" id="' + 'txt_' + obj[i].name + '"value="' + obj[i].value + '">' + '</td>'; 

    } 

   else if (i % 3 == 1) { 

         str1 = str1 + '<td align="right"><label style="font-family:SimHei;font-size:17px;" width="12%" 

height="35px">' + obj[i].name + '</label><input style="font-family:SimHei;font-size:17px;" width="15%" 

height="35px" type="text" id="' + 'txt_' + obj[i].name + '"value="' + obj[i].value + '">' + '</td>'; 

     } 

    else { 

        str1 = str1 + '<td align="right"><label style="font-family:SimHei;font-size:17px;" width="12%" 

height="35px">' + obj[i].name + '</label><input style="font-family:SimHei;font-size:17px;" width="15%" 

height="35px" type="text" id="' + 'txt_' + obj[i].name + '"value="' + obj[i].value + '">' + '</td></tr>'; 

    } 

}由于篇幅限制，其实现请看 Web 工程 

2．回发信息 

当有数据从终端上传到云服务器，Web 中的实时数据页面就会显示出来，可以进行相应对数

据更改然后回发给终端。 

        //===================================================================== 

        //函数名称：clickBtn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函数说明：回发 

        //===================================================================== 

        function clickBtn() 

由于篇幅限制，其实现请看 Web 工程 

3．查看历史数据最新一帧与查看历史数据最早一帧 

在查看历史数据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的最新一帧历史数据。 

        //===================================================================== 

        //函数名称：newClickBtn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函数说明：最新一帧 

        //=====================================================================        

function newClickBtn() 

由于篇幅限制，其实现请看 Web 工程 

在查看历史数据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的最新一帧历史数据。 

        //===================================================================== 

        //函数名称：downClickBtn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函数说明：最早一帧 

        //=====================================================================  

        function earliestClickBtn() 

由于篇幅限制，其实现请看 Web 工程 

4．查看上一帧数据与查看下一帧数据 

在查看历史数据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的上一帧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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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函数名称：upClickBtn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函数说明：上一帧 

        //=====================================================================  

        function upClickBtn()由于篇幅限制，其实现请看 Web 工程 

在查看历史数据页面中，可以查看当前的下一帧历史数据。 

        //===================================================================== 

        //函数名称：downClickBtn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函数说明：下一帧 

        //=====================================================================  

        function downClickBtn() 

由于篇幅限制，其实现请看 Web 工程 

8.3 NB-Web网页的“照葫芦画瓢” 

本书所附网上资源中的 Web 程序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为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放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放的 Web 程序与其画瓢程序的 WebSocket 服

务器 IP 地址均为“116.62.63.164”其中 Web 默认程序使用端口号为 38867，对应二级目录为

“wsServices”；画瓢程序使用端口号为 38967，对应二级目录为“wsServicesForExample”。连接

地址信息存放于工程目录下的 Web.config 文

件中。 

我们“照葫芦画瓢”为 Web 网页加上一个

“新增温度”的数据显示，来显示我们在 6.5

节 CS-Monitor 程序“照葫芦画瓢”部分增加的

温度传感器的数据。由于在苏大嵌入式中心的

云服务器上已经运行了 6.5 节“照葫芦画瓢”

的 CS-Monitor 程序，所以我们只需要将 Web

程序的 WebSocket 连接目标修改成对应的 CS-

Monitor 程序，数据就会通过这个新的

WebSocket 连接发送给 Web 网页，Web 网页接

收到数据后，会自动将添加的“新增温度”进

行显示，Web 程序其它部分无需再改变。 

1．拷贝模板 

将“葫芦”Web 程序拷贝一份，放于 5.3

节新建的用户自己的项目文件夹下，按个人习

惯自定义重命名，最好标注日期至文件夹末

尾。保证原始“葫芦”Web 源码不被覆盖，此

处为即将“画瓢”的 Web 程序。 

2．打开工程，在 Web.config 中修改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 

找到 Web 程序的工程路径，通过左键双击“US-Web.sln”打开即将“画瓢”的 Web 的整个

工程，图 8-13 为 Web 工程目录。 

双击工程目录下的“Web.config”文件，在该文件的<appSettings>与</appSettings>标签之间，

将“value”的内容改为服务器的域名和新的 wss 目录组合。这里因为服务器并未改变，所以域名

并未改变，而 wss 目录则为 6.5 节“画瓢”的 CS-Monitor 使用的 ws 的二级目录

 

 

 

 

 

 

 

 

 

 

 

 

 

 

 

 

 

 

 

   图 8-13 资源管理器 



 

116 

 

wsServicesForExample。所以新的 value 内容为“wss://suda-mcu.com/wsServicesForExample"”，修

改代码如下所示。 

<!--更改此处的 value 为自己的服务器域名加端口号--> 

<add key="connectionPathString" value="wss://suda-mcu.com/wsServicesForExample"/> 

3．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 

仿照 5.2 节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添加新增温度数据，并将终端程序连接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7123”。也可直接使用第 5 章的照葫芦画瓢程序，利用 3.5 节给

出的工具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即可。 

4．运行并观察现象 

修改后，保存 Web.config 文件，鼠标左键单击顶部菜单栏图标“ ”，运行 Web 程序，进入

金葫芦网页的首页界面，再点击菜单栏上的“实时”→“实时数据”，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当新

数据到来时，实时界面的显示内容如图 8-14 所示，拉动数据框的滚动条，数据显示区域最后的

显示文本框中，也就是图上箭头所指的地方，正在显示用户添加的数据“新增温度”。 

 
 

 

 

 

 

 

 

 

 

 

 

 

 

 

 

 

 

 

 

 

图 8-14 显示用户添加数据 

8.4 本章小结 

本章抽取 NB-IoT 应用系统中通过 Web 网页实时访问终端 UE 数据，并实现对终端 UE 进行

干预的共性技术，形成了 NB-IoT 的 Web 网页模板。主要内容如下： 

（1）给出了直接运行NB-IoT的Web网页模板方法。UE与MPO的接口：116.62.63.164:26123；

HCI 与 MPO 的接口：116.62.63.164:38867，二级目录为“wsServices”。 

（2）给出了理解 NB-IoT 的 Web 网页模板的基本内容。从模板的工程结构以及模板功能来

分析，详细的描述了 Web 网页模板的基本功能。通过细致的叙述 Web 网页获取实时数据的过程，

来分析 Web 网页的数据访问过程。 

（3）给出了利用 NB-IoT 的 Web 网页模板程序进行“画瓢”的过程。该过程只需要对 WEB

程序中“Web.config”文件的 WebSocket 连接目标进行修改即可。UE 与 MPO 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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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62.63.164:27123 ； HCI 与 MPO 的 接 口 ： 116.62.63.164:38967 ， 二 级 目 录 为

“wsServicesFor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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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通过微信小程序的数据访问 

2017 年 1 月 9 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这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

可使用的应用。它实现了应用“触手可及”的梦想，用户通过扫一扫或者搜索小程序名即可打开

应用。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可以在手机或者平板等移动端设备中，借助微信打开微信小程序访问

NB-IoT 终端 UE 的数据，实现对终端数据的查询以及控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章将从共

性技术角度，阐述 NB-IoT 应用系统如何利用微信小程序实现对 NB-IoT 终端 UE 的数据访问，

给出 NB-IoT 微信小程序模板以及给出“照葫芦画瓢”构建自己的 NB-IoT 微信小程序的方法。 

9.1 运行已发布的NB-IoT微信小程序 

9.1.1 直接运行微信小程序模板 

为了读者体验，作者发布了一个可以获取终端 UE

数据，并可对终端 UE 进行干预的微信小程序“金蒲芦

IOT”。运行方法是：在安装了微信手机上，通过微信扫

一扫，如图 9-1 所示的二维码即可访问“金蒲芦 IOT”

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选择“发现”选项

卡，进入小程序模块，点击搜索按钮，搜索“金蒲芦 IOT”

即可访问。 

在第 6 章的 CS-Monitor 模板程序正确运行前提下，

可以直接运行微信小程序模板观察 NB-IoT 终端 UE 的实时数据。方法即为直接运行访问本节发

布的微信小程序。 

需要明确的是，其数据来源于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内的实时运行的终端，信

息邮局 MPO 接口是：116.62.63.164:26123。 

小程序运行后，将进入功能选择页面，在此页面可以选择切换至其他功能页面： 

（1）选择“实时数据”，进入实时数据展示界面，接收到数据时如图 9-2（a）所示。 

 

 

 

 

 

 

 

图 9-1 NB-IoT 小程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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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接收数据                  （b）选择 IMSI 号                   （c）输入 IMSI 号 

图 9-2 NB-IoT 微信小程序样例 

当获取一帧新的数据时，可在一定时间内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修改，点击“回发”按钮将数

据传送至终端。点击“清空”按钮，将清空界面上显示的数据。 

（2）选择“实时曲线”，进入实时数据曲线展示界面。 

此页面将实时展示监测的物理量的数值。可以在选择框中选择需要检测的物理量以及输入侦

听的 imsi 号，每当接收新的一帧数据时，会将物理量提取出来绘制成折线图。 

（3）选择“历史数据”，进入历史数据展示界面。 

该页面将展示全部的历史数据帧，点击位于屏幕下方的按钮可以进行第一帧，上一帧、下一

帧、最新帧操作。 

9.1.2 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1．将终端 UE 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6123 

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为金葫芦套件模板程序（即：“..\04-Soft\01-UE\USER\User_GEC_Basic 

\Debug\User_GEC_Basic.hex”），可以直接使用 3.5 节之方法，修改目标 Flash 中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信息。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不是该程序，则按 3.5 节方法灌入该程序，随后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 

由于默认使用信息邮局 MPO 接口为“116.62.63.164:26123”的苏州大学云侦听服务程序，

其，所以终端需做相应更改。 

2．在微信小程序的“实时数据”界面中输入自己终端的 IMSI 号 

打开微信小程序，在“实时数据”界面中，如图 9-2（a）；点击 IMSI 号处，此时会弹出选择

菜单，如图 9-2（b）；选择手动输入，可切换至 IMSI 号输入状态，如图 9-2（c）所示；在该处输

入新设备的 IMSI 号，便可以监听刚添加的终端设备。或者直接点击“请选择 imsi 号：”处，可

以直接切换至如图 9-2（c）的输入状态；也可点击“请选择 IMSI 号：”处，再次切换成选择状

态。 



 

120 

 

3．观察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用户设备添加完毕后（新添加的 IMSI 号必须为 15 位纯数字），在下方的状态提示栏中出现

提示“正在侦听：IMSI 号”，则用户设备即添加成功。 

正常情况下，微信小程序的“实时数据”界面可显示你自己终端的数据。若没有，可使终端

重新上电，再观察运行状态或者 IMSI 号是否输入正确。 

9.2 在开发环境中运行NB-IoT微信小程序 

9.2.1 前期准备 

在开发环境中运行基于 NB-IoT 的微信小程序，首先需要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1．运行基于云服务器的 NB-IoT 系统 

微信小程序的开发是基于云服务器的 NB-IoT 系统，因此需要保证该系统正常运行，可参照

第 6 章将该系统移植到自己的的服务器上运行。同时，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长期

运行一个云侦听程序，它所侦听的地址为“116.62.63.164:26123”。 

2．申请一个域名 

域名的申请方法可以参照附录 C.2“Nginx 快速指南”中的“域名相关配置”。基于微信小程

序的安全机制，需要使用一个具有安全协议且不使用端口号的域名才能进行数据访问。 

由于 wss 地址与 https 地址的默认地址均为 443 端口，同时使用该域名作为访问地址时会出

现 443 端口抢占问题。因此，借助一个反向代理工具——nginx，用于解决这个问题。nginx 的配

置可以参照附录 C.2“Nginx 快速指南”。 

3．PC 机能够接入公网 

数据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的，因此，需要保证用于开发的 PC 机能够接入公网，以便实现

数据的实时传输。 

4．终端向指定 ip 地址和端口发送数据 

为了接收到终端数据，终端需向正在侦听的 IP 地址和端口发送数据，即基于云服务器的 NB-

IoT系统运行的地址以及它所侦听的端口。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通信环路，实现数据的流通。

作为测试使用，可以向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长期运行的云侦听程序所侦听的地址

“116.62.63.164:26123”发送数据。 

5．获取微信小程序开发账号 

本章只是讲解基于 NB-IoT 微信小程序的开发方法，因此采用测试号的方式进行开发，它与

正式账号的使用无任何区别，只是不能上线发布。若想上线发布自己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根据“附

录 C.6 微信小程序相关配置与使用方法”申请一个属于自己的微信小程序账号。测试号的申请

方法如下。 

1）步骤一，获得开发许可证 AppID 

进入公网，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小程序开发文档→进入“小程序开发”栏目下的“工具”

→在左侧滚动菜单中找到“测试号”→在“申请测试号”栏目找到“申请地址”。 

单击“申请地址”会弹出“ ”页面，在“小程序测试号信息”栏目中可获得 AppID①

和 AppSecret。请将这两个信息保存下来，在后续的开发过程中将使用到。 

                                                        
① AppID：相当于小程序平台的一个身份证，有了它才能正常发布自己的微信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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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骤二，配置开发服务器信息 

在“测试号管理”页面的“可信域名”栏目中，点击“开始配置”按钮，此时可以对四类可

信域名进行配置：requset 合法域名，downloadFile 合法域名，uploadFIle 合法域名和 socket 合法

域名。 

在 requset 合法域名一栏中，填入与域名相对应的 https 地址，作为 request 请求的访问地址，

保证能够正常调用对应接口。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所使用的地址为：https://suda-

mcu.com。 

在 socket 合法域名一栏中，填入与域名相对应的 wss 地址，作为获取信息的访问地址，此处

不需要填写至二级目录。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所使用的地址为：wss://suda-

mcu.com。 

6．微信小程序开发环境的安装 

微信小程序的开发环境为微信开发者工具，是一个可以进行小程序编辑，模拟和调试的开发

工具，可在 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devtools/download.html 进行下载。下载完

成后，直接运行安装包，选择安装目录，即可完成安装。 

9.2.2 运行 NB-IoT 微信小程序 

1．工程导入 

（1）双击桌面的“微信 web 开发者工具”图标，运行微信小程序开发工具。 

（2）使用微信手机客户端扫一扫进行登录，选择“小程序项目”下的“小程序”一栏，进

行微信小程序开发。 

 

 

 

 

 

 

 

 

 

 

 

 

 

 

 

 

 

 

 

图 9-3 配置导入用户工程 

 

（3）点击页面中的“+”，将直接进入项目添加向导，选择“导入项目”选项卡，将进入如

图 9-3 所示页面，进行项目的导入。 

（4）进入添加项目向导之后，需要填写项目目录，AppID，项目名称。可以首先复制一份位

于“..\04-Soft\HCI\05-AHL-WX-Client”目录下的样例程序，然后在项目目录中选择复制的样例工

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devtools/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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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在的目录，导入 NB-IoT 的微信小程序模板。 

（5）点击添加“确定”完成添加。 

项目添加完成之后，将会看到如图 9-4 的视图，总共有三大区域，分别是模拟器视图、编辑

器视图和调试器视图，非常简洁大方，很容易找到需要的功能。编辑器视图又分为目录结构和代

码编辑区。目录结构在下一节将会有更详细地叙述，在此不做赘述。通过视图开关可以选择需要

显示的视图区域。 

 

 

 

 

 

 

 

 

 

 

 

 

 

 

 

 

 

 

 

 

 

图 9-4 微信小程序工程视图 

2．修改 app.js 配置文件 

双击目录结构中的“app.js”文件，在其对应的代码编辑区修改 https 地址与 wss 地址，域名

必须与服务器的域名相对应，并且wss地址的二级目录需要与CS-Monitor程序中设置的相对应。 

//app.js 

App({ 

  //【修改处】此处为服务器域名访问地址，需要修改为 

  //用户自己服务器对应域名及配置 

  config: { 

    //服务器 https 访问地址 

    url: 'https://suda-mcu.com', 

    //服务器 wss 访问地址     

    wss: 'wss://suda-mcu.com/wsServices', 

  } 

}) 

在 CS-Client，WEB 和 Android 中使用的 WebSocket 访问地址，均可以修改为此处使用的 wss

访问地址，该地址使用域名进行访问，并且支持 SSL 安全协议，更加安全。 

3．编译运行 

点击图 9-4 上方的“编译”按钮，开发者工具将编译代码，并刷新左边的模拟器视图。至此，

完成了样例工程的在模拟器上的运行过程。可参照 9.1 节的操作方法进行测试，实时数据页面的

运行效果如图 9-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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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NB-IoT 微信小程序样例 

 

4．常见错误 

1）AppID 不合法 

导入项目时，若输入错误的 AppID，会提示“ ”，此时需要检查 AppID 是否

填写正确，若不正确，需登录管理平台，参照“获取开发者账号”的步骤一，获取自己的 AppID。 

2）socket 地址不在 socket 合法域名列表中 

在调试器视图的“Console”选项卡中，出现如图 9-6 所示所示的错误。 

 

 

 

 

 

 

 

 

图 9-6 socket 域名不合法 

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1）未修改程序中设置的 wss 地址，需要按照“修改 app.js 配置文件”

的方法，修改成对应服务器的 wss 地址；（2）未在管理平台配置服务器信息，此时需要按照“获

取开发者账号”的步骤二将 websocket 地址加入。 

3）“与服务器断开连接，请检查连接” 

此时与服务器的连接中断，无法获取数据，出现该问题的原因：（1）小程序平台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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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侦听程序与 nginx 反向代理软件未正常启动。 

需要按照以下步骤检查：（1）保证网络畅通并且能够接入公网；（2）确认 CS-Monitor 程序

成功运行，并能接收到来自终端的数据；（3）代理软件（nginx）配置正确并成功运行。 

9.3 基本理解NB-IoT的微信小程序模板 

9.3.1 NB-IoT 的微信小程序模板工程结构 

本小节的内容是理解下一小节的基础，只有理解了工程的目录结构，知道了工程文件的存放

规则，存放目的，才能更好地理解代码，才能更快地学会编写微信小程序。 

1．根目录下的文件及文件夹 

根目录下共有 5 个文件夹和 4 个文件，他们的功能如表 9-1 所示。 

表 9-1 微信小程序工程视图下文件目录结构 

目录 名称 功能 备注 

 文档文件夹 存放与小程序相关的文档文件  

图片文件夹 存放小程序中需要使用的图片资源  

页面文件夹 存放小程序的页面文件 文件名不可更改 

模板文件夹 存放自定义构件模板  

工具文件夹 存放全局的一些.js 文件 文件名不可更改 

逻辑文件 小程序运行后首先执行的 js 代码 
文件名不可更改，文

件必须 

公共设置文件 小程序运行后首先配置的 json 文件 
文件名不可更改，文

件必须 

公共样式表 全局的界面美化代码 
文件名不可更改，文

件不必须 

工具配置文件 对开发工具进行的配置 文件名不可更改 

（1）文档文件夹（doc），主要存放与小程序相关的文档文件，例如目录结构介绍，项目相

关介绍以及实现的功能等。 

（2）图片文件夹（images），用于存放小程序中需要使用的图片资源。 

（3）页面文件夹（pages），主要存放小程序的各个页面文件，内部包含的每个文件夹都对应

于一个页面。 

（4）模板文件夹（templates），用于保存在页面编写过程中使用的自定义构件模板，与普通

的页面类似，但是提供一定的方法，可以被 pages 中的页面调用 

（5）工具文件夹（utils），主要用于存放全局使用的一些.js 文件，公共用到的一些事件处理

代码文件可以放到该文件夹下，作为工具用于全局调用。对于允许外部调用的方法，用

module.exports 进行声明，才能在其他 js 文件中引入。 

（6）逻辑文件（app.js），小程序运行后首先执行的 js 代码，在此页面中对小程序进行实例

化，是系统的方法处理文件，主要处理程序的生命周期的一些方法；例如：程序刚开始运行时的

事件处理等。 

（7）公共设置文件（app.json），是小程序运行后首先配置的 json 文件。系统全局配置文件，

包括小程序的所有页面路径、界面表现、网络超时时间、底部 tab 等奢姿，具体页面的配置在页

面的 json 文件中单独修改；文件中的 pages 字段用于描述当前小程序所有页面的路径（默认自动

添加），只有在此处申明的页面才能被访问，第一行的页面作为首页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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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共样式表（app.wxss），是全局的界面美化代码，需要全局设置的样式，可以在此文

件中进行编写。 

（9）工具配置 （project.config.json），在工具上做的任何配置都会写入 project.config.json 文

件，导入项目时，会自动恢复对该项目的个性化配置，其中会包括编辑器的颜色、代码上传时自

动压缩等一系列选项。 

2．页面文件夹 

在表 9-1 所展示的目录结构中，pages 文件夹下包含的目录结果如表 9-2 所示。 

表 9-2 页面文件夹 

目录 名称 功能 备注 

 

 

 

 

 

 

 

 

 

 

页面文件夹 存放小程序的页面文件，包含多个文件夹 名称不可更改 

单个页面文件夹 页面文件，包含实际页面文件  

事件交互文件 用于小程序逻辑交互功能  

配置文件 修改导航栏显示样式等 文件不必需 

界面文件 用于构造前端界面组件内容  

界面美化文件 定义界面外观显示参数 文件不必需 

在pages文件夹下包含多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对应一个页面，每个页面包含四个文件，.wxml

文件是界面文件，，.js 是事件交互文件，用于实现小程序逻辑交互等功能；.wxss 为界面美化文

件，让界面显示的更加美观；.json 为配置文件，用于修改导航栏显示样式等，小程序每个页面必

须有.wxml 和.js 文件，其他两种类型的文件可以不需要。 

注意：文件名称须与页面的文件夹名称相同，如 index 文件夹，文件只能是 index.wxml、

index.wxss、index.js 和 index.json。 

9.3.2 NB-IoT 的微信小程序模板开发过程 

1．功能分析 

为了能随时随地查看接收到的数据，基于运行在云服务器上的 NB-IoT 应用系统实现了本程

序，主要分为三个界面，分别是实时数据，实时曲线，历史数据。实时数据界面能够实时显示终

端发送上来的数据，历史数据界面则展示历史数据内容，实时曲线则是根据数据帧传入的物理量

进行曲线的绘制。这些功能主要是通过与侦听程序进行交互实现的。侦听程序通过 websocket 向

微信小程序提供数据，间接实现了微信小程序与数据库的交互，而数据库又通过侦听程序与终端

进行交互，从而实现了微信小程序与终端的间接交互。 

2．界面设计 

微信小程序的界面设计与网页类似，也是通过标记语言（表示网页信息的符号标记语言）进

行编写的，并可以通过“编译”查看显示效果。官方提供了包括 view、text、button、label、picker、

navigator、image 和 canvas 在内的各类组件，表 9-3 按照功能对其进行了分类。在 wxml 文件中

使用这些组件配合 wxss 文件中编写的样式表，可以实现对页面的布局、字体、颜色、背景和其

它效果更加精确的控制。可参考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component/提供

的全部组件来实现界面的设计。 

表 9-3 基础组件 

组件类型 组件名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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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容器 

view 视图容器 

scroll-view 可滚动视图容器 

swiper 滑块视图容器 

基础内容 

icon 图标 

text 文字 

progress 进度条 

表单 

button 按钮 

form 表单 

input 输入框 

checkbox 多项选择器 

radio 单选选择器 

picker 列表选择器 

picker-view 内嵌列表选择器 

slider 滚动选择器 

switch 开关选择器 

label 标签 

导航 navigator 应用链接 

多媒体 

audio 音频 

image 图片 

vedio 视频 

地图 map 地图 

画布 canvas 画布 

3．数据交互 

对小程序的一个界面来说，可以将 wxss 和 wxml 文件当做界面的“前端”，js 文件当做界面

的“后台”。前端把交互行为封装成事件（event）发送到后台，后台处理完成后，通过 setData 方

法将数据回传到前端。同时后台还可以通过调用 API 的方式，使用微信提供的能力，例如获取用

户信息、微信支付，也可以借助 API 向自己的服务器进行数据访问请求。图 9-7 展示了该过程。 

 

 

 

 

 

 

 

 

 

 

 

 

图 9-7 数据与界面的交互 

小程序提供的 Events，基础的有单击、长按、触摸、滑动等，对于视频播放器等控件，还有

wxml文件

wxss文件
js文件

CS-Monitor

API

Event事件

用户服务器

前端

运行在

客户端平台

后台

运行在

微信服务器

微信小程序

API

setData方法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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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播放、暂停等。这些事件比较基础，没有更高级的手势、多点触控等相关事件，但也还足够

让开发者具体了解用户的输入，进而做出响应。  

而小程序给界面响应的唯一方式，是通过 Page 的 js 文件中的 setData①方法对界面上的数据

进行更新。 

除了上述介绍页面与数据之间的交互方式，还存在一种交互方式——API，官方提供了包括

网络、媒体、文件、数据缓存、位置、设备、界面等 API 在内的各类 API。可参考

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miniprogram/dev/api/获取更多 API 信息，在 js 文件中可以通过调

用 API 的方式获取更加多的数据。 

而在本例程中大部分数据是通过其中的网络 API 中的 WebSocket 获取运行在服务器上的侦

听程序提供的 json 数据，具体数据格式参照第 6 章给出的 websocket 服务，将在下一节给出相关

数据的使用方法。 

4．样例工程的数据传输流程 

 

 

 

 

 

 

 

 

 

 

 

 

 

 

 

 

 

 

 

 

 

 

 

 

 

 

 

 

 

 

图 9-8 实时数据界面数据传输时序图 

如图 9-8 所示，数据传输流程可以分为 3 个部分。 

（1）建立 websocket 

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将建立 websocket 连接，若成功建立连接，则请求一帧历史数据用于创

建页面文本框。 

                                                        
① setData 函数用于将数据从逻辑层发送到视图层，同时改变对应的 this.data 的值。 

用户 微信小程序 CS-Monitor DataBase UE

打开微信小程序，

进入功能选择界面

选择进入实时数

据界面

建立websocket连接

连接成功，继续以下步骤

请求一帧数据 获取行号为1的数据帧

返回第一帧数据

返回第一帧数据

创建文本框

切换侦听的imsi号

等待最新数据推送

上传一帧实时数据

新数据写入Up表

推送新数据信息

若为指定imsi号，

请求该帧数据

返回该帧数据

更新文本框

点击 回发 
数据组帧

发送组帧后的数据

数据更新

发送修改后的数据

修改后的数据

写入Down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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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收数据 

实时侦听是否有新的数据推送，当终端发送一帧数据时，CS-Monitor 接收到一帧数据后，会

将数据写入数据库中，并将消息推送给微信小程序，若为微信小程序指定的 imsi 号数据，则向

CS-Monitor 请求完整数据。 

（3）回发数据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数据的修改，可以通过回发按钮，将数据组帧后回发给 CS-Monitor，

CS-Monitor 将数据写入数据库中，并发送给终端，完成数据下行过程。  

9.3.3 NB-IoT 的微信小程序的运行分析 

这一小节中，将以运行小程序后显示的第一个页面为例，讲述该页面运行时执行的相关函数

以及对应的页面设计代码，方便快速了解微信小程序的运行过程。 

运行样例工程时，首先进入功能选择页面，该页面对应的页面文件位于“pages/data”文件夹

下。此时会加载 wxml 文件和 wxss 文件，实现对页面的渲染。从运行结果上来看，在这个页面

中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显示当前的时间，二是不同页面对应的按钮，其对应于“data.wxml”文件

中的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时间显示代码如下。 

  <view class='time'> 

    <text>{{time}}</text> 

  </view> 

其时间保存在“{{time}}”中，由 js 文件传入。OnLoad 函数作为页面加载函数，会在页面加

载的同时被执行，在该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定时器（clock），该定时器设置为 1000ms 触发一次，

触发时执行函数 timeClock，获取当前时间并更新至 wxml 文件中的“{{time}}”。从而实现了时

间的更新。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设置定时器，用于时间显示 

   this.clock = setInterval(this.timeClock, 1000)    

  }, 

  timeClock:function(){ 

    this.setData({ 

      // 获取当前时间，并更新提示字符串 

      time: "当前时间：" + util.formatTime(new Date()) 

    }) 

  }, 

第二部分的按钮显示代码如下。 

  <!-- for 循环，循环填入页面信息 --> 

  <block wx:for="{{list}}" wx:key="{{list}}"> 

    <!-- 使用自定义控件 data_menu，使用前需要在 json 文件中引用 --> 

    <!-- item 对应于 for 循环 list 数组中的每一项--> 

    <data_menu config="{{item}}"></data_menu> 

  </block> 

该代码使用了一个自定义组件“data_menu”，该组件的模板可以在“templates/data_menu”文

件中查看。该组件需要传入的参数有图片路径、文字、背景颜色以及目标地址，将这些参数封装

成对象（Object）保存传入。这里使用一个 for 循环生成多个按钮，利用数组的形式保存所有的

对象。将该数组存入 js 文件的 data 字段中，该字段将会在页面加载时以字符串的形式传至 wxml

文件中进行渲染，即在“{{list}}”中被展开使用。在自定义组件中使用了一个“navigator”组件，

该组件会实现一个跳转功能，转至目标地址页面执行。例如，点击“实时数据”按钮，此时将跳

转至实时数据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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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页面的初始数据，相当于全局变量 

   */ 

  data: { 

    //页面数据信息 

    list: [{ 

      iconpath: "../../images/realtime-data.png", 

      text: "实时数据", 

      color: "background-color:#A3E3B3", 

      pagepath: "../realtime-data/realtime-data" 

    }, 

    { 

      iconpath: "../../images/realtime-chart.png", 

      text: "实时曲线", 

      color: "background-color:#EBA9D0", 

      pagepath: "../realtime-chart/realtime-chart" 

    }, 

    { 

      iconpath: "../../images/history-data.png", 

      text: "历史数据", 

      color: "background-color:#C6C6E8", 

      pagepath: "../history-data/history-data" 

    }, 

    ],    

    //时间 

    time: "当前时间：" + util.formatTime(new Date()) 

  }, 

通过上述的讲解可以看出，在进入一个微信小程序页面时，首先完成 wxml 文件及 wxss 文

件的渲染加载过程，实现界面的整体样式。同时会将 js 文件 data 字段中的部分数据作为初始效

果传入前端进行渲染。在页面运行过程中，还将伴随着相应事件的触发，会执行对应的函数，例

如在加载页面时触发 OnLoad 函数，在触发按钮事件时会执行对应的按钮事件函数。 

9.4 NB-IoT的微信小程序编程的进一步讨论 

9.4.1 微信小程序的函数执行流程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已经知晓了用户在使用微信小程序时的数据传输，接下来将深入了解在

程序内部的各函数的功能以及各个函数是如何跳转的。 

首先讨论一下微信小程序的启动过程，此过程属于内部过程较为复杂，只需要简单了解即可。 

在实例化页面之前，小程序需要进过初始化全局变量，加载框架等步骤，具体过程如下。 

（1）初始化全局变量 

打开微信小程序，首先会执行全局变量的初始化过程。 

（2）加载框架（WAService.js） 

随后将会加载微信小程序的框架，除了基础的 wx 和 WeixinJSBridge 两个 API 集合外，还

有 作 为 框 架 核 心 的 exparser, __virtualDOM__, __appServiceEngine__ 的 三 部 分 。

__appServiceEngine__提供了框架最基本的接口如 App，Page，Component；exparser 提供了框架

底层的能力，如实例化组件，数据变化监听，view 层与逻辑层的交互等；而 __virtualDOM__则

起着链接 __appServiceEngine__ 和 exparser 的作用，如对开发者传入 Page 方法的对象进行格

式化再传入 exparser 的对应方法处理。 

（3）业务代码的加载 

在此步骤里，小程序的 js 代码将会被 define 语句打包。小程序中的介绍代码加载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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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载项目中非注册程序和注册页面的 js 文件，其次的注册程序的 app.js 文件，然后是自定义

组件的 js 文件，最后才是各注册页面的 js 文件。在程序中可以通过 require 方法调用 js 文件。 

（4）加载 app.js 与注册程序 

在 app.js 加载完成后，小程序会使用 require('app.js')注册程序，即对 App 方法进行调用，

App 方法根据传入的对象实例化一个 app 实例，其生命周期函数 onLaunch 和 onShow 将会使用

不同的方式获取 options 的参数。 

（5）自定义组件代码的加载与注册 

在 app.js 文件加载完成之后加载自定义组件，此时所有的自定义组件将会被加载并且自动注

册。只有加载完成一个自定义组件并且注册成功后才会加载下一个自定义组件。 

（6）页面代码的加载与注册 

在此过程中，Page 方法会根据是否使用自定义组件作出不同的判断，在页面实例化的时候

使用不同的处理流程。与自定义组件相同，只有一个页面加载并注册成功后，才会加载下一个页

面代码。 

（7）等待 Page 实例化 

小程序将会检测所有页面的自定义组件是否准备好，并且检测需要加载的页面是否存在，，

若满足要求，则进行 Page 实例化，进入具体页面。 

启动完成后，在进行页面的实例化，“app.json”文件中处于“pages”列表的第一个页面将作

为默认启动页，第一个被加载。 

以实时数据页面为例，其主要函数如表 9-4 所示。 

根据实时界面的操作流程以及其主要函数，执行过程如图 9-9 所示。 

表 9-4 实时数据页面主要函数说明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onLoad 监听页面加载 当监听到页面被加载时，建立 websocket 连接，

并在连接成功后请求一帧数据，用来自动生成文

本框，若未建立连接提示与侦听程序断开连接 

2 btn_clear_click 清空文本框 在点击“清空”按钮之后，清空文本框 

3 btn_send_click 回发数据 在点击“回发”按钮之后，将数据组帧，回发至

CS-Monitor 

4 onUnload 监听页面卸载 当监听到页面被卸载时，关闭 webSocket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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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9 实时页面执行过程 

9.4.2 微信小程序的 websocket 连接 

使用 websocket 进行数据推送，由侦听程序向微信小程序发送消息，告知收到终端的实时数

据，实现服务器向客户端的消息推送。也可以主动向服务器发送消息请求数据，从而获得完整数

据帧。 

在微信小程序中提供了 7 个 API 接口用于 websocket 的使用：wx.connectSocket（建立

websocket 连接），wx.onSocketOpen（监听 websocket 连接打开），wx.onSocketError（监听 websocket

错误），wx.sendSocketMessage（发送数据），wx.onSocketMessage（监听 webSocket 接受到服务器

的消息事件），wx.closeSocket（关闭 webSocket 连接），wx.onSocketClose（监听 webSocket 关闭）。 

通过指定地址（wss 地址①）建立 websocket 连接，并且利用上述的 API 接口进行数据接收与

发送，完成对数据的处理。 

1．建立连接 

只有与指定地址建立连接才能向侦听程序发送和接收数据。因此在进入页面（onLoad 函数）

中打开连接。在 wx.connectSocket 中需要填写 url，即建立连接的 wss 地址，在本程序中，该地址

写在了 app.js 文件中，如需修改可以至“app.js”文件处修改。建立连接后，需要通过

                                                        
① wss 地址，是 websocket 通信地址，该地址需要在“微信小程序管理平台”=>“设置”=>“开发设置”=>

“服务器域名”=>“socket 合法域名”处填写。之后才能在程序中被使用。 

根据布局，创建页面

加载全局数据data
获取app.js中服务器地址信息

根据WebSocket连接是否成功
判断与CS-Monitor是否连接成功

向CS-Monitor发送请求第一帧数据

调用setData函数传递数据
创建文本框

有新数据推送，判断
是否为指定IMSI号

等待CS-Monitor通知新数据到来

调用setData函数，更新文本框，使能 回发 按钮

建立websocke连接

点击 清空 按钮 点击 回发 按钮

触发btn_clear_click 触发btn_send_click

清空文本框 将修改数据组帧，发送
给CS-Monitor

等待最新数据

是

否

关闭 实时数据 页面

开启 实时数据 页面

调用监听页面加载函数OnLoad

进OnLoad函数

监听页面卸载

关闭websocket

出OnLoad函数

成功

失败

执行退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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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onSocketOpen 函数来判断是否成功打开连接，还需要 wx.onSocketError 来防止 socket 通信过

程中出现错误。 

//=================================================================== 

  //函数名称:onLoad(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函数功能：此处该函数用于将建立 websocket 连接，监听连接是否打开， 

  //         监听 socket 是否出现错误 

  //函数参数：未使用 

  //触发条件：进入页面时触发 

  //===================================================================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 （1）建立 socket 连接 

    wx.connectSocket({ 

      url: that.data.wss,   //请求地址 

      // 连接成功，置接收成功标志位 

      success: (res) => { 

        that.setData({ 

          isConnected: true 

        }) 

      }, 

      // 连接失败，提示侦听程序可能尚未打开 

      fail: (res) => { 

        that.setData({ 

          state: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请检查连接！", 

          state_imsi: "当前时间：" + util.formatTime(new Date()), 

          send_dis: true, 

          isConnected: false 

        }); 

      } 

    }) 

    // （2）监听连接是否打开 

    wx.onSocketOpen(function () { 

      console.log('WebSocket 连接已打开！') 

    }) 

    //…….. 

// （4）socket 连接出现问题 

    wx.onSocketError(function (res) { 

      // 提示当前问题，并禁用回发 

      that.setData({ 

        state: "与服务器断开连接，请检查连接！", 

        state_imsi: "当前时间：" + util.formatTime(new Date()), 

        send_dis: true, 

        isConnected: false 

      }); 

}) 

//…….. 

} 

2．监听数据 

在连接建立成功之后，还需要监听是否有数据来确保能够实时的数据。 

// （3）监听是否有来自侦听程序的数据 

    wx.onSocketMessage(function (res) { 

      // （3.1）将接收到的数据转化成 json 对象 

      var jsonP = JSON.parse(re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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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数据的具体处理 

} 

3．发送数据 

当请求数据的时候，利用 wx.sendSocketMessage 来发送请求，该 API 可以用在类似按钮事

件或者需要进行发送数据处。 

    //（2）回发数据 

    wx.sendSocketMessage({ 

      data: JSON.stringify({ 

        command: "send",      //命令 

        source: "WeChat",     //发送方 

        dest: dest,           //接收方（终端 IMSI 号） 

        password: "", 

        data: myarray         //全部数据 

      }) 

    }) 

4．关闭连接 

微信小程序的 websocket 连接最多只能建立两条连接，为了保证其他页面的数据接收，在退

出页面的时候需要关闭 websocket 连接。所以在 onUnload 函数中执行关闭 websocket 的操作

（wx.closeSocket）。 

//=================================================================== 

  //函数名称:onUnload(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卸载) 

  //函数功能：关闭定时器和 socket 连接 

  //触发条件：退出页面时触发 

  //=================================================================== 

  onUnload: function () { 

    var that = this; 

    // （1）关闭定时器 

    clearInterval(this.returntime); 

    // （2）关闭 socket 连接 

    wx.closeSocket({ 

      success: function () { 

        // 设置页面处于关闭状态 

        that.setData({ 

          isClose:true 

        }) 

        console.log("WebSocket 已关闭") 

      } 

    }) 

  }, 

9.4.3 数据的处理与使用 

1．历史数据——ask 与 reAsk 

请求数据时，发送命令 command =“ask”，此时会向侦听程序请求位于数据表中指定行的数

据，以请求最新一行数据为例： 

  // ================================================================== 

  //事件名称：btn_new_click（获取最新一帧数据） 

  //触发条件：点击“最新帧”按钮 



 

134 

 

  //事件功能：发送 websocket 信息，请求最新一帧数据 

  // ================================================================== 

  btn_new_click: function () { 

    var that = this;    //防止 this 的值发生变化而无法访问全局的 data 等资源 

    // 请求最新帧一帧数据 

    wx.sendSocketMessage({ 

      // 转化成 json 字符串 

      data: JSON.stringify({ 

        command: "ask", 

        source: "WeChat", 

        password: "", 

        value: that.data.sum.toString() 

      }), 

    }) 

  }, 

而侦听程序在收到请求后，会将数据通过 command =“ reAsk”指令返回，可以在

wx.onSocketMessage 中接收到该命令，在此处对数据进行解析处理。 

// （3）监听是否有来自侦听程序的数据 

    wx.onSocketMessage(function (res) { 

      // （3.1）将接收到的数据转化成 json 对象 

      var jsonP = JSON.parse(res.data)   

      // （3.2）接收到 reAsk 命令（即获得 ask 命令指定全部数据） 

      if (jsonP.command == "reAsk") { 

        //获取数据帧的数据 

        var myarray = jsonP.data 

        // 当前数据的行号 

        that.data.curlen = jsonP.currentRow; 

        // 数据表中全部数据的总行数 

        that.data.sum = jsonP.totalRows; 

        //清空数据数组 

        that.data.array = [] 

        // （3.2.1）保存数据 

        for (var i = 0; i < myarray.length; i++) { 

          // 数据为发送时间，将时间戳转化成具体时间 

          if (myarray[i].name == "currentTime") { 

            var time = parseInt(myarray[i].value) 

            myarray[i].value =  

                      util.formatTime(new Date((time - 28800) * 1000)); 

          } 

          // 数据为芯片温度，转化成实际温度 

          if (myarray[i].name == "mcuTemp") { 

            var value = (myarray[i].value / 10).toFixed(1); 

            myarray[i].value = value 

          } 

          // 创建一个对象，将当前信息保存下来 

          var newarray = [{ 

            id: i, 

            data: { 

              type: myarray[i].type, 

              value: myarray[i].value, 

              name: myarray[i].name, 

              size: myarray[i].size, 

              otherName: myarray[i].oth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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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 myarray[i].wr 

            } 

          }]; 

          // 将保存的对象加入数据数组中 

          that.data.array = that.data.array.concat(newarray); 

        } 

        //(3.2.2)创建界面，将数据传至前台 

        that.setData({ 

          'state': "当前为第" + that.data.curlen  

                              + "/" + that.data.sum + "帧", 

          'array': that.data.array, 

        }); 

      } 

    } 

2．实时数据——recv 

在 wx.onSocketMessage 的 API 中接收到一行数据，其命令 command =“recv”，此时，需要

判断此数据是否为指定的 imsi 号的数据，若是需要的数据，则向侦听程序请求该数据帧，方法

与请求历史数据一致。 

    wx.onSocketMessage(function (res) { 

      // （3.1）将接收到的数据转化成 json 对象 

      var jsonP = JSON.parse(res.data) 

      // （3.2）接收到 recv 命令（即收到一帧实时数据） 

      if (jsonP.command=="recv") 

      { 

        // （3.2.1）获得当前侦听的 imsi 号 

        var imsi = that.data.imsi[that.data.index]; 

        // 若当前为输入状态则为输入框对应 imsi 号 

        if (that.data.index == 0) { 

          imsi = that.data.imsi_input; 

        } 

        // （3.2.2）接收到为侦听 imsi 号的数据,请求全部数据 

        if(jsonP.source==imsi) 

        { 

          // 请求该帧数据，value 值为接收到命令所传递的行号 

          wx.sendSocketMessage({ 

            data: JSON.stringify({ 

              command: "ask", 

              source: "WeChat", 

              password: "", 

              value: jsonP.value 

            }), 

          }) 

        } 

      } 

} 

3．回发——send 

回发是首先将页面中的数据全部获取，然后将重新组帧过的数据通过 wx.sendSocketMessage

发送至侦听程序，完成回发操作，侦听程序会将数据解析后写入下行数据表，以便可以进行回发

至终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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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名称：btn_send_click（回发） 

  //触发条件：点击“回发”按钮 

  //事件功能：将数据回发至终端 

  // ================================================================== 

  btn_send_click: function () { 

    var that = this; 

    var myarray = []; 

    var dest; 

    // （1）将数据进行转换 

    for (var i = 0; i < that.data.array.length; i++) { 

      // 提取接收方 IMSI 号 

      if (that.data.array[i].data.name == "IMSI") { 

        dest = that.data.array[i].data.value 

      } 

      // 将当前时间转化为时间戳 

      else if (that.data.array[i].data.name == "currentTime") 

      {  

        that.data.array[i].data.value=Date.parse(new Date())/1000+28800 

      } 

      // 温度值转化 

      else if (that.data.array[i].data.name == "mcuTemp") { 

        that.data.array[i].data.value *=10 

      } 

      // 存入数组保存 

      var newarray = that.data.array[i].data; 

      myarray = myarray.concat(newarray) 

    } 

    //（2）回发数据 

    wx.sendSocketMessage({ 

      data: JSON.stringify({ 

        command: "send",      //命令 

        source: "WeChat",     //发送方 

        dest: dest,           //接收方（终端 IMSI 号） 

        password: "", 

        data: myarray         //全部数据 

      }) 

    }) 

    //（3）禁用回发 

    this.setData({ 

      relay_time: -1, 

      send_dis: true 

    }); 

  }, 

9.4.4 组件模板 

在进行界面编写时，有一些模块（例如本程序使用的数据界面菜单按钮）需要被重复使用，

为了使得代码简洁明了，并且可以根据传入的变量，完成相应的设置，可以利用自定义组件的功

能来实现相应的构件。在 templates 文件目录下添加一个 component 文件，将功能模块提取出来，

抽象成一个自定义组件以便在不同的页面中重复使用。 

自定义组件的编写与页面相似，首先完成 wxml 文件与 wxss 样式文件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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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面跳转导航，读取 config 对象来填写内容 --> 

<navigator class='menu' style="{{config.color}}" url="{{config.pagepath}}"> 

  <!-- 图标 --> 

  <image class='icon_menu' src="{{config.iconpath}}"></image> 

  <!-- 页面名称 --> 

  <text class='text'>{{config.text}}</text> 

  <image class='icon-right' src="../../images/right.png"></image> 

</navigator> 

并且在 js 文件中对相关属性进行配置，此处使用的是一个对象。还可以在此文件中添加功

能函数，例如页面跳转或者动画效果。 

  /** 

   * 组件的属性列表 

   */ 

  properties: { 

    //定义 config 变量，其类型为对象 

    config:{ 

      type:Object, 

      value:{} 

    } 

  }, 

但是需要在 json 文件中进行自定义组件声明，并在使用该组件的页面的 json 文件进行如下

引入。 

{ 

  "usingComponents": { 

    "data_menu":"../../templates/data_menu/data_menu" } 

} 

完成声明后即可在页面中直接使用。 

  <!-- for 循环，循环填入页面信息 --> 

  <block wx:for="{{list}}" wx:key="{{list}}"> 

    <!-- 使用自定义控件 data_menu，使用前需要在 json 文件中引用 --> 

    <!-- item 对应于 for 循环 list 数组中的每一项--> 

    <data_menu config="{{item}}"></data_menu> 

  </block> 

同时在 js 文件中传入页面信息，编译时会自动传入相关变量完成界面设计。 

  /** 

   * 页面的初始数据，相当于全局变量 

   */ 

  data: { 

    //页面数据信息 

    list: [{ 

      iconpath: "../../images/realtime-data.png", 

      text: "实时数据", 

      color: "background-color:#A3E3B3", 

      pagepath: "../realtime-data/realtime-data" 

    }, 

    { 

      iconpath: "../../images/realtime-chart.png", 

      text: "实时曲线", 

      color: "background-color:#EBA9D0", 

      pagepath: "../realtime-chart/realtime-char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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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onpath: "../../images/history-data.png", 

      text: "历史数据", 

      color: "background-color:#C6C6E8", 

      pagepath: "../history-data/history-data" 

    }, 

    ],    

  }, 

这使得之前复杂的代码变得简化，使用时只需要使用一条标签即可使用相应的功能模块，若

进行修改也只需在自定义组件文件下修改，而不用修改全部使用的该功能的页面。 

9.5 “照葫芦画瓢”：开发自己的NB-IoT的微信小程序 

在修改程序之前，需要完成的前期操作步骤如下： 

（1）自定义路径下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葫芦”，搭建用户自己的项目文件夹。最好

标注日期至文件夹末尾。 

（2）将“葫芦”Wx-Client 程序拷贝一份，放于该新建文件夹下，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命名，

保证原始“葫芦”Wx-Client 源码不被覆盖，此处为即将“画瓢”的 Wx-Client 程序。 

（3）打开微信开发者工具，参照 9.2 节导入工程； 

在完成前期操作步骤之后，我们即将准备进行 Wx-Client 程序修改。 

9.5.1 “照葫芦画瓢”：实现新增温度的添加 

本书所附网上资源中的微信小程序模板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为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外

开放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放的微信小程序与其画瓢程序的

WebSocket 服务器 IP 地址均为“116.62.63.164”，其中“葫芦”微信小程序默认程序使用的二级

目录为“wsServices”；“画瓢”微信小程序使用的二级目录为“wsServicesForExample”。连接地

址信息存放于工程目录下的配置文件“app.js”文件中中。 

在此，还是要借助苏大嵌入式实验室的服务器，承接 6.5 节 CS-Monitor 程序“照葫芦画瓢”

部分的修改内容，对微信小程序模板也进行 “照葫芦画瓢”过程，在微信小程序中新增一个温

度变量的显示，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拷贝模板工程 

将微信小程序的模板程序拷贝一份至 5.2.1 节学习时新建的“画瓢”文件夹中，按个人习惯

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即为“画瓢”微信小程序。不要直接修改模板程序，模板程序是供拷贝使

用的。 

例如将“.. \04-Soft\02-HCI\05-Wx-Client”文件夹，拷贝至“.. \04-Soft\03-Example\CH09_Prg”

文件夹中。这就是照葫芦画瓢的“画瓢工程”。 

2．在微信小程序工程的“app.js”文件中修改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 

打开画瓢工程，在配置文件“app.js”中，修改其中的 wss 值（即 wss 地址）。原 wss 服务地

址为 wss://suda-mcu.com/wsServices，修改后地址为 wss://suda-mcu.com/wsServicesForExample。 

//app.js 

App({ 

  //【修改处】此处为服务器域名访问地址，需要修改为 

  //用户自己服务器对应域名及配置 

  config: { 

    //服务器 https 访问地址 

    url: 'https://suda-mcu.com', 

    //服务器 wss 访问地址     

    wss: 'wss://suda-mcu.com/wsServicesForExa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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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能与 6.5 节给出的云侦听程序 CS-Monitor 相适应。 

3．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 

仿照 5.2 节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添加新增温度数据，并将终端程序连接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7123”。也可直接使用第 5 章的照葫芦画瓢程序，利用 3.5 节给

出的工具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即可。 

4．运行 APP 并观察现象 

在终端程序运行后，在模拟器中上运行微信小程序，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当新数据到来时，

实时界面的显示内容类似如图 9-10，数据显示区域最后的显示文本框中正在显示用户添加的数

据“新增温度”的 A/D 值。 

 

 

 

 

 

 

 

 

 

 

 

 

 

 

 

 

 

 

 

 

 

 

 

 

 

 

 

 

图 9-10 画瓢程序运行效果图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更快地学习，“..\04-Soft\03-Example\CH09_Prg”

中提供已经修改好的画瓢程序，可以直接观察。 

也可以通过搜索小程序“金葫芦 IoT”或者扫描如图 9-11 所示的二

维码访问已发布的微信小程序对应的数据展示页面，查看终端发送的数

据，体验照葫芦画瓢的过程。 

 

 

 

 

 

 

 

 

 

图 9-11 样例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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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照葫芦画瓢”：动态控件生成 

在上一节中的内容知道了如何获取数据，当上传的数据帧中增加了变量或者数据内容发生变

化时，每次接收到新的数据帧都可以在 js 文件中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通过 setData 方法传

递至前端，实现一个动态绑定的效果。 

但是将数据显示在前端界面上，需要与前端界面设计代码结合才能完成。以本样例工程为例，

在 wxml 文件中利用 block 组件与 for 循环实现对数据的遍历，前端界面将会根据数据内容动态

的生成标签，从而简化了“照葫芦画瓢”的过程。 

<block wx:for="{{array}}" wx:key="{{item.id}}"> 

      <view wx:if="{{item.data.wr=='read'}}" class='Info_view'> 

        <label>{{item.data.otherName}}</label> 

        <text class='info_text' data-id="{{item.id}}">{{item.data.value}}</text> 

      </view> 

      <view wx:else if="{{item.data.wr=='write'}}" class='Info_view'> 

        <label>{{item.data.otherName}}</label> 

        <input class='info_input' value="{{item.data.value}}" bindinput="text_in" data-id="{{item.id}}" /> 

      </view> 

</block> 

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此段代码，生成属于自己的前端界面。 

9.5.3 “照葫芦画瓢”：添加一个页面功能 

在 pages 文件夹下创建一个新的页面文件夹，并在此文件夹下创建一个 Page 页面，用于实

现具体的页面和功能。在此简单实现一个显示时间的文本框的功能。首先在创建的页面的 wxml

文件中创建一个 text 标签，用于前端页面显示数据。 

   <text class=”time”>{{time}}</text> 

此处用于显示当前时间，因此首先在 js 文件的 onLoad 函数中开启一个定时器事件，每隔 1s

完成一次数据的更新。 

  onLoad: function (options) { 

    this.settimer = setInterval(this.getInfo_click, 1000)   //设置定时器，每秒触发一次 

  }, 

在 getInfo_click 事件中，完成对数据的更新。 

getInfo_click: function () { 

this.setData({ 

      //获取当前时间戳并转化为具体时间 

      time: util.formatTime(new Date()), 

    }); 

  }, 

9.5.4 “照葫芦画瓢”：导航菜单的创建 

在本程序的底部使用了一个导航菜单，这是由官方提供的一个模块，可以较为方便的使用。

在 app.json 文件中进行设置，包括文字颜色，选中时文字颜色，背景色，边框颜色，tab 列表，

导航栏位置。可以通过修改 list 的来进行页面绑定，但要注意的是 list 最少为两个元素，最多为

五个。 

 "tabBar": { 

    "list": [ 

      { 

        "pagePath": "pages/da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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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数据", 

        "iconPath": "images/data(1).png", 

        "selectedIconPath": "images/data(2).png" 

      }, 

      { 

        "pagePath": "pages/more/more", 

        "text": "更多", 

        "iconPath": "images/more(1).png", 

        "selectedIconPath": "images/more(2).png" 

      } 

    ], 

    "selectedColor": "#FFD400" 

  } 

9.6 NB-IoT微信小程序模板的发布 

若使用正式的微信小程序账号，可以根据如下方法发布自己的小程序。 

（1）进行微信小程序的发布前，首先需要确认是否已经填写相应的 AppID。确认填写完成

并且编译测试完成之后，点击位于窗口右上方的“上传”按钮，填写版本号以及项目备注，完成

上传，如图 9-12 所示。 

 

 

 

 

 

 

 

图 9-12 项目上传 

（2）进入 https://mp.weixin.qq.com，登录小程序开发管理平台，选择“开发管理”选项卡，

可在开发版本一栏查看已上传的项目的相关信息。点击“提交审核”，对提交项目的功能页面进

行设置，设置的内容包括功能页面，标题，所在服务类目以及标签，如图 9-13 所示。 

 

 

 

 

 

 

 

 

 

 

 

 

 

 

 

图 9-13 功能页面配置 

（3）确认提交后需要等待小程序官方进行审核。审核完毕后再次登录微信小程序管理平台，

进入“开发管理”选项卡，在审核版本一栏中，查看已审核通过的版本，点击“提交发布”。可

以选择全量发布（即立刻发布），也可以选择分阶段发布（即 15 天内按照一定比例发布给用户）。

点击提交后，使用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确认发布后，即可在手机上查看已发布的小程序，到此

https://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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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小程序的发布完成。 

9.7 本章小结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已经运行的前提下，利用微信小程序可以实现移动端的数据访问，是用户

与终端进行交互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章给出微信小程序的“照葫芦画瓢”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1）给出了在联网的移动客户端通过微信小程序访问数据的方法。UE 与 MPO 的接口：

116.62.63.164:26123；HCI 与 MPO 的接口：116.62.63.164:38867，二级目录为“wsServices”。也

给出了在联网的计算机上运行微信小程序模板程序的方法。 

（2）给出了理解微信小程序模板程序的基本内容及有关讨论。分析了微信小程序的框架结

构，从界面设计、数据与界面交互和数据传输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微信小程序的具体功能，按照

软件执行的流程对软件的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与说明。 

（3）给出了利用微信小程序模板程序，根据“照葫芦画瓢”方法完成自己的微信小程序的

基本过程。UE 与 MPO 的接口：116.62.63.164:27123；HCI 与 MPO 的接口：116.62.63.164:38967，

二级目录为“wsServicesFor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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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通过Android App的数据访问 

Android（安卓）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手机操作系统之一，Android App 是可以运行在 Android

系统上的应用软件。Android 操作系统最初由 Andy Rubin 开发，主要支持手机。2005 年 8 月由

Google 收购注资。2007 年 11 月，Google 与 84 家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及电信营运商组建开

放手机联盟共同研发改良 Android 系统。随后 Google 以 Apache 开源许可证的授权方式，发布了

Android 的源代码。Android App 使得我们能够更加便捷地通过手机查看信息、操作数据等。本章

通过讲解能够实现数据收发的样例工程使得读者能够快速学习Android App的一般编程方法和步

骤，解决了开发 Android App 时一切从零开始的问题。 

 

10.1 查看已发布的NB-IoT的Android APP 

本章所讲的工程是金葫芦工程模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与金葫芦工程模板体系

的侦听程序相互配合，实现了在 Android App 中的数据收发和查询

数据库功能。 

为了读者体验作者在云端存放了一个可以获取终端 UE 数据，

并可对终端 UE 进行干预的 Android App 的安装包。下载运行方法

是：在 Android 系统的手机上，通过微信扫一扫，通过微信扫一扫，

扫描如图 10-1 所示的二维码，提示使用浏览器打开；在浏览器中打

开，点击“下载安装”，成功下载并安装 app-hulu.apk 文件后即可访

问。也可以直接使用手机浏览器进入网址 https://fir.im/aupulu，点击

“下载安装”，成功下载并安装 app-hulu.apk 文件后即可访问。 

10.1.1 直接运行 Android APP 模板 

在第 6 章的 CS-Monitor 模板程序正确运行前提下，可以直接运行 Android APP 模板观察 NB-

IoT 终端 UE 的实时数据。方法即为直接运行本节安装的 APP 应用。 

需要明确的是，其数据来源于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内的实时运行的终端，信

息邮局 MPO 接口是：116.62.63.164:26123。App 运行的效果如图 10-2 所示。 

本工程共有四个界面以及左侧滑动菜单栏，分别是“实时数据”、“历史数据”、“项目”和“帮

助”。我们可以通过图 10-2 中的“侧滑菜单栏”进行界面的切换。每个界面包括 3 个部分，这 3

个部分的布局是统一的，分别是标题、应用主体、和侧滑菜单栏。 

标题显示的是当前所处界面的名字，可以让用户对本 App 的功能一目了然。应用主体主要

包括状态提示栏（显示程序的运行状态，并会做出适当的提示）、用户数据区（显示从远程数据

库读取并解析后的数据）、功能按钮区（向用户提供的功能接口）。侧滑菜单栏提供了切换界面以

及退出应用的方法。 

 

 

 

 

 

 

 

 

图 10-1 Android APP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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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运行效果图 

10.1.2 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若读者手中有自己的终端 UE，可以连接苏州大学对外服务的 CS-Monitor 程序进行 Android 

APP 测试验证，观察自己的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到手机 APP 情况，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将终端 UE 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6123 

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为金葫芦套件模板程序（即：“..\04-Soft\01-UE\USER\User_GEC_Basic 

\Debug\User_GEC_Basic.hex”），可以直接使用 3.5 节之方法，修改目标 Flash 中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信息。若当前终端 UE 的程序不是该程序，则按 3.5 节方法灌入该程序，随后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 

由于默认使用信息邮局 MPO 接口为“116.62.63.164:26123”的苏州大学云侦听服务程序，

其，所以终端需做相应更改。 

2．在 APP 应用的“实时数据”界面中输入自己终端的 IMSI 号 

打开 APP 应用，在“实时数据”界面中，如图 10-2，找到提示栏“请输入正确的 IMSI 号”

处，在该处输入新设备的 IMSI 号，点击右侧“查询”按钮，便可以监听刚添加的终端设备。 

3．观察 NB-IoT 终端实时数据 

用户设备添加完毕后（新添加的 IMSI 号必须为 15 位纯数字），在下方“监听的 IMSI 号为：”

的状态提示栏中将会显示添加的 IMSI 号，用户设备即添加成功。 

正常情况下，APP“实时数据”界面可显示你自己终端的数据。若没有，可使终端重新上电，

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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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在开发环境中运行NB_IoT的Android APP 

10.2.1 开发环境的安装 

从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下载相应版本的 Android Studio 安装包，如图

10-3 所示。由于国内对 Google 网站进行了屏蔽，所以开发者可以去 Android Studio 中文社区官

网（http://www.android-studio.org/，如图 10-4 所示）下载相应的安装包。 

说明：Android Studio 安装包分为含 SDK 版本和不含 SDK 版本下载，如果开发者有 SDK，

那么可以下载不含 SDK 版本。推荐翻墙在 Android Studio 官方网站进行下载，能够下载到最新

版本的 Android Studio。 

 

 

 

 

 

 

 

 

 

 

 

 

 

 

 

 

图 10-3 从 Google 官网上下载 Android Studio 安装包 

 

 

 

 

 

 

 

 

 

 

 

 

 

 

 

 

 

 

 

 

图 10-4 从 Android Studio 中文社区官网上下载 Android Studio 安装包 

 

双击下载好的安装包进行安装，具体步骤见附录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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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项目导入并编译运行 

在正确安装完 Android Studio 之后，将本样例工程导入 Android Studio 中，通过 Android Studio

提供的[Build]→[Rebuild Project]重建本工程，如果重建过程中报错，有可能是缺失 SDK 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Android Studio 会在报错的同时提供下载链接，直接点击即可下载安装。 

编译完成之后，点击[Run]→[Run ‘App’]，此时 Android Studio 会弹出运行方式选择框，本书

选用的是 AVD（Android Virtual Device）运行‘APP’程序。如图 10-5 所示。 

 

 

 

 

 

 

 

 

 

 

 

 

 

 

 

 

 

 

 

 

 

 

 

 

 

 

图 10-5 选择运行设备 

选择好运行设备之后，点击[OK]即可开始运行。程序运行的效果如图 10-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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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运行效果图 

本样例工程虽然并不复杂，但却涵盖了 Android 编程的基本知识，如界面编辑、动态创建控

件、控件的获取和赋值、定时器的使用、子线程的创建、主线程和子线程之间的消息传递等等。

读者在理解了本工程之后，可以快速在本工程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 Android 程序。 

10.3 基本理解NB-IoT的Android端App模板 

10.3.1 NB-IoT 的 Android 端 App 开发环境 

本工程是在 Android Studio 环境下编写的，Android Studio 是 Google 在 2013 年 5 月推出的

一款全新的 Android 开发环境，是目前 Google 公司主推的安卓编程环境。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

下该开发平台。 

1．Android Studio 简介  

Android Studio是Google在2013年5月推出的一款全新的Android开发环境，支持Windows、

Mac、Linux 等操作系统，它基于流行的 Java 语言集成开发环境 IntelliJ 搭建而成，类似 Eclipse 

ADT，Android Studio 提供了集成的 Android 开发工具用于开发和调试。 

在 2014 年 12 月 8 日，Google 发布了稳定版的 Android Studio1.0。Android Studio 1.0 推出

后，Google 官方将逐步放弃对原来主要的 Eclipse ADT 的支持，并为 Eclipse 开发者提供了工程

迁移的解决办法。 

2．Android Studio 开发环境搭建 

本快速指南主要介绍基于 Windows 平台下的 Android Studio 开发环境搭建，主要包括： 

（1）Java JDK 的下载与安装； 

（2）Android Studio 的下载与安装； 

（3）Android SDK 的下载与安装。 

具体的搭建过程详见：附录 C.5 基于 Windows 平台的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 

侧滑菜单栏 

实 时

数据 

状态提

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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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oid SDK 目录结构 

Android SDK 安装完成后的文件目录结构如表 10-1 所示。 

表 10-1 Android SDK 文件目录结构 

序号 
 

 
主要内容 

1 
 

 
存放与 Android 调试设备相关的内容，比如 Android 虚拟设备、

ddms 配置等。 

2 
 

 
存放第三方公司为 Android 平台开发的附加功能系统库，比如

google Maps。 

3 
 

 存放相关版本 Android 平台的调试工具。 

4 
 

 
存放 Android SDK 开发文件和 API 文档等。 

5 
 

 
存放了 Google 提供的 USB 驱动、Intel 提供的硬件加速等附加

工具包。 

6 
 

 
存放不同版本的 Android 系统。是每个平台 SDK 真正的文件，

文件夹下会根据 API Level 划分 SDK 版本。 

7 
 

 存放 Android 平台相关工具，比如 adb、fastboot、sqlite3 等。 

8 
 

 存放了各个版本 Android 系统的源代码。 

9 
 

 存放了不同 Android 平台针对不同 CPU 架构提供的系统镜像。 

10 
 

 存放临时操作或缓存。 

11 
 

 存放了大量 Android 开发、调试工具。 

12 
 

 Android 虚拟设备管理器，用于管理 Android 虚拟设备。 

13 
 

 
Android SDK 管理器，用于管理 Android SDK，包括用于安装最

新的 Android SDK。 

10.3.2 NB-IoT 的 Android 端 App 模板工程结构 

在体验了安卓程序的运行过程之后，读者应该首先熟悉 Android 工程的结构，在理解的基础

上进行编程可以大大提供工作效率，本节将对工程结构及其作用进行介绍。 

1．视图选择 

如图 10-7 所示，通过点击 Android Studio 的左上角可以切换多种视图模式。有用的主要有三

种视图模式，分别为：Project、Android、Packages。Project 视图是真实的目录结构视图，在这个

视图下，文件的路径是真实的，嵌套关系也是真实的。Android 视图是 Android Studio 将一些文

件分门别类并适当合并和隐藏之后显示给我们的界面，隐藏了许多 Project 中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而且其中文件的路径不是真实的，嵌套关系也不是真实的，是 Android Studio 为方便编程进行重

新组织过的。Packages 视图隐藏了配置文件、属性文件和系统自身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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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视图选择 

2．文件和文件夹介绍 

由于“Project”视图是真正的文件视图，所以，本小节是在“Project”视图中进行讲解的。

表 10-2 列出了工程根目录下的文件和文件夹及其功能。 

表 10-2 根目录下的文件和文件夹 

文件/文件夹名 功能 

.gradle Gradle 编译系统，版本由包装程序 wrapper 指定 

.idea Android Studio IDE 所需要的文件 

app 存放文件代码的地方 

build 代码编译后生成的文件存放的位置 

gradle wrapper 的 jar 和配置文件所在的位置 

.gitignore git 使用的 ignore 文件 

build.gradle gradle 编译的相关配置文件（相当于 Makefile） 

gradle.properties gradle 相关的全局属性设置 

gradlew linix 下的 gradle wrapper 可执行文件 

graldew.bat windows 下的 gradle wrapper 可执行文件 

local.properties 本地属性设置（key 设置，android sdk 位置等属性） 

settings.gradle 和设置相关的 gradle 脚本 

Gradle 是一个基于 Apache Ant 和 Apache Maven 概念的项目自动化构建工具。它使用一种基

于 Groovy 的特定领域语言(DSL)来声明项目设置，抛弃了基于 XML 的各种繁琐配置。是一种强

大的依赖管理方法。 

在这些文件和文件夹中，最重要的是 app 文件夹，它存放了我们的代码和相关资源。其他的

文件和文件夹在不需要更换开发环境或者编译系统时是不需要更改的。接下来将介绍 app 文件夹

下的内容，如表 10-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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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app 文件夹下的内容 

文件/文件夹名 功能 

build 编译后的文件存在的位置（包括最终生成的 apk 也在这里面） 

libs 依赖的库所在的位置（jar 和 aar) 

src 源代码所在的目录 

src/main 主要代码所在位置（src/androidTest)就是测试代码所在位置了 

src/main/java java 代码存放的位置 

src/main/res android 资源文件所在位置 

src/main/res/layout android 界面的布局文件所在位置 

src/main/AndroidManifest.xml 
AndroidManifest 是 Android 应用的入口文件，描述了 App 的许多基本信

息，并设置了 activity。 

build.gradle 
和这个项目有关的 gradle 配置，相当于这个项目的 Makefile，一些项目的

依赖就写在这里面 

proguard.pro 代码混淆配置文件 

在“app”文件夹中，“src/main/java”路径下的 java 代码是可以和“src/main/res/layout”文件

下的布局文件进行绑定的，用来实现界面里的功能。 

3．功能分析 

从 10.1 节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本程序需要的四个界面分别是项目、实时数据、历史数据

和帮助。 

“项目”界面的主要功能是不同项目选择入口。 

“实时数据”的主要功能是建立与服务器的 Websocket 连接，等待服务器发送有新数据到来

的信息，并根据接收信息中的 ID 在向服务器请求对应的数据，得到实时数据显示出来。同时，

可以看到，“实时数据”上有“回发”按钮（“回发”按钮只会在接收到实时数据后可点击），当

按下“回发”按钮时，会触发一个事件，该事件将通过 Websocket 连接向服务器发送回发的请求，

并由服务器将修改后的新数据返回给 UE 终端。 

“历史数据”界面的主要功能是查询历史数据，即向服务器发送历史数据帧请求，从而获取

数据库的数据表中的历史数据。其功能按钮分别为 “最早一帧”、“上一帧”、“下一帧”、“最新

一帧”、“写入下行表”五个按钮。 

“帮助”界面显然就是提供了该 App 的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以及其他一些帮助信息。 

10.3.3 NB-IoT 的 Android 端 App 模板执行过程 

学习完 10.2.2 节之后，读者对于 Android 的工程模板有了整体的理解，本节将会从样例工程

的源码角度分析 Android App 的编写过程。 

1．数据获取方式 

1）用户通过交互界面输入的信息 

这是 Android App 获取数据的重要方式，几乎每个 App 都需要与用户进行交互，都会允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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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通过交互界面输入信息。App 通过读取用户输入的内容，向用户展示其需要的界面。一般可通

过文本框输入、按钮点击、手势操作等方法获取用户的输入信息。 

2）读取与设备相关的部分信息 

这是 App 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或者向用户提供其需要的内容而需要获取的数据。如：设

备的型号、当前联网状态、操作系统版本、当前电量等信息。 

3）读取本地文件系统中的数据 

当用户希望通过 App 打开本地的文件时，App 需要读取本地文件系统中的数据。有时，App

为了提高效率、减少内存占用等原因，会将部分数据存入本地文件系统以备获取。 

4）通过网络获取数据 

这是 App 向用户提供更加丰富的定制服务内容的必要条件，本地文件系统获得的数据内容

和类型都很有限，而且无法与其他设备进行交互。这就使得 App 通过网络获取数据变得尤为重

要。目前来说，主要有基于 HTTP①、TCP②和 UDP③方式。其中，HTTP 协议是基于 TCP 协议实

现的。 

对于金葫芦 Android App 来说，获取数据的方式有用户输入和网络获取两种方式。 

2．数据的处理和使用 

在通过上述方法获取数据之后，需要对数据加以处理并使用。金葫芦 Android App 会将获取

到的数据应用于动态创建文本框，显示实时数据和显示历史数据。 

1）动态创建文本框 

由于 App 在被编写时并不知道有多少条数据，所以需要在运行中动态创建文本框。App 程

序运行之后会首先执行“app/ src/main/res/layout”文件夹下的“MainActivity”的“onCreate”函

数（即界面初始化函数）。 

（1）在此函数中，首先会读取配置文件 AHL.xml 中服务器链接地址。  

//传入文件名：AHL.xml；用来获取流 

InputStream is = getAssets().open("AHL.xml"); 

//首先创造：DocumentBuilderFactory 对象 

DocumentBuilderFactory dBuilderFactory = DocumentBuilderFactory.newInstance(); 

//获取：DocumentBuilder 对象 

DocumentBuilder dBuilder = dBuilderFactory.newDocumentBuilder(); 

//将数据源转换成：document 对象 

Document document = dBuilder.parse(is); 

//获取根元素 

Element element = (Element) document.getDocumentElement(); 

//获取子对象的数值 读取 lan 标签的内容 

NodeList nodeList = element.getElementsByTagName("string"); 

for (int i = 0; i < nodeList.getLength(); i++) { 

    //获取对应的对象 

    Element value = (Element) nodeList.item(i); 

                                                        
①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是应用于互联网的网络协议。所有的 www 文件都

必须遵守这个协议。它还有个安全版本叫做 HTTPS（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 Layer）。 

② TCP：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是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通信协议。使用三次握手建

立连接，四次握手关闭连接，具有比较高的可靠性，不易丢包。但是，耗费资源较多，且时间稍长。 

③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是一种无连接的传输层通信协议。具有简单快速的优

点。但是，它不保证数据包发送的顺序和数据包是否完整到达而且不会对数据分包和组装，提供的是不可靠的信

息传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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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value.getAttribute("name").equals("sever_address")) 

    { 

        address = value.getAttribute("value"); 

    } 

} 

 

（2）根据读取到的地址与服务器建立 WebSocket 连接，在成功连接服务器后向其请求历史

帧数据。即 WebSocket 连接的初始化操作。 

InitWebSockect();        //初始化 WebSocket 连接 

（3）等待服务器返回数据，并根据接收的数据动态创建出文本框。 

InitPageControl();    //初始化文本框 

在文本框创建完成后，APP 程序便通过 WebSocket 连接等待服务器推送实时数据到来的信

息。 

2）查询实时数据并显示 

金葫芦 Android App 会建立与服务器的 Websocket 连接，等待服务器发送有新数据到来的通

知，并根据通知中的 value 值（即行号）再次向服务器发送数据请求，获取到该行号所包含的数

据显示出来。 

3）界面按钮的触发响应 

在“onCreate”函数中，还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即事件绑定。如果不绑定事件，点击按

钮的时候就没法执行相应的操作。本节将以“清空”按钮为例说明事件绑定的过程。 

//找到 xml 文件中创建的“清空”按钮对象并存入 button_empty 

button_empty = (Button)findViewById(R.id.button_new);  

//在“最新一帧”按钮上绑定一个按钮点击对象 button_new_listener 

button_empty.setOnClickListener(button_empty_listener); 

绑定之后，再实例化按钮点击对象“button_empty_listener”即可定义按钮触发后执行的事件。 

//============================================================= 

//对象名称：button_empty_listener 

//触发条件：单击“实时数据”选项卡界面的“清空”按钮 

//事件功能：清空界面数据 

// =============================================================   

    Button.OnClickListener button_new_listener = new Button.OnClickListener(){ 

        //单击事件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EmptyView(); 

        } 

3．界面设计 

进入 10.2.2 节中所说的“app/src/main/res/layout”文件夹，双击打开“activity_main.xml”，选

择“Design”视图（有可能默认为“Design”，在页面的下方可以切换“Design”和“Text”）。可

以通过“Design”视图直接拖拽控件进入界面，也可以在“Text”界面中按照要求书写创建控件

的代码，如图 10-8。本工程的所有非动态生成的界面均在此文件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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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界面布局的设计 

下面我们给出一些常见控件的生成代码。 

<Button    //按钮 

    android:id="@+id/btn_inquiry"    //控件 id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控件宽度（自适应）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控件高度（自适应） 

    android:text="查 询"    //按钮文字 

    android:textSize="20dp"    //字体大小 

android:background="@drawable/bg_btn"/>    //控件背景 

 

<TextView    //文本框 

    android:id="@+id/stateText"    //控件 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控件宽度（适应父控件）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控件高度（自适应） 

    android:text = "请先输入正确 IMSI 号(15 位数字)！"    //文本框文字 

    android:textColor="#ff3030"    //字体颜色 

    android:textSize="18dp"/>    //字体大小 

4．简要执行流程 

进入 APP 之后，首先进入实时数据界面，选择需要侦听的 imsi 号，即可实时侦听终端发送

的该 IMSI 号数据（若选择“全部”，则监听所有 IMSI 号的实时数据），当收到一帧数据时，可以

在 30s 内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修改并回发至终端。点击左上角菜单栏或者向右滑动屏幕选择“历

史”选项卡即可选择切换到历史数据页面，选择需要查询的 imsi 号，即可查询该 imsi 号的所有

数据帧，在屏幕下方可以点击按钮进行第一帧，上一帧、下一帧、最新帧以及写入下行表的操作。 

我们以实时数据界面为例，可以作出 App 应用的具体执行时序图，如图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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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App 应用执行时序图 

通过该时序图 10-9，我们可以得到 APP 应用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在不同时段执行的操作， 

1）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创建文本框 

在进入实时界面的同时，APP 主动与服务器建立 WebSocket 连接；在连接成功后，通过服务

器上的 CS-Monitor 程序向数据库获取一帧数据；之后根据获取的数据帧，自动创建文本框。 

2）等待最新数据推送，更新文本框 

终端上传实时数据后，服务器上的 CS-Monitor 通过 WebSocket 连接主动向 APP 推送新数据

信息；若为指定 IMSI 号，则 APP 再主动向服务器请求该帧数据，并根据接收到的数据更新文本

框。 

3）点击“回发”按钮，实现终端 UE 更新 

接收到实时数据后，“回发”按钮被使能；点击“回发”按钮，将修改后的数据发送给 CS-

Monitor，由 CS-Monitor 将该数据发送至终端 UE，实现终端 UE 的更新。 

10.4 NB-IoT的Android端App编程的更深入讨论 

上一小节中我们简单了解了 App 的操作流程，在本小节，我们将深入讨论各个函数的执行

终端UE
CS-

Monitor
APP

进入实时数据界面

与服务器建立WebSocket连接

连接成功，返回成功标志；

否则无返回值

DataBase

请求一帧数据

返回第一帧数据创建文本框

获取行号为1的数据帧

返回第一帧数据

等待最新数据推送
推送新数据信息

实时数据上传

若为指定IMSI号，请求该帧数据

新数据存入Up表

返回该帧数据更新文本框

点击 回发 按钮
发送组帧的修改数据

修改数据下行

修改的数据存入DOWN表
回发成功后重新发送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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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以及 WebSocket 的连接与数据的处理。 

10.4.1 App 函数执行流程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已经知晓了用户在使用 App 时的操作流程，现在，我们来深入讨

论在程序内部的每个函数是如何执行及各个函数是如何跳转的。 

首先，我们给出 App 中主要函数的说明，见表 10-4。 

 

根据上一节的简要操作流程，结合各个函数的功能，我们可以作出各个函数之间的执行流程，

如图 10-10。 

 

 

 

 

 

 

 

 

 

 

 

 

 

 

 

 

 

 

 

 

 

 

 

 

 

图 10-10 App 函数执行流程 

 

表 10-4 App 主要函数说明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onCreate 入口函数 Activity 的入口函数，主要完成本 Activity 的界面

初始化和相关变量的赋值 

2 Init_IMSI_Select IMSI 号选择 初始化 IMSI 选择列表 

3 InitWebSocket WebSocket 初始化 向指定服务器建立 WebSocket 连接，并在连接成

功后请求一帧数据，用来自动生成文本框 

4 CheckMonitorStatus 侦听程序状态检测 判断服务器端侦听程序是否开启 

5 InitPageControl 初始化页面控件 根据数据帧自动生成文本框 

6 GetRealData 获取实时数据 根据最新数据帧，更新文本框 

7 EmptyView 清空文本框 在点击“清空”按钮之后，清空文本框 

8 ResendData 回发数据 在点击“回发”按钮之后，将修改数据组帧，会

发给 CS-Monitor 

打开APP应用

调用入口函数onCreate

创建主体界面，进行相关初始化

调用InitPageControl函数，创建文本框

等待CS-Monitor通知新数据到来

有新数据推送，判断是否为指定IMSI号

调用GetRealData函数，更新文本框，使能 回发 按钮

点击 清空 按钮 点击 回发 按钮

触发btn_empty点击事件 触发btn_resend点击事件

调用EmptyView函数，清空文本框 调用ResendData函数，将修改数据组帧，发送给CS-Monitor

等待最新数据到来

是

否

关闭APP应用

进onCreate函数

根据layout.xml布局，创建主体界面

调用Init_IMSI_Select函数，初始化IMSI选择列表

调用CheckMonitorStatus函数，检查监听程序是否运行

根据WebSocket连接是否成功
判断与CS-Monitor是否连接成功

向CS-Monitor发送请求第一帧数据

读取AHL.xml文件中服务器地址信息

调用InitWebSocket函数，初始化WebSocket连接

成功

失败

出onCreate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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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Websocket 连接建立 

在以上的功能分析中已经知晓，本工程是通过与服务器建立 Websocket 连接，以服务器为桥

梁获取远程数据库的数据。WebSocket 协议是基于 TCP 的一种新的网络协议。它实现了浏览器

与服务器全双工(full-duplex)通信——允许服务器主动发送信息给客户端。在这样的机制下，当服

务器接收到最新数据时，便可以通过 Websocket 连接通知到 APP 端，此时 APP 端再向服务器主

动请求最新数据，以实现实时显示。如下所示，便为 Android APP 向服务器建立 Websocket 连接。 

    private  WebSocketClient mWebSocketClient;//创建 WebSocketClient 实例 

    private String address = "xxxxxxxxxxx";//需要连接的服务器地址 

    private URI uri;//用于放入服务器地址 

    public void initSockect() { 

        try { 

            uri = new URI(address); 

        } catch (URISyntax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if (null == mWebSocketClient) { 

            mWebSocketClient = new WebSocketClient(uri) { 

                @Override 

                //连接成功时的操作 

                public void onOpen(ServerHandshake serverHandshake) { 

                } 

                @Override 

                //接收到信息时的操作 

                public void onMessage(String s) { 

                } 

                @Override 

                //连接关闭时的操作 

                public void onClose(int i, String s, boolean b) { 

                } 

                @Override 

                //连接异常时的操作 

                public void onError(Exception e) { 

                } 

            }; 

            mWebSocketClient.connect();//与服务器建立 Websocket 连接 

        } 

    } 

我们通过导入 Java-WebSocket.jar 包，进行 Websocket 连接，并且重写其 onOpen（连接成功）、

onMessage（接收到信息）、onClose（连接关闭）、onError（连接异常）等方法函数对不同情况进

行处理。由于 WebSocket 长时间不通信会自动断开连接，所以我们在检测到连接关闭时再次主动

向服务器建立一次 Websocket 连接，其确保在 APP 运行期间保持与服务器的 Websocket 连接。 

10.4.3 Websocket 数据处理 

1．实时数据推送：recv 

在收到终端 UE 发送来的实时数据之后，服务器会将该消息推送到所有已连接 Websocket 服

务的客户端。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command":"recv","source":"460113003130916","password":"","value":"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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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APP 程序获取到“command”为“recv”时，表明已知晓有新数据到来，并根据接收到

的“value”值，向服务器发送数据请求。数据格式如下： 

{"command":"ask","source":"Android","password":"","value":"4971"} 

2．历史数据返回：reAsk 

在收到 APP 端发送来的数据请求之后，服务器会根据“value”值（即数据库行号）将该帧

数据使用 Jason 格式返回给 APP 端。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command":"reAsk","source":"CS-Monitor","dest":null,"password":"","currentRow":4770,"totalRows":4977, 

"data":[{"type":"byte[2]","value":"U0","name":"cmd","size":2,"otherName":"命令","wr":"read"}, 

{"type":"ushort","value":"7","name":"sn","size":2,"otherName":"帧号","wr":"read"}, 

{"type":"byte[15]","value":"460040436504750","name":"IMSI","size":15,"otherName":"IMSI 号","wr":"read"}, 

{"type":"byte[15]","value":"106.14.182.126","name":"serverIP","size":15,"otherName":"IP","wr":"read"}, 

{"type":"byte[5]","value":"26123","name":"serverPort","size":5,"otherName":"服务器端口","wr":"read"}, 

{"type":"ulong","value":"1530454800","name":"currentTime","size":8,"otherName":"发送时间","wr":"read"}, 

{"type":"int","value":"0","name":"resetCount","size":4,"otherName":"看门狗复位次数","wr":"read"}, 

{"type":"int","value":"600","name":"sendFrequencySec","size":4,"otherName":"上传间隔","wr":"write"}, 

{"type":"byte[20]","value":"苏大软件","name":"userName","size":20,"otherName":"用户名","wr":"write"}, 

{"type":"byte[4]","value":"V5.0","name":"softVer","size":4,"otherName":"版本号","wr":"read"}, 

{"type":"byte[30]","value":" GEC ","name":"equipName","size":30,"otherName":"产品名称","wr":"read"}, 

{"type":"byte[20]","value":"215000","name":"equipID","size":20,"otherName":"产品序列号","wr":"read"}, 

{"type":"byte[20]","value":"R516","name":"equipType","size":20,"otherName":"产品类型","wr":"read"}, 

{"type":"byte[30]","value":" 金葫芦公司 ","name":"vendor","size":30,"otherName":"生产厂家","wr":"read"}, 

{"type":"int","value":"343","name":"mcuTemp","size":4,"otherName":"芯片温度","wr":"read"}, 

{"type":"byte[20]","value":"","name":"surpBaseInfo","size":20,"otherName":"备注 1","wr":"write"}, 

{"type":"byte[11]","value":"13000000000","name":"phone","size":11,"otherName":"手机号","wr":"read"}, 

{"type":"byte[15]","value":"862202030057920","name":"IMEI","size":15,"otherName":"IMEI","wr":"read"}, 

{"type":"byte","value":"64","name":"signalPower","size":1,"otherName":"信号强度","wr":"read"}, 

{"type":"ushort","value":"31667","name":"bright","size":2,"otherName":"光线强度","wr":"read"}, 

{"type":"ushort","value":"7","name":"touchNum","size":2,"otherName":"TSI 次数","wr":"read"}, 

{"type":"byte[20]","value":"","name":"surplusInfo","size":20,"otherName":"备注 2","wr":"write"}, 

{"type":"byte[25]","value":" x,x,x,x ","name":"lbs_location","size":25,"otherName":"定位信息","wr":"read"}]} 

此时 APP 程序获取到“command”为“reAsk”时，表明接收到一帧数据，并根据接收到的

“data”值，调用 getRealData()函数更新实时页面。 

getRealData();            //更新实时界面 

3．数据回发：send 

在接收到实时数据后，可以对相关值进行修改，然后点击回发按钮，APP 端将数据进行 JSON

格式的转换后，发送给服务器端，由服务器写入数据库并回发给终端 UE。数据回发使用“send”

命令。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command":"send","dest":"460113003130916","source":"WeChat","password":"", 

"data":[{"type":"byte[2]","value":"U0","name":"cmd","size":2,"otherName":"命令","wr":"read"}, 

{"type":"ushort","value":"7","name":"sn","size":2,"otherName":"帧号","wr":"read"}, 

{"type":"byte[15]","value":"460113003130916","name":"IMSI","size":15,"otherName":"IMSI","wr":"read"}, 

{"type":"byte[15]","value":"x.x.x.x","name":"serverIP","size":15,"otherName":"服务 器 IP","wr":"read"}, 

{"type":"byte[5]","value":"26123","name":"serverPort","size":5,"otherName":"服务器端口","wr":"read"}, 

{"type":"ulong","value":"1530454800","name":"currentTime","size":8,"otherName":"发送时间","wr":"read"}, 

{"type":"int","value":"0","name":"resetCount","size":4,"otherName":"看门狗复位次数","wr":"read"}, 

{"type":"int","value":"60","name":"sendFrequencySec","size":4,"otherName":"上传间隔","wr":"write"}, 

{"type":"byte[20]","value":"苏大软件","name":"userName","size":20,"otherName":"用户名","wr":"write"}, 

{"type":"byte[4]","value":"V5.0","name":"softVer","size":4,"otherName":"版本号","wr":"read"}, 

{"type":"byte[30]","value":"AHL","name":"equipName","size":30,"otherName":"产品名称","wr":"read"}, 

{"type":"byte[20]","value":"215000","name":"equipID","size":20,"otherName":"产品序列号","wr":"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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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byte[20]","value":" R516","name":"equipType","size":20,"otherName":"产品类型","wr":"read"}, 

{"type":"byte[30]","value":" 金葫芦公司 ","name":"vendor","size":30,"otherName":"生产厂家","wr":"read"}, 

{"type":"int","value":"343","name":"mcuTemp","size":4,"otherName":"芯片温度","wr":"read"}, 

{"type":"byte[20]","value":"","name":"surpBaseInfo","size":20,"otherName":"备注 1","wr":"write"}, 

{"type":"byte[11]","value":"13000000000","name":"phone","size":11,"otherName":"手机号","wr":"read"}, 

{"type":"byte[15]","value":"862202030057920","name":"IMEI","size":15,"otherName":"IMEI","wr":"read"}, 

{"type":"byte","value":"64","name":"signalPower","size":1,"otherName":"信号强度","wr":"read"}, 

{"type":"ushort","value":"31667","name":"bright","size":2,"otherName":"光线强度","wr":"read"}, 

{"type":"ushort","value":"7","name":"touchNum","size":2,"otherName":"TSI 次数","wr":"read"}, 

{"type":"byte[20]","value":"","name":"surplusInfo","size":20,"otherName":"备注 2","wr":"write"}, 

{"type":"byte[25]","value":"x,x,x,x","name":"lbs_location","size":25,"otherName":"定位信息","wr":"read"}]} 

其中，“dest”表明要发送的目的地，必须填入正确的终端 UE 的 IMSI 号才可以发送成功。

当服务器收到客户端发来的“send”命令后，会回复一条数据表明接收成功。数据格式如下所示。 

{"command":"status","source":"CS-Monitor","password":"","value":"SUCCESS"} 

但是，由于终端 UE 可能此时已断电，所以本回复只能表明 CS-Monitor 程序接收数据成功，

不代表数据成功发送至终端 UE。若 CS-Monitor 不能立即成功发送数据至终端 UE，CS-Monitor

会在终端 UE 重新上电并发送一帧数据至 CS-Monitor 时将数据发送至终端 UE。 

10.5 “照葫芦画瓢”：开发自己的NB-IoT的Android端App 

为了开发自己的 Android App，我们主要需要 wss 服务器地址修改和数据选择来实现我们的

需求。 

在修改程序之前，需要完成的前期操作步骤如下： 

（1）自定义路径下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葫芦”，搭建用户自己的项目文件夹。最好

标注日期至文件夹末尾。 

（2）将“葫芦”App(Android)-hulu 程序拷贝一份，放于该新建文件夹下，按个人习惯自定

义重命名，保证原始“葫芦”App(Android)-hulu 源码不被覆盖，此处为即将“画瓢”的 Android 

App 程序。 

（3）打开 Android Studio 开发环境，如未安装 Android Studio 的用户请参考本书“附录 C.5 

基于 Windows 平台的 Android 开发快速指南”所示依次进行； 

（4）找到 Android App 程序的工程路径，通过 10.2 节项目导入的方法将“画瓢”的 Android 

App 程序导入。 

在完成前期操作步骤之后，我们即将准备进行 Android App 程序修改。 

10.5.1 “照葫芦画瓢”：实现新增温度的添加 

本书所附网上资源中的 Android APP 程序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为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

外开放的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苏大嵌入式实验室对外开放的 Android APP 程序与其画瓢程序

的 WebSocket 服务器 IP 地址均为“116.62.63.164”其中 Android APP 默认程序使用的二级目录为

“wsServices”；画瓢程序使用的二级目录为“wsServicesForExample”。连接地址信息存放于工程

目录下的配置文件..\main\assets\AHL.xml 中。 

在此，还是要借助苏大嵌入式实验室的服务器，承接 6.5 节 CS-Monitor 程序“照葫芦画瓢”

部分的修改内容，对 Android APP 程序也进行 “照葫芦画瓢”过程，在 Android APP 程序中新

增一个温度变量的显示，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拷贝模板工程 

将模板 Android APP 程序拷贝一份至 5.2.1 节学习时新建的“画瓢”文件夹中，按个人习惯

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即为“画瓢”Android APP 程序。不要直接修改模板程序，模板程序是供

拷贝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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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 \04-Soft\02-HCI\06-App(Android)”文件夹，拷贝至“.. \04-Soft\03-Example\CH10_Prg”

文件夹中。这就是照葫芦画瓢的“画瓢工程”。 

2．在 APP 工程的“AHL.xml”文件中修改 WebSocket 服务器地址 

打开画瓢工程，在配置文件..\main\assets\AHL.xml 中，修改其中的 value 值（即 wss 地址）。

原 wss 服 务 地 址 为 wss://suda-mcu.com/wsServices ， 修 改 后 地 址 为 wss://suda-

mcu.com/wsServicesForExample。 

<string name="sever_address" value = "wss://suda-mcu.com/ wsServicesForExample ">SeverAddress</string> 

这样才能与 6.5 节给出的云侦听程序 CS-Monitor 相适应。 

3．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 

仿照 5.2 节修改自己的终端 User 程序，添加新增温度数据，并将终端程序连接的信息邮局

MPO 接口改为：“116.62.63.164:27123”。也可直接使用第 5 章的照葫芦画瓢程序，利用 3.5 节给

出的工具修改信息邮局 MPO 接口即可。 

4．运行 APP 并观察现象 

在终端程序运行后，在虚拟设备上运行 APP 程序，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当新数据到来时，

实时界面的显示内容类似如图 10-11，数据显示区域最后的显示文本框中正在显示用户添加的数

据“新增温度”的 A/D 值。 

 

 

 

 

 

 

 

 

 

 

 

 

 

 

 

 

 

 

 

 

 

 

 

 

 

 

 

 

图 10-11 画瓢程序运行效果图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更快地学习，“..\04-Soft\03-Example\CH10_Prg”中提供已经修改好的画瓢

程序，可以直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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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照葫芦画瓢”：动态生成控件 

因为每次获得的数据内容不一定相同，我们需要根据内容生成对应的界面布局，本 APP 中，

自动生成了多个文本框。以这个为例，下面我们来介绍如何利用 addView 在应用过程中自动生成

自己想要的不同控件。 

首先，我们需要定位到我们需要添加控件的布局，例如“root_layout”，接下来我们需要创建

我们需要添加的控件，例如“textView”文本框，并设置它的属性（与在 layout 布局中静态设置

类似），然后将生成的控件添加到所定位的布局中去，并设置控件在父布局中属性，还可以添加

其他一些在父布局中的标准，最后我们将设置好属性规则的控件加入到父布局中即可动态显示出

来。相关代码如下： 

//动态生成文本框 

//（1）将收到的数据转换为 json 格式 

JSONArray jsonArray = new JSONArray(currentData); 

 

for(int i = 0; i < jsonArray.length(); i++){ 

//（2）获取各数据值 

JSONObject jsonObject = jsonArray.getJSONObject(i); 

name = jsonObject.getString("name"); 

otherName = jsonObject.getString("otherName"); 

wr_type = jsonObject.getString("wr"); 

value = jsonObject.getString("value"); 

type = jsonObject.getString("type"); 

size = jsonObject.getString("size"); 

 

//（3）获取需要创建控件的父布局 

//线性布局，原界面 content 部分 

LinearLayout root_layout = (LinearLayout) findViewById(R.id.content); 

//（4）新建需要添加的控件 

//相对布局，用来放置标题及内容 

RelativeLayout Layout = new RelativeLayout(MainActivity.this); 

//标题，otherName 

TextView textView = new TextView(MainActivity.this); 

//文本框，用来放置 value 

EditText editText = new EditText(MainActivity.this); 

 

//（5）设置控件属性 

//（5.1）标题属性设置 

textView.setText(otherName); 

textView.setTextSize(16); 

textView.setTextColor(Color.BLACK); 

textView.setPadding(20, 10, 10, 10); 

//（5.2）文本属性设置 

editText.setPadding(20, 30, 40, 30); 

editText.setTextSize(12); 

Layout.setBackgroundResource(R.drawable.bg_data); 

Layout.setPadding(20, 20, 20, 20); 

editText.setId(paraNum + 20); 

 

//（5.3）判断是否可读,并设置不同背景 

if (wr_type.equals("read")) { 

    editText.setFocusabl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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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Text.setFocusableInTouchMode(false); 

    editText.setBackgroundResource(R.drawable.bg_r); 

} 

if (wr_type.equals("write")) { 

    editText.setBackgroundResource(R.drawable.bg_w); 

} 

 

//（6）设置控件在其父布局中的属性 

//（6.1）用来将相对布局放入父布局（线性布局中），及设置其在父布局中的属性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 relativeLayout_parent_params 

        = new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MATCH_PARENT, 

        LinearLayout.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6.2）用来将文本放入父布局（相对布局中），及设置其在父布局中的属性 

RelativeLayout.LayoutParams edit_parent_params 

        = new RelativeLayout.LayoutParams(600, 

        RelativeLayout.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6.3）用来将文本放入父布局（相对布局中），及设置其在父布局中的属性 

RelativeLayout.LayoutParams text_parent_params 

        = new RelativeLayout.LayoutParams( 

        RelativeLayout.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RelativeLayout.LayoutParams.WRAP_CONTENT); 

 

//（6.4）设置相关标准 

edit_parent_params.addRule(RelativeLayout.ALIGN_PARENT_RIGHT); 

text_parent_params.addRule(RelativeLayout.ALIGN_PARENT_LEFT); 

 

//（7）将新生成控件放入父布局中 

Layout.addView(textView, text_parent_params); 

Layout.addView(editText, edit_parent_params); 

root_layout.addView(Layout, relativeLayout_parent_params); 

//（8）存入生成文本框的相关信息（id, name, type, value） 

parame.add(paraNum + 20, name, type, value,size,otherName,wr_type); 

paraNum++;//控件个数自增 

在此处代码位置，我们可以对需要显示或处理的数据进行提取，设计出我们想要的不一样的

界面。 

10.6 本章小结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已经运行的前提下，利用 Android APP 可以实现移动端的数据访问，也是

用户与终端进行交互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章给 Android APP 的“照葫芦画瓢”过程。主要内容总

结如下。 

（1）给出了在联网的 Android 手机上通过 APP 访问数据的方法。UE 与 MPO 的接口：

116.62.63.164:26123；HCI 与 MPO 的接口：116.62.63.164:38867，二级目录为“wsServices”。也

给出了在联网的计算机上运行 Android APP 模板程序的方法。 

（2）给出了理解 Android APP 模板程序的基本内容及有关讨论。从基本控件的实现方法以

及事件的触发处理机制，详细描述了 Android APP 的具体功能，按照 App 执行的流程对 App 的

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与说明。Android APP 与微信小程序、Web 网页同属于人机交互的客户端，

其设计理念也大同小异，分别给出了在不同语言下实现同样控件及事件触发的机制，读者可以体

会其中的不同，并从中总结出共性。 

（3）给出了利用 APP 模板程序，根据“照葫芦画瓢”方法完成自己的 APP 程序的基本过

程。UE 与 MPO 的接口：116.62.63.164:27123；HCI 与 MPO 的接口：116.62.63.164:38967，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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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为“wsServicesFor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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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通用嵌入式计算机GEC：概念与组成 

前面多次使用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的概念来阐述 NB-IoT 应用架构，其目标就是把通用

计算机概念引入到嵌入式计算机领域，以简化嵌入式软件开发。本章从一般意义上较为详细地阐

述提出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概念的缘由、GEC 的基本内涵、GEC 的基本组成等内容。 

11.1 提出GEC概念的缘由 

物联网终端 UE 的软硬件开发存在颗粒度低、可移植性弱等问题，MCU 性能的不断提高及

软件工程概念的普及，给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 

11.1.1 物联网终端开发方式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1．物联网终端 UE 开发方式存在的问题 

微控制器 MCU 是物联网终端 UE 的核心，承担着传感器采样、滤波处理、融合计算、通信、

控制执行机构等功能。MCU 生产厂家往往配备一本厚厚的参考手册，少则几百页，多则可达近

千页。许多厂家也给出软件开发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但是，MCU 的应用开发

人员通常花费太多的精力在底层驱动上，终端 UE 的开发方式存在软硬件开发颗粒度低、可移植

性弱等问题。 

（1）硬件开发颗粒度低。在通常 NB-IoT 终端 UE 的硬件设计中，首先选一款 MCU，选一

款通信模组，选一家 eSIM 卡，根据终端 UE 的功能，开始了 MCU 最小系统设计、通信适配电

路设计、eSIM 卡接口设计及其他应用功能设计，这里有许多共性可以抽取。 

（2）寄存器级编程，软件编程颗粒度低，门槛较高。MCU 参考手册属于寄存器级编程指南，

是终端工程师的基本参考资料。例如，要完成一个串行通信，需要涉及波特率寄存器、控制寄存

器、状态寄存器、数据寄存器等，一般情况下，工程师针对所使用的芯片，封装其驱动。即使利

用厂家给出的 SDK，也需要一番周折。无论如何，有一定技术门槛，花费不少时间。此外，工程

师面向个性产品制作，不具备社会属性，常常弱化可移植性。又比如，对 NB-IoT 通信模组，厂

家提供的是 AT 指令，要想打通整个通信流程，需要花费一番功夫。 

（3）可移植性弱，更换芯片困难，影响产品升级。一些终端厂家的某一产品使用一个 MCU

芯片多年，有的芯片甚至已经停产，且价格较贵，但由于早期开发可移植性较弱，更换芯片需要

较多的研发投入，因此，即使新的芯片性价比高，也较难更换。对于 NB-IoT 通信模组，如何做

到更换其型号，而原来的软件不变，是值得深入分析思考的。 

2．解决终端开发方式颗粒度低与可移植性弱的基本方法 

针对物联网终端 UE 开发方式存在颗粒度低、可移植性弱的问题，必须探讨如何提高硬件颗

粒度、如何提高软件颗粒度、如何提高可移植性，做到这三个“提高”，就可大幅度降低 NB-IoT

应用开发的难度。 

（1）提高硬件设计的颗粒度。若能将 MCU及其硬件最小系统、通信模组及其适配电路、eSIM

卡及其接口电路，做成一个整体，则可提高 UE 的硬件开发颗粒度。硬件设计也应该从元件级过

度到硬件构件为主，辅以少量接口级、保护级元件，以提高硬件设计的颗粒度。 

（2）提高软件编程颗粒度。针对大多数以 MCU 为核心的终端系统，可以通过面向知识要

素角度设计底层驱动构件，把编程颗粒度从寄存器级提高到以知识要素为核心的构件级。以 GPIO

为例阐述这个问题。共性知识要素是：引脚复用成 GPIO 功能、初始化引脚方向；若定义成输出，

设置引脚电平；若定义成输入，获得引脚电平等等。寄存器级编程涉及引脚复用寄存器、数据方

向寄存器、数据输出寄存器、引脚状态寄存器等等。寄存器级编程因芯片不同，其地址、寄存器

名字、功能而不同。可以面向共性知识要素编程，把寄存器级编程不同之处封装在内部，把编程

颗粒度提高到知识要素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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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软硬件可移植性。特定厂家提供 SDK，也注意可移植性。但是由于厂家之间的竞

争关系，其社会属性被弱化。因此，让芯片厂家工程师从共性知识要素角度封装底层硬件驱动，

有些勉为其难。科学界必须从共性知识要素本身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把共性抽象出来，面向知识

要素封装，把个性化的寄存器屏蔽在构件内部，这样才能使得应用层编程具有可移植性。在硬件

方面，遵循硬件构件的设计原则，提高硬件可移植性。 

11.1.2 提出 GEC 概念的时机、GEC 定义与特点 

1．提出 GEC 概念的时机 

要能能够做到提高编程颗粒度、提高可移植性，可以借鉴通用计算机（General Computer）

概念与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做通用嵌入式计算机（General Embedded Computer，GEC），把基

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 and Output System，BIOS）与用户程序分离开来，实现彻底的工作

分工。GEC 虽然不能涵盖所有嵌入式开发，但可涵盖其中大部分。 

GEC 概念的实质是把面向寄存器编程提高到面向知识要素编程，提高了编程颗粒度。但是，

这样做也会降低实时性。弥补实时性降低的方法是提高芯片的运行时钟频率。目前 MCU 的总线

频率是早期 MCU 总线频率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因此，更高的总线频率给提高编程颗粒度提供

了物理支撑。 

另一方面是软件构件技术的发展与认识的普及，也为提出 GEC 概念提供了机遇。嵌入式软

件开发人员越来越认识到软件工程对嵌入式软件开发的重要支撑作用，也意识到掌握和应用软件

工程的基本原理对嵌入式软件的设计、升级、芯片迭代与维护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

此，从“零”开始的编程，将逐步分化为构件制作与构件使用两个不同层次，也为嵌入式人工智

能提供先导基础。 

2．GEC 定义及基本特点 

定义 11.1（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定义）。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通用嵌入式计算机（General 

Embedded Computer，GEC），体现在两个硬件与软件两个侧面。在硬件上，把 MCU 硬件最小系

统及面向具体应用的共性电路封装成一个整体，为用户提供 SOC 级芯片的可重用的硬件实体，

并按照硬件构件要求进行原理图绘制、文档撰写及硬件测试用例设计。在软件上，把嵌入式软件

分为 BIOS 程序与 User 程序两部分。BIOS 程序先于 User 程序固化于 MCU 内的非易失存储器

（如 Flash）中，启动时，BIOS 程序先运行，随后转向 User 程序。BIOS 提供工作时钟及面向知

识要素的底层驱动构件，并为 User 程序提供函数原型级调用接口。 

与 MCU 对比，GEC 具有硬件直接可测性、用户软件编程快捷性与可移植性三个基本基本特

点。 

1）GEC 硬件的直接可测性 

与一般 MCU 不同，GEC 类似 PC 机，通电后可直接可运行内部 BIOS 程序， BIOS 驱动保

留使用的小灯引脚，高低电平切换（在 AHL-IoT-GEC 开发套件上，可直接观察到小灯闪烁）。可

利用金葫芦 GEC 更新软件 AHL-UserPrgUpdate，使用串口连接 GEC，直接将 Use_Frame 用户程

序写入 GEC， Use_Frame 程序中包含类似于 PC 程序调试的 printf 语句，通过串口向 PC 机输出

信息，实现了 GEC 硬件的直接可测性。利用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灌入 User_NB-IoT_Frame

程序，GEC 直接与云平台建立连接，在 PC 机及手机即可观察 NB-IoT 通信。 

2）GEC 用户软件的编程快捷性 

与一般 MCU 不同，GEC 内部驻留的 BIOS 与 PC 机上电过程类似，完成系统总线时钟初始

化；提供一个系统定时器，提供时间设置与获取函数接口；BIOS 内驻留了嵌入式常用驱动，如

GPIO、UART、ADC、Flash、I2C、SPI、PWM 等，并提供了函数原型级调用接口。利用 User 程

序不同框架，用户软件不需要从“零”编起，而是在相应框架基础上，充分应用 BIOS 资源，实

现快捷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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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EC 用户软件的可移植性 

与一般 MCU 软件不同，GEC 的 BIOS 软件由 GEC 提供者研发完成，随 GEC 芯片而提供给

用户，即软件被硬件化了，具有通用性。BIOS 驻留了大部分面向知识要素的驱动，提供了函数

原型级调用接口。在此基础上编程，只要遵循软件工程的基本原则，GEC 用户软件则具有较高

的可移植性。 

11.1.3 GEC 在 NB-IoT 应用架构中的位置 

本书主题是阐述 NB-IoT 应用开发共性技术，按照 NB-IoT 的应用架构，NB-IoT 生态系统由

终端 UE、信息邮局 MPO 及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三个部分组成。引入 GEC 概念后，NB-IoT 生态

系统可已细化为图 11-1。 

1．终端 UE 涵盖内容 

终端 UE 包含 GEC 芯片与外设电路。在第 13 章的图 13-1 中，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以 GEC 为

核心的终端 UE 组成框图。这里简要概述终端 UE 涵盖的基本内容。GEC 芯片包含软件层与硬件

层，软件层可以分为封装了核心功能构件（GPIO、UART、AD、Flash 这些基本功能构件与通信

模组功能构件）的 BIOS 程序与调用 BIOS 封装构件并用于让用户照葫芦画瓢来扩展需求功能的

User 程序；外设电路包含电源控制模块、外设传感器（温度、湿度等）、执行机构（如小灯、电

机等）、无线模块（WiFi、蓝牙和 ZigBee 等）等，外设模块不属于核心功能模块，用户可根据实

际需求进行裁剪。 

2．信息邮局 MPO 涵盖内容 

信息邮局 MPO 包含基站、核心网、互联网与云服务器。通信模组发出数据信号之后，数据

信号将依次流经基站、核心网与互联网转发到云服务器侦听程序，这其中完成实际的转发工作是

由通讯公司负责的，用户只需完成终端一端与云服务器一端的通信交互并了解基本原理即可；云

服务器需要具有固定 IP 地址来保证具有不固定 IP 地址的终端与客户端能够建立通信，云服务器

按功能可分为由 CS-Monitor 与远程数据库构成的具有数据转发与数据管理（数据存储、显示实

时与历史、历史查询与实时回发功能）功能的组合和仅仅只有数据转发功能而不具备数据存储功

  

 

 

 

 

 

 

 

 

 

 

 

 

 

 

 

 

 

 

图 11-1 GEC 视角下的 NB-IoT 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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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转发程序。 

3．人机交互系统 HCI 涵盖内容 

人机交互系统 HCI 按转发媒介可以区分为通过 CS-Monitor 转发的应用系统与通过转发程序

转发的应用系统。前者按应用方式又可以具体细分为 CS-Client(PC 客户端)、Web 网页、手机 App

与微信小程序这四个具体应用，这些应用不包含本地的数据库，需通过 CS-Monitor 来访问历史

数据，它们通过一致的 WebSocket 通信方式与通信格式与 CS-Monitor 建立联系；通过转发程序

转发的应用系统分为 US-Monitor 用户侦听程序与侦听程序所使用的本地数据库，US-Monitor 具

有基本的数据管理功能。 

11.2 GEC的硬件实例 

通用嵌入式计算机的硬件，就是把 MCU 硬件最小系统及面向具体应用的共性电路封装成一

个整体，为用户提供芯片级的可重用的硬件实体。本节给出以金葫芦 AHL-A 系列为例阐述 GEC

的硬件体系。 

11.2.1 金葫芦 IoT-GEC 型号含义 

金葫芦 IoT-GEC 系列 SOC 芯片产品的型号格式如 AHL-MNijkYZ，其型号所含字母数字都

具有特定含义，如表 11-1 所示。 

表 11-1 金葫芦 IoT-GEC 型号 AHL-MNijkYZ 含义 

位段标识 含义 

AHL Auhulu 的缩写，中文含义金葫芦，寓意“照葫芦画瓢” 

M 内嵌 MCU 型号 

A－NXP 出品的 ARM Cortex-M0+内核的工业级 MKL36Z64VLH4 芯片（简称 KL36） 

B－NXP 出品的 ARM Cortex-M4F 内核的汽车级 FS32K144UAT0VLLA 芯片（简称

S32K） 

C－TI 出品的 ARM Cortex-M4F 内核的工业级 MSP432P401RIPZ 芯片（简称 MSP432） 

…… 

N 用字母或数字表示的通信模式 

N－NB-IoT 

G－GPRS 

4－4G 

5－5G 

9－其他 

i 用数字表示的通信运营商 

1－中国电信 

2－中国移动 

3－中国联通 

4－沃达丰 

9－其他 

j 用数字表示的功能 

k 用数字表示的功能  

1—北斗定位 

2—GPS 定位 

9—其他 

Y 温度范围 

C— -40℃～85℃ 

V— -40℃~ 105℃ 

M— -40℃～125℃ 

Z 封装形式 

L—68 引脚 LCC 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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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非标准封装 

例如 AHL-AN100VL，表示金葫芦 A 系列、NB 通信模式，通信运营商为中国电信，温度范

围是-40℃~ 105℃，68 引脚 LCC 封装。 

金葫芦 IoT-GEC 型号的将不断丰富，以便适应更多领域的物联网开发。 

11.2.2 金葫芦 AHL-A 系列硬件组成 

金葫芦 AHL-A 系列内 MCU 选用 NXP 的 32 位 ARM Cortex-M0+内核的 MKL36Z64VLH4

芯片（简称 KL36）。CPU 工作频率为 48MHz；工作电压为 1.71V～3.6V；运行温度范围为-40℃

~ 105℃；内部 RAM 为 8KB，内部 Flash 为 64KB；具有 GPIO、UART、16 位 ADC、Flash、触

摸感应接口 TSI、I2C、12 位 DAC 等模块，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 

KL36 片内 RAM 为 8KB，地址范围是：0x1FFF_F800~0x2000_17FF，一般被用来存放全局

变量、临时变量（堆栈空间）等。KL36 片内 RAM 在物理上被划分为 SRAM_L 和 SRAM_U 两

个 部 分 ① ， 分 为 SRAM_L ： 0x1FFF_F800~0x1FFF_FFFF （ 2KB ）； SRAM_U ：

0x2000_0000~0x2000_17FF（6KB）。 

KL36 片内 Flash 大小为 64KB，地址范围是：0x0000_0000 ~ 0x0000_FFFF，一般被用来存放

中断向量、程序代码、常数等，其中前 192B 为中断向量表（见附录 B.4）。 

面向 NB-IoT 的嵌入式计算机（NB-IoT-GEC）硬件组成包括 MCU 硬件最小系统、NB-IoT 通

信模组及天线匹配电路等。 

1．MCU 硬件最小系统 

MCU 的硬件最小系统是指可以使内部程序运行所必须的最低规模的外围电路。使用一个芯

片，必须完全理解其硬件最小系统。当 MCU 工作不正常时，首先就要查找最小系统中可能出错

的元件。一般情况下，MCU 的硬件最小系统由电源、晶振及复位等电路组成。芯片要能工作，

必须有电源与工作时钟；至于复位电路则提供不掉电情况下 MCU 重新启动的手段。随着 Flash

存储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大部分芯片提供了在板或在线系统的写入程序功能，即把空白芯片焊接

到电路板上后，再通过写入器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中。这样，硬件最小系统应该把写入器的接口电

路也包含在其中。图 11-2 给出了 ARM Cortex-M0+内核的 KL36 微控制器硬件最小系统。 

                                                        

① 将 SRAM 划分为 SRAM_L 和 SRAM_U。SRAM_U 不仅可以作为普通 RAM 来操作，还

可以支持两种途径的位操作，分别是位带别名区、位操作引擎（BME），供特殊功能下高级编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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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KL36 最小系统 

2．通信模组电路 

通信模组电路一般由通信模组本身、电源、串口、SIM 卡（可选）等电路组成。通信模组要

能工作，必须有电源，从低功耗角度来看该电源需可控。通信模组需与 MCU 一般使用串口方式

进行数据通信，同时部分通信模组会内部集成 SIM 卡，而有的不会。内部未集成 SIM 卡的通信

模组需添加 SIM 卡电路。本书选用的通信模组 ME3616 即需要添加 SIM 卡电路。图 11-3 为 GEC

通信模组电路。 

 

 

 

 

 

 

 

 

 

 

 

 

 

 

 

 

 

图 11-3 通信模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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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线匹配电路 

对于 NB-IoT 终端或其他通信终端而言，天线匹配电路十分重要。其直接影响终端设备的信

号质量，数据传输成功率等。图 11-4 为 GEC 天线匹配电路。 

 

 

 

 

 

 

 

 

 

 

 

 

 

 

 

 

 

 

 

 

图 11-4 天线匹配电路 

11.2.3 金葫芦 AHL-A 系列引脚图 

图 11-5 给出了金葫芦 IoT-GEC（型号 AHL-AN100VL）的引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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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金葫芦 IoT-GEC（AHL-AN100VL）引脚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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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金葫芦 AHL-A 系列引脚功能表 

表 11-2 金葫芦 AHL-A 系列引脚功能 

    功能 

 

引脚号 

不可编程 

引脚 
GPIO AD 通信 PWM/TSI 备注 

GEC_1 GND      

GEC_2  GPIOC_0     

GEC_3  GPIOC_1     

GEC_4  GPIOC_2     

GEC_5  GPIOC_3     

GEC_6  GPIOC_4 ADC_PIN7    

GEC_7  GPIOC_5 ADC_PIN6    

GEC_8   ADC_PIN1 UARTA_RX   

GEC_9 GND      

GEC_10   ADC_PIN0 UARTA_TX   

GEC_11  GPIOC_6 ADC_PIN5    

GEC_12  GPIOC_7 ADC_PIN4    

GEC_13    UARTC_RX  BIOS 保留串口更新

使用 GEC_14    UARTC_TX  

GEC_15  GPIOB_0 ADC_PIN9 SPIB_MOSI   

GEC_16  GPIOB_1  SPIB_MISO   

GEC_17 GND      

GEC_18 GND      

GEC_19 GNSS-ANT     GPS/北斗天线接入 

GEC_20 GND      

GEC_21  GPIOB_2 ADC_PIN8 SPIB_SCK PWM_PIN5  

GEC_22  GPIOB_3  SPIB_PCS PWM_PIN4  

GEC_23  GPIOB_4   PWM_PIN3  

GEC_24  GPIOB_5     

GEC_25  GPIOB_6     

GEC_26 GND      

GEC_27  GPIOB_7     

GEC_28  GPIOB_8  SPIA_MISO   

GEC_29  GPIOB_9  SPIA_MOSI   

GEC_30  GPIOB_10  SPIA_SCK   

GEC_31  GPIOB_11  SPIA_PCS   

GEC_32 GND      

GEC_33 MAIN_ANT     NB 天线接入 

GEC_34 GND      

GEC_35 GND      

GEC_36 3.3V     3.3V 输出（监测用） 

GEC_37  GPIOB_12   PWM_PIN2  

GEC_38  GPIOB_13 ADC_PIN10 I2CB_SDA PWM_PIN1  

GEC_39  GPIOB_14 ADC_PIN12 I2CB_SCL PWM_PIN0  

GEC_40  GPIOB_15 ADC_PIN11  TSI_PIN0  

GEC_41  GPIOC_8   TSI_PIN1  

GEC_42  GPIOC_9   TSI_PIN2  

GEC_43 GND      

GEC_44  GPIOC_10 ADC_PIN3  TSI_PIN3  

GEC_45  GPIOC_11 ADC_PIN2  TSI_PI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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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_46  GPIOC_12 ADC_PIN13 I2CA_SDA TSI_PIN5  

GEC_47  GPIOC_13 ADC_PIN14 I2CA_SCL TSI_PIN6  

GEC_48  GPIOC_14 ADC_PIN15  TSI_PIN7  

GEC_49  GPIOC_15 ADC_PIN16  TSI_PIN8  

GEC_50 DBG_TXD     RESET/NB 串口-TX 

GEC_51 GND      

GEC_52 GND      

GEC_53 DBG_RXD     NB 串口-RX 

GEC_54  GPIOA_0     

GEC_55  GPIOA_1    （保留）BIOS 指示 

GEC_56  GPIOA_2     

GEC_57 NMI     （保留）NMI 

GEC_58 SWD_DIO     SWD 数据输入 

GEC_59  GPIOA_3   TSI_PIN9  

GEC_60 GND      

GEC_61  GPIOA_4   TSI_PIN10  

GEC_62 SWD_CLK     SWD 时钟信号 

GEC_63 GND      

GEC_64 3.3V     3.3V 输出（150mA） 

GEC_65 GND      

GEC_66 5V     5V 输入 

GEC_67 5V     5V 输入 

GEC_68 GND      

统 计 26 GPIO：38 AD：17    

说 明  ① ADC_PIN17：芯片自带温度传感器（无引脚引出脚） 

② 凡是具有 PWM 引脚功能，均可复用为输入捕捉或输出比较功能 

③ 本 GEC 内含的 MCU 型号为 KL36，其引脚及中断源在附录 B.4，需要深入使用引脚功

能的可以参阅该附录及相应的芯片手册。本 GEC 涵盖大部分功能，可以方便地满足大

多数应用场景，在降低开发难度与兼顾深度之间取得一定平衡。 

④ 引脚 GEC_57，非可屏蔽中断 NMI，用于强行进入 BIOS，处于 User 程序串口更新状

态，见用户手册。 

11.3 GEC内的BIOS与User软件框架 

11.3.1 GEC 内的 BIOS 与 User 程序功能划分 

前面阐述过，GEC 在硬件上把 MCU 硬件最小系统及面向具体应用的共性电路封装成一个

整体，为用户提供芯片级的可重用的硬件实体；在软件上，把嵌入式软件分为 BIOS 程序与 User

程序两部分。BIOS 程序先于 User 程序固化于 MCU 内的非易失存储器（如 Flash）中。启动时，

BIOS 程序先运行，随后转向 User 程序。这是将通用计算机的工作机制引入嵌入式计算机中，要

做到这一点，在软件架构方面，必须确定 BIOS 的功能定位，以及底层驱动标准化调用、User 程

序与 BIOS 的衔接方法等问题。 

1．BIOS 的功能定位 

在 4.1.2 节给出了一个具体型号 GEC 的 BIOS 的功能。这里从共性技术的角度阐述 BIOS 功

能。BIOS 的主要功能有：确定内核时钟与总线时钟、启动一个定时器，提供时间函数调用接口、

给出面向知识要素的常用底层驱动调用方式、启动 RTOS 及其他功能。 

（1）确定内核时钟与总线时钟。芯片上电启动，首先运行 BIOS，进行系统时钟初始化，给

出确定的内核时钟与总线时钟。也就是说，CPU 的工作时钟与服务于三总线（地址总线、数据总

线、控制总线）的总线时钟由此确定。 

（2）启动一个定时器，提供时间函数调用接口。BIOS 初始化一个定时器，开启定时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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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计时，为实时操作系统（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RTOS）提供时间“滴答（Tick）”，

提供时间函数调用方式。在使用 ARM Cortex-M 内核的 GEC 中，使用 Systick 作为滴答定时器。 

（3）给出面向知识要素的常用底层驱动调用方式。BIOS 中驻留常用底层驱动机器码，即驻

留在 GEC 的非易失存储器（如 Flash）中。用户工程框架给出这些驱动的面向知识要素的调用方

式。面向知识要素的调用方式，是指虽然 BIOS 中驻留的是底层驱动构件的机器码，但在用户工

程框架中，仍可以使用普通函数调用方式进行调用（参加第 12 章），简化应用层程序开发。 

（4）启动 RTOS。在带有实时操作系统 RTOS 的 GEC 芯片中，在 BIOS 启动阶段将启动

RTOS，这样用户层编程可在该操作系统下进行，用户工程框架则基于 RTOS 的构造。 

（5）其他功能。初始化用户程序更新功能的硬件及软件，甚至包含 BIOS 更新功能的硬件

及软件；判断用户程序，切换到用户程序执行；利用看门狗机制防止程序跑飞；预留 BIOS 程序

升级方式、驱动增加方式等。 

2．从 BIOS 转入 User 程序执行 

（1）User 程序与 BIOS 程序相互跳转 

GEC 中的软件可分为 BIOS 程序与 User 程序两部分。GEC 芯片上电后，首先运行 BIOS 程

序，完成系统工作时钟的设置，启动 Systick 滴答定时器。 

在有 User 程序情况下，则复制中断向量表复制至 RAM 区，转向 User 程序执行。此功能通

过设置寄存器 SP 和 PC 指针实现。 

3．User 程序运行过程中可通过串口、NB-IoT 更新 User 程序 

在 User 程序运行过程中，可通过串口、NB-IoT 更新 User 程序。UART1、UART2 接收中断

分别被基于 NB-IoT 的程序更新和基于串口的程序更新使用。UART1、UART2 的中断处理程序

已经固化在 BIOS 区，User 程序不能进行修改。但 UART2 仍可作为 User 程序 printf 调试输出使

用。 

User 程序运行过程中的中断，其中断向量表与 BIOS 中的中断向量表是一致的。在从 BIOS

转向 User 程序之前，已经将中断向量表复制到 RAM 中，并设置向量表偏移寄存器指向这个区

域。这样可实现 BIOS 与 User 共享 BIOS 的中断向量表。UART1 及 UART2 的接收中断产生后，

直接执行 BIOS 区的相应中断处理程序实现程序更新功能。 

4．User 程序如何调用 BIOS 区的底层驱动构件 

GEC 中将底层驱动函数封装后固化在 BIOS 区，并使用应用程序接口 API 方式提供给 User

程序使用，使得开发者在编写 User 程序时可以像正常使用函数名及传参的方式调用 BIOS 提供

的 API 接口。User 程序中仅可见各个驱动函数的头文件（.h 文件）。 

在 User 程序中以正常函数名及传参的方式调用 BIOS 区的底层驱动构件，其实现过程比较

复杂，一般 GEC 用户可不必理解。这里仅给出一个简要说明，以便使感到疑惑的读者有个大致

了解。底层驱动的可正常调用所需工作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1）SVC 初始化 

User 程序与 BIOS 程序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工程，User 程序无法直接获得 BIOS 程序中的 API

接口函数表地址。GEC 中利用共享 SVC 中断服务例程的方式来获得该 API 接口函数表地址，

SVC 基本概念见附录 B.7。User 程序中主函数 main 一开始就执行下列代码： 

bios_fun_point=svc1_init();  //获取 BIOS 中 API 接口表首地址 

这是一段汇编宏展开程序，目的是触发 SVC 中断。SVC 中断服务例程已固化在 BIOS 区，

在 BIOS 程序中 SVC 中断服务例程会获取 API 接口函数表的地址并将其存入寄存器 r0 中。在

svc1_init 函数中除了会触发 SVC 中断还将 SVC 中断执行后寄存器 r0 的值作为返回值返回，即

全局数组 bios_fun_point①会被赋值为 BIOS 程序中的 API 接口函数表地址，对 bios_fun_point 数

                                                        
① bios_fun_point 在<04_GEC>文件夹下的 svc.h 文件中声明，被<06_SoftComponent>文件夹下的 common.h



 

174 

 

组进行偏移操作最终可以获得 BIOS 程序中各个驱动函数地址。 

2）调用具体函数 

以 gpio_init 函数为例具体介绍 User 程序中如何调用 BIOS 的驱动函数。gpio_init 函数声明

见<03_MCU/MCU_drivers>文件夹下的 gpio.h 文件，具体声明如下。 

//===================================================================== 

//函数名称：gpio_ini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in:引脚（使用宏定义可在<04_GEC>文件夹下的 gec.h 文件中找到定义） 

//          dir：引脚方向（0=输入，1=输出,可用引脚方向宏定义） 

//          state：引脚初始状态（0=低电平，1=高电平） 

//功能概要：初始化指定引脚作为 GPIO 引脚功能，并定义为输入或输出，若是输出， 

//          还指定初始状态是低电平或高电平 

//===================================================================== 

//void gpio_init(uint_16 pin, uint_8 dir, uint_8 state); 

…………………. 

#define gpio_init  ((void (*)(uint_16 pin, uint_8 dir, uint_8 state))(bios_fun_point[23])) 

宏 gpio_init，也就是代码 (void (*)(uint_16 gpio_no, uint_8 dir, uint_8 state))定义了一个带有两

个参数的函数指针类型，通过上一步骤，bios_fun_point 最终指向 BIOS 程序中的 API 接口函数

表，gpio_init 函数在该数组中的偏移量为 23。通过对 bios_fun_point 数组进行偏移，宏 gpio_init

所表示的函数指针最终指向了 BIOS 程序中的 gpio_init 函数地址，用户可以像正常使用函数一般

使用宏 gpio_init 进行编程。 

11.3.2 User 软件框架 

在 4.1.3 节已介绍了 User 软件框架，这里从共性技术的角度阐述 User 软件框架、设计思想、

用户编程着眼点。图 11-2 为 GEC 概念下 User 工程架构，。这里系统阐述其设计思想。 

1．总体设计原则 

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之原则，设计了带前缀编号 01～07 的文件夹，分别存放文档、

内核、MCU、GEC、用户板、软件构件、无操作系统源程序文件。软件工程明确指出文档与程序

一样重要，这里把文档放入工程结构中，其目的是让文档与源程序密切联系在一起。编程过程，

需及时记录有关信息。随后是由内到外的四个文件夹：内核、MCU、GEC、用户板，在硬件层次

上是递进包含关系，软件亦是如此。随后是软件构件文件夹，存放与硬件无关的软件构件。最后

是用户功能程序存放的地方，这里是在无操作系统下进行编程，因此是无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文件

夹，可以扩展到 RTOS 下编程。 

                                                        
文件包含，然后其他文件包含 common.h 该文件，因此 bios_fun_point 属于全局变量。 

 <文档文件夹> 

<内核相关文件夹> 

<MCU 相关文件夹> 

<GEC 相关文件夹> 

<用户板文件夹> 

<软件构件文件夹> 

<无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文件夹> 

图 11-2 User 软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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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C 出厂完成的三个文件夹: <02_Core>、<03_MCU>、<04_GEC> 

<02_Core>：与内核相关的文件放在此文件夹中，内核文件由 ARM 公司提供给 MCU 厂家。

不同内核的芯片，内核文件会有所不同。如 ARM Cortex-M0+内核有“core_cm0plus.h”、

“core_cmFunc.h”、“core_cmInstr.h”文件。 

<03_MCU>：存放芯片链接文件、启动文件和底层驱动（MCU 基础构件）。分别建立

“linker_file”、“startup”、“MCU_drivers”三个下级文件夹。更换 MCU 时，MCU 文件夹内的文

件需要进行更换。 

<04_GEC>：内含 gec.h 文件给出了 GEC 芯片引脚宏定义，可供用户编程硬件设计与编程使

用。还含有NB-IoT通信驱动接口文件 uecom.h、用户中断处理程序名初始化代码 Int_Handler_init.c、

BIOS 驱动调用映射文件 svc.h。用户需要熟练掌握关键的 gec.h 文件的使用，其他文件了解即可。 

3．用户板文件夹<05_UserBoard> 

<05_UserBoard>：用户板文件夹。用户利用 GEC 做成用户板，做成自己的产品。这个板上

可能有 LCD、传感器、开关等等，这些硬件必须由驱动软件才能工作。驱动这些硬件的软件构件

被称为应用构件（11.3.3 节阐述其概念），应用构件的大多需要调用前三个文件夹中构件制作完

成，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原则，放置在本文件夹中。希望做到 MCU 不同时也无需变动。 

另外，user.h 文件除给出应用构件使用的硬件之外，用户使用的其他硬件信息也应存放在该

文件中。 

4．软件构件文件夹<06_SoftComponet> 

<06_SoftComponet>：软件构件文件夹。若有一些软件程序，与硬件无关，做好封装成软件

构件，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原则，放置在本文件夹中，与具体项目无关。 

5．用户功能程序编程的地方：<07_NosPrg> 

<07_NosPrg>：无操作系统下应用程序文件夹。放置总头文件（includes.h）、中断服务例程源

程序文件（isr.c）、主程序文件（main.c）等与具体应用相关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工程开发人员进

行编程的主要对象。总头文件 includes.h 是 isr.c 及 main.c 使用的头文件，包含用到的构件、全局

变量声明、常数宏定义等。中断服务例程文件 isr.c 是中断处理函数所在的文件。主程序文件 main.c

是应用程序的启动总入口，main 函数即在该文件中实现。在 main 函数中包含了一个永久循环，

对具体事务过程的操作几乎都是添加在该主循环中。 

11.3.3 GEC 中的三类构件 

提高代码质量和生产力的唯一最佳方法就是复用好的代码，软件构件技术是软件复用实现的

重要方法。构件（Component）是可重用的实体，它包含了合乎规范的接口和功能实现，能够被

独立部署和被第三方组装①。嵌入式软件构件（Embedded Software Component）是具有相对独立

功能可明确辨识构件实体，它是封装的、规范的、可重用的软件基本单元。规范的软件构件由头

文件（.h）及源程序文件（.c）文件构成②。头文件（.h）应该是软件构件简明且完备的使用说明，

也就是说，不需查看源程序文件情况下，就能够完全使用该构件进行上一层程序的开发。为了便

于理解与应用，可以把嵌入式软件构件分为基础构件、应用构件与软件构件三种类型。 

1．基础构件 

定义 11.2（基础构件的定义）。基础构件是根据 MCU 内部功能模块的基本知识要素，针对

MCU 引脚功能或 MCU 内部功能，利用 MCU 内部寄存器，所制作的直接干预硬件的构件。常用

                                                        
①  NATO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gency. NATO Standard for Development of Reusable 

Software Components[S], 1991. 

②  底层驱动构件若不使用 C 语言编程，相应组织形式有变化，但实质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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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构件主要有：GPIO 构件、UART 构件、ADC 构件、Flash 构件、I2C 构件等。第 12 章单

独开辟一章给出常用基础构件的知识要素、API 及测试方法。 

2．应用构件 

定义 11.3（应用构件的定义）。应用构件是使用基础构件并面向对象编程的构件。例如 Light

构件和 uecom 构件。Light 构件调用基础构件 GPIO，完成对小灯控制的封装。uecom 构件调用串

口构件完成 NB-IoT 通信。也可以把 printf 函数纳入应用构件，因为它调用串口构件。printf 函数

调用的一般形式为：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 输出表列)，本书使用的 printf 函数可通过 uart

串口向外传输数据。具体详情见附录 B.5。 

3．软件构件 

定义 11.3（软件构件的定义）。软件构件的定义：软件构件是一个面向对象的具有规范接口

和确定的上下文依赖的组装单元，它能够被独立使用或被其他构件调用。本书给出的软件构件主

要有：crc 构件、frame 构件和 timeStamp 构件。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若制作成构件，也可纳入软

件构件范畴。 

11.4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物联网终端 UE 开发方式存在颗粒度低、可移植性弱的问题，引入了嵌入式计算机

GEC 的概念，可有效地提高软硬件颗粒度及可移植性，为降低 NB-IoT 应用开发难度提供技术基

础。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1）给出了 GEC 概念。通过分析以 MCU 为核心物联网终端开发模式存在颗粒度低、可移

植性弱、更换芯片困难、产品升级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 GEC 概念，以此来提高编程颗粒度及

可移植性。GEC 把嵌入式软件分为 BIOS 程序与 User 程序两部分，提供了函数原型级调用接口。 

（2）给出了 GEC 硬件实例。把 MCU 硬件最小系统等电路封装成一个整体，为用户提供芯

片级的可重用的硬件实体。给出了一个具体型号 GEC 的引脚图、引脚复用功能。 

（3）给出了 GEC 内的 BIOS 与 User 软件框架。BIOS 的主要功能有：确定内核时钟与总线

时钟、启动一个定时器，提供时间函数调用接口、给出面向知识要素的常用底层驱动调用方式、

启动 RTOS 及其他功能。对应 User 软件框架，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之原则，设计了带

前缀编号 01～07 的文件夹，分别存放文档、内核、MCU、GEC、用户板、软件构件、无操作系

统源程序文件。此外，还简要介绍 BIOS 程序中的三类构件：基础构件、应用构件和软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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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GEC常用基础构件 

本章将从芯片无关性角度，阐述通用嵌入式计算机 GEC 常用嵌入式的基本知识要素，

给出知识要素的构件 API，以便理解与使用基础构件应用于实际工程。这些嵌入式基础构件

主要包括 GPIO、UART、ADC、Flash、I2C、SPI、PWM 等，利用这些构件可以完成 GEC

的大部分功能编程。 

12.1 GPIO构件 

本节给出通用输入输出 GPIO 的知识要素、应用程序接口 API 及测试方法。 

12.1.1 GPIO 知识要素 

通用输入输出（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GPIO），是 I/O 最基本形式，是几乎所有

计算机均使用到的部件。通俗地说，GPIO 是开关量输入输出的简化名称。而开关量是指逻

辑上具有 1 和 0 两种状态的物理量。开关量输出，可以是指在电路中控制电器的开和关，也

可以是指控制灯的亮和暗，还可以是指闸门的开和闭等等。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可以

是指获取电路中电器开关状态，也可以是指获取灯的亮暗状态，还可以是指获取闸门开关状

态等等。 

GPIO 硬件部分的主要知识要素有：GPIO 的含义与作用、输出引脚外部电路的基本接

法及输入引脚外部电路的基本接法等。 

1．GPIO 的含义与作用 

从物理角度，GPIO 只有高电平与低电平两种状态。从逻辑角度，GPIO 只有“1”和“0”

两种取值。在使用正逻辑情况下，电源（Vcc）代表高电平，对应数字信号“1”；地（GND）

代表低电平，对应数字信号“0”。作为通用输入引脚，计算机内部程序可以获取该引脚状

态，以确定该引脚是“1”（高电平）或“0”（低电平），即开关量输入。作为通用输出引

脚，计算机内部程序可以控制该引脚状态，使得引脚输出“1”（高电平）或“0”（低电平），

即开关量输出。 

GPIO 的输出是以计算机内部程序通过单个引脚控制着开关量设备，达到自动控制开关

状态之目的。GPIO 的输入是以计算机内部程序获取单个引脚状态，达到获得外界开关状态

之目的。 

特别说明：注意在不同电路中，逻辑“1”对应的物理电平不同。在 5V供电的系统中，

逻辑“1”的特征物理电平为5V；在3.3V供电的系统中，逻辑“1”的特征物理电平为3.3V。

因此，高电平的实际大小取决于具体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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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输出引脚外部电路的基本接法 

作为通用输出引脚，计算机内部程序向该引脚

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来驱动器件工作，即开关量输

出。如图 12-1 所示，输出引脚 O1 和 O2 采用了不同

的方式驱动外部器件。一种接法是 O1 直接驱动发光

二极管 LED，当 O1 引脚输出高电平时，LED 不亮；

当 O1 引脚输出低电平时，LED 点亮。这种接法的驱

动电流一般在 2mA～10mA。另一种接法是 O2 通过

一个 NPN 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当 O2 引脚输出高电

平时，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响；当 O2 引脚输出低电

平时，三极管截止，蜂鸣器不响。这种接法可以用 O2

引脚上的几个 mA 的控制电流驱动高达 100mA 的驱动电流。若负载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

就必须采用光电隔离外加其他驱动电路，但对计算机编程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3．输入引脚外部电路的基本接法 

为了正确采样，输入引脚外部电路必须采用合适的接法。图 12-2 给出了输入引脚的三

种输入引脚外部连接方式。假设计算机内部没有上拉或下拉电阻，图中的引脚 I3 上的开关

K3采用悬空方式连接就不合适，因为K3断开时，引脚 I3的电平不确定。在该图中，R1>>R2，

R3<<R4，各电阻的典型取值为：R1=20KΩ，R2=1KΩ，R3=10KΩ，R4=200KΩ。 

所谓上拉（Pull Up ）或下拉（Pull Down）电阻（统称为“拉电阻”）的基本作用是将

状态不确定的信号线通过一个电阻将其箝位至高电平（上拉）或低电平（下拉），其阻值选

取可参考图 12-2 及上述示例。 

12.1.2 GPIO 构件 API 

GPIO 软件部分的主要知识要素有：GPIO 的初始化、控制引脚状态、获取引脚状态、设

置引脚中断、编制引脚中断处理程序等。本小节给出 GPIO 构件 API，下一小节给出用法实

例。 

1．GPIO 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在 GPIO 构件的头文件 gpio.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的宏定义，表 12-1 给出其函数名、

简明功能及基本描述。 

 

 

 

 

 

 

 

 

 

图 12-1 通用 I/O 引脚输出电路 

 

 

 

 

 

 

 

 

 

图 12-2 通用 I/O 引脚输入电路接法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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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PIO 常用接口函数 API 

//===================================================================== 

//函数名称：gpio_ini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          dir：引脚方向（0=输入，1=输出,可用引脚方向宏定义） 

//          state：端口引脚初始状态（0=低电平，1=高电平） 

//功能概要：初始化指定端口引脚作为 GPIO 引脚功能，并定义为输入或输出，若是输出， 

//          还指定初始状态是低电平或高电平 

//===================================================================== 

void  gpio_init(uint_16 port_pin, uint_8 dir, uint_8 state);  

 

//===================================================================== 

//函数名称：gpio_se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          state：希望设置的端口引脚状态（0=低电平，1=高电平） 

//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出时，本函数设定引脚状态 

//===================================================================== 

void  gpio_set(uint_16 port_pin, uint_8 state);  

 

//===================================================================== 

//函数名称：gpio_get 

//函数返回：指定端口引脚的状态（1 或 0）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本函数获取指定引脚状态 

//===================================================================== 

uint_8  gpio_get(uint_16 port_pin);  

 

//===================================================================== 

//函数名称：gpio_reverse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出时，本函数反转引脚状态 

//===================================================================== 

void  gpio_reverse(uint_16 port_pin);  

 

//===================================================================== 

//函数名称：gpio_pull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          pullselect：下拉/上拉（0=下拉，1=上拉） 

表 12-1 GPIO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gpio_init 初始化 引脚复用为 GPIO 功能；定义其为输入或输出；若

为输出，还给出其初始状态 

2 gpio_set 设定引脚状态 在 GPIO 输出情况下，设定引脚状态（高/低电平） 

3 gpio_get 获取引脚状态 在 GPIO 输出情况下，获取引脚状态（1/0） 

4 gpio_reverse 反转引脚状态 在 GPIO 输出情况下，反转引脚状态 

5 gpio_pull 设置引脚上/下拉 当 GPIO 输入情况下，设置引脚上/下拉 

6 gpio_enable_int 使能中断 当 GPIO 输入情况下，使能引脚中断 

7 gpio_disable_int 关闭中断 当 GPIO 输入情况下，关闭引脚中断 

8 gpio_get_int 获取中断标志 当 GPIO 输入情况下，用来获取引脚中断状况 

9 gpio_clear_int 清除中断标志 当 GPIO 输入情况下，清除中断标志 

10 gpio_clear_allint 清除所有引脚中断 当 GPIO 输入情况下，清除所有端口的 GPIO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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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本函数设置引脚下拉/上拉 

//===================================================================== 

void  gpio_pull(uint_16 port_pin, uint_8 pullselect); 

 

//===================================================================== 

//函数名称：gpio_enable_in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          type：引脚中断类型，由宏定义给出，再次列举如下： 

//          LOW_LEVEL     8      //低电平触发 

//          HIGH_LEVEL    12      //高电平触发 

//          RISING_EDGE    9      //上升沿触发 

//          FALLING_EDGE  10     //下降沿触发 

//          DOUBLE_EDGE  11      //双边沿触发 

//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本函数开启引脚中断，并 

//          设置中断触发条件。 

//特别注意：只有部分 GPIO 引脚具有 GPIO 输入中断功能，参考芯片手册 

//===================================================================== 

void  gpio_enable_int(uint_16 port_pin,uint_8 type); 

 

//===================================================================== 

//函数名称：gpio_disable_in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本函数关闭引脚中断 

//特别注意：只有部分 GPIO 引脚具有 GPIO 输入中断功能，参考芯片手册

//===================================================================== 

void  gpio_disable_int(uint_16 port_pin); 

 

//===================================================================== 

//函数名称：gpio_get_int 

//函数返回：引脚 GPIO 中断标志（1 或 0），1=有 GPIO 中断，0=无没有 GPIO 中断。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获取中断标志。 

//特别注意：只有部分 GPIO 引脚具有 GPIO 输入中断功能，参考芯片手册

//===================================================================== 

uint_8  gpio_get_int(uint_16 port_pin); 

 

//===================================================================== 

//函数名称：gpio_clear_in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port_pin：引脚号，使用宏定义常数 

//功能概要：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清除中断标志。 

//特别注意：只有部分 GPIO 引脚具有 GPIO 输入中断功能，参考芯片手册

//===================================================================== 

void  gpio_clear_int(uint_16 port_pin); 

 

//===================================================================== 

//函数名称：gpio_clear_allin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无 

//功能概要：清除所有端口的 GPIO 中断 

//特别注意：只有部分 GPIO 引脚具有 GPIO 输入中断功能，参考芯片手册

//===================================================================== 

void  gpio_clear_allint(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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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GPIO 构件 API 的测试方法 

GPIO 构件可实现开关量输出与输入编程。若是输入，还可实现沿跳变中断编程。下面

分别给出测试方法。 

1．GPIO 构件的输出测试方法 

在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底板上，有红绿蓝三色灯（合为一体的），分别使用

GEC_56、GEC_55、GEC_54，分别对应内部 MCU 的 PTA5、PTA12、PTA13 引脚。现使用

GPIO 构件，实现红灯闪烁，步骤如下。 

1）用宏定义方式，给红灯起个英文名，明确芯片哪个引脚控制红灯 

第一步，要用宏定义方式，给红灯起个英文名，明确芯片哪个引脚控制红灯。由于这个

工作属于用户程序，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之原则，这个宏定义应该写在工程中

“05_UserBoard”文件夹下的“User.h”文件中。 

//指示灯端口及引脚定义 

#define  LIGHT_RED    GPIOA_2  //红灯，所在引脚：GEC_56（PTA_NUM|5） 

2）随后，在“User.h”文件中，对红灯“亮”、“暗”进行宏定义 

由于灯的亮暗对应的逻辑电平，由物理硬件接法决定，为了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需要

对灯状态使用宏定义。 

//灯状态宏定义（灯的亮暗对应的逻辑电平，由物理硬件接法决定） 

#define  LIGHT_ON     0     //灯亮 

#define  LIGHT_OFF    1     //灯暗 

特别说明：对灯的“亮、暗”使用宏定义，不仅为了编程更加直观，也是为了使得软件

能够更好地适应硬件。若硬件电路变动，是灯暗对应于低电平，那么只要改变本头文件中的

宏定义，而程序源码不需变动。 

3）初始化红灯为暗 

在“main.c”文件中，对红灯进行编程控制。先进行初始化，在“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

处增加下列语句： 

gpio_init(LIGHT_RED,GPIO_OUTPUT,LIGHT_OFF);    //初始化红灯 

其中 GPIO_OUTPUT 是在 GPIO 构件中，对 GPIO 输出的宏定义，为了编程直观。不然

我们很难区分“1”是输出，还是输入。 

特别说明：在嵌入式软件设计中，输入还是输出，是站在 MCU 角度，也就是站在 GEC

角度。要控制红灯亮暗，对 GEC 引脚来说，就是输出。若要获取外部状态到 GEC 中，对

GEC 来说，就是输入。例如，获取磁开关传感器的状态就需要初始化 GPIO 引脚为输入。 

4）改变红灯亮暗状态 

在 main 函数的主循环中，利用 GPIO 构件中的 gpio_reverse 函数，可实现红灯状态切

换，工程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后，写入目标板，可观察实际红灯闪烁情况。 

gpio_reverse(LIGHT_RED);    //红灯状态切换 

5）下载程序机器码到目标板，观察板载红灯运行情况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1-GPIO_OUT(Light)”。经过编译生成机器

码，通过 AHL-GEC-IDE 软件下载到目标中，可观察板载红色每秒闪烁一次，并可在 AHL-

GEC-IDE 界面观察情况，见图 12-3。由此可体会，使用 printf 语句接入调试的好处。 

 

 



 

182 

 

 

 

 

 

 

 

 

 

 

 

 

 

 

 

 

 

 

 

图 12-3 GPIO 构件的输出测试方法 

 

2．GPIO 构件的输入测试方法一：循环获取开关状态 

在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底板上，有个磁开关（Magnetic switch），当其周围磁场

达到一定强度时，输出引脚 Vout 为低电平，平时为高电平。板中将 Vout 接在 MCU 的 PTE19

引脚，见图 12-4。在工程中，对应 GEC 的引脚为 GEC_11，具有 GPIO 功能，命名为 GPIOC_6，

不具备开关量输入中断功能，可通过程序不断查询（polling）方式获取其引脚状态。这个查

询可以在主循环中进行，也可以在定时中断处理程序中进行。 

 

 

 

 

 

 

 

 

               （a）电路                      （b）实物图 

图 12-4 磁开关电路与实物图 

下给出获取磁开关状态的编程步骤。 

1）在“05_UserBoard”文件夹下的“User.h”中的工作 

在“05_UserBoard”文件夹下的“User.h”中，给磁开关起的英文名称为 M_SWITH，使

用宏定义给出其接入 GEC 的引脚。 

//GPIO 构件的输入测试方法一：循环获取开关状态—磁开关的状态 

#define  M_SWITH  GPIOC_6 //磁阻，所在引脚：GEC_11（PTE_NUM|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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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main.c”文件中的工作 

在“main.c”文件中的“//（1.1）声明 main 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增加主函数使用的局

部变量 mI： 

uint_8 mI                //主循环使用的临时时间变量 

在“main.c”文件中的“//（1.6）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增加对磁开关初始化语句： 

gpio_init(LIGHT_RED,GPIO_OUTPUT,LIGHT_OFF);    //初始化红灯 

gpio_init(M_SWITH,GPIO_INPUT,0);                 //初始化为输入 

gpio_pull(M_SWITH,1);                            //初始化为上拉 

注意初始化为 GPIO 输入，gpio_init 函数的第 3 参数不起作用，写为 0 即可。初始化红

灯是为了通过控制红灯闪烁显示的表明程序处于运行态。 

在“main.c”文件中的主循环部分，进行开关量获取（每秒获取一次）： 

 //GPIO 构件输入测试方法 1：查询方式获取开关状态 

 mI=gpio_get(M_SWITH); 

 printf("开关量输入：:%d\n",mI); 

3）循环获取开关状态的测试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 CH12-1-GPIO_INPUT(Polling)”。经

过编译生成机器码，通过 AHL-GEC-IDE 软件下载到目标中，立即自动运行，测试方法如下：

（1）利用手机法。将手机的上听筒处，对准磁开关的底板背面，有可能有效果，也有可能

磁场强度不够；（2）直接接线法。利用一端具有插孔，一端具有插针的导线，将插孔端接入

地（找到板上具有引出针的地），令一端接入图 12-4（b）中的测量点，亦可观察现象。测量

结果见图 12-5。 

 

 

 

 

 

 

 

 

 

 

 

 

 

 

 

 

图 12-5 GPIO 构件输入查询方式的测试方法 

3．GPIO 构件的输入测试方法二：中断获取开关状态 

金葫芦 IoT-GEC 开发套件的 MCU 的 GPIO 引脚中，具有中断功能的引脚如表 12-2 所

示。本例选择其中 GPIOA 模块中的 GPIOA_4（对应 GEC 引脚为 GEC_61，对应 MCU 引脚

为 PTA1，底板引脚标识号 23），首先初始化其引脚方向为输入，然后打开其中断并设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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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中断的电平变化方式，随后，每当输入引脚的电平变化为预设的电平变化时，将触发

GPIO 中断。在相应的 GPIO 中断服务例程中加入去除抖动并统计 GPIO 中断次数的功能，

则触发中断时可累计 GPIO 中断次数。 

表 12-2 具有中断功能的 GPIO 引脚表 
 

GPIO宏定义名 GEC宏定义名 端口号 

 

 

GPIOA 模块 

GPIOA_0 GEC_54 PTA13 

GPIOA_1 GEC_55 PTA12 

GPIOA_2 GEC_56 PTA5 

GPIOA_3 GEC_59 PTA2 

GPIOA_4 GEC_61 PTA1 

 

 

 

 

 

 

 

 

 

GPIOB模块 

GPIOB_0 GEC_15 PTD6 

GPIOB_1 GEC_16 PTD7 

GPIOB_2 GEC_21 PTD5 

GPIOB_3 GEC_22 PTD4 

GPIOB_4 GEC_23 PTD3 

GPIOB_5 GEC_24 PTD2 

GPIOB_6 GEC_25 PTD1 

GPIOB_7 GEC_27 PTD0 

GPIOB_8 GEC_28 PTC7 

GPIOB_9 GEC_29 PTC6 

GPIOB_10 GEC_30 PTC5 

GPIOB_11 GEC_31 PTC4 

GPIOB_12 GEC_37 PTC3 

GPIOB_13 GEC_38 PTC2 

GPIOB_14 GEC_39 PTC1 

GPIOB_15 GEC_40 PTC0 

 

 下面给出中断获取开关状态的编程步骤。 

1）在“07_NoPrg”文件夹下的“includes.h”中的工作 

在“07_NoPrg”文件下的“includes.h”中的“//（在此增加全局变量）”下面，定义一个

统计 GPIO 中断次数的全局变量： 

G_VAR_PREFIX  uint_32   gGPIO_IntCnt;    //GPIO 中断次数 

 

 

 

 

 

 

 

 

 

 

图 12-6 选定的具有中断功能的 GPIO 引脚对应测量点 

测

量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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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05_UserBoard”文件夹下的“User.h”中的工作 

在“05_UserBoard”文件夹下的“User.h”中，给选定具有中断功能的 GPIO 引脚起的英

文名称为 GPIO_INT，使用宏定义给出其接入 GEC 的引脚。 

//GPIO 构件的输入测试方法二：中断获取开关状态 

#define  GPIO_INT  GPIOA_4    //GEC_61(PTA_NUM|1) 

3）在“07_NoPrg”文件夹下的“main.c”文件中的工作 

在“main.c”文件中的“//（1.6）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增加对选定具有中断功能的 GPIO

引脚初始化语句： 

gpio_init(LIGHT_RED,GPIO_OUTPUT,LIGHT_OFF);    //初始化红灯 

gpio_init(GPIO_INT,GPIO_INPUT,0);                  //初始化为输入 

gpio_pull(GPIO_INT,1);                             //初始化为上拉 

注意初始化为 GPIO 输入，gpio_init 函数的第 3 参数不起作用，写为 0 即可。初始化红

灯是为了通过控制红灯闪烁显示的表明程序处于运行态。 

在“main.c”文件中的“//（1.7）使能模块中断”增加对选定具有中断功能的 GPIO 引

脚进行使能中断，并设置其触发中断的电平变化方式： 

gpio_enable_int(GPIO_INT, FALLING_EDGE);   //下降沿触发 

在“main.c”文件中的主循环部分，进行 GPIO 中断次数获取（每秒获取一次）： 

//输出 GPIO 中断次数 

printf("  gGPIO_IntCnt:%d\n",gGPIO_IntCnt); 

4）在“07_NoPrg”文件夹下的“isr.c”文件中的工作 

在“isr.c”文件中的中断处理程序“void  GPIOA_Handler(void)”函数的“//（在此处增

加功能）”后面添加去除抖动并统计 GPIO 中断次数的功能： 

//GPIO 构件输入测试方法 2：中断获取开关状态 

#define  CNT  3000             //延时变量 

uint_16  n; 

uint_8  i,j,k,l,m; 

//去抖动：多次延时获取 GPIO 电平状态，若每次皆为低电平状态则 GPIO 中断次数+1 

for (n=0;n<=CNT;n++); 

i=gpio_get(GPIO_INT); 

for (n=0;n<=CNT;n++); 

j=gpio_get(GPIO_INT); 

for (n=0;n<=CNT;n++); 

k=gpio_get(GPIO_INT); 

for (n=0;n<=CNT;n++); 

l=gpio_get(GPIO_INT); 

for (n=0;n<=CNT;n++); 

m=gpio_get(GPIO_INT); 

if (i==0 &&j==0 && k==0 && l==0 && m==0 ) 

{ 

 gGPIO_IntCnt++; 

} 

gpio_clear_int(GPIO_INT); //清 GPIO 中断标志 

5）中断获取开关状态的测试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 CH12-1-GPIO_INPUT(Interrupt)”。经

过编译生成机器码，通过 AHL-GEC-IDE 软件下载到目标中，立即自动运行，测试方法如下：

利用一端具有插孔，一端具有插针的导线，将插孔端接入地（找到板上具有引出针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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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接入图 12-6 中的测量点。测量结果见图 12-7。 

 

 

 

 

 

 

 

 

 

 

 

 

 

 

 

 

 

图 12-7 GPIO 构件输入中断方式的测试方法 

12.2 UART构件 

本节给出串行通信接口 UART 的知识要素、应用程序接口 API 及测试方法。 

12.2.1 UART 知识要素 

串行通信接口（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CI）最常用提法是通用异步收发器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s，UART），简称“串口”。MCU 中的串口，在

硬件上，一般只需要三根线，分别称为发送线（TxD）、接收线（RxD）和地线（GND）。通

信方式上，属于单字节通信，是嵌入式开发中重要的打桩调试手段。 

UART 的主要知识要素主要有：通信格式、波特率、硬件电平信号。 

1．通信格式 

图 12-3 给出了 8 位数据、无校验情况的传送格式。这种格式的空闲状态为“1”，发送

器通过发送一个“0”表示一个字节传输的开始，随后是数据位（在 MCU 中一般是 8 位）。

最后，发送器发送 1 到 2 位的停止位，表示一个字节传送结束。若继续发送下一字节，则重

新发送开始位，开始一个新的字节传送。若不发送新的字节，则维持“1”的状态，使发送

数据线处于空闲。 

2．串行通信的波特率 

每秒内传送的位数叫做波特率（Baud Rate），单位是：位/秒，记为 bps。bps 是英文 bit 

 

 

 

图 12-3 串行通信数据格式 

 
第0位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第6位 第7位 停止位 开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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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second 的缩写，习惯上这个缩写不用大写，而用小写。通常情况下，波特率的单位可以

省略。波特率的倒数就是位的持续时间（Bit Duration），单位为秒。 

3．硬件电平信号 

UART 通信在硬件上有 TTL 电平、RS232 电平、RS485 差分信号方式。TTL 电平是最

基本的，可使用专门芯片将 TTL 电平转为 RS232 或 RS485，RS232 与 RS485 也可相互转

换。采用 RS232与 RS485硬件电路，只是电平信号之间的转换，与 MCU编程无关。 

1）UART 的 TTL 电平 

通常 MCU 串口引出脚的发送线（TxD）、接收线（RxD）为 TTL（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电平，即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TTL电平的“1”和“0”的特征电压分别为 2.4V

和 0.4V（根据 MCU使用的供电电压变动），即大于 2.4V 则识别为“1”，小于 0.4V则识别为

“0”，适用于板内数据传输。一般情况下，MCU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全双工（Full-duplex）

通信，即数据传送是双向的，且可以同时接收与发送数据。 

2）UART 的 RS232 电平 

为使信号传输得更远，可使用转换芯片把 TTL电平转换为 RS232电平。RS232采用负逻

辑，-15V～-3V为逻辑“1”，+3V～+15V为逻辑“0”。RS232最大的传输距离是 30m，通信速

率一般低于 20Kbps。 

3）UART 的 RS485 差分信号 

若要传输超过 30m，增强抗干扰性，可将使用芯片将 TTL电平转换 RS485差分信号进行

传输。RS485 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两线压差-2V～-6V 表示“1”，两线压差+2V～+6V 表示

“0”。硬件连接上，采用两线制接线方式，工业应用较多。两线制的 RS485通信属于半双工

（Half-duplex）通信，即数据传送是双向的，但不能同时收发。 

12.2.2 UART 构件 API 

1．UART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在 UART 构件的头文件 uart.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声明，表 12-2 给出其函数名、简

明功能及基本描述。 

表 12-2 UART 常用接口函数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uart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uart 模块，设定使用的串口号和波特率 

2 uart_send1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向指定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若发送成功，返

回 1；反之，返回 0 

3 uart_sendN 发送 N 个字节数据 向指定串口发送 N 个字节数据，若发送成功，返

回 1；反之，返回 0 

4 uart_send_string 发送字符串 向指定串口发送字符串，发送成功，返回 1；发

送失败，返回 0 

5 uart_re1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从指定串口接收一个字节数据，若接收成功，通

过传参返回 1；反之，通过传参返回 0 

6 uart_reN 接收 N 个字节数据 从指定串口接收 N 个字节数据，若接收成功，返

回 1；反之，返回 0 

7 uart_enable_re_int 使能接收中断 使能指定串口的接收中断 

8 uart_disable_re_int 关闭接收中断 关闭指定串口的接收中断 

9 uart_get_re_int 获取接收中断标志 获取指定串口的接收中断标志，若有接收中断，

返回 1；反之，返回 0 

10 uart_deinit uart 反初始化 指定的 uart 模块反向初始化，关闭串口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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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ART 常用接口函数 API 

//====================================================================== 

//函数名称：uart_init 

//功能概要：初始化 uart 模块 

//参数说明：uartNo:串口号：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baud:波特率：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115200... 

//函数返回：无 

//====================================================================== 

#define uart_init  ((void (*)(uint_8 uartNo, uint_32 baud_rate))(bios_fun_point[75])) 

 

//====================================================================== 

//函数名称：uart_send1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ch:要发送的字节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状态：1=发送成功；0=发送失败。 

//功能概要：串行发送 1 个字节 

//====================================================================== 

#define uart_send1  ((uint_8 (*)(uint_8 uartNo, uint_8 ch))(bios_fun_point[76])) 

 

//====================================================================== 

//函数名称：uart_sendN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buff: 发送缓冲区 

//         len:发送长度 

//函数返回： 函数执行状态：1=发送成功；0=发送失败 

//功能概要：串行 接收 n 个字节 

//====================================================================== 

#define uart_sendN  ((uint_8 (*)(uint_8 uartNo ,uint_16 len ,uint_8* buff))(bios_fun_point[77])) 

 

//====================================================================== 

//函数名称：uart_send_string 

//参数说明：uartNo:UART 模块号: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buff:要发送的字符串的首地址 

//函数返回： 函数执行状态：1=发送成功；0=发送失败 

//功能概要：从指定 UART 端口发送一个以'\0'结束的字符串 

//====================================================================== 

#define uart_send_string  ((uint_8 (*)(uint_8 uartNo, void *buff))(bios_fun_point[78])) 

 

//====================================================================== 

//函数名称：uart_re1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fp:接收成功标志的指针:*fp=1:接收成功；*fp=0:接收失败 

//函数返回：接收返回字节 

//功能概要：串行接收 1 个字节 

//====================================================================== 

#define uart_re1  ((uint_8 (*)(uint_8 uartNo,uint_8 *fp))(bios_fun_point[79])) 

 

//====================================================================== 

//函数名称：uart_reN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buff: 接收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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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UART 构件 API 的测试方法 

配合金葫芦 IoT-GEC 以及上位机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串口构件。GEC 使用 UART_USER

模块，小灯每闪烁一次向上位机发送一次“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 UART 构件测试用例!”，

步骤如下。 

（1）初始化串口和小灯。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初始化外设模块”处。 

light_init(LIGHT_RED,LIGHT_ON);  //初始化红灯 

uart_init(UART_USER, 9600);        //初始化用户串口，波特率为 9600 

（2）使能串口接收中断。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使能模块中断”处。 

uart_enable_re_int(UART_USER);          //打开用户串口接收中断 

可在 isr.c 文件中 void UARTA_Handler(void)函数下，添加串口接收中断处理程序。 

（3）小灯闪烁和发送串口数据。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主循环”处。 

for(;;) 

{ 

//          len:接收长度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状态 1=接收成功;0=接收失败 

//功能概要：串行 接收 n 个字节,放入 buff 中 

//====================================================================== 

#define uart_reN  ((uint_8 (*)(uint_8 uartNo ,uint_16 len ,uint_8* buff))(bios_fun_point[80])) 

 

//====================================================================== 

//函数名称：uart_enable_re_int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开串口接收中断 

//====================================================================== 

#define uart_enable_re_int  ((void (*)(uint_8 uartNo))(bios_fun_point[81])) 

 

//====================================================================== 

//函数名称：uart_disable_re_int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 :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关串口接收中断 

//====================================================================== 

#define uart_disable_re_int  ((void (*)(uint_8 uartNo))(bios_fun_point[81])) 

 

//====================================================================== 

//函数名称：uart_get_re_int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 :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函数返回：接收中断标志 1=有接收中断;0=无接收中断 

//功能概要：获取串口接收中断标志,同时禁用发送中断 

//====================================================================== 

#define uart_get_re_int  ((uint_8 (*)(uint_8 uartNo))(bios_fun_point[83])) 

 

//====================================================================== 

//函数名称：uart_deint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 :UARTA、UARTB、UARTC，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uart 反初始化 

//====================================================================== 

#define uart_deint  ((uint_8 (*)(uint_8 uartNo))(bios_fun_point[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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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_change(LIGHT_RED); 

 uart_send_string(UART_USER, "Sumcu Uart Component Test Case.\n"); 

 Delay_ms(1000); 

} 

（4）运行项目，观察串口调试工具输出的信息。将修改后的项目进行编译，并通过 AHL-

GEC-IDE 程序将编译得到的 HEX 文件更新到主板上。用串口通信线将主板上的串口 1 连接

到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CH12-2-UART”。 

12.3 ADC构件 

本节给出模拟转换 ADC 的知识要素、应用程序接口 API 及测试方法。 

12.3.1 ADC 知识要素 

模拟量是指时间连续、数值也连续的物理量，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取任意值。如温度、

压力、流量、速度、声音等物理量。 

数字量是分立量，只能取分立值。例如，一个 8 位二进制，只能取 0、1、2，……，255

这些分立值。 

AD 转换（Analog-to-Digital Convert，ADC），即模/数转换，就是把模拟量转换为对应的

数字量。实际应用中，不同的传感器能将温度、湿度、压力等实际的物理量转换为 MCU 可

以处理的电压信号。 

ADC 的主要知识要素有：转换精度、转换速度、单端输入与差分输入、AD 参考电压、

滤波问题以及物理量回归等。 

1．转换精度 

转换精度就是指数字量变化一个最小量时模拟信号的变化量，也称为分辩率

（Resolution），通常用 AD 转换器的位数来表征。通常，AD 转换模块的位数通常有 8 位、

10 位、12 位、14 位、16 位等。设采样位数为 N，则最小的能检测到的模拟量变化值为 1/2N。

例如，某一 AD 转换模块是 12 位，若参考电压为 5V（即满量程电压），则可检测到的模拟

量变化最小值为 5/212=1.22（mV），就是这个 AD 转换器的实际精度（分辨率）了。 

2．转换速度 

转换速度通常用完成一次 AD 转换所要花费的时间来表征。转换速度与 AD 转换器的硬

件类型及制造工艺等因素密切相关。其特征值为纳秒级。AD 转换器的硬件类型主要有：积

分型、逐次逼近型、串并行型等，它们的转换速度分别是毫秒级、微秒级、纳秒级。 

3．单端输入与差分输入 

单端输入只有一个输入引脚，使用公共地 GND 作为参考电平。这种输入方式的优点是

简单，缺点是容易受干扰，由于 GND 电位始终是 0V，因此 AD 值也会随着干扰而变化。 

差分输入比单端输入多了一个引脚，AD 采样值是两个引脚的电平差值（VIN+、VIN-两

个引脚电平相减），优点是降低了干扰，缺点是多用了一个引脚。 

4．AD 参考电压 

AD 转换需要一个参考电平。比如要把一个电压分成 1024 份每一份的基准必须是稳定

的，这个电平来自于基准电压，就是 AD 参考电压。粗略的情况，AD 参考电压使用给芯片

功能供电的电源电压。更为精确的要求，AD 参考电压使用单独电源，要求功率小（在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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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即可），但波动小（例如 0.1%），一般电源电压达不到这个精度，否则成本太高。 

5．滤波问题 

为了使采样的数据更准确，必须对采样的数据进行筛选去掉误差较大的毛刺。通常采用

中值滤波和均值滤波来提高采样精度。所谓中值滤波，就是将 M 次连续采样值按大小进行

排序，取中间值作为滤波输出。而均值滤波，是把 N 次采样结果值相加，然后再除以采样次

数 N，得到的平均值就是滤波结果。若要得到更高的精度，可以通过建立其他误差模型分析

方式来实现。 

6．物理量回归 

在实际应用中，得到稳定的 AD 采样值以后，还需要把 AD 采样值与实际物理量对应起

来，这一步称为物理量回归。例如，利用 MCU 采集室内温度，AD 转换后的数值是 126，

实际它代表多少温度呢？如果当前室内温度是 25.1℃，则AD值 126就代表实际温度 25.1℃。 

12.3.2 ADC 构件 API 

1．ADC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在 ADC 构件的头文件 adc.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声明，表 12-3 给出其函数名、简明

功能及基本描述。 

2．ADC 常用接口函数 API 

12.3.3 ADC 构件 API 的测试方法 

配合金葫芦 IoT-GEC 中的温度传感器使用 ADC 模块，并将采集的值发送到上位机的串

口调试助手上，以实现采集温度为例子，使用步骤如下： 

（1）添加板上温度传感器 ADC 模块定义。在 user.h 中的 ADC 模块定义部分添加对板

上温度采集通道的宏定义。 

表 12-3 ADC 常用接口函数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adc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ADC 模块，设定使用的通道组、差分选

择、采样精度以及硬件滤波次数 

2 adc_read 读取 ADC 值 读取指定通道的 ADC 值 

//=========================================================================== 

//函数名称：adc_init 

//功能概要：初始化一个 AD 通道组 

//参数说明：A_SENSOR_No：可用模拟量传感器通道，如 ADC_CH0，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accurary：采样精度，差分可选 9-13-11-16；单端可选 8-12-10-16 

//         SAMPLE32 

//=========================================================================== 

#define adc_init  ((void (*)(uint_16 A_SENSOR_No,uint_8 accurary))(bios_fun_point[8])) 

 

//=========================================================================== 

//函数名称：adc_read 

//功能概要：进行一个通道的一次 A/D 转换 

//参数说明：A_SENSOR_No：可用模拟量传感器通道，如 ADC_CH0，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define adc_read  ((uint_16 (*)(uint_16 A_SENSOR_No))(bios_fun_poin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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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AD_BOARD_TEMP  ADC_PIN4   //板上温度采集使用通道    

（2）添加温度采集变量的定义。在 main.c 中“声明 main 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部分

添加温度采集变量的定义。 

uint_16 tmpAD;//温度值    

（3）初始化 ADC 和 UARTA，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初始化外设模块”处。 

light_init(LIGHT_RED,LIGHT_ON);    //初始化红灯 

uart_init(UART_USER, 9600);        //初始化用户串口，波特率为 9600 

adc_init(AD_BOARD_TEMP,16);        //初始化 ADC   

（4）使能串口中断，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使能模块中断”。 

uart_enable_re_int(UART_USER);  //打开串口 0 中断 

（5）读取主板温度通道的 ADC 值，并通过串口发送到串口助手，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主循环”处。 

tmpAD = adc_read(AD_BOARD_TEMP);  

uart_send1(UART_USER, tmpAD >>8); 

uart_send1(UART_USER, tmpAD); 

（6）运行项目，观察串口调试工具的输出信息。将修改后的项目进行编译，并通过 AHL-

GEC-IDE 程序将编译得到的 HEX 文件更新到主板上。用串口通信线将主板上的串口 1 连接

到电脑上，通过反复手指触碰主板上热敏电阻来观察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收到的数据的变化情

况。 

该采集的数据是普通的 AD 值，想要得到标准得温度，需要对应得 AD 回归公式，这不

是本书得重点，读者可以查找相关资料对 AD 采样值回归。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CH12-3-ADC。 

12.4 Flash构件 

本节给出内部 Flash 在线编程的知识要素、应用程序接口 API 及测试方法。 

12.4.1 Flash 知识要素 

Flash 存储器（Flash Memory），中文简称“闪存”，英文简称“Flash”，是一种非易失性

（Non-Volatile）内存。与 RAM 掉电无法保存数据相比，Flash 具有掉电数据不丢失的优点。

它因其具有非易失性、成本低、可靠性等特点，应用极为广泛，已经成为嵌入式计算机的主

流内存储器。 

Flash 的主要知识要素有：Flash 的编程模式、Flash 擦除与写入的含义、Flash 擦除与写

入的基本单位、Flash 保护。 

1．Flash 的编程模式 

Flash 的编程模式有写入器编程模式与在线编程模式两种。一种是通过编程器将程序写

入 Flash 中，称为写入器编程模式。另一种是通过运行 Flash 内部程序对 Flash 其他区域

进行擦除与写入，称为 Flash 在线编程模式。 

2．Flash 擦除与写入的含义 

对 Flash 存储器的读写不同于对一般的 RAM 读写，需要专门的编程过程。Flash 编程的

基本操作有两种：擦除（Erase）和写入（Program）。擦除操作的含义是将存储单元的内容由

二进制的 0 变成 1，而写入操作的含义是将存储单元的某些位由二进制的 1 变成 0。Flash 的

写入操作是以字为单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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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ash 擦除与写入的基本单位 

在执行写入操作之前，要确保写入区在上一次擦除之后没有被写入过，即写入区是空白

的（各存储单元的内容均为 0xFF）。所以，在写入之前一般都要先执行擦除操作。Flash 的

擦除操作包括整体擦除和以m个字为单位的擦除。这m个字在不同厂商或不同系列的MCU

中，其称呼不同，有的称为“块”，有的称为“页”，有的称为“扇区”等等。它表示在线擦

除的最小度量单位。假设统一使用扇区术语，对应一个具体芯片，需要确认该芯片的 Flash

的扇区总数、每个扇区的大小、起始扇区的物理地址等信息。 

4．Flash 保护 

为了防止某些 Flash 存储区域受意外擦除、写入的影响，可以通过编程方式保护这些

Flash 存储区域。保护后，该区域将无法进行擦除、写入操作。Flash 保护一般以扇区为单位。 

12.4.2 Flash 构件 API 

1．Flash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在 Flash 构件的头文件 flash.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声明，表 12-4 给出其函数名、简

明功能及基本描述。  

2．Flash 常用接口函数 API 

//====================================================================== 

//函数名称：flash_ini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无 

//功能概要：flash 初始化 

//====================================================================== 

#define flash_init  ((void (*)(void))(bios_fun_point[13])) 

 

//====================================================================== 

//函数名称：flash_erase_sector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执行状态：0=正常；1=异常。 

//参数说明：sect：扇区号（范围取决于实际芯片，如 AHL-A 系列 GEC：0~63，每扇区 1KB） 

//功能概要：擦除 flash 存储器的 sect 扇区（每扇区 1KB） 

//====================================================================== 

#define flash_erase  ((uint_8 (*)(uint_16 sect))(bios_fun_point[14])) 

 

//====================================================================== 

//函数名称：flash_write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状态：0=正常；1=异常。 

//参数说明：sect：扇区号（范围取决于实际芯片，如 AHL-A 系列 GEC：0~63，每扇区 1KB） 

//          offset:写入扇区内部偏移地址（0~1020，要求为 0,4，8,12，......） 

//          N：写入字节数目（4~1024,要求为 4，8,12,......） 

//          buf：源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表 12-4 Flash 常用接口函数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flash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flash 模块 

2 flash_erase 擦除扇区 擦除指定扇区 

3 flash_write 写数据 向指定扇区写数据，若写成功，返回 0；反之，

返回 1 

4 flash_read_logic 读数据 从指定扇区读数据 

5 flash_read_physical 读数据 从指定地址读数据 

6 flash_protect 保护扇区 保护指定扇区 

7 flash_isempty 判断扇区是否为空 判断指定扇区是否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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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概要：将 buf 开始的 N 字节写入到 flash 存储器的 sect 扇区的 offset 处 

//====================================================================== 

#define flash_write  ((uint_8 (*)(uint_16 sect,uint_16 offset,uint_16 N,uint_8 *buf))(bios_fun_point[15])) 

 

//====================================================================== 

//函数名称：flash_read_logic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sect：扇区号（范围取决于实际芯片，如 AHL-A 系列 GEC：0~63，每扇区 1KB） 

//          offset:扇区内部偏移地址（0~1020，要求为 0,4，8,12，......） 

//          N：读字节数目（4~1024,要求为 4，8,12,......） 

//          dest：读出数据存放处（传地址，目的是带出所读数据，RAM 区） 

//功能概要：读取 flash 存储器的 sect 扇区的 offset 处开始的 N 字节，到 RAM 区 dest 处 

//======================================================================== 

#define flash_read_logic  ((void (*)(uint_8 *dest,uint_16 sect,uint_16 offset,uint_16 

N))(bios_fun_point[16])) 

 

//======================================================================== 

//函数名称：flash_read_physical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addr：目标地址，要求为 4 的倍数（例如：0x00000004） 

//          N：读字节数目（0~1020,要求为 4，8,12,......） 

//          dest：读出数据存放处（传地址，目的是带出所读数据，RAM 区） 

//功能概要：读取 flash 指定地址的内容 

//======================================================================== 

#define flash_read_physical  ((void (*)(uint_8 *dest,uint_32 addr,uint_16 N))(bios_fun_point[17])) 

 

//======================================================================== 

//函数名称：flash_protec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M：待保护区域的扇区号入口值，实际保护 M~M+3,其中 M=0,4,8,......,124 

//功能概要：flash 保护操作 

//说    明：每调用本函数一次，保护 4 个扇区（M~M+3） 

//======================================================================== 

#define flash_protect  ((void (*)(uint_8 M))(bios_fun_point[18])) 

 

//======================================================================== 

//函数名称：flash_isempty 

//函数返回：1=目标区域为空；0=目标区域非空。 

//参数说明：所要探测的 flash 区域初始地址及范围 

//功能概要：flash 判空操作 

//======================================================================== 

#define flash_isempty  ((uint_8 (*)(uint_8 *buff,uint_16 N))(bios_fun_point[19])) 

 

12.4.3 Flash 构件 API 的测试方法 

配合金葫芦 IoT-GEC 使用 Flash 模块，实现向 Flash 的 50 扇区 0 字节开始地址写入 30

个字节数据，数据内容为“Welcome to Soochow University!”，然后再通过两种读取 Flash 方

式将写入的数据读出，最后通过 UARTA 发送到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上。以下是其实现过

程： 

（1）添加从 flash 中读取数据保存的变量及控制 flash 操作的变量。在 main.c 中“声明

main 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部分添加温度采集变量的定义。 

uint_8  params[30];    //按照逻辑读方式从指定 flash 区域中读取的数据 

uint_8  paramsVar[30];  //按照物理读方式从指定 flash 区域中读取的数据  

（2）初始化 light、uart 及 Flash 模块，可将下列语句添加到 main 函数的“初始化外设

模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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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_init(LIGHT_RED,LIGHT_ON);  //初始化红灯 

uart_init(UART_USER, 9600);       //初始化用户串口，波特率为 9600 

flash_init();                       // flash 初始化 

（3）对 Flash 的操作，可放在小灯控制的循环语句之前； 

通过调用 flash_erase 函数，对 Flash 进行擦除操作；通过调用 flash_read_logic 函数实现

对 Flash 指定的扇区进行逻辑读数据；通过调用 flash_read_physical 函数实现对 Flash 指定的

物理地址进行读取数据；其中第 50 扇区的物理开始地址为 50×1K，即 0x0000C800。具体

的语句如下。 

Delay_ms(10000);//延时 10s,便于用户接通串口调试工具 

 

flash_erase (50);   //擦除第 50 扇区 

flash_write(50,0,30,"Welcome to Soochow University!");//向 50 扇区写 30 个字节数据 

flash_read_logic(params,50,0,30); //从 50 扇区读取 30 个字节到 params 中 

uart_send_string(UART_USER,"flash_read_logic result:"); 

uart_send_string(UART_USER, params);//通过用户串口发出 

 

Delay_ms(2000);//延时 2s,进行物理地址读取数据 

flash_read_physical(paramsVar, (uint_32)(0x0000C800),30); //读数据 

uart_send_string(UART_USER,"flash_read_physical result:"); 

uart_send_string(UART_USER, paramsVar); 

（6）运行项目，观察串口调试工具输出的信息。将修改后的项目进行编译，并通过 AHL-

GEC-IDE 程序将编译得到的 HEX 文件更新到主板上。用串口通信线将主板上的串口 1 连接

到电脑上，通过观察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收到的数据。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CH12-4-FLASH。 

12.5 I2C构件 

本节给出集成电路互连总线 I2C 的知识要素、应用程序接口 API 及测试方法。 

12.5.1 I2C 知识要素 

集成电路互连总线（Inter-Integrated Circuit，I2C）是一种采用双向 2 线制串行数据传输

方式传输的同步串行总线，主要用于同一电路板内各集成电路模块之间的连接。I2C 是

PHILIPS 公司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其后 PHILIPS 和其他厂商提供了种类丰富的 I2C

兼容芯片。目前 I2C 总线标准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工业标准。 

I2C 主要的知识要素有：I2C 总线硬件、I2C 总线数据通信协议概要、I2C 总线寻址约

定、主机向从机读/写 1 个字节数据的过程等。 

1．I2C 总线硬件 

在概述 I2C 总线硬件时，主要涉及到以下术语： 

（1）主机（主控器）：在 I2C 总线中，提供时钟信号，对总线时序进行控制的器件。主

机负责总线上各个设备信息的传输控制，检测并协调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主机对整个数据传

输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其它设备只对主机发送的控制信息作出响应。如果在 I2C 系统中只有

一个 MCU，那么通常由 MCU 担任主机。 

（2）从机（被控器）：在 I2C 系统中，除主机外的其它设备均为从机。主机通过从机地

址访问从机，对应的从机作出响应，与主机通信。从机之间无法通信，任何数据传输都必须

通过主机进行。 

（3）地址：每个 I2C 器件都有自己的地址，以供自身在从机模式下使用。在标准的 I2C

中，从机地址被定义成 7 位（扩展 I2C 允许 10 位地址）。地址 0000000 一般用于发出总线广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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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送器与接收器：发送数据到总线的器件被称为发送器。从总线接收数据的器件

被称为接收器。 

（5）SDA 与 SCL（Serial CLock）：串行数据线 SDA（Serial DAta）。串行时钟线 SCL

（Serial CLock）。 

图 12-4 给出一个由 MCU 作为主机，通过 I2C 总线带 3 个从机的单主机 I2C 总线硬件

系统。这是最常用、最典型的 I2C 总线连接方式。注意连接时需要共地。 

 

 

 

 

 

 

 

 

图 12-4 I2C 的典型连接 

在物理结构上，I2C 系统由一条串行数据线 SDA 和一条串行时钟线 SCL 组成。SDA 和

SCL 管脚都是漏极开路输出结构，因此在实际使用时，SDA 和 SCL 信号线都必须要加上拉

电阻 Rp（Pull-UpResistor）。上拉电阻一般取值 3~10KΩ，接 5V 电源即可与 5V 逻辑器件接

口。主机按一定的通信协议向从机寻址并进行信息传输。在数据传输时，由主机初始化一次

数据传输，主机使数据在 SDA 线上传输的同时还通过 SCL 线传输时钟。信息传输的对象和

方向以及信息传输的开始和终止均由主机决定。 

每个器件都有唯一的地址，且可以是单接收的器件（例如 LCD 驱动器），或者是可以接

收也可以发送的器件（例如存储器）。发送器或接收器可在主或从机模式下操作。 

2．I2C 总线数据通信协议概要 

1）I2C 总线上数据的有效性 

I2C 总线以串行方式传输数据，从数据字节的最高位开始传送，每个数据位在 SCL 上

都有一个时钟脉冲相对应。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当时钟线高电平时，数据线上必须保持稳定

的逻辑电平状态，高电平为数据 1，低电平为数据 0。当时钟信号为低电平时，才允许数据

线上的电平状态变化，如图 12-5 所示。 

 

 

 

 

 

 

图 12-5 I2C 总线上数据的有效性 

2）I2C 总线上的信号类型 

I2C 总线在传送数据过程中共有四种类型信号，分别是开始信号、停止信号、重新开始

信号和应答信号。 

开始信号（START）：如图 12-6 所示。当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

变，产生开始信号。当总线空闲的时候（例如没有主动设备在使用总线，即 SDA 和 SCL 都

 

数据线稳定 
数据有效 

允许改变 
数据期 

SCL     SDA

从机（主机）

+5V

3~10KΩ3~10KΩ

时钟线SCL

数据线SDA

SCL     SDA

从机（主机）

SCL     SDA

从机（主机）

SCL     SDA

从机（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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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高电平），主机通过发送开始信号（START）建立通信。 

停止信号（STOP）：如图 12-6 所示。当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跳

变，产生停止信号。主机通过发送停止信号，结束时钟信号和数据通信。SDA 和 SCL 都将

被复位为高电平状态。 

重新开始信号（Repeated START）：在 I2C 总线上，主机可以在调用一个没有产生 STOP

信号的命令后，产生一个开始信号。主机通过使用一个重复开始信号来和另一个从机通信或

者同一个从机的不同模式通信。由主机发送一个开始信号启动一次通信后，在首次发送停止

信号之前，主机通过发送重新开始信号，可以转换与当前从机的通信模式，或是切换到与另

一个从机通信。如图 12-6 所示，当 SCL 为高电平时，SDA 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产生重

新开始信号，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开始信号。 

 

 

 

 

 

 

图 12-6 开始、重新开始和停止信号 

应答信号（A）：接收数据的 IC 在接收到 8 位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主机 IC 发出的特

定的低电平脉冲。每一个数据字节后面都要跟一位应答信号，表示已收到数据。应答信号是

在发送了 8 个数据位后，第 9 个时钟周期出现，这时发送器必须在这一时钟位上释放数据

线，由接收设备拉低 SDA 电平来产生应答信号，或者由接收设备保持 SDA 的高电平来产生

非应答信号，如图 12-7 所示。所以一个完整的字节数据传输需要 9 个时钟脉冲。如果从机

作为接收方向主机发送非应答信号，这样主机方就认为此次数据传输失败；如果是主机作为

接收方，在从机发送器发送完一个字节数据后，发送了非应答信号表示数据传输结束，并释

放 SDA 线。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都会终止数据传输，这时主机或是产生停止信号释放总线，

或是产生重新开始信号，从而开始一次新的通信。 

 

 

 

 

 

 

 

图 12-7 I2C 总线的应答信号 

开始、重新开始和停止信号都是由主控制器产生，应答信号由接收器产生，总线上带有

I2C 总线接口的器件很容易检测到这些信号。 

3）I2C 总线上数据传输格式 

一般情况下，一个标准的 I2C 通信由四部分组成：开始信号、从机地址传输、数据传输

和结束信号。由主机发送一个开始信号，启动一次 I2C 通信，主机对从机寻址，然后在总线

上传输数据。I2C 总线上传送的每一个字节均为 8 位，首先发送的数据位为最高位，每传送

一个字节后都必须跟随一个应答位，每次通信的数据字节数是没有限制的；在全部数据传送

结束后，由主机发送停止信号，结束通信。 

 

开始信号/重新开始信号 

 

停止信号 

 

非应答信号 

应答信号 

应答时钟周期 

主机产生的
SCL信号 

接收器 
输出信号 

发送器 
输出信号 

开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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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I2C 总线的数据传输格式 

如图 12-8 所示，时钟线为低电平时，数据传送将停止进行。这种情况可以用于当接收

器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后要进行一些其它工作而无法立即接收下个数据时，迫使总线进入等

待状态，直到接收器准备好接收新数据时，接收器再释放时钟线使数据传送得以继续正常进

行。例如，当接收器接收完主控制器的一个字节数据后，产生中断信号并进行中断处理，中

断处理完毕才能接收下一个字节数据，这时，接收器在中断处理时将钳住 SCL 为低电平，

直到中断处理完毕才释放 SCL。 

3．I2C 总线寻址约定 

I2C 总线上的器件一般有两个地址：受控地址和通用广播地址，每个器件有唯一的受控

地址用于定点通信，而相同的通用广播地址则用于主控方向时对所有器件进行访问。为了消

除 I2C 总线系统中主控器与被控器的地址选择线，最大限度地简化总线连接线，I2C 总线采

用了独特的寻址约定，规定了起始信号后的第一个字节为寻址字节，用来寻址被控器件，并

规定数据传送方向。 

在 I2C 总线系统中，寻址字节由被控器的 7 位地址位（D7～D1 位）和一位方向位（D0

位）组成。方向位为 0 时，表示主控器将数据写入被控器，为 1 时表示主控器从被控器读取

数据。主控器发送起始信号后，立即发送寻址字节，这时总线上的所有器件都将寻址字节中

的 7 位地址与自己器件地址比较。如果两者相同，则该器件认为被主控器寻址，并发送应答

信号，被控器根据数据方向位（R/W）确定自身是作为发送器还是接收器。 

MCU 类型的外围器件作为被控器时，其 7 位从机地址在 I2C 总线地址寄存器中设定。

而非 MCU 类型的外围器件地址完全由器件类型与引脚电平给定。I2C 总线系统中，没有两

个从机的地址是相同的。 

通用广播地址是用来寻址连接到 I2C 总线上的每个器件，通常在多个 MCU 之间用 I2C

进行通信时使用，可用来同时寻址所有连接到 I2C 总线上的设备。如果一个设备在广播地址

时不需要数据，它可以不产生应答来忽略。如果一个设备从通用广播地址请求数据，它可以

应答并当作一个从-接收器。当一个或多个设备响应时，主机并不知道有多少个设备应答了。

每一个可以处理这个数据的从-接收器可以响应第二个字节。从机不处理这些字节的话，可

以响应非应答信号。如果一个或多个从机响应，主机就无法看到非应答信号。通用广播地址

的含义一般在第二个字节中指明。 

4．主机向从机读/写 1 个字节数据的过程 

1）主机向从机写 1 个字节数据的过程 

主机要向从机写 1 个字节数据时，主机首先产生 START 信号，然后紧跟着发送一个从

机地址（7 位），查询相应的从机，紧接着的第 8 位是数据方向位（R/W），0 表示主机发送

数据（写），这时候主机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ACK），当主机收到应答信号时，发送给从机

一个位置参数，告诉从机主机的数据在从机接收数组中存放的位置，然后继续等待从机的响

应信号，当主机收到响应信号时，发送 1 个字节的数据，继续等待从机的响应信号，当主机

 开始或重新
开始信号 

停止或重新
开始信号 

在从机中断时,时
钟线保持低 

字节传送完成后, 
从机产生中断 

D7 D6 D1 D0 D7 D6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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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响应信号时，产生停止信号，结束传送过程。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主机向从机写数据 

2）主机从从机读 1 个字节数据的过程 

当主机要从从机读 1 个字节数据时，主机首先产生 START 信号，然后紧跟着发送一个

从机地址，查询相应的从机，注意此时该地址的第 8 位为 0，表明是向从机写命令，这时候

主机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ACK），当主机收到应答信号时，发送给从机一个位置参数，告

诉从机主机的数据在从机接收数组中存放的位置，继续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当主机收到应

答信号后，主机要改变通信模式（主机将由发送变为接收，从机将由接收变为发送），所以

主机发送重新开始信号，然后紧跟着发送一个从机地址，注意此时该地址的第 8 位为 1，表

明将主机设置成接收模式开始读取数据，这时主机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当主机收到应答信

号时，就可以接收 1 个字节的数据，当接收完成后，主机发送非应答信号，表示不再接收数

据，主机进而产生停止信号，结束传送过程。如图 12-10 所示。 

 

 

START 从机地址 0 A 数据存放位置 A 重新开始 从机地址 1 A 数据 A̅ STOP 

  

  

图 12-10 主机从从机读数据 

12.5.2 I2C 构件 API 

1．I2C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在 I2C 构件的头文件 i2c.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声明，表 12-5 给出其函数名、简明功

能及基本描述。 

2．I2C 常用接口函数 API 

//===================================================================== 

表 12-5 I2C 常用接口函数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i2c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I2C 模块，指定主机或者从机模式，地址，波特率 

2 i2c_read1 读数据 从指定的从机读取一个字节数据，若读取成功，返回 0；

反之，返回 1（带命令） 

3 i2c_readN 读数据 从指定的从机读取 N 个字节数据，若读取成功，返回 0；

反之，返回 1（带命令） 

4 i2c_write1 写数据 向指定的从机写 1 个字节数据，若写数据成功，返回 0；

反之，返回 1 

5 i2c_writeN 写数据 向指定的从机写 N 个字节数据，若写数据成功，返回 0；

反之，返回 1 

6 i2c_enable_re_int 使能中断 使能指定 I2C 模块的中断 

7 i2c_disable_re_int 关闭中断 关闭指定 I2C 模块的中断 

  

主机写数据   

START  从机地址  0   A  数据存放位置   A   数据   A    STOP   

W   

应答信号   应答信号   应答信号   

W R 主机读数据 

应答信号 应答信号 应答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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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称：i2c_init                                                         

//功能概要：初始化 IICX 模块。默认为 100K. 

//参数说明：I2C_No:模块号 

//          Mode 模式  1：主机     0：从机 

//          address 本模块初始化地址    范围(1~255) 

//          BaudRate 为波特率，其单位为 Kb/s，其取值为 25,50,75,100K 

//函数返回： 无 

//===================================================================== 

#define  i2c_init   

((void (*)(uint_8 I2C_No,uint_8 Mode,uint_8 address,uint_8 BaudRate))(bios_fun_point[37])) 

 

//===================================================================== 

//函数名称： i2c_read1 

//功能概要： 从从机读 1 个字节数据 

//参数说明： I2C_No:模块号，其取值为 0，1 

//       slaveAddress:读取的目标地址 

//       command： 读取命令，取值范围为 0~255。若无读取命令则该参数传 0xFFFF 

//       Data：存放的数据首地址 

//函数返回： 1：表示读取失败；0：读取成功 

//函数说明：该函数为对外函数，可以根据命令读取到相应的 1 个字节，若想读取 2 个 

//          或以上字节数数据，请使用 I2C_readN 函数，不建议使用循环调用此函 数。 

//===================================================================== 

#define  i2c_read1   

((uint_8 (*)(uint_8 I2C_No,uint_8 slaveAddress,uint_16 command,uint_8 * Data))(bios_fun_point[38])) 

 

//===================================================================== 

//函数名称：i2c_readN. 

//功能说明：读取 N 个字节，在这里 N 最小为 2。 

//函数参数：I2C_NO：i2c 模块号，其取值为 0,1 

//        slaveAddress：读取的从机设备地址 

//        command：读取命令，取值范围为 0~255。若无读取命令则该参数传 0xFFFF 

//        Data：存放的数据首地址 

//        DataNum：要读取的字节数（大于等于 2） 

//函数返回： 1：表示读取失败；0：读取成功 

//===================================================================== 

#define i2c_readN   

((uint_8 (*)(uint_8 I2C_No,uint_8 slaveAddress,uint_16 command,uint_8 *Data, uint_8 

DataNum))(bios_fun_point[39])) 

 

//===================================================================== 

//函数名称： i2c_write1 

//功能概要： 向从机写 1 个字节数据 

//参数说明： I2C_No:模块号，其取值为 0，1 

//          slaveAddress：从机地址 

//          Data:要发给从机的 1 个字节数据 

//函数返回：0，成功；1 失败 

//函数说明:  1：表示发送失败；0：发送成功 

//===================================================================== 

#define i2c_write1  ((uint_8 (*)(uint_8 I2C_No, uint_8 slaveAddress, uint_8 Data))(bios_fun_point[42])) 

 

//===================================================================== 

//函数名称： i2c_writeN 

//功能概要： 向从机写多字节数据 

//参数说明： I2C_No:模块号，其取值为 0，1 

//          slaveAddress：从机地址 

//          *Data:要发给从机数据首地址 

//          DataNum：发送的字节数 

//函数返回： 0，成功；1，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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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说明: 1：表示发送失败；0：发送成功 

//===================================================================== 

#define i2c_writeN   

((uint_8 (*)(uint_8 I2C_No, uint_8 slaveAddress, uint_8 *Data, uint_8 DataNum))(bios_fun_point[43])) 

 

//===================================================================== 

//函数名称：i2c_enable_re_int. 

//功能说明：打开 i2c 的 IRQ 中断。 

//函数参数：i2cNO:i2c 模块号，其取值为 0，1 

//函数返回：无 

//===================================================================== 

#define i2c_enable_re_int  ((void (*)(uint_8 I2C_No))(bios_fun_point[44])) 

 

//===================================================================== 

//函数名称：i2c_disable_re_int 

//功能说明：关闭 i2c 的 IRQ 中断。 

//函数参数：i2cNO:i2c 模块号，其取值为 0,1 

//函数返回：无。 

//===================================================================== 

#define i2c_disable_re_int  ((void (*)(uint_8 I2C_No))(bios_fun_point[45])) 

 

12.5.3 I2C 构件 API 的测试方法 

配合金葫芦使用 I2C0 和 I2C1 两个模块，实现 I2C 之间的通信，将"Version3.4\n"字符串

通过 I2C0 发送给 I2C1，在 I2C1 接受该字符串后，将该字符串通过 UARTA 将接收到的数

据发送给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接线时注意 SCL 和 SDA 两根线需要上拉。 

（1）添加 I2C 模块名称宏定义。在 user.h 文件中添加 I2C 模块定义，其中 I2CA、I2CB

在 gec.h 文件中定义。 

//I2C 模块定义 

#define IIC_0  I2CA  //SDA:GEC_46 SCL:GEC_47 

#define IIC_1  I2CB  //SDA:GEC_38 SCL:GEC_39 

（2）添加对 i2c.h 头文件引用。在 gec.h 文件中添加对 i2c.h 头文件的引用。 

（3）定义一个用于保存 I2C 模块之间传递信息的变量 data。在 main 函数的“声明 main

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部分，添加用于保存传递信息的变量 data。 

uint_8 data[20]; //用于保存 I2C 模块间传递的信息 

（4）初始化 I2C0 为主机，I2C1 为从机，并初始化 UARTA，可将下列语句添加到 main

函数的“初始化外设模块”处。 

light_init(LIGHT_RED,LIGHT_ON); //初始化红灯 

i2c_init(IIC_0,1,0x74,100);  //i2c0 初始化，IIC_0:模块号 1:主机 0x74:地址  100:波特率(单位:KBps) 

i2c_init(IIC_1,0,0x73,100);  //i2c0 初始化，IIC_1:模块号 0:从机 0x7x:地址  100:波特率(单位:KBps) 

uart_init(UART_USER,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设置为 9600 

（5）使能 I2C1 模块的接收中断，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使能模块中断”处。 

i2c_enable_re_int(IIC_1);     //使能模块中断 

（6）小灯闪烁一次，主机 I2C0 向从机 I2C1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可以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主循环”处。 

for(;;) 

{ 

 light_change(LIGHT_RED);//灯控 

 i2c_writeN(IIC_0, 0x73, data,12);//发送数据，IIC_1 中断调用 

 Delay_ms(1000);//1s 

} 

（7）在 isr.c 中断服务程序 I2CB_Handler 中，将主机发送过来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

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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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t_8 data; 

data = I2C1->D;//取数据 

I2C1->S|=0x02;//写 1 清 0 

uart_send1(UART_USER,data);//通过串口发送主机传送过来的数据 

（8）运行项目，观察串口调试工具的输出信息。将修改后的项目进行编译，并通过 AHL-

GEC-IDE 程序将编译得到的 HEX 文件更新到主板上。用串口通信线将主板上的串口 1 连接

到电脑上，将 GEC 芯片的 46 和 38 引脚连接并上拉；将 47 和 39 引脚连接并上拉。通过观

察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收到的数据。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CH12-5-I2C。 

12.6 SPI构件 

本节给出串行外设接口 SPI 的知识要素、应用程序接口 API 及测试方法。 

12.6.1 SPI 知识要素 

串行外设接口（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是原摩托罗拉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

行通讯接口，用于微处理器和外围扩展芯片之间的串行连接，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工业标准。

目前，各半导体公司推出了大量带有 SPI 接口的芯片，如 RAM、EEPROM、AD 转换器、

DA 转换器、LCD 显示驱动器等。 

SPI 主要的知识要素有：SPI 有关基本概念、SPI 的数据传输原理、SPI 时序等。 

1．SPI 有关基本概念 

1）主机与从机 

SPI 系统是典型的“主机-从机”（Master-Slave）系统。一个 SPI 系统，由一个主机和一

个或多个从机构成，主机启动一个与从机的同步通讯，从而完成数据的交换。提供 SPI 串行

时钟的 SPI 设备称为 SPI 主机（Master），其它设备则称为 SPI 从机（Slave）。 

2）主出从入引脚 MOSI 与主入从出引脚 MISO 

主出从入引脚 MOSI（Master Out/Slave In）是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对于 MCU

被设置为主机方式，主机送往从机的数据从该引脚输出。对于 MCU 被设置为从机方式，来

自主机的数据从该引脚输入。 

主入从出引脚 MISO（Master In/Slave Out）是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对于 MCU

被设置为主机方式，来自从机的数据从该引脚输入主机。对于 MCU 被设置为从机方式，送

往主机的数据从该引脚输出。 

3）SPI 串行时钟引脚 SCK 

SPI 串行时钟引脚 SCK（Serial Clock）用于控制主机与从机之间的数据传输。串行时钟

信号由主机的内部总线时钟分频获得，主机的 SCK 引脚输出给从机的 SCK 引脚，控制整个

数据的传输速度。在主机启动一次传送的过程中，从 SCK 引脚输出自动产生的 8 个时钟周

期信号，SCK 信号的一个跳变进行一位数据移位传输。 

4）时钟极性与时钟相位 

时钟极性表示时钟信号在空闲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时钟相位表示时钟信号 SCK 的

第一个边沿出现在第一位数据传输周期的开始位置还是中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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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I 的数据传输原理 

 

图 12-11 是 SPI 的主-从连接示意图，图中的移位寄存器为 8 位，所以每一工作过程传

送 8 位数据。从主机 CPU 发出启动传输信号开始，将要传送的数据装入 8 位移位寄存器，

并同时产生 8 个时钟信号依次从 SCK 引脚送出，在 SCK 信号的控制下，主机中 8 位移位寄

存器中的数据依次从 MOSI 引脚送出，到从机的 MOSI 引脚后送入它的 8 位移位寄存器。在

此过程中，从机的数据也可通过MISO引脚传送到主机中。所以称之为全双工主-从连接（Full-

Duplex Master-Slave Connections）。其数据的传输格式是高位（MSB）在前，低位（LSB）在

后。 

图 12-11 是一个主 MCU 和一个从 MCU 的连接，也可以一个主 MCU 与多个从 MCU 进

行连接形成一个主机多个从机的系统；还可以多个 MCU 互联构成多主机系统；另外也可以

一个 MCU 挂接多个从属外设。但是，SPI 系统最常见的应用是利用一个 MCU 作为主机，

其它处于从机地位，这样，主机的程序启动并控制数据的传送和流向，在主机的控制下，从

属设备从主机读取数据或向主机发送数据。 

3．SPI 时序 

SPI 的数据传输是在时钟信号 SCK（同步信号）的控制下完成的。数据传输过程涉及到

时钟极性与时钟相位设置问题。以下讲解使用 CPOL 描述时钟极性（Clock Polarity ），使用

CPHA 描述时钟相位（Clock Phase）。主机和从机必须使用同样的时钟极性与时钟相位，才

能正常通信。总体要求是：确保发送数据在一周期开始的时刻上线，接收方在 1/2 周期的时

刻从线上取数，这样是最稳定的通信方式。对发送方编程必须明确两点：接收方要求的时钟

空闲电平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接收方在时钟的上升沿取数还是下降沿取数。据此，设置时

钟极性与时钟相位。 

关于时钟极性与相位的选择，有四种可能情况。 

1）空闲电平低电平，上升沿取数—CPOL=0，CPHA=0 

若空闲电平为低电平，接收方在时钟的上升沿取数。为了保证数据的正确传输，第一位

数据提前半个时钟周期上线，在第一个时钟信号的上升沿，数据已经上线半个周期，处于

稳定状态，接收方此时采样线上信号，最为稳定。在时钟信号的一个周期结束后（下降沿），

时钟信号又达低电平，下一位数据又开始上线，再重复上述过程，直到一个字节的 8 位信

号传输结束。若用 CPOL=0 表征空闲电平低电平，用 CPHA=0 表征第一位数据提前半个时

钟周期上线。则图 12-12 情况，CPOL=0，CPHA=0。 

 

 

 

 

 

 

 

图 12-11 SPI 全双工主-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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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CPOL=0，CPHA=0 时的数据/时钟时序图 

2）空闲电平低电平，下降沿取数—CPOL=0，CPHA=1 

图 12-13 与图 12-12 唯一不同之处是在同步时钟信号的下降沿时采样线上信号，类似分

析之。 

 

 

 

 

 

 

 

图 11-3 CPOL=0，CPHA=1 时的数据/时钟时序图 

3）空闲电平高电平，下降沿取数—CPOL=1，CPHA=0 

可对图 12-14 做类似分析。空闲电平高电平（CPOL=1），下降沿取数，数据需提前半个

周期上线（CPHA=0）。 

 

 

 

 

 

 

 

图 12-14 CPOL=1，CPHA=0 时的数据/时钟时序图 

4）空闲电平高电平，上升沿取数—CPOL=1，CPHA=1 

可对图 12-15 做类似分析。空闲电平高电平（CPOL=1），上升沿取数，数据可与时钟同

时变化，不需提前上线（CP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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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5 CPOL=1，CPHA=1 时的数据/时钟时序图 

只有正确地配置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数据才能够被准确的接收。因此必须严格对照从

机 SPI 接口的要求来正确配置主机的时钟极性和时钟相位。 

12.6.2 SPI 构件 API 

1．SPI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在 SPI 构件的头文件 spi.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声明，表 12-6 给出其函数名、简明功

能及基本描述。 

2．SPI 常用接口函数 API 

//===================================================================== 

//函数名称：spi_init。 

//功能说明：SPI 初始化 

//函数参数：No：模块号，可取值为 SPIA（0）、SPIB（1），具体见 gec.h 文件 

//       MSTR：SPI 主从机选择，0 选择为从机，1 选择为主机。 

//       BaudRate：波特率，可取 12000、6000、4000、3000、1500、1000，单位：b/s 

//       CPOL：CPOL=0：高有效 SPI 时钟（低无效）；CPOL=1：低有效 SPI 时钟（高无效） 

//       CPHA：CPHA=0 相位为 0； CPHA=1 相位为 1； 

//函数返回：无 

//函数备注： CPHA=0，时钟信号的第一个边沿出现在 8 周期数据传输的第一个周期的中央； 

//           CPHA=1，时钟信号的第一个边沿出现在 8 周期数据传输的第一个周期的起点。 

//===================================================================== 

#define spi_init   

((void (*)(uint_8 No,uint_8 MSTR,uint_16 BaudRate,uint_8 CPOL,uint_8 CPHA))(bios_fun_point[56])) 

 

//===================================================================== 

//函数名称：spi_send1. 

//功能说明：SPI 发送一字节数据。 

//函数参数：No：模块号，可取值为 SPIA（0）、SPIB（1），具体见 gec.h 文件 

//          data：需要发送的一字节数据。 

//函数返回：0：发送失败；1：发送成功。 

//===================================================================== 

表 12-5 I2C 常用接口函数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spi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SPI 模块，指定主机或者从机模式，地

址，波特率 

2 spi_send1 发送数据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若读取成功，返回 1；反

之，返回 0（带命令） 

3 spi_sendN 发送数据 发送 N 个字节数据，无返回 

4 spi_receive1 接收数据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返回接收字节 

5 spi_receiveN 接收数据 接收 N 个字节数据，若读取成功，返回 1；反

之，返回 0（不带命令） 

7 spi_enable_re_int 使能中断 使能指定 SPI 模块的接收中断 

8 spi_disable_re_int 关闭中断 关闭指定 SPI 模块的接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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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spi_send1  ((uint_8 (*)(uint_8 No,uint_8 data))(bios_fun_point[57])) 

 

//===================================================================== 

//函数名称：spi_sendN. 

//功能说明：SPI 发送数据。 

//函数参数：No：模块号，可取值为 SPIA（0）、SPIB（1），具体见 gec.h 文件 

//          n:   要发送的字节个数。范围为(1~255) 

//          data[]:所发数组的首地址。 

//函数返回：无。 

//===================================================================== 

#define spi_sendN  ((void (*)(uint_8 No,uint_8 n,uint_8 data[]))(bios_fun_point[58])) 

 

//===================================================================== 

//函数名称：spi_receive1. 

//功能说明：SPI 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函数参数：No：模块号，可取值为 SPIA（0）、SPIB（1），具体见 gec.h 文件 

//函数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define spi_receive1  ((uint_8 (*)(uint_8 No))(bios_fun_point[59])) 

 

//===================================================================== 

//函数名称：spi_receiveN. 

//功能说明：SPI 接收数据。当 n=1 时，就是接受一个字节的数据…… 

//函数参数：No：模块号，可取值为 SPIA（0）、SPIB（1），具体见 gec.h 文件 

//          n:    要发送的字节个数。范围为(1~255), 

//       data[]:接收到的数据存放的首地址。 

//函数返回：1：接收成功,其他情况：失败。 

//===================================================================== 

#define spi_receiveN  ((uint_8 (*)(uint_8 No,uint_8 n,uint_8 data[]))(bios_fun_point[60])) 

 

//===================================================================== 

//函数名称：spi_enable_re_int 

//功能说明：打开 SPI 接收中断。 

//函数参数：No：模块号，可取值为 SPIA（0）、SPIB（1），具体见 gec.h 文件 

//函数返回：无。 

//===================================================================== 

#define spi_enable_re_int  ((void (*)(uint_8 No))(bios_fun_point[61])) 

 

//===================================================================== 

//函数名称：spi_disable_re_int 

//功能说明：关闭 SPI 接收中断。 

//函数参数：No：模块号，可取值为 SPIA（0）、SPIB（1），具体见 gec.h 文件 

//函数返回：无。 

//===================================================================== 

#define spi_disable_re_int  ((void (*)(uint_8 No))(bios_fun_point[62]))  

12.6.3 SPI 构件 API 的测试方法 

配合金葫芦使用 SPI0 和 SPI1 两个模块，实现 SPI 之间的通信，将"Version3.4\n"字符串

通过 SPI0 发送给 SPI1，在 SPI1 接受该字符串后，将该字符串通过 UART_USER 将接收到

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的串口调试助手。 

（1）定义一个用于保存 I2C 模块之间传递信息的变量 data。在 main 函数的“声明 main

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部分，添加用于保存传递信息的变量 data。 

uint_8 data[20]; //用于保存 I2C 模块间传递的信息 

（2）初始化 SPI0 为主机，SPI1 为从机，并初始化 UART_USER，可将下列语句添加到

main 函数的“初始化外设模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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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_init(LIGHT_RED,LIGHT_ON);//初始化红灯 

spi_init(SPIA,0,6000,0,0);     //SPI0 模块初始化 

spi_init(SPIB,1,6000,0,0);     //SPI1 模块初始化 

uart_init(UART_USER,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设置为 9600 

（3）使能 I2C1 模块的接收中断，可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使能模块中断”处。 

spi_enable_re_int(SPIB); //使能 SPIB 模块中断 

（4）小灯闪烁一次，主机 I2C0 向从机 I2C1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可以将下列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主循环”处。 

for(;;) 

{ 

 light_change(LIGHT_RED);//灯控 

 spi_sendN(SPIA,12,data);//发送数据,调用 SPIB 中断接收数据  

 Delay_ms(1000);//1s 

} 

（5）在 isr.c 中断服务程序 SPIB_Handler 中，将主机发送过来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

位机。  

uint_8 data; 

data = spi_receive1(SPIB); //接收 1 个字节的数据 

uart_send1(UART_USER,data);//发送主机传送过来的数据 

（6）运行项目，观察串口调试工具的输出信息。将修改后的项目进行编译，并通过 AHL-

GEC-IDE 程序将编译得到的 HEX 文件更新到主板上。用串口通信线将主板上的串口 1 连接

到电脑上，将 GEC 芯片的 31 引脚上拉、22 引脚下拉、30 和 21 连接、29 和 15 连接、28 和

16 连接。通过观察串口调试工具查看收到的数据。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CH12-6-SPI。 

12.7 PWM构件 

本节给出脉宽调制 PWM 的知识要素、应用程序接口 API 及测试方法 

12.7.1 PWM 知识要素 

脉宽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or，PWM）是电机控制的重要方式之一。PWM 信号是

一个高/低电平重复交替的输出信号，通常也叫脉宽调制波或 PWM 波。PWM 的最常见的应

用是电机控制，还有一些其他用途，例如可以利用 PWM 为其他设备产生类似于时钟的信号，

可利用 PWM 控制灯以一定频率闪烁，可以利用 PWM 控制输入到某个设备的平均电流或电

压等。 

PWM 信号的主要技术指标有：PWM 时钟源频率、PWM 周期、占空比、极性、对齐方

式、脉冲宽度与分辨率等。 

1．PWM 时钟源频率、PWM 周期与占空比 

通过 MCU 输出 PWM 信号的方法与使用纯电力电子实现的方法相比，有实现方便之优

点，所以目前经常使用的 PWM 信号主要通过 MCU 编程实现。图 12-16 给出了一个利用

MCU 编程方式产生 PWM 波的实例。这个方法需要有个产生 PWM 波的时钟源，其频率记

为 FCLK，单位 Khz，相应时钟周期 TCLK=1/FCLK，单位 ms。 

PWM 周期用其有效电平持续的时钟周期个数来度量，记为 NPWM。例如图 12-16 中的

PWM 信号的周期是 NPWM=8（无量纲），实际 PWM 周期 TPWM=8*TC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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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M 占空比（Duty Ratio）被定义为 PWM 信号处于有效电平的时钟周期数与整个 PWM

周期内的时钟周期数之比，用百分比表征。图 12-16（a）中，PWM 的高电平（高电平为有

效电平）为 2TCLK，所以占空比=2/8=25%，类似计算，图 12-16（b）占空比为 50%（方波）、

7-2（c）占空比为 75%。 

2．PWM 极性 

PWM 极性决定了 PWM 波的有效电平。正极性，表示 PWM 有效电平为高（如图 12-

16），那么在边沿对齐的情况下，PWM 引脚的平时电平（也称空闲电平）就应该为低，开始

产生 PWM 的信号为高电平，到达比较值时，跳变为低电平，到达 PWM 周期时又变为高电

平，周而复始。负极性则相反，PWM 引脚平时电平（空闲电平）为高，有效电平为低。此

种情况，有的文献仍把占空比定义为高电平时间与 PWM 周期之比，注意实际使用时需要换

算。 

3．PWM 的对齐方式 

可以用 PWM 引脚输出发生跳变的时刻来描述 PWM 的边沿对齐与中心对齐两种对齐方

式。从 MCU 编程方式产生 PWM 的方法来理解。设产生 PWM 波的时钟源周期为 TCLK,PWM

的周期 TPWM==M*TCLK，脉宽 W=N*TCLK,同时假设设 N>0，N<M，计数器记为 CNT，通道

（n）值寄存器记为 CnV=N，用于比较。设 PWM 引脚输出平时电平为低电平，开始时，CNT

从 0 开始计数，在 CNT=0 的时钟信号上升沿，PWM 输出引脚由低变高，随着时钟信号增

1，CNT 增 1，当 CNT=N 时（即 CNT=CnV），在此刻的时钟信号上升沿，PWM 输出引脚由

高变低，持续 M-N 个时钟周期，CNT=0，PWM 输出引脚由低变高，周而复始。这就是边沿

对齐（Edge-Aligned）的 PWM 波，缩写为 EPWM，是一种常用 PWM 波。图 12-17 给出了

周期为 8，占空比为 25%的 EPWM 波示意图。可以概括地说，在平时电平为低电平的 PWM

的情况下，开始计数时，PWM 引脚同步变高，就是边沿对齐。 

 

 

 

 

 

 

 

 

 

 

 

 

 

 

 

 

 

 

 

图 12-16 PWM 的占空比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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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7 边沿对齐方式 PWM 输出 

中心对齐 PWM（Center-Aligned）的 PWM 波，缩写为 CPWM，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产生

PWM 脉宽调制波的方法，常用在逆变器、电机控制等场合。图 12-18 给出了 25%占空比时

CPWM 产生的示意图，在计数器向上计数时，当计数值（CNT）小于计数比较值（CnV）的

时候，PWM 通道输出低电平，当计数值（CNT）大于计数比较值（CnV）的时候，PWM 通

道发生电平跳转输出高电平。在计数器向下计数时，当计数值（CNT）大于计数比较值（CnV）

的时候，PWM 通道输出高电平，当计数值（CNT）小于计数比较值（CnV）的时候，PWM

通道发生电平跳转输出低电平。按此运行机理周而复始的运行便实现 CPWM 波的正常输出。

可以概括地说，设 PWM 波的低电平时间 tL=K*TCLK，在平时电平为低电平的 PWM 的情况

下，中心对齐的 PWM 波，比边沿对齐的 PWM 波形向右平移了（K/2）个时钟周期。 

 

 

 

 

 

 

 

 

 

图 12-18 25%占空比中心对齐方式 PWM 

4．PWM 脉冲宽度与分别率 

脉冲宽度是指一个 PWM 周期内，PWM 波处于有效电平的时间（用持续的时钟周期数

表征）。PWM 脉冲宽度可以用占空比与周期计算出来，可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指标。 

PWM 分辨率△T 是指脉冲宽度的最小时间增量，等于时钟源周期，△T=TCLK，也可不

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指标。例如，若 PWM 是利用频率 FCLK=48Mhz 的时钟源产生的，即时

钟源周期 TCLK=（1/48）μs=0.208μs=20.8ns，那么脉冲宽度的每一增量为△T=20.8ns，就是

PWM 的分辨率。它就是脉冲宽度的最小时间增量了，脉冲宽度的增加与减少只能是△T 的

整数倍。实际上脉冲宽度正是用高电平持续的时钟周期数（整数）来表征。PWM 分辨率 

12.7.2 PWM 构件 API 

1．PWM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在 PWM 构件的头文件 pwm.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声明，表 12-7 给出其函数名、简

明功能及基本描述。 

 

表 12-7 PWM 常用接口函数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pwm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PWM 模块，指定时钟频率、周期、占空

比、对齐方式以及极性 

2 pwm_update 更新占空比 更新 PWM 模块，改变占空比，指定更新后的占

空比，无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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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WM 常用接口函数 API 

//===================================================================== 

//函数名称： pwm_init 

//功能概要： PWM 模块初始化 

//参数说明： pwmNo：pwm 模块号 

//           clockFre：时钟频率，单位：Khz，取值：375、750、1500、3000、6000、 

//                   12000、24000、48000 

//           period：周期，单位个数，如 100，1000... 

//           duty：占空比：0.0~100.0 对应 0%~100% 

//           align：对齐方式 

//           pol：极性 

//函数返回： 无 

//===================================================================== 

#define pwm_init ((void (*)(uint_16 pwmNo,uint_32 clockFre,uint_16 period,float duty,uint_8 align,uint_8 

pol))(bios_fun_point[86])) 

 

//===================================================================== 

//函数名称： pwm_update 

//功能概要： PWM 模块更新，改变占空比 

//参数说明： pwmNo：pwm 模块号 

//           duty：占空比：0.0~100.0 对应 0%~100% 

//函数返回： 无 

//===================================================================== 

#define pwm_update ((void (*)(uint_16 pwmNo,float duty))(bios_fun_point[87])) 

12.7.3 PWM 构件 API 的测试方法 

配合金葫芦 IoT-GEC 使用 PWM 模块，在 PWM_PIN0 和 GND 引脚之间接一个小灯，

利用 PWM 输出驱动小灯的亮度变化，使用步骤如下： 

（1）初始化 PWM_PIN0 模块，时钟频率为 24000kHZ，占空比设为 90.0%，周期为 10，

对齐方式为边沿对齐，极性选择为正极性，可将下列语句添加到 main 函数的“初始化外设

模块”处。 

pwm_init(PWM_PIN0,24000,10,90.0,PWM_EDGE,PWM_PLUS); 

（2）不停的更新 PWM0_5 模块，改变占空比，能够看到小灯的明暗变化，可以将下列

语句放到 main 函数的“主循环”处。 

pwm_update(PWM_PIN0,10.0); //改变占空比为 10% 

Delay_ms(1000);           //延时 1S 

pwm_update(PWM_PIN0,90.0);// 改变占空比为 90% 

Delay_ms(1000);           //延时 1S 

（3）运行项目，观察串口调试工具的输出信息。将修改后的项目进行编译，并通过 AHL-

GEC-IDE 程序将编译得到的 HEX 文件更新到主板上，观察 PWM_PIN0 和 GND 引脚之间

的小灯亮暗变化情况。 

具体实例可参考..\ 04-Soft\03-Example\CH12_Prg\CH12-7-PWM。 

12.8 其他基础构件列表 

前几小节对 GPIO、UART、ADC、Flash、I2C、SPI 等模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于其

他基础的构件，仿照前几节介绍的使用方法并参考构件头文件，很容易使用，其他基础构件

如表 12-6 所示。 

表 12-6 其他基础构件列表 

硬件对象 构件名 概要 构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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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功耗定时器 lptmr 

低功耗定时器模块 LPTMR（Low 

Power Timer），可以被配置成具有可选

预分频因子的定时器，也可以被配置

成带有脉冲干扰滤波器功能的脉冲计

数器。LPTMR 模块可以工作在所有的

电源模式下，用以普通单次计时，时

钟源多样。 

lptmr_init 初始化函数 

lptmr_enable_int LPTMR 模块中

断及定时器中断使能函数 

lptmr_disable_int LPTMR 模块中

断及定时器中断禁止函数 

触摸感应接口 tsi 

触摸感应输入（Touch Sensing Input，

TSI）模块具有高灵敏和强鲁棒性的电

容触摸感应检测能力。TSI 模块可低功

耗模式下运行，能以一个触摸事件唤

醒 CPU，能够实现键盘触摸，旋转和

滑动。 

tsi_init 初始化函数 

tsi_enable_re_int tsi 中断使能 

tsi_disable_re_int 中断禁止 

看门狗 wdog 

看门狗定时器（WDOG）全称为

Computer Operating Properly (COP) 

Watchdog，也可以简称 COP。看门狗

定时器具有监视系统功能，当运行程

序跑飞或一个系统中的关键系统时钟

停止引起严重的后果的情形下，无法

回到正常的程序上执行，看门狗通过

复位系统的方式，将系统带到一个安

全操作的状态。 

wdog_start 启动看门狗模块 

wdog_stop 禁用看门狗模块 

wdog_feed 喂狗，清看门狗定时

器 

12.9 本章小结 

本章从芯片无关性角度，给出 GPIO、UART、ADC、Flash、I2C、SPI、PWM 等基础构

件的知识要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构件的对外接口函数原型及使用案例。这些均是 NB-IoT

终端 UE 常用的构件。GEC 中使用的 MCU 不同，这些构件的源码差异很大，但是当把它封

装在 BIOS 中，对 GEC 的使用者来说，其内部细节是屏蔽的，只要掌握其知识要素及构件

的使用方法即可完成大部分类型终端 UE 的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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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基于GEC的UE软硬件设计过程 

本章以金葫芦开发套件的为例，阐述给出基于 GEC 的 UE 软硬件设计过程。可从中体

会到，利用 GEC 软件硬件生态系统，UE 的设计过程具有门槛低、规范且简捷等特点。 

13.1 输入/输出分析 

可以把以 GEC 为核心的 NB-IoT 终端 UE 看成一个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本节给出其共

性与个性分析基本方法，这个方法也适用于一般嵌入式系统。 

13.1.1 输入/输出的共性分析 

终端 UE 属于嵌入式产品，其需求分析，主要是站在 GEC 角度进行输入/输出分析。图

13-1 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以 GEC 为核心的终端 UE 组成框图。 

以 GEC 为核心的终端 UE 可以包括模拟量的输入、模拟量的输出，开关量的输入、开

关量的输出及数据通信的部分。 

实际模拟信号一般来自相应的传感器。例如，要测量室内的温度，就需要温度传感器。

但是，一般传感器将实际的模拟信号转成的电信号都比较弱，GEC 无法直接测量该信号，

需要将其放大，然后经过模/数(AD)转换变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实际开关信号一般也来自相应的开关类传感器。如光电开关、电磁开关、声控开关、红

外开关等等。手动开关也可作为开关信号送到 GEC 中。对 GEC 来说，开关信号就是只有

“0”和“1”两种可能值的数字信号。 

其他输入信号通过某些通信方式与 GEC 沟通。常用的通信方式有：异步串行（UART）

通信、串行外设接口（SPI）通信、集成电路互联总线（I2C）、无线通信等。 

在执行机构中，有开关量执行机构，也有模拟量执行机构。开关量执行机构只有“开”、

 

 

 

 

 

 

 

 

 

 

 

 

 

 

 

 

 

图 13-1 一个典型的以 GEC 为核心的终端 UE 组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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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两种状态。模拟量执行机构需要连续变化的模拟量控制。GEC 一般是不能直接控制

这些执行机构，需要通过相应的隔离和驱动电路实现。还有一些执行机构，既不是通常开关

量控制，也不是通常 DA 转换量控制，而是“脉冲”量控制，如控制调频电动机，GEC 则通

过软件对其控制。 

13.1.2 输入/输出的个性分析 

嵌入式产品的开发应遵循软件工程的原则。但是，软件工程的基本原则是可以在工程实

践中慢慢体会的。做任何一个项目，首先要在计算机硬盘上建立一个以项目名称（或简称）

为文件夹名的文件夹，以便统一管理项目开发过程中的资料。同时在这个独立的文件夹下，

建立“01_Information”、“02_Document”、“03_Hardware”、“04_Software”、“05_Tool”、

“06_Other”等下一级文件夹，必要时还要建立一些以日期命名的文件夹，随着工作的进展

安排在相应的文件夹下。总之，要清晰、合理地放置您的工作资料。有了这些文件夹和基本

原则，为文件放置“分门别类，各有归处”提供基础。 

对系统进行输入/输出分析是整个工程的第一步。以 GEC 为核心的输入/输出分析主要

分析有哪些物理量需要与 GEC 打交道，可以列表进行。如 13-1 给出了金葫芦扩展板的输入

/输出分析。 

表 13-1 金葫芦 IoT-GEC 扩展板输入/输出分析表 

编号 物理量 属性 英文命名 技术描述 GEC 管脚 

1 蓝红绿三色灯 开关量输出 

LIGHT_RED 

LIGHT_GREEN 

LIGHT_BLUE 

（1）三色灯为蓝红绿合为一体

三色灯； 

（2）GEC 引脚直接控制 

（3）低电平点亮 

GPIOA_2 

GPIOA_1 

GPIOA_0 

2 
MCU 内部温

度传感器 

模拟量直接

AD 转换 
AD_MCU_TEMP 

（1）无需引出脚； 

（2）MCU 芯片手册中给出温

度计算公式
注①

 

无需引脚 

 

3 
温度传感器 

（热敏电阻） 

模拟量输入

AD 转换 
AD_EXT_TEMP 

（1）GEC 引脚直接采集 

（2）通过 10K 电阻串联分压 
ADC_PIN4 

4 
光亮度传感器

（光敏电阻） 

模拟量输入

AD 转换 
AD_BRIGHT 

（1）GEC 引脚直接采集 

（2）通过 10K 电阻串联分压 
ADC_PIN6 

5 磁开关 开关量输入 MAG_DET 

（1）通过全极磁开关

TMR1302 芯片检测 

（2）直接接入 GEC 引脚 

（3）无磁场时默认高电平 

GPIOC_6 

6 红外发射管 开关量输出 IF_OUT 
GEC 引脚直接控制，低电平发

射信号 
GPIOC_3 

7 红外接收管 开关量输入 IF_IN 
默认上拉到高电平，检测到红

外时输入低电平 
GPIOC_2 

8 彩色 LCD 
SPI 通信接

口 
LCD 构件 使用 SPIA 接口 

GEC_15 

GEC_16 

GEC_21 

GEC_22 

9 NB-IoT 通信 内部 uecom 构件 

（1）无线通信，需外接天线 

（2）uecom 构件由 BIOS 实

现，用户使用参考 uecom.h。 

 

注 
注①： MCU 内部温度 TMCU（℃）与 AD 值 TAD_MCU_TEMP 换算公式： 

TMCU=(25.0-(TAD_MCU_TEMP*0.05-719)/1.7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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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快速规范的硬件评估 

13.2.1 拷贝 User 工程框架 

在“..\04_Soft”目录下用户程序的基本框架“User_Basic_Frame(KL36)”，用户可以通过

拷贝该文件夹，并通过一定修改来完成相应的用户程序。 

13.2.2 编程评估各硬件单元 

本节以磁开关检测为例来介绍基于 GEC 的软硬件设计，通过该实例的移植应用为用户

应用实例的开发提供示范。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拷贝用户程序基本框架“User_Basic_Frame(KL36)”到用户指定文件夹下； 

（2）修改文件夹名为用户工程文件夹，例如，修改为：“User_MAG(KL36)”； 

（3）打开 KDS 开发环境，导入“User_MAG(KL36)”用户工程，具体如图 13-2 所示; 

（4）导入用户工程后，工程名称还是之前的“User_Basic_Frame(KL36)”，在工程名上

右键点击选择“Rename”重新命名为用户工程“User_MAG(KL36)”，具体如图 13-3 所示； 

 

 

 

 

 

 

 

 

 

 

 

 

 

 

 

图 13-2 KDS 开发环境导入用户工程 

 

 

 

 

 

 

 

 

 

 

图 13-3 修改工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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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工程文件夹“05_UserBoard”目录下增加 mag.h、mag.c 两个关于磁开关的模块

文件，添加完成后，在 kds 工程环境的“05_UserBoard”目录上右击“refresh”后工程中将

会自动加入这两个文件； 

（6）编辑 mag.h、mag.c 两个文件 

mag.h 如下： 

//====================================================================== 

//文件名称：mag.h 

//功能概要：磁开关构件头文件 

//制作单位：苏大 arm 技术中心(sumcu.suda.edu.cn) 

//更新记录：2012-02-02 V1.0，2015-02-23 V3.0 

//====================================================================== 

 

#ifndef _MAG_H     //防止重复定义（_MAG_H  开头) 

#define _MAG_H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common.h"    //包含公共要素头文件 

#include "gpio.h"      //用到 gpio 构件 

 

//端口及引脚定义 

#define  MAG_DET    GPIOC_6  //磁开关所在引脚：GEC_11 

 

//磁开关状态宏定义（对应的物理电平由硬件接法决定） 

#define  MAG_ON       0    //磁开关打开 

#define  MAG_OFF      1    //磁开关关闭 

 

//=================接口函数声明======================================= 

//===================================================================== 

//函数名称：mag_init 

//函数参数：port_pin：(端口号)|(引脚号)（如：(PTB_NUM)|(9) 表示为 B 口 9 号脚）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磁开关驱动初始化。 

//===================================================================== 

void mag_init(uint_16 port_pin); 

 

///===================================================================== 

//函数名称：mag_get 

//函数参数：port_pin：(端口号)|(引脚号)（如：(PTB_NUM)|(9) 表示为 B 口 9 号脚） 

//函数返回：返回磁开关状态 

//功能概要：获取磁开关状态。 

//===================================================================== 

uint_8 mag_get(uint_16 port_pin); 

 

#endif    //防止重复定义（_MAG_H  结尾) 

 

 

mag.c 如下： 

//===================================================================== 

//文件名称：mag.c 

//功能概要：小灯构件源文件 

//===================================================================== 

 

#include "mag.h" 

 

//===================================================================== 

//函数名称：mag_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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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参数：port_pin：(端口号)|(引脚号)（如：(PTB_NUM)|(9) 表示为 B 口 9 号脚）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磁开关驱动初始化。 

//===================================================================== 

void mag_init(uint_16 port_pin) 

{ 

    //初始化为输入，默认高电平 

 gpio_init(port_pin, GPIO_INPUT, 1); 

} 

 

//===================================================================== 

//函数名称：mag_get 

//函数参数：port_pin：(端口号)|(引脚号)（如：(PTB_NUM)|(9) 表示为 B 口 9 号脚） 

//函数返回：返回磁开关状态 

//功能概要：获取磁开关状态。 

//===================================================================== 

uint_8 mag_get(uint_16 port_pin) 

{ 

    return gpio_get(port_pin); 

} 

（7）user.h 中增加 mag 头文件 

#ifndef USER_H   //防止重复定义（开始） 

#define USER_H 

#include"gec.h" 

#include "light.h" 

#include "mag.h" 

 

//=========================================================== 

//UART 模块定义 

#define UART_USER   UARTA  //TX 引脚：GEC_10；RX 引脚：GEC_8 

 

 

#endif//防止重复定义（结尾） 

（8）main.c 中调用 mag 模块 

模块初始化 

//（1.6）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 

light_init(LIGHT_RED,LIGHT_ON);    //初始化红灯 

mag_init(MAG_DET);                 //初始化磁开关 

主循环调用 mag 模块，实现功能为 1 秒进行一次磁场检测，当检测到是串口输出“检

测到磁场信号”，未检测到是串口输出“未检测到磁场信号” 

//（2）主循环部分（开头）====== 

    for(;;) 

    { 

     mMainLoopCount++;     //主循环使用的记录主循环次数变量 

        //1 秒到达之后进行的操作 

        mTmp=sysTimeGet();    //获得当前系统时间（s) 

        if (mTmp!=gTimeSec)   //1 秒到 

        { 

            gTimeSec=mTmp; 

            timeChange(gTimeSec,gTimeString);  //转为字符串 

            light_change(LIGHT_RED);    //切换红灯（这样红灯每秒闪一次） 

 

            //磁开关检测 

            if(mag_get(MAG_DET) == MAG_ON) 

             printf("检测到磁场信号\n");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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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未检测到磁场信号\n"); 

        } 

    } 

    //（2）主循环部分（结尾）====== 

（ 9）编译工程，通过“RemoteUpdate”下载工具一键下载 Debug 目录下单

“User_MAG(KL36).hex”； 

（10）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和一块小磁石完成此开关检测，如图 13-4 所示； 

13.3 硬件原理图绘制与PCB电路板制作 

13.3.1 构件化硬件原理图绘制的简明规则 

机械、建筑等传统产业的运作模式是先生产符合标准的构件（零部件），然后将标准构

件按照规则组装成实际产品。其中，构件（Component）是核心和基础，复用是必需的手段。 

要提高硬件设计可重用性与可移植性，就必须有工程师们共同遵守的硬件设计规范。设

计人员若凭借个人工作经验和习惯的积累进行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在开发完一个嵌入式应

用系统再进行下一个应用开发时，硬件电路原理图往往需要从零开始，重新绘制；或者在一

个类似的原理图上修改，但往往又很麻烦，容易出错。因此把构件的思想引入到硬件原理图

设计中。 

1．嵌入式硬件构件概念与嵌入式硬件构件分类 

1）嵌入式硬件构件概念 

什么是嵌入式硬件构件？它与我们常说的硬件模块有什么不同？ 

众所周知，嵌入式硬件是任何嵌入式产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嵌入式系统

的构建基础，嵌入式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都运行在特定的硬件体系上。一个以 MCU 为核心

的嵌入式系统通常包括以下硬件模块：电源、写入器接口电路、硬件支撑电路、UART、USB、

Flash、AD、DA、LCD、键盘、传感器输入电路、通信电路、信号放大电路、驱动电路等模

块。其中有些模块集成在 MCU 内部，有的位于 MCU 之外。 

定义 13.1（嵌入式硬件构件的概念）。与硬件模块的概念不同，嵌入式硬件构件是指将

一个或多个硬件功能模块、支撑电路及其功能描述封装成一个可重用的硬件实体，并提供一

 

 

 

 

 

 

 

 

 

 

 

 

 

图 13-4 修改工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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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规范的输入/输出接口。由定义可知，传统概念中的硬件模块是硬件构件的组成部分，

一个硬件构件可能包含一个硬件功能模块，也有可能包含多个。 

2）嵌入式硬件构件分类 

根据接口之间的生产消费关系，接口可分为供给接口和需求接口两类。根据所拥有接口

类型的不同，硬件构件分为核心构件、中间构件和终端构件三种类型。核心构件只有供给接

口，没有需求接口。也就是说，它只为其他硬件构件提供服务，而不接受服务。在以单 MCU

为核心的嵌入式系统中，MCU 的最小系统就是典型的核心构件。中间构件既有需求接口又

有供给接口，即它不仅能够接受其他构件提供的服务，而且也能够为其他构件提供服务。而

终端构件只有需求接口，它只接受其他构件提供的服务。这三种类型构件的区别如表 13-2

所示。 

表 13-2 核心构件、中间构件和终端构件的区别 

类型 供给接口 需求接口 举例 

核心构件 有 无 芯片的硬件最小系统 

中间构件 有 有 电源控制构件、232 电平转换构件 

终端构件 无 有 LCD 构件、LED 构件、键盘构件 

利用硬件构件进行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之前，应该进行硬件构件的合理划分，按照一定

规则，设计与系统目标功能无关的构件个体，然后进行“组装”，完成具体系统的硬件设计。

这样，这些构件个体也可以被组装到其他嵌入式系统中。在硬件构件被应用到具体系统时，

绘制电路原理图阶段，设计人员需要做的仅仅是为需求接口添加接口网标
①
。 

2．基于嵌入式硬件构件的电路原理图设计简明规则 

在绘制原理图时，一个硬件构件使用一个虚线框（见图 5-1~图 5-4），把硬件构件的电

路及文字描述括在其中，对外接口引出到虚线框之外，填上接口网标。 

1）硬件构件设计的通用规则 

在设计硬件构件的电路原理图时，需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元器件命名格式：对于核心构件，其元器件直接编号命名，同种类型的元件命名

时冠以相同的字母前缀。如电阻名称为 R1、R2 等，电容名称为 C1、C2 等，电感名称为 L1、

L2 等，指示灯名称为 E1、E2 等，二极管名称为 D1、D2 等，三极管名称为 Q1、Q2 等，开

关名称为 K1、K2 等。对于中间构件和终端构件，其元器件命名格式采用“构件名-标志字符?”。

例如，LCD 构件中所有的电阻名称统一为“LCD-R?”，电容名称统一为“LCD-C?”。当构件原

理图应用到具体系统中时，可借助原理图编辑软件为其自动编号。 

（2）为硬件构件添加详细的文字描述，包括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功能描述、接口描

述、注意事项等，以增强原理图的可读性。中英文名称应简洁明了。 

（3）将前两步产生的内容封装在一个虚线框内，组成硬件构件的内部实体。 

（4）为该硬件构件添加与其他构件交互的输入/输出接口标识。接口标识有两种：接口

注释和接口网标。它们的区别是：接口注释标于虚线框以内，是为构件接口所作的解释性文

字，目的是帮助设计人员在使用该构件时，理解该接口的含义和功能；而接口网标位于虚线

框之外，且具有电路连接特性。为使原理图阅读者便于区分，接口注释采用斜体字。 

在进行核心构件、中间构件和终端构件的设计时，除了要遵循上述的通用规则外，还要

兼顾各自的接口特性、地位和作用。 

                                                        
① 电路原理图中网标是指一种连线标识名字，凡是网标相同的地方，表示是连接在一起的。与此对应

的，还有一种标识，就是文字标识，仅仅是一种注释说明，不具备电路连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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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构件设计规则 

设计核心构件时，需考虑的问题是：“核心构件能为其他构件提供哪些信号？”。核心构

件其实就是某型号 MCU 的硬件最小系统。核心构件设计的目标是：凡是使用该 MCU 进行

硬件系统设计时，核心构件可以直接“组装”到系统中，无须任何改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在设计核心构件的实体时必须考虑细致、周全，包括稳定性、扩展性等，封装要完整。核心

构件的接口都是为其他构件提供服务的，因此接口标识均为接口网标。在进行接口设计时，

需将所有可能使用到的引脚都标注上接口网标（不要考虑：核心构件将会用到怎样的系统中

去）。若同一引脚具有不同功能，则接口网标依据第一功能选项命名。遵循上述规则设计核

心构件的好处是：当使用核心构件和其他构件一起组装系统时，只要考虑其他构件将要连接

到核心构件的哪个接口（不是考虑：核心构件将要连接到其他构件的哪个接口），这也符合

设计人员的思维习惯。本书附录 B 给出的 MSP432 硬件最小系统原理图就是核心构件的一

个典型实例。 

3）中间构件设计规则 

设计中间构件时，需考虑的问题是：“中间构件需要接受哪些信号，以及提供哪些信

号？”。中间构件是核心构件与终端构件之间通信的桥梁。在进行中间构件的实体封装时，

实体的涉及范围应从构件功能和编程接口两方面考虑。一个中间构件应具有明确的且相对独

立的功能，它既要有接受其他构件提供的服务的接口，即需求接口，又要有为其他构件提供

服务的接口，即供给接口。描述需求接口采用接口注释，处于虚线框内，描述供给接口采用

接口网标，处于虚线框外。 

中间构件的接口数目没有核心构件那样丰富。为直观起见，设计中间构件时，将构件的

需求接口放置在构件实体的左侧，供给接口放置在右侧。接口网标的命名规则是：构件名称

-引脚信号/功能名称。而接口注释名称前的构件名称可有可无，它的命名隐含了相应的引脚

功能。 

电源控制构件（如图 13-5 所示）、可变频率产生构件（如图 13-6 所示）是常用的中间构

件。图 13-5 中的 Power-IN 和图 13-6 中的 SDI、SCK 和 SEN 均为接口注释，Power-OUT 和

LTC6903-OUT 为接口网标。 

 

 

 

 

 

 

 

 

 

 

 

图 13-5 电源控制构件                  图 13-6 可变频率产生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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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终端构件设计规则 

设计终端构件时，需考虑的问题是：“终端构件需要什么信号才能工作？”。终端构件是

嵌入式系统中最常见的构件。终端构件没有供给接口，它仅有与上一级构件交付的需求接口，

因而接口标识均为斜体标注的接口注释。LCD（YM1602C）构件（如图 13-7 所示）、LED 构

件、指示灯构件以及键盘构件（如图 13-8）等都是典型的终端构件。 

5）使用硬件构件组装系统的方法 

对于核心构件，在应用到具体的系统中时，不必作任何改动。具有相同 MCU 的应用系

统，其核心构件完全相同。对于中间构件和终端构件，在应用到具体的系统中时，仅需为需

求接口添加接口网标，在不同的系统中，接口网标名称不同，但构件实体内部完全相同。 

使用硬件构件化思想设计嵌入式硬件系统的过程与步骤是：（1）根据系统的功能划分出

若干个硬件构件；（2）将所有硬件构件原理图“组装”在一起；（3）为中间构件和终端构件

添加接口网标。 

13.3.2 PCB 电路板布板的简明规则 

1．PCB 电路目录结构 

PCB 电路目录和软件工程目录一样也需要较好的目录规范，一般 PCB 工程目录包括以

下 3 个文件夹 

（1）原理图文件夹：用来存放工程原理图文件； 

（2）库文件文件夹：用来存放工程所需要用到的原理图封装库文件和 PCB 封装库文件，

当然也可以存在用户自定义的相关原理图和 PCB 的封装库文件； 

（3）PCB 文件夹：用来存放工程相关的 PCB 文件； 

2．PCB 布局规范 

（1）按电路模块进行布局，将实现同一功能的相关电路称为一个模块，如电源模块，

芯片最小系统； 

（2）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开，防止之间有相互干扰； 

（3）定孔位，标准孔等非安装孔周围 1.27mm 内不得贴装元、器件；螺钉等安装孔周

围 4 mm（对于 M2.5）、5mm（对于 M3）内不得贴装元器件； 

（4）贴片焊盘上不能有通孔，以免焊膏流失造成元件虚焊； 

 

 

 

 

 

 

 

 

 

 

 

 

图 13-7 LCD 构件                       图 13-8 键盘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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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器件的外侧距板边的距离为 2-5mm； 

（6）贴装元件焊盘的外侧与相邻插装元件的外侧距离大于 2mm； 

（7）发热元件不能紧邻导线和热敏元件，高热的原件要均匀分布； 

（8）IC 类元件单边对齐，有极性元件极性标示明确，同一印制板上极性标示不得多于

两个方向，出现两个方向时，两个方向互相垂直； 

（9）板面布局应疏密得当，元件尽量不要过于集中于一个区域，这样会造成某一区域

热量过于集中，以及贴片后造成板子翘曲度增加。按照均匀分布、重心平衡、版面美观的标

准优化布局； 

（10）重要信号线尽量不要从焊盘间隙穿过，如 GPS 和 GPRS 天线尽量不要走过长的

线； 

（11）贴片单边对齐，字符方向一致，封装方向一致； 

（12）有条件做宽的线决不做细，不得有尖锐的倒角，拐角也不得采用直角； 

（13）有极性的器件在以同一板上的极性标示方向尽量保持一致； 

（14）布局时，应尽量减少双面放置器件，双面贴片不利于过波峰焊接，手工贴片增加

工作量，且焊接质量不易保证。加工工艺的优选顺序为：元件面单面贴装——元件面贴、插

混装（元件面插装焊接面贴装一次波峰成型）——双面贴装——元件面贴插混装、焊接面贴

装； 

（15）PCB 上需要放置焊盘与机箱外接头飞线时，注意焊盘位置尽量跟接头线序一致，

避免焊线交叉，不利于操作； 

（16）放置对外接口器件时，要注意预留接口与机箱/腔体的间距，避免接头伸出机箱/

腔体太多，或距离不够的情况，比如 USB 接口，RJ45 接口等； 

（17）IC 去耦电容的布局要尽量靠近 IC 的电源管脚，并使之与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的回

路最短； 

（18）元件布局时,应适当考虑使用同一种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 以便于将来的电源

分隔； 

（19）布局应参考原理图，根据主板的主信号流向规律安排主要元器件； 

（20）相同结构电路部分尽可能采用对称标准布局。 

3．PCB 布线规范 

1）电源 

（1）DC-DC 输出，滤波后再给反馈供电； 

（2）主板上数字供电，电源先滤波或退耦后，再连接 IC 的电源受电管脚； 

（3）主板上主芯片的各路内核电压供电，一定要做到先滤波或退耦，然后再给管脚供

电； 

（4）DC-DC 的输入、输出必须要有大电容做储能，一般选用 220uF 以上电解电容（常

规选择 470uF，耐压尽量选择 50%以上余量规格）； 

（5）电源使用电感或磁珠分流后需要有大电容做储能，可选择 22uF 左右固态电容（可

选择 10UF 或 22uF，0805 封装）； 

（6）电源线路走线需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计算，但是必须有 1 倍设计余量； 

（7）电源层分割拓扑合理，电流流向不成环，不反向； 

（8）交流电源进线，保险丝之前两线最小安全距离不小于 6mm，两线与地最小安全距

离不小于 8mm，保险丝之后零火线最小安全距离不小于 3mm； 

（9）电源线和地线应尽可能的靠近，以减少回路面积； 

（10）对于一些关键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的保护措施，例如加地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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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1）RJ45 端线路线宽尽量设计在 8mil 以上 

（2）信号线必须从 RJ45 的尾部上方出线，不得从 RJ45 两侧走线（3）结构类器件丝印

必须与实际器件大小一致； 

（4）电解电容丝印比实际略大 10mil 左右； 

（5）不同封装的电阻、电容、磁珠等的丝印风格必须按类一致，便于从封装上区别器

件类别； 

（6）焊盘尺寸按照规格书中典型值进行设计，特别是芯片封装；TQFP 类，则需要在管

脚的长度方面留出足够余量利于焊接，宽度方面必须保留 0.2mm 的焊盘间隔； 

（7）器件封装 PIN1 脚一般需要用丝印做标识； 

（8）插件类器件 PIN1 脚一般改变 PIN1 脚的焊盘形状，与其他焊盘形状不同，以做区

别； 

（9）直插器件焊盘的封装设计中一般内径设计比实际尺寸要大 0.2mm~0.5mm 左右； 

（10）线宽线间距>4mil、线到孔环间距>4mil、焊盘之间间距>0.2mm，且芯片类器件 PIN

脚之间尽量过绿油桥； 

（11）差分线对需穿层时必须同时穿层； 

（12）差分线的等长设计中走线间距要保持一致，且两条线必须紧贴，中间不得穿插其

他线路或器件； 

（13）采用蛇形走线时，要求尽量增加平行走线的长度 S；尽量减小耦合长度 LP；高速

或对时序较严格的电路中，尽量少采用蛇形线； 

（14）PCB 布线过程中信号线间距尽量保证 3W 规则，最小 1W 要保证； 

（15）PCB 布线过程中所有走线距离板边 20MIL 以上，此规定可根据板厂工艺水平调

整。但最低不低于 10mil； 

（16）铺铜时，过孔采用全连接方式，焊盘接地采用十字连接方式(45°或者 90°均可

以)； 

（17）信号线走线过程中过孔不宜过多，最好不超过三个，高频高速信号线最多不超过

两个； 

（18）大功率的走线要尽可能在安全间距加粗，若不能加粗，就需要铺加焊层； 

（19）阻容类器件焊盘不宜设计过大，虽然方便手焊，但是在批量生产过回流焊时容易

造成元件位移，单边焊锡量减少，振动时容易脱落。 

13.4 功能软件设计与测试 

在光盘目录“04-Soft\01-UE”下，“User_NB-IoT_Frame(KL36)”为基于 NB-IoT 通信的

应用实例，本节以该实例为例介绍具体的功能软件的设计与测试。 

13.4.1 功能需求 

（1）NB-IoT 通信，实现设备到云端的数据收发； 

（2）LCD 液晶显示，显示相关的用户信息； 

（3）TSI 触摸按键，用以设备的按键触发； 

（4）芯片温度采集，设备芯片温度显示； 

（5）光照采集，设备现场光照显示； 

（6）Flash 保存，用以用户参数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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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GEC 硬件需求 

为实现上述的功能需求，基于 GEC 硬件平台，需要如表 13-3 所示的相关硬件模块。 

13.4.3 软件设计 

在功能需求明确，硬件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变可开始软件设计了。 

1．NB-IoT 通信 

NB-IoT 通信主要由 BIOS 中的 UECOM 组件来实现，调用其接口即可，完成相应的初

始化、基站连接、服务器连接等操作，具体接口可参见“uecom.h”头文件。 

2．LCD 液晶 

LCD 液晶显示主要通过 GEC 的 SPIA 接口和 IL9341 控制芯片通信，来实现的 LCD 液

晶的行列点阵显示。 

具体 LCD 的实现需要参考 IL9341 的数据手册，具体实现代码在“lcd.c”中，“lcd.h”

为 LCD 液晶模块的头文件，主要提供的接口为： 

//===================================================================== 

//函数名称：Lcd_Ini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无 

//功能概要：LCD 初始化 

//修改记录：王宜怀，2018 年 7 月 23 日，利用常数数组，简化 LCD_Init 编程 

//===================================================================== 

void LCD_Init(void);    //LCD 初始化 

 

//===================================================================== 

//函数名称：LCD_Clear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background:背景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LCD 清屏 

//===================================================================== 

void LCD_Clear(uint_16 background);    //LCD 清屏 

 

//===================================================================== 

//函数名称：LCD_DrawPoin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y:点坐标(240*320), 

//       color: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在指定位置画一个点 

//===================================================================== 

void LCD_DrawPoint(uint_16 x,uint_16 y,uint_16 color);    //画点 

表 13-3 GPIO 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序号 功能 GEC 模块 描述 

1 NB-IoT 通信 UECOM uecom 模块具体实现是在 BIOS 中完成的，具体使用接

口可详细参考工程目录“User_NB-IoT_Frame(KL36)-

\04_GEC”下“uecom.h”头文件 

2 LCD 液晶显示 SPI 模块 GEC 上采用的是基于 SPI 通信 LCD 模块，LCD 控制

芯片为 IL9341 

3 TSI 触摸按键 TSI 模块 GEC 上使用 TSI_PIN10，用户需要增加 TSI 检测功能 

4 芯片温度采集 ADC 模块 GEC 上使用 ADC_PIN17 

5 光照采集 ADC 模块 GEC 上使用 ADC_PIN6 

6 Flash 保存 Flash 模块 设备可通过 NB-IoT 接收来自云端的配置信息，用以修

改设备的相关参数，并保存到设备片内 Flash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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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名称：LCD_DrawPoint_big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y:点坐标(240*320) 

//       color: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在指定位置画一个大点,大点的范围实际是一个以 x-1,y-1 为左上解， 

//          x+1,y+1 为右下角的小矩形。包含 9 个点（3*3）的大点。 

//===================================================================== 

void LCD_DrawPoint_big(uint_16 x,uint_16 y,uint_16 color);    //画一个大点 

 

//===================================================================== 

//函数名称：Draw_Circle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y:中心点坐标(240*320), 

//       r:圆的半径, 

//       color: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 

void LCD_DrawCircle(uint_16 x,uint_16 y,uint_8 r,uint_16 color);  //画圆 

 

//===================================================================== 

//函数名称：LCD_DrawLine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1,y1:起点坐标(240*320),x2,y2:终点坐标(240*320), 

//       color: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在指定两点间画一条指定颜色的直线 

//===================================================================== 

void LCD_DrawLine(uint_16 x1,uint_16 y1, 

  uint_16 x2, uint_16 y2,uint_16 color);    //画线 

 

//===================================================================== 

//函数名称：LCD_DrawRectangle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1,y1:左上角点坐标(240*320),x2,y2:右下角点坐标(240*320), 

//       color: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在指定左上角与右下角画一个指定线条颜色的矩形 

//=====================================================================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_16 x1, uint_16 y1,  

     uint_16 x2, uint_16 y2,uint_16 color);    //画矩形 

 

//===================================================================== 

//函数名称：LCD_DrawSurface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1,y1:起点坐标(240*320),x2,y2:终点坐标(240*320), 

//       color: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指定颜色填充矩形区域 

//===================================================================== 

void LCD_DrawSurface(uint_16 x1,uint_16 y1, 

     uint_16 x2,uint_16 y2,uint_16 color);    //填充矩形区域 

 

//函数名称：LCD_ShowCharactor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y:起点坐标(240*320),index：汉字在字库中的索引,fontcolor:字体颜色, 

//       groundbackcolor:背景颜色，p:字库起始地址 

//功能概要：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汉字(16*16 大小),汉字需要自行从字库提取 

//===================================================================== 

void LCD_ShowCharactor(uint_16  x,uint_16 y,uint_16 font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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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t_16 groundbackcolor,const uint_8 *p);    //显示 16*16 汉字 

 

 

//函数名称：LCD_ShowString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y:起点坐标(240*320),p:字符串起始地址（可以包含中文，但应包含在汉字字模中） 

//       color:颜色（使用本文件后画笔颜色宏定义） 

//功能概要：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可指定显示画笔颜色和背景颜色。 

//                   中文大小为（16*16）,英文大小为（8*16） 

//===================================================================== 

void LCD_ShowString(uint_16  x,uint_16 y,uint_16 fontcolor, 

  uint_16 groundbackcolor,const uint_8 *p); 

 

//===================================================================== 

//函数名称：LCD_aotu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x,y:左上坐标(240*320),x1,y1:右下角坐标(240*320) 

//功能概要：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凹凸按钮 

//===================================================================== 

void LCD_aotu(uint_16 x,uint_16 y,uint_16 x1,uint_16 y1,uint_8 s); //凹凸按钮 

3．TSI 触摸按键 

TSI 触摸按键通过驱动层的 tsi 模块来实现。 

在“user.h”头文件中定义 TSI 触摸按键管脚： 

/ /TSI 模块定义 

#define TSI_TOUCH   TSI_PIN10  //触摸键使用通道 

在中断处理文件“isr.c”中实现 TSI 触摸接收中断： 

//====================================================================== 

//程序名称：TSI 中断处理程序 

//触发条件：TSI 通道超值中断，可设置其触发阈值的上下限，当 TSI 通道计数器超出 

//         阈值范围时触发此中断 

//====================================================================== 

void TSI_Handler(void) 

{ 

 //存放数值的临时变量 

 uint_16 i; 

 uint_8 touchNum[10]; 

 DISABLE_INTERRUPTS;                        //关总中断 

 //------------------------------------------------------------------ 

 //（在此处增加功能） 

 if(TSI0_GENCS & TSI_GENCS_OUTRGF_MASK)     //若为 TSI 超值中断 

 { 

              //获取计数值 

  i = (TSI0_DATA & TSI_DATA_TSICNT_MASK);//读取计数寄存器中的值; 

  if(i>500)                              //判断是否为一次有效触摸 

  { 

   gUserData.touchNum++; 

   LCD_ShowString(36,189,BLUE,GRAY,   //LCD 上显示 TSI 触摸次数 

     (uint_8 *)myItoa(gUserData.touchNum,touchNum)); 

  } 

 } 

 TSI0_GENCS |=  TSI_GENCS_OUTRGF_MASK;     //写 1 清除该超值中断位 

 BCLR(TSI_GENCS_TSIEN_SHIFT,TSI0_GENCS);   //清除 TSI 中断 

 //------------------------------------------------------------------ 

 ENABLE_INTERRUPTS;                        //开总中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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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函数中即可通过 gUserData.touchNum 来判断触摸的次数。 

4．芯片温度采集和光照采集 

芯片温度采集和光照采集都是通过驱动层的 ADC 模块来实现。 

在“user.h”头文件中定义芯片温度采集和光照采集管脚： 

//ADC 模块定义 

#define AD_MCU_TEMP  ADC_PIN17  //MCU 内部温度采集使用通道 

#define AD_BRIGHT    ADC_PIN6   //光照采集使用通道 

ADC 的初始化、读取相对简单，可参见“adc.h”： 

//=========================================================================== 

//函数名称：adc_init 

//功能概要：初始化一个 AD 通道组 

//参数说明：A_SENSOR_No：可用模拟量传感器通道，如 ADC_CH0，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accurary：采样精度，差分可选 9-13-11-16；单端可选 8-12-10-16 

//         SAMPLE32 

//=========================================================================== 

//void adc_init(uint_16 A_SENSOR_No,uint_8 accurary) 

 

//=========================================================================== 

//函数名称：adc_read 

//功能概要：进行一个通道的一次 A/D 转换 

//参数说明：A_SENSOR_No：可用模拟量传感器通道，如 ADC_CH0，详细定义与对应引脚可见

04_GEC 

//文件夹下 gec.h 文件中定义 

//=========================================================================== 

//uint_16 adc_read(uint_16 A_SENSOR_No) 

5．Flash 保存 

参数的存储对绝大多数的应用都是有用的，对于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可直接保存在设

备芯片片内 Flash 中，这里便需要使用驱动层的 flash 模块。 

//====================================================================== 

//函数名称：flash_init 

//函数返回：无 

//参数说明：无 

//功能概要：flash 初始化 

//====================================================================== 

//void flash_init(void); 

 

//====================================================================== 

//函数名称：flash_erase_sector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执行状态：0=正常；1=异常。 

//参数说明：sect：目标扇区号（范围取决于实际芯片，例如 KL25：0~127，每扇区 1KB） 

//功能概要：擦除 flash 存储器的 sect 扇区（每扇区 1KB） 

//====================================================================== 

//uint_8 flash_erase(uint_16 sect); 

 

//====================================================================== 

//函数名称：flash_write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状态：0=正常；1=异常。 

//参数说明：sect：扇区号（范围取决于实际芯片，例如 KL36：0~63，每扇区 1KB） 

//        offset:写入扇区内部偏移地址（0~1020，要求为 0,4，8,12，......） 

//        N：写入字节数目（4~1024,要求为 4，8,12,......） 

//        buf：源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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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概要：将 buf 开始的 N 字节写入到 flash 存储器的 sect 扇区的 offset 处 

//====================================================================== 

//uint_8 flash_write(uint_16 sect,uint_16 offset,uint_16 N,uint_8 *buf); 

 

6．主函数 

Main 函数将需要用到的所有模块进行初始化，定时刷新 LCD 液晶的显示，根据 TSI 触

摸的次数和时间来决定是否向云端发送数据，并可根据接收来自云端的数据完成对参数的修

改。由于“main.c”文件内容过长，这里就不详细列出。 

13.4.4 软件测试 

完成所有功能后，编译生成“User_NB-IoT-Frame(KL36).hex”二进制文件，再通过

“RemoteUpdate”下载工具一键下载。 

1．GEC 液晶显示 

下载完成并成功启动后，设备 LCD 液晶显示如图 13-9 所示； 

通过 LCD 显示可知作者当前使用的 GEC 的 IMSI 号为“460113003130907”。 

2．微信小程序显示 

通过微信小程序关注“金蒲芦 IOT”小程序，打开小程序后如图 13-10 所示，点击“实

时数据”，进入实时数据页面，如图 13-11 所示，这是默认的通信 GEC 的 IMSI 号不是测试

的 GEC。 

点击“请选择 imsi 号”右侧的 IMSI 选择框，选择手动输入并确定，然后再输入待测试

的 IMSI 号，如图 13-12 所示。 

用户可直接通过 TSI 触摸来触发 GEC 向云端的数据发送，每触摸 3 次可触发一次数据

发送，当然也可以通过重新上电的方法来实现触发。云端接收到数据后同步到“金蒲芦 IOT”

小程序，具体显示如图 13-13 所示。 

 

 

 

 

 

 

 

 

 

 

 

 

 

 

 

 

图 13-9 GEC 液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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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微信小程序在接收到 GEC 数据后的 15 秒内可实现数据修改并回传，这里测试修改

备注 1 为 123，并点击“回发”按钮，如图 13-14 所示。 

GEC 接收到云端下发的命令，将相关参数保存到片内 Flash 中，再下次发送的时候再按

照新的参数发送，即使是断电重启后也会保存，如图 13-15 所示。 

13.5 项目总结与梳理 

基于 GEC 的 UE 软件项目，首先需要做具体的功能需求分析，在功能需求确定好后对

功能所需要的硬件功能模块进行分析，最后再根据具体的应用逻辑来进行软件设计。 

 

 

 

 

 

 

 

 

 

 

 

 

 

 

 

图 13-9 金蒲芦 IOT 启动界面       图 13-10 实时数据界面          图 13-12 侦听输入 GEC 

 

 

 

 

 

 

 

 

 

 

 

 

 

 

 

图 13-13 收到 GEC 数据             图 13-14 修改备注 1            图 13-15 修改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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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对 UE 项目功能需求、软硬件设计分析的角度出发，逐步介绍了 UE 软硬件设

计的过程，并根据自身的设计经验，对 PCB 硬件设计提出了一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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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uecom构件与HCICom类解析（190224） 

uecom 构件为终端 UE 的 BIOS 中固化的通信构件，硬件上通过 GEC 内部串口与通信

模组实现连接，软件上实现通过基站与云平台建立连接。HCICom 类运行在云平台与 uecom

构件相对应的类，内部使用 C#系统类 Socket 完成 TCP 通信。通过对 uecom 构件和 HCICom

类，可以屏蔽复杂的通信过程，为终端 UE 与人机交互系统的实时通信提供编程基础。本书

面4.2节与4.4节虽然对二者的知识要素和使用方法进行了简要阐述，但不涉及其实现原理，

本章深入阐述 uecom 构件与 HCICom 类的实现细节，梳理其流程，需要深入理解内部机理

的读者可以阅读本章。 

14.1 uecom构件解析 

14.1.1 uecom 构件的基本实现过程 

uecom 构件实现 MCU 与通信模组的通信，内部调用 UART 构件，利用 AT 指令实现初

始化、发送、接收等功能，屏蔽 AT 指令，实现面向知识要素级封装。 

1．AT 指令的简化使用 

uecom 构件中使用了宏定义简短符号的方式来简化复杂 AT 指令的使用，以 R516 通信

模组为例，表 13-1 列举了 R516 的 uecom 构件中所使用 AT 指令的宏定义。 

表 13-1 R516 构件 AT 指令宏定义 

编号 AT 宏定义 对应 AT 指令 指令描述 

1 AT ("AT\r\n") 测试与 GPRS 模块通讯的指令 

2 IPR ("AT+IPR=115200\r\n") 将模块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 

3 CGSN ("AT+CGSN\r\n") 获取设备的 IMEI 号指令 

4 CGCLASS_B ("AT+CGCLASS=\"B\"\r\n") 将卡的类型设置为 B 型 

5 CGDCONT ("AT+CGDCONT=1,\"IP\",\"CMNET\"\r\n") 将上网类型设置为 net，可上外网 

6 CGACT_1 ("AT+CGACT=1\r\n") 激活 PDP，并向基站请求分配 ip

地址 

7 CGACT_0 ("AT+CGACT=0\r\n") 关闭 PDP 

8 QILOCIP ("AT+QILOCIP\r\n") 获取分配到的 IP 地址 

9 QICLOSE ("AT+QICLOSE\r\n") 关闭 TCP 连接 

10 CIPCLOSE_0 ("AT+CIPCLOSE=0\r\n") 关闭 TCP 连接 

11 CIPCLOSE_1 ("AT+CIPCLOSE=1\r\n") 关闭 TCP 连接 

12 CIPCLOSE_2 ("AT+CIPCLOSE=2\r\n") 关闭 TCP 连接 

13 CIMI ("AT+CIMI\r\n") 获取设备的 IMSI 号指令 

14 CCED_1 ("AT+CCED=0,1\r\n") 获取当前小区信息 

15 ATE_0 ("ATE0\r\n") 关闭回显（发送 AT 命令之后，

UE 模块不会把原来的命令返

回） 

16 CSQ ("AT+CSQ\r\n") 获得信号强度 

17 OK ("OK") 获取成功标志 

18 ERROR ("ERROR") 获取失败标志 

使用宏定义的方式使得命令发送语句变得更加简洁明了。例如，欲向通信模块发送一条

设置串口通信波特率为 115200 的命令，可以事先在文件头设置("AT+IPR=115200\r\n")语句

的宏定义为 IPR，之后只需要使用 Uart 构件发送 uart_send_string(UART_UE, IPR)语句即可

实现通信模组通信波特率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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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通信模组数据获取的过程 

下面以请求通信基站号为例介绍向通信模组获取一条数据的整个过程。 

首先，调用内部函数 uecom_sendCmd 向通信模组发送请求基站号的指令。 

uecom_sendCmd(CCED_1,500,3); 

uecom_sendCmd 的参数 1 为基站号 AT 指令，参数 2 表示该命令的最大等待时间为 500

毫秒，参数 3 表示该命令最多发送 3 次，以下是该函数中串口发送命令语句

uart_send_string(UART_UE,cmd)以前的执行代码。 

uint_8 uecom_sendCmd(uint_8 *cmd,uint_16 maxDelayMs,uint_16 maxTimes) 

{ 

    //（1）变量声明和赋初值 

 uint_8 ret; 

…… 

 AT_haveCommand=1;  //置位 AT 命令标志 

 uecom_delay_ms(10);//防止串口 AT 命令发送过于频繁 

 for(count=0;count<maxTimes;count++) 

 { 

  //如果 AT 指令不是 SEND 和 wait 命令 

  if(strcmp(cmd,"SEND") && strcmp(cmd,"wait") ) 

  { 

   AT_reLength = 0;  //当在接收中断里再接收一个字节时，在其后的位置赋值 0 

   AT_reBuf[0]=0;   //清空字符串 

   uart_send_string(UART_UE,cmd); //通过串口发送 AT 指令 

  } 

 } 

…… 

} 

在 uecom_sendCmd 函数执行过程中，先置 AT_haveCommand 为 1，表示当前正在准备

接收模组返回数据。接着，置接收数组长度 AT_reLength 为 0，清空接收数组 AT_reBuf，执

行 uart_send_string(UART_UE,cmd)向串口 1 发送 AT 指令 CCED_1，准备接收数据。 

在 uart_send_string(UART_UE,cmd)语句被执行之后，串口接收中断中开始获取模组返回

数据。以下代码为用户程序 isr.c 中的串口 1 中断服务例程，在中断服务例程中，串口接收

数据 ch 被赋给 uecom 中断处理函数 uecom_interrupt。 

void UART1_IRQ(void) 

{ 

…… 

    //接收一个字节 

 ch = uart_re1(UARTB, &flag);   //调用接收一个字节的函数，清接收中断位 

 //如果有数据返回 

if(flag)   

 { 

  uecom_interrupt(ch,&gRecvLength,gRecvBuf); 

 } 

…… 

} 

在 uecom 中断处理函数 uecom_interrupt 中，当 AT_haveCommand 等于 1 时，串口接收

到的数据，也就是通信模组返回数据最终被放入缓冲区 AT_reBuf 中。 

void uecom_interrupt(uint_8 ch,uint_16 *length,uint_8 recvData[]) 

{ 

 //保存数据到缓冲区中 

 if(AT_haveCommand) 

 { 

  AT_reBuf[AT_reLength] = ch;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到缓冲区 AT_reBuf 中 

  AT_reLength = (AT_reLength+1)%AT_reBuf_length;//接收到的数据下标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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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_reBuf[AT_reLength] = 0;//自动加入结束符 

 } 

 ….. 

} 

3．处理中断中获取的模组数据 

在 uecom_sendCmd 函数中，在执行 uart_send_string(UART_UE,cmd)语句之后，进入 

maxDelayMs/100（参数 2/100）次循环判断。先进行 100ms 延时后进行判断（让数据有

充分时间接收模组返回内容），如果 AT_reBuf 中模组返回信息包含“OK”信息，表示数据

获取正确，返回成功结果 0，若返回信息包含“ERROR”信息，则继续尝试发送

uart_send_string(UART_UE,cmd)命令，直到模组返回“OK”信息（返回 0 表示成功）或

maxTimes（参数 3）次尝试模组都返回“ERROR”信息（返回 1 表示失败）。最后，将

AT_haveCommand 置为 0 表示请求基站号命令执行结束。 

uint_8 uecom_sendCmd(uint_8 *cmd,uint_16 maxDelayMs,uint_16 maxTimes) 

{ 

uint_8 wait[20]="OK";//存放发送 AT 指令后所含有的字符串，默认为"OK" 

…… 

j = maxDelayMs/100; 

for(count=0;count<maxTimes;count++) 

 { 

     向串口 UART_UE 发送 cmd 字符串 

……   

uart_send_string(UART_UE,cmd); //通过串口发送 AT 指令 

  //等待 maxDelayMs 毫秒 

  for(i=0; i<j;i++) 

  { 

     Delay_ms(100); 

     if(strstr(AT_reBuf,wait)) 

     { 

      ret = 0; 

      goto uecom_sendCmd_exit; 

     } 

     if(strstr(AT_reBuf,ERROR)) 

     { 

      Delay_ms(200);//缓冲 100 毫秒 

      break; 

     } 

  } 

  //至此，说明未接收到正确返回。 

     j*=2;//若失败，下一次发送指令时，等待时间加倍 

 } 

 ret = 1; 

 uecom_sendCmd_exit: 

 AT_haveCommand=0; 

 return ret; 

} 

在 uecom_baseInfo 函数中，对 AT_reBuf 内容进行处理，执行代码如下所示。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解析出基站号，并存入 data 数组中 

    p = strstr(AT_reBuf,"+CCED:");   //获得字符':'所在的位置，其后为所需的数据。 

    p += 6; 

    j = 1; 

    i = 0; 

    //取第 4 个逗号之前的数据并存入 data 数组中 

    while(i<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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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p == ',') 

        i++; 

    retData[j++] = *p; 

    p++; 

    } 

    if(j<=0)  //未能成功解析到数据 

  goto uecom_baseInfo_exit;   //退出函数 

    //最后一个逗号删除，并设置为字符串结束符 

    retData[j-1]=0; 

对 AT_reBuf 数组要进行以下的处理：首先，获得字符':'所在的位置，其后包含了基站号

的内容；接着，取第 4 个逗号之前的数据并存入 retData 数组中，加入结束符 0。retData 数

组中后 19 个字节保存内容即基站号，在查询基站号成功之后。 

14.1.2 uecom 构件主要函数流程图及代码解析 

下面主要对 uecom_init、uecom_linkCS、uecom_send 与 uecom_baseInfo 这四个典型的功

能函数进行分析。通过深入学习这些代码，想必再尝试对其他的代码进行理解也会得心应手。 

1．uecom_Init 

uecom_init 主要功能有：（1）建立与通讯模组的串口通讯；（2）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

其执行流程图如图 14-1 所示；uecom_init 函数具体执行流程见流程图下方描述。 

 

 

 

 

 

 

 

 

 

 

 

 

 

 

 

 

 

 

 

 

 

 

图 14-1 uecom_init 执行流程 

uecom_init 函数执行流程为：首先，初始化串口模块 1(UART_UE)，打开串口接收中断，

此后，通信模组与 MCU 将一直使用串口 1 进行半双工通信；接着，对 MCU 最小系统与 

GPRS 模块之间通讯的可行性进行测试，如不可行，则需要重新对 UE 模块重新上电，延时

是

是

是

是

uecom_Init

声 明变 量并 赋 初值 ；初 始化 串口
UART_UE，打开其串口中断

给UE模块重新上电，延时8S

向通讯模组发送关闭回显的AT指令

查询IMEI号，放入dest数组中的前15位

查询IMSI号，放入dest数组中的后15位
返回1

返回2

结束

返回0

是

否

否

测试GPRS模块通讯是否可行

再次测试GPRS模块通讯是否可行

判断回显是否成功关闭

判断查询是否成功

判断查询是否成功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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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 后再重新测试，如二次测试也失败的话，则认为无法建立通讯，函数将返回错误；如 GPRS

通讯可行，则需要关闭回显，禁止通讯模组将接收到的命令原样返回给 MCU；最后，向通

讯模组查询 IMEI 与 IMSI 号，将查询结果放入 IMEI 数组与 IMSI 数组内，即全局数组 dest

数组的前 15 位与后 15 位，如查询成功，函数返回 0 结束，至此，初始化过程结束。函数代

码如下所示。 

//========================================================================= 

//函数名称：uecom_init 

//函数返回： 0：成功；1：与 UE 模块串口通讯失败；2：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失败； 

//参数说明： 无 

//功能概要：uecom 模块初始化。（1）建立与通讯模组的串口通讯；（2）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 

//========================================================================= 

uint_8 uecom_init(void)  

{ 

 //（1）变量声明和赋初值 

    static uint_8 i=1; 

    uint_8 ret_val ; 

    uint_8 flag; 

    //（2）使用串口与通信模组通信，首先初始化串口 

    uart_init(UART_UE, 115200);  //初始化 UE 模块串口，波特率为 115200 

    uart_enable_re_int(UART_UE); //打开 UE 模块串口中断 

    //（3）测试与 GPRS 模块的通讯 

    if(uecom_sendCmd((uint_8 *)AT,100,2)) 

    { 

     uecom_power(UECOM_REBOOT);   //给 UE 模块重新供电 

     uecom_delay_ms(8000); 

    } 

 if(uecom_sendCmd((uint_8 *)AT,100,3)) 

     goto uecom_init_err1;     //UE 模块通讯失败 

    //（4）关闭回显（发送 AT 命令之后，UE 模块不会把原来的命令返回） 

    if(uecom_sendCmd((uint_8 *)ATE_0,200,3)) 

    goto uecom_init_err1;    //关闭回显失败 

    //（5）查询模块的 IMEI,并将 IMEI 号放在 dest 数组的前 15 个字节 

    if(uecom_internal_getIMEI(IMEI)) 

    goto uecom_init_err1;    //IMEI 查询失败 

    //（6）查询模块的 IMSI,并将 IMSI 号放在 dest 数组的 15-29 下标的空间中 

    if(uecom_internal_getIMSI(IMSI)) 

    goto uecom_init_err2;    //IMSI 查询失败 

    ret_val = 0; 

    goto uecom_init_exit; 

     //错误退出 

uecom_init_err1: 

    ret_val = 1;         //与 UE 模块串口通讯失败 

    goto uecom_init_exit; 

uecom_init_err2: 

    ret_val = 2;         //获取 SIM 卡的 IMSI 号失败 

    goto uecom_init_exit; 

    //退出处 

uecom_init_exit: 

return ret_val; 

} 

2．uecom_ linkCS 

uecom_ linkCS 功能为与指定的服务器和端口建立 TCP 连接，其流程图说明如图 1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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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uecom_ linkCS 执行流程 

 uecom_ linkCS 函数的目是建立起 TCP 连接，故代入参数应包含 IP 地址与端口号。该

函数执行流程为：首先，建立一条 AT 指令字符串 QIOPEN，并在该字符串中包含 IP 地址与

端口号；接着，将组建起的 AT 指令 QIOPEN 发送给通信模组以建立 TCP 连接，如建立 TCP

连接发生失败，则发送关闭 TCP 连接的 AT 指令，并在延时后尝试重新建立 TCP 连接，如

果在三次尝试 TCP 连接的期间成功建立起了 TCP 连接，则返回 0 表示成功，否则返回 1。

代码实现如下所示。 

//========================================================================= 

//函数名称：uecom_linkCS 

//函数返回： 0：成功建立 TCP 连接；1：建立 TCP 连接失败 

//参数说明： IP:待连接服务器的 IP 地址； port:待连接服务器的端口号 

//功能概要：与指定的服务器和端口建立 TCP 连接。 

//========================================================================= 

uint_8 uecom_linkCS(uint_8 *ip,uint_8* port) 

{ 

//（1）变量声明和赋初值 

    uint_8 i; 

    uint_8 flag; 

    uint_8 ret_val; 

    uint_8 QIOPEN[50] = "";    //建立 TCP 连接的地址和端口 

    uint_8 loc; 

    //（2）组建 AT 指令 

    strcat((char *)QIOPEN,"AT+QIOPEN=\"TCP\",\""); 

    loc = strlen(QIOPEN); 

    for(i=0; i<15; i++) 

    { 

    if(ip[i] == 0) 

    { 

        break; 

    } 

    QIOPEN[loc+i] = ip[i]; 

    } 

    strcat((char *)QIOPEN,"\",\""); 

    loc = strlen(QIOPEN); 

    //端口最多 5 位 

是

uecom_LinkCS

结束

声明变量并赋初值；组建AT指令QIOPEN，向指令中添加IP地址和端口号

使用AT指令QIOPEN来建立TCP连接

返回1

返回0

是

是

使用AT指令关闭TCP连接，延时后用AT
指令去连接TCP，判断TCP连接是否成功

使用AT指令关闭TCP连接，延时后用AT
指令去连接TCP，判断TCP连接是否成功

判断TCP连接是否成功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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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i=0; i<5; i++) 

    { 

    if(port[i] == 0) 

    { 

        break; 

    } 

    QIOPEN[loc+i] = port[i]; 

    } 

    strcat((char *)QIOPEN,"\"\r\n"); 

    //（3）建立 TCP 连接 

    if(uecom_sendCmd(QIOPEN,4000,1)) 

    { 

     uecom_sendCmd(QICLOSE,1000,1);//关闭 TCP 连接 

     uecom_sendCmd(CIPCLOSE_0,1000,1);//关闭 TCP 连接 

     uecom_sendCmd(CIPCLOSE_1,1000,1);//关闭 TCP 连接 

     uecom_sendCmd(CIPCLOSE_2,1000,1);//关闭 TCP 连接 

     Delay_ms(1000); 

     if(uecom_sendCmd(QIOPEN,4000,1)) 

     { 

      uecom_sendCmd(QICLOSE,1000,1);//关闭 TCP 连接 

      uecom_sendCmd(CIPCLOSE_0,1000,1);//关闭 TCP 连接 

      uecom_sendCmd(CIPCLOSE_1,1000,1);//关闭 TCP 连接 

      uecom_sendCmd(CIPCLOSE_2,1000,1);//关闭 TCP 连接 

      Delay_ms(1000); 

      if(uecom_sendCmd(QIOPEN,4000,1)) 

      { 

       ret_val = 1; 

       goto uecom_config_exit; 

      } 

 

     } 

    } 

    //（4）至此，执行成功 

    ret_val = 0; 

uecom_config_exit: 

    return ret_val; 

} 

 

3．uecom_send 

uecom_ send 功能为：通过已经建立起的 TCP/UDP 通道将组建的数据帧发送出去，一

次发送最大字节数为 500 个字节。函数执行流程图如图 1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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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uecom_ send 执行流程 

uecom_ send 的执行流程为：首先，根据传入数据数组地址与数据长度参数，使用内部

函数 frameEncode 进行组帧；接着，将数组长度转化为字符串形式，将该字符串与开启发送

模式的AT指令进行组合并该AT指令发送给通信模组以使之进入发送模式；在发送模式中，

通信模组将持续接收 MCU 发来的数据帧；最后，在数据帧发送完成后，发送 AT 指令来查

询数据帧是否完整发送给了通信模组，如查询结果为成功则返回 0 结束，否则返回错误。函

数代码如下所示。 

//========================================================================= 

//函数名称：uecom_send 

//函数返回：  0：发送成功；1：发送失败；2：返回超时（可能未正确开启发送模式） 

//参数说明： data:待发送数据缓存区，传入参数 

//     length:待发送数据的长度 

//功能概要：将数据通过已经建立的 TCP/UDP 通道发送出去。最多 500 个字节。 

//========================================================================= 

uint_8 uecom_send(uint_16 length, uint_8 *data) 

{ 

//（1）变量声明，赋初值 

    uint_8 ch,flag,k,l; 

    uint_8 ret_val; 

    uint_32 i=30; 

    char dataLen[5]=""; 

    char QISEND[20] = "";   //设置发送的字节数 

    char buf[50]; 

    uint_8 frame[1024]; 

    uint_16 frameLen; 

    frameEncode(IMSI,data, length,frame,&frameLen);//组帧 

    //（2）将需要发送的数据长度发给 UE 模块，并开启发送模式 

    uint_to_str(frameLen,dataLen);     //将待发送数据的长度转换为字符串格式 

    strcat(QISEND,"AT+QISEND=");       //获取启动发送模式的 AT 指令字符串 

    strcat(QISEND, dataLen); 

    strcat(QISEND, "\r\n"); 

    uart_send_string(UART_UE, QISEND); //指定发送的数据字节个数，并进入发送模式 

 //（3）等待发送模式成功开启 

 if(uecom_sendCmd("wait",2000,2)) 

uecom_send

结束

声明变量并赋初值;根据传入数据长度
length与数据数组进行组成数据帧frame

将待发送数据长度转换为字符串，组成AT指
令QISEND，发送给通信模组，进入发送模式

将frame数据帧发送给通讯模组

返回0

返回2

返回1

是

否

判断发送模式是否成功开启

判断数据是否发送成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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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_val = 1; 

   goto uecom_send_exit;      //发送失败 

 } 

 //（4）开始发送数据 

    uart_sendN(UART_UE,frameLen,frame);//发送数据 

 //（5）等待返回发送成功 

 if(uecom_sendCmd("SEND",6500,2)) 

 { 

  ret_val = 2; 

  goto uecom_send_exit;     //发送失败 

 } 

    ret_val = 0; 

    uecom_send_exit: 

    return ret_val; 

4．uecom_baseInfo 

uecom_ baseInfo 功能为：获取基站的信号强度和基站号。其执行流程如图 14-4 所示。 

 

 

 

 

 

 

 

 

 

 

 

 

 

 

 

 

 

 

 

图 14-4 uecom_ baseInfo 执行流程 

uecom_ baseInfo 的执行流程为：首先，向通信模组发送请求信号强度的 AT 指令，从通

信模组收到反馈数据后，先将该数据由字符串转化为对应的uint_8整型，再赋值给 retData[0]；

判断 retData[0]的值，如果其值为 0，则说明获取失败，需要重新发送指令来信号强度；如果

三次获取信号强度的结果都为获取失败的话，则报错返回；如获取成功，则继续使用 AT 指

令向通信模组查询基站号。数组 AT_reBuf 获取到串口中断返回内容之后，需要将此数组内

容转化为实际基站号，处理 AT_reBuf 数据以获取基站号的过程在 14.1.1 节的第 3 点已经进

行了分析，在此不做介绍。在查询基站号成功之后，函数将返回 0 表示成功。函数实现的代

码如下所示。 

//========================================================================= 

//函数名称：uecom_baseInfo 

否

ueom_baseInfo

结束

声明变量并赋初值，令循环次数等于0

向通信模组发送获取信号强度的指令；从接收到的数据中解析出
信号强度，转为uint_8格式，并赋给retData[0]，循环次数+1

将retData[0]转化为真实的信号强度；
向通信模组发送获取基站号的命令

返回0

返回2

从接收到的数据中解析出基站号，并存入data数组中；取第4个逗号之前
的数据存入data数组中；将最后一个逗号删除，并设置为字符串结束符

返回1

否

是

循环次数是否小等于3

判断retData[0]是否不等于0

判断命令是否发送成功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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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返回：0：获取基站信息成功；1：获取信号强度失败；2：获取基站号失败 

//参数说明：retData：存储返回的信息,最少分配 20 个字节。 

//      信息组成：信号强度(1 个字节)+基站号（19 个字节） 

//功能概要：获取与基站相关的信息：信号强度和基站号 

//========================================================================= 

//uint_8 uecom_baseInfo (uint_8 retData [20]) 

{ 

//（1）变量声明和赋初值 

 uint_8 i,j,*p,ret,ret_val; 

 //（2）获取信号强度，最多获取三次，间隔 1 秒 

 ret_val = 1;       //设置错误返回为 1 

 for(j=0;j<3;j++) 

 { 

  //（2.1）向模组发送获取信号强度的指令 

  if( uecom_sendCmd((uint_8 *)CSQ,500,3)) 

   goto uecom_baseInfo_exit; 

  //（2.2）从接收到的数据中解析出信号强度，转为 uint_8 格式，并赋给*signalPower 

  i = strstr(AT_reBuf,"+CSQ: ")-(char*)AT_reBuf; 

  i+=5; 

  retData[0]= 0; 

  while(AT_reBuf[i]!=','&&i<AT_reLength) 

  { 

   if(AT_reBuf[i]>='0' && AT_reBuf[i]<='9') 

    retData[0] = retData[0]*10 + (AT_reBuf[i]-'0'); 

   i++; 

  } 

  if(retData[0]!=0) 

     { 

   retData[0] = (uint_16)100*(retData[0])/31; 

   break; 

  } 

  uecom_delay_ms(1000); 

 } 

 if(j==3)goto uecom_baseInfo_exit;  //若 3 次均失败，则认为获取信号强度失败 

    //（3）获得基站号 

 ret = 2;       //设置错误返回为 2 

 //（3.1）向模组发送获取基站号的指令 

 if(uecom_sendCmd(CCED_1,500,3)) 

  goto uecom_baseInfo_exit; 

    //（3.2）从接收到的数据中解析出基站号，并存入 data 数组中 

    p = strstr(AT_reBuf,"+CCED:");   //获得字符':'所在的位置，其后为所需的数据。 

    p += 6; 

    j = 1; 

    i = 0; 

    //取第 4 个逗号之前的数据并存入 data 数组中 

    while(i<4) 

    { 

    if(*p == ',') 

        i++; 

    retData[j++] = *p; 

    p++; 

    } 

    if(j<=0)  //未能成功解析到数据 

  goto uecom_baseInfo_exit;   //退出函数 

    //最后一个逗号删除，并设置为字符串结束符 

    retData[j-1]=0; 

    //（4）运行至此，说明执行成功 

    ret = 0;      //返回值设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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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com_baseInfo_exit: 

    return ret; 

至此，对 uecom 的四个主要构件已经分析完毕，接下来就对 User 程序中对 uecom 主要

构件的应用流程进行介绍，梳理程序的通信过程。 

14.1.3 uecom 构件的应用流程 

uecom 构件的调用发生在 User 用户程序段中。在 BIOS 程序完成整个程序的引导工作

之后，整个程序将运行到 User 程序段，然后在 User 程序段的循环体中保持运行。用户可对

User 程序进行功能增删，可以自定义一个变量，对应自己增加的传感器的示数，然后用该变

量组成用户数据帧，通过 uecom 构件发送到通讯模组，最终到达转发程序或侦听程序。 

一个典型的 uecom 构件发送用户信息的流程如图 14-5 所示。 

 

 

 

 

 

 

 

 

 

 

 

 

 

 

 

 

 

 

 

 

 

 

 

图 14-5 uecom 应用流程 

发送用户数据的流程包括上电之后整个通信模组从初始化到数据发送的整个流程，其中

省略了部分错误处理的细节，但不影响读者对完整的应用 uecom 构件的过程的理解。 

14.2 HCICom类解析 

HCICom 类主要应用于：(1)云服务器转发软件、云服务器侦听程序 CS-Monitor 的数据

转发过程中、(2)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 US-Monitor 的数据接收与回发过程中。当 HCICom 类

用于数据转发时，其监听方式为监听本地；用于用户服务器数据接收与回发时，其监听方式

为远程连接。在进行数据转发时，某设备往往具有众多的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在对其进行侦

User程序

声明变量并赋初值；调用uecom_power给通信模块供
电；初始化小灯、定时器等模块；使能中断

读取flash中的配置信息至gFlashData结构体；初始化
用户数据结构体gUserData；记录复位信息

uecom_power给通信模组上电并等待延时等待数秒

uecom_init初始化通信模组；uecom_modelInfo获
取设备的IMSI号；uecom_linkBase与基站建立连接

uecom_baseInfo获取信号强度和小区号（基站号）
位置信息 LBS；uecom_linkCS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至此，通信模组的初始化过程完成

更新当前时间并显示在LCD上

更新用户数据gUserData；根据FlashData配置结构体的
命令格式内容，获得需要发送的数据并组成发送的数据帧

调用uecom_send，向通信模组发送数据帧

否

是

判断通信模组初始化成功完成

判断当前时间是否达到发送数据时
间或TSI触摸次数是否为3的倍数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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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故 HCICom 中保留一个 List 列表 imsiSocket 来保存全部连接设备的 Socket；在进行数

据接收与回发时，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只需要与云服务器转发软件建立单个 Socket 连接即

可。 

14.2.1 HCICom 成员变量介绍 

HCIom 类的主要成员变量介绍如表 13-2 所示。不同的成员变量将决定 HCICom 对象将

在通信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当 HCICom 对象的 HCIComTarget 成员保存着对象的连接方式

和目标地址，如果该对象的连接方式为监听本地的字符串格式的话，那么该对象将用于数据

转发，转发数据可以是上行数据或下行数据，该对象会使用 imsiSocket 列表用于保存所有与

之建立的通信 Socket；如果 HCIComTarget 成员保存着远程端口的字符串格式的话，该对象

将仅用于客户端程序的数据接收和回发，该对象的 connect_socket 会保存与转发程序建立起

来的 Socket。 

表 13-2 HCIom 类的成员变量 

序号 变量名称 类型 描述 

1 HCIComTarget 字符串 定义了连接方式和连接的目标地址，其类型为字

符串类型。例如，监听本地的 8035 端口时，字

符串内容应为"local:8035"，监听 122.112.137.285

的 8035 号端口时，其内容应为" 122. 112.137. 28 

5:8035"。 

2 data DATA 结构体队列 data 是一个 DATA 结构体的队列，DATA 结构体

保存 IMSI 号与将发送或接收到的数据内容。 

3 recvCount 长整型 用于记录接收数据帧数.。 

4 listenLocal 逻辑变量 用于标志 HCICom 对象是否为监听本地，该变量

会根据 HCIComTarget 字段内容进行初始化。 

5 connect_socket Socket 对象 当监听方式为远程连接时，该对象存储与连接目

标之间建立的 socket。 

6 imsi_socket 结构体 当监听方式为监听本地时，该结构保存一个 imsi

号与该 imsi 号关联的一个 socket 队列。 

7 imsiSocket imsi_socket 列表 保存多个 imsi 号对应的 imsi_socket 结构体，保

存内容是与该 HCICom 对象建立通信的全部

socket 对象。 

8 DATA 结构体 保存 IMSI 号与将发送或接收到的数据内容。 

14.2.2 理解 HCICom 对外方法 

HCICom 类的对外方法包括：Init 初始化方法、Read 数据读取方法、Send 数据发送方

法，下面对这几种对外方法进行解析并加以流程图进行说明。 

1．HCICom. Init 

Init 方法主要功能为初始化 HCICom 对象，根据传入的 IMSI 参数建立通信连接。其功

能流程图如图 1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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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Init 方法执行流程 

Init 方法的主要执行流程为：首先，判断其成员变量 HCIComTarget 的内容，确定其格

式为“local”：+端口号格式或 IP 地址+端口号的格式，如为前者，设成员变量 listenLocal 为

true 表示监听本地，如为后者，表示远程连接，设 listenLocal 为 false，除此之外的格式为错

误格式，会引起报错返回；接着，会新建一个 Socket 对象，如果 HCICom 监听方式为监听

本地，则将套接字与 IP 地址和端口号绑定在一起，设置一个长度为 1024 的监听队列，调用

Socket.BeginAccept 函数开始异步监听；如监听方式为远程连接，则调用 Socket.connect 方法

远程连接目标地址，接着调用开始接收回调函数 BeginReceive，并将缓冲区 buffer、缓冲区

大小 BufferSize 和接收调用函数 ReceiveCallBack 传入回调函数 BeginReceive。函数代码如

下所示。 

///======================================================================== 

///  方法名称：init 

///  功能概要：初始化 HCICom，载入属性值，并根据传入的 IMSI 建立通信连接 

///  内部调用：BeginAccept BeginConnect 

///  <param name="IMSI">存储 IMSI 号的 string 数组</param> 

///  <returns>0：初始化成功；1：不支持此种通信方式 ；2:目标地址错误 

///       3：监听目标地址失败；4：连接服务器失败； 

///======================================================================== 

StateObject state =    //存储需要传递的 socket 信息和缓冲区 

        new StateObject(); 

    int retVal; 

    //（2）从属性 HCIComTarget 中提取出目标地址和通信方式 

    try 

    { 

    if (this.HCIComTarget.Contains("local:"))//若目标地址含"local:" 

    { 

        address =this.HCIComTarget.Remove(0, 6); //获得目标地址 

        this.listenLocal = true;//标记 listenLocal 为监听本地端口 

        ip = "0.0.0.0"; 

        port = address; 

    } 

    else if (Regex.Matches(this.HCIComTarget, "[a-zA-Z]").Count == 0 

        && this.HCIComTarget.Split('.').Length - 1 == 3 

        && this.HCIComTarget.Split(':').Length - 1 == 1 

HCICom.Init

结束

定义函数变量；从HCIComTarget中提取目标地址与通信方式

新建套接字socket，设置监听端口号endPoint

绑定套接字，设置监听队列，开始异步监听

设置监听方式listenLocal为连接远程地
址(false)，解析出IP地址与端口号

调用开始接收回调函数BeginReceive，并将缓冲
区buffer、缓冲区大小BufferSize和接收调用函
数 ReceiveCallBack传入回调函数BeginReceive

与连接目标建立连接，将客户端socket
赋值为state的socket成员

设置监听方式listenLocal为监听本地(true)

否

否
判断目标地址是否为字符串 local: 

判断监听方式listenLocal是否为监听本地

判断目标地址是否含IP地址

是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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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目标地址不含有字母，且有一个':'和 3 个'.' 

    { 

        address = this.HCIComTarget;  //获得目标地址 

        this.listenLocal = false;//标记 listenLocal 为不监听本地端口 

        string[] tmp = address.Split(':'); 

        ip = tmp[0]; 

        port = tmp[1];  //解析出 address 中的 IP 和端口号     

    } 

    else 

    { 

        retVal = 1;       //不支持此种通信方式 

        goto Init_exit; 

    } 

} 

…… 

    //（3）按照指定的方式建立通讯，完成初始化 

    try 

    { 

    //（3.1.1）新建套接字 

    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SocketType.Stream, ProtocolType.Tcp); 

    //（3.1.2）设置监听的端口号 

    endPoint = new IPEndPoint 

        (IPAddress.Parse(ip), Convert.ToInt32(port)); 

    //（3.1.3）根据通信方式建立连接 

    if (listenLocal == true) 

    { 

        socket.Bind(endPoint); //将套接字绑定到 IP 和端口上 

        socket.Listen(1024);   //设置监听队列的长度 

        //开始异步监听 

        socket.BeginAccept(new AsyncCallback(AcceptCallBack), socket); 

    } 

    else 

    { 

        this.connect_socket = socket; 

        this.connect_socket.Connect(endPoint);     //建立连接 

        state.workSocket =this.connect_socket; //将客户端的 socket 赋值给 state 的成员 

        //调用开始接收的回调函数 BeginReceive，并将缓冲区 state.buffer、 

        //缓冲区大小 StateObject.BufferSize 和接收到数据后应调用的函数 

        //ReceiveCallBack 传入回调函数 BeginReceive 

        this.connect_socket.BeginReceive 

        (state.buffer, 0, StateObject.BufferSize, 

        SocketFlags.None, new AsyncCallback(ReceiveCallBack), state); 

……. 

    } 

} 

…… 

    retVal = 0; 

Init_exit: 

    return retVal; 

2．HCICom. Read 

Read 方法主要功能为读出缓冲区中的一帧数据，并通过传入参数传出，该函数主要在

接收事件中调用。其功能流程图如图 1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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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Read 方法执行流程 

Read 方法的执行过程为：判断接收缓冲队列 data 是否为空，为空则结束，不为空则令

data 执行出队操作；读取 data 队列的队首，将队首数据的字节数组部分赋给参数 buffer，将

string 部分赋值给参数 imsi，函数执行结束后，ref 参数将获得 data 队首的值并被其他调用

Read 方法的函数使用，如终端消息接收的事件中。该方法的代码如下所示。 

///  方法名称：Read 

///  功能概要：读出缓冲区中的一帧数据，并通过传入参数传出。 

///        建议在接收事件中调用 

///  内部调用：无 

///  <param name="imsi">发送本条数据的终端 IMSI 号</param> 

///  <param name="buffer">本条数据的内容</param> 

///  <returns>true：读取成功；false：接收缓冲区为空</returns> 

public bool Read(ref string imsi, ref byte[] buffer) 

{ 

    //（1） 定义本函数使用的变量 

    DATA retData;         //存储从队列中取出的数据 

    //（2）读取数据 

    if (this.data.Count == 0)     //若接收数据缓冲队列为空 

    { 

    recvCount = this.data.Count; 

    return false; 

    } 

    retData = this.data.Dequeue();//从缓存队列取出数据并存入 retData 

    recvCount = this.data.Count;  //更新接收数据的长度 

    imsi = retData.imsi;      //返回接收到的 imsi 号 

    buffer = retData.data;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return true; 

} 

3．HCICom. Send 

Send 方法主要功能为：在云服务器侦听程序，该方法执行向终端发送数据的操作；在

云服务器转发软件，该方法执行向终端与向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转发数据的操作。其功能流

程图如图 14-8 所示。 

 

 

 

 

 

 

 

 

HCICom.Read

结束

定义函数使用的变量

读取data队列队首的数据部分到参数Buffer中，读取imsi号部分到参数imsi中

是
判断接收数据缓冲队列data是否为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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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 Send 方法执行流程 

Send 方法执行流程为：根据传入参数 imsi 与 data 字节数组，使用 frameEncode 方法组

成数据帧；如果监听方式为本地监听方式，则表示是云转发程序或云服务器侦听程序在调用

该方法，程序需要查找所有侦听着该 imsi 对应设备的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或终端设备并向

它们全部发送数据帧，方法是从总表 imsiSocket 中找到其列表成员属性 imsi 等于本方法的

参数 imsi 的一个 socket 列表，并让该列表中的所有 socket 对象执行 socket.send 方法，将组

成的数据帧发送给所有的客户端；如监听方式为远程连接，则表示是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在

调用该方法，只需要使用与连接对象建立的 socket 对象将数据帧发送出去。该方法的代码如

下所示。 

///  方法名称：Send 

///  功能概要：发送操作 

///  内部调用：内部函数 SendCallBack 

///  <param name="imsi">本条数据将要发送至的终端 IMSI 号</param> 

///  <param name="data">待发送的数据内容</param> 

///  <returns>0：发送成功；1：发送失败 ； 

public int Send(string imsi, byte[] data) 

{ 

    //（1） 定义本函数使用的变量 

    byte[] frame; 

    List<Socket> socket = null; 

    int i; 

    int retVal; 

    try 

    { 

    //（2） 调用函数 frameEncode 组帧 

    frame = frameEncode(imsi, data, data.Length); 

    //（3）将数据发送出去 

    if (listenLocal == false)     //若为连接远程服务器 

    { 

        //（3.1）直接使用存储的 connect_socket 发送数据 

        connect_socket.Send(frame, SocketFlags.None); 

    } 

    else             //若为监听本地端口 

    { 

        //（3.2）从 imsiSocket 表中找到待发送 IMSI 对应的 socket 

        for (i = 0; i < imsiSocket.Count; i++) 

        { 

        if (imsiSocket[i].imsi == imsi) 

        { 

            socket = imsiSocket[i].socket; 

            break; 

HCICom.send

结束

定义函数使用的变量；根据传入参数imsi与
data数组进行使用方法frameEncode进行组帧

对象connect_socke使用socket.send
方法将组成帧数据frame发送出去

从imsiSocket表中找到待发送IMSI对应的
socket，通过寻找到的socket发送数据

判断监听方式是否为本地监听方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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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通过寻找到的 socket 发送数据 

        for (i = 0; i < socket.Count; i++) 

        { 

        try 

        { 

            socket[i].Send(frame, SocketFlags.None); 

        } 

        catch     //发送失败 

        { 

            socket[i].Close(); 

            socket.Remove(socket[i]); //移除此 socket 

        } 

        } 

        if (socket.Count == 0)   //全部发送失败 

        { 

        retVal = 1; 

        goto Send_exit; 

        } 

    } 

    } 

    retVal = 0; 

Send_exit: 

    Thread.Sleep(2);    //防止连续发送出错，延时 2 毫秒 

    return retVal; 

} 

14.2.3 HCICom 类的应用流程 

云服务器侦听程序、云转发程序与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的对外通信都需要依赖 HCICom

类的方法。下面以云转发程序完成数据转发的流程来介绍如何应用 HCICom 类方法。 

云转发软件的数据转发主要分为向上位机转发终端发来的数据与向终端转发上位机发

来的数据这两种情况。数据转发发生在在线程 dealRecvThread 中，该线程的执行间隔为 1S。

该线程的执行流程如图 1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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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 dealRecvThread 执行流程图 

为使转发数据的发送方向不发生混淆，需要建立两个 HCICom 来进行通信，其中，

UECom 是转发数据到终端的 HCICom 对象，USCom是转发数据到上位机的 HCICom 对象。

流程图中没有包含 UECom 与 USCom 的初始化方法，该过程发生在窗体的初始化函数中。 

14.3 本章小结 

本章对金葫芦 IoT-GEC 体系架构所使用的面向终端的通信构件 uecom 与面向上位机的

通信类 HCICom 进行了较详细的解析。主要内容如下： 

（1）uecom 构件的设计解析。uecom 是终端下位机与通信模组之间的沟通工具，其功

能实现过程主要为：使用 UART 发送 AT 指令来对通信模组下达命令或发送数据，在串口中

断中获取其反馈内容进行解析来获得所需信息（数据），本章对其部分功能函数的实现细节

进行了分析并通过 User 程序中 uecom 构件的应用来阐述其使用流程。 

（2）HCICom 类设计解析。HCICom 类属于云服务器转发软件、云服务器侦听程序与

用户服务器侦听程序与互联网进行沟通的方法类，内部主要使用 Socket 类的方法达到功能

的实现。本章最后对云服务器转发软件的消息转发线程进行了解析，相信能够加深读者对

HCICom 类的用法上的理解并进而熟悉 HCICom 类的其他应用场景。 

 

是

dealRecvThread

声明变量并进行赋值

使用UEcom.Read方法读取UEcom.data队
列中队首的数据，参数imsi获取发送数
据的IMSI号，参数data获取数据数组

解析参数data中的数据内容，在消息栏
显示数据包接收情况

 使用UScom.Send将该数据转发给建立
socket通信的所有上位机程序

使用UScom.Read方法读取UScom.data队
列中队首的数据，参数imsi获取发送数
据的IMSI号，参数data获取数据数组

解析参数data中的数据内容，在消息栏
显示数据包接收情况

 使用UEcom.Send将该数据转发给终端设备

否

判断UEcom.data队列中是否有数据 判断UScom.data队列中是否有数据

判断该数据对应的imsi号是否拥有
被转发的权限 判断该数据对应的imsi号是否拥有被

转发的权限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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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基于GEC的NB-IoT应用产品开发实例（GXY-

190322） 

15.1 基于NB-IoT-GEC的实验室管家 

本节以 NB-IoT 实验室管家系统（Laboratory Butler System，LBS）为例，以金葫芦开发套件

为核心，阐述给出基于 GEC 的 UE 软硬件产品应用的详细步骤，可从中理解如何将 GEC 软件硬

件生态系统应用到实际产品应用中。方便读者可以根据项目要求，快速进行硬件及通信流程打通

评估，再进行后续工作。 

15.1.1 LBS 系统输入/输出分析 

1．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一个项目的第一步。主要是分清物理量的输入输出，理清它们直接或者间接的逻

辑关系。实验室管家系统以金葫芦开发套件为核心，属于嵌入式产品，其需求分析主要是站在

GEC 角度进行输入/输出分析。 

以 GEC 为核心的终端 UE 可以包括模拟量的输入、模拟量的输出，开关量的输入、开关量

的输出及数据通信的部分。 

实验室管家系统是为了方便监测当前实验室的环境，防止夜间忘记关闭电灯、空调等设备，

以及对实验室设备进行控制，例如设置电烙铁的使用时间等。 

从实验室管家的目标功能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步骤： 

（1）如果想要获取实验室的当前的环境温度，就需要用到温度传感器，因此可以利用金葫

芦套件上自带的热敏电阻当做一个简易的温度传感器来获取温度的变化；同样的，可以利用金葫

芦套件上自带的光敏电阻来获取实验室光线的变化情况。 

（2）获取到当前实验室的环境因素后，可以通过 GEC 架构，将实验室实时环境信息由终端

发送给服务器。 

（3）在服务器端可以对接收到环境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例如在晚上光线超出一定界限值时，

发短信提醒实验室人员检查照明设备的开关状况，；如果长时间光线过亮，也可以自动关闭与终

端 UE 连接的照明设备。 

（4）通过微信小程序查看实验室实时环境信息，以及直接控制实验室的用电设备。 

2．输入/输出分析 

对系统进行输入/输出分析是整个工程的第一步。理解了 13.1 节的输入/输出个性分析，将主

要分析有哪些物理量需要与 GEC 打交道，可以列表进行。根据需求分析，如表 15-1，给出了实

验室管家系统的输入/输出分析。 

表 15-1 实验室管家系统输入/输出分析表 

编号 物理量 属性 英文命名 技术描述 

1 蓝红绿三色灯 开关量输出 

LIGHT_RED 

LIGHT_GREEN 

LIGHT_BLUE 

① 三色灯为蓝红绿合为一体三色灯； 

② GEC 引脚直接控制； 

③ 低电平点亮； 

④ 实验室管家终端开关指示灯。 

2 
温度传感器 

（热敏电阻） 
模拟量输入 AD_EXT_TEMP 

① GEC 引脚读取热敏电阻 AD 值； 

② 热敏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公

式详见 5.1 节）。 

3 光亮度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AD_BRIGHT ① GEC 引脚读取光敏电阻 A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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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参考表 15-1 中给出的信息，选用不同的硬件作为测试评估的样例。 

15.1.2 LBS 系统的硬件评估 

1．拷贝 User 工程框架 

在前面的章节里，用户理解 User 程序的更改逻辑一般是按照变量定义、变量赋值、外设初

始化、数据获取、数据发送、数据显示的流程进行的。为了遵循“照葫芦画瓢”理念，首先需要

拷贝 User 工程框架，用来编写用户需要实现的终端 UE 功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新建一个文件夹并拷贝模板工程 

（1）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画葫芦”之用，构建自己的工作文件夹。最好末尾标注日期。 

（2）将模板 User 程序拷贝一份至新建的文件夹，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即为实

验室管家系统的 User_LBS 程序。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步很重要，不要去修改模板，模板是拷贝

使用的。 

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1-LBS\01_User_Basic_Frame” 。 

2）将 User 程序导入 KDS 开发环境 

然后打开 KDS 软件，如未安装 KDS 的用户请参考“附录 B.1 集成开发环境 KDS 快速指南”

所示依次进行；再将准备测试的 User_LBS 程序导入 KDS 中，具体导入流程也请参考该附录。 

导入工程后，将基于输入/输出分析，在工程中进行不同硬件单元的测试与评估。在下一节中

将具体阐述编程评估过程。 

2．编程评估各硬件单元 

在对硬件单元进行评估之前，需要确定不同硬件单元所使用的基础功能及连接于金葫芦

GEC 核心板的对应引脚。本系统中，三色灯和用电设备开关使用到 GPIO 功能，温度传感器和光

度传感器使用到 ADC 功能。在确定不同硬件单元的基础功能之后，可以查看引脚功能表找出满

足硬件功能的引脚，进行编程评估测试。详细引脚功能表可在本书第 11.2 节查看。 

1）编程评估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在本系统中实际上为一个随温度增大而降低的热敏电阻，是模拟量输入，可以直

接由 GEC 通过 ADC 构件读取其数值，用户可以利用 12.3 节中已封装完整的 ADC 构件，在之前

拷贝出来的 User_LBS 程序里对其进行编程评估，。 

（1）用宏定义方式，给温度传感器 AD 通道起个英文名，明确芯片哪个引脚获取温度传感

器采集到的 AD 值。由于这个工作属于用户程序，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之原则，这个宏

定义应该写在工程中“05_UserBoard”文件夹下的“User.h”文件中。 

#define AD_EXT_TEMP  ADC_PIN4  //外部环境温度采集使用通道 

 

（2）声明 adc.h 头文件。评估温度传感器，只需读取热敏电阻的 AD 值，再对该值物理回归

处理，故可以直接使用 ADC 构件，在 include.h 文件中，声明 adc.h 头文件。 

#include "adc.h"      //用到 adc 构件 

（3）ADC 初始化。如需获取温度值，将温度模拟量转为数字量，需要初始化 ADC 采样模

块。其中热敏传感器连接在金葫芦 IoT-GEC 的 ADC_PIN4 引脚上，该引脚宏定义为

（光敏电阻） ② 光敏电阻随亮度的升高而降低。 

4 用电设备开关 开关量输出 SWITCH_ELC 

① GEC 引脚控制； 

② 通过接收微信小程序命令确定开关

状态； 

③ 0 为关，1 为开； 

④ 利用继电器实现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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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_EXT_TEMP。本处 AD 采样初始化 adc_init 函数所一一对应的参数是 AD_EXT_TEMP 引脚

和 16 位采样精度，具体详情请参考工程中的“adc.h”文件。 

adc_init(AD_EXT_TEMP,16);    //初始化 AD_EXT_TEMP 引脚 

（4）获取 AD 值。在初始化 ADC 模块之后，需要进行 ADC 采样，获取温度 AD 值。根据

热敏传感器所连接的 AD_EXT_TEMP 引脚，读取传感器值，获取具体引脚功能说明详见本书“附

录 E”所示。 

tmpAD = adc_read(AD_EXT_TEMP);    //读取传感器值 

（5）物理回归。在数据获取后进行物理回归，其换算公式根据热敏电阻的阻值公式推算（详

参 5.1 节）。 

//温度值物理回归， 

Vtemp = (tmpAD*3300.0)/65535; 

Rtemp = Vtemp/(3300.0 - Vtemp)*10000.0; 

temp = (1/(log(Rtemp/10000.0)/3435.0 + (1/(273.15 + 25)))) - 273.15 + 0.5; 

（6）打印出实际值。可以利用 printf 函数通过串口将要输出的实际值传送给 PC 机，通过 for

循环持续显示，用手触摸热敏电阻，可以看出温度的变化。在 PC 机上通过 AHL-IoT-IDE 更新程

序显示，如图 15-1。 

for(;;) 

{ 

printf(“The temperature is %f ℃\n”, temp);    //打印出环境温度值 

Delay_ms(5000);           //延时 5S 

} 

 

 

 

 

 

 

 

 

 

 

 

 

 

 

 

 

 

 

 

 

 

 

 

图 15-1 printf 温度值示例 

光线传感器在本系统中实际上为一个随温度增大而降低的光敏电阻，是模拟量输入，也可以

直接由 GEC 通过 ADC 构件读取其数值，用户可以类比温度传感器完成对它的编程评估。在完

成温度和光线传感器的测试评估之后，可以发现温度传感器测得的环境温度误差在±2℃，光线

传感器测得的 AD 值越大，光线强度越低，满足我们的系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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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程评估用电设备开关 

用电设备开关在本系统中是由继电器模块控制的，为开关量输出。该继电器选用 JQC-3FF-

S-Z 型号，如图 15-2，红灯为电源接通指示灯，绿灯为继电器接通指示灯。同样利用 12.1 节中已

封装完整的 GPIO 构建对其进行编程评估。 

 

 

 

 

 

 

 

 

图 15-2 控制开关所接继电器 

（1）用宏定义方式，给用电设备开关起个英文名，明确芯片哪个引脚控制开关。由于这个

工作属于用户程序，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之原则，这个宏定义应该写在工程中

“05_UserBoard”文件夹下的“User.h”文件中。 

//用电设备开关端口及引脚定义 

#define  SWITCH_ELC   GPIOB_12  //用电设备开关 所在引脚：GEC_37 

（2）随后，在“User.h”文件中，对用电设备开关“开”、“关”进行宏定义。由于开关的开

关状态对应的逻辑电平，由物理硬件接法决定，为了应用程序的可移植性，需要对开关状态使用

宏定义。 

//开关状态宏定义（开关开、开关关对应的物理电平由硬件接法决定） 

#define  SWITCH_ON       0    //开关开启 

#define  SWITCH_OFF      1    //开关关闭 

特别说明：对开关的“开、关”使用宏定义，不仅为了编程更加直观，也是为了使得软件能

够更好地适应硬件。若硬件电路变动，是开关关闭状态对应于低电平，那么只要改变本头文件中

的宏定义，而程序源码不需变动。 

（3）初始化用户设备开关为“关”。控制开关的闭合状态，我们需要先初始化用电设备开关，

其中控制用电设备开关的继电器连接在金葫芦 IoT-GEC 的 GPIOB_12 引脚上，其宏定义为

SWITCH_ELC。在 main 函数中进行开关初始化。 

gpio_init(SWITCH_ELC, GPIO_OUTPUT, SWITCH_ON);   //初始化用电设备开关 

（4）改变开关的闭合状态。在 main 函数中实现改变开关状态操作,并利用 printf 函数打印出

改变后的开关状态值。 

for(;;) 

{ 

gpio_resever(SWITCH_ELC); 

printf(“当前用电设备开关状态为%d(0 为开，1 为关)\n”, gpio_get(SWITCH_ELC)); 

Delay_ms(1000);           //延时 1S 

} 

同样，在 PC 机上通过 AHL-IoT-IDE 更新程序显示，如图 15-3。用户可以看出用户设备开关

状态为“开”、“关”交替变化，并且能够听到继电器“闭合”时发出的“咔嗒”声。当为“开”

时，继电器上自接的绿灯为亮；当为“关”时，继电器上自接的绿灯为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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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printf 开关状态示例 

测试完成用电设备开关之后，便可以通过 GPIO 直接控制继电器闭合状态，为下面通过微信

小程序控制用电设备开关打下基础。 

3）整理 user.h 文件 

用户可以根据上述两个样例，对其他硬件进行快速编程评估。遵循可移植性和可复用性的原

则，在本系统中将使用到的引脚以功能分类，并进行各自宏定义。在编程评估过程中，统一使用

宏定义来表示该引脚。如此一来，在以后移植到不同开发板的操作中，只需要修改宏定义的引脚

即可。 

基于对本书第 11 章给出的终端 UE 程序框架的充分理解，按照“分门别类，各有归处”之

原则，将用户使用的其他硬件信息（本系统中即为不同引脚宏定义）存放在工程框架的

“..\05_UserBoard\user.h”文件中。例如 user.h 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 

//文件名称：user.h（用户程序头文件） 

//制作单位：苏大 arm 技术中心(sumcu.suda.edu.cn) 

//更新记录：2018.12：1.0，2019.1：A.10 

//概要说明：本文件用于 GEC 用户在使用 GEC 芯片进行硬件板设计时存放用户板 

//部分引脚定义， 

//        GEC 引脚具有的功能在 gec.h 文件中 

//====================================================================== 

 

#ifndef USER_H   //防止重复定义（开始） 

#define USER_H 

#include"gec.h" 

#include "lcd.h" 

 

//=========================================================== 

//UART 模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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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UART_USER    UARTA  //TX 引脚：GEC_10；RX 引脚：GEC_8 

//UART 其他模块定义 

#define UART_UE      UARTB  //用于通讯模组通讯，引脚未引出 

#define UART_UPDATE  UARTC  //用于程序更新，无法被使用 

 

//GPIO 模块定义 

#define  LIGHT_BLUE   GPIOA_0   //蓝色 RUN 灯 所在引脚：GEC_54 

#define  LIGHT_GREEN  GPIOA_1   //绿色 RUN 灯 所在引脚：GEC_55 

#define  LIGHT_RED    GPIOA_2   //红色 RUN 灯 所在引脚：GEC_56 

#define  SWITCH_ELC   GPIOB_12  //用电设备开关 所在引脚：GEC_37 

 

//ADC 模块定义 

#define AD_MCU_TEMP  ADC_PIN17  //MCU 内部温度采集使用通道 

#define AD_BRIGHT    ADC_PIN6   //光照采集使用通道 

#define AD_EXT_TEMP  ADC_PIN4  //外部环境温度采集使用通道 

 

//TSI 模块定义 

#define TSI_TOUCH   TSI_PIN10  //触摸键使用通道 

 

//灯状态宏定义（灯亮、灯暗对应的物理电平由硬件接法决定） 

#define  LIGHT_ON       0    //灯亮 

#define  LIGHT_OFF      1    //灯暗 

 

//开关状态宏定义（开关开、开关关对应的物理电平由硬件接法决定） 

#define  SWITCH_ON       0    //开关开启 

#define  SWITCH_OFF      1    //开关关闭 

 

#endif//防止重复定义（结尾） 

从 user.h 文件可以看出，本系统中使用 GPIOA_0、GPIOA_1、GPIOA_2 引脚测试评估三色

灯，其对应的宏定义为 LIGHT_BLUE、LIGHT_GREEN、LIGHT_RED；用电设备开关使用

GPIOB_12 引脚进行测试评估，其对应的宏定义为 SWITCH_ELC；光敏电阻的光照采集使用通

道为 ADC_PIN6 引脚，其对应的宏定义为 AD_BRIGHT；外部环境温度采集使用通道为

ADC_PIN4，其对应的宏定义为 AD_EXT_TEMP。类似的，用户想要评估不同的引脚，只需要在

user.h 文件中修改对应的引脚宏定义，便可以直接导入测试的样例程序进行评估。 

3．硬件原理图绘制与 PCB 电路板制作 

设计人员若凭借个人工作经验和习惯的积累进行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在开发完一个嵌入式

应用系统再进行下一个应用开发时，硬件电路原理图往往需要从零开始，重新绘制；或者在一个

类似的原理图上修改，但往往又很麻烦，容易出错。 

遵循要硬件设计可重用性与可移植性思想，在本系统中我们继续沿用金葫芦 GEC 套件的硬

件原理图与扩展底板，若有其他功能需求，可在此基础上重新布置扩展底板来实现。详细参见本

书 3.3 节。 

15.1.3 LBS 系统功能软件设计与测试 

硬件评估测试完成之后，为测试从底端芯片到上层软件直至用户通信设备间的数据流是否贯

通，可以借助金葫芦 GEC 套件提供的云服务平台和手机微信小程序，查看是否接收到在终端 UE

采集的环境温度等信息，即确保底层到高层的通信已经打通，用户通过传感器测得的数据可以实

时上传到 PC 机及手机上。在此基础上，便可以根据数据传输要求针对终端 UE 以及人机交互系

统 HCI 的程序进行修改，本节将给出具体设计与测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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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保数据流通信贯通 

对于没有搭建服务器及未设计完成相应微信小程序的用户来说，我们可以直接借助于金葫芦

GEC 套件以及对应的服务器侦听程序和微信小程序来编程评估我们数据的通信过程。 

此侦听程序为运行在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服务器上的 CS-Monitor，信息邮

局 MPO 接口是：116.62.63.164:26123。参见本书第 6 章。 

微信小程序可以通过在微信中搜素小程序“金葫芦 IoT”获得。参见本书第 9 章。 

下面介绍测试的具体步骤。 

1）拷贝模板程序 

测试之前，需要先拷贝一份终端 UE 的程序作为“画瓢”的程序，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新命

名，。在完成拷贝之后，再进行下面具体操作。 

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1-LBS\02_UE”。 

2）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 

如需获取温度值，将温度模拟量转为数字量，需要初始化 ADC 采样模块。考虑到之前的 ADC

未知是否进行初始化操作，因此进行冗余初始化函数添加。 

在本处环境温度 AD 采样初始化 adc_init 函数所一一对应的参数是环境温度引脚、16 位采样

精度，具体详情请参考工程中的“adc.h”文件。用电设备开关状态初始化 gpio_init 函数所一一对

应的参数是用户设备开关引脚、引脚方向为 GPIO 输出、初始状态为开启，具体详情请参考工程

中的“gpio.h”文件。该代码需要在 main.c 文件中 “【画瓢处】-初始化”处修改： 

adc_init(AD_EXT_TEMP, 16);    //初始化 AD_EXT_TEMP 引脚 

gpio_init(SWITCH_ELC, GPIO_OUTPUT, SWITCH_OFF);   //初始化用电设备开关 

3）数据获取及物理回归 

在定义成员变量、初始化 ADC 模块之后，需要进行 ADC 采样，并根据获取到温度 AD 值

进行物理值回归，得到实际的温度值。在“main.c”文件中搜索“【画瓢处】-传感器数据获取”，

并在此处增加获取环境温度数据的代码，即可得到当前的温度值，其中热敏传感器连接在金葫芦

IoT-GEC 的 AD_EXT_TEMP 引脚，具体引脚功能说明详见本书“附录 E”所示。具体代码如下

所示： 

tmpAD = adc_read(AD_EXT_TEMP);    //获取传感器值 

在数据获取后进行物理回归，其换算公式根据热敏电阻的阻值公式推算（本章第 2 小节中可

见）。具体代码如下所示：  

//温度值物理回归， 

Vtemp = (tmpAD*3300.0)/65535; 

Rtemp = Vtemp/(3300.0 - Vtemp)*10000.0; 

temp = (1/(log(Rtemp/10000.0)/3435.0 + (1/(273.15 + 25)))) - 273.15 + 0.5; 

4）修改备注数据 

在终端 UE 发送的结构数组中，保留了两条备注数据方便读者测试，分别为 surpBaseInfo[20]

和 surplusInfo[20]。用户可以将想要传输的数据存放到这两个数据帧当中，便可以在微信小程序

或者 PC 端相应的数据位置查看到用户放入的数据。备注数据的赋值代码在 main.c 文件中添加，

具体操作如下： 

data->surpBaseInfo[0] = temp>>8; 

data->surpBaseInfo[1] = temp;    //赋值给数据结构体中环境温度值 

data->surplusInfo[0] = 0;    //赋值给数据结构体中用户设备开关状态值 

5）测试观察 

将修改好的程序烧录到终端 UE 上，详细过程可见附录 B.1。上电运行手上的终端 UE，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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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送成功之后，通过微信小程序，查看备注字段文本框是否显示上传的环境温度及用电设备开

关状态（即 0/1）。 

 

 

 

 

 

 

 

 

 

 

 

 

 

 

 

 

 

 

 

 

 

 

 

 

 

 
（a）                                        （b） 

图 15-4 微信小程序测试样例 

测试发现，如图 15-4（a），微信小程序中标签“备注 1”处可以接收到数据为“20.3”，此为

用户设置的环境温度信息；“备注 2”处的文本框显示为“1”，此为用户设置的开关状态信息，即

表示用电设备开关状态为关闭。如图 15-4（b），用手握住温度传感器，并设置用电设备开关状态

为开启，再次重新发送终端 UE 的信息，可以发现“备注 1”的文本框变为“21.7”，“备注 2”处

的文本框显示为“0”，即表示用电设备开关状态为开启。 

按照上述步骤，依次编程评估发现，由底端 UE 芯片采集到的环境温度信息和设置的用电设

备开关状态信息，可以直接通过已有的通信框架，直接上传到 PC 端以及手机端。在此基础上，

我们便可以根据本书第 6 章对服务器相关知识的详细讲解，完成自身服务器的搭建和侦听程序

的测试。并且，我们还可以依照第 9 章“照葫芦画瓢”，设计编写自己的微信小程序，用来接收

采集到的环境温度数据。我们会在下面的小节中作详细说明。 

2．终端 UE 程序修改 

在完成通信测试之后，我们可以按照项目的需求来增加需要的变量。基于 GEC 架构的终端

UE，在其中已经注入了 Bios 程序，这其中提供了各种模块的接口函数，也就不需要直接接触底

层硬件寄存器的情况下进行应用级的编程。对于应用级编程提供了 User_GEC_Basic 工程模板，

其中的修改方法可以参考本书第 5 章进行相应的更改，在下一章也有具体的项目实列说明。对于

模板的使用，建议复制后再进行导入更改，因为可能编程错误找不到出错的原因，就可以用之前

的备份，这也是开发的一个良好习惯。 

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1-LBS\02_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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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的样例程序中，数据发送结构体中已经包含光照强度变量，故我们只需添加环境温度

和用电设备开关状态变量即可，具体步骤如下。 

1）增加存储环境温度和用电设备开关状态变量 

对于终端设备来说，为了获取热敏电阻的 AD 值，需要添加一个存储环境温度的变量

“EnvTemp”，由于需要将温度值保留一位小数并便于传输，将回归后的物理值扩大 10 倍后发送，

因此采用 32 位整型“int_32”的数据类型。而用电设备开关状态我们采用数字 0/1 来表示开/关，

也同样的采用 32 位整型“int_32”的数据类型。该代码需要在 includes.h 文件中 “【画瓢处】-用

户自定义添加数据”处修改，修改如下： 

int_32 envTemp;    //在数据结构体中添加环境温度值 

int_32 switchState;       //开关状态 

2）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 

与通信测试一样，我们需要对用户外设模块进行初始化。在本处环境温度 AD 采样初始化

adc_init 函数所一一对应的参数是环境温度引脚、16 位采样精度，具体详情请参考工程中的“adc.h”

文件。用电设备开关状态初始化 gpio_init 函数所一一对应的参数是用户设备开关引脚、引脚方向

为 GPIO 输出、初始状态为开启，具体详情请参考工程中的“gpio.h”文件。该代码需要在 main.c

文件中 “【画瓢处】-初始化”处修改： 

adc_init(AD_EXT_TEMP, 16);    //初始化 AD_EXT_TEMP 引脚 

gpio_init(SWITCH_ELC, GPIO_OUTPUT, SWITCH_OFF);   //初始化用电设备开关 

3）数据获取及物理回归 

同样的，也需要获取相应数据以及进行物理回归。具体代码如下所示： 

tmpAD = adc_read(AD_EXT_TEMP);    //获取传感器值 

在数据获取后进行物理回归，其换算公式根据热敏电阻的阻值公式推算（本章第 2 小节中可

见）。具体代码如下所示：  

//温度值物理回归， 

Vtemp = (tmpAD*3300.0)/65535; 

Rtemp = Vtemp/(3300.0 - Vtemp)*10000.0; 

temp = (1/(log(Rtemp/10000.0)/3435.0 + (1/(273.15 + 25)))) - 273.15 + 0.5; 

4）赋值 

最后，我们需要将数据赋值给在第一步中添加的变量。由于需要将温度值保留一位小数并便

于传输，所以将处理得到的实际环境温度值，扩大 10 倍赋值给数据结构体，用电设备状态按照

当前状态为“开启”，赋值为“0”。在“main.c”文件中搜索“【画瓢处】-结构体赋值”处添加代

码：  

data->envTemp = (int_32)(temp * 10);    //赋值给数据结构体中环境温度值 

data->switchState = 0;    //赋值给数据结构体中用户设备开关状态值 

为了区分其他系统，需要重新分配一个端口号给实验室管家的终端，例如 20003（不与其他

系统冲突的端口号都可以）。经过这些简单地编程后，将程序烧录到终端设备中，即可完成终端

UE 的修改。 

3．人机交互系统 HCI 程序修改 

人机交互系统 HCI 编程包括服务器端的侦听转发程序和用户客户端的安卓 APP、微信小程

序和 Web 网页程序等，这需要根据项目需求进行模板选择，本书提供了这些模板，目的是方便

读者快速打通和测试，读者也可以根据现有的模板对服务器端的侦听转发程序和用户客户端程序

进行更改和完善，使得更加契合自己的项目需求，这里只是给出一般的开发模板选择。本系统将

以微信小程序为例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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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S-Monitor 更改 

程序的更改包括服务器地址及端口修改和相应数据的添加两个部分。下面进行具体说明。 

（1）拷贝模板程序。在修改 CS-Monitor 程序之前，需要先拷贝一份作为“画瓢”的程序，

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即为实验室管家系统的远程侦听程序。在完成拷贝之后，再进

行下面具体操作。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1-LBS\03_CS-Monitor” 。 

（2）服务器地址及端口修改。因为端口号进行了修改，所以在 CS-Monitor 中也需要进行相

应的修改，可以直接修改 AHL.xml 文件，具体监听方式选择详见本书 6.3.3 小节： 

<!--例<1>：监听本地的 8035 端口时,使用"local:"进行标志     "local:8035"--> 

<!--例<2>：连接 116.62.63.164 的 8094 号端口时    116.62.63.164:8094"--> 

<HCIComTarget> 116.62.63.164:20003</HCIComTarget> 

（3）添加相应数据。由于添加环境温度和用电设备开关状态的数据，因此也需要在 AHL.xml

文件中添加相应的数据及格式，其中数据类型与终端 UE 处 32 位整型对应，取 int 型，中文别名

为“环境温度”和“开关状态”，读写性为只读： 

<envTemp> 

  <type>int</type> 

  <otherName>环境温度</otherName> 

  <wr>read</wr> 

</envTemp > 

<switchState> 

  <type>int</type> 

  <otherName>开关状态</otherName> 

  <wr>read</wr> 

</ switchState > 

2）微信小程序修改 

微信小程序的修改主要包括 wss 服务链接地址修改以及主体界面修改两个部分，下面进行

具体说明。 

（1）拷贝模板工程。拷贝一份微信小程序的模板程序，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

即为实验室管家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不要直接修改模板程序，模板程序是供拷贝使用的。 

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1-LBS\04_WeChat” 。 

（2）wss 服务链接地址修改。微信小程序属于客户端，它被动的接收服务器端发来的数据，

所以只需要修改服务器的链接地址，便可以获得 CS-Monitor 中已经添加的环境温度数据，并且

会自动的显现在 App 实时界面上。 

打开拷贝的工程，在配置文件“app.js”中，修改其中的 wss 值（即 wss 地址）。原 wss 服务

地址为 wss://suda-mcu.com/wsServices，修改后地址为 wss://suda-mcu.com/wsLab。 

//app.js 

App({ 

  //【修改处】此处为服务器域名访问地址，需要修改为 

  //用户自己服务器对应域名及配置 

  config: { 

    //服务器 https 访问地址 

    url: 'https://suda-mcu.com', 

    //服务器 wss 访问地址     

    wss: 'wss://suda-mcu.com/wsLab', 

  } 

}) 

这样才能与上面给出的云侦听程序 CS-Monitor 相适应。 

（3）主体界面修改。如果需要只显示相关的温度及亮度信息的话，可以对接收到的数据进

行进一步分析，把需要显示的数据进行显示，其他的不予显示，实现此功能只需加上对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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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即可，下面以环境温度为例具体表示： 

<block wx:for="{{array}}" wx:key="{{item.id}}"> 

      <!-- 如果 wr 属性为 read 则为 text 显示框 --> 

      <view wx:if="{{item.data.name=='envTemp'}}" class='Info_view'> 

        <label style='width:30%'>{{item.data.otherName}}（℃）:</label> 

        <text style='margin-left:20px'data-id="{{item.id}}">{{item.data.value}}</text> 

        <label style='width:30%'wx:if="{{item.data.value==''}}"></label> 

        <label style='width:30%'wx:elif="{{item.data.value>30}}"style='color:red;'>过高</label> 

        <label style='width:30%'wx:elif="{{item.data.value>10&&item.data.value<30}}">正常</label>   

        <label style='width:30%'wx:elif="{{item.data.value<10}}"style='color:blue;'>过低</label>   

      </view> 

</block> 

这样便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的查看实验室的环境情况。如果需要执行一些操作的话，可以在微

信小程序上添加几个按钮，分别实现相应的操作。添加按钮的方法详见第 9.5 节。 

（4）其他功能添加。在不同产品的应用上，可能不仅仅只需要显示查看功能，因此用户可

以对微信小程序进行进一步的扩展，针对项目的需求设计自己想要的功能。针对本系统，我们添

加了一些设备控制的功能，来丰富微信小程序，可见图 15-5。 

首先，添加一个用户登录界面。对于实验室设备的使用进行用户登记，不同用户在使用设备

之前，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登录开启电源。这样，便可以实时了解打开着的用电设备和使用人员，

方便检查和管理。 

其次，增加开启和关闭电源按钮。在终端上电通信之后，登录使用实验室设备时，可以直接

通过微信小程序，来控制用电设备的开关。这里远程控制，方便管理人员操作，预防使用者的误

操作而导致的损害。 

最后，可以定时关闭用电设备。定时关闭用电设备，提升用电安全指数，对于用电危害防患

于未然。对于管理人员来说，还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界面中查看到是哪个使用者在几时几分打开或

关闭了哪个用电设备，可以及时提醒当前用户按时关闭电源。 

 

 

 

 

 

 

 

 

 

 

 

 

 

 

 

 

 

 

 

 

 
 

图 15-5 其他功能运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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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基于NB-IoT-GEC的多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 

本节以金葫芦开发套件为核心，借用 TE 公司的传感器样品，阐述给出基于 GEC 的 UE 软

硬件产品应用的详细步骤，可从中理解如何快速将所需传感器接入到已有的核心板中。方便读者

可以根据项目要求，快速进行硬件及通信流程打通评估，再进行后续工作。 

15.2.1 TE 传感器输入/输出分析 

1．传感器选样 

不同的产品，往往对传感器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例如，实验室管理系统只需要了解当前环境

的大致温度和光照状态，那么在选择传感器时就可以以成本为前提，选取价格更低的传感器；而

对于电烙铁等用电器，需要精确控制焊笔温度，这时就需要以采样误差为前提，选取更加精确的

传感器。 

为了方便用户进行传感器选样，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总结起来就是“明原理，清构件，少

误差，适环境，低成本”这五个原则。用户在选择传感器之前，要了解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是如何工作的、使用这个传感器需要利用哪些底层构件，在此基础上编写传感器的应

用构件；应该以满足产品功能的前提下，选择测量误差较小，成本较低，使用方便并且适合工作

环境的传感器硬件。 

在此原则下，用户可以按照产品应用的功能快速选择合适的传感器。 

2．输入/输出分析 

对系统进行输入/输出分析是整个工程的第一步。理解了 13.1 节的输入/输出个性分析，将主

要分析有哪些物理量需要与 GEC 打交道，可以列表进行。如表 15-2，给出一些 TE 传感器的输

入/输出分析，以及测量误差、使用构件、传感器功能的相关说明。 

用户可以参考表 15-2 中给出的信息，对不同的传感器进行测试评估，为产品选择合适的传

表 15-2 TE 传感器输入/输出分析表 

编号 物理量 属性 英文命名 技术描述 

1 
MS5637 气压

温度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MS5637_TMP 

MS5637_PRESS 

① 该传感器可测环境气压及温度； 

② i2c 接口，GEC 引脚可编程使用； 

③ 误差±1℃； 

④ 采用 4 位 CRC 校验 

2 
KMA36 磁角

量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KMA36_MA 

KMA36_KRE 

① 该传感器可测磁角偏移角度； 

② i2c 接口，GEC 引脚可编程使用； 

③ 误差±0.3°； 

3 
HTU21D 温湿

度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HTU21D_TMP 

HTU21D_HDY 

① 该传感器可测环境温度及湿度； 

② i2c 接口，GEC 引脚可编程使用； 

③ 误差±0.5℃； 

④ 采用 8 位 CRC 校验 

4 
TSYS01 温度

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TSYS01 

① 该传感器可测环境温度； 

② SPI/I2C 接口，常使用 SPI； 

③ 误差±0.1℃； 

④ 温度数字转换为 16/24 位 ADC 值。 

5 
TSEV0108L39

温度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TSEV0108L39 

① 无接触测温； 

② SPI 接口，GEC 引脚可编程使用； 

③ 误差±2℃；实现电源开关。 

6 
DPL2_UXN 倾

角传感器 
模拟量输入 

DPL2_UXN_X 

DPL2_UXN_Y 

① 该传感器可测 X，Y 轴偏移值； 

② TTL 输入输出信号； 

③ GEC 引脚通过 UART 实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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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 

15.2.2 TE 传感器的硬件评估 

许多传感器模块并不是可以简单通过 GEC 引脚获取采样数据，而是在获取数据之前需要对

传感器模块进行相关设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初始化过程。因此完成选取合适传感器之后，需要

根据其使用到的底层构件，从面向硬件对象编程的角度，封装控制传感器的构件。下面将以 TE

公司的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为例，阐述传感器构件封装的完整过程，再利用封装好的构件编

程评估传感器，采集传感器数据。 

1．应用构件封装 

在前面的章节里，一直遵循“照葫芦画瓢”理念，首先需要拷贝 User 工程框架，用来使用

封装完成的底层驱动构件，编写用户需要实现的传感器应用构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新建一个文件夹并拷贝模板工程 

（1）新建一个文件夹，用来“画葫芦”之用，构建自己的工作文件夹。最好末尾标注日期。 

（2）将模板 User 程序拷贝一份至新建的文件夹，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即为传

感器测试程序。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步很重要，不要去修改模板，模板是拷贝使用的。 

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2-TESensor\01_User_Basic_Frame” 。 

2）将 User 程序导入 KDS 开发环境 

然后打开 KDS 软件，如未安装 KDS 的用户请参考“附录 B.1 集成开发环境 KDS 快速指南”

所示依次进行；再将准备测试的 User_LBS 程序导入 KDS 中，具体导入流程也请参考该附录。 

3）添加应用构件头文件和源文件 

在编写温湿度传感器HTU21D的应用构件之前，需要先一步添加该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

该构件属于应用构件，是用户利用 GEC 芯片设计具体用户板所需要的硬件驱动构件，按照“分

门别类，各有归处”之原则，应该放置在工程框架的“..\05_UserBoard”文件夹中。具体操作如

下。 

右键文件夹“ ”，选择“New”选项，点击“File”类型，弹出设置窗口“New 

File”，如图 15-6；在“File name”框中输入想要添加的头文件名，这里命名为“HTU21D.h”；点

击“Finish”按钮，可以在“..\05_UserBoard”文件夹中观察到头文件“HTU21D.h”已被添加。

按照相同的方法添加源文件“HTU21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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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头文件声明 

在添加好的头文件“HTU21D.h”中，对使用的公用头文件及底层构件头文件进行声明。在

上节的输入输出分析中，可以发现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使用 I2C 接口，添加“i2c.h”声明。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总头文件 

#include "i2c.h"    //包含 I2C 头文件 

#include "gec.h"    //包含 GEC 用户头文件 

5）确定连接引脚 

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使用 I2C 模块，查询金葫芦 GEC 套件引脚功能表，确定使用 I2CA

为连接引脚。为了满足程序的可复用性、方便程序的可移植，将该连接引脚进行宏定义，在头文

件声明下宏定义为“HTU_I2C”。功能表详见 11.2.4 节。 

#define HTU_I2C I2CA    //宏定义传感器使用的 I2C 模块 

6）按功能封装函数 

对于传感器来说，通常从初始化模块、数据获取、数据选择等功能来划分函数。温湿度传感

器 HTU21D 按功能主要分为两个函数，HTU21D_init 初始化函数和 HTU_get 数据获取函数。在

传感器构件的头文件 HTU21D.h 中给出了 API 接口函数声明，表 15-3 给出其函数名、简明功能

及基本描述。 

 

 

 

 

 

 

 

 

 

 

 

 

 

 

 

 

 

 

 

 

 

 

 

 

图 15-6 “New File”弹出窗口 

表 15-3 HTU21D 传感器常用接口函数简明列表 

序号 函数名 简明功能 描述 

1 HTU21D_init 初始化 初始化 I2C 模块；选择模块 0；定义其为主机模

式；主机名称为 123 

2 HTU_get 数据获取 选择获取温度（单位℃）或者湿度值（单位%RH） 

分别填入头文件“HTU21D.h”和源文件“HTU21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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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常用 API 接口函数如下所示。 

//====================================================================== 

//函数名称：HTU21D_init 

//功能概要：初始化 HTU21D 使用 I2C 模块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HTU21D_init(); 

 

//====================================================================== 

//函数名称：HTU_get 

//功能概要：获取温度（单位℃）或者湿度值（单位%RH） 

//参数说明：selcet:用来指示获取温度或者湿度值，0：获取温度值；1：获取湿度值； 

//       HTU:根据 select 参数指示，用来存放采集到的温度或者湿度值； 

//函数返回：0：获取温湿度成功；1：获取温湿度失败 

//====================================================================== 

uint_8 HTU_get(uint_8 selcet,double *HTU); 

7）完成源文件编写 

根据划分好的函数，编写源文件并进行测试，下节中将详细阐述测试过程。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源文件具体如下。 

//====================================================================== 

//文件名称：HTU21D.c 

//功能概要：HTU21D 软件构件源文件 

//版权所有：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嵌入式中心(sumcu.suda.edu.cn) 

//====================================================================== 

 

#include "HTU21D.h"    //包含 HTU21D 头文件 

 

//内部函数声明 

uint_8 crc_check(uint_8 *ptr, uint_8 len); 

double real_relative_humidity(uint_8 *data); 

double real_temperatrue(uint_8 *data); 

uint_8 temperature_get(double *temperature); 

uint_8 humidity_get(double *humidity); 

 

//====================================================================== 

//函数名称：HTU21D_init 

//功能概要：初始化 HTU21D 使用 I2C 模块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HTU21D_init() 

{ 

i2c_init(0,1,123,75);  //初始化 I2C，选择模块 0，主机模式，主机名称 123 

} 

 

//====================================================================== 

//函数名称：HTU_get 

//功能概要：获取温度（单位℃）或者湿度值（单位%RH） 

//参数说明：selcet:用来指示获取温度或者湿度值，0：获取温度值；1：获取湿度值； 

//       HTU:根据 select 参数指示，用来存放采集到的温度或者湿度值； 

//函数返回：0：获取温湿度成功；1：获取温湿度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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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t_8 HTU_get(uint_8 selcet,double *HTU) 

{ 

double htu;     //用来暂存温湿度值 

if(selcet==0) 

{ 

if(temperature_get(&htu)) 

{ 

return 1;    //获取温度失败 

} 

*HTU=htu; 

} 

else 

{ 

if(humidity_get(&htu)) 

{ 

return 1;    //获取湿度失败 

} 

*HTU=htu; 

} 

} 

 

//==========================以下为内部函数================================== 

 

//====================================================================== 

//函数名称：temperature_get 

//功能概要：获取温度值，单位℃ 

//参数说明：temperature:获取到的温度值 

//函数返回：0：获取温度成功；1：获取温度失败 

//====================================================================== 

uint_8 temperature_get(double *temperature) 

{ 

uint_8 data[3],datas[2];    //data 数组存放接收到的 ADC 值和 CRC 校验码， 

                            //datas 存放接收到的 ADC 值 

i2c_readN(HTU_I2C,0x40,0xe3,data,3); //向传感器发送获取温度的指令，并存返回的数据 

datas[0]=data[0];datas[1]=data[1]; 

if(data[2]==crc_check(datas,2))      //crc 校验判断 

{ 

*temperature=real_temperatrue(data);//将 ADC 值转换成温度值 

return 0; 

} 

return 1; 

} 

 

//====================================================================== 

//函数名称：humidity_get 

//功能概要：获取相对湿度值，单位%RH 

//参数说明：humidity:获取到的相对湿度值 

//函数返回：0：获取相对湿度成功；1：获取相对湿度失败 

//====================================================================== 

uint_8 humidity_get(double *humidity) 

{ 

uint_8 data[3],datas[2];     //data 数组存放接收到的 ADC 值和 CRC 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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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 存放接收到的 ADC 值 

i2c_readN(HTU_I2C,0x40,0xe5,data,3);  //向传感器发送获取温度的指令，并存返回的数据 

datas[0]=data[0];datas[1]=data[1]; 

if(data[2]==crc_check(datas,2))       //crc 校验判断 

{ 

*humidity=real_relative_humidity(data);//将 ADC 值转换成相对湿度值 

return 0; 

} 

return 1; 

} 

 

//====================================================================== 

//函数名称：crc_check 

//功能概要：得到给定数据的 CRC 校验码 

//参数说明：ptr：给定数据的起始地址；len 数据长度 

//函数返回：返回给定数据的 CRC 校验结果 

//====================================================================== 

uint_8 crc_check(uint_8 *ptr, uint_8 len) 

{ 

uint_8 i; 

uint_8 crc = 0x00; //计算的初始 crc 值 

uint_8 *pt=ptr; 

while (len--) 

{ 

crc ^= *pt++;  // 每次先与需要计算的数据异或,计算完指向下一数据 

for (i = 8; i>0; --i) 

{ 

if (crc & 0x80) 

crc = (crc << 1) ^ 0x31;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函数名称：real_relative_humidity 

//功能概要：将相对湿度 ADC 转换成真实值，单位%RH 

//参数说明：data：给定数据的起始地址 

//函数返回：返回真实的相对湿度值 

//====================================================================== 

double real_relative_humidity(uint_8 *data) 

{ 

uint_16 datas=(data[0]<<8)+(data[1]&0xFC);//最后两位是状态值，要清零 

return 125.0*((double)datas/(1<<16))-6.0; 

} 

 

//====================================================================== 

//函数名称：real_temperatrue 

//功能概要：将温度 ADC 转换成真实值，单位℃ 

//参数说明：data：给定数据的起始地址 

//函数返回：返回真实的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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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real_temperatrue(uint_8 *data) 

{ 

uint_16 datas=(data[0]<<8)+(data[1]&0xFC);//最后两位是状态值，要清零 

return 175.72*((double)datas/(1<<16))-46.85; 

} 

2．编程评估传感器 

对于传感器的评估，可以直接在终端 UE 程序模板（User_NB-IoT-Frame(KL36)）上进行编程

测试评估。下面我们给出对于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的编程评估过程。 

1）拷贝模板程序 

遵照“照葫芦画瓢”思想，首先需要拷贝一份模板程序作为“瓢”，用户可以将拷贝好的程

序 按 自 定 功 能 命 名 ， 并 导 入 到 KDS 编 程环 境 中 。 模 板 程 序 参见 “ ..\04-Soft\03-

Example\CH15_Prg\02-TESensor\02-UE”。程序导入步骤可以参见附录 B.1。 

2）添加用户自定义添加数据 

将需要发送的数据添加到终端发送数据帧结构体中，在 include.h 文件中，搜素“【画瓢处】

-用户自定义添加数据”，在相应位置添加温度和湿度变量，这里采用 32 位整型变量。 

//【画瓢处】-用户自定义添加数据 

int_32 HTU21D_TMP;        //HTU21D 温度 

int_32 HTU21D_HDY;        //HTU21D 湿度 

3）添加传感器构件 

用户想要使用传感器采集数据，需要先将该传感器的应用构件添加到本工程中。温湿度传感

器 HTU21D 的应用构件为“HTU21D.h”和“HTU21D.c”文件，将这两个文件拷贝至

“..\05_UserBoard”文件夹下，并在“..\05_UserBoard\user.h”中声明使用 HTU21D 应用构件。 

#include "HTU21D.h"        //声明 HTU21D.h 文件  

4）初始化传感器 

在 main.c 文件中，搜素“【画瓢处】-初始化”，在相应位置添加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的初

始化，这里为函数 HTU21D_init()，详见“HTU21D.c”文件。 

//【画瓢处】-初始化 

HTU21D_init();              //HTU21D 传感器初始化 

5）获取温度和湿度值 

在 main.c 文件中，搜素“【画瓢处】-传感器数据获取”，在相应位置利用 HTU_get()函数，获

取温度和湿度值。 

//获取温度 

HTU_get(0,&TMP); 

data->HTU21D_TMP = (uint_32)(TMP*10.0); 

if(data->HTU21D_TMP>1000 | data->HTU21D_TMP<-1000) 

data->HTU21D_TMP = 240; 

//获取湿度 

HTU_get(1,&HDY); 

data->HTU21D_HDY = (uint_32)(HDY*10.0); 

if(data->HTU21D_HDY>1000 | data->HTU21D_HDY<0) 

data->HTU21D_HDY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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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用串口打出 

利用 printf 函数，通过串口在 PC 端输出数据。 

//利用串口输出数据 

printf("Temperature：%d\n", data->HTU21D_TMP); 

printf("Humidity：%d\n", data->HTU21D_HDY); 

用户可以借助更新程序软件查看数据，如图 15-7。 

完成上述操作，用户可以快速实现一个传感器的编程评估，将其添加到 GEC 终端上，并通

过串口打印出采集数据。用户可以以此为例，快速添加不同的传感器，实现不同的数据采集功能。 

15.2.3 TE 传感器软件设计与测试 

依照上一节快速添加传感器的方法，用户可以将其他不同传感器也连接到金葫芦 GEC 套件

上，实现不同数据采集功能。硬件评估测试完成之后，以金葫芦 GEC 套件为基础，从底端芯片

到上层软件直至用户通信设备间的数据流已实现贯通。下面便可以根据数据传输要求针对终端

UE 以及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程序进行修改，本节将给出具体设计与测试过程。 

1．终端 UE 程序修改 

在进行硬件评估的时候，已经实现了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数据变量的添加，用户可以按

照增加的不同传感器来增加其他需要的变量。对于模板的使用，建议复制后再进行导入更改，因

为可能编程错误找不到出错的原因，就可以用之前的备份，这也是开发的一个良好习惯。 

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2-TESensor\02_UE” 。 

在原有的样例程序中，数据发送结构体中已经包含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数据变量，故我

们只需添加其他的传感器变量变量即可，具体步骤如下。 

1）增加其他 TE 传感器变量 

由于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都采用保留一位小数返回，为了便于传输，将回归后的物理值扩大

10 倍后发送，因此在增加变量时都采用 32 位整型“int_32”的数据类型。蓝绿灯状态控制标志

 

 

 

 

 

 

 

 

 

 

 

 

 

 

 

 

 

 

 

 

 

图 15-7 printf 温湿度值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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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 0/1/2 来表示关/蓝灯亮/绿灯亮，采用 8 位整型“int_8”的数据类型。该代码需要在

includes.h 文件中 “【画瓢处】-用户自定义添加数据”处修改，修改如下： 

int_32 MS5637_TMP;       //MS5637 温度 

int_32 MS5637_PRESS;     //MS5637 温度 

int_32 KMA36_MA;         //KMA36 磁角 

int_32 KMA36_KRE;        //KMA36 分辨率 

int_32 TSYS01;           //TSYS01 温度 

int_32 TSEV0108L39;      //TSEV0108L39 温度 

int_32 DPL2_UXN_X;       //DPL2 X 轴偏移 

int_32 DPL2_UXN_Y;       //DPL2 Y 轴偏移 

uint_8 con_light;        //蓝绿灯状态控制标志 

2）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 

在使用传感器之前，需要将各个传感器进行初始化操作。用户可以直接使用上面封装完成的

传感器初始化函数实现外设模块初始化。具体详情请参考工程中的各传感器头文件。同使用 I2C

的传感器初始化之间需一定时间的延时，否则可能初始化失败，因此利用 Delay_ms()延时函数在

各传感器初始化之间实现 1 毫秒延时。该代码需要在 main.c 文件中“【画瓢处】-初始化”处修

改： 

i2c_init(0,1,123,75);  //初始化 I2C，选择模块 0，主机模式，主机名称 123 

Delay_ms(1);        //同使用 I2C 的传感器初始化之间需一定时间的延时，否则可能初始化失败 

MS5637_Init();      //初始化温度气压传感器 MS5637 

Delay_ms(1); 

TSYS01_init(0);     //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TSYS01 

Delay_ms(1); 

HTU21D_init();      //初始化温度湿度传感器 HTU21D 

Delay_ms(1); 

KMA36_Init(0x00FF); //初始化磁角传感器 KMA36，分辨率为 0x00FF(即 255) 

tsev_init();        //初始化环境温度传感器 TSEV0108 

sensorAng_init(UART_SENSOR,BAUD_SENSOR);  //初始化倾角传感器 

3）数据获取及赋值 

调用传感器数据获取函数获得采集到的数据，并赋值给对应的变量。考虑到之前的用户外设

模块是否进行初始化操作或者使用到的引脚被设置为其他功能，因此进行外设初始化函数添加。

防止因传感器硬件损坏出现读取异常数值的问题，可以添加数值异常检测，当采集的数据超出正

常范围时，忽略此次数值，统一使用默认值进行赋值。在“main.c”文件中搜索“【画瓢处】-结

构体赋值”处添加代码：  

//传感器初始化 

tsev_init();        //初始化环境温度传感器 TSEV0108 

i2c_init(0,1,123,75);  //初始化 I2C，选择模块 0，主机模式，主机名称 123 

Delay_ms(1);        //同使用 I2C 的传感器初始化之间需一定时间的延时，否则可能初始化失败 

MS5637_Init();      //初始化温度气压传感器 MS5637 

Delay_ms(1); 

TSYS01_init(0);     //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TSYS01 

Delay_ms(1); 

HTU21D_init();      //初始化温度湿度传感器 HTU21D 

Delay_ms(1); 

KMA36_Init(0x00FF); //初始化磁角传感器 KMA36，分辨率为 0x00FF(即 255) 

sensorAng_init(UART_SENSOR,BAUD_SENSOR);  //初始化倾角传感器 

 

//【画瓢处】-传感器数据获取 

//温度气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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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S5637_TMP = (uint_32)(MS5637_GetTemp()*10.0); 

if(data->MS5637_TMP>1000 | data->MS5637_TMP<-1000) 

data->MS5637_TMP = 240; 

data->MS5637_PRESS = (uint_32)(MS5637_GetPress()*10.0); 

//磁角传感器 

KMA36_Read(&MA,&KRE); 

data->KMA36_MA = (uint_32)(MA*10.0); 

data->KMA36_KRE = (uint_32)(KRE*10.0); 

//温湿度传感器 

HTU_get(0,&TMP); 

data->HTU21D_TMP = (uint_32)(TMP*10.0); 

if(data->HTU21D_TMP>1000 | data->HTU21D_TMP<-1000) 

data->HTU21D_TMP = 240; 

HTU_get(1,&HDY); 

data->HTU21D_HDY = (uint_32)(HDY*10.0); 

if(data->HTU21D_HDY>1000 | data->HTU21D_HDY<0) 

data->HTU21D_HDY = 500; 

//温度传感器 

TMP = TSYS01_GetTemperature(0); 

data->TSYS01 = (uint_32)(TMP*10.0); 

if(data->TSYS01>1000 | data->TSYS01<-1000) 

data->TSYS01 = 240; 

//温度传感器 

data->TSEV0108L39 = (int_32)(tsev_read(0xA0)*10.0); 

if(data->TSEV0108L39>1000 | data->TSEV0108L39<-1000) 

data->TSEV0108L39 = 240; 

//倾角传感器 

sensorAng_read1(&x,&y); 

data->DPL2_UXN_X=(int_32)(x*10.0); 

if(data->DPL2_UXN_X>5000 | data->DPL2_UXN_X<-5000) 

data->DPL2_UXN_X = 5000; 

data->DPL2_UXN_Y=(int_32)(y*10.0); 

if(data->DPL2_UXN_Y>5000 | data->DPL2_UXN_Y<-5000) 

data->DPL2_UXN_Y = 5000; 

多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使用的信息邮局接口与原套件服务器地址一致，故无需修改服务器地

址，端口修改为 20002，接口为 116.62.63.164:20002。经过这些简单地编程后，将程序烧录到终

端设备中，即可完成终端 UE 的修改。 

2．人机交互系统 HCI 程序修改 

人机交互系统 HCI 编程包括服务器端的侦听转发程序和用户客户端的安卓 APP、微信小程

序和 Web 网页程序等，这需要根据项目需求进行模板选择，本书提供了这些模板，目的是方便

读者快速打通和测试，读者也可以根据现有的模板对服务器端的侦听转发程序和用户客户端程序

进行更改和完善，使得更加契合自己的项目需求，这里只是给出一般的开发模板选择。本系统将

以微信小程序为例进行测试。 

1）CS-Monitor 更改 

CS-Monitor 同样是借助苏州大学嵌入式系统与物联网实验室内部服务器上的侦听程序，信

息邮局 MPO 接口是：116.62.63.164:20002。用户无需修改。 

2）微信小程序修改 

微信小程序的修改主要包括 wss 服务链接地址修改以及主体界面修改两个部分，下面进行



 

269 

 

具体说明。 

（1）拷贝模板工程。拷贝一份微信小程序的模板程序，按个人习惯自定义重新命名，此处

即为实验室管家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不要直接修改模板程序，模板程序是供拷贝使用的。 

参见“..\04-Soft\03-Example\CH15_Prg\02-TESensor\03_WeChat” 。 

（2）wss 服务链接地址修改。微信小程序属于客户端，它被动的接收服务器端发来的数据，

所以只需要修改服务器的链接地址，便可以获得 CS-Monitor 中添加的变量信息，并且会自动的

显现在 App 实时界面上。 

打开拷贝的工程，在配置文件“app.js”中，修改其中的 wss 值（即 wss 地址）。原 wss 服务

地址为 wss://suda-mcu.com/wsServices，修改后地址为 wss://suda-mcu.com/wsSer。 

//app.js 

App({ 

  //【修改处】此处为服务器域名访问地址，需要修改为 

  //用户自己服务器对应域名及配置 

  config: { 

    //服务器 https 访问地址 

    url: 'https://suda-mcu.com', 

    //服务器 wss 访问地址     

    wss: 'wss://suda-mcu.com/wsSer', 

  } 

}) 

这样才能与上面给出的云侦听程序 CS-Monitor 相适应。 

（3）添加 TE 传感器主体界面。借助原微信小程序，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个新的功能，进而生

成一个新的页面，如图 15-8。下面以“TESensor.wxml”为例，具体表示： 

<!--pages/realtime-data/realtime-data.wxml--> 

<view> 

  <!-- 状态栏，可以选择当前侦听的 imsi 号以及提示运行状态 --> 

  <view class='state'> 

    <view style='height:40px;'> 

      <view style='float:left; margin: 5px;' bindtap='changetype'> 

        请选择 imsi 号： 

      </view> 

      <!-- imsi 号输入 --> 

      <view class='imsi_view' style='display:{{show_input}}'> 

        <input class='imsi_input' maxlength='15' value="{{imsi_input}}" 

placeholder='请输入 IMSI 号' bindinput='text_imsi' /> 

      </view> 

      <!-- imsi 号选择 --> 

      <picker bindchange="confirm_imsi" value="{{index}}" range="{{imsi}}" 

style='display:{{show_picker}}'> 

        <view class="picker"> 

          {{imsi[index]}} 

        </view> 

      </picker> 

    </view> 

    <!--状态提示 --> 

    <view style='color:blue;padding-top:5px;font-size:15px;'> 

      侦听地址：116.62.63.164:20002 

    </view> 

    <view style='color:blue;padding-top:5px;font-size:15px;'> 

      {{stat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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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style='color:blue;padding-top:10px;font-size:15px;'> 

      {{state_imsi}} 

    </view> 

  </view> 

  <!-- 数据显示 --> 

  <view class='page_row'> 

    <!-- for 循环显示全部数据 --> 

    <block wx:for="{{array}}" wx:key="{{item.id}}"> 

      <view wx:if="{{item.data.name=='MS5637_TMP'||item.data.name=='MS5637_PRESS' 

||item.data.name=='KMA36_MA'||item.data.name=='KMA36_KRE' 

||item.data.name=='HTU21D_TMP'||item.data.name=='HTU21D_HDY' 

||item.data.name=='TSYS01_TMP'||item.data.name=='TSEV_TMP' 

||item.data.name=='DPL2_UXN_X'||item.data.name=='DPL2_UXN_Y'}}" 

        class='Info_view'> 

        <label>{{item.data.otherName}}</label> 

        <text class='info_text' data-id="{{item.id}}">{{item.data.value}}</text> 

      </view> 

    </block> 

  </view> 

  <!-- 按钮 --> 

  <view class="page_bottom"> 

    <!-- <image id='red' src='../../images/red.png' class='btn_light' bindtap='btn_send_control'/> --> 

    <image id='green' src='../../images/green.png' class='btn_light' bindtap='btn_send_control'/> 

    <image id='blue' src='../../images/blue.png' class='btn_light' bindtap='btn_send_control'/> 

  </view> 

</view> 

这样便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的各个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 

 

 

 

 

 

 

 

 

 

 

 

 

 

 

 

 

 

 

 

 

 
 

图 15-8 微信小程序界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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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不同系统联合测试及总结 

在所有的软件程序修改完成后，还要协同软硬件一起进行测试。下面给出实验室管家系统和

TE 多传感器采集系统的联合测试过程。 

15.2.1 实验室管家系统联合测试 

实验室管家的终端UE仅改变了终端的侦听端口号为 20003以及添加了新数据“环境温度”，

其液晶显示与“葫芦”基本相同，详见本书 3.3 节。 

而在服务器端的侦听程序与原侦听程序相似，详见本书第 6 章，主要改动的是微信小程序的

界面显示及实现功能。如图 15-9 为实验室管家系统微信小程序的简单展示： 

 

 

 

 

 

 

 

 

 

 

 

 

 

 

 

 

 

 

 

 

 
 

图 15-9 微信小程序界面显示 

首先输入需要侦听的 IMSI 号（同一手机默认记忆上次输入 IMSI 号），然后通过微信小程序

实时监控实验室环境温度及光照强度，若温度（光照）过高，则提示温度（光照）过高，并标红

显示；若温度（光照）过低，则提示温度（光照）过低，并标蓝显示。最终发送短信提醒相关人

员，通知其检查实验室用电设备。也可以通过下方按钮，控制用电设备开关。 

根据以上的软硬件协同测试，下面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总结。 

15.3.2 TE 传感器系统联合测试 

在金葫芦 GEC 套件基础上，用户可以添加不同传感器至终端 UE 上。这里在终端添加了 6

个不同 TE 传感器进行测试。终端 UE 发送的信息邮局地址是 116.62.63.164:20002，此地址为苏

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内部服务器。用户按照第 5 章“照葫芦画瓢”的方法，添加 6 个不同传感器

的新数据变量。接通电源，其液晶显示与“葫芦”基本类似，如图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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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器端的侦听程序与原侦听程序相似，仅需将信息邮局侦听修改为 20002 端口，详见本

书第 6 章。此操作为编者在服务器上修改，用户无所操作。简单设计修改是微信小程序的界面显

示及实现功能。如图 15-11 为 TE 传感器系统微信小程序的简单展示： 

 

 

 

 

 

 

 

 

 

 

 

 

 

 

 

 

 

 

 

 

 
 

图 15-11 微信小程序界面显示 

具体联合测试方法如下。终端 UE 接通电源，完成相应初始化操作，将采集到的传感器数据

组帧发送给信息邮局，即服务器端侦听程序；服务器端侦听程序将信息推送给移动端客户，此处

为对应微信小程序。小程序判断数据有效性，将有效数据显示，在此用户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实

时获取传感器数据；用户还可以点击小程序下方的蓝绿按钮，控制终端 UE 开发板上蓝灯、绿灯

的亮暗。 

根据以上两个系统的软硬件协同测试，下面可以对其进行归纳总结。 

 

 

 

 

 

 

 

 

 

 

 

 

 

 

 

 

图 15-10 TE 传感器终端 UE 液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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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软硬件协同测试共性总结归纳 

软硬件协同测试顾名思义就是将完成的硬件、UE 终端、服务器程序及客户端用户程序进行

联合测试，因为之前的测试可能是分开单独完成的，在项目最后对接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导致一

些意想不到的错误，所以系统测试时必须的。在测试时可以采用传统的软件测试方法黑盒测试①

和白盒测试②。在成功打通终端 UE 和人机交互系统 HCI 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软硬件的协同测试。

就是将打通好的终端 UE 和人机交互系统对接，因为数据的输入输出都是统一格式，并且 UE 和

HCI 的耦合性几乎为 0，因此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功能全部对接完成。测试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

个点： 

（1）对于终端 UE 的硬件方面电源输出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电流大小为多少，硬件有

没有未连接或者短路的出现。 

（2）对于终端 UE 程序是否能够在液晶显示屏上能够正常显示信息，温度的采集是否正确

等，终端 UE 的 IMSI 号以及一些基础信息是否正确显示等。 

（3）对于服务器程序，如果终端 UE 发送数据格式有误，是否能够继续运行，不会出现异

常导致死机；正常接收数据时能否正确显示；能否将接收的数据成功存储到数据库中；对于网络

如果出现异常能否检测到；实时信息能否正常转发给客户端程序；接收到客户端回发信息能否成

功下发给终端 UE。 

（4）对于客户端用户程序，要测试的如对于服务器发来的实时信息能否成功解析与显示；

对于错误信息能否有反馈等。 

经过完整的软硬件协同测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终端 UE 及客户端的人机交互 HCI 的功

能全部对接完成，验证了系统的可靠性。 

15.4 本章小结 

通过分析基于 GEC 的实验室管家系统的设计过程来阐述如何实现基于 GEC 的 UE 软硬件的

产品应用，通过 TE 公司的传感器样品来阐述如何实现快速添加一个传感器至终端 UE 上。主要

从系统的需求分析、传感器选样、应用构件封装、硬件编程评估、软件设计与测试、软硬件联合

测试等方面来具体介绍实现产品应用的步骤，并由此总结出一般项目实现过程，主要内容总结如

下。 

（1）通过对 LBS 系统的需求分析，不同的硬件元件编程评估，测试确保硬件元件可以满足

该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给出不同硬件元件的测试流程及样例程序，方便用户编程。 

（2）提出“明原理，清构件，少误差，适环境，低成本”的原则，方便用户选择合适的传

感器应用在项目中，并以温湿度传感器 HTU21D 为例，详细阐述应用构件封装过程。 

（3）通过对 LBS 系统和 TE 多传感器采集系统软件设计与测试，从通信流程、终端 UE 和

人机交互系统 HCI 三个方面的讲解，再一次体现“照葫芦画瓢”的理念思想。 

（4）简要介绍软硬件联合测试的方法，在很短时间内将终端 UE 及客户端的人机交互 HCI

的功能全部对接完成，体现项目设计的严谨性、合理性和可靠性。 

                                                        
① 黑盒测试：又被称为功能测试、数据驱动测试或基于规格说明的测试，是通过使用整个软件或某种软件

功能来严格地测试, 而并没有通过检查程序的源代码或者很清楚地了解该软件的源代码程序具体是怎样设计的。 

② 白盒测试：是通过程序的源代码进行测试而不使用用户界面。这种类型的测试需要从代码句法发现内部

代码在算法，溢出，路径，条件等等中的缺点或者错误，进而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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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进一步讨论（zx-190322） 

16.1 新增部件基本方法 

新增一个部件，使用相关的底层驱动构件实现数据采集或者控制，在此基础上，为其制作封

装成一个应用级构件，方便用户能够简单方便的使用。首先需要打通软硬件，确保硬件部分能够

正确的连接进入 GEC，并利用相关的底层驱动构件等实现控制或数据采集效果；其次根据构件

知识要素及封装规范对构件进行封装；最终测试达到同等效果。下面将按照此方法简单介绍相关

过程。 

16.1.1 新增部件的测试方法 

1．基本方法 

（1）硬件打通。通过阅读开发手册或者相关技术文档，学习正确的引脚接入方法以及工作

条件。注意供电电压和电流，了解使用的通信方式（如 gpio，adc，spi，i2c 等），分清信号引脚、

时钟源引脚、电源引脚、接地引脚等。需要注意电源与地不能接反，会导致模块损毁；信号引脚

需要注意收发引脚，如串口的 TX、RX 不能接反，无法收发数据等。 

（2）软件打通。参考手册分析部件的功能和输入输出。根据手册确定使用的底层驱动构件，

并判断是有 GEC 输出信号还是输入信号。常见的输入有模拟量信号采集、开关量信号采集、或

利用通信获取数据，输出有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出。开关量的输入\输出直接使用 gpio 构件，

模拟量的输入采用 adc 构件，模拟量的输出可以使用 pwm 模块，利用输入通信的模块有 uart，

spi，i2c 等。 

（3）知识要素整理。阅读手册，整理相关知识要素。通过对输入输出分析，了解使用底层

驱动构件的知识要素。同时对应分析新增部件的知识要素，例如波特率、时钟频率、主从机等。

同时了解新增部件的个性。例如其执行流程，对应的命令，计算公式，采样精度等。 

2．程序测试 

以 TE 公司的 TSEV0108L39 传感器为例，如图 16-1 所示。它是一个数字化输出的非接触式

温度传感器。基于红外（热电堆）检测原理测量外界温度，同时使用热敏电阻感知传感器内部温

度。测量范围在-20℃~+120℃范围之间，精度误差在 2℃。传感器内部包含处理单元计算温度，

可采集如图 16-2 所示 8 像素点对应的温度。可在一些非接触式环境下使用该传感器，如微波炉，

环境温度测量等。使用 SPI 通信接口。 

 

 

 

 

 

 

图 16-1 TSEV0108L39

传感器 

 

 

 

 

 

 

 

 

 

 

 

 

图 16-2 像素点对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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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硬件打通 

表 16-1 引脚接线 

 

 

 

 

面对接线柱 

从左至右 

1 GND 接地  

2 MISO 数据输出  

3 MOSI 数据输入  

4 CLK 时钟 时钟频率典型值为100kHz 

5 VDD 供电 工作电压4~6V，推荐5V，需要CLK和MOSI引脚需接入电阻 

如表 16-1 所示，为接线柱对应功能。使用 SPI 通信，连接使用 SPIB 模块，MISO 接主机的

MISO 引脚，对应 GEC_16；MOSI 接主机的 MOSI 引脚，对应于 GEC_15；CLK 引脚接主机的

SCK 引脚，对应于 GEC_21。接反可能导致无法接受数据。 

2）软件打通 

属于使用通信方式获取输入信号，借助 SPI 进行数据传输，返回的是测量的温度。还需明确

与 SPI 相关的知识要素。GEC 作为主机，TSEV0108L39 作为从机，由主机发送命令来请求数据，

无片选引脚。采用 8 位数据格式，配合时钟信号进行数据传输，波特率范围在 10kHz 到 200kHz

之间，5V 条件下推荐使用 20kHz。通过对时序图的观察可以知道，空闲时处于低电平，下降沿

取数，则 CPOL=0，CPHA=1。 

3）知识要素 

TSEV0108L39 的传输序列如表 16-2 所示。发送 0xA0 获取传感器内部温度，发送 0xA1~0xA8

获取 8 像素对应温度。 

表 16-2 传输序列（第 1 像素位为例） 

1 0xA1 -- M->S 发送命令 

等待至少150us获得温度数据 

2 0xFF 0xXX M<-S 接收低8位（先发送0xFF，再等待） 

等待至少150us获得温度数据 

3 0xFF 0xXX M<-S 接收高8位（先发送0xFF，再等待） 

计算公式为 

T𝑜𝑏𝑗 = (256 ∗ 𝑏𝑦𝑡𝑒(0) + 𝑏𝑦𝑡𝑒（1）)/10） 

其中，byte(0)为高 8 位，byte(1)为低 8 位。 

还需注意采样范围与精度，传感器内部温度在 0~85℃之间，像素点温度在-20℃~120℃之间。

超出范围有错误回复。 

4）流程打通 

先以不封装成构件的方式测通部件。首先选择 GEC 的 SPIB 作为通信模块，将对应的引脚

按照传感器硬件接入进行连接。 

导入“..\04_Soft”目录下用户程序的基本框架“User_Basic_Frame(KL36)”，编写相应代码。 

首先进行 SPI 的初始化。在“main.c”文件中的注释(1.6)用户外设模块初始化处，按照知识

要素初始化 SPI 模块。 

spi_init(SPIB,1,10,0,1);    //主机，空闲电平低电平，下降沿取数 

在（2）主循环部分（for 循环）中添加对应的采集代码。注意采样时间，可在 1s 时间之内

进行一次采集。以采样像素 1 处的温度为例。 

    //（2）======主循环部分（开头）======================================== 

    for(;;) 

 No 名称 功能 说明 

 MOSI MISO 方向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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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MainLoopCount++;     //主循环使用的记录主循环次数变量 

        //1 秒到达之后进行的操作 

        mTime=sysTimeGet();    //获得当前系统时间（s) 

        if (mTime!=gTimeSec)   //1 秒到 

        { 

            gTimeSec=mTime;   //当前时间保存到全局变量 gTimeSec 中 

            timeChange(gTimeSec,gTimeString);  //时间戳转为字符串 

            printf(gTimeString);               //输出到 PC 机 

            printf("  \n"); 

            light_change(LIGHT_RED);    //切换红灯（这样红灯每秒闪一次） 

 

            //传感器温度采集 

         //（1）发送命令 

            spi_send1(SPIB,0xA1); 

            //(2)接收低字节 

            Delay_us(1000); 

            spi_send1(SPIB,0xFF); 

            Byte[0] = spi_receive1(SPIB); 

            //(3)接收高字节 

            Delay_us(1000); 

            spi_send1(SPIB,0xFF); 

            Byte[1] = spi_receive1(SPIB); 

 

            //计算温度 

            temp = (256 * Byte[1] + Byte[0] ) / 10.0; 

 

            //超出测量范围 

            if(Byte[1]==0x80) 

            { 

             if(Byte[0]==0x01||Byte[0]==0x03)  //小于最低温度 

             { 

              temp= -30; 

             } 

             else if(Byte[0]==0x02||Byte[0]==0x04) //高于最高温度 

             { 

              temp= 130; 

             } 

            } 

 

            printf("%f\n",temp); 

        } 

    } 

//（2）======主循环部分（结尾）======================================== 

注意其中使用了几个变量，则需要在“main.c”文件的（1.1）处添加变量声明。 

    uint_8 Byte[2];          //保存传感器采集返回 

    double temp;             //采集的温度 

5）测试 

利用更新工具进行程序的更新操作，以及查看实时输出的采样温度。 

串口输出如图 1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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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 串口输出采样信息 

 

16.1.2 新增部件的构件制作 

1．构件封装规范 

（1）基本思想。构件由头文件（.h）和源文件（.c），两部分组成，文件名需保持一致，即为

构件名。头文件中，主要包含必要的引用文件，描述构件功能特性的宏定义语句以及声明对外接

口函数。源文件中包含构件的头文件、内部函数的声明、对外接口函数。设计时，分析构件的共

性和个性，设计出合理的、必要的对外接口函数及形参。 

（2）基本原则。构件设计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使得构件满足封装性、描述性、可移植

性、可复用性的基本要求。 

一、层次化原则，明确构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对构件进行层次划分，底层构件可被高级扩展

构件调用，上层构件可以调用下层构件，同一层次构件不能相互调用。 

二、易用性原则，方便调用者能够快速理解功能并使用。需要做到：函数名简洁且达意；接

口参数清晰，范围规范；使用说明语言精练规范，避免二义性。 

三、鲁棒性原则，提供安全服务，避免异常状况。明确函数输入输出的取值范围，提供清晰

接口描述，在函数内部对输入参数进行检测，对超出合法范围的输入参数进行必要处理，保证分

支判断的完整性。 

四、内存可靠性原则，合理使用内存，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需要做到：优先使用静态内

存分配；谨慎使用变量，减少中间变量，注意数据的时效性；检测空指针，防止出现“野指针”；

检测缓冲区溢出，预留出一部分的冗余，禁止填充超出容量的数据。 

（3）编码规范。遵循良好的编码规范，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命名风格保持一致、

清晰明了，使用英语命名，有明确含义，使用完整单词或约定俗成的缩写，以下划线“_”作为

单词分隔符。 

一、文件命名。头文件命名为“<构件名>.h”，源文件命名为“<构件名>.c”，其中<构件名>

表示具体的部件名称。 

二、函数命名。函数的命名，需要标识对应的部件，体现函数的功能，对同一服务不同形式，

使用后缀区分，避免出现同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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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命名。函数的形参需要体现传参的功能，方便直观理解形参，特别指针类型可以使

用“_ptr”作为后缀。局部变量的命名尽量不使用单个字符（i，j，k），其他要求与形参类似。 

四、宏定义。宏定义的命名使用大写字母，下划线“_”作为分隔。 

最后还需要注重排版和注释，整洁的代码和清晰完整的注释有助于对程序的理解。 

2．构件的封装与测试 

遵循上述封装规范，按照新增部件的知识要素及执行流程。将构件进行封装。 

1）构件的封装 

在工程文件夹“05_UserBoard”目录下增加 tsev.h、tsev.c.c 两个关于 TSEV0108L39 的模块文

件，文件名对应于传感器名称，使用小写形式，并进行简化。 

添加完成后，在 kds 工程环境的“05_UserBoard”目录上右击“refresh”后工程中将会自动

加入这两个文件； 

点开对应文件进行构件的封装。将使用的 SPI 模块号，通信波特率，以及命令使用宏定义的

形式给出，方便用户直接使用和查看，只需要修改头文件即可完成模块号与波特率的修改，也可

以区分不同命令。“tsev.h”文件如下。 

//====================================================================== 

//文件名称：tsev.h 

//功能概要：TSEV0108L39 热电堆传感器构件头文件 

//制作单位：苏州大学 NXP 嵌入式中心(sumcu.suda.edu.cn) 

//更新记录：2018-07-03 V1.0 

//====================================================================== 

 

#ifndef _TSEV_H_ 

#define _TSEV_H_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common.h"    //包含公共要素头文件 

#include "spi.h"      //用到 spi 构件 

#include "gec.h" 

 

/* 

 * 说明： 

 * （1）接线 

 *     传感器朝上，面对接线柱，从左至右依次接，GND、MISO、MOSI、SCK、VCC 

 * （2）采样 

 *     传感器提供内置温度传感器和 8 像素位对应的外界温度，8 像素对应传感器朝上 40°范围内的温

度 

 *     分别传入 

 *     0xA0：查询传感器温度，测量温度范围 0~85℃ 

 *     0xA1~0xA8：查询 19.03,13.84，8.41,2.82，-2.82,-8.41，-13.84，-19.03 

 *     （从接线柱一侧开始）方向上的温度，测量温度范围-20~120℃ 

 * （3）5V 电压下，推荐电路参考用户手册，需要保证 SCK 引脚和 MOSI 引脚下拉 

 * （4）工作环境： 

 *     湿度：温度在+50~+85℃：不超过 50%，温度在-30~+50℃，不超过 85% 

 *     工作电压：最低：3V，最高 6V，典型值 5V 

 *     工作电流：最高 15mA，典型值 10mA 

 *  （5）从上电到第一次测量需要经过 3~5s 的启动时间，连续两次测量之间需要短暂延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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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SPI_TSEV SPIB   //TSEV0108L39 模块使用的 SPI 口，KL36 有两个 SPI 口， 

                         //金葫芦套件使用了 SPI_0 用作 lcd 构件通信，此处建议使用 SPI_1 

 

#define BAUDRATE  10     //TSEV0108L39 模块通信波特率，在 5V 电压下推荐波特率为 20kHz， 

                         //波特率范围为 10kHz~200kHz,根据测试，SPI_0 波特率设置在 600 以内均可 

                         //SPI_1 波特率设置在 100 以内 

 

//传感器温度命令 

#SENSOR_TEMP 0xA0      //传感器内部温度 

       

#PIEXL_1  0xA1            //19.03 处温度 

#PIEXL_2  0xA2            //13.84 处温度 

#PIEXL_3  0xA3            //8.41 处温度 

#PIEXL_4  0xA4            //2.82 处温度 

#PIEXL_5  0xA5            //-2.82 处温度 

#PIEXL_6  0xA6            //-8.41 处温度 

#PIEXL_7  0xA7            //-13.84 处温度 

#PIEXL_8  0xA8            //-19.03 处温度 

 

//=================接口函数声明======================================= 

//====================================================================== 

//函数名称：tsev_init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tsev0108L39 驱动初始化。 

//====================================================================== 

void tsev_init(); 

 

//====================================================================== 

//函数名称：tsev_read 

//函数参数：pixel，指定像素位（0xA0：传感器温度，0xA1~0xA8：对应 8 像素位温度） 

//函数返回：温度值，浮点型；-30，小于最低测量范围；+130,高于最高测量范围 

//功能概要：读取指定像素位的温度。 

//====================================================================== 

double tsev_read(uint_8 pixel); 

 

#endif /* _TSEV_H_ */ 

 

“tsev.c”文件如下，读取温度时考虑到相关返回，较简单通信流程进行了修改，但功能一致。

在构件封装时，只封装了读取一个像素温度的情况，方便用户选择读取任意像素的温度，若想一

次读取所有像素的温度，可在此该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封装。 

//===================================================================== 

//文件名称：tsev.c 

//功能概要：TSEV0108L39 热电堆传感器构件源文件 

//===================================================================== 

#include "tsev.h" 

//====================================================================== 

//函数名称：tsev_init 

//函数参数：无。 

//函数返回：无 

//功能概要：tsev0108L39 驱动初始化。 

//====================================================================== 

void tsev_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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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_init(SPI_TSEV,1, BAUDRATE,0,1);    //主机，空闲电平低电平，下降沿取数 

} 

 

//====================================================================== 

//函数名称：tsev_read 

//函数参数：pixel，指定像素位（0xA0：传感器温度，0xA1~0xA8：对应 8 像素位温度） 

//函数返回：温度值，浮点型；-30，小于最低测量范围；+130,高于最高测量范围 

//功能概要：读取指定像素位的温度。 

//====================================================================== 

double tsev_read(uint_8 pixel) 

{ 

 double temp; 

 uint_8 Byte[2]; 

 //超过范围 

 if(pixel < 0xA0 || pixel > 0xA8) 

 { 

  pixel = 0xA0; 

 } 

 //（1）发送命令 

    spi_send1(SPI_TSEV,pixel); 

    //(2)接收低字节 

    Delay_us(1000); 

    spi_send1(SPI_TSEV,0xFF); 

    Byte[0] = spi_receive1(SPI_TSEV); 

    //(3)接收高字节 

    Delay_us(1000); 

    spi_send1(SPI_TSEV,0xFF); 

    Byte[1] = spi_receive1(SPI_TSEV); 

 

    //超出测量范围 

    if(Byte[1]==0x80) 

    { 

     if(Byte[0]==0x01||Byte[0]==0x03)  //小于最低温度 

     { 

      return -30; 

     } 

     else if(Byte[0]==0x02||Byte[0]==0x04) //高于最高温度 

     { 

      return 130; 

     } 

    } 

 

    //计算温度 

    temp = (256 * Byte[1] + Byte[0] ) / 10.0; 

 

 return temp; 

} 

2）构件的测试 

对封装好的构件进行测试，将初始部分与温度传感器的采集替换成构件封装好的函数，测试

是否与简单流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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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ser.h”文件中添加头文件的定义。 

#include "tsev.h" 

修改初始化为： 

tsev_init();               //tsev0108L39 传感器初始化 

将采样流程简化。 

//（2）======主循环部分（开头）======================================== 

    for(;;) 

    { 

     mMainLoopCount++;     //主循环使用的记录主循环次数变量 

        //1 秒到达之后进行的操作 

        mTime=sysTimeGet();    //获得当前系统时间（s) 

        if (mTime!=gTimeSec)   //1 秒到 

        { 

            gTimeSec=mTime;   //当前时间保存到全局变量 gTimeSec 中 

            timeChange(gTimeSec,gTimeString);  //时间戳转为字符串 

            printf(gTimeString);               //输出到 PC 机 

            printf("  \n"); 

            light_change(LIGHT_RED);    //切换红灯（这样红灯每秒闪一次） 

 

            //传感器温度采集 

            temp=tsev_read(PIXEL_1);       //采集像素 1 的温度 

            printf("%f\n",temp); 

             

        } 

    } 

//（2）======主循环部分（结尾）======================================== 

此时更新程序，可再次得到如图 16-3 所示的效果。表明构件封装成功。 

16.2 NB-WSN网关 

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s，WSN)，是一种具有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功能

的分布式网络。它的末梢由具有感知能力的传感器组成，通过无线通信方式以自组织和多跳的方

式进行组网。而 WSN 网关在整个传感网络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传感器采集信息汇聚至网关

节点，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传至互联网或其他网络，最终传至用户进行数据分析、显示。同时也

可以将用户的指令通过网关传至对应节点。窄带物联网 NB-IoT 凭借其低功耗、低成本、广覆盖、

深穿透、大连接等技术优势，与 WSN 网关结合，丰富了 WSN 的应用需求，使其应用领域更加

广泛。 

16.2.1 NB-WSN 网关的功能 

NB-WSN 网关是在传统网关节点的基础上，以 NB-IOT 作为通信方式，连接至互联网。具体

功能如下： 

（1）数据转发。WSN 网关的基本功能，使得传感网络与互联网连接起来。所有传感器节点

收集的信息与互联网端的信息能够通过网关进行交换。并且借助窄带物联网的低功耗、低成本、

广覆盖、深穿透、大连接的特性，WSN 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空间，如隧道、水质监测、现代智

能农业等。 

（2）转换协议。实际在数据转发过程中，数据协议发生了转化。对互联网端采用 TCP、UDP

等方式接入；对无线传感网端采用 ZigBee、Wi-Fi、蓝牙等，例如从无线传感网的 ZigBee 协议转

成互联网的 TCP、UDP 协议。因此在通过网关进行转发的过程中，对数据进行统一的转化，封

装成对应协议的数据帧格式，完成协议转换。 

（3）控制管理。网关承上启下的功能，使得其可以对子节点进行控制管理，获取子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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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如网络号）、状态（是否唤醒）、能量（是否能够保证通信）等。同时也可以对子节点程序

进行更新等操作，保证子节点的正常运行。 

16.2.2 NB-WSN 网关实例 

以 LED 屏远程发送系统为例，传统 LED 无线发送系统具有，如：发送数据，节目、字幕与

时间的添加与删除，多行文本显示，亮度调节，时间校准，屏幕切换等功能，但其往往是采用USB、

串口、zigbee 等通信方式，受到环境，传输距离和信号强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缺乏及时有

效的的监管和维护。因此结合 NB-IoT，借助互联网，实现对 LED 大屏幕显示进行远程修改。 

传统的 LED 屏基于 ZigBee 通信，Target 节点用作主控芯片实现具体的 LED 屏显示操作，

PC 节点利用串口与上位机软件，与 Target 节点之间使用 ZigBee 协议进行交互。而基于 NB-IOT

技术的 LED 屏发送系统，将 PC 节点与终端 UE 结合，即可实现 NB-WSN 网关。此时，终端 UE

与 PC 节点之间使用串口通信，终端 UE 使用 NB-IoT 技术，使用 TCP 协议与云服务器和上位机

软件进行通信，在原有客户端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以下功能：与云服务器转发软件建立连接、检测

pc 节点与 target 节点的连接和向 target 节点发送数据。 

图 16-4 给出了上位机软件的主界面，保留了基于 zigbee 的相关功能，新增了“连接”、“寻

机”和“发送”三个按钮，分别来实现与云服务器转发软件建立连接、检测 pc 节点与 target 节点

的连接和向 target 节点发送数据的功能。具体流程如下： 

 

 

 

 

 

 

 

 

 

 

 

 

 

 

 

 

 

（1）单击“连接”按钮后，根据 UE 的 imsi 号、云服务器转发软件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与

云服务器转发软件建立 TCP 连接，开始监听 UE 发来的数据。 

（2）在接收到 UE 发来的心跳包后，“寻机”按钮启用，单击后将向 target 节点发送握手帧，

在接收到 target 节点上发来的握手帧之后，“发送”按钮启用。 

（3）当选中左侧树形菜单的某一个节目后，确定好节目中每个字幕的内容、字体、样式后，

点击“发送”按钮，程序就会开始发送当前字幕中的数据到 target 节点，发送的实时状态会在下

方的状态栏中显示。 

（4）当所有数据发送完成后，大屏幕会显示指定的内容，如图 16-5 所示。 

图 16-4 上位机软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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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 基于 NB-WSN 网关的 NB-IoT 应用架构 

基于 NB-WSN 网关的 NB-IoT 应用架构可以在 AHL-NB-IoT 应用架构的基础上进行整合，

增加一个 WSN 节点与终端 UE 相连，构成 NB-WSN 网关，其整体应用架构如 16-6 所示。 

 

 

 

 

 

 

 

 

 

 

 

 

 

图 16-6 NB-WSN 的 NB-IoT 应用架构 

16.3 通信模组与MCU的更换问题 

16.3.1 通信模组的更换问题 

对应于不同的通信模组，需要保证用于终端 UE 通信的 uecom 构件和用于 HCI 客户端通信

的 HCIcom 类对外接口保持一致，将不同通信模组的差异封装在构件中。例如某些通信模组使用

UDP 协议，有些使用 TCP 协议；或者通信模组的 AT 指令存在差异。若更换通信模组，此时只

需要替换对应的通信构件，即可完成程序的修改。目前已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其他通信模组的更换

如 M6220，ME3630 等。 

16.3.2 MCU 的更换问题 

面对不同的需求，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 MCU，因此在硬件最小系统设计时，对外引脚编号

保持一致，可在现有“gec.h”文件基础上进行扩展，而不改变原有版本。对应需要修改 BIOS 程

图 16-5 LED 大屏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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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保证对外接口一致，如 gpio 构件、uart 构件、pwm 构件等底层驱动构件。目前已完成基于

S32K 对应终端 UE 的软硬件开发，同样能够快速应用，而不需要修改对应的用户程序。 

16.4 安全问题 

窄带物联网 NB-IoT 作为一种基于蜂窝网络的低功耗广域网 LPWA 通信技术，凭借其低功耗、

低成本、广覆盖、深穿透、大连接等技术优势，填补了 LPWA 市场中无法大规模、长距离、广部

署的技术空白，较好地匹配了物联网市场需求，其应用将逐渐扩大。由于其网络开放度高，用户

隐私保护、空中截获等安全问题，需要结合 NB-IoT 特点，加以研究。 

16.4.1 NB-IoT 应用产品的安全需求分析 

NB-IoT 的安全需求与传统物联网安全需求大同小异，可以根据本文所定义的窄带物联网应

用架构来分层分析 NB-IoT 的安全需求。 

1．感知层——NB-IoT 终端相关安全问题 

NB-IoT 终端节点作为 NB-IoT 的感知层位于整个系统的最底层，是所有上层应用架构和服务

的基础。与传统的物联网感知层一样，NB-IoT 感知层也由海量智能化程度受限的终端节点组成，

不具备自主保护措施，往往被部署在无人值守的恶劣环境中，容易受到恶意外部攻击者的被动攻

击和主动攻击。 

（1）被动攻击 

被动攻击是指攻击者通过窃听、流量分析等手段窃取数据信息，但不对信息做任何修改。由

于窄带物联网依托于高开放的无线网络作为其传输媒介，恶意攻击者很容易凭借窃听数据链路，

分析流量特征等手段获取 NB-IoT 终端数据，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隐患。 

（2）主动攻击 

主动攻击是指对信息进行恶意篡改，破坏数据完整性，甚至是冒充节点伪造信息。相较于被

动攻击，主动攻击对于 NB-IoT 应用系统而言，危害程度更高。例如在 NB-IoT 智能燃气表的典

型应用中，恶意主动攻击者可以通过节点复制攻击、节点伪造攻击、数据信息篡改攻击等方式，

控制某一用户的 NB-IoT 终端设备，对燃气表读数进行任意篡改伪造，影响到用户的切身利益。 

可以通过数据加密、身份认证等加密算法解决以上的攻击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必须要考

虑 NB-IoT 终端节点的特性，如低功耗、计算能力较弱以及资源受限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轻量级

加密算法，减少终端节点的计算负担，以期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另外考虑到 NB-IoT 组网结构

更明确，其感知层节点可以直接与基站进行数据交互，很好地避免了组网过程中的路由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NB-IoT 感知层节点也应与基站实行双向身份鉴权，防止“伪基站”带来的安全问题。 

2．传输层——NB-IoT 信息邮局安全问题 

NB-IoT 改变了一般物联网传输层通过中继网关收集汇总数据信息后反馈给基站的复杂网络

部署通信方式。解决了多组网、高成本等诸多问题，采集节点直接与基站通信的模式，便于维护

管理追踪，但是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 

（1）大容量的 NB-IoT 终端接入 

NB-IoT 的一个扇区能够支持 10 万多个终端连接，面对实时、动态的海量接入，如何进行高

效的访问控制以及身份认证，避免恶意节点窃取信息，伪造信息，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开放的网络环境 

NB-IoT 的终端和信息邮局之间的通信传输媒介是无线信道，无线网络本身固有的一些安全

缺陷也给的系统带来了潜在的一些风险，比如，攻击者可以放射信号干扰通信。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式是构造高效可靠的身份认证机制、完善的入侵检测防护机制，从而保护

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以及防止恶意节点篡改注入虚假信息，影响系统性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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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层——NB-IoT 人机交互系统安全问题 

NB-IoT 应用层的人机交互系统的核心目标是有效地存储、分析和管理数据。随着分布式云

计算的广泛应用，很多开放产业平台都依托云计算这个拥有强大计算存储能力的大数据处理支撑

平台，实现应用层各项数据服务以及实现信息智能化。另外，NB-IoT 的特性将使得其应用层的

人机交互系统将承载更大量的数据。然而，云计算环境下数据存储安全存在问题。由于数据异地

的存储，导致用户失去对自身数据的一些基本访问控制。另外云环境的开放性对用户而言不可完

全信赖，用户数据将会暴露在不安全的云环境之下，容易受到恶意外部攻击者、内部员工隐瞒窃

探和云服务器共谋攻击等威胁，数据机密性和用户隐私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在数据处理共享需

求越来越多的分布式环境中，如何在灵活可扩展的访问控制策略，控制数据共享范围的同时，也

保障用户在通信过程中数据的安全性、隐私性以及数据完整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此外，由于 NB-IoT 应用的多样性，应用层的人机交互系统将需要识别处理海量异构数据信

息，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对海量数据进行容灾、容错与备份。 

16.4.2 基于 AHL-NB-IoT 应用架构的加密方法 

目前基于 AHL-NB-IoT 应用架构的加密方法，体现在对传输数据的加密，使用了一个两层加

密机制。首先在数据组帧时，使用 CRC 检验对数据帧进行加密，将 CRC 校验码封装在数据帧

中，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其次是使用加密算法，例如 RC4 等，在不改变数据长度的同

时对整个数据帧进行加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还可以在 AHL-NB-IoT 应用架构的各层次方面融入不同的安全机制，例如：1）应用层，用

户进行识别认证，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验证机制；2）数据库：对数据进行物理容灾备份，增加

数据的安全性；3）终端：对终端 UE 接入云平台进行接入安全认证，使用安全的编码调制机制

等。使整体应用框架更加完善、规范，应用到更加广泛的场景中。 

16.5 实时操作系统RTOS的融入问题 

在开发嵌入式产品时，有的时候，需要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RTOS）。

一个具体的嵌入式系统产品是否需要使用 RTOS，使用何种 RTOS，必须根据系统的具体要求作

出合理的决策。要能够作出合理的决策，需要依赖于对系统的理解和所具备的 RTOS 知识。 

一般来说，嵌入式操作系统可分为实时操作系统 RTOS 与非嵌入式操作系统 EOS 两大类。

应用于微控制器MCU系统（如测控系统等）主要使用实时操作系统，如mbedOS、MQX、freeRTOS、

μC/OS 等，重点关注实时性。应用于多媒体应用处理器 MAP 系统（如手机等）主要使用非实时

嵌入式操作系统（Embedded Operation System，EOS），如 Android、iOS、Linux 等，重点关注性

能。 实时操作系统使用 RTOS 缩写词，非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直接使用 EOS 缩写词。 

16.5.1 RTOS 的基本作用 

不使用 RTOS（以下简称 NOS）的嵌入式系中，在系统复位后，首先进行堆栈、系统时钟、

内存变量、部分硬件模块、中断等初始化工作，然后进入“无限循环”。在这个无限循环中，中

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一般根据一些全局变量的值决定执行各种功能程序（任

务），这是第一条运行路线。若发生中断，将响应中断，执行中断服务例程（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ISR），这是第二条运行路线，执行完 ISR 后，返回中断处继续执行。从操作系统的调度功能角度

理解，NOS 系统中的主程序，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 RTOS 内核，这个内核负责系统初始化

和调度其它任务。 

实时操作系统 RTOS 是一段嵌入在目标代码中的程序，系统复位后首先执行它，用户的其他

应用程序（任务）都建立在 RTOS 之上，由 RTOS 内核负责调度运行。同时，RTOS 还将总线时

钟、中断、I/O、定时器等资源都包装起来，留给用户标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并根据各个任务的优先级，合理地在不同任务之间分配 CPU 时间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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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RTOS 中任务相关基础知识概要 

1．任务的基本含义 

任务是 RTOS 中最重要概念之一。在 RTOS 下，把一个复杂的嵌入式应用工程按一定规则分

解成一个个功能清晰的小工程，然后设定各个小工程的运行规则，交给 RTOS 管理，这就是基于

RTOS 编程的基本思想。这一个个小工程被称之为“任务（Task）”。RTOS 管理这些任务，被称

之为“调度（Scheduling）”。 

要给 RTOS 中的任务下一个准确而完整的定义并不十分容易，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任务。从

任务调度角度理解，可以认为，RTOS 中的任务是一个功能清晰的小程序，是 RTOS 调度的基本

单元；从 RTOS 的软件设计角度来理解，就是在软件设计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划分出独立的、

相互作用的程序集合，这样，每个程序集合就被称之为任务，每个任务都被赋予一定的优先级；

从 CPU 角度理解，在单 CPU 下，某一时刻，CPU 只会处理（执行）一个任务，或说只有一个任

务占用 CPU。RTOS 内核的关键功能就是以合理的方式为系统中的每个任务分配时间（即调度），

使之得以运行。 

实际上，任务这个词语义范围很宽，根据特定的 RTOS，任务可能被称之为线程（Thread）、

进程（Process），甚至直接称为程序（Program），不必花过多精力，追究其精确语义，掌握任务

设计方法、理解调度过程、提高编程鲁棒性、理解底层驱动原理、提高程序规范性、可移植性与

可复用性、提高嵌入式系统的实际开发能力等才是学习 RTOS 的关键。要真正理解与应用任务进

行基于 RTOS 的嵌入式软件开发，需要从任务的状态、结构、优先级、调度、同步等角度来认识。 

2．任务的三要素 

从任务的存储结构上看，任务由三个部分组成：任务函数、任务堆栈、任务描述符，这就是

任务的三要素。任务函数就是任务要完成具体功能的程序。每个任务拥有自己独立的任务栈空间，

用于保存任务在调度时的上下文信息及任务内部使用的局部变量。任务描述符关联了任务代码的

程序控制块，记录任务的各个属性。下面做进一步阐述。  

1）任务函数 

一个任务，对应一段函数代码，完成一定功能，可被称之为任务函数。从代码上看，任务函

数与一般函数并无区别，被编译链接生成机器码之后，一般存储在 Flash 区。但是从任务自身角

度来看，它认为 CPU 就是属于它自己的，并不知道有其他任务存在。任务函数也不是用来被其

他函数直接调用而编写的，而是由 RTOS 内核调度运行。要使任务函数能够被 RTOS 内核调度而

运行，必须将任务函数进行“登记”，要给任务定个优先级、设置任务堆栈大小、给任务编个号等

等。不然有几个任务都要运行起来，RTOS 内核如何知道哪个该先运行呢？由于任何时刻只能有

一个任务在运行（处于激活态），当 RTOS 内核使一个任务运行时，之前的运行任务就会退出激

活态。CPU 被处于激活态的任务所独占，从这个角度看，任务函数与无操作系统（NOS）中的

“main”函数性质相近，一般被设计为“永久循环”，认为任务一直在执行，永远独占处理器。但也

有一些特殊性，在任务设计方法一章中讨论。 

2）任务堆栈 

任务堆栈是独立于任务函数之外的 RAM，按照“先进后出”策略组织的一段连续存储空间，

是 RTOS 中任务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RTOS 中被创建的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私有的堆栈空间，

在任务的运行过程中，堆栈用于保存任务程序运行过程中的的局部变量、任务调用普通函数时会

为任务保存返回地址等参数变量、保存任务的上下文等等。 

虽然前面已经简要描述过“任务的上下文”的概念，这里还有多说几句，以便对任务堆栈用于

保存任务的上下文作用的充分认识。在多任务系统中，每个任务都认为 CPU 寄存器是自己的，

一个任务正在运行时，当 RTOS 内核决定不让当前任务运行，而转去运行别的任务，就要把 CPU

的当前状态保存在属于该任务的任务堆栈中，当 RTOS 内核再次决定让其运行时，就从该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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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堆栈中恢复原来的 CPU 状态，就象未被暂停过一样。 

在系统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可分配尽量多的栈空间，可以是 K 数量级的（例如常用 1024 字

节），但若是系统资源受限，就得精打细算了，具体的数值要根据任务的执行内容才能确定。对

任务栈的组织及使用由系统维护，对于用户而言，只要在创建任务模板时指定其大小即可。 

3）任务描述符 

任务被创建时，系统会为每个任务创建一个唯一的任务描述符（Task Descriptor，TD）。这个

概念在 mbedOS 中被称为线程控制块（Thread Control Block，TCB），在 μC/OS 中被称作任务控

制块（Task Control Block，TCB），在 Linux 中被称为进程控制块（Process Control Block，PCB）。

任务函数只有配备了相应的任务描述符才能被 RTOS 调度。未被配备任务描述符的驻留在 Flash

区的任务函数代码是不会被 RTOS 内核调度的。任务描述符相当于任务在 RTOS 中的一个“身份

证”，RTOS 就是通过这些“身份证”来管理任务和查询任务信息的。多个任务的任务描述符被

组成链表，存储于 RAM 中。 

任务描述符中含有指向前一个 TD 的指针、指向后一个 TD 的指针、任务状态、任务优先级、

任务堆栈指针、任务函数指针（指向任务函数）等字段，RTOS 内核通过它来执行任务。 

在 RTOS 中，一般情况下，一个任务就绪队列维护一个任务描述符链表。例如，在 FIFO 调

度策略下，一般为一个优先级创建一个就绪队列，在该就绪队列上链接多个就绪任务描述符，这

些任务描述符“串联”成一个链表。在 RTOS 内核调度任务时，可以通过就绪队列的头节点查找链

表，获取就绪队列上所有任务描述符的信息。 

3．任务的四种状态：终止态、阻塞态、就绪态和激活态 

RTOS 中的任务共有四种状态，分别为：终止态、阻塞态、就绪态和激活态。在任一时刻，

任务一旦被创建后所处的状态一定是四种任务状态之一。 

1）任务状态的基本含义 

（1）终止态（Terminated，Inactive）：任务已经完成，或被删除，不再需要使用 CPU。 

（2）阻塞态（Blocked）：又可称为“挂起态”。任务未准备好，不能被激活，因为该任务在等

待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或某些情况发生；当等待时间到或等待的情况发生时，该任务才变为就绪状

态。 

（3）就绪态（Ready）：任务已经准备好可以被激活，但未进入激活态，因为其优先级等于

或低于当前的激活任务，一旦获取 CPU 的使用权就可以进入激活态。处于就绪态的任务描述符

存放于就绪队列中。 

（4）激活态（Active，Running）：又称“运行态”，该任务在运行中，任务拥有 CPU 使用权。 

如果一个激活态的任务变为阻塞态，则 RTOS 将执行切换操作，此时将从就绪队列中选择合

适的处于就绪态的任务使之进入激活态。RTOS 将选择就绪态任务队列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进入

激活态。如果多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任务处于就绪态，则就绪队列中的首个任务先被激活。也就

是说，每个就绪队列中相同优先级的任务是按执行先来先服务（FIFO）的规则进行调度的。 

在一些操作系统中，还把任务分为“中断态和休眠态”，对于被中断的任务 RTOS 把它归为就

绪态；休眠态是指该任务的相关资源虽然仍驻留在内存中，但并不被操纵系统所调度的状态，其

实它就是一种终止的状态。 

2）任务状态之间的转换 

RTOS 任务的四种状态是动态转换的，有的情况是系统调度自动完成，有的情况是用户调用

某个系统函数完成，有的情况是等待某个条件满足后完成。任务的四种状态转换关系如图 1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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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 任务状态转换图 

（1）终止态转为就绪态、激活态。终止态转为就绪态（图 16-6 中的②线，下同）：任务重新

被开始，根据任务优先级进入就绪态。例如在 mbedOS 中，调用 svcRtxThreadNew()函数再次创

建任务。 

（2）阻塞态转为就绪态、终止态。阻塞态转为就绪态（③）：阻塞条件被解除，例如中断服

务或其他任务运行时释放了任务等待的信号量，从而使任务再次进入就绪状态。又如，延时队列

中的任务延时到达唤醒的时刻。在 mbedOS 中，会自动调用 svcRtxThreadResume()函数。阻塞态

转为终止态（⑦）：例如在 mbedOS 中，调用 svcRtxThreadTerminate()函数。 

（3）就绪态转为激活态、终止态。就绪态转为激活态（④）：就绪任务被调度而获得了 CPU

资源进入运行；也可以直接调用函数进入激活态，例如在 mbedOS 中，调用 svcRtxThreadYield()

函数。就绪态转为终止态（⑨）：例如在 mbedOS 中，调用 svcRtxThreadTerminate()函数。 

（4）激活态转为就绪态、阻塞态、终止态。激活态转为就绪态（⑤）：正在执行的任务被高

优先级任务抢占转为就绪队列；或使用时间片轮询调度策略时，时间片耗尽，正在执行的任务让

出 CPU；或被外部事件中断。激活态转为阻塞态（⑥）：正在执行的任务等待信号量、等待事件

或者等待 I/O 资源等，在 mbedOS 中，调用 svcRtxThreadSuspend ()函数。激活态转为终止态（⑧）：

在 mbedOS 中，调用 svcRtxThreadExit ()函数。 

4．任务的基本形式 

任务函数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初始化部分和任务体部分。初始化部分实现对变量的定义、初

始化以及设备的打开等等；任务体部分负责完成该任务的基本功能。任务一般结构如下： 

void  task ( uint_32  initial_data ) 

{ 

     //初始化部分 

     //任务体部分 

} 

任务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三种，它们是单次执行任务、周期执行任务以及事件驱动任务。下面

介绍其结构特点。 

1）单次执行任务 

单次执行任务是指在创建完之后只会被执行一次，执行完成后就会被销毁或阻塞的任务，任

务函数结构如下： 

void task ( uint_32 initial_data ) 

{ 

    //初始化部分 

    //任务体部分 

    //任务函数销毁或阻塞 

} 

单次执行任务由三部分组成：任务函数初始化、任务函数执行以及任务函数销毁。初始化部

分包括对变量的定义和赋值，打开需要使用的设备等等；第二部分任务函数的执行是该任务的基

本功能实现；第三部分任务函数的销毁或阻塞，即调用任务销毁或者阻塞函数将自己从任务队列

终止态

就绪态

阻塞态

激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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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删除，销毁与阻塞的区别在于销毁除了停止任务的运行，还将回收该任务所占用的所有资源，

如堆栈空间等。而阻塞只是将任务描述符中的状态设置为阻塞而已。系统需要在某一时刻进行复

位重启时，定时复位重启任务就是一个典型的单次执行任务。 

2）周期执行任务 

周期执行的任务是指需要按照一定周期执行的任务。任务函数结构如下： 

void  task ( uint_32 initial_data ) 

{ 

      //初始化部分 

      …… 

 //任务体部分 

     while(1) 

{ 

        //循环体部分 

} 

} 

初始化部分同上面一样实现包括对变量的定义和赋值，打开需要使用的设备等等；与单次执

行任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任务函数的执行是放在永久循环体中执行的，由于该任务需要按照一定

周期执行，所以执行完该任务之后可能需要调用延时函数_time_delay 将自己放入延时队列中（下

面会讲到），等到延时的时间到了之后重新进入就绪态。该过程需要永久执行，所以任务函数执

行和延时函数需要放在永久循环中。举例来说，在水质监测系统中，我们需要得到被监测水域的

酸碱度和各种离子的浓度，我们并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在检测数据，因为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比较缓

慢，所以使用传感器采集数据时我们只需要每隔半个小时采集一次数据，之后调用_time_delay 函

数延时半个小时，此时的物理量采集任务就是典型的周期执行的任务。 

3）资源驱动任务 

除了上面介绍的两种任务类型之外，还有一种任务形式，那就是资源驱动任务，这里的资源

主要指信号量，事件等任务通信与同步中的方法。这种类型的任务比较特殊，它是操作系统特有

的任务类型，因为只有在操作系统下才导致资源的共享使用问题，同时也引出了操作系统中另一

个主要的问题，那就是任务同步与通信。该任务与周期驱动任务的不同在于它的执行时间不是确

定的，只有在它所要等待的资源可用时它才会转入就绪态，否则就会被加入到等待该资源的等待

队列中去。事件驱动任务函数结构如下： 

void task ( uint_32 initial_data ) 

{ 

//初始化部分 

 

    while(1) 

{ 

         //调用等待资源函数 

         //任务体部分 

} 

} 

初始化部分和任务体部分和之前两个类型的任务类似，主要区别就是在任务体执行之前会调

用等待资源函数以等待资源实现任务体部分的功能。还是以刚才的水质监测系统为例，数据处理

之后再物理量采集完成后才能进行操作，所以我们在系统中使用一个信号量用于两个任务之间的

同步，当物理量采集任务完成时就会释放这个信号量，而数据处理任务一直在等待这个信号量，

当等待到这个信号量时，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了。系统中的数据处理任务就是一个典型的资

源驱动任务。 

以上就是三种任务基本形式的介绍，其中的周期执行任务和资源驱动任务从本质上来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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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为一种，也就是资源驱动任务。因为时间也是操作系统的一种资源，只不过时间是一种特殊

的资源，特殊在该资源是整个操作系统的实现基础，系统中大部分函数都是基于时间这一资源的，

所以在分类中将周期执行的任务单独作为一类。 

16.5.3 RTOS 下编程的一般步骤 

RTOS 下编程的一般分为以下几步： 

（1）任务与中断划分。RTOS 的执行是将一个完整的应用工程划分成一个个功能清晰的小

任务，通过调度任务实现程序的执行。因此进行 RTOS 编程时，需要对工程项目进行分析，划分

出不同的任务与中断。 

（2）理清任务之间的关系。需要分清各任务与中断之间的关系，例如哪些是周期执行任务，

哪些是资源驱动任务；又比如资源驱动任务的资源来自于事件还是消息队列等；是在中断中获取

该资源，还是通过其他任务结束之后获得资源。 

（3）实现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依靠 RTOS 提供的构件进行实现，使

用是分为两部分，以轻量级事件的编程步骤进行举例。首先是准备阶段，需要启用轻量级事件组

件，声明轻量级事件结构体，创建对应的事件名，创建事件组、以及设置自清 0 属性；然后是应

用阶段，提供了一系列函数进行操作，包括事件置位、等待事件位和清 0 事件位的操作。 

16.5.4 何时使用 RTOS 

首先考虑系统是否复杂到一定需要用一个 RTOS，且其硬件又具备足够的处理能力时，或系

统当前功能在将来需要扩展，则考虑使用 RTOS。具体来讲： 

（1）需要并行运行多个较复杂的任务，任务间需要进行实时交互； 

（2）需要为应用程序提供统一的 API，实现应用软件与硬件驱动的独立开发，便于应用程

序的开发与与维护。 

16.5.5 如何选择 RTOS 

可以从性能、技术支持与成本、资源等角度进行以下考虑。 

（1）性能如何？内核要求的最小开销；以及可维护性、可移植性、可扩展性。 

（2）技术支持如何？是否免费、是否有版税、是否可以深度开发、是否有收费陷阱等。 

（3）相关工具的考虑，微处理器、在线仿真器、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调试器以及模

拟器等工具是否成熟；是否提供驱动和应用程序库；是否提供驱动及中间件（如：USB、GCI、

以太网、Wi-Fi、MQTT、文件系统、传感器、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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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开发语言概要 

窄带物联网 NB-IoT 应用系统包括了终端 UE、运行于云服务器上的监听转发程序、客户端

程序、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网页等程序，其涉及到的开发语言有 C、C#、Java、JavaScript、

HTML、SQL 等多种语言。 

附录A.1 C语言 

C 语言是在 70 年代初问世的。1978 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贝尔实验室正式发表了

C 语言。由 B.W.Kernighan 和 D.M.Ritchit 合著的《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一书，被简称

为《K&R》，也有人称之为 K&R 标准。但是，在《K&R》中并没有定义一个完整的标准 C 语言，

后来由美国国家标准学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个 C 语言标准，于 1983 年发表，通常称之为 ANSI 

C 或标准 C。 

1．C 语言的运算符与数据类型 

1）C 语言的运算符 

C 语言的运算符分为算术、逻辑、关系和位运算及一些特殊的操作符。表 1-1 列出了 C 语言

的常用运算符及使用方法举例。 

2）C 语言的数据类型 

C 语言的数据类型有基本数据类型和构造数据类型两大类。基本数据类型是指字节型、整型

及实型，如表 1-2 所示。 

构造数据类型有数组、指针、枚举、结构体、共用体和空类型。枚举是一个被命名为整型常

量的集合。结构体和共用体是基本数据类型的组合。空类型字节长度为 0，主要有两个用途：一

是明确地表示一个函数不返回任何值；二是产生一个同一类型指针（可根据需要动态地分配给其

内存）。 

嵌入式中还常用到寄存器类型（register）变量，简要说明如下。通常，内存变量（包括全局

变量、静态变量、局部变量）的值存放在内存中的。CPU 访问内存变量要通过三总线（地址总线、

数据总线、控制总线）进行，如果有一些变量使用频繁，则为存取变量的值要花不少时间。为提

高执行效率，C 语言允许使用关键字“register”声明，将少量局部变量的值放在 CPU 中内部寄

存器中，需要用时直接从寄存器取出参加运算，不必再到内存中存取。关于 register 类型变量的

使用需注意：（1）只有局部变量和形式参数可以使用寄存器变量，其他变量（如全局变量、静态

变量）不能使用 register 类型变量。（2）CPU 内部寄存器数目很少，不能定义任意多个寄存器变

量。 

表 1-1 C 语言的常用运算符 

运 算 类 型 运 算 符 简 明 含 义 

算术运算 +、-、*、/、% 加、减、乘、除、取模 

逻辑运算 ||、&&、! 逻辑或、逻辑与、逻辑非 

关系运算 >、<、>=、<=、= =、!= 大于、小于、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于、不等于 

位运算 ~、<<、>>、&、^、| 按位取反、左移、右移、按位与、按位异或、按位或 

增量和减量 ++、-- 增量运算符、减量运算符 

复合赋值 

+=、-=、>>=、<<= 加法赋值、减法赋值、右移位赋值、左移位赋值 

*=、|=、&=、^= 乘法赋值、按位或赋值、按位与赋值、按位异或赋值 

%=、/= 取模赋值、除法赋值 

指针和地址 *、& 取内容、取地址 

输出格式转换 
0x、0o、0b、0u 无符号十六、八、二、十进制数 

0d 带符号十进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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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序流程控制 

在程序设计中主要有三种基本控制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和循环结构。 

1）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就是从前向后依次执行语句。从整体上看，所有程序的基本结构都是顺序结构，中

间的某个过程可以是选择结构或循环结构。 

2）选择结构 

在大多数程序中都会包含选择结构。其作用是，根据所指定的条件是否满足，决定执行哪些

语句。在 C 语言中主要有 if 和 switch 两种选择结构。 

if 结构 

if (表达式) 语句项; 

或 

if (表达式) 

语句项; 

else 

语句项; 

如果表达式取值真（除 0 以外的任何值），则执行 if 的语句项；否则，如果 else 存在的话，

就执行 else 的语句项。每次只会执行 if 或 else 中的某一个分支。语句项可以是单独的一条语句、

也可以是多条语句组成的语句块（要用一对大括号“{}”括起来）。 

if 语句可以嵌套，有多个 if 语句时 else 与最近的一个配对。对于多分支语句，可以使用 if ... 

else if ... else if ... else ...的多重判断结构，也可以使用下面讲到的 switch 开关语句。 

switch 结构 

switch 是 C 语言内部多分支选择语句，它根据某些整型和字符常量对一个表达式进行连续

测试，当一常量值与其匹配时，它就执行与该变量有关的一个或多个语句。switch 语句的一般形

式如下： 

格式： 

switch(表达式) 

{ 

case 常数 1: 

语句项 1; 

break; 

case 常数 2: 

语句项 2; 

break; 

………… 

表 1-2 C 语言基本数据类型 

数 据 类 型 简 明 含 义 位数 字节数 值    域 

字节型 
signed char 有符号字节型 8 1 -128～+127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节型 8 1 0～255 

整型 

signed short 有符号短整型 16 2 -32768～+32767 

unsigned short 无符号短整型 16 2 0～65535 

signed int 有符号短整型 16 2 -32768～+32767 

unsigned int 无符号短整型 16 2 0～65535 

signed long 有符号长整型 32 4 -2147483648～+2147483647 

unsigned long 无符号长整型 32 4 0～4294967295 

实型 
float 浮点型 32 4 约±3.4×(10-38～10+38) 

double 双精度型 64 8 约±1.7×(10-308～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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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语句项; 

} 

根据 case 语句中所给出的常量值，按顺序对表达式的值进行测试，当常量与表达式值相等

时，就执行这个常量所在的 case 后的语句块，直到碰到 break 语句，或者 switch 的末尾为止。若

没有一个常量与表达式值相符，则执行 default 后的语句块。default 是可选的，如果它不存在，

并且所有的常量与表达式值都不相符，那就不做任何处理。 

switch 语句与 if 语句的不同之处在于 switch 只能对等式进行测试，而 if 可以计算关系表达

式或逻辑表达式。 

break 语句在 switch 语句中是可选的，但是不用 break，则从当前满足条件的 case 语句开始

连续执行后续指令，不判断后续 case 语句的条件，一直到碰到 break 或 switch 的末尾为止。为了

避免输出不应有的结果，在每一 case 语句之后加 break 语句，使每一次执行之后均可跳出 switch

语句。 

3）循环结构 

C 语言中的循环结构常用 for 循环，while 循环与 do...while 循环。 

for 循环 

格式为： 

for(初始化表达式；条件表达式；修正表达式) 

{循环体} 

执行过程为：先求解初始化表达式；再判断条件表达式，若为假（0），则结束循环，转到循

环下面的语句；如果其值为真（非 0），则执行“循环体”中语句。然后求解修正表达式；再转到判

断条件表达式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循环体”。 

while 循环 

格式为： 

while(条件表达式) 

{循环体} 

当表达式的值为真（非 0）时执行循环体。其特点是：先判断后执行。 

do....while 循环 

格式为： 

do 

{循环体} 

while(条件表达式); 

其特点是：先执行后判断。即当流程到达 do 后，立即执行循环体一次，然后才对条件表达

式进行计算、判断。若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非 0），则重复执行一次循环体。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在循环中的应用 

在循环中常常使用 break 语句和 continue 语句，这两个语句都会改变循环的执行情况。break

语句用来从循环体中强行跳出循环，终止整个循环的执行；continue语句使其后语句不再被执行，

进行新的一次循环（可以形象地理解为返回循环开始处执行）。 

3．函数 

所谓函数，即子程序，也就是“语句的集合”，就是说把经常使用的语句群定义成函数，供其

他程序调用，函数的编写与使用要遵循软件工程的基本规范。 

使用函数要注意：函数定义时要同时声明其类型；调用函数前要先声明该函数；传给函数的

参数值，其类型要与函数原定义一致；接收函数返回值的变量，其类型也要与函数类型一致等。

函数传参有传值与传址之分。 

函数的返回值：return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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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语句用来立即结束函数，并返回一确定值给调用程序。如果函数的类型和 return 语句

中表达式的值不一致，则以函数类型为准。对数值型数据，可以自动进行类型转换。即函数类型

决定返回值的类型。 

4．数据存储方式 

C 语言中，存储与操作方式除基本变量方式外，还有数组、指针、结构体、共用体，简介如

下。此外，数据类型还可使用 typedef 定义别名，方便使用。 

1）数组 

在 C 语言中，数组是一个构造类型的数据，是由基本类型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组成的。构造

类型还包括结构体类型，共用体类型。数组是有序数据的集合，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属于同一

个数据类型。用一个统一的数组名和下标唯一地确定数组中的元素。 

一维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定义方式为：类型说明符 数组名[常量表达式]； 

其中，数组名的命名规则和变量相同。定义数组的时候，需要指定数组中元素的个数，即常

量表达式需要明确设定，不可以包含变量。例如： 

int a[10];    //定义了一个整型数组，数组名为 a，有 10 个元素，下标 0-9 

数组必须先定义，然后才能使用。而且只能通过下标一个一个的访问。形如：数组名[下标]。 

二维数组的定义和引用 

定义方式为：类型说明符 数组名[常量表达式][常量表达式] 

例如： 

float  a[3][4];     //定义 3 行 4 列的数组 a，下标 0-2，0-3 

其实，二维数组可以看成是两个一维数组。可以把 a 看作是一个一维数组，它有 3 个元素：

a[0],a[1],a[2],而每个元素又是一个包含 4 个元素的一维数组。二维数组的表示形式为：数组名[下

标][下标]。 

字符数组 

用于存放字符数据（char 类型）的数组是字符数组。字符数组中的一个元素存放一个字符。

例如： 

char  c[5]; 

c[0] = ‘t’;c[1] = ‘a’; c[2] = ‘b’; c[3] = ‘l’; c[4] = ‘e’; 

//字符数组 c[5]中存放的就是字符串“table”。 

在 C 语言中，是将字符串作为字符数组来处理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关于字符串的实际

长度，C 语言规定了一个“字符串结束标志”，以字符’\0’作为标志（实际值 0x00）。即如果有一个

字符串，前面 n-1 个字符都不是空字符（即’\0’），而第 n 个字符是’\0’，则此字符的有效字符为

n-1 个。 

动态数组 

动态数组是相对于静态数组而言。静态数组的长度是预先定义好的，在整个程序中，一旦给

定大小后就无法改变。而动态数组则不然，它可以随程序需要而重新指定大小。动态数组的内存

空间是从堆（heap）上分配（即动态分配）的。是通过执行代码而为其分配存储空间。当程序执

行到这些语句时，才为其分配。程序员自己负责释放内存。 

在 C 语言中，可以通过 malloc，calloc 函数，进行内存空间的动态分配，从而实现数组的动

态化，以满足实际需求。 

数组如何模拟指针的效果 

其实，数组名就是一个地址，一个指向这个数组元素集合的首地址。可以通过数组加位置的

方式进行数组元素的引用。例如： 

int  a[5];     //定义了一个整型数组，数组名为 a，有 5 个元素，下标 0-4 

访问到数组 a 的第 3 个元素方式有：方式一： a[2]；方式二： *(a+2)，关键是数组的名称本

身就可以当做地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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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针 

指针是 C 语言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数据类型，运用指针是 C 语言最主要的风格之一。在嵌入

式编程中，指针尤为重要。利用指针变量可以表示各种数据结构，很方便地使用数组和字符串，

并能像汇编语言一样处理内存地址，从而编出精练而高效的程序。但是使用指针要特别细心，计

算得当，避免指向不适当区域。 

指针是一种特殊的数据类型，在其它语言中一般没有。指针是指向变量的地址，实质上指针

就是存储单元的地址。根据所指的变量类型不同，可以是整型指针（int *）、浮点型指针（float *）、

字符型指针（char *）、结构指针（struct *）和联合指针（union *）。 

指针变量的定义 

其一般形式为：类型说明符 * 变量名； 

其中，*表示这是一个指针变量，变量名即为定义的指针变量名，类型说明符表示本指针变

量所指向的变量的数据类型。例如： 

int *p1;   //表示 p1 是指向整型数的指针变量，p1 的值是整型变量的地址 

指针变量的赋值 

指针变量同普通变量一样，使用之前不仅要进行声明，而且必须赋予具体的值。未经赋值的

指针变量不能使用，否则将造成系统混乱，甚至死机。指针变量的赋值只能赋予地址。例如： 

int a;       //a 为整型数据变量 

int *p1;     //声明 p1 是整型指针变量 

p1 =&a;    //将 a 的地址作为 p1 初值 

指针的运算 

（1）取地址运算符&：取地址运算符&是单目运算符，其结合性为自右至左，其功能是取变

量的地址。 

（2）取内容运算符*：取内容运算符*是单目运算符，其结合性为自右至左，用来表示指针

变量所指的变量。在*运算符之后跟的变量必须是指针变量。例如： 

int a,b;      //a,b 为整型数据变量 

int *p1;     //声明 p1 是整型指针变量 

p1 =&a;    //将 a 的地址作为 p1 初值 

a=80; 

b=*p1;     //运行结果:b=80，即为 a 的值 

注意：取内容运算符“*”和指针变量声明中的“*”虽然符号相同，但含义不同。在指针变量声

明中，“*”是类型说明符，表示其后的变量是指针类型。而表达式中出现的“*”则是一个运算符用

以表示指针变量所指的变量。 

（3）指针的加减算术运算：对于指向数组的指针变量，可以加/减一个整数 n（由于指针变

量实质是地址，给地址加/减一个非整数就错了）。设 pa 是指向数组 a 的指针变量，则 pa+n，pa-

n，pa++，++pa，pa--，--pa 运算都是合法的。指针变量加/减一个整数 n 的意义是把指针指向的

当前位置（指向某数组元素）向前或向后移动 n 个位置。 

注意：数组指针变量前/后移动一个位置和地址加/减 1 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因为数组可以有

不同的类型，各种类型的数组元素所占的字节长度是不同的。如指针变量加 1，即向后移动 1 个

位置，表示指针变量指向下一个数据元素的首地址。而不是在原地址基础上加 1。例如： 

int a[5],*pa;   //声明 a 为整型数组（下标为 0～4），pa 为整型指针 

pa=a;    //pa 指向数组 a，也是指向 a[0]。 

pa=pa+2;     //pa 指向 a[2]，即 pa 的值为&pa[2] 

注意：指针变量的加/减运算只能对数组指针变量进行，对指向其它类型变量的指针变量作

加/减运算是毫无意义的。 

void 指针类型 

顾名思义，void *为“无类型指针”，即用来定义指针变量，不指定它是指向哪种类型数据，

但可以把它强制转化成任何类型的指针。 

众所周知，如果指针 p1 和 p2 的类型相同，那么可以直接在 p1 和 p2 间互相赋值；如果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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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2 指向不同的数据类型，则必须使用强制类型转换运算符把赋值运算符右边的指针类型转换

为左边指针的类型。例如： 

float *p1;    //声明 p1 为浮点型指针 

int *p2;      //声明 p2 为整型指针 

p1 = (float *)p2;   //强制转换整型指针 p2 为浮点型指针值给 p1 赋值 

而 void *则不同，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直接赋值给它，无需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void *p1;    //声明 p1 无类型指针 

int *p2;      //声明 p2 为整型指针 

p1 = p2;     //用整型指针 p2 的值给 p1 直接赋值 

但这并不意味着，“void *”也可以无需强制类型转换地赋给其它类型的指针，也就是说 p2=p1

这条语句编译就会出错，而必须将 p1 强制类型转换成“int *”类型。因为“无类型”可以包容“有类

型”，而“有类型”则不能包容“无类型”。 

3）结构体 

结构体是由基本数据类型构成的，并用一个标识符来命名的各种变量的组合。结构体中可以

使用不同的数据类型。 

结构体的说明和结构体变量的定义 

例如，定义一个名为 student 的结构体变量类型 

struct student     //定义一个名为 student 的结构体变量类型 

{ 

    char name[8];    //成员变量“name”为字符型数组 

    char class[10];   //成员变量“class”为字符型数组 

    int age;     //成员变量“age”为整型 

}; 

这样，若声明 s1 为一个“student”类型的结构体变量，则使用如下语句： 

struct student s1;   //声明 s1 为“student”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又例如，定义一个名为 student 的结构体变量类型，同时声明 s1 为一个“student”类型的结构

体变量 

Struct  student      //定义一个名为 student 的结构体变量类型 

{ 

    char name[8];    //成员变量“name”为字符型数组 

    char class[10];    //成员变量“class”为字符型数组 

    int age;     //成员变量“age”为整型 

}s1;    //声明 s1 为“student”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结构体变量的使用 

结构体是一个新的数据类型，因此结构体变量也可以像其它类型的变量一样赋值运算，不同

的是结构体变量以成员作为基本变量。 

结构体成员的表示方式为： 

结构体变量.成员名 

如果将“结构体变量.成员名”看成一个整体，则这个整体的数据类型与结构体中该成员的数

据类型相同，这样就像前面所讲的变量那样使用。例如： 

s1.age=18;     //将数据 18 赋给 s1.age（理解为学生 s1 的年龄为 18） 

结构体指针 

结构体指针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它由一个加在结构体变量名前的“*”操作符来声明。例如

用上面已说明的结构体声明一个结构体指针如下： 

struct  student  *Pstudent;    //声明 Pstudent 为一个“student”类型指针 

使用结构体指针对结构体成员的访问，与结构体变量对结构体成员的访问在表达方式上有所

不同。结构体指针对结构体成员的访问表示为： 

结构体指针名->结构体成员 

其中"->"是两个符号"-"和">"的组合，好像一个箭头指向结构体成员。例如要给上面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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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中 name 和 age 赋值，可以用下面语句： 

strcpy(Pstudent->name,"LiuYuZhang"); 

Pstudent->age=18; 

实际上，Pstudent->name 就是（*Pstudent）.name 的缩写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体指针是指向结构体的一个指针，即结构体中第一个成员的首地址，因此

在使用之前应该对结构体指针初始化，即分配整个结构体长度的字节空间。这可用下面函数完成： 

Pstudent=(struct student*)malloc(sizeof (struct student)); 

sizeof（struct student）自动求取 student 结构体的字节长度，malloc（）函数定义了一个大小

为结构体长度的内存区域，然后将其地址作为结构体指针返回。 

4）共用体 

在进行某些算法的 C 语言编程时，需要使几种不同类型的变量之间的切换，可以将他们存

放到同一段内存单元中。也就是使用覆盖技术，几个变量互相覆盖。这种几个不同的变量共同占

用一段内存的结构，在 C 语言中，被称作“共用体”类型结构，简称共用体。语法如下： 

union 共用体名 

{ 

成员表列 

}变量表列; 

有的文献中文翻译为“联合体”，似乎不妥，中文使用“共用体”一词更为妥当。 

5）用 typedef 定义类型 

除了可以直接使用 C 提供的标准类型名（如 int、char、float、double、long 等）和自己定义

的结构体、指针、枚举等类型外，还可以用 typedef 定义新的类型名来代替已有的类型名。例如：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_8; 

指定用 uint_8 代表 unsigned char 类型。这样下面的两个语句是等价的： 

unsigned  char  n1;      等价于      uint_8  n1; 

用法说明： 

（1）用 typedef 可以定义各种类型名，但不能用来定义变量。 

（2）用 typedef 只是对已经存在的类型增加一个类型别名，而没有创造新的类型。 

（3）typedef 与#define 有相似之处，如：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16; 

#define  uint_16  unsigned  int; 

这两句的作用都是用 uint_16 代表 unsigned int（注意顺序）。但事实上它们二者不同，#define

是在预编译时处理，它只能做简单的字符串替代，而 typedef 是在编译时处理。 

（4）当不同源文件中用到各种类型数据（尤其是像数组、指针、结构体、共用体等较复杂

数据类型）时，常用 typedef 定义一些数据类型，并把它们单独存放在一个文件中，然后在需要

用到它们时，用#include 命令把该文件包含进来。 

（5）使用 typedef 有利于程序的通用与移植。特别是用 typedef 定义结构体类型，在嵌入式

程序中常用到。例如：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8];  

char class[10];  

int age; 

}STU; 

以上声明了新类型名 STU，代表一个结构体类型。可以用该新的类型名来定义结构体变量。

例如： 

STU  student1;      //定义 STU 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student1 

STU  *S1;      //定义 STU 类型的结构体指针变量*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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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译预处理 

C 语言提供编译预处理的功能，“编译预处理”是 C 编译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C 语言允

许在程序中使用几种特殊的命令（它们不是一般的 C 语句）。在 C 编译系统对程序进行通常的编

译（包括语法分析、代码生成、优化等）之前，先对程序中的这些特殊的命令进行“预处理”，然

后将预处理的结果和源程序一起再进行常规的编译处理，以得到目标代码。C 提供的预处理功能

主要有宏定义、条件编译和文件包含。 

1）宏定义 

#define 宏名 表达式 

表达式可以是数字、字符，也可以是若干条语句。在编译时，所有引用该宏的地方，都将自

动被替换成宏所代表的表达式。例如： 

#define  PI  3.1415926     //以后程序中用到数字 3.1415926 就写 PI 

#define  S(r)  PI*r*r       //以后程序中用到 PI*r*r 就写 S(r) 

2）撤销宏定义 

#undef 宏名 

3）条件编译 

#if  表达式 

#else 表达式 

#endif 

如果表达式成立，则编译#if 下的程序，否则编译#else 下的程序，#endif 为条件编译的结束

标志。 

#ifdef  宏名         //如果宏名称被定义过，则编译以下程序 

#ifndef  宏名        //如果宏名称未被定义过，则编译以下程序 

条件编译通常用来调试、保留程序（但不编译），或者在需要对两种状况做不同处理时使用。 

4）“文件包含”处理 

所谓“文件包含”是指一个源文件将另一个源文件的全部内容包含进来，其一般形式为： 

#include  “文件名” 

附录A.2 C#语言 

C#是微软公司在 2000 年 6 月发布的一种新的编程语言，主要由安德斯·海尔斯伯格（Anders 

Hejlsberg）主持开发，它是第一个面向组件的编程语言，其源码会编译成 msil 再运行。C#是一种

安全的、稳定的、简单的、优雅的，由 C 和 C++衍生出来的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它在继承 C 和

C++强大功能的同时去掉了一些它们的复杂特性（例如没有宏以及不允许多重继承）。C#综合了

VB 简单的可视化操作和 C++的高运行效率，以其强大的操作能力、优雅的语法风格、创新的语

言特性和便捷的面向组件编程的支持成为.NET 开发的首选语言。C#借鉴了 Delphi 的一个特点，

与 COM(组件对象模型)是直接集成的，且作为微软公司.NET windows 网络框架的主角，使得程

序员可以快速地编写各种基于 MICROSOFT .NET 平台的应用程序。 

1．类和对象 

1）对象 

对象是事物存在的实体。如：张三 就是 “人”类的一个具体的对象。各个对象之间通常会

不同，这些不同点通过对象的“属性”的值、对象的方法及对象对外界的不同响应来展示它们之

间的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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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 

类就是同一类事物的统称，对象是类的实例。如：“人”类就是将现实世界中所有人进行抽

象形成一个“人”类，哲学里将人类定义为：会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在软件开发中对类

的定义因开发的系统复杂度不同而有不同范围的定义，有别于哲学里的定义。类是封装对象的属

性和行为的载体，反过来说具有相同属性和行为的一类实体被称为类。 

 

 

 

 

 

 

图 2 类和对象关系图 

2．面向对象的特点 

1）封装 

封装是面向对象编程的核心思想，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包装的意思，专业点就是信息隐藏，

是指利用抽象数据类型将数据和基于数据的操作封装在一起，使其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独立实

体，数据被保护在抽象数据类型的内部，尽可能地隐藏内部的细节，只保留一些对外接口使之与

外部发生联系。 

采用封装的思想保证了类内部数据结构的完整性，应用该类的用户不能轻易直接操纵此数据

结构，而只能执行类允许公开的数据。这样避免了外部对内部数据的影响，提高程序的可维护性。

使用封装有三大好处： 

①良好的封装能够减少耦合。 

②类内部的结构可以自由修改。 

③可以对成员进行更精确的控制。 

④隐藏信息，实现细节。 

2）继承 

继承是使用已存在的类的定义作为基础建立新类的技术，新类的定义可以增加新的数据或新

的功能，也可以用父类的功能，但不能选择性地继承父类。通过使用继承能够非常方便地复用以

前的代码，能够大大的提高开发的效率。 

继承所描述的是“is-a”的关系，如果有两个对象 A 和 B，若可以描述为“A 是 B”，则可以

表示 A 继承 B，其中 B 是被继承者称之为父类或者超类，A 是继承者称之为子类或者派生类。 

继承者是被继承者的特殊化，它除了拥有被继承者的特性外，还拥有自己独有得特性。例如

猫有抓老鼠、爬树等其他动物没有的特性。同时在继承关系中，继承者完全可以替换被继承者，

反之则不可以，例如可以说猫是动物，但不能说动物是猫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对于这个将其称之

为“向上转型”。 

①子类拥有父类非 private 的属性和方法。 

②子类可以拥有自己属性和方法，即子类可以对父类进行扩展。 

③子类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父类的方法。 

3）多态 

所谓多态就是指程序中定义的引用变量所指向的具体类型和通过该引用变量发出的方法调

用在编程时并不确定，而是在程序运行期间才确定，即一个引用变量倒底会指向哪个类的实例对

象，该引用变量发出的方法调用到底是哪个类中实现的方法，必须在由程序运行期间才能决定。

因为在程序运行时才确定具体的类，这样，不用修改源程序代码，就可以让引用变量绑定到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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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类实现上，从而导致该引用调用的具体方法随之改变，即不修改程序代码就可以改变程序

运行时所绑定的具体代码，让程序可以选择多个运行状态，这就是多态性。 

指向子类的父类引用由于向上转型了，它只能访问父类中拥有的方法和属性，而对于子类中

存在而父类中不存在的方法，该引用是不能使用的，尽管是重载该方法。若子类重写了父类中的

某些方法，在调用该些方法的时候，必定是使用子类中定义的这些方法（动态连接、动态调用）。 

对于面向对象而言，多态分为编译时多态和运行时多态。其中编辑时多态是静态的，主要是

指方法的重载，它是根据参数列表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的函数，通过编辑之后会变成两个不同的函

数，在运行时谈不上多态。而运行时多态是动态的，它是通过动态绑定来实现的，也就是所说的

多态性。 

3．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要素 

面向对象编程（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OOP）解决了传统编程技巧带来的许多问题。

OOP 技术使用许多代码模块，每个代码模块都提供了特定的功能，并且每个模块都是独立的，

甚至于其他模块完全独立。这种模块化编程方法提供了非常大的多样性，大大增加了重用代码的

机会。 

对象有三要素，属性、事件及方法。例如：人类是一个类，是一种类型，是对所有的人进行

抽象的概念。而具体到每一个人，则是这个“人类”的一个实例化的对象，具有明确定义的状态

和行为。类通常包括属性、事件和方法，类实例化为对象后，需要设置该对象相关的属性、事件

和方法，所以这三个要素也称对象的三要素。 

1）属性 

属性可以看作是对象的性质。 

以下举 MP3 为例来进行说明。正如 MP3 的属性包括可以看到的一些性质，如它的重量和颜

色。其它一些属性描述 MP3 的状态（播放音乐的或未播放音乐的）或不可见的性质，如它的寿

命。通过定义，可以使所有 MP3 都具有这些属性，这些属性也会因 MP3 的不同而不同。 

2）事件 

事件可以看作是对象的响应。 

正如 MP3 还具有预定义的某些外部事件的响应。例如，MP3 对于电量不足事件的响应是声

音变小，对停电的响应是停止播放音乐 

3）方法 

方法可以看作是对象的动作。 

正如 MP3 还具有本身所固有的方法和动作。例如：添加/删除音乐的方法，播放的方法和调

节音量的方法。所有的 MP3 都具备这些能力。 

4．C#开发的程序类型 

C#语言通常和 Visual Studio .NET 开发平台结合一起开发应用程序，可做到快速、敏捷开发

出应用程序，通常可开发 Windows 应用程序、Web 应用程序、Web 服务等程序的开发。 

1）Windows 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如 Microsoft  Office）具有很熟悉的 Windows 外观和操作方式，使用.NET 

Framework 的 Windows Forms 模块就可以简便地生成这种应用程序。Windows Forms 模块就是一

个空间库，其中的控件（例如，按钮、工具栏、菜单等）可以用于建立 Windows 用户界面（UI）。 

2）Web 应用程序 

它们是一些 Web 页面，可以通过任何 Web 浏览器查看。.NET Framework 包括一个动态生成

Web 内容的强大系统，允许进行个性化和实现安全性等，这个系统叫做 Active Server Pages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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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可以通过使用 C#编写在浏览器内部运行的应用程序。 

3）Web 服务 

这是创建各种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新方式，使用 Web 服务可以通过 Internet 虚拟交换数据。无

论使用什么语言创建 Web 服务，也无论 Web 服务驻留在什么系统上，都使用一样简单的语法。 

5．C#语言要素 

1）命名空间 

C#中的类是利用命名空间组织起来的。命名空间提供了一种从逻辑上组织类的方式，防止命

名冲突。用 namespace 关键字用于声明一个命名空间。此命名空间范围允许您组织代码并为您提

供了创建全局唯一类型的方法。 

namespace name 

{ 

类型定义 

} 

 

这段代码定义了一个命令空间。其中：在命名空间中，可以声明类、接口、结构、枚举、委

托命名空间。 

2）类 

C#使用关键字 class 关键字来定义类： 

class  MyClass 

{ 

// Class members. 

} 

这段代码定义了一个类 MyClass。定义了一个类后，就可以在项目中能访问该类定义的其他

位置对该类的实例化。默认情况下，类声明为内部的，即只有当前项目中的代码才能访问它。 

3）进程 

进程是表示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又是调度运行的基本单位。从编程的角度，也可以将进程

看成一块包含了某些资源的内存区域。 

例如：当用户打开一个 txt 文档时，系统就创建一个进程，并为它分配资源。有时候打开得

很慢，这是因为此时 CPU 运行的进程数过多，该进程需要等待调度，才能真正运行。如果再打

开另外一个 txt 文档时，此时在资源管理器中会发现有两个进程，所占的内存数不一样，是因为

文档的大小不相同。理论上只要是打开应用程序，就会创建进程。 

4）回调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如果你把函数的指针（地址）作为参数传递给

另一个函数，当这个指针被用来调用其所指向的函数时，就说这是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不是由该

函数的实现方直接调用，而是在特定的事件或条件发生时由另外的一方调用的，用于对该事件或

条件进行响应。 

例如：你到一个商店买东西，刚好你要的东西没有货，于是你在店员那里留下了你的电话，

过了几天店里有货了，店员就打了你的电话，然后你接到电话后就到店里去取了货。在这个例子

里，你的电话号码就叫回调函数，你把电话留给店员就叫登记回调函数，店里后来有货了叫做触

发了回调关联的事件，店员给你打电话叫做调用回调函数，你到店里去取货叫做响应回调事件。 

5）委托 

委托是一种安全地封装方法的类型，它与 C 和 C++ 中的函数指针类似。与 C 中的函数指针



 

302 

 

不同，委托是面向对象的、类型安全的和保险的。 委托的类型由委托的名称定义。委托实例独

立于它所封装的方法的类，并且方法类型与委托的类型是兼容的。函数指针只能引用静态函数，

而委托可以应用静态和实例方法。 

首先需要声明一个委托，然后创建与委托相关联的方法，这里必须保证创建的方法和申明的

委托变量类型、数目、以及返回值都是一样的，接着实例化一个委托对象，并将其与委托进行绑

定，绑定的时候传入的参数必须是方法名，而不是在方法中定义的变量。绑定后，就可以进行函

数回调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直接对与委托相关联方法中的参数直接定义，这样做是

没有意义的。 

附录A.3 Java语言 

Java 语言由 Sun Microsystems 公司于 1995 年 5 月推出的 Java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和 Java

平台的总称。由 James Gosling 和同事们共同研发，并在 1995 年正式推出。Java 分三个体系：

JavaSE、JavaEE、JavaME。1996 年 1 月，Sun 公司发布了 Java 的第一个开发工具包（JDK 1.0），

这是 Java 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 Java 成为一种独立的开发工具。Java 是一门面向对

象编程语言，不仅吸收了 C++语言的各种优点，还摒弃了 C++里难以理解的多继承、指针等概

念，因此 Java 语言具有功能强大和简单易用两个特征。Java 语言作为静态面向对象编程语言的

代表，极好地实现了面向对象理论，允许程序员以优雅的思维方式进行复杂的编程。 

1．Java 语言的特点 

1）简单性 

Java 看起来设计得很像 C++，但是为了使语言小和容易熟悉，设计者们把 C++语言中许多

可用的特征去掉了，这些特征是一般程序员很少使用的。例如，Java 不支持 go to 语句，代之以

提供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以及异常处理。Java 还剔除了 C++的操作符过载（overload）和多继

承特征，并且不使用主文件，免去了预处理程序。因为 Java 没有结构，数组和串都是对象，所以

不需要指针。Java 能够自动处理对象的引用和间接引用，实现自动的无用单元收集，使用户不必

为存储管理问题烦恼，能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研发上。 

2）面向对象 

Java 是一个面向对象的语言。类（class）是数据和操作数据的方法的集合，数据和方法一起

描述对象（object）的状态和行为，每一对象是其状态和行为的封装。类是按一定体系和层次安

排的，使得子类可以从超类继承行为。在这个类层次体系中有一个根类，它是具有一般行为的类。

Java 程序是用类来组织的。 

Java 还包括一个类的扩展集合，分别组成各种程序包（Package），用户可以在自己的程序中

使用。例如，Java 提供产生图形用户接口部件的类（java.awt 包），这里 awt 是抽象窗口工具集

（abstract windowing toolkit）的缩写，处理输入输出的类（java.io 包）和支持网络功能的类（java.net

包）。 

3）分布性 

Java 设计成支持在网络上应用，它是分布式语言。Java 既支持各种层次的网络连接，又以

Socket 类支持可靠的流（stream）网络连接，所以用户可以产生分布式的客户机和服务器。网络

变成软件应用的分布运载工具。Java 程序只要编写一次，就可到处运行。 

4）编译和解释性 

Java 编译程序生成字节码（byte-code），而不是通常的机器码。Java 字节码提供对体系结构

中性的目标文件格式，代码设计成可有效地传送程序到多个平台。Java 程序可以在任何实现了

Java 解释程序和运行系统（run-time system）的系统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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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解释性的环境中，程序开发的标准“链接”阶段大大消失了。如果说 Java 还有一个

链接阶段，它只是把新类装进环境的过程，它是增量式的、轻量级的过程。因此，Java 支持快速

原型和容易试验，它将导致快速程序开发。这是一个与传统的、耗时的“编译、链接和测试”形

成鲜明对比的精巧的开发过程。 

5）稳健性 

Java 是一个强类型语言，它允许扩展编译时检查潜在类型不匹配问题的功能。Java 要求显式

的方法声明，它不支持 C 风格的隐式声明。这些严格的要求保证编译程序能捕捉调用错误，这就

导致更可靠的程序。 

可靠性方面最重要的增强之一是 Java 的存储模型。Java 不支持指针，它消除重写存储和讹

误数据的可能性。类似地，Java 自动的“无用单元收集”预防存储漏泄和其它有关动态存储分配

和解除分配的有害错误。Java 解释程序也执行许多运行时的检查，诸如验证所有数组和串访问是

否在界限之内。 

异常处理是 Java 中使得程序更稳健的另一个特征。异常是某种类似于错误的异常条件出现

的信号。使用 try/catch/finally 语句，程序员可以找到出错的处理代码，这就简化了出错处理和恢

复的任务。 

6）安全性 

Java 的存储分配模型是它防御恶意代码的主要方法之一。Java 没有指针，所以程序员不能得

到隐蔽起来的内幕和伪造指针去指向存储器。更重要的是，Java 编译程序不处理存储安排决策，

所以程序员不能通过查看声明去猜测类的实际存储安排。编译的 Java 代码中的存储引用在运行

时由 Java 解释程序决定实际存储地址。 

Java 运行系统使用字节码验证过程来保证装载到网络上的代码不违背任何 Java 语言限制。

这个安全机制部分包括类如何从网上装载。例如，装载的类是放在分开的名字空间而不是局部类，

预防恶意的小应用程序用它自己的版本来代替标准 Java 类。 

7）可移植性 

Java 使得语言声明不依赖于实现的方面。例如，Java 显式说明每个基本数据类型的大小和它

的运算行为（这些数据类型由 Java 语法描述）。 

Java 环境本身对新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是可移植的。Java 编译程序也用 Java 编写，而 Java

运行系统用 ANSIC 语言编写。 

8）多线程 

Java 是多线程语言，它提供支持多线程的执行（也称为轻便过程），能处理不同任务，使具

有线程的程序设计很容易。Java 的 lang 包提供一个 Thread 类，它支持开始线程、运行线程、停

止线程和检查线程状态的方法。 

Java 的线程支持也包括一组同步原语。这些原语是基于监督程序和条件变量风范，由

C.A.R.Haore 开发的广泛使用的同步化方案。用关键词 synchronized，程序员可以说明某些方法在

一个类中不能并发地运行。这些方法在监督程序控制之下，确保变量维持在一个一致的状态。 

 

 

 

2．Java 核心机制 

1）Java 虚拟机 

Java 语言的源文件经编译后形成字节码文件，然后通过 Java 虚拟机（JVM：Java Virtual 

Machine）来执行，其执行的流程和 C 语言编程过程区别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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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Java 语言和 C 语言编程流程对比图 

Java 虚拟机屏蔽了底层硬件平台的差别，实现了“一次编译，随处运行”，体现了 Java 程序

的跨平台优越性。 

2）Java 垃圾回收机制 

内存中的对象，如果不存在引用，则会被垃圾回收器回收，从而主动的释放内存，避免内存

的溢出。在 C/C++等语言中，由程序员    S 负责回收无用的内存。垃圾收集在 Java 程序运行中

自动运行，程序员无需精确控制和干预。 

3．抽象类和接口 

1）抽象类 

用 abstract 关键字修饰的类，这个类成为抽象类；用 abstract 关键字修饰的方法，这个方法

被称为抽象方法。抽象类必须被继承，抽象方法必须被重写，含有抽象方法的类必须被声明为抽

象类。抽象类不能实例化，抽象方法只需声明而不需实现。抽象类不能拥有构造函数。 

abstract  class  类名 

{ 

声明数据成员; 

//定义一般方法 

//定义抽象方法 

abstract  返回值类型  方法名称(参数 1,参数 2,…); 

} 

 

2）接口 

接口（Interface）在 JAVA 编程语言中是一个抽象类型，是抽象方法的集合，接口通常以

interface 来声明。一个类通过继承接口的方式，从而来继承接口的抽象方法。 

接口并不是类，编写接口的方式和类很相似，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概念。类描述对象的属性

和方法。接口则包含类要实现的方法。 

接口无法被实例化，但是可以被实现。一个实现接口的类，必须实现接口内所描述的所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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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否则就必须声明为抽象类。另外，在 Java 中，接口类型可用来声明一个变量，他们可以成

为一个空指针，或是被绑定在一个以此接口实现的对象。 

接口中每一个方法也是隐式抽象的,接口中的方法会被隐式的指定为 public abstract（只能是 

public abstract，其他修饰符都会报错）。 

接口中可以含有变量，但是接口中的变量会被隐式的指定为 public static final 变量（并且只

能是 public，用 private 修饰会报编译错误）。 

接口中的方法是不能在接口中实现的，只能由实现接口的类来实现接口中的方法。 

抽象类和接口的区别 

①抽象类中的方法可以有方法体，就是能实现方法的具体功能，但是接口中的方法不行。 

②抽象类中的成员变量可以是各种类型的，而接口中的成员变量只能是 public static final 类

型的。 

③接口中不能含有静态代码块以及静态方法(用 static 修饰的方法)，而抽象类是可以有静态

代码块和静态方法。 

④一个类只能继承一个抽象类，而一个类却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⑤Java 语言一个接口对多个接口进行继承。在接口声明中，通过 extends 关键字对多个接口

进行继承。 

[可见度] interface 接口名称 [extends 其他的接口名名] { 

    // 声明变量 

    // 抽象方法 

} 

接口的实现 

当类实现接口的时候，类要实现接口中所有的方法。否则，类必须声明为抽象的类。类使用

implements 关键字实现接口。在类声明中，implements 关键字放在 class 声明后面。 

[可见度] class 类名 implements  接口名称[,其他接口名称,其他接口名称..., ...] { 

    // 声明变量 

    // 类成员方法 

    // 实现接口中声明的方法 

} 

4．包和异常 

1）包 

Java 中采用包的形式对类、接口进行管理，包类似于 C#中的 namespace。 

package  包名; 

2）异常 

程序运行时出错，称之为异常，异常的处理语句为： 

try{ 

    可能出现异常的语句 

} 

catch(异常类 1 异常对象名){ 

    异常 1 发生时处理的语句 

} 

catch(异常类 2 异常对象名){ 

    异常 2 发生时处理的语句 

} 

… 

finally{ 

    异常是否发生都要处理的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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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ava 集合类 

Java 集合类存放于 java.util 包中，集合类存放的都是对象的引用，而非对象本身，出于表达

上的便利，称集合中的对象就是指集合中对象的引用（reference)。集合类型主要有：set(集）、list(列

表）和 map(映射)；集合接口有：Collection 和 Map，list、set 实现了 Collection 接口。 

1）Set 

集（set）是最简单的一种集合，它的对象不按特定方式排序，只是简单的把对象加入集合中，

就像往口袋里放东西。对集中成员的访问和操作是通过集中对象的引用进行的，所以集中不能有

重复对象。 

集也有多种变体，可以实现排序等功能，如 TreeSet，它把对象添加到集中的操作将变为按

照某种比较规则将其插入到有序的对象序列中。它实现的是 SortedSet 接口，也就是加入了对象

比较的方法。通过对集中的对象迭代，可以得到一个升序的对象集合。 

①HashSet 

使用 HashMap 的一个集的实现。虽然集定义成无序，但必须存在某种方法能相当高效地找

到一个对象。使用一个 HashMap 对象实现集的存储和检索操作是在固定时间内实现的. 

②TreeSet 

在集中以升序对对象排序的集的实现。这意味着从一个 TreeSet 对象获得第一个迭代器将按

升序提供对象。TreeSet 类使用 了一个 TreeMap. 

2）List 

列表的主要特征是其对象以线性方式存储，没有特定顺序，只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当然，

它与根本没有顺序的集是不同的。 

列表在数据结构中分别表现为：数组和向量、链表、堆栈、队列。 

①Vector 

实现一个类似数组一样的表，自动增加容量来容纳你所需的元素。使用下标存储和检索对象

就象在一个标准的数组中一样 。你也可以用一个迭代器从一个 Vector 中检索对象。Vector 是唯

一的同步容器类??当两个或多个线程同时访问时也是性能良好的。 

②Stack 

这个类从 Vector 派生而来，并且增加了方法实现栈??一种后进先出的存储结构。 

③LinkedList 

实现一个链表。由这个类定义的链表也可以像栈或队列一样被使用。 

④ArrayList 

实现一个数组，它的规模可变并且能像链表一样被访问。它提供的功能类似 Vector 类但不同

步。 

3）Map 

映射与集或列表有明显区别，映射中每个项都是成对的。映射中存储的每个对象都有一个相

关的关键字（Key）对象，关键字决定了 对象在映射中的存储位置，检索对象时必须提供相应的

关键字，就像在字典中查单词一样。关键字应该是唯一的。 

关键字本身并不能决定对象的存储位置，它需要对过一种散列(hashing)技术来处理，产生一

个被称作散列码(hash code)的整数值， 

散列码通常用作一个偏置量，该偏置量是相对于分配给映射的内存区域起始位置的，由此确

定关键字/对象对的存储位置。理想情况 下，散列处理应该产生给定范围内均匀分布的值，而且

每个关键字应得到不同的散列码。 

①Hash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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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个映象，所有的键必须非空。为了能高效的工作，定义键的类必须实现 hashcode()方

法和 equal()方法。这个类 是前面 java 实现的一个继承，并且通常能在实现映象的其他类中更好

的使用。 

②HashMap 

实现一个映象，允许存储空对象，而且允许键是空（由于键必须是唯一的，当然只能有一个）。 

③WeakHashMap 

实现这样一个映象：通常如果一个键对一个对象而言不再被引用，键/对象对将被舍弃。这与

HashMap 形成对照，映象 中的键维持键/对象对的生命周期，尽管使用映象的程序不再有对键的

引用，并且因此不能检索对象。 

④TreeMap 

实现这样一个映象，对象是按键升序排列的。 

 

 

 

 

 

 

 

 

 

 

 

 

 

 

 

 

 

 

 

 

 

 

 

 

 

 

图 4 Java 集合类及接口 

 

附录A.4 JavaScript语言 

JavaScript 一种直译式脚本语言，是一种动态类型、弱类型、基于原型的语言，内置支持类

型。它的解释器被称为 JavaScript 引擎，为浏览器的一部分，广泛用于客户端的脚本语言，最早

是在 HT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网页上使用，用来给 HTML 网页增加动态功能。

1995 年，由 Netscape 公司的 Brendan Eich，在网景导航者浏览器上首次设计实现而成。因为

Netscape 与 Sun 合作，Netscape 管理层希望它外观看起来像 Java，因此取名为 JavaScript。但实

际上它的语法风格与 Self 及 Scheme 较为接近。为了取得技术优势，微软推出了 JScript，CEnvi

推出 ScriptEase，与 JavaScript 同样可在浏览器上运行。为了统一规格，因为 JavaScript 兼容于

ECMA 标准，因此也称为 ECM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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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vaScript 语言的特点 

1）脚本语言 

JavaScript 是一种解释型的脚本语言,C、C++等语言先编译后执行,而 JavaScript 是在程序的

运行过程中逐行进行解释。 

2）基于对象 

JavaScript 是一种基于对象的脚本语言,它不仅可以创建对象,也能使用现有的对象。 

3）简单性 

JavaScript 语言中采用的是弱类型的变量类型,对使用的数据类型未做出严格的要求,是基于

Java 基本语句和控制的脚本语言,其设计简单紧凑。 

4）动态性 

JavaScript 是一种采用事件驱动的脚本语言,它不需要经过 Web 服务器就可以对用户的输入

做出响应。在访问一个网页时,鼠标在网页中进行鼠标点击或上下移、窗口移动等操作 JavaScript

都可直接对这些事件给出相应的响应。 

5）跨平台性 

JavaScript 脚本语言不依赖于操作系统,仅需要浏览器的支持。因此一个 JavaScript 脚本在编

写后可以带到任意机器上使用,前提上机器上的浏览器支 持 JavaScript 脚本语言,目前 JavaScript

已被大多数的浏览器所支持。 

2．JavaScript 在网页中的使用 

JavaScript 在网页中为使用一般有两种情况， 

页面中直接使用 JavaScript 语言 

HTML 中的脚本必须位于 <script> 与 </script> 标签之间。脚本可被放置在 HTML 页面的 

<body> 和 <head> 部分中。  

引入外部的 JavaScript 脚本文件  

也可以把脚本保存到外部文件中。外部文件通常包含被多个网页使用的代码。  

外部 JavaScript 文件的文件扩展名是 .js。  

<script src="xx.js"></script> 

3．JavaScript 变量、数据类型、对象、函数 

1）变量 

变量是存储信息的容器。语法如下： 

var num [初值] ; 

变量必须以字母、$ 和 _ 开头；变量名称对大小写敏感（y 和 Y 是不同的变量） 

变量未赋值，其值为 undefined。 

2）数据类型 

JavaScript 里面包含的数据类型为：字符串、数字、布尔、数组、对象、Null、Undefined 等。 

动态类型 

JavaScript 拥有动态类型，这意味着相同的变量可用作不同的类型。 如： 

var x           // x 为 undefined 

var x = 1;       // x 为数字 

var x = "Little";      // x 为字符串; 

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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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串是存储字符（比如 “Little”）的变量。 字符串可以是引号中的任意文本。可以使用

单引号或双引号。如： 

var name="Little"; 

var name='Little'; 

数字  

JavaScript 只有一种数字类型。数字可以带小数点，也可以不带，如： 

var x1=34.00;      //使用小数点来写 

var x2=34;     //不使用小数点来写 

布尔  

布尔（逻辑）只能有两个值：true 或 false。如： 

var x=true 

var y=false 

数组  

数组作为集合的形式出现，JavaScript 创建数组有三种，分别如下： 

var cars=new Array(); 

cars[0]="Audi"; 

cars[1]="BMW"; 

cars[2]="Volvo"; 

或者 

var cars=new Array("Audi","BMW","Volvo"); 

或者 

var cars=["Audi","BMW","Volvo"]; 

对象 

对象由花括号分隔。在括号内部，对象的属性以名称和值对的形式 (name : value) 来定义。

属性由逗号分隔。如： 

var person={firstname:"Bill", lastname:"Gates", id:5566}; 

对象 (person) 有三个属性：firstname、lastname 以及 id。  

对象属性有两种寻址方式：name=person.lastname; 或 name=person["lastname"]; 

Undefined 和 Null  

Undefined 这个值表示变量不含有值。  

可以通过将变量的值设置为 null 来清空变量。  

声明变量类型  

可以使用关键词 “new” 来声明其类型： 

var carname=new String; 

var x=      new Number; 

var y=      new Boolean; 

var cars=   new Array; 

var person= new Object; 

JavaScript 变量均为对象。当您声明一个变量时，就创建了一个新的对象。  

局部 JavaScript 变量  

在 JavaScript 函数内部声明的变量（使用 var）是局部变量，所以只能在函数内部访问它。

（该变量的作用域是局部的）。 可以在不同的函数中使用名称相同的局部变量，因为只有声明过

该变量的函数才能识别出该变量。 只要函数运行完毕，本地变量就会被删除。  

全局 JavaScript 变量  

在函数外声明的变量是全局变量，网页上的所有脚本和函数都能访问它。  

JavaScript 变量的生命期从它们被声明的时间开始。局部变量会在函数运行以后被删除。  

全局变量会在页面关闭后被删除。向未声明的 JavaScript 变量来分配值  

如果您把值赋给尚未声明的变量，该变量将被自动作为全局变量声明。  



 

310 

 

3）函数 

函数是完成一定功能的程序代码块。 

function functionname() 

{ 

函数体 

} 

4．JavaScript 错误 - Throw、Try 和 Catch 

try 语句测试代码块的错误。  

catch 语句处理错误。  

throw 语句创建自定义错误。 

1）JavaScript 测试和捕捉  

try 语句允许定义在执行时进行错误测试的代码块。  

catch 语句允许定义当 try 代码块发生错误时，所执行的代码块。  

JavaScript 语句 try 和 catch 是成对出现的。  

try  

{  

//在这里运行代码  

}  

catch(err)  

{  

//在这里处理错误  

} 

 2）Throw 语句  

throw 语句允许创建自定义错误。语法为：throw exception。 异常可以是 JavaScript 字符串、

数字、逻辑值或对象。 

5．JavaScript 表单验证 

JavaScript 可用来在数据被送往服务器前对 HTML 表单中的这些输入数据进行验证。 用户

是否已填写表单中的必填项目、邮件地址是否合法、已输入合法的日期、用户是否在数据域 

(numeric field) 中输入了文本等。 

如：E-mail 验证，用户输入的 E-mail 数据必须包含 @ 符号和点号(.)。同时，@ 不可以是

邮件地址的首字符，并且 @ 之后需有至少一个点号： 

<html> 

<head>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validate_email(field,alerttxt) 

{ 

with (field) 

{ 

apos=value.indexOf("@") 

dotpos=value.lastIndexOf(".") 

if (apos<1||dotpos-apos<2)  

  {alert(alerttxt);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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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validate_form(thisform) 

{ 

with (thisform) 

{ 

if (validate_email(email,"Not a valid e-mail address!")==false) 

  {email.focus();return false} 

} 

} 

</script> 

</head> 

 

<body> 

<form action="submitpage.htm"onsubmit="return validate_form(this);" method="post"> 

Email: <input type="text" name="email" size="30"> 

<input type="submit" value="Submit">  

</form> 

</body> 

 

</html> 

 

附录A.5 HTML语言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即超文本标记语言，是 WWW 的描述语言，由 Tim 

Berners-lee 提出。设计 HTML 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能把存放在一台电脑中的文本或图形与另一台

电脑中的文本或图形方便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体，人们不用考虑具体信息是在当前电脑

上还是在网络的其它电脑上。 

HTML 文本是由 HTML 命令组成的描述性文本，HTML 命令可以说明文字、 图形、动画、

声音、表格、链接等。 HTML 的结构包括头部 (Head)、主体 (Body) 两大部分。头部描述浏览

器所需的信息，主体包含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 

1．HTML 标签 

HTML 提供较为丰富的标签来表达网页中的内容及相关的样式，按功能可将标签分为基础、

格式、表单、框架、图像、音频/视频、链接、列表、表格、样式/节、元信息、编程等，可将其

归为基本类别、多媒体类别及其他类别的标签。 

1）基本标签 

基本标签包括基础、格式、链接、列表、表格、表单、框架、样式/节等类别的标签。 

基础标签 

表 5-1 HTML 基础标签 

标签名 描述 

<!DOCTYPE> 定义文档类型 

<html> 定义 HTML 文档。 

<title> 定义文档的标题。 

<body> 定义文档的主体。 

<h1> to <h6> 定义 HTML 标题。 

<p> 定义段落。 

<br> 定义简单的折行。 

<hr> 定义水平线。 

<!--...--> 定义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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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标签 

 

链接标签 

 

表 5-2 HTML 格式标签 

标签名 描述 

<acronym> 定义只取首字母的缩写。 

<abbr> 定义缩写。 

<address> 定义文档作者或拥有者的联系信息。 

<b> 定义粗体文本。 

<bdi> 定义文本的文本方向，使其脱离其周围文本的方向设置。 

<bdo> 定义文字方向。 

<big> 定义大号文本。 

<blockquote> 定义长的引用。 

<center> 不赞成使用。定义居中文本。 

<cite> 定义引用(citation)。 

<code> 定义计算机代码文本。 

<del> 定义被删除文本。 

<dfn> 定义定义项目。 

<em> 定义强调文本。 

<font> 不赞成使用。定义文本的字体、尺寸和颜色 

<i> 定义斜体文本。 

<ins> 定义被插入文本。 

<kbd> 定义键盘文本。 

<mark> 定义有记号的文本。 

<meter> 定义预定义范围内的度量。 

<pre> 定义预格式文本。 

<progress> 定义任何类型的任务的进度。 

<q> 定义短的引用。 

<rp> 定义若浏览器不支持 ruby 元素显示的内容。 

<rt> 定义 ruby 注释的解释。 

<ruby> 定义 ruby 注释。 

<s> 不赞成使用。定义加删除线的文本。 

<samp> 定义计算机代码样本。 

<small> 定义小号文本。 

<strike> 不赞成使用。定义加删除线文本。 

<strong> 定义语气更为强烈的强调文本。 

<sup> 定义上标文本。 

<sub> 定义下标文本。 

<time> 定义日期/时间。 

<tt> 定义打字机文本。 

<u> 不赞成使用。定义下划线文本。 

<var> 定义文本的变量部分。 

<wbr> 定义可能的换行符。 

表 5-7 HTML 链接标签 

标签名 描述 

<a> 定义锚点。 

<link>  定义文档与外部资源的关系。 

<nav> 定义导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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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标签 

 

表格标签 

 

表单标签 

 

框架标签 

表 5-8 HTML 列表标签 

标签名 描述 

<ul> 定义无序列表。 

<ol> 定义有序列表。 

<li> 定义列表的项目。 

<dir> 不赞成使用。定义目录列表。 

<dl> 定义定义列表。 

<dt> 定义定义列表中的项目。 

<dd> 定义定义列表中项目的描述。 

<menu> 定义命令的菜单/列表。 

<menuitem> 定义用户可以从弹出菜单调用的命令/菜单项目。 

<command> 定义命令按钮。 

表 5-9 HTML 表格标签 

标签名 描述 

<table> 定义表格 

<caption> 定义表格标题。 

<th> 定义表格中的表头单元格。 

<tr> 定义表格中的行。 

<td> 定义表格中的单元。 

<thead> 定义表格中的表头内容。 

<tbody> 定义表格中的主体内容。 

<tfoot> 定义表格中的表注内容（脚注）。 

<col> 定义表格中一个或多个列的属性值。 

<colgroup> 定义表格中供格式化的列组。 

表 5-3 HTML 表单标签 

标签名 描述 

<form> 定义供用户输入的 HTML 表单。 

<input> 定义输入控件。 

<textarea> 定义多行的文本输入控件。 

<button> 定义按钮。 

<select> 定义选择列表（下拉列表）。 

<optgroup> 定义选择列表中相关选项的组合。 

<option> 定义选择列表中的选项。 

<label> 定义 input 元素的标注。 

<fieldset> 定义围绕表单中元素的边框。 

<legend> 定义 fieldset 元素的标题。 

<isindex> 不赞成使用。定义与文档相关的可搜索索引。 

<datalist> 定义下拉列表。 

<keygen> 定义生成密钥。 

<output> 定义输出的一些类型。 

表 5-4 HTML 框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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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节标签 

2）多媒体标签 

多媒体标签包括图像、音频/视频类别的标签。 

图像标签 

 

音频/视频标签 

3）其他类别标签 

其他类别标签包括元信息、编程类别的标签。 

元信息标签 

标签名 描述 

<frame> 定义框架集的窗口或框架。 

<frameset> 定义框架集。 

<noframes> 定义针对不支持框架的用户的替代内容。 

<iframe> 定义内联框架。 

表 5-10 HTML 样式/节标签 

标签名 描述 

<style> 定义文档的样式信息。 

<div> 定义文档中的节。 

<span> 定义文档中的节。 

<header> 定义 section 或 page 的页眉。 

<footer> 定义 section 或 page 的页脚。 

<section> 定义 section。 

<article> 定义文章。 

<aside> 定义页面内容之外的内容。 

<details> 定义元素的细节。 

<dialog> 定义对话框或窗口。 

<summary> 为 <details> 元素定义可见的标题。 

表 5-5 HTML 图像标签 

标签名 描述 

<img> 定义图像。 

<map> 定义图像映射。 

<area> 定义图像地图内部的区域。 

<canvas> 定义图形。 

<figcaption> 定义 figure 元素的标题。 

<figure> 定义媒介内容的分组，以及它们的标题。 

表 5-6 HTML 音频/视频标签 

标签名 描述 

<audio> 定义声音内容。 

<source> 定义媒介源。 

<track> 定义用在媒体播放器中的文本轨道。 

<video> 定义视频。 

表 5-11 HTML 元信息标签 

标签名 描述 

<head> 定义关于文档的信息。 



 

315 

 

 

编程标签 

2．HTML 属性 

通过设置 HTML 标签的属性，可是的 HTML 标签展示不同的样式，也方便 JavaScript、CSS

对标签的使用。 

3．HTML 事件 

HTML 事件是浏览器对触发的动作做出的响应及处理，包括 Window、Form、Keyboard、

Mouse、Media 等事件。 

1）Window 事件 

针对 window 对象触发的事件（应用到 <body> 标签）。 

<meta> 定义关于 HTML 文档的元信息。 

<base> 定义页面中所有链接的默认地址或默认目标。 

<basefont> 不赞成使用。定义页面中文本的默认字体、颜色或尺寸。 

表 5-12 HTML 编程标签 

标签名 描述 

<script> 定义客户端脚本。 

<noscript> 定义针对不支持客户端脚本的用户的替代内容。 

<applet> 不赞成使用。定义嵌入的 applet。 

<embed> 为外部应用程序（非 HTML）定义容器。 

<object> 定义嵌入的对象。 

<param> 定义对象的参数。 

表 5-13 HTML 属性 

属性名 描述 

accesskey 规定激活元素的快捷键。 

class 规定元素的一个或多个类名（引用样式表中的类）。 

contenteditable 规定元素内容是否可编辑。 

contextmenu 规定元素的上下文菜单。上下文菜单在用户点击元素时显示。 

data-* 用于存储页面或应用程序的私有定制数据。 

dir 规定元素中内容的文本方向。 

draggable 规定元素是否可拖动。 

dropzone 规定在拖动被拖动数据时是否进行复制、移动或链接。 

hidden 规定元素仍未或不再相关。 

id 规定元素的唯一 id。 

lang 规定元素内容的语言。 

spellcheck 规定是否对元素进行拼写和语法检查。 

style 规定元素的行内 CSS 样式。 

tabindex 规定元素的 tab 键次序。 

title 规定有关元素的额外信息。 

translate 规定是否应该翻译元素内容。 

表 5-14 Window 事件 

事件名 描述 

onafterprint 文档打印之后运行的脚本。 

onbeforeprint 文档打印之前运行的脚本。 

onbeforeunload 文档卸载之前运行的脚本。 

onerror 在错误发生时运行的脚本。 

onhaschange 当文档已改变时运行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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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orm 事件 

由 HTML 表单内的动作触发的事件（应用到几乎所有 HTML 元素，但最常用在 form 元

素中）。 

3）Keyboard 事件 

由键盘按键触发的事件。 

4）Mouse 事件 

由鼠标或类似用户动作触发的事件。 

onload 页面结束加载之后触发。 

onmessage 在消息被触发时运行的脚本。 

onoffline 当文档离线时运行的脚本。 

ononline 当文档上线时运行的脚本。 

onpagehide 当窗口隐藏时运行的脚本。 

onpageshow 当窗口成为可见时运行的脚本。 

onpopstate 当窗口历史记录改变时运行的脚本。 

onredo 当文档执行撤销（redo）时运行的脚本。 

onresize 当浏览器窗口被调整大小时触发。 

onstorage 在 Web Storage 区域更新后运行的脚本。 

onundo 在文档执行 undo 时运行的脚本。 

onunload 一旦页面已下载时触发（或者浏览器窗口已被关闭）。 

表 5-15 Form 事件 

事件名 描述 

onblur 元素失去焦点时运行的脚本。 

onchange 在元素值被改变时运行的脚本。 

oncontextmenu 当上下文菜单被触发时运行的脚本。 

onfocus 当元素获得焦点时运行的脚本。 

onformchange 在表单改变时运行的脚本。 

onforminput 当表单获得用户输入时运行的脚本。 

oninput 当元素获得用户输入时运行的脚本。 

oninvalid 当元素无效时运行的脚本。 

onreset 当表单中的重置按钮被点击时触发。HTML5 中不支持。 

onselect 在元素中文本被选中后触发。 

onsubmit 在提交表单时触发。 

表 5-16 Keyboard 事件 

事件名 描述 

onkeydown 在用户按下按键时触发。 

onkeypress 在用户敲击按钮时触发。 

onkeyup 当用户释放按键时触发。 

表 5-17 Mouse 事件 

事件名 描述 

onclick 元素上发生鼠标点击时触发。 

ondblclick 元素上发生鼠标双击时触发。 

ondrag 元素被拖动时运行的脚本。 

ondragend 在拖动操作末端运行的脚本。 

ondragenter 当元素元素已被拖动到有效拖放区域时运行的脚本。 

ondragleave 当元素离开有效拖放目标时运行的脚本。 

ondragover 当元素在有效拖放目标上正在被拖动时运行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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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edia 事件 

由媒介（比如视频、图像和音频）触发的事件（适用于所有 HTML 元素，但常见于媒介元

素中，比如 <audio>、<embed>、<img>、<object> 以及 <video>）。 

 

4．HTML5 视频和音频元素 

HTML5 DOM 为 <audio> 和 <video> 元素提供了方法、属性和事件。这些方法、属性和事

件允许您使用 JavaScript 来操作 <audio> 和 <video> 元素。 

ondragstart 在拖动操作开端运行的脚本。 

ondrop 当被拖元素正在被拖放时运行的脚本。 

onmousedown 当元素上按下鼠标按钮时触发。 

onmousemove 当鼠标指针移动到元素上时触发。 

onmouseout 当鼠标指针移出元素时触发。 

onmouseover 当鼠标指针移动到元素上时触发。 

onmouseup 当在元素上释放鼠标按钮时触发。 

onmousewheel 当鼠标滚轮正在被滚动时运行的脚本。 

onscroll 当元素滚动条被滚动时运行的脚本。 

表 5-18 Media 事件 

事件名 描述 

onabort 在退出时运行的脚本。 

oncanplay 当文件就绪可以开始播放时运行的脚本（缓冲已足够开始时）。 

oncanplaythrough 当媒介能够无需因缓冲而停止即可播放至结尾时运行的脚本。 

ondurationchange 当媒介长度改变时运行的脚本。 

onemptied 当发生故障并且文件突然不可用时运行的脚本（比如连接意外断开时）。 

onended 当媒介已到达结尾时运行的脚本（可发送类似“感谢观看”之类的消息）。 

onerror 当在文件加载期间发生错误时运行的脚本。 

onloadeddata 当媒介数据已加载时运行的脚本。 

onloadedmetadata 当元数据（比如分辨率和时长）被加载时运行的脚本。 

onloadstart 在文件开始加载且未实际加载任何数据前运行的脚本。 

onpause 当媒介被用户或程序暂停时运行的脚本。 

onplay 当媒介已就绪可以开始播放时运行的脚本。 

onplaying 当媒介已开始播放时运行的脚本。 

onprogress 当浏览器正在获取媒介数据时运行的脚本。 

onratechange 每当回放速率改变时运行的脚本（比如当用户切换到慢动作或快进模

式）。 

onreadystatechange 每当就绪状态改变时运行的脚本（就绪状态监测媒介数据的状态）。 

onseeked 当 seeking 属性设置为 false（指示定位已结束）时运行的脚本。 

onseeking 当 seeking 属性设置为 true（指示定位是活动的）时运行的脚本。 

onstalled 在浏览器不论何种原因未能取回媒介数据时运行的脚本。 

onsuspend 在媒介数据完全加载之前不论何种原因终止取回媒介数据时运行的脚

本。 

ontimeupdate 当播放位置改变时（比如当用户快进到媒介中一个不同的位置时）运行

的脚本。 

onvolumechange 每当音量改变时（包括将音量设置为静音）时运行的脚本。 

onwaiting 当媒介已停止播放但打算继续播放时（比如当媒介暂停已缓冲更多数

据）运行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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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性 

2）事件 

表 5-16 HTML5 Audio/Video 属性 

属性名 描述 

audioTracks 返回表示可用音轨的 AudioTrackList 对象 

autoplay 设置或返回是否在加载完成后随即播放音频/视频 

buffered 返回表示音频/视频已缓冲部分的 TimeRanges 对象 

controller 返回表示音频/视频当前媒体控制器的 MediaController 对象 

controls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是否显示控件（比如播放/暂停等） 

crossOrigin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的 CORS 设置 

currentSrc 返回当前音频/视频的 URL 

currentTime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中的当前播放位置（以秒计） 

defaultMuted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默认是否静音 

defaultPlaybackRate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的默认播放速度 

duration 返回当前音频/视频的长度（以秒计） 

ended 返回音频/视频的播放是否已结束 

error 返回表示音频/视频错误状态的 MediaError 对象 

loop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是否应在结束时重新播放 

mediaGroup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所属的组合（用于连接多个音频/视频元素） 

muted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是否静音 

networkState 返回音频/视频的当前网络状态 

paused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是否暂停 

playbackRate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播放的速度 

played 返回表示音频/视频已播放部分的 TimeRanges 对象 

preload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是否应该在页面加载后进行加载 

readyState 返回音频/视频当前的就绪状态 

seekable 返回表示音频/视频可寻址部分的 TimeRanges 对象 

seeking 返回用户是否正在音频/视频中进行查找 

src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元素的当前来源 

startDate 返回表示当前时间偏移的 Date 对象 

textTracks 返回表示可用文本轨道的 TextTrackList 对象 

videoTracks 返回表示可用视频轨道的 VideoTrackList 对象 

volume 设置或返回音频/视频的音量 

表 5-17 HTML5 Audio/Video 事件 

事件名 描述 

abort 当音频/视频的加载已放弃时 

canplay 当浏览器可以播放音频/视频时 

canplaythrough 当浏览器可在不因缓冲而停顿的情况下进行播放时 

durationchange 当音频/视频的时长已更改时 

emptied 当目前的播放列表为空时 

ended 当目前的播放列表已结束时 

error 当在音频/视频加载期间发生错误时 

loadeddata 当浏览器已加载音频/视频的当前帧时 

loadedmetadata 当浏览器已加载音频/视频的元数据时 

loadstart 当浏览器开始查找音频/视频时 

pause 当音频/视频已暂停时 

play 当音频/视频已开始或不再暂停时 

playing 当音频/视频在已因缓冲而暂停或停止后已就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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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法 

5．HTTP 状态消息 

当浏览器从 web 服务器请求服务时，可能会发生错误，从而有可能会返回下面的一系列状

态消息。常见的消息类型包括：常规信息、成功信息、重定向、客户端错误、服务器错误等。 

1）1xx:信息 

2）2xx:成功信息 

3）3xx:重定向 

progress 当浏览器正在下载音频/视频时 

ratechange 当音频/视频的播放速度已更改时 

seeked 当用户已移动/跳跃到音频/视频中的新位置时 

seeking 当用户开始移动/跳跃到音频/视频中的新位置时 

stalled 当浏览器尝试获取媒体数据，但数据不可用时 

suspend 当浏览器刻意不获取媒体数据时 

timeupdate 当目前的播放位置已更改时 

volumechange 当音量已更改时 

waiting 当视频由于需要缓冲下一帧而停止 

表 5-18  HTML5 Audio/Video 方法 

方法名 描述 

addTextTrack() 向音频/视频添加新的文本轨道 

canPlayType() 检测浏览器是否能播放指定的音频/视频类型 

load() 重新加载音频/视频元素 

play() 开始播放音频/视频 

pause() 暂停当前播放的音频/视频 

表 5-19 1xx 信息 

编码 信息 描述 

100  Continue 服务器仅接收到部分请求，但是一旦服务器并没有拒绝该请求，客户端应

该继续发送其余的请求。 

101  Switching Protocols 服务器转换协议：服务器将遵从客户的请求转换到另外一种协议。 

表 5-20 2xx 成功信息 

编码 信息 描述 

200  OK 请求成功（其后是对 GET 和 POST 请求的应答文档。） 

201  Created 请求被创建完成，同时新的资源被创建。 

202  Accepted 供处理的请求已被接受，但是处理未完成。 

203  

 

Non-authoritative 

Information 

文档已经正常地返回，但一些应答头可能不正确，因为使用的是文档的拷

贝。 

204  No Content 没有新文档。浏览器应该继续显示原来的文档。如果用户定期地刷新页

面，而 Servlet 可以确定用户文档足够新，这个状态代码是很有用的。 

205  Reset Content 没有新文档。但浏览器应该重置它所显示的内容。用来强制浏览器清除表

单输入内容。 

206  Partial Content 客户发送了一个带有 Range 头的 GET 请求，服务器完成了它。 

表 5-21 3xx 重定向信息 

编码 信息 描述 

300  Multiple Choices 多重选择。链接列表。用户可以选择某链接到达目的地。最多允许五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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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xx:客户端错误 

5）5xx:服务器错误 

址。 

301  Moved Permanently 所请求的页面已经转移至新的 url。 

302  Found 所请求的页面已经临时转移至新的 url。 

303  See Other 所请求的页面可在别的 url 下被找到。 

304  Not Modified 未按预期修改文档。客户端有缓冲的文档并发出了一个条件性的请求（一

般是提供 If-Modified-Since 头表示客户只想比指定日期更新的文档）。服务

器告诉客户，原来缓冲的文档还可以继续使用。 

305  Use Proxy 客户请求的文档应该通过 Location 头所指明的代理服务器提取。 

306  Unused 此代码被用于前一版本。目前已不再使用，但是代码依然被保留。 

307 Temporary Redirect 被请求的页面已经临时移至新的 url。 

表 5-22 4xx:客户端错误 

编码 信息 描述 

400  Bad Request 服务器未能理解请求。 

401  Unauthorized 被请求的页面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402  Payment Required 此代码尚无法使用。 

403  Forbidden 对被请求页面的访问被禁止。 

404  Not Found 服务器无法找到被请求的页面。 

405  Method Not Allowed 请求中指定的方法不被允许。 

406  Not Acceptable 服务器生成的响应无法被客户端所接受。 

407  Proxy Authentication 

Required 

用户必须首先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验证，这样请求才会被处理。 

408 Request Timeout 请求超出了服务器的等待时间。 

409  Conflict 由于冲突，请求无法被完成。 

410  Gone 被请求的页面不可用。 

411  Length Required "Content-Length" 未被定义。如果无此内容，服务器不会接受请求。 

412  Precondition Failed 请求中的前提条件被服务器评估为失败。 

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 

由于所请求的实体的太大，服务器不会接受请求。 

414  Request-url Too Long 由于 url 太长，服务器不会接受请求。当 post 请求被转换为带有很长的查

询信息的 get 请求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由于媒介类型不被支持，服务器不会接受请求。 

416   服务器不能满足客户在请求中指定的 Range 头。 

417 Expectation Failed  

表 5-23 5xx:服务器错误 

编码 信息 描述 

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遇到不可预知的情况。 

501  Not Implemented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不支持所请求的功能。 

502  Bad Gateway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从上游服务器收到一个无效的响应。 

503  Service Unavailable 请求未完成。服务器临时过载或当机。 

504  Gateway Timeout 网关超时。 

505  HTTP Version Not 

Supported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中指明的 HTTP 协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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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6 SQL语言 

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即结构化查询语言，是一种数据库查询和程序设计语言，

用于存取数据以及查询、更新和管理关系数据库系统。 

结构化查询语言是高级的非过程化编程语言，允许用户在高层数据结构上工作。它不要求用

户指定对数据的存放方法，也不需要用户了解具体的数据存放方式，所以具有完全不同底层结构

的不同数据库系统, 可以使用相同的结构化查询语言作为数据输入与管理的接口。结构化查询语

言语句可以嵌套，这使它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强大的功能。 

SQL 包括数据查询语言、数据操纵语言、事务处理语言、数据控制语言、数据定义语言、指

针控制语言等六个部分。 

1．数据查询语言 

数据查询语言（DQL：Data Query Language），也称为“数据检索语句”，用以从表中获得数

据，确定数据怎样在应用程序给出。保留字 SELECT 是 DQL（也是所有 SQL）用得最多的动词，

其他 DQL 常用的保留字有 WHERE，ORDER BY，GROUP BY 和 HAVING。这些 DQL 保留字

常与其他类型的 SQL 语句一起使用。 

SELECT      select_list 

[ INTO       new_table ] 

FROM       table_source 

[WHERE    search_condition ] 

[GROUP BY  group_by_expression ] 

[HAVING    search_condition ] 

[ORDER BY  order_expression [ ASC | DESC ] ] 

SELECT 部分为查询的字段选择，其中 select_list 为检索的表字段名称； 

INTO 部分为将查询的结果插入到新的表中，其中 new_table 为插入到新的表中； 

FROM 部门为查询的源，其中 table_source 为待检索的表； 

WHER 部分为过滤器，将符合限制条件的记录显示出来，其中 search_condition 为检索的条

件； 

GROUP BY 部分为分组统计，分组由 group_by_expression 给出分组信息； 

HAVING 部分为分类汇总的过滤，将符合限制条件的汇总信息显示出来，其中

search_condition 为限制条件； 

ORDER BY 部分为排序部分，指定检索出的记录按照 order_expression 指定的字段进行排序，

其中 ASC 为升序，DESC 为降序，默认排序采用升序。 

2．数据操纵语言 

数据操纵语言（DML：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负责对数据库对象运行数据访问工作

的指令集，以 INSERT、UPDATE、DELETE 三种指令为核心，分别代表插入、更新与删除，是

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应用程序必定会使用到的指令。 

1）记录插入语句 

INSERT 为向指定表中插入值，即新增记录的 SQL 语句。 

INSERT  INTO  table_name[ (fieldlist)] 

VALUES (valuelist) 

INSERT INTO 指明插入的表名，其中 table_name 为表名，fieldlist 为该表的字段列表，fieldlist

省略则为该表的全部字段； 

VALUES 部分插入的值列表，valuelist 为值列表，valuelist 中的值和 fieldlist 中的字段一一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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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更新语句 

UPDATE 指令是依给定条件，将匹配条件的数据表中的数据更新为新的数值。 

UPDATE  table_name 

SET  filed1 = value1 ,field2 = value2 , ...   

[WHERE  condition] 

UPDATE 指明要更新记录的表，其中 table_name 为表名； 

SET 部分为设置的值，将指定的字段更新为新的值； 

WHERE 部分为限制更新的记录 condition 为限制的条件，缺少 WHERE 部分，则为更新全

部记录。 

3）记录删除语句 

DELETE 指令为自数据库对象中删除数据的指令。 

DELETE FROM  table_name 

[ WHERE condition] 

DELETE FROM 指明要记录的表，其中 table_name 为表名； 

WHERE 部分为限制删除的记录 condition 为限制的条件，缺少 WHERE 部分，则为删除全

部记录。 

3．数据定义语言 

数据定义语言（DML：Data Definition Language），用于描述数据库中要存储的现实世界实体

的语言，包括针对数据库、数据表以及视图操作的相关语言。 

创建数据库、创建数据表、修改数据表、删除数据表、创建视图、修改视图、删除视图等。 

1）数据库操作 

数据库操作包括数据库创建和数据库删除。 

数据库创建 CREATE DATABASE 

CREATE  DATABASE  db_name 

[create_specification [, create_specification] ...] 

CREATE DATABASE 指明创建的数据库，其中 db_name 为数据库名； 

create_specification 为数据库的限制部分，create_specification 通常包括对数据库的字符集的

限制及排序的规则等。 

数据库删除 DROP  DATABASE 

DROP  DATABASE  db_name 

DROP DATABASE 指明创建的数据库，其中 db_name 为数据库名。 

 

2）数据表操作 

数据表操作包括数据表的创建、修改及删除操作。 

数据表创建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tbl_name 

[(create_definition,...)] 

[table_options] [select_statement] 

CREATE TABLE 指明创建的数据表，其中 tbl_name 为数据表名； 

create_definition 为创建的表中字段定义部分。 

数据表修改 ALERT TABLE 

A LERT TABLE 用于修改数据表，包括修改表中字段及相关的约束。 

ALTER TABLE tbl_name 

alter_specification [, alter_specification] ... 

alter_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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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COLUMN] column_definition [FIRST | AFTER col_name ] 

| ADD [COLUMN] (column_definition,...) 

| ADD INDEX (index_col_name,...) 

| ADD [CONSTRAINT [symbol]] 

PRIMARY KEY (index_col_name,...) 

| ADD [CONSTRAINT [symbol]] 

UNIQUE (index_col_name,...) 

| ADD (index_col_name,...) 

| ADD [CONSTRAINT [symbol]] 

FOREIGN KEY (index_col_name,...) 

[reference_definition] 

| ALTER [COLUMN] col_name {SET DEFAULT literal | DROP DEFAULT} 

| CHANGE [COLUMN] old_col_name column_definition 

[FIRST|AFTER col_name] 

| MODIFY [COLUMN] column_definition [FIRST | AFTER col_name] 

| DROP [COLUMN] col_name 

| DROP PRIMARY KEY 

| DROP INDEX index_name 

| DROP FOREIGN KEY fk_symbol 

| DISABLE KEYS 

| ENABLE KEYS 

| RENAME [TO] new_tbl_name 

| ORDER BY col_name 

| CONVERT TO CHARACTER SET charset_name [COLLATE collation_name] 

| [DEFAULT] CHARACTER SET charset_name [COLLATE collation_name] 

| DISCARD TABLESPACE 

| IMPORT TABLESPACE 

| table_options 

ALTER TABLE 指明修改的数据表，其中 tbl_name 为数据表名； 

alter_specification 为修改的说明部分。 

ADD 为添加，DROP 为删除、MODIFY 为修改。 

PRIMARY KEY 为主键，FOREIGN KEY 为外键、UNIQUE 为唯一约束等。 

数据表删除 DROP  TABLE 

DROP  TABLE  tbl_namelist 

DROP TABLE 指明要删除的数据表，其中 tbl_namelist 为数据表列表。 

3）视图操作 

视图为虚表，只提供数据的展示，其数据来源于其他的实体表。 

视图创建 CREATE VIEW 

CREATE VIEW view_name [(column_list)] 

AS select_statement 

CREATE VIEW 指明要创建的数据视图，其中 view_name 为数据视图名称； 

AS 部分为查询的数据语句，select_statement 为查询语句。 

修改数据视图 ALTER VIEW 

ALTER VIEW view_name [(column_list)] 

AS select_statement 

ALTER VIEW 指明要创建的数据视图，其中 view_name 为数据视图名称； 

AS 部分为修改后的查询数据的语句，select_statement 为查询语句。 

删除数据视图 DROP VIEW 

DROP  VIEW view_namelist 

DROP VIEW 指明要创建的数据视图，其中 view_namelist 为数据视图名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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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控制语言 

数据控制语言（DML：Data Control Language），是数据库控制语言。是用来设置或更改数据

库用户或角色权限的语句，包括 grant,deny,revoke 等语句。在默认状态下，只有

sysadmin,dbcreator,db_owner 或 db_securityadmin 等人员才有权力执行 DCL。 

5．事务处理语言 

事务处理语言（TPL：Transaction Process Language），用于对事务的控制，确保 DML 语句

影响的表得以更新。包括设置保存点的 SAVEPOINT，回滚事务的 ROLLBACK 及提交事务的

COMMIT 指令语句。 

6．指针控制语言 

指针控制语言（CCL：Cursor Control Language），也称“游标控制语言”，是指对数据的游标

进行控制。游标是指向结果集的指针，类似迭代器 Iterator，一开始指向结果集的第一条记录之前

的记录，每 fetch 一次往下移动一条记录，返回指针指向的当前记录。一般来说游标的使用包括

声明、打开、使用、关闭等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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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终端UE涉及的文档 

附录B.1 集成开发环境KDS快速指南 

集成开发环境 KDS（S32K Design Studio）是飞思卡尔（现属于 NXP）于 2014 年开始推出

的面向 ARM Cortex-M 内核的 Kinetis 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工具。KDS 具有编辑、编译、程序下

载、调试等功能。KDS 支持的操作系统有：Windows 7/8/10 及 Linux（Ubuntu、Redhat、Centos）。

在 WindowsXP 系统下也能安装，但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一般推荐在 Windows7/10 系统

下安装 KDS。 

1．下载与安装 

该开发软件的安装文件为“KDS-v3.2.0.exe”，安装包大小 658MB，可从官方下载地址①下载，

需要注册。为了方便读者，苏大嵌入式学习社区网站转载该软件，下载方法：

“http://sumcu.suda.edu.cn”→“资料下载”→“工具”→“开发环境下载”→“KDS-v3.2.0”。期

望把安装文件放入合适的文件夹，供安装与备用。 

安装方法：单击安装文件“KDS-v3.2.0.exe”，根据提示安装即可。 

2．准备好待调试的工程 

不建议使用开发环境的“新建工程”功能来创建一个新的工程，而是复制本书符合软件工程

规范的工程模板作为实际应用工程的基准。建议使用本书提供的工程作为模板（该工程具有小灯、

调试串口、串口接收中断等功能，包含嵌入式应用工程的完整要素）。将模板复制一份重新命名

更改成自己的工程。 

3．启动开发环境 

在 Windows10 下启动该软件，点击桌面坐下脚的 Windows 图标“ ”，找到 Freescale 文件

夹，双击展开，双击 Kinetis Design Studio 3.2.0 IDE 即可运行该开发工具。 

在 Windows7 下启动该软件，点左下角 windows 图标，点击所有程序，找到 Freescale 文件

夹，双击展开，双击 Kinetis Design Studio 3.2.0 IDE 即可运行该开发工具。 

打开该软件后，左边的窗口栏目为工程目录，右边大窗口为代码区，右下方为控制台区。 

4．导入工程 

选择菜单栏中 File→Impor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General→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点击 Next，接着点选 Select root directory，点击右侧的 Browse，选择需要打开的工程文件夹，点

击 Finish 完成，导入成功如图 1 所示。 

5．修改 gcc 编译器 

运行网上光盘中“..\05-Tool\”文件夹下的 gcc-arm-none-eabi.exe 文件，默认安装到 C 盘。 

右击工程→Properties，在弹出的页面中选择 C/C++ Build→Setting，点击 Toolchains 选项框，

找到Toolchain path文本框，点击文本框下的蓝体字global，在弹出的页面中找到Toolchain folder，

并点击其右侧 Browse…按钮，选择刚刚安装的 gcc-arm-none-eabi.exe 的安装路径下的 bin 文件，

如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7 2017-q4-major\bin，此后点击 OK 返回。随

后，在蓝体字 global 右侧找到蓝体字 project，点击之，并在弹出的页面中找到 Toolchain folder，

将 gcc-arm-none-eabi.exe 安装路径下的 bin 文件路径添加到 Toolchain folder 中，点击 OK 返回。

自此，工程的编译器即修改完毕。 

                                                        
① https://www.nxp.com/support/developer-resource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kinetis-design-studio-integrated-

development-environment-ide:KDS_IDE?&tab=Design_Tools_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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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编译 

编译前，需在左侧的工程目录视图中点击需要编译的工程中任何一个可显示的文件（如

main.c 文件），然后在菜单栏中选择 Project→Build Project 或点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即可

编译所选工程。 

具体的编译过程信息可以查看下方的 Console 窗口。编译过程结束后可以在下方的 Problems

窗口中查看编译警告及错误信息。 

在左侧工程栏的 DEBUG 文件夹中，工程默认编译生成的机器码为“ .elf”文件，如

“ ”，若需要生成其他类型文件，如.hex 文件及.lst 文件，可以选中工程，点

击菜单栏中 Project→Properties 进入工程属性设置，进入 C/C++Build→Settings→Toolsettings 选项

卡，勾选 Create flash image 及 Create extended listing，点击 OK。 

若 Problems 中没有 ERRORS，则编译通过。可以进行程序的运行和调试。 

若 Problems 中有 ERRORS，则编译未通过。可以点击下面的红色 ERRORS，就会跳入程序

出错处，以便更改。在更改完成后再编译。 

 

 

 

 

 

 

 

 

 

 

 

 

 

 

 

 

 

 

 

 

 

 

图 1 AHL_IoT 工程  

7．运行调试 

在完成上方的编译以后，若没有错误，就产生可执行的机器码（.hex 文件）。一般情况下，

采用打桩调试方法进行调试。若确实要进行跟踪调试，可采用下列方法。 

在图标可以通过该开发软件中的“ ”（Debug 按钮）进入，在成功进入调试界面后，程

序就成功被写入目标机中。若是第一次用 Debug 按钮烧写程序，需要进行一些配置。本工程的编

程工具是 SWD-Programmer，具体步骤如下： 

（1）硬件方面正确连接 SWD-Programmer（参见“SWD-Programmer 快速指南”），注意 SWD-

Programmer 上的红灯不能闪烁，需常量，若闪烁参见“SWD-Programmer 快速指南”中常见问题

处理。 

（2）点击本开发环境上面图标菜单“ ”边上的下拉选择框，选择 Debug Configuration 进

入调试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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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左边栏目中的 GDB SEGGER J-Link Debug，右边会出现将要被下载调试工程的

Debug 界面。 

（4）在右边默认的 Main 选项卡右下方选择 Disable auto build。 

（5）选择 Debugger 选项卡，在 Decive name 中填入你的目标 MCU 型号，如 KL36。配置

Executable，点击后面的 Variable 按钮找到 jinkpath 选中，点击下面的 Edit Variable 按钮， 找到

jinkpath 双击进入配置，点击 Browse 找到 KDS 的安装路径下的 Segger 文件夹，如

C:\Freescale\KDS_3.2.0\Segger 。 最 后 确 保 在 Executable 后 面 的 文 本 框 中 为

${jlink_path}/${jlink_gdbserver}。 

（6）在完成上面的配置后点击 Apply，然后点击 Debug 按钮，当页面进入调试页面时就表

示程序成功烧写到目标机中。 

在成功进入调试界面后可以点击上方的“ ”就可直接运行程序。 

也可以在程序中通过打断点的方式进行调试，亦可通过工程提供的 printf 函数进行输出调试

或者在所要调式语句后插入无限循环。 

printf 函数是通过串口将要输出的数据传送给 PC 机，并且 PC 机能够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显

示。 

8．常用设置 

1）更改字体属性 

若需改变文本编辑区文字的字体属性，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Window→Preferences，点击

General→Appearance→Colors and Fonts，在右侧选项卡中的 Colors and Fonts 里选择 Basic→Text 

Font，点击 Edit 按钮即可进入字体属性界面，在选择好字体后，点击 Apply→OK。 

2）取消自动编译 

编译时勾选当前工程，在该开发软件的 Project 菜单下的 Build Automatically 项前的“√”点

击后取消，取消自动编译（建议的配置方式）。 

3）增加.hex 和.map 文件 

KDS 在编译链接过程中默认建立机器码文件是“.elf”类型文件 ，如果需要增加产生.lst 文

件 、.hex 文件 和.map 文件 ，步骤为：点击显示出任何一个文件，点击顶部菜单栏中 Project→

Properties 进入工程属性设置，进入 C/C++Build→Settings→Toolchains 选项卡，拖到底部可以看

到“Create flash image 及 Create extended listing”勾选项，勾选之，点击 OK。此时工程在编译链

接过程中就会产生.lst 文件、.hex 文件和.map 文件，出现在 Debug 文件夹中。 

4）增加或更改文件的查看方式 

该软件中默认的文件打开方式为 C/C++ Editor，只能识别.c/.h/.s 等文件，对于工程中的.ld 等

文件不能识别，因此需要更改该软件的对某种文件的打开方式，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Window→

Preferences，点击 General→Editors→File Associations，在右侧选项卡中的 File types 中选择需要

更改的文件类型（若没有，可点击右侧的 Add 按钮手动添加），在下方 Associated editors 中会显

示此类文件当前的打开方式，点击右侧的 Add 按钮添加新的打开方式，选中它后点击右侧的

Default 按钮可将其设置为默认打开方式，点击 OK 即可完成修改。 

例如：需打开链接文件（ .ld 文件），但是无法查看文件中代码，可以点击

Window→Preferences→General→Editors→File Associations，在右侧选项卡中的 File types 中选择

*.ld 文件类型，在下方 Associated editors 中点击 Add，选择“C/C++ Editor”打开方式，点击 OK

即可查看文件中代码。 

5）更改鼠标悬停提醒设置 

若选择或取消鼠标悬停提醒，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Window→Preferences，点击 C/C++→



 

328 

 

Editors→Hovers，勾选或取消勾选右侧选项卡中 Combined Hover，点击 OK 即可完成更改。 

注意：以上设置在不同的工程中可能需要重新设置，也就是说以上设置只存在于当前工程中，

并不是设置了这些属性后，所有工程都存在了。 

6）更改机器码文件名 

若要更改机器码文件名，可以选中工程，点击菜单栏中 Project→Properties 进入工程属性设

置，进入 C/C++Build→Settings→“ ”选项卡，在确保“Artifact Type”栏目的值

为“Executable”的前提下，在“Artifact name”输入新的机器码名，重新编译链接即可。 

9．其他工具 

1）所需的工具软件清单 

（1）J-Link 驱动程序：JFlash 独立写入软件需要使用 J-Link，在安装了 KDS 之后，将 SWD-

Programmer 编程器插入 PC 机的 USB 口，PC 机会自动安装 J-link 驱动程序（若不想安装 

KDS 则需要先安装 segger 公司提供的 JLink 驱动程序，具体驱动程序在光盘目录中的工具下

可以找到 “ JLink_driver-V490.exe ” 文件，或用户自行下载 https://www.segger.com/jlink-

software.html）； 

（2）JFlash 独立写入软件：JFlash.exe，用于将 KDS 环境生成的.hex 文件通过 SWD-

Programmer 编程器下载至 MCU 芯片；不需安装，可直接使用。 

（3）TTL-USB 串口的驱动程序：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8.0.exe，用于 PC 

机进行串行通信实验使用，硬件对应是“TTL-USB 串口线”。 

2）J-Link 驱动程序的安装 

用户在安装 KDS 集成开发环境时会支持安装 segger debug，故在安装完 KDS 后，将 SWD-

Programmer 编程器插入 PC 机的 USB 口，PC 机会自动安装 J-link 驱动程序，安装成功之后，

会在 PC 机的“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目录下增加一个“J-Link driver”的图标。 

若用户没有安装 KDS 而想使用 SWD-Programmer 编程器，则用户必须安装 JLink 驱动，此

驱动用户可以在光盘目录中的 tools 文件夹下可以找到“JLink_driver-V490.exe”文件，或用户自行

下载 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3） TTL-USB 串口驱动程序的安装 

若 程 序 调 试 过 程 中 使 用 TTL 串 口 转 USB 接 口 线 ， 需 安 装 驱 动 程 序

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8.0.exe，该文件位于网上光盘“..\04-tool”下。安装步骤如下：点

击 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8.0.exe 驱动安装程序（此安装包为 32 位/64 位通用版本），

安装过程不需要选择安装路径，点击下一步

直到提示安装完成即可。安装完成后连接

TTL-USB 线，便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中

看到类似“  ”

提示，右击该端口查看属性，在驱动程序选

项卡下的驱动程序详细信息中可以看到

PL2303 的两个驱动程序位置。驱动程序文件

位置见图 2 所示。 

  

 

 

 

 

 

 

图 2 TTL-USB 驱动程序文件位置图 

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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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2 SWD-Programmer快速指南 

在网上光盘的“..\03-Tools”文件夹下含有“JLink”文件夹，内含 SWD-Programmer 相关软件。

有关文件可以到其官网“https://www.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下载最新版本，并需遵守其使

用规则。 

1．JLink 驱动程序的自动安装 

1）JLink 驱动程序安装方法 

SWD-Programmer 使用的驱动文件为：“..\03-Tools\Jlink\JLink_driver-V490.exe”。 

手动安装：单击该文件即可安装这个驱动程序。 

自动安装：将 SWD-Programmer 标识有“PC 机”的接口，通过标准 USB 线接入 PC 机的 USB

口，PC 机一般会自动安装 JLink 驱动程序。 

2）如何证实 JLink 驱动程序已经安装好 

安装成功之后，可以在 PC 机的“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目录下看到已经增加

一个“J-Link driver”的图标，表明 JLink 驱动程序已安装好。  

2．SWD-Programmer 写入器的硬件连接 

本系统使用标准 USB 线连接目标 MCU。连接方法是：将 SWD-Programmer 标识有“PC 机”

的接口，通过标准 USB 线接入 PC 机的 USB 口，将 SWD-Programmer 标识有“MCU”的接口，通

过标准 USB 线接入 MCU 的 SWD 接口。 

若红色指示灯常亮，表示 SWD-Programmer 正常运行。若指示灯存在其他状态请参考“4．常

见问题处理”进行解决。 

3．使用 JFlash 独立写入软件给目标 MCU 写入程序的步骤 

1）第一次使用 JFlash 时 

（1）对目标芯片的参数进行配置。直接运行“ ..\03-Tools\Jlink\JFlash.exe”软件，选择

“ ” → 单 击 “ ” 按 钮 ， 选 中 网 上 光 盘 下 “ ..\03-

Tools\JLink\Samples\MKL36Z64.jflash ”文件，点击下部“ ”按钮，在弹出的

“ ”对话框中，单击“ ”按钮。这就完成了目标芯片的参数配置。还有

其他配置方法，只是比较复杂一些，这里使用简单的配置方法，但前提条件是存在配置文件.jflash。 

（2）打开待写入的机器码文件（.hex）。打开方法如下：点击菜单栏中的“File”→“Open data 

file”，打开待写入文件的路径，选中待写入的.hex 文件，点击“打开”。 

（3）将程序下载至 MCU。下载方法如下：点击菜单栏中的“Target”→“Auto”，此时软件会

自动将程序下载至 MCU，下载结束后弹出一个下载成功的对话框，则下载成功，否则下载失败，

检查之前步骤的配置。 

（4）运行程序。点击菜单栏中的“Target”→“Start application”，即可运行目标程序。 

2）第二次以及以后使用 JFlash 

如果目标芯片改变了，那么直接按照第一次使用时的方法，选择新的目标芯片参数配置文件，

然后进行和第一次使用一样的后续步骤。如果目标芯片没有改变，那么不需要对目标芯片的参数

进行重复的配置，直接运行“..\03-Tools\Jlink\JFlash.exe”软件，选择“ ”，在右

侧的下拉菜单栏中选择已经配置好的芯片参数，如“MKL36Z64.jflash”。之后直接按照第一次使

用时的步骤，将待写入机器码文件（.hex）写入 MCU，之后进行运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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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WD-Programmer 常见问题处理 

1）指示灯闪烁，不能下载程序 

SWD-Programmer 上的红色指示灯闪烁表示硬件没有连接好。注意是编程器的标有“PC 机”

接口连接 PC 机或笔记本电脑的 USB 口。正确连接后，若还是闪烁，也可能是供电不足，可以换

一个 USB 口试试，绝大多数情况，可以恢复正常。只有红色指示灯常亮才表示连接好。 

如果在程序下载过程中出现图 1 的问题，同样表示 SWD-Programmer 没有连接好，单击“ ”

退出，重新连接，再次按顺序操作。 

 

 

 

 

 

 

 

 

 

图 1 编程器连接错误提示 

2）芯片配置不当 

若未正确打开配置文件，写入时可能会出现类似“Could not find any flash devices”等提示，

此种情况应该严格遵守第 3 点的写入步骤。 

3）目标板芯片被加密 

软件操作不当、硬件连接错误都有可能导致芯片加密，而芯片加密后无法正常工作。此时需

要去除密码操作。芯片加密后，下载程序时会出现图 2 的提示。芯片加密问题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因此芯片去除密码操作显得尤为重要。针对 Kinetis 芯片，去除密码步骤如下： 

第一步，编程器硬件连接正确后，还需将目标板的 RESET 引脚接到 GND，之后运行“..\03-

Tools\Jlink\Jlink.exe”软件（如果提示固件升级，请升级），界面见图 3。 

 

 

 

 

 

 

 

 

图 2 芯片加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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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运行 Jlink.exe 

若 JLink 软件能自动识别到目标板的内核，表示连接正确。 

第二步，接下来输入“unlock Kinetis”命令，界面显示“Unlocking device…O.K.”，即表示芯片

成功去除密码，如图 4 所示。 

若此法不行，需用 JTAG 等其他方法去除密码。  

 

 

 

 

 

 

 

 

 

 

 

图 4 去除密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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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4 64引脚LQFP封装KL36引脚表与中断源 

1．64 引脚 LQFP 封装 KL36 引脚表 

表 1 给出了 64 引脚 LQFP 封装 KL36 引脚，可供参考。 

表 1 64 引脚 LQFP 封装 KL36 引脚表 

引脚号/名 ALT0  ALT1  ALT2  ALT3  ALT4  ALT5  ALT6  ALT7  

1  PTE0  LCD_P48  PTE0  SPI1_MISO  UART1_TX  
RTC_CLKO

UT  
CMP0_OUT  

I2C1_

SDA  
LCD_P48  

2  PTE1  LCD_P49  PTE1  SPI1_MOSI  UART1_RX   SPI1_MISO  
I2C1_

SCL  
LCD_P49  

3  VDD  VDD         

4  VSS  VSS         

5  PTE16  

LCD_P55/ 

ADC0_DP1/ 

ADC0_SE1  

PTE16  SPI0_PCS0  UART2_TX  
TPM_CLKI

N0  
  LCD_P55  

6  PTE17  

LCD_P56/ 

ADC0_DM1/ 

ADC0_SE5a  

PTE17  SPI0_SCK  UART2_RX  
TPM_CLKI

N1  
 

LPTM

R0_ 

ALT3  

LCD_P56  

7  PTE18  

LCD_P57/ 

ADC0_DP2/ 

ADC0_SE2  

PTE18  SPI0_MOSI   I2C0_SDA  SPI0_MISO   LCD_P57  

8  PTE19  

LCD_P58/ 

ADC0_DM2/ 

ADC0_SE6a  

PTE19  SPI0_MISO   I2C0_SCL  SPI0_MOSI   LCD_P58  

9  PTE20  

LCD_P59/ 

ADC0_DP0/ 

ADC0_SE0  

PTE20   TPM1_CH0  UART0_TX    LCD_P59  

10  PTE21  

LCD_P60/ 

ADC0_DM0/ 

ADC0_SE4a  

PTE21   TPM1_CH1  UART0_RX    LCD_P60  

11  PTE22  
ADC0_DP3/ 

ADC0_SE3  
PTE22   TPM2_CH0  UART2_TX     

12  PTE23  
ADC0_DM3/ 

ADC0_SE7a  
PTE23   TPM2_CH1  UART2_RX     

13  VDDA  VDDA         

14  VREFH  VREFH         

15  VREFL  VREFL         

16  VSSA  VSSA         

17  PTE29  
CMP0_IN5/ 

ADC0_SE4b  
PTE29   TPM0_CH2  

TPM_CLKI

N0  
   

18  PTE30  

DAC0_OUT/ 

ADC0_SE23/ 

CMP0_IN4  

PTE30   TPM0_CH3  
TPM_CLKI

N1  
   

19  PTE31   PTE31   TPM0_CH4      

20  PTE24   PTE24   TPM0_CH0   I2C0_SCL    

21  PTE25   PTE25   TPM0_CH1   I2C0_SDA    

22  PTA0  TSI0_CH1  PTA0   TPM0_CH5     SWD_CLK  

23  PTA1  TSI0_CH2  PTA1  UART0_RX  TPM2_CH0      

24  PTA2  TSI0_CH3  PTA2  UART0_TX  TPM2_CH1      

25  PTA3  TSI0_CH4  PTA3  I2C1_SCL  TPM0_CH0     SWD_DIO  

26  PTA4  TSI0_CH5  PTA4  I2C1_SDA  TPM0_CH1     NMI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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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TA5   PTA5   TPM0_CH2    

I2S0_

TX_ 

BCLK  

 

28  PTA12   PTA12   TPM1_CH0    
I2S0_

TXD0  
 

29  PTA13   PTA13   TPM1_CH1    
I2S0_

TX_FS  
 

30  VDD  VDD         

31  VSS  VSS         

32  PTA18  EXTAL0  PTA18   UART1_RX  
TPM_CLKI

N0  
   

33  PTA19  XTAL0  PTA19   UART1_TX  
TPM_CLKI

N1  
 

LPTM

R0_ 

ALT1  

 

34  PTA20   PTA20       RESET_b  

35  PTB0 

LCD_P0/ 

ADC0_SE8/ 

TSI0_CH0  

PTB0/ 

LLWU_P5  
I2C0_SCL  TPM1_CH0     LCD_P0  

36  PTB1  

LCD_P1/ 

ADC0_SE9/ 

TSI0_CH6  

PTB1  I2C0_SDA  TPM1_CH1     LCD_P1  

37  PTB2  

LCD_P2/ 

ADC0_SE12/ 

TSI0_CH7  

PTB2  I2C0_SCL  TPM2_CH0     LCD_P2  

38  PTB3  

LCD_P3/ 

ADC0_SE13/ 

TSI0_CH8  

PTB3  I2C0_SDA  TPM2_CH1     LCD_P3  

39  PTB16  
LCD_P12/ 

TSI0_CH9  
PTB16  SPI1_MOSI  UART0_RX  

TPM_CLKI

N0  
SPI1_MISO   LCD_P12  

40  PTB17  
LCD_P13/ 

TSI0_CH10  
PTB17  SPI1_MISO  UART0_TX  

TPM_CLKI

N1  
SPI1_MOSI   LCD_P13  

41  PTB18  
LCD_P14/ 

TSI0_CH11  
PTB18   TPM2_CH0  

I2S0_TX_ 

BCLK  
  LCD_P14  

42  PTB19  
LCD_P15/ 

TSI0_CH12  
PTB19   TPM2_CH1  

I2S0_TX_F

S  
  LCD_P15  

43  PTC0  

LCD_P20/ 

ADC0_SE14/ 

TSI0_CH13  

PTC0   EXTRG_IN  
audioUSB_ 

SOF_OUT  
CMP0_OUT  

I2S0_

TXD0  
LCD_P20  

44  PTC1 

LCD_P21/ 

ADC0_SE15/ 

TSI0_CH14  

PTC1/ 

LLWU_P6/ 

RTC_CLKIN  

I2C1_SCL   TPM0_CH0   
I2S0_

TXD0  
LCD_P21  

45  PTC2  

LCD_P22/ 

ADC0_SE11/ 

TSI0_CH15  

PTC2  I2C1_SDA   TPM0_CH1   
I2S0_

TX_FS  
LCD_P22  

46  PTC3 LCD_P23  
PTC3/ 

LLWU_P7  
 UART1_RX  TPM0_CH2  CLKOUT  

I2S0_

TX_ 

BCLK  

LCD_P23  

47  VSS  VSS         

48  VLL3  VLL3         

49  VLL2  VLL2/ LCD_P4  PTC20       LCD_P4  

50  VLL1  VLL1/ LCD_P5  PTC21       LCD_P5  

51  VCAP2  VCAP2/ LCD_P6  PTC22       LCD_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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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VCAP1  
VCAP1/ 

LCD_P39  
PTC23       LCD_P39  

53  PTC4 LCD_P24  
PTC4/ 

LLWU_P8  
SPI0_PCS0  UART1_TX  TPM0_CH3  I2S0_MCLK   LCD_P24  

54  PTC5 LCD_P25  
PTC5/ 

LLWU_P9  
SPI0_SCK  

LPTMR0_ 

ALT2  
I2S0_RXD0   

CMP0

_OUT  
LCD_P25  

55  PTC6 
LCD_P26/ 

CMP0_IN0  

PTC6/ 

LLWU_P10  
SPI0_MOSI  EXTRG_IN  

I2S0_RX_ 

BCLK  
SPI0_MISO  

I2S0_

MCLK  
LCD_P26  

56  PTC7  
LCD_P27/ 

CMP0_IN1  
PTC7  SPI0_MISO  

audioUSB_ 

SOF_OUT  

I2S0_RX_F

S  
SPI0_MOSI   LCD_P27  

57  PTD0  LCD_P40  PTD0  SPI0_PCS0   TPM0_CH0    LCD_P40  

58  PTD1  
LCD_P41/ 

ADC0_SE5b  
PTD1  SPI0_SCK   TPM0_CH1    LCD_P41  

59  PTD2  LCD_P42  PTD2  SPI0_MOSI  UART2_RX  TPM0_CH2  SPI0_MISO   LCD_P42  

60  PTD3  LCD_P43  PTD3  SPI0_MISO  UART2_TX  TPM0_CH3  SPI0_MOSI   LCD_P43  

61  PTD4  LCD_P44  
PTD4/ 

LLWU_P14  
SPI1_PCS0  UART2_RX  TPM0_CH4    LCD_P44  

62  PTD5  
LCD_P45/ 

ADC0_SE6b  
PTD5  SPI1_SCK  UART2_TX  TPM0_CH5    LCD_P45  

63  PTD6 
LCD_P46/ 

ADC0_SE7b  

PTD6/ 

LLWU_P15  
SPI1_MOSI  UART0_RX   SPI1_MISO   LCD_P46  

64  PTD7  LCD_P47  PTD7  SPI1_MISO  UART0_TX   SPI1_MOSI   LCD_P47  

 

2．金葫芦 IoT-GEC 内含 MCU 的中断源 

KL36 的中断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内核中断，另一类是非内核中断，见表 11-3。 

表 2 KL36 的中断源 

中断类型 中断向量号 
IRQ 中断

号 

IPR 寄存器

号 

中断源 中断源说明 

内核 

中断 

0～3   ARM 内核  

4～10   预留  

11   ARM 内核  

12～13   预留  

14～15   ARM 内核  

非 

内 

核 

中 

断 

16～19 0～3 0 DMA DMA 通道 0～3 传输完成或错误 

20 4 1 预留  

21 5 1 FTFA 命令完成或者读冲突 

22 6 1 PMC 低电压检测和警告中断 

23 7 1 LLWU 低漏唤醒 

24～25 8～9 2 I2C0～1 I2C0～1 中断 

26～27 10～11 2 SPI0～1 SPI0～1 中断 

28～30 12～14 3 UART0～2 UART0～2 状态和错误中断 

31 15 3 ADC0 ADC 转换完成中断 

32 16 4 ACMP0 ACMP 中断 

33～35 17～19 4 TPM0～2 FTM0～2 中断 

36 20 5 RTC RTC 定时报警中断 

37 21 5 RTC RTC 秒中断 

38 22 5 PIT PIT 中断 

39 23 5 预留  

40 24 6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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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5 6 DAC0  

42 26 6 预留  

43 27 6 预留  

44 28 7 LPTMR0  

45 29 7 LCD  

46 30 7 端口控制模块 端口 A 引脚检测 

47 31 7 端口控制模块 端口 B，C，D，E 引脚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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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3 User_GEC_Basic启动过程 

1．芯片上电到 User 程序的执行流程 

终端程序上电后会启动执行 BIOS 程序，在 BIOS 程序中会进行一系列的处理，具体可见

4.1.2 节。可理解为 BIOS 程序是在 User 程序运行之前运行的，为 User 程序的运行提前搭建好环

境。在 BIOS 程序跳转 User 程序之前会设置当前 MSP 为 User 程序中断向量表首项的值，通过

调用 jump_to_application 更改 PC 指针的值，终端将转向物理地址 0x00006800 执行，跳转 User

程序函数如下。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指向用户程序复位中断 

void bootloader_goToUserApp(volatile uint_32 app_start_addr) 

{ 

    volatile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函数指针 

    uint_32 jump_addr; 

    jump_addr = *(volatile uint_32*)(app_start_addr + 4);  //RESET 中断 

    //由于采用了 bootloader, 故程序的 jump_addr 地址应该在 [USERBASE, UPDATEBASE)范围内 

    if(app_start_addr != 0xfffffffful) 

    {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jump_addr; 

    __set_MSP(*(volatile uint32_t*)app_start_addr); //设置主栈 

    jump_to_application();  //跳转用户程序 

    } 

} 

2． User 程序启动流程 

当终端从 BIOS 程序转向 User 程序时，MSP 指针和 PC 指针的地址被分别设置为 0x00006800

和 0x00006804。查询工程的链接文件（位于工程文件夹的“03_MCU\link er_file”文件夹下的

MKL36Z64xxx4_flash.ld 文件），可知 isr_vector 指向 0x00006800 地址（第 26 扇区首地址），即

User 程序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 

__start_sector__ = 26; 

MEMORY 

{ 

  m_interrupts      (RX)  : ORIGIN = __start_sector__  * 0x0400, LENGTH = 0x00000100 

  m_flash_config    (RX)  : ORIGIN = __start_sector__  * 0x0400 + 0x0400, LENGTH = 0x00000010 

  m_text        (RX)  : ORIGIN = __start_sector__  * 0x0400 + 0x0410, LENGTH = 0x0000F7F0 - 

__start_sector__  * 0x0400 

  m_mac_config      (RX)  : ORIGIN = 0x0000FC00, LENGTH = 0x00000400 

  m_data        (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0x00001800 /*总 6K*/ 

} 

… 

.interrupts : 

{ 

  __VECTOR_TABLE = .; 

  . = ALIGN(4); 

  KEEP(*(.isr_vector))     /* Startup code */ 

  . = ALIGN(4); 

} > m_interrupts 

… 

启动文件“03_MCU\ startup\ startup_MKL36Z4.S”中包含了中断向量表及启动代码。中断向

量表是指按照中断源的中断向量号的固定顺序，存放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的一段存储区域。每

个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占用 4 个字节单元，本 User 程序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在存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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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006800~0x000068C0 的一段地址范围，一共 48*4=192 个字节，存放 48 个中断服务程序的入

口地址。 

其中 PC 指针指向了地址 0x00006804（Reset_Handler），即会转向 Reset_Handler 继续执行，

其中在执行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SystemInit、复制 ROM 中的初始化数据至 RAM，清 bss 后会转向

main 函数继续执行。 

User 程序启动过程总结如下： 

（1）芯片上电复位后执行 BIOS 程序，为 User 程序搭建好环境，例如复制中断向量表到

RAM 中，随后跳转 User 程序执行； 

（2）在 User 程序启动前将 User 程序中断向量表前两个表项__StackTop 和 Reset_Handler 分

别赋值给 MSP 和 PC； 

（ 3 ）由于 PC 指向的时 User 程序的 Reset_Handler 函数的首地址，因而运行

“ ..\03_MCU\startup_MKL36Z4.S”文件中的 Reset_Handler 函数，关闭了总中断，运行

“..\03_MCU\system_MKL36Z4.c”文件中 SystemInit()函数，进行芯片部分初始化设置，依次关

闭看门狗、系统时钟初始化，再回到 Reset_Handler 中继续剩余初始化功能，包括开总中断、将

ROM 中的初始化数据拷贝到 RAM 中、清零未初始化 BSS 数据段、随后进入用户主函数 main。 

实际应用中，可根据是否启动看门狗、是否复制中断向量表至 RAM、是否清零未初始化 BSS

数据段等要求来修改此文件。初学者，在未理解相关内容情况下，不建议修改 startup_MKL36Z4.S

及 system_MKL36Z4.c 文件内容。主函数 main 中的无限循环之前的代码顺序有一定规范。 

附录B.5 printf格式化输出 

1．prinf 调用的一般格式 

printf 函数是一个标准库函数，它的函数原型在头文件“stdio.h”中。但作为一个特例，不要

求在使用 printf 函数之前必须包含 stdio.h 文件。 

printf 函数调用的一般形式为：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 输出表列)。 

其中格式控制字符串用于指定输出格式。格式控制串可由格式字符串和非格式字符串两种组

成。格式字符串是以%开头的字符串，在%后面跟有各种格式字符，以说明输出数据的类型、形

式、长度、小数位数等。如： 

” %d”表示按十进制整型输出； 

” %ld”表示按十进制长整型输出； 

” %c”表示按字符型输出等。 

非格式字符串原样输出，在显示中起提示作用。输出表列中给出了各个输出项，要求格式字

符串和各输出项在数量和类型上应该一一对应。 

格式控制字符串的一般形式为：[标志][输出最小宽度][精度][长度]类型，其中方括号[]中的

项为可选项。以下说明各项的意义。 

1） 类型 

类型字符用以表示输出数据的类型，其格式符和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类型字符 

.section .isr_vector, "a" 

    .align 2 

    .globl __isr_vector 

__isr_vector: 

    .long   __StackTop         /* Top of Stack */ 

    .long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 

    .long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long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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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字符 意义 

d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带符号整数(正数不输出符号) 

o 以八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不输出前缀 0) 

x,X 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不输出前缀 Ox) 

u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 

f 以小数形式输出单、双精度实数 

e,E 以指数形式输出单、双精度实数 

g,G 以%f 或%e 中较短的输出宽度输出单、双精度实数 

c 输出单个字符 

s 输出字符串 

2）标志 

标志字符为 -、+、#和空格四种，其意义为：-表示左对齐，就是输出数据左对齐，右边填充

空格，如果不加-则表示右对齐；+表示按照输出的数据的正负，在数据前面加上相应的+号和-号；

#是格式说明符，如果数据是 8 进制，在输出数据前面加 0，如果是十进制，不加任何字符，如果

是十六进制，会加上 0x；空格是在输出数据前加空格。 

3）输出最小宽度 

用十进制整数来表示输出的最少位数。若实际位数多于定义的宽度，则按实际位数输出，若

实际位数少于定义的宽度则补以空格或 0。 

4）精度 

精度格式符以“.”开头，后跟十进制整数。本项的意义是：如果输出数字，则表示小数的位数；

如果输出的是字符，则表示输出字符的个数；若实际位数大于所定义的精度数，则截去超过的部

分。 

5）长度 

长度格式符为 h、l 两种，h 表示按短整型量输出，l 表示按长整型量输出。 

2．输出格式举例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    

{    

    char c, s[20];    

    int a=1234;   

    float f=3.141592653589;    

    double x=0.12345678912345678;    

    strcpy(s, "Hello,World");    

    c='\x41';    

    printf("a=%d\n", a);//按照十进制整数格式输出，显示 a=1234   

    printf("a=%d%%\n", a);//输出%号 结果 a=1234%   

    printf("a=%6d\n", a);//输出 6 位十进制整数 左边补空格，显示 a= 1234   

    printf("a=%06d\n", a);//输出 6 位十进制整数 左边补 0，显示 a=001234   

    printf("a=%2d\n", a);//a 超过 2 位，按实际输出 a=1234   

    printf("a=%-6d\n", a);///输出 6 位十进制整数 右边补空格，显示 a=1234   

    printf("f=%f\n", f);//浮点数有效数字是 7 位，结果 f=3.141593   

    printf("f=6.4f\n", f);//输出 6 列，小数点后 4 位，结果 f=3.1416   

    printf("x=%lf\n", x);//输出长浮点数 x=0.123457   

    printf("x=%18.16lf\n", x);//输出 18 列，小数点后 16 位，x=0.1234567891234567   

    printf("c=%c\n", c);     //输出字符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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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f("c=%x\n", c);//以十六进制输出字符的 ASCII 码 c=41   

    printf("s[]=%s\n", s);//输出数组字符串 s[]=Hello,World   

    printf("s[]=%6.9s\n", s);//输出最多 9 个字符的字符串 s[]=Hello,Wor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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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6 AHL-IoT-GEC底层驱动构件接口函数（API） 

构件名 构件包含的主要函数 函数功能简要说明 

基础构件 

adc 
adc_init 初始化一个 AD 通道组 

adc_read 进行一个通道的一次 A/D 转换 

flash 

flash_init flash 初始化 

flash_erase 擦除 flash 存储器的 sect 扇区（每扇区 1KB） 

flash_write 将数据字节写入到 flash 存储器的某个扇区内 

flash_read_logic 读取 flash 存储器的某个扇区的数据 

flash_read_physical 读取 flash 指定地址的内容 

flash_protect 每调用本函数一次，保护 1 个扇区 

flash_isempty flash 判空操作 

gpio 

gpio_init 初始化指定端口引脚作为 GPIO 引脚功能 

gpio_set 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出时，设定引脚状态 

gpio_get 
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获取指定引脚

状态 

gpio_reverse 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出时，反转引脚状态 

gpio_pull 
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设置引脚下拉/

上拉 

gpio_enable_int 
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开启引脚中

断，并设置中断触发条件。 

gpio_disable_int 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关闭引脚中断 

gpio_get_int 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获取中断标志 

gpio_clear_int 当指定端口引脚被定义为 GPIO 功能且为输入时,清除中断标志 

gpio_clear_allint 清除所有端口的 GPIO 中断 

gpio_drive_strength 设置引脚驱动能力 

i2c 

I2C_init 初始化 IICX 模块 

I2C_read1 从从机读 1 个字节数据 

I2C_readN 接收 N 个字节，在这里 N 最小为 2 

I2C_rece1 接收单个字节 

I2C_receN 接收 N 个字节，在这里 N 最小为 2 

I2C_write1 向从机写 1 个字节数据 

I2C_writeN 向从机写多字节数据 

I2C_enable_re_int 打开 i2c 的 IRQ 中断 

I2C_disable_re_int 关闭 i2c 的 IRQ 中断 

lptmr 

lptmr_init LPTMR 模块初始化 

lptmr_reset LPTMR 计时器清零 

enable_lptmr_int 开启 LPT 定时器中断 

disable_lptmr_int 关闭 LPT 定时器中断 

spi 

SPI_init SPI 初始化 

SPI_send1 SPI 发送一字节数据 

SPI_sendN SPI 发送数据 

SPI_receive1 SPI 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SPI_receiveN SPI 接收数据 

SPI_enable_re_int 打开 SPI 接收中断 

SPI_disable_re_int 关闭 SPI 接收中断 

tsi 

tsi_init 初始化 TSI 模块 

tsi_get_value16 获取 TSI 通道的计数值 

tsi_set_threshold 设定指定通道的阈值   

tsi_enable_re_int 开 TSI 中断,关闭软件触发扫描,开中断控制器 IRQ 中断 

tsi_disable_re_int 关 TSI 中断,开软件触发扫描,关中断控制器 IRQ 中断 

tsi_softsearch 开启一次软件扫描 

uart 
uart_init 初始化 uart 模块 

uart_send1 串行发送 1 个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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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7 SVC中断 

本节概述 SVC 基本概念，在一些早期的 ARM 处理器中，有的被称为软件中断（SWI）的指令，功

能是触发软件中断，这个指令在 intel 的 80x86 体系中也存在。ARM 体系架构中，从 Cortex-M3 开始，

异常的处理模型已经发生改变，所以该指令也被重新命名叫做 SVC 指令，虽然改了名字，SVC 的地位

和之前的 SWI 功能是相同的，甚至机器码都是相同的。 

系统服务调用（Supervisor Call，SVC）和可挂起系统调用（Pendable Supervisor，PendSV）多用于

操作系统软件设计。当执行 SVC 指令时，将产生 SVC 中断。在 SVC 中断处理程序中，结合可挂起系

统调用 PendSV 完成任务的调度、执行任务上下文切换和阻塞当前执行任务等相关操作。若需要供外部

调用，则均编写了外部调用接口函数供用户使用，其中，调度器函数就是具体的实例。在接口函数的实

现代码中，仅以特定参数触发一个 SVC 中断，而实际的执行过程是在系统服务调用 SVC 程序中编写

的。在 SVC 中断服务程序中，将解析出调用参数，从而执行对应的操作程序。 

操作系统通常不让用户程序直接访问硬件，而是通过提供一些系统服务函数，让用户程序使用 SVC

发出对系统服务函数的调用请求，以这种方式调用它们来间接访问硬件。因此，当用户想要控制特定的

硬件时，就要产生一个 SVC 异常，然后操作系统提供的 SVC 异常服务程序得到执行，它再调用相关的

操作系统函数，后者完成用户程序请求的服务。 

这种机制使得户程序不需要直接和硬件打交道，而是由 RTOS 来管理硬件。并且使用户程序无需在

特权级别下运行，用户程序不会因为误操作而使整个系统陷入混乱。Cortex-M3/4 支持两级特权操作：

特权级和用户级。这可以提供一种存储器访问的保护机制，使得普通的用户程序代码不能意外地，甚至

是恶意地执行涉及到要害的操作。处理器支持两种特权级，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安全模型。 

SVC 异常通过执行 SVC 指令来产生。该指令需要通过一个立即数来充当指令代号。SVC 异常服务

程序稍后会提取出此代号，从而获知本次调用的具体要求，在调用相应的服务函数。例如：SVC 0 就是

调用 0 号系统服务，那么在 SVC 指令执行完之后进行 SVC 中断处理程序的时候，会根据这个系统服务

号来决定执行什么操作。系统服务号是由 RTOS 编写者决定，常见的系统服务主要由执行调度、任务阻

塞、任务切换等。 

另一个相关的异常时 PendSVC，它和 SVC 合作使用。一方面，SVC 异常时必须在执行 SVC 指令

后立即得到响应的，应用程序执行 SVC 时都是希望所需的请求立即得到响应。另一方面，PendSV 则不

同，它可以像普通的中断一样可以被推迟执行，操作系统可利用它稍后执行一个异常（直到其他重要的

任务完成后才执行动作）。推迟 PendSV 中断的方法是：往 NVIC 的 PendSV 挂起寄存器中写 1。推迟后

如果优先级不够高，则将等待执行。 

uart_sendN 串行发送 n 个字节 

uart_send_string 从指定 UART 端口发送一个以'\0'结束的字符串 

uart_re1 串行接收 1 个字节 

uart_reN 串行接收 n 个字节 

uart_enable_re_int 开串口接收中断 

uart_disable_re_int 关串口接收中断 

uart_get_re_int 获取串口接收中断标志,同时禁用发送中断 

uart_deint uart 反初始化 

应用构件 

uecom 

uecom_power 控制通信模组供电状态 

uecom_init uecom 模组初始化 

uecom_linkBase 与网络运营商的基站（铁塔）建立连接 

uecom_linkCS 与指定的服务器和端口建立 TCP 连接 

uecom_send 将数据通过已经建立的 TCP/UDP 通道发送出去 

uecom_interrupt 函数需要放在串口中断中，并需要传入串口中断接收到的数据 

uecom_baseInfo 获取与基站相关的信息 

uecom_modelInfo 获得需要与模块相关的信息 

uecom_typeGet 获取金葫芦型号 

uecom_verGet 获取 Bios 版本 

软件构件 

 sysTimeGet 获取系统时间戳 

 sysTimeSet 设置系统时间戳 

 timeChange 时间戳转日期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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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人机交互系统HCI涉及的文档 

附录C.1 VS2013集成开发环境快速指南 

1．软件的安装 

1）所需的工具软件 

集成开发环境 VS2013（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3），具有编辑、编译、连接、调试、发布

等功能，并集成了 SQL Server Express 数据库管理器（用于数据库管理和服务）、IIS Express（用

于 Web 工程测试）、浏览器（用于浏览网页）。安装 VS2013 需要在 Windows7 及其以上的操作系

统。 

2）集成开发环境 VS2013 的安装 

此软件在安装时，新旧版本可以共存，但是在安装过程中，旧版本的 VS 一定要先关闭。 

（1）双击安装包目录下的“vs_ultimate.exe”文件，在弹出的安装界面中，首先选择安装位

置（选择的位置至少要有 8G 可用空间），然后勾选“我同意许可条款和隐私策略”，点击右下角

“下一步”按钮，进入安装流程。 

（2）在（1）进行完之后，会弹出安装的可选功能界面。在此界面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

求进行功能勾选，也可以默认选项或全选。功能勾选完之后，点击右下角“安装”按钮。 

（3）点击安装之后，安装程序将会开始自动安装，这个步骤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安装过程

中会占用较多系统资源，最好不要启动其它大型软件。安装完成之后，安装程序会提示“立刻重

启”，点击立刻重启。即可完成安装。 

（4）VS2013 安装完成后，打开安装好的 VS2013。首次打开 VS2013 时，在“欢迎使用，

请登录”界面点击“以后再说”；在弹出的界面中，开发设置选择常规，颜色主题按照读者自己

喜好设定即可；然后点击“启动 Visual studio”，启动过程需要等待几分钟。 

2．VS2013 基本界面 

VS2013 基本界面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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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S2013 基本界面 

默认的 VS2013 基本界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左上部分是代码编辑器，代码的编写以及界面

的设计都在这个区域进行；右上部分是资源管理器，打开的工程文件都显示在这里；左下部分是

信息提示区，程序的编译信息都显示在该区域，如编译的警告、错误等；右下部分是属性编辑器，

界面设计相关的各种控件的属性都在这里显示编辑。 

3．导入已有的 VS2013 工程 

导入现有工程有如下两个方法。 

（1）在现有 VS2013 工程文件夹下，右击.sln 文件，点击打开方式，选择 VS2013，点击确

定。VS2013 会自动打开，并加载该工程的全部组件。 

（2）先打开 VS2013 软件，点击“文件”→“打开”→“项目/解决方案”，在弹出来的文件

选择框中，选择需要导入的工程文件中的.sln 文件，点击打开。 

4．运行 VS2013 工程 

在导入 VS2013 工程之后，就可以运行该工程。在运行之前可以先编译，点击“生成”→“生

成解决方案”，在信息显示的区域会显示编译信息，警告、错误等信息都会显示。如果有错误，

则根据错误提示信息进行修改，如果没错则可以运行程序。也可以不编译直接运行工程，如果工

程有错误，运行就会报错。此处给出两种运行方法。 

（1）选中工程后，直接点击“启动”按钮“       ”，如果工程有错误，则会报错，点击

停止运行，对工程进行修改；如果没有报错，则工程运行成功。 

（2）选中工程后，点击“调试”→“启动调试”，如果工程有错误，则会报错，点击停止运

行，对工程进行修改；如果没有报错，则工程运行成功。 

5．在 VS2013 下进行跟踪调试 

1）设置、取消、查看断点 

设置断点可以让程序直接运行到断点处，可以查看此时程序的状态，如变量值等，一般用于

程序快速排错和深入理解程序执行流程等。断点一般设置在源文件中，如.cs 文件。 

设置方法：打开需要设置断点的文件，单击需要设置断点语句的左侧灰色区域，便会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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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红色原点，表示已经在该语句上设置了断点。再次单击便可取消此处断点。 

 

 

 

 

 

 

 

 

 

图 2 设置断点 

点击菜单栏中“调试”→“窗口”→“断点”，在 VS 主窗口下方的“断点窗口”中会显示 Web 工程

中设置的所有断点， 

2）执行调试 

点击菜单栏中“调试”→“启动调试”，或者按“F5”，或者点击工具栏中“  ”。按 F11、F10

键可以进行逐语句、逐过程调试。 

6．常用设置及操作 

1）设置字体颜色大小 

点击界面上面菜单栏的“工具”→“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环境”→“字体和

颜色”，在对话框右半部分可以进行字体大小以及颜色的设定。 

2）显示常用窗口 

显示“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窗口：点击菜单栏中“视图”→“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 

VS2013 各种小窗口很多，以打开“工具箱”窗口为例，点击界面上面菜单栏的“视图”→

“工具箱”。其它一些小窗口如 Solution Explorer、Team  Explorer、Error List 、Output 等小窗口

也可以在视图列表下选中展示在窗口上。 

3）重置窗口布局 

如果想要恢复默认的窗口布局，则点击界面上方菜单栏的“窗口”→“重置窗口布局”，此

时窗口将恢复到默认状态。 

4）搜索与替换 

若只需在当前打开的单个源代码文件中搜索/替换关键字，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编辑”→

“查找和替换”→“快速查找”（快捷键 Ctrl+F）或“快速替换”（快捷键 Ctrl+H）。 

若需要在整个工程、当前项目、所有打开的文件等搜索/替换关键字，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编辑”→“查找和替换” →“在文件中查找”（快捷键 Ctrl+Shift +F）或“在文件中替换”（快

捷键 Ctrl+Shift+H）。搜索结果会在屏幕下方的“查找结果”窗口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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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2 Nginx快速指南 

俄罗斯的伊戈尔·赛索耶夫于 2004 年发布了一款轻量级代理服务器 Nginx 初始版本。它具有反向

代理、负载均衡、虚拟主机及 HTTP 静态服务器等功能。在本工程中，Nginx 主要用做反向代理服务器，

运行在服务器上。Nginx 接收客户端消息，然后再将消息转给服务器，此时 Nginx 代理服务器对外就表

现为一个反向代理服务器。 

下面对使用 Nginx 软件的原因做简要说明。主要是为了解决 443 端口抢占问题：CS-Monitor 提供

使用 wss 的数据访问方式，该方式要求监听服务器的 443 端口才能使得客户端直接通过域名进行访问。

而 https 网页也需要发布在 443 端口上，才能保证可以通过域名直接访问。在同一台服务器上，一个端

口只可以被一个程序监听，因此，通过使用 Nginx 监听 443 端口，并设置 Nginx 根据请求内容的不同将

数据分别转发至 CS-Monitor 或者 https 网页程序。从而达到二者均可以使用域名直接访问的效果。 

此外，使用 Nginx 软件还可以提高并发能力：Nginx 是一款具有高并发能力的软件，Nginx 在接收

到多个终端发送的请求之后，根据需要将请求通过一个 socket 发送给 CS-Monitor，使得 CS-Monitor 可

以通过一个 socket 监听多个终端。Nginx 也有利与实现负载均衡：若数据量非常庞大时，可将 CS-Monitor

部署在多个服务器上，通过配置Nginx实现根据需要将信息发送至不同服务器上的CS-Monitor的功能； 

下面将介绍如何对 nginx 软件进行安装与配置。 

1．域名相关配置 

在修改 Nginx 配置文件时，需要用到服务器域名和 ssl 证书。本附录以腾讯云域名为例进行介绍，

其他域名与此相似。 

1）购买并解析域名 

腾讯云可以提供解析、SSL 认证、网站备案的服务，一站式解决。购买地址：https://cloud.tencent.com/。

菜单栏产品->域名注册，即可选购（目前是 45 元/年）。 

点击域名管理，进入管理界面，开始进行域名解析。在域名服务->域名->我的域名。出现添加的域

名的信息之后，再点击操作表项下的解析。在记录管理界面，点击添加记录，在弹出的界面，记录值一

项，填写购买的云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图 2，点击确定。 

域名设置解析后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生效，通过 ping 命令检查域名是否生效，在电脑上按下Win+r，

输入 cmd，在控制台输入 ping www.yourmpdomain.com（yourmpdomain 为购买的域名），回车，看是否

ping 成功，如图 3。 

 

 

 

 

 

 

 

 

 

 

 

 

 

 

 

 

图 1 域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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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ing 测试 

2）SSL 证书申请 

登录腾讯云，在菜单产品->SSL 证书处，可以进行证书申请。这个证书在搭建 https 服务的时候需

要用到。微信小程序只需要申请免费版的 DV SSL 证书即可，进入申请界面，点击黑色框处即可申请。 

 

 

 

 

 

 

 

 

 

 

 

 

 

 

 

 

 

图 3 SSL 证书申请 1 

SSL 证书申请一般较快，过程中需要关注一下腾讯云服务器，可能出现申请不通过的情况。这个问

题是因为把默认添加的 txt 解析删掉了，补救方法是添加一个 txt 解析即可。可以参照下图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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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SL 证书申请 2 

申请成功之后，就可以下载 SSL 证书，地址是：https://console.qcloud.com/ssl。下载后可以得到一

个以域名命名的压缩文件，加压里面包含 4 个文件夹，分别是不同平台要用的版本的 SSL 证书。 

3）网站备案 

在 腾 讯 云 平台 可 以给网 站 备 案 ，登 录 之后选 择 菜 单 产品 -> 域 名服 务 -> 网 站 备 案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ba?from=qcloudProductBa)。点击开始备案，需要进行相关信息填写，以

及备案拍照等流程，耗时较长，但是需要耐心做，不进行网站备案，域名很快会被封掉，不能使用。 

2．安装 Nginx 

Nginx 可以从 Nginx 官网下载，下载地址为：http://nginx.org/en/download.html ，选择自己需要的版

本即可；也可以直接使用苏州大学嵌入式金葫芦光盘中提供的已经下载好的 Nginx，文件路径为：… 

AHL-IoT-GEC-A\04-Soft\HCI\02-CS-Monitor\nginx。这里推荐使用光盘中的 Nginx，因为已经对其中的配

置文件进行了注释，读者能够更加轻松的学习以及修改 Nginx 的配置文件。 

3．修改 Nginx 配置文件 

存在于路径“nginx\conf\nginx.conf”下的配置文件是使用 Nginx 程序的核心。Nginx 程序的所有强

大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对此配置文件的准确配置。下面将阐述该配置文件的组织结构和配置方法。该配

置文件使用系统自带的记事本打开时，只能查看不能修改，修改时需要使用 Notepad++（Notepad++官

网：https://notepad-plus-plus.org/ 提供免费正版下载，按照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版本下载相应 Notepad++

版本安装即可）或者其它专业软件打开。 

1）配置文件命令 

“nginx.conf”文件由特定的指令符组成，这些指令符构成配置文件的不同模块。指令符可分为两种：

以“;”结束的简单指令和使用“{}”包含的块指令。 

在 nginx 的配置文件中有“语境”的概念，类似于编程中的作用域。每个区块都是一个语境，不被任

何区块包含的指令被认为存在于文件的总语境“main”语境中。配置文件中的指令和语法有很多种，此处

仅选择几个较为经典和常用的指令进行解释。 

表 1 Nginx 配置文件命令 

命令关键字 说明 

全局配置命令 

Include 
将其他配置文件中的指令引入到使用 include 指令的语境中。被引入的指令需要符合

语法和引入的语境要求。 

error_log 设置错误日志记录的位置和记录的级别。 

worker_processes 设置工作进程的数量，一般建议为 CPU 核心数或 CPU 核心数的倍数。 

env 
这条指令可以将环境变量传递到 nginx 进程中，也可以定义新的变量传递到 nginx 进

程中。 

https://console.qcloud.com/ssl
https://notepad-plus-pl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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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_module 载入动态模块。 

lock_file 

nginx 使用锁的机制来实现 accept_mutex 功能和共享内存，大多数操作系统中锁都

是一个原子操作，这种情况下这条指令无效，还有一些操作系统中使用“锁文件”的

的机制来实现锁，此命令用来指定锁文件前缀名。 

master_process 
是否启用 worker 进程，如果设置为 off，则不启用 worker 进程，由 master 进程处理

请求。 

pid 指定 pid 文件。pid 文件存放了 master 进程的进程号。 

ssl_engine 如果使用了硬件 ssl 加速设备，使用此指令指定。 

user 
指定 master 启动 worker 进程使用的用户和组。如果组（group）没有指定，那么会

默认用一个和 user 同名的组名。 

配置块命令 

全局块 整个配置文件处于全局块下。 

events 块 

配置影响 nginx 服务器或与用户的网络连接。有每个进程的最大连接数，选取哪种

事件驱动模型处理连接请求，是否允许同时接受多个网路连接，开启多个网络连接

序列化等。 

http 块 

可以嵌套多个 server，配置代理，缓存，日志定义等绝大多数功能和第三方模块的

配置。如文件引入，mime-type 定义，日志自定义，是否使用 sendfile 传输文件，连

接超时时间，单连接请求数等。 

server 块 配置虚拟主机的相关参数，一个 http 中可以有多个 server。 

location 块 配置请求的路由，以及各种页面的处理情况。 

以上对于配置文件命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读者无需花费过多时间在此，只需有个初步理解即

可。参考“nginx.conf”文件中的注释再做进一步理解，即可用起来。 

2）配置文件修改 

在本项目的工程中，根据所需实现的 Nginx 反向代理服务器的功能，读者如果想将 nginx 在自己的

服务器上实现功能，只需在光盘的 nginx 文件中给出的配置文件中，修改配置文件以下四个部分即可。

若是需要实现其它功能，读者可根据给出的已经注释好的配置文件，自己选择修改内容。 

（1）修改所需代理的服务器的端口号以及指向该服务器的域名。 

listen 443;   #默认 https 和 wss 协议端口 

 #【修改处 1】将域名更改为自己的域名，该域名应指向本程序运行的服务器 

 server_name  sudamcu.com;    #域名 

（2）将下载的证书存放在…AHL-IoT-GEC-A6\04-Soft\02-HCI\02-CS-Monitor\nginx\conf\certificate

中，然后在配置文件中修改 ssl 证书的存放位置以及证书密钥存放的位置。 

 #证书需要在购买域名的网站进行申请，有免费的，本项目使用的为免费的 

 #【修改处 2】将证书路径更换为实际证书路径 

    ssl_certificate      certificate/1_sudamcu.com_bundle.crt;  #证书存放位置 

    ssl_certificate_key  certificate/2_sudamcu.com.key;     #证书秘钥存放位置 

（3）在转发至 https 网页的配置段中，修改域名以及 https 网页发布的端口，该套件的网页默认使

用的端口号为 9000。 

location / { 

     #【修改处 3】将域名和端口号修改为自己的域名和 https 网页发布的端口 

  proxy_pass https://sudamcu.com:9000; 

  proxy_set_header X-real-ip $remote_addr; 

  proxy_set_header Host $http_host; 

    } 

（4）在转发至微信小程序的配置段中，修改域名以及 wss 服务发布的端口。该套件的微信小程序

默认使用的端口号为 38867。 

#【修改处 4】将域名和端口号修改为自己的域名和 wss 服务发布的端口，CS-Monitor 默认使用 38867 端口  

  

    proxy_pass http://sudamcu.com:38867; #设置应转向的地址 

    proxy_http_version 1.1; 

    proxy_set_header Upgrade $http_upgrade; 

    proxy_set_header Connection "Upgrade"; 

4．运行 Nginx 

在 Nginx 配置文件修改完之后，直接双击 nginx 文件夹下的 nginx.exe，或者打开 cmd 进入 nginx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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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路径后输入“start nginx”命令，Nginx 就会在后台运行了，打开任务管理器就可以看到该进程。 

Nginx 运行后如果不手动关闭则它将一直在后台运行，如果想关闭 nginx，可以打开 cmd 进入 nginx

的本地路径后输入“nginx -s stop”命令，也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直接结束 nginx 进程。还有一些其它

操作 nginx 的命令详见 nginx 文件夹下的 command.txt 文件。 

附录C.3 IIS安装与Web发布 

1．IIS 安装 

发布后的 Web 工程要安装到服务器上才能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安装 Web 工程前要求服务器必须

先安装好 IIS。 

1）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 IIS 安装过程 

（1）windows Server2012 自带服务器管理系统 IIS8.0，需要手动添加相应功能。在开始菜单中，点

击进入“服务器管理器”，在“仪表板”一栏的快速启动子菜单下，单击“2 添加角色和功能”。 

（2）此时会弹出对话框，开始进入配置。点击“安装类型”，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

然后点击“下一步”； 

（3）选择“从服务器池中选择服务器”，并在服务器池中选择本服务器的计算机名，单击“下一步

(N)”。 

（4）在角色列表内找到“Web 服务器(IIS)”，单击勾选它；此时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添加角色和功

能向导”，点击“添加功能”。  

（5）单击“下一步”，进入“功能”选项卡，勾选“.Net Framewore 3.5”和“.Net Framewore 4.5”，

可能默认已安装。 

（6）选择“Web 服务器角色(IIS)”下的“角色服务”，中间角色服务列表选择需要安装的项目，除

去以默认选择的内容，在“应用程序开发”中必须勾选：.NET Extensibility 3.5，.NET Extensibility 4.5，

ADP.NET 3.5，ASP.NET 4.5，ISAPI 扩展，ISAPI 筛选器，如图 1 所示。若不确定需要安装的服务，建

议全部勾选，Ftp 服务器除外。 

 

 

 

 

 

 

 

 

 

 

 

 

 

 

 

 

 

 

 

 

 

图 1 添加相关服务组件 

 

（7）安装前确认下所勾选的安装组件，然后单击“安装(I)”，提示安装成功后单击“关闭”，结束安

装。 

（8）查看 windows 2012 Server IIS8.0 安装和运行结果：打开 Internet Explprer10 浏览器，输入本机

公网 ip，或者本机内网 ip，或 localhost 都可以，看到 IIS8.0 界面显示出来。 



 

352 

 

 

 

 

 

 

 

 

 

 

 

 

 

 

 

 

 

 

图 2 欢迎界面 

 

打开“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8”管理器，可自由查看各项 IIS8.0 设置选项，如图 3 所示。至

此，安装圆满成功。（可将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8 固定至开始菜单） 

 

 

 

 

 

 

 

 

 

 

 

 

 

 

 

 

 

 

 

 

 

 

图 3 已安装 IIS 的对话框 

2）Windows7 及 Windows10 的 IIS 安装过程 

（1）右击桌面上的“计算机”，点击“管理”，弹出如图 4 所示对话框，此时在“服务和应用程序”

栏下没有“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若已安装 IIS，则会出现如图 6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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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未安装 IIS 的对话框 

（2）在 windows7 下的步骤为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Internet 信息服务”和“万维网服务”下相关项目，如图 5 所示。点

击“确定”开始安装所选功能。在 windows10 的步骤为：在左下角搜索栏中输入“控制面板”→“程序”

→“程序和功能”下的“启用和关闭 windows 功能”，后面操作和 windows7 一样。 

 

 

 

 

 

 

 

 

 

 

 

 

 

 

 

 

 

 

 

 

图 5 选择 IIS 相关组件 

（3）安装完成后，出现如图 6 所示对话框，其中显示出“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一栏，点

击后在对话框中间出现“连接”选项窗口，点击“网站”后显示“Default Web Site”，右击“Default Web Site”，

点击“管理网站”→“浏览*80（http）”，若出现浏览器窗口并显示图 7 所示的欢迎界面，则表明 IIS 安

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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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已安装 IIS 的对话框 

 

 

 

 

 

 

 

 

 

 

 

 

 

 

 

 

 

 

 

图 7 IIS 欢迎界面 

2．Web 工程的安装 

以下以 Windows 7 为例 Window10 类似，介绍 Web 工程的安装过程。 

（1）打开已经安装好的“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即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管理

工具”→“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在弹出如图 8 所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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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IIS 配置对话框 

（2）在该对话框中，右击“网站”，点击“添加网站”弹出“添加网站”对话框。在“网站名称”

项填写给网站取的名字，“物理路径”项选择用来存放发布后的 Web 工程所在的文件夹，“端口”项选

择除 80 以外的端口，这里使用 9800（端口范围为 0 到 65535，但可分配给用户进程或应用程序端口范

围为 1024 到 49151，而 0 到 1023 属于周知端口，即众所周知的端口号，如 80 端口分配给 WWW 服务，

21 端口分配给 FTP 服务等，这也是为什么不使用默认 80 端口的原因），其余保持默认，点击“确定”完

成网站新建工作。 

 

 

 

 

 

 

 

 

 

 

 

 

 

 

 

 

 

 

 

 

 

 

 

 

 

图 9 添加网站对话框 

（3）在图 8 中，展开左边的“网站”栏，点击刚建的网站 BMMWeb，并在对话框下方选择“内容

视图”，右击某个网页文件如 Default.aspx，点击“浏览”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网页（网址

http://localhost:9800/Default.aspx）。如图 10 所示。 

http://localhost:9800/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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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选择要浏览的网页 

 

 

若出现图 11 所示错误，则按以下方法解决。 

在图 12 中，点击“应用程序池”，然后点击“设置应用程序默认设置…”，将.Net Framework 版本

改为 v4.0。 

 

 

 

 

 

 

 

 

 

 

 

 

 

 

 

图 11 浏览错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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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Net Framework 版本设置 

点击“确定”，重新浏览 Default.aspx 即可。 

3．常见问题处理 

（1）HTTP 错误 403.14 - Forbidden Web 服务器被配置为不列出此目录的内容。 

原因：没有 Web 页设置为起始页。 

解决方法：VS2013 资源管理器面板上，右击目标起始页，选择“设为起始页”即可。 

（2）附加数据库时出错，有关详细信息，请单击“消息”列中的超链接。或者程序运行时附加自动

命名的数据库出错。 

原因：.mdf 和.ldf 文件权限没有设置“Authenticated Users”为“完全控制”。 

解决方法：分别右键单击.mdf 文件与.ldf 文件，选择“属性”→“安全”→“编辑”，选中“Authenticated 

Users”，再勾选“完全控制”，点击“确定”即可，再重新附加数据库。 

（3）在配置 IIS 时，部署的 ASP.NET 网站报错：异常详细信息:System.Data.SqlClient.SqlException:

用户’IIS APPPOOL\DefaultAppPool’登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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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IIS 部分： 

①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 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点击“应用程序池”

栏，在右侧出现“应用程序池”选项，右击当前网站所用的对应的应用池，点击“高级设置”。 

 

 

 

 

 

 

 

 

 

 

 

 

 

 

 

 

 

 

 

 

 

图 14 IIS 的应用程序池配置对话框 1 

②在弹出的“高级设置”对话框中，在进程模型栏，标识部分选择“NetworkService”。 

图 13 .服务器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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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IIS 的应用程序池配置对话框 2 

完成数据库部分和 IIS 部分后，网站便可正常运行。 

（4）本机（就是发布网站的电脑）能够运行发布后的网站，但是相同路由的其他 PC 机却无法打

开此网站。 

解决方法：关闭网站所在的 PC 机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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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4 Web窗体的基本要素和样式表的使用 

一个 Web 窗体（ASP.NET 网页）是由 HTML 标签、ASP.NET 标签等组成的描述性文本，HTML 标

签、ASP.NET 标签可以说明文字、图形、动画、声音、表格、链接等。ASP.NET 网页的结构包括头部

（Head）、主体（Body）两大部分，其中头部描述浏览器所需的信息，而主体则包含所要说明的具体内

容。 

网页上元素的表现是通过运用 CSS 样式表处理的。 

1．HTML 标签 

HTML（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超文本标记语言）标签是网页（.aspx 文件）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特点如下： 

（1）由尖括号包围的关键词，比如<html>。 

（2）通常是成对出现的，比如<div>和</div>。 

（3）标签的大小写无关，比如<body>跟<BODY>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推荐使用小写。 

需要说明的是，ASP.NET 中的 HTML 标签是作为文本处理的，要想使这些标签可编程，就需要向

这些标签中添加“runat="server"”属性，即转换成 HTML 服务器控件。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 HTML 标签。 

1）页面<html> 

此元素告知浏览器当前网页是一个 HTML 文档。<html>与</html>标签限定了文档的开始点和结束

点，在它们之间是文档的头部和主体。文档的头部由<head>标签定义，而主体由<body>标签定义。 

示例：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runat="server">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title>这是 Web 模板的第一个程序</title> 

</head> 

<body> 

    <form id="form1" runat="server"> 

    <div> 

    …… 

    </div> 

    </form> 

</body> 

</html> 

2）头部<head> 

<head>标签是 HTML 文档最基本的元素。<head>标签用于定义文档的头部，它是所有头部元素的

容器。<head>标签中的元素可以引用脚本、样式表文件、样式表、提供元信息等。 

文档的头部描述了文档的各种属性和信息，包括文档的标题、基地址、与其他文档的关系等。下面

这些标签可用在 head 部分：<base>、<link>、<meta>、<script>、<style>、<title>，而作为定义文档标题

的<title>标签，是 head 部分中唯一必需的元素。 

示例：<head runat="server">……</head> 

注意：<head> 标签放在文档的开始处，紧跟在<html>后面，并处于<body>标签之前。 

3）元<meta> 

<meta>标签位于文档的头部，不包含任何内容。<meta>标签的属性定义了与文档相关联的“名称/值”

对。<meta>元素可提供有关页面的元信息（meta-information），比如针对搜索引擎和更新频度的描述和

关键词。 

示例：<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注意：<meta>标签永远位于 head 元素内部。 

4）标题<title> 

<title> 元素可定义文档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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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title>这是 Web 模板的第一个程序</title> 

注意：<title>标签是<head>标签中唯一要求包含的元素。 

5）主体<body> 

body 元素定义文档的主体。body 元素包含文档的所有内容（比如文本、超链接、图像、表格和列

表等）。 

示例：<body>……</body> 

6）表单<form> 

<form>标签用于为用户输入创建 HTML 表单，表单用于向服务器提供数据。 

示例：<form id="form1" runat="server">……</form> 

7）层<div> 

<div>可定义文档中的分区或节（division/section）。<div>标签可以把文档分割为独立的、不同的部

分。 

示例：<div>……</div> 

注意：<div> 是一个块级元素，浏览器通常会在 div 元素前后放置一个换行符。 

8）表格<table> 

<table>标签定义 HTML 表格。简单的 HTML 表格由 table 元素以及一个或多个 tr、th 或 td 元素组

成。tr 元素定义表格行，th 元素定义表格标题行或列，td 元素定义表格单元。 

示例： 

<table border="1"> 

  <tr> 

    <th>Month</th> 

    <th>Savings</th> 

  </tr> 

  <tr> 

    <td>January</td> 

    <td>$100</td> 

  </tr> 

</table> 

2．ASP.NET 标签——Web 服务器控件 

Web 服务器控件是服务器可理解的特殊 ASP.NET 标签，是基于 ASP.NET 的 Web 应用程序中最常

使用的控件。区分 HTML 服务器控件和 Web 服务器控件最直接的方法便是，ASP.NET 标签是以“asp:”

为前缀的。 

Web 服务器控件一般都具有属性和事件，共同的属性有：AccessKey、BackColor、Enabled 等，共

同的事件有：Click 事件、TextChanged 事件等。 

以下是几个常用的 ASP.NET 标签。 

1）标签<asp:Label>和文本框<asp:TextBox> 

Label 控件用于在页面上显示文本。TextBox 控件用于创建用户可输入文本的文本框，可制作单行、

多行文本框和密码框。控件的代码为： 

<asp:Label ID="Label1" runat="server" Text="Label"></asp:Label> 

<asp:TextBox ID="TextBox1" runat="server"></asp:TextBox> 

修改控件属性的方法：点击要修改属性的控件后在“属性”窗口改变各个属性值。 

2）按钮<asp:Button> 

Button 控件用于显示按钮，在它被点击时，会将数据传到服务器，可以编写按钮事件来控制按钮被

点击时执行的动作。 

<asp:Button ID="Button1" runat="server" Text="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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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片<asp:Image> 

Image 控件用于显示图像。 

<asp:Image ID="Image1" runat="server" /> 

 

3．网页标签 id 命名规范 

id 属性规定 HTML 元素或 ASP.NET 元素的唯一标识。id 在 HTML 文档中必须是唯一的，否则会

提示错误或警告——“该页中另一个对象已使用了 ID”。 

默认 id 的一般形式为“标签名称+数字”，如“label1”，然而，使用默认的 id 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没有

任何意义，为此，可设计一个命名规范以增强代码的可读性，便于以后及他人对页面进行修改。 

命名规范：标签名称缩写 + 标签实际操作内容的英文（首字母大写），如 lblName，从 id 便可以得

知这是一个用于显示名称的 label 标签。在此，给出常用标签名称的缩写，仅供参考，如表 1 所示。 

表 1 常用标签名称缩写 

原标签名称 标签名称缩写 

label lbl 

form frm 

textbox tbx 

button btn 

image img 

4．新建样式表文件并在网页中应用 

样式表（CSS）是用来处理网页中元素的表现（即外观）的，建议将所有 CSS 存放到一个或多个外

部样式表文件中，并将各个样式表文件统一存放在工程模板中 WebUI\Lib\css 文件夹下。 

1）新建样式表文件 

新建样式表文件方法为：在“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窗口中的 WebUI\Lib\css 文件夹上右击，在弹出

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样式表”，并给样式表文件取名，如 firstPage.css，然后就可在其中定义各

种 CSS 了，比如定义 CSS 为： 

.testText 

{ 

    background-color:#cccccc;   //背景颜色 

    width:20em;           //宽度 

    height:30px;           //高度 

    line-height:30px;       //行高 

    border:1px solid #000000;    //边框 

} 

.testLabel 

{ 

    background-color:#eeeeee;   //背景颜色 

    display:inline-block;    //呈现方式 

    width:20em;           //宽度 

    height:40px;           //高度 

    line-height:40px;       //行高 

    border:1px solid blue;       //边框 

} 

CSS 的定义方法可参阅 CSS 方面的相关技术书籍。 

2）在网页上引用样式表文件 

要使用样式表文件（如 firstPage.css）中定义的各种 CSS，必须在网页中添加对其引用。添加方法：

在网页的“源”视图中，在“</head>”标签前添加如下代码： 

<link href="../Lib/css/firstPage.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 

3）对网页元素应用 CSS 

要对网页标签应用某个特定的 CSS，方法如下： 

对 ASP.NET 标签而言：在“属性”窗口通过属性 CssClass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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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TML 标签而言：在“属性”窗口通过属性 class 引用。 

附录C.5 基于Windows平台的Android 开发快速指南 

1．Android studio 版本简介与软件的下载 

1） 版本简介 

Android studio（AS）内置的更新机制分为 canary、dev、stable、beta四个版本，主要区分在于

其稳定性。而 AS的更新机制默认是 stable版本，因此使有其他版本更新后成为 stable版本。 

（1）Canary（中文名金丝雀）是 AS最新发布的预览版，用于获取开发过程中的真实反馈，通常一

周更新一次，比如 Android  Studio 3.2 Canary 2、3、4.。。。,但是对应的也会有 stable，dev，

beta 版本，通常它用来形容一种最新但是并不完美的技术，也就意味着使用它可能会对产量和稳定性

造成影响。 

（2）Dev（开发版）是在 Canary 版本之后，经过完整测试之后即发布一个 Dev 版本，而在 Dev 版

本中选择相对稳定的发布为 Beta版本。 

（3）Beta（Beta版本）通常 Dev 版本中选择稳定的一个作为 Beta版本发行。而每发布一个 Beta

版本时，通常会同时发行一个 stable版本。 

（4）stable即稳定版本，或称正式版。 

对应初学者应选择 Beta版本 stable版本来进行开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2） 软件的下载 

Android studio需要 Java JDK的环境，安装 Android studio需先安装 Java JDK。因此，需要下

载 Java JDK 和 Android studio安装软件。软件可以从网络查找下载地址，下面以 ORACLE 和 Google

网站说明下载过程。 

（1）Java JDK 安装包的下载，Java JDK 可以从 ORACLE 上下载相应版本的 Java JDK，ORACLA

官方网站 Java JDK 下载链接：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dk8-downloads-2133151.html，根据开发者的开

发 PC 机所安装的操作系统，选择相应的 JDK 下载，如图 1 所示（注：版本为 Kit 8u151，可下载更新的版

本）。本手册中使用的 PC 的操作系统为 64 位 Windows7 操作系统，所以选择安装： 

 

注意：①Android Studio 要求 JDK 版本为 JDK7 及更高版本；②确认开发 PC 操作系统是 32 位还是 64

位，Windows 32 位机器下载相应版本

JDK “Windows x86”版本，Windows 64

位机器需下载 JDK “Windows x64”版

本。 

（2）Android Studio 安装包的下

载，Android Studio 安装包可以从：

https://developer.android.google.cn/studio/，下载相应的版本，如图 2 所示。由于国内对 Google 网站进

行了屏蔽，开发者也可以从 Android Studio 中文社区官网（http://www.android-studio. org/，如图 3 所

示）下载相应的安装包。 

说明：Android Studio 安装包分为含 SDK 版本和不含 SDK 版本下载，如果开发者有 SDK，那么

可以下载不含 SDK 版本。推荐在 AndroidStudio 官方网站进行下载，能够下载到最新版本的

AndroidStudio。 

 

 

 

 

 

 

 

 

 

 

 

 

 

 

        图 1 Java JDK 下载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jdk8-downloads-2133151.html
https://developer.android.google.cn/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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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droid studio 环境系统安装 

1）安装 Java JDK 

双击下载的“jdk-8u151-windows-x64.exe”安装文件，进入 Java JDK 安装向导，如图 4 所示。 

 

 

 

 

 

 

 

 

 

 

 

 

 

 

 

 

    图 4 Java JDK 安装向导 1               图 5 Java JDK 安装向导 2 

点击[下一步]，选择要安装的可选功能以及安装目录，如图 5 所示。 

建议：选择全部可选功能。大约需要占用 320M 内存空间。请记录这个安装路径，后面配置环境

变量时将会使用。 

点击[下一步]，提取安装程序，如图 6 所示。 

紧接着进入自动安装过程，如图 7 所示。 

当出现安装完成界面后，点击“关闭”按钮完成 Java JDK 的安装。 

 

 

 

 

 

 

 

 

 

 

 

 

 

 

 

 

 

    图 2 从 Google 官网上下载 Android Studio 安装包    图 3  从 Android Studio 中文社区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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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Java JDK 安装向导 3                 图 7 Java JDK 安装向导 4 

2）配置 Java JDK 环境变量 

（1）选择[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如图 8 所示。 

 

 

 

 

 

 

 

 

 

 

 

 

 

 

 

 

 

 

      图 8 配置 Java JDK 环境变量 1          图 9 配置 Java JDK 环境变量 2 

选择[系统变量]→[新建系统变量]，变量名：JAVA_HOME，变量值：Java JDK 安装目录（本手册

中 Java JDK 安装目录为：C:\Program Files\Java\jdk1.8.0_66），如图 9 所示。 

（2）在[系统变量]中找到 Path 变量，点击“编辑”按钮，在变量值最后添加：

“%JAVA_HOME%\bin;%JAVA_HOME%\jre\bin;”（注意：原来 Path 的变量值末尾如果没有“;”号，

先输入“;”号，然后在变量值末尾添加上面的内容）。 

3）检验 Java JDK 是否安装正确 

 

 

 

 

 

 

 

 

 

图 10 测试 java –version 命令 

按[Windows 键]+R，输入 CMD 运行 DOS 窗口，在窗口中输入命令：java -version（-version：查

看版本信息），若 Java JDK 安装正确，则出现如下信息，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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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在 DOS 窗口中输入命令：javac（javac 是 java 语言编程编译器），若 Java JDK 安装正确，则

出现如下信息，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测试 javac 命令 

通过以上两条命令的测试，若出现图 10 和图 11 的结果，说明 Java JDK 已正确配置和安装。 

4）安装 Android Studio 

以下 Android 3.0 版本为例说明安装过程，不同的 Android 版本安装过程所出现的界面有所不同，

但大同小异。双击“android-studio-xxx-windows.exe”安装文件，进入 Android Studio 安装过程，如图

12 所示。点击“next”进入如图 13 所示页面，选择安装的组件，建议全部选择。点击“next”按钮进

入如图 14 页面；点击“I Agree”按钮，进入修改选择 Android Studio 安装和 Android SDK 安装路径页

面，可以将 Android Studio 的安装到指定位置。如果按默认路径则直接点击“next”按钮，等待一段时

间，安装完成之后，将弹出图 16 所示界面。 

 

 

 

 

 

 

 

 

 

 

 

 

 

 

 

 

       图 12  Android Studio 安装          图 13 Android Studio 安装组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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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Android Studio 安装过程 3        图 15 Android Studio 安装过程 4 

 

 

 

 

 

 

 

 

 

 

 

 

 

 

 

 

 

     图 16  Android Studio 安装完成          图 17 初次运行报错界面 

进入到图 16 页面，说明 Android Studio 基本环境安装完成，点击“next”按钮进入初次打开

Android Studio 时的错误提示，如图如 17 所示。这说明没有安装 Android 的软件开发包 SDK，接下去

将进入 SDK 的安装。 

5）安装 SDK 

在图 17 页面上单击“cancel”按钮，自动弹出 SDK 安装的提示，此时可以修改安装 SDK 的路径，

但要注意电脑需要联网。点击“next”，将弹出如图 19 的界面，表示将要下载的数据所占的大小。如图

19 所示，本次安装所占的空间为 96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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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8 选择安装 SDK 路径               图 19  安装 SDK 工具 

点击“finish”开始下载安装，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因网速而异（如果 SDK 工具包已经下载，则

可以提高安装的速度）。需要几分钟，安装完成之后，在弹出的界面点击“finish”，将弹出如图 20 所示

的界面，说明 SDK 工具安装完成，进入到创建 Android 新工程或者打开已有的 Android 工程等操作页

面。 

 

 

 

 

 

 

 

 

 

 

 

 

 

 

 

图 20 SDK 工具安装完成  

6）导入 Android 样例工程与 SDK 配置 

 

 

 

 

 

 

 

 

 

 

 

      图 21 打开样例工程             图 22 创建 Gradle 工程信息 

  （1） Android 样例工程的导入 

在图 20 界面，选择“open an existing Android Studio project”，将弹出选择样例工程的窗口，如图 21

所示。可选择金葫芦的 Android App 样例工程导入。第一次导入工程时，需要较长时间去安装创建 Gradle

工程信息，如图 22 所示。样例工程导入后进入 Android 开发环境的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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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droid 工程环境 SDK 安装配置 

新导入工程还不能直接使用，需要安装配置工程依赖的 Android 版本 SDK 包。点击 Android Studio

右上角的 SDK Manager 快捷按钮 ，如图 23 所示；或者选择[Tools]→[Android]→ [ SDK 

Manager]，打开 SDK 管理窗口，如图 24 所示。 

 

 

图 23 SDK Manager 快捷按钮 

 

 

 

 

 

 

 

 

 

 

 

 

 

 

 

 

 

 

 

 

 

 

 

 

图 24  SDK 管理窗口 

在图 24 页面勾选 ，选择 SDK Platform 下面的工程相应的 Android 版本，本样例

工程是以 Android 6.0 的手机进程开发，因此至少选择如图 24 页面的选项，点击“Apply”，即自动下载

安装工程所需的 SDK 组件（注：电脑保持联网），如图 25 所示。另外要说明的是，如果勾选的 SDK 组

件较多时，整个安装过程较慢，所占用的磁盘空间较大，建议不要安装在系统 C 盘上，修改安装目录到

其它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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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安装工程所需 SDK 组件 

组件安装完成之后，请重启一下 Android Studio，原先导入过的工程也跟随自动打开。选中的工程

（打开工程中的任意一个文件即可），通过[Build]→[Rebuild Project]重新编译的工程，编译过后可能会

出现如图 26 所示的报错，点击蓝色的链接，Android Studio 将自动安装所需的工具和组件。如果报错问

题解决了，说明可以正确编译工程。 

 

 

 

 

 

 

 

 

 

 

 

 

 

 

 

 

图 26 编译工具缺失报错 

3．运行、调试环境安装 

Android APP 应用程序必须在 Android 平台上运行，因此 Android 应用开发时必须准备相关的运行、

调试环境。准备 Android 应用的运行、调试环境主要有如下 3 种方式： 

（1）Android 真机上运行、调试（真机调试速度快，效果较好）； 

（2）配置 Android 虚拟设备（即 AVD）； 

（3）使用第三方提供的 Genymotion 模拟器（详细的安装、使用教程可以参考百度经验：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ea51489e7d8bd52e61bba36.html）。 

1）使用真机作为运行、调试环境 

（1）用 USB 连接线将 Android 真机连接到电脑上； 

（2）在电脑上为真机安装驱动，不同厂商的 Android 真机的驱动略有差异，可以登录各厂商官网

下载驱动；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ea51489e7d8bd52e61bba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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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开真机调试模式，开启”开发者选项“（关于如何打开，可登录设备官网查看）； 

（4）选择 Android Studio 中[Run]→[Edit Configurations]，配置运行目标，选择“USB Device”，如

图 27 所示。 

 

 

 

 

 

 

 

 

 

 

 

 

 

 

 

 

 

 

 

 

 

 

 

图 27 选择真机作为运行、调试环境 

2）使用虚拟设备作为运行、调试环境 

Android SDK 为开发者提高了可以在电脑上运行的“虚拟设备”（AVD：Android Virtual Device）。 

（1）点击 Android Studio 菜单栏上个的 AVD Manager 快捷按钮“AVD Manager”，如图 28 所示。

或者选择[Tools]→[Android]→[AVD Manager]，打开 AVD 管理窗口，点击“Create virtual Device”按

钮。进入新建虚拟设备，选择虚拟设备的硬件配置，如图 29 所示。 

 

           图 28 AVD Manager 快捷按钮 

点击“next”按钮，选择 Android 系统镜像，如图 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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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9 选择虚拟设备硬件配置            图 30 选择 Android 系统镜像               

命名虚拟设备并确认配置，如图 31 所示。点击“Finish”，完成虚拟设备的创建。 

 

 

 

 

 

 

 

 

 

 

 

 

 

 

 

 

 

 

 

 

      图 31 命名虚拟设备并确认配置         图 32  Android 虚拟机 

（2）测试虚拟设备，虚拟设备的创建后，在弹出的窗口点击“Launch this AVD in the emulator”按

钮运行虚拟设备，如图 32 所示。 

3）开始调试 

     准备好真机或者虚拟机作为调试环境之后，选择 Android Studio 中[Run]→[Edit Configurations]，

配置运行目标，选择“USB Device”或者“emulator”，如图 27 所示选择调试的设备。然后，可以通过

[Run]下的[Run ‘App’]直接运行 App，或者[Debug ‘App’]调试 App（可以下断点），如图 33 所示。在物

理机或虚拟机上就能看到 APP 运行的界面。 

 

 

 

 

 

 

图 33 点击运行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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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6 微信小程序相关配置与使用方法 

1．小程序账号注册 

1）账号注册 

进入微信公众平台首页（https://mp.weixin.qq.com），位于网页中部的账号分类，选择第三个 “小程

序”，点击查看详情，进入小程序板块主页，页面最下部“接入流程”，点击前往注册，前往小程序注册

页面。 

（1）填写账号信息 

填入注册邮箱（此邮箱将用作登录账号，并且该邮箱之前未注册过微信小程序），和登录密码。 

（2）邮箱激活 

登录注册邮箱，点击激活邮件中的链接激活账号。 

（3）信息登记 

根据需要选择账号的主体类型，选择属于政府、媒体、企业、其他组织、个人中的一种，以个人账

号为例，需要填写如图 1 所示信息： 

 

 

 

 

 

 

 

 

 

 

 

 

 

 

 

 

 

 

 

 

 

 

 

 

 

 

图 1 主体信息登记 

2）小程序信息填写 

账号申请好后进入小程序管理平台，首先需要填写小程序相关信息，包括：小程序名称，小程序头

像，小程序介绍，以及选择服务类目。 

还需填写服务器域名，域名将绑定为小程序进行网页请求的合法地址，如图 2 所示。 

3）获得 appid 

登录 https://mp.weixin.qq.com，进入小程序管理平台，设置->开发设置，在开发者 ID 一栏中可以获

得自己小程序对应的 AppID。AppID 作为小程序账号的凭证，是当前小程序的唯一标识，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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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ppid 获取 

2．测试号 

除了正式的小程序账号之外，微信小程序还有一种测试号，对于没有申请小程序账号的用户，可以

使用测试号，根据个人的微信账号，将自动为你分配 AppID，还可以像正式的小程序账号一样填写服务

器域名信息，在真机上调试。 

1）获得 appID 

进入公网，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小程序开发文档→进入“小程序开发”栏目下的“工具”→在

左侧滚动菜单中找到“测试号”→在“申请测试号”栏目找到“申请地址”。 

单击“申请地址”会弹出“ ”页面，在“小程序测试号信息”栏目中可获得 AppID 和

AppSecret。如图 4 所示。 

 

 

 

 

 

 

 

 

图 4 测试号 appID 

2）配置访问域名信息 

同样，在该页面可以填写在小程序中需要访问的域名信息，如图 6 所示。在此填写或修改域名信息

后，重新打开开发环境。 

可以在开发环境中，点击“详情”按钮，在弹出的侧边栏中选择域名信息查看是否为已修改的域名

信息。未填写的域名或者不正确的域名将被认为是不合法地址，无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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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访问域名配置 

3．开发环境简明使用方法 

1）开发环境下载与安装 

微信小程序的开发环境为微信开发者工具，是一个可以进行小程序编辑，模拟和调试的开发工具，

可在 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devtools/download.html 进行下载。下载完成后，直接运

行安装包，选择安装目录，即可完成安装。 

2）导入现有工程 

微信 web 开发工具安装完成后，双击桌面的“微信 web 开发者工具”图标打开开发者工具。使用

微信手机客户端扫一扫进行登录，选择本地小程序项目，进行微信小程序开发。然后选择添加项目，进

行微信小程序工程的创建与导入。进入添加项目向导之后，需要填写项目目录，AppID，项目名称，如

图 6 所示。在项目目录中选择已有项目文件夹或者空文件夹（自动创建一个快速启动模板）。点击添加

“确定”完成添加。 

 

 

 

 

 

 

 

 

 

 

 

 

 

 

 

 

 

图 6 导入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debug/wxadoc/dev/devtools/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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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添加完成之后，将会看到微信小程序工程视图，如图 7 所示，总共有三大区域，分别是模拟器

视图、编辑器视图和调试器视图，非常简洁大方，很容易找到需要的功能。编辑器视图又分为目录结构

和代码区。 

 

 

 

 

 

 

 

 

 

 

 

 

 

 

 

 

 

 

 

 

 

 

图 7 微信小程序工程视图 

3）编译工程 

点击位于上方的“编译”按钮或者“Ctrl+B”可以进行编译，此时将会刷新模拟器视图。或者在“设

置”选项中选择“编辑设置”，选择“保存时自动编译小程序”，即可在保存时自动编译。若调试器的

“Console”选项卡中未出现 ERRORS，则编译通过，可以在模拟器中进行运行或者调试。 

4）程序的运行与调试 

编译完成后，可直接在模拟器上运行小程序。若填写过 AppID，可点击预览按钮，扫描二维码后在

手机上运行。 

小程序的调试和网页类似，可以在“Sources”选项卡中，选择需要调试的 js 文件，进行断点调试，

设置完断点，重新编译即可进行调试。 

小程序还支持远程调试功能。具体步骤与在模拟器上类似，只是直接在真机上测试。 

附录C.7 SQL Server 2012安装教程 

1．安装 SQL Server 的配置要求 

1) 软件环境 

SQL Server 2012 支持包括，Windows 10、Windows 7、Windows Server 2008 R2、Windows Server 

2008 Service Pack 2 和 Windows Vista Service Pack 2。 

2) 硬件环境 

SQL Server 2012 支持 32 位操作系统，至少 1GHz 或同等性能的兼容处理器，建议使用 2GHz 及以

上的处理器的计算机；支持 64 位操作系统，1.4GHz 或速度更快的处理器。最低支持 1GB RAM，建议

使用 2GB 或更大的 RAM，至少 2.2GB 可用硬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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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官网下载安装包 

登录微软官网网址①，找到如图 1 所示处，选择语言后点击下载。 

 

 

 

 

 

图 1 SQL 微软官网下载处 

32/64 位的 Windows 操作系统，需选择下载的安装包包括： 

(1) SQLFULL_x86/64_CHS_Core.box； 

(2) SQLFULL_x86/64_CHS_Intall.exe； 

(3) SQLFULL_x86/64_CHS_Lang.box。 

点击下载，完成下载。 

3．安装 SQL Server 2012 

将下载的安装包放在同一个目录下，双击运行可执行文件 CHSx86SQLFULL_x86/64_CHS_Intall.exe;

等待该执行文件运行完毕，生成文件夹 SQLFULL_x86_CHS，如图 2 所示，打开此文件夹，运行

SETUP.EXE，进入 SQL Server 2012 安装中心。 

 

 

 

 

 

 

图 2 解压缩 SQL 压缩包 

如图 3 所示，在安装中心左侧菜单栏中打开安装界面，选择“全新 SQL Server 独立安装”选项，

进入安装程序。 

 

 

 

 

 

 

 

 

 

 

 

 

 

 

 

 

 

 

图 3 SQLServer 安装中心 

在安装程序中一路点选“下一步”与勾选“接受协议”，进入安装程序支持规则时，需留意规则检

查结果，若规则检查结果状态为”未通过”，则可能会导致后面安装失败的结果，如图 4 所示。 

 

                                                        
① SQL Server2012 微软下载网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2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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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QLServer 安装支持规则 

一直选择“下一步”，直到进入功能选择界面，如图 5 所示。勾选图 5 中“实例功能”和“共享功

能”的所有选项，再点击下一步继续。 

 

 

 

 

 

 

 

 

 

 

 

 

 

 

 

 

 

图 5 SQLServer 功能选择 

一路点选“下一步”，进入数据库引擎配置界面，如图 6 所示。选择身份验证模式为“混合模式”。

设置指定密码，并添加当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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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SQLServer 数据库引擎配置 

一路点选“下一步”，进入 Analysis Services 界面，如图 7 所示。服务器模式选择“多维和数据挖掘

模式”，添加当前用户。 

 

 

 

 

 

 

 

 

 

 

 

 

 

 

 

 

 

 

 

图 7 SQL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配置 

 

一路点选“下一步”，进入“分布式重播控制器”界面，如图 7 所示。服务器模式选择，点击“添

加当前用户”，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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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SQLServer Analysis Services 配置 

一路点选 “下一步”，直到完成安装，若无报错信息发生，SQL Server2012 应该是成功安装完毕了，

此时可以开始使用 SQLServer 数据库服务。 

4．将数据库文件附加到 SQL Server 2012 中 

将网上光盘中的“..\04-Soft\02-HCI\ DataBase”文件拷贝至云服务器中。 

安装好 SQL Server 2012 之后，需要首先导入数据库 AHL-IoT（数据库名称用户可以修改），然后设

置登录名及用户映射才能为 CS-Monitor 提供数据服务，下面来阐述整个过程。 

1）设置数据库文件的访问权限 

由于 windows 默认登录的账户对该数据库文件的访问

权限不足，因此，可能需要设置权限。操作步骤如下： 

（1）在 DataBase 文件夹下，鼠标右击“AHL-IoT.mdf”

文件，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窗口上部选择“安全”选项卡； 

（2）点击界面中的“编辑”； 

（3）在弹出窗口中选择“Users”，并将“完全控制”项

打钩，如图 8 所示。 

（4）单击“应用”，然后单击“确定”。 

2）导入数据库 

运行 SQL 数据库的数据管理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登录到云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服务器上。

在如图 9 所示，右击“数据库”，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附

加（A）”。在弹出的窗体中选择“添加（A）”，找到刚才拷贝

的“AHL-IoT.mdf”文件，选中它，点击“确定(O)”,就将数

据库附加到服务器上了。若导入时，出现日志文件缺失问题，

删除导入日志文件 AHL-IoT_log.ldf 即可。最后，按“F5”

刷新，此时可见 AHL-IoT 数据库已经附加到服务器中。 

 

 

 

 

 

 

 

 

 

 

 

 

 

 

 

 

 

 

 

 

 

图 8 修改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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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SQL Server 2010 管理软件中附加数据库 

3）新建用户 

为保证数据库服务器的安全性，在 CS-Monitor 登录数据库服务器时不建议使用管理员用户进行操

作，需要新建一个只有访问 AHL-IoT 数据库权限的用户。使用数据库管理员用户登录“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后，右击“安全性”下的“新建(N)”，再选择“登录（L）”。 

在弹出的如图 10 所示的窗体中选择“SQL Server 身份验证(S)”,在“登录名(N)”后的文本框中输入

登录名（如“AHL-IoT-Suda”），在“密码(P)”、“确认密码(C)”中输入登录密码（如“Suda_DB”），将

“强制实施密码策略(F)”、“强制密码过期(X)”、“用户在下次登录时必须更改密码(U)”选项框前的对勾

去掉，其中用户名密码用户可以自行选择，但需要同时修改 CS-Monitor 中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中的用

户名和密码。 

 

 

 

 

 

 

 

 

 

 

 

 

 

 

 

 

 

图 10 新建用户 

4）设置用户映射 

如图 11 所示，在登录名“AHL-IoT-Suda”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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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用户映射设置 

在左边“选择页”中选择“用户映射”。在右上“映射到此用户名的用户(D)”中，选择“AHL-IoT”

数据库前的“映射”复选框。在右下“数据库角色成员身份(R)”中选择“db_datareader”、“db_datawriter”、

“db_ddladmin”、“db_owner”、“public”五个选项前的复选框，最后按“确定”按钮。 

如果提示出错，可先检查“数据库\AHL-IoT \安全性\用户”下是否已经存在“AHL-IoT-Suda”用户

名，如果已经存在，请先删除该用户名再进行添加。做完“用户映射”后，CS-Monitor 程序就可以在数

据库连接字符串①中使用 “AHL-IoT-Suda” 用户名，密码“Suda_DB”，连接“AHL-IoT”数据库了。 

5）设置状态 

如图 12 所示，在登录名“AHL-IoT-Suda”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 

 

 

 

 

 

 

 

 

 

 

 

 

 

 

 

 

 

 

 

 

图 12 登录名属性设置 

在左边“选择页”中选择“状态”，然后选择“授予(G)”、和“已启用(E)”单选按钮。 

                                                        
① 数据库连接字符串（ConnectionStrings）：连接字符串的是一个以分号为界，划分键、值参数对的列表。连接字符

串分为两种：Windows 身份验证和 SQL Server 身份验证。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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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登录设置 

 

6）登录设置 

如图 13 所示，在服务器名上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 

在左边“选择页”中选择“安全性”，然后“SQL Server 和 Windows 身份验证模式(S)”单选按钮。 

7）TCP/IP 设置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搜索(S)”，并输入“SQL Server 配置管理器”，会进入 SQL Server 配置管理

器界面。如图 14 所示，选择“SQL Server 网络配置”下的“MSSQLSERVER 的协议”，然后依次右击

启动“TCP/IP”、“Shared Memory”和“NamesPipes”。点击“SQL Server 服务”，右击“SQL 

Server(MSSQLSERVER)”重新启动该服务。 

  

   

 

 

 

 

 

 

 

 

图 14 TCP/IP 设置 

5．修改“App.config”文件 

在服务器上安装了 Visual Studio 2013 开发环境前提下。打开工程中的“App.config”文件，找到如

下所示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 connectionString 项，要修改的内容为 value 键值中的 server、user、pwd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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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项。下面先介绍这几项的含义。 

1）server 

“server=xxx.xxx.xxx.xxx”用来指明数据库服务器的地址，因为数据库安装在云服务器上，所以这

里的 IP 地址就是云服务器的地址，将 xxx.xxx.xxx.xxx 修改成为用户自己的云服务器的 IP 地址。 

2）user、pwd 

数据库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需要修改成用户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3）database 

数据库名称，在一个数据库服务器中可以包含多个具体的数据库，database 用来指明用户使用的数

据库名称。 

例如本例数据库所在云服务器 IP 地址为 122.112.217.197，用户名 user 为 AHL-IoT-Suda，密码 pwd

为 Suda_DB，使用的数据库名为“AHL-IoT”，对 connectionString 项的修改应为如下代码所示。 

<!--4.以 SQL Server Studio 访问远程数据库--> 

<add key="connectionString" 

 value="server=122.112.217.197;user=AHL-IoT-Suda;pwd=Suda_DB;database=AHL-IoT "/> 

选择菜单“生成\重新生成解决方案” 即可重新生成可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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