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设计相关规范
3.1 CodeWarrior 环境下工程组织规范
现在，实验室使用的 16 位、32 位芯片的软件开发平台主要是 CodeWarrior IDE，所以
下面就以 CW 环境下的工程文件组织方法为例来介绍嵌入式软件工程组织规范。当然，如
果使用其他 MCU 软件开发环境，也应当尽量遵循这个规范。

1. 工程文件结构
如下图给出了小灯闪烁工程相关源文件的树型结构。

图1 小灯闪烁工程相关源文件的树型结构

1）汇编程序文件
在“汇编程序”中包含的文件与工程初始化相关，包括工程启动文件“steup.s”与中断
向量表文件“vectors.s”
，由于源代码完全使用汇编语言编写，故将其独立作为一类。

2） C语言程序文件和头文件
C 语言程序文件和头文件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例如，includes.h 与 main.c、isr.h 与 isr.c、
GeneralFun.h 与 GeneralFun.c、GPIO.h 与 GPIO.c 等。C 语言程序文件又分为如下 3 类：

（1）主函数文件和中断函数处理文件
一般嵌入式软件的执行流程有两条线，一条是主循环，另一条就是中断请求处理，分别
对应了 main.c 和 isr.c 文件，因此将这两个文件与其他文件分开管理。
（2）总体框架程序文件
总体框架程序文件中包含的是通用程序文件，这些文件在每一个工程都会使用到。例如,
图 1 小灯工程中的 GeneralFun.c 文件，它提供了常用的功能性子函数，如延时子函数等，像
这些框架性的文件，每个工程都要包含。
（3）软件构件
每个功能实体，或叫作“构件”，都对应一个软件构件程序文件。例如，图 1 小灯工程
中的 Light.c 就是用于指示灯控制的“Light”构件。
由于头文件基本上是与 C 语言程序文件一一对应的，所以对头文件也是如此分类，这
里不再赘述。

3） 链接文件
链接文件的后缀名为.lcf，它是一个地址链接文件，用于告诉编译器代码是如何安放在
具体的地址空间的。

4） 工程说明
工程说明文件用来放对构件的描述、测试用例和系统的硬件接线等信息，还可以将调试
心得以及工程的变更信息和注意事项放在其中。特别注意，要重视工程说明文件，必要的工
程说明对于软件开发者的交互是非常必要的。

2. 不带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程序组织结构
1）保证各模块的松散耦合性质
各个模块之间不能有横向联系，从程序中删除某个模块的代码，不能影响到整个系统的
运行。模块之间禁止使用全局变量传递参数，底层模块的驱动不能使用全局变量，尽可能少
的使用文件级变量。编写底层驱动模块不要考虑具体项目应用，只依照模块本身应有的功能
来编写，要保证其通用性。

2）嵌入式程序组织
无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程序分主程序和中断处理程序两条主线，设计时主程序一定要有流
程图的概念，中断处理程序与主程序通过全局变量进行交互。主程序的流程一定要清晰化，
中断处理程序一定简单化，不要过多占用系统时间。

3）主程序的结构
主程序的一般结构为：芯片初始化—>模块初始化—>内存变量初始化—>开放中断—>
进入系统总循环。通常各个模块中断的开启与关闭语句，可在相关的头文件中用宏定义来固
定成类似函数调用的形式供主函数和中断处理函数调用。在主程序中开放总中断的语句，应
该放置在进入系统总循环之前的几句代码处。在开放总中断之前，一定要保证芯片、模块以
及内存变量的初始化圆满完成。若检测到看门狗复位，可以视情况决定是否重新执行内存变
量初始化过程。若检测到短时间内在同一地方产生多次 COP 复位，则可判定系统在该处有
问题。
要考虑主循环周期的两个极限，即最快和最慢时执行一次的时间。尽可能降低最大极限
时间的数值，使得最小和最大两个极限时间的差异不是很大。看门狗喂食不要到处加，不能

加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一般加在主循环中的开头的语句中，要考虑最大极限时间的影响。
要留两个小灯用于系统状态的显示：运行指示灯和错误指示灯。
在主循环中，对任务进行合理的切分，用全局的状态变量作为信号量来实现各个任务之
间的通信。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主循环的最大极限时间，提高系统的实时性能。

4）中断处理程序
除非实时要求非常高，否则不要在中断中直接干预硬件，且中断程序尽可能简单化，使
用的全局变量也应尽量少。

3. 注意事项
在实际编程过程中，除了要按上述方法组织工程文件之外，还要注意如下几点：
（1）工程中可以定义全局变量，但只能在 includes.h 中定义。
（2）只有 main.c 和 isr.c 可以直接使用全局变量，其他程序文件尽量不要使用全局变量，
如果要用，也要用传址的方式实现，不得直接使用。
（3）main.c 文件要尽量做到与芯片无关，即主程序不应直接控制底层构件，而要通过
调用构件函数来控制构件。
（4）主循环中的代码如果太长，可以按功能划分成多个函数，放在主函数之后，这些
函数在 main.c 中声明即可，不必放在 includes.h 中。
（5）在每个软件构件的头文件中，要有对该构件的描述信息，一般用“/*……*/”括
起来，以方便软件构件的移植和使用。
（6）总中断和模块中断的开和关，应当在 isr.h 文件中以宏的形式定义。

3.2 MCU-C 程序基本编程规范
1．概述
为了提高源程序的质量和可维护性，从而最终提高软件产品生产力，特编写此规范。本
标准规定了程序设计人员进行程序设计时必须遵循的规范。本规范主要针对单片机编程语言
和 08 编译器而言，包括排版、注释、命名、变量使用、代码可测性、程序效率、质量保证
等内容。

2．命名规则
1）命名基本原则
（1）命名清晰明了，有明确含义，使用完整单词或约定俗成的缩写。通常，较短的单
词可通过去掉元音字母形成缩写；较长的单词可取单词的头几个字母形成缩写。即"见名知
意"。
（2）命名风格要自始至终保持一致。
（3）命名中若使用特殊约定或缩写，要有注释说明。
（4）为了代码复用，命名中应避免适用与具体项目相关的前缀。
（5）应使用英语命名。

2）预定义(#define)
只使用大写字母，下划线和数字。
例如： #define

MAX_LENGTH

1

3）宏和常量命名
只使用大写字母，下划线和数字。宏和常量用全部大写字母来命名，词与词之间用下划
线分隔。对程序中用到的数字均应用有意义的枚举或宏来代替。

4）变量命名
变量命名规则： <<范围>_类型>名称。

范围
结构体的 成 员变量
静态变量
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

前最
m_
s_
g_
无前缀

类型
指针（Pointer）
枚举（Enumeration）
布尔（Boolean）
浮点（Float）
双精度（Double）
字符（Char）
结构（Structure）
其他数字 类 型, e.g.
byte, (unsigned) int, (unsigned)long int,
(unsigned)short, (unsigned) short int,
(unsigned) long long

前缀
p
e
b
f
d
c
st
n

例如：

//全局变量
int g_nMaxCount;
//函数体内局部变量
MyEnumType
eParsingMode;
局部循环体控制变量优先使用 i、j、k 等；局部长度变量优先使用 len、num 等；临时
中间变量优先使用 temp、tmp 等。

5）结构和类型定义（typedef）
按 Camel-Style 方式命名，如 ThisIsAnExampleStructOrEnumOrTyedef 。避免使用下划线。

6）枚举
按 Camel-Style 方式命名，如 ThisIsAnExampleStructOrEnumOrTyedef 。避免使用下划
线。
Enum DataSetState
{
ValidModified = 1,
InvalidModified = 2,
AllDataLoaded = 3
}

7）函数命名
按 Camel-Style 方式命名， ThisIsAnExampleMethod。

8）文件命名
一个文件包含一类功能或一个模块的所有函数，文件名称应清楚表明其功能或性质。每
个.c 文件应该有一个同名的.h 文件作为头文件。

3．注释
1）注释基本原则
有助于对程序的阅读理解，说明程序在"做什么"，解释代码的目的、功能和采用的方法。
一般情况源程序有效注释量在 30％左右。 注释语言必须准确、易懂、简洁。边写代码边注
释，修改代码同时修改相应的注释，不再有用的注释要删除。 汇编和 C 中都用"//"，取消";"
不使用段注释" /* */ "（调试时可用）。

2）文件注释
文件注释必须说明文件名、项目名称、函数功能、创建人、创建日期、版本信息等相关
信息。修改文件代码时，应在文件注释中记录修改日期、修改人员，并简要说明此次修改的
目的。所有修改记录必须保持完整。 文件注释放在文件顶端，用"/*……*/"格式包含。 注
释文本每行缩进 4 个空格；每个注释文本分项名称应对齐。
/***********************************************************
文件名称：
项目名称：
作 者：
版 本：

说 明：
修改记录：
***********************************************************/

3）函数注释
函数头部注释应包括函数名称、函数功能、入口参数、出口参数等内容。如有必要还可
增加作者、创建日期、修改记录（备注）等相关项目。 函数头部注释放在每个函数的顶端，
用"/*……*/"的格式包含。其中函数名称应简写为 FunctionName()，不加入、出口参数等信
息。
/***********************************************************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备 注：
***********************************************************/

4）代码注释
代码注释应与被注释的代码紧邻，放在其上方或右方，不可放在下面。如放于上方则需
与其上面的代码用空行隔开。一般少量注释应该添加在被注释语句的行尾，一个函数内的多
个注释左对齐；较多注释则应加在上方且注释行与被注释的语句左对齐。通常，分支语句（条
件分支、循环语句等）必须编写注释。其程序块结束行"｝"的右方应加表明该程序块结束的
标记"end of ……", 尤其在多重嵌套时。例如：
int

nNum = 7;

//

注释 。。
。

// 注释。。。
for(int i = 0 ; I < nNum; i++)
{
If( i = = 0)
{
// code……
}
else
{
//code
} //end of if(i == 0)
} // end of for (i)

5）变量、常量、宏的注释
同一类型的标识符应集中定义，并在定义之前一行对其共性加以统一注释。对单个标识
符的注释加在定义语句的行尾。 全局变量一定要有详细的注释，包括其功能、取值范围、
哪些函数或过程存取它以及存取时的注意事项等。 注释用"//…//"的格式。

4．统一类型别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8 位无符号数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 // 16 位无符号数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 // 32 位无符号数
typedef char
int8;
// 8 位有符号数
typedef short int
int16;
// 16 位有符号数
typedef int
int32;
// 32 位有符号数
//不优化变量类型
typedef volatile uint8
vuint8;
// 8 位无符号数
typedef volatile uint16
vuint16; // 16 位无符号数
typedef volatile uint32
vuint32; // 32 位无符号数
typedef volatile int8
vint8;
// 8 位有符号数
typedef volatile int16
vint16;
// 16 位有符号数
typedef volatile int32
vint32;
// 32 位有符号数

5．编码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代码的每一级均往右缩进 4 个空格的位置
不使用 Tab 键
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要加空行
括号内侧（即左括号后面和右括号前面）不加空格，多重括号间不加空格。如：
SetName(GetFunc())
函数形参之间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空格（形参逗号后面加空格），如：
CallFunction(para1, para2, para3)，而 CallFunction(para1,para2,para3) 不符合要求。
操作符前后均加一个空格，如： nSum = nNunm1 + nNum2 。而 nSum=nNunm1+nNum2
则不符合要求。
单目操作符，如"!"、"~"、"++"、"-"、"&"（地址运算符）等，后面不加空格，如：i++ ，
pName = &name，bRes = !(x < 10)。
if、else if、else、for、while 语句无论其执行体是一条语句还是多条语句都必须加花括
号，且左右花括号各独占一行。
Switch 语句必须包含 default 分支。如：
Switch(nNum)
{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Default:
break
}
一个函数不要超过 80 行代码。

3.3 项目基本工作流程
1．创建工作目录
只有在规范的项目流程指导下，才能做出规范的项目。下面是苏州大学 Freescale 实验
室近几年来做若干项目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规范，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在项目开始的时候，要给项目建立一个文件夹，专门来记录项目有关的材料，
文件夹以项目命名。在这个文件夹下，我们列出五个子文件夹，分别命名为 01 文档、02 资
料、03 软件、04 硬件、05 其它。这样就可以将各种各样的资料分门别类的放在相应的文件
夹中。当然在子文件夹中也可以根据需要再建立子文件。
01 文档中存放在实验过程中写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需求分析、项目技术要点等文档。
Word 文档有对应的规范，详细请见实验室内部资料 Word 文档规范；
02 资料里面可以存放实验室内部的一些参考资料，也可以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些资
料，用子文件夹将其整理好，最好标上日期，方便以后查找使用方便；
03 硬件存放用 Protel 软件制作的制造硬件板的原理图和 PCB 板图。使用 Protel 软件也
有一定的规范，详细请见实验室内部资料 Protel 制作 PCB 板的规范。
04 软件用于存放软件设计材料。实验室也有内部规范，详细请见实验室内部资料。
其他材料放在 05 其他里面。
其次，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问题要跟客户进行交流，写出需求分析，放在 01 文
档子文件夹中。记得要写备忘录，记上日期。可以放在 05 其他中也可以放在 01 文档里。
再次，在设计文档的最后留一些地方，用来存放后序工作的补充，文档记录，过程记录，
USB 测试等等。
最后，在项目认为可以交的时候，交给实验室一份，包括剩下来的硬件材料等等。
对于一个新的项目，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始一个新项目的设计。

2．需求分析
本节主要是在原始需求文档的基础上理解需求方的具体要求及细节，完全吃透需要方的
要求，并以文档的形式记录下来。
需求分析主要可分为系统概述和输入输出分析两个部分，具体内容可以按实际需求进行
细分。

1）系统概述
系统概述部分主要是在原始需求文档基础上进一步理解需求方的意图，转化为自己的语
言。
为更加清晰的表达需求，可以采用立体图的形式表示整个系统，图中应尽量体现项目中
所有的要素，并配合简要的解释说明。同时可以用表格的形式对关键要素进行分析比较。
对于系统的整个工作流程也应该在这部分进行叙述，对于复杂的工作流程可以采用流程
图的形式。同时系统的工作流程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也要分别进行叙述。

2）输入输出分析
在一个具体的项目中，输入输出信号一般比较多，所以在本节开始的地方就应该使用一
个系统框图来详细描述所有的输入输出量。在该系统框图中用箭头的形式表示输入输出，同

时图中一定不要涉及到 MCU 的具体引脚。具体可参照标准文档。
在系统框图之后应该采用表格形式具体描述每一个输入输出信号。列表时首先对所有的
输入输出信号按模块进行归类并给其相应的编号；同时将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模拟量
输入和模拟量输出也要分开。表头可具体有：类型、编号、名称、命名、来源和备注这几列。
其中备注是用来描述信号的具体功能及其要注意的地方等信息。
这一部分可以直接拷贝标准文档，直接修改里面的内容即可。

3．硬件设计
硬件设计是在充分分析之后，根据系统的所需进行相应的硬件电路的设计。
在硬件原理设计部分主要是按各个硬件功能模块用虚线框括起来，并配备简短的说明，
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布 PCB 板的时候需要注意细节问题，如电源线宽，最小系统等部分。
硬件设计方法和规则请参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具体的硬件设计细节可参见详细的电路设计要求和标准的电路图。

4．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部分主要可分为功能模块的程序设计和总体的功能实现，实际上功能模块的程
序设计是可以与硬件设计部分同时进行的。
功能模块的程序主要就是实现各个功能模块的驱动程序，例如串行通信、键盘、液晶显
示等。这部分程序实验室很大一部分是有基础的，可以在参考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改动。
总体功能的实现就需求方最终的产品功能，就是按照需求分析的结果来进行程序设计。
在程序设计上需要安装一定的规范来编写，如头文件的合理安排、一行的长度、注释声
明等的规范，具体请参见详细的软件设计规范。
需要注意的是，在项目交付前，必须检查以下工作是否已经完成：
（1）考虑热复位和冷复位，防止死机现象，即使是有休眠状态的设备也要考虑该问题。
在重要的阶段将变量值写到 flash。
冷复位（Restart）：单片机从没加电到加上电源,而自动产生的复位称为冷复位。
热复位（Reset）：单片机在已经通电的情况下,给它一个复位信号,称为热复位。
冷复位会使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和数据存储器（RAM）的内容都改变;而
热复位只是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内容改变而单片机的内部数据存储器（RAM）的内
容不变。
（2）在程序合适的地方加看门狗。
（3）重视对一些特殊的模块定期做初始化，如 LCD、LED、IC 卡和时钟模块等。
（4）在适当的时间将整个系统人工复位一下。
（5）充分利用指示灯，如运行、故障、报警指示灯等；充分利用显示器件，如 LCD 等。
在主循环之前就要对指示灯进行干预。
（6）加上保密字节。

5. 测试
1）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是用来测试我们所开的发产品的功能和性能是否符合客户的要求。所以，一旦
需求规格说明书制定以后，就需要制定系统测试计划，根据功能点编写测试用例，测试结束
后填写测试报告。
测试计划主要制定：
(1) 需要测试的对象
(2) 测试对象所需要用到的测试用例
(3) 测试环境
(4) 测试工具
测试用例主要用来制定某个功能点的测试步骤，定义测试前提，测试通过与否的标准。
如下表格给出了测试用例的样例。
测试用例名
称

标签正确循环发送

测试内容

本测试用例用来测试标签是否将标签数据按照每 3 秒发送一次的频率
向外发送

测试工具和对象

标签 1 个，测试用 PC 一台(连接标签发送监控器)，标签发送监控器，
TagSendingMonitor.exe。

前提条件

1.测试用的串口工作正常
2.标签发送监控器正常工作
3.标签写入测试软件 TagSendingMonitor.exe 正常工作
4.标签中已写入有效标签数据

特别说明
测试步骤
1

标签发送监控器与电脑串口相连。

2

运行 TagSendingMonitor.exe，设置波特率为 38400

3

标签监控器上电运行一到两分钟

4

观察 TagSendingMonitor.exe 界面输出

5

若界面输出的标签内容与写入的数据一致，并且大概每 3 秒收到一个
标签数据，则认为测试通过；否则认为失败。

测试报告主要汇总各个测试用例的测试结果，记录测试过程中的一些数据。

2）构件测试
构件是以面向硬件对象的设计理念，封装出来的软件模块，是嵌入式应用软件的组成基
础。所以每个构建必须经过严格的测试。具体测试方法和流程，请参见：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3.4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指理解用户需求，就软件功能与客户达成一致，估计软件风险和评估项目代
价，最终形成开发计划的一个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确是处在主导地位，需求分
析工程师和项目经理要负责整理用户需求，为之后的软件设计打下基础。需求分析阶段结束
后，要求得到：①SRS 文档(System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②DRM 文档；③Acceptance
Plan。
从广义上理解：需求分析包括需求的获取、分析、规格说明、变更、验证、管理的一系
列需求工程。狭义上理解：需求分析指需求的分析、定义过程。

1. 为什么要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就是分析软件用户的需求是什么。如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
开发出的软件却没人要，那所有的投入都是徒劳。如果费了很大的精力，开发一个软件，最
后却不满足用户的要求，从而要重新开发过，这种返工是让人痛心疾首的。(相信大家都有
体会)比如，用户需要一个 for linux 的软件，而你在软件开发前期忽略了软件的运行环境，
忘了向用户询问这个问题，而想当然的认为是开发 for windows 的软件，当你千辛万苦地开
发完成向用户提交时才发现出了问题，那时候你是欲哭无泪了，恨不得找块豆腐一头撞死。
需求分析之所以重要，就因为他具有决策性，方向性，策略性的作用，他在软件开发的
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家一定要对需求分析具有足够的重视。在一个大型软件系统
的开发中，他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程序设计。

2. 需求分析的任务
简言之，需求分析的任务就是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就是要全面地理解用户的各项要
求，并准确地表达所接受的用户需求。

3. 需求分析的过程
需求分析阶段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问题识别、分析与综合、制订规格说明、评
审。

1）问题识别
就是从系统角度来理解软件，确定对所开发系统的综合要求，并提出这些需求的实现条
件，以及需求应该达到的标准。这些需求包括：功能需求(做什么)，性能需求(要达到什么
指标)，环境需求(如机型，操作系统等)，可靠性需求(不发生故障的概率)，安全保密需求，
用户界面需求，资源使用需求(软件运行是所需的内存，CPU 等)，软件成本消耗与开发进度
需求，预先估计以后系统可能达到的目标。

2）分析与综合
逐步细化所有的软件功能，找出系统各元素间的联系，接口特性和设计上的限制，分析
他们是否满足需求，剔除不合理部分，增加需要部分。最后，综合成系统的解决方案，给出
要开发的系统的详细逻辑模型(做什么的模型)。

3）制订规格说明书
即编制文档，描述需求的文档称为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请注意，需求分析阶段的成果
是需求规格说明书，向下一阶段提交。

4）评审
对功能的正确性，完整性和清晰性，以及其它需求给予评价。评审通过才可进行下一阶
段的工作，否则重新进行需求分析。

4. 需求分析的方法
需求分析的方法有很多。这里只强调原型化方法，其它的方法如：结构化方法，动态分
析法等(个人认为，对初学者不必深究这些方法，实际上我也从来没用过这些方法)在此不讨
论。
原型化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原型就是软件的一个早期可运行的版本，它实现了目标系统
的某些或全部功能。
原型化方法就是尽可能快地建造一个粗糙的系统，这系统实现了目标系统的某些或全部
功能，但是这个系统可能在可靠性，界面的友好性或其他方面上存在缺陷。建造这样一个系
统的目的是为了考察某一方面的可行性，如算法的可行性，技术的可行性，或考察是否满足
用户的需求等。如，为了考察是否满足用户的要求，可以用某些软件工具快速的建造一个原
型系统，这个系统只是一个界面，然后听取用户的意见，改进这个原型。以后的目标系统就
在原型系统的基础上开发。
原型主要有三种类型：探索型，实验型，进化型。探索型：目的是要弄清楚对目标系统
的要求，确定所希望的特性，并探讨多种方案的可行性。实验型：用于大规模开发和实现前，
考核方案是否合适，规格说明是否可靠。进化型：目的不在于改进规格说明，而是将系统建
造得易于变化，在改进原型的过程中，逐步将原型进化成最终系统。
在使用原型化方法是有两种不同的策略：废弃策略，追加策略。废弃策略：先建造一个
功能简单而且质量要求不高的模型系统，针对这个系统反复进行修改，形成比较好的思想，
据此设计出较完整，准确，一致，可靠的最终系统。系统构造完成后，原来的模型系统就被
废弃不用。探索型和实验型属于这种策略。
追加策略：先构造一个功能简单而且质量要求不高的模型系统，作为最终系统的核心，
然后通过不断地扩充修改，逐步追加新要求，发展成为最终系统。进化型属于这种策略。

5. 需求分析的 20 条法则
客户与开发人员交流需要好的方法。下面建议 20 条法则，客户和开发人员可以通过评
审以下内容并达成共识。如果遇到分歧，将通过协商达成对各自义务的相互理解，以便减少
以后的磨擦(如一方要求而另一方不愿意或不能够满足要求)。

1）分析人员要使用符合客户语言习惯的表达
需求讨论集中于业务需求和任务，因此要使用术语。客户应将有关术语(例如：采价、
印花商品等采购术语)教给分析人员，而客户不一定要懂得计算机行业的术语。

2）分析人员要了解客户的业务及目标
只有分析人员更好地了解客户的业务，才能使产品更好地满足需要。这将有助于开发人
员设计出真正满足客户需要并达到期望的优秀软件。为帮助开发和分析人员，客户可以考虑
邀请他们观察自己的工作流程。如果是切换新系统，那么开发和分析人员应使用一下目前的
旧系统，有利于他们明白目前系统是怎样工作的，其流程情况以及可供改进之处。

3）分析人员必须编写软件需求报告
分析人员应将从客户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进行整理，以区分业务需求及规范、功能需求、
质量目标、解决方法和其他信息。通过这些分析，客户就能得到一份“需求分析报告”，此
份报告使开发人员和客户之间针对要开发的产品内容达成协议。报告应以一种客户认为易于
翻阅和理解的方式组织编写。客户要评审此报告，以确保报告内容准确完整地表达其需求。
一份高质量的“需求分析报告”有助于开发人员开发出真正需要的产品。

4）要求得到需求工作结果的解释说明
分析人员可能采用了多种图表作为文字性“需求分析报告”的补充说明，因为工作图表
能很清晰地描述出系统行为的某些方面，所以报告中各种图表有着极高的价值；虽然它们不
太难于理解，但是客户可能对此并不熟悉，因此客户可以要求分析人员解释说明每个图表的
作用、符号的意义和需求开发工作的结果，以及怎样检查图表有无错误及不一致等。

5）开发人员要尊重客户的意见
如果用户与开发人员之间不能相互理解，那关于需求的讨论将会有障碍。共同合作能使
大家“兼听则明”。参与需求开发过程的客户有权要求开发人员尊重他们并珍惜他们为项目
成功所付出的时间，同样，客户也应对开发人员为项目成功这一共同目标所做出的努力表示
尊重。

6）开发人员要对需求及产品实施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
通常客户所说的“需求”已经是一种实际可行的实施方案，分析人员应尽力从这些解决
方法中了解真正的业务需求，同时还应找出已有系统与当前业务不符之处，以确保产品不会
无效或低效；在彻底弄清业务领域内的事情后，分析人员就能提出相当好的改进方法，有经
验且有创造力的分析人员还能提出增加一些用户没有发现的很有价值的系统特性。

7）描述产品使用特性
客户可以要求分析人员在实现功能需求的同时还注意软件的易用性，因为这些易用特性
或质量属性能使客户更准确、高效地完成任务。例如：客户有时要求产品要“界面友好”或
“健壮”或“高效率”，但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太主观了并无实用价值。正确的做法是，分
析人员通过询问和调查了解客户所要的“友好、健壮、高效所包含的具体特性，具体分析哪
些特性对哪些特性有负面影响，在性能代价和所提出解决方案的预期利益之间做出权衡，以
确保做出合理的取舍。

8）允许重用已有的软件组件
需求通常有一定灵活性，分析人员可能发现已有的某个软件组件与客户描述的需求很相
符，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人员应提供一些修改需求的选择以便开发人员能够降低新系统的开
发成本和节省时间，而不必严格按原有的需求说明开发。所以说，如果想在产品中使用一些
已有的商业常用组件，而它们并不完全适合您所需的特性，这时一定程度上的需求灵活性就
显得极为重要了。

9）要求对变更的代价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估
有时，人们面临更好、也更昂贵的方案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这时，对需求变更的
影响进行评估从而对业务决策提供帮助，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客户有权利要求开发人员通
过分析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评估，包括影响、成本和得失等。开发人员不能由于不想实施变
更而随意夸大评估成本。

10）获得满足客户功能和质量要求的系统
每个人都希望项目成功，但这不仅要求客户要清晰地告知开发人员关于系统“做什么”
所需的所有信息，而且还要求开发人员能通过交流了解清楚取舍与限制，一定要明确说明您
的假设和潜在的期望，否则，开发人员开发出的产品很可能无法让您满意。

11）给分析人员讲解您的业务
分析人员要依靠客户讲解业务概念及术语，但客户不能指望分析人员会成为该领域的专
家，而只能让他们明白您的问题和目标；不要期望分析人员能把握客户业务的细微潜在之处，
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些对于客户来说理所当然的“常识”。

12）抽出时间清楚地说明并完善需求
客户很忙，但无论如何客户有必要抽出时间参与“头脑高峰会议”的讨论，接受采访或
其他获取需求的活动。有些分析人员可能先明白了您的观点，而过后发现还需要您的讲解，
这时请耐心对待一些需求和需求的精化工作过程中的反复，因为它是人们交流中很自然的现
象，何况这对软件产品的成功极为重要。

13）准确而详细地说明需求
编写一份清晰、准确的需求文档是很困难的。由于处理细节问题不但烦人而且耗时，因
此很容易留下模糊不清的需求。但是在开发过程中，必须解决这种模糊性和不准确性，而客
户恰恰是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决定的最佳人选，否则，就只好靠开发人员去正确猜测了。
在需求分析中暂时加上“待定”标志是个方法。用该标志可指明哪些是需要进一步讨论、

分析或增加信息的地方，有时也可能因为某个特殊需求难以解决或没有人愿意处理它而标注
上“待定”。客户要尽量将每项需求的内容都阐述清楚，以便分析人员能准确地将它们写进
“软件需求报告”中去。如果客户一时不能准确表达，通常就要求用原型技术，通过原型开
发，客户可以同开发人员一起反复修改，不断完善需求定义。

14）及时作出决定
分析人员会要求客户作出一些选择和决定，这些决定包括来自多个用户提出的处理方法
或在质量特性冲突和信息准确度中选择折衷方案等。有权作出决定的客户必须积极地对待这
一切，尽快做处理，做决定，因为开发人员通常只有等客户做出决定才能行动，而这种等待
会延误项目的进展。

15）尊重开发人员的需求可行性及成本评估
所有的软件功能都有其成本。客户所希望的某些产品特性可能在技术上行不通，或者实
现它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某些需求试图达到在操作环境中不可能达到的性能，或试图得到
一些根本得不到的数据。开发人员会对此作出负面的评价，客户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

16）划分需求的优先级
绝大多数项目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资源实现功能性的每个细节。决定哪些特性是必要的，
哪些是重要的，是需求开发的主要部分，这只能由客户负责设定需求优先级，因为开发者不
可能按照客户的观点决定需求优先级；开发人员将为您确定优先级提供有关每个需求的花费
和风险的信息。
在时间和资源限制下，关于所需特性能否完成或完成多少应尊重开发人员的意见。尽管
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所希望的需求在项目中未被实现，但毕竟是要面对现实，业务决策有时
不得不依据优先级来缩小项目范围或延长工期，或增加资源，或在质量上寻找折衷。

17）评审需求文档和原型
客户评审需求文档，是给分析人员带来反馈信息的一个机会。如果客户认为编写的“需
求分析报告”不够准确，就有必要尽早告知分析人员并为改进提供建议。更好的办法是先为
产品开发一个原型。这样客户就能提供更有价值的反馈信息给开发人员，使他们更好地理解
您的需求；原型并非是一个实际应用产品，但开发人员能将其转化、扩充成功能齐全的系统。

18）需求变更要立即联系
不断的需求变更，会给在预定计划内完成的质量产品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变更是不可
避免的，但在开发周期中，变更越在晚期出现，其影响越大；变更不仅会导致代价极高的返
工，而且工期将被延误，特别是在大体结构已完成后又需要增加新特性时。所以，一旦客户
发现需要变更需求时，请立即通知分析人员。

19）遵照开发小组处理需求变更的过程
为将变更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所有参与者必须遵照项目变更控制过程。这
要求不放弃所有提出的变更，对每项要求的变更进行分析、综合考虑，最后做出合适的决策，
以确定应将哪些变更引入项目中。

20）尊重开发人员采用的需求分析过程
软件开发中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收集需求并确定其正确性，分析人员采用的方法有其合
理性。也许客户认为收集需求的过程不太划算，但请相信花在需求开发上的时间是非常有价
值的；如果您理解并支持分析人员为收集、编写需求文档和确保其质量所采用的技术，那么
整个过程将会更为顺利。

6. 点评需求分析误区
要想说什么是好的需求分析，不如说什么是不好的需求分析，知道什么是不好的，自然
也就知道了什么是好的。以下就是一些不好的情况：

1）创意和求实
毋庸质疑的，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一个新的 idea 而激动万分，特别是当这个 idea 受到
一些根本不知道你原本要干嘛的人的惊赞时。但是请注意，当你激动得意的时候，你可能已
经忘了你原本是在描述一个需求，而不是在策划一个创意、创造一个概念。很多刚开始做需
求分析的人员都或多或少的会犯这样的错误，陶醉在自己的新想法和新思路中，却违背了需
求的原始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
永远别忘了：需求不是空中楼阁，是实实在在的一砖一瓦。

2）解剖的快感
几乎所有搞软件的人，做需求分析的时候，一上来就会把用户告诉你的要求，完完整整
的作个解剖，切开分成几个块，再细分成几个子块，然后再条分缕析。可是当用户迷惑的看
着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分析结果问你：我想作一个数据备份的任务，怎么做？这时，你会发
现，需要先后打开三个窗口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永远别忘了：分解是必需的，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组合，而不是为了分解。

3）角度和思维
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用户怎么可以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呢？”。细细一了解，你会发
现，用户只不过是要求把一个需要两次点击的功能，改成只有一次点击。这样会导致需要改
变需求、改变编码、甚至重新测试，增加工作量。可是，如果换个角度来想想，这个功能，
开发的时候只用了几次、几十次，可是用户每天都要用几百次甚 至几千次几万次，改动一
下就减少了一半的工作量，对他来说，这样的需求难道会苛刻吗？
永远别忘了：没有任何需求是不对的，不对的只是你的需求分析。试着站在用户的思维
角度想想，你的需求分析就会更加的贴近用户，更加的合理。软件应该是以人为本的。

4）程序员逻辑
从程序员成长为系统分析员是一个普遍的轨迹，但并不是一个好的程序员就必然能成为
一个好的系统分析员。一些程序员的固化逻辑，使得他们在做需求分析的时候往往钻进了一
些牛角里面。比如说１／０逻辑(或者是说黑白逻辑)，认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没有第三种
情况。可实际情况往往是，在一定的时候是这样，其它时候是那样。又比如穷举逻辑，喜欢
上来就把所有一二三可能的情况列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分别处理，每个占用三分之一的时
间；可是实际的情况往往是，三分之一的情况占了９９％的比例，其它两种情况一年都不会
遇到一次。实际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一一列举了。
永远别忘了：需求分析和程序设计不尽相同，合理、可行是才是重要的。跳出程序设计
的圈子，站在系统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你的结论会截然不同。

7. 嵌入式系统的需求分析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弄清问题框架
从总的角度来把握问题，包括：机械问题、电器问题、计算机问题（包括 MCU 方和 PC
方控制）等。
善于提出问题。以 MCU 为中心来定义输入、输出、通信。
注意输入的数量级，要有数量级的概念。哪些是我们控制的范围。被测量的物理量的测
试地点。

2）硬件体系的数量级的分析
（1）输出
①开关量
MCU 的电压的范围：工作电压为 3V 的 MCU，一般 0.3V 左右代表“0”
，1.8 左右代表“1”；
工作电压为 5V 的 MCU，一般 0.5V 左右代表“0”，3.6 左右代表“1”。
MCU 的电流的范围：贴片封装的一般约为 5mA 左右，双列直插的约 10mA 左右。
对常用器件的认识，例：

a. 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一般多大？约为 3mA，5mA，7～8mA，10mA。
b. 如果通过 MCU 来控制 220V、100W 的电灯(电流约 0.5A)，其控制电路该如何设计？
控制电路依次为：二极管，光电隔离措施，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电电路，电灯电路。又如
如果要控制 100A 的电路，就要用到交流接触器。
②模拟量
模拟量的电压输出一般为 0～3V(工作电压为 3V 的 MCU)、
0～5V(工作电压为 5V 的 MCU)，
电流输出约为 4～20mA。
一般情况下，MCU 的直接模拟量输出不足以驱动外部电路，需要通过各种放大电路加以
放大再加以使用。
③通信量
主要有 RS-232、RS-485、CAN、IIC、SPI、USB 等。通信量一般要考虑到：通信速度、
通信距离以及抗干扰程度。如 RS232C 的通信速度在 20Kbps 时的最大通信距离约为 30m；当
通信速度低至 300bps 时，最远通信距离可达到 300m，但由于距离太长，此时的数据传输的
准确性和稳定性难以保证。
对于抗干扰措施，可以采用差分信号进行数据传输，如 RS-422、RS-485、USB、CAN、
10/100BASE-T 等。
对于 RS485 接口，其电气特性如下：
发送端：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 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
-(2~6)V 表示。
接收端：RXD+比 RXD-高 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1”，RXD+比 RXD-低 200mV 以上即认
为是逻辑“0”。
USB 系统采用四芯电缆。电缆的总长度一般不超过 5 m。其中 D+和 D-为传输数据信号，
传输的信号采用差分信号。在全速和低速时，(D+)-(D-)>200mv 表示 1 信号，(D+)-(D-)<-200
mV 表示 0 信号。VBUS 和 GND 为电源线和地线，VBUS 由主机提供，一般为+5 V。
对于 10/100BASE-T 以太网，其传输也采用差分信号，使用四个信号线：两根用来发送，
两根用来接收。每对信号线中的一根承载 0～+2.5V 的信号电压，而另一根承载的电压是 0～
-2.5V，因此就可以产生一个 5Vpp 的信号差。
（2）输入
①开关量
包括机械式的开关量输入、电子式的开关量输入等等。对于开关量的采集要考虑到对被
测试对象是否有干扰，以及被测对象会不会对其他对象产生干扰。对于模拟量也可以通过
A/D 转换把模拟量处理成开关量来使用。
②模拟量
一般通过各种传感器来获取模拟量。传感器取得的值一般在 mV、mA 或μV、μA 的级别，
所以通常也需要通过放大器进行放大之后在处理。如果要在中断中对模拟量进行处理，要注
意实时性的问题。

3）基本硬件测试实验
与控制相关的；收集的资料；原有的资料。

规范 I-5 工程交付前的工作（单片机方面）
（1）考虑热复位和冷复位，防止死机现象，即使是有休眠状态的设备也要考虑该问题。
在重要的阶段将变量值写到 flash。
（2）冷复位（Restart）
：单片机从没加电到加上电源,而自动产生的复位称为冷复位。
热复位（Reset）：单片机在已经通电的情况下,给它一个复位信号,称为热复位。冷复位会使
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和数据存储器（RAM）的内容都改变;而热复位只是特殊功
能寄存器（SFR）的内容改变而单片机的内部数据存储器（RAM）的内容不变。
（3）在程序合适的地方加看门狗。
（4）重视对一些特殊的模块定期做初始化，如 LCD、LED、IC 卡和时钟模块等。
（5）在适当的时间将整个系统人工复位一下。
（6）充分利用指示灯，如运行、故障、报警指示灯等；充分利用显示器件，如 LCD 等。
在主循环之前就要对指示灯进行干预。
（7）加上保密字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