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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社会对嵌入式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各大高校及职业技术院校纷纷建立

嵌入式应用技术学科。由于该学科对学生的编程水平和硬件知识都有较高的

要求，而目前国内职业技术学院类学校的学生基础相对薄弱、市场上又缺乏

相应的入门工具，因此开发能够帮助学生对嵌入式微控制器(MCU)快速入门的

辅助教学平台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课题根据模块化教学的思想，旨在开发一个以辅助教学为目的，使用

图形控件代替复杂的编程进行学习和开发的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该平

台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可扩充性，集理论知识学习与嵌入式开发于一体，主

要分为软件平台和硬件平台。其中软件教学平台分为学生用户平台和教师用

户平台，学生用户平台主要向学生提供理论知识学习平台和集编辑、编译、

下载于一体的图形化开发平台，方便学生用户进行嵌入式 MCU 的学习和开

发；教师用户平台主要向教师提供接口，教师用户可以通过该平台添加新型

MCU 素材库供学生用户使用。硬件教学平台分为核心板和扩展板，核心板包

含支撑该芯片工作的最小系统和晶振、电源开关等，更换 MCU 时只需要更换

核心板即可；扩展板包含嵌入式 MCU 的常用的外围模块，可以供多种 MCU

共用。 

本文给出了软件平台设计要点、难点和细节，解决了学生用户平台程序

编辑、编译、下载的通用性和教师用户添加素材库等问题；实现了硬件平台

的通用性；分别给出学生用户和教师用户的使用案例，使用结果表明该辅助

教学平台工作稳定可靠，有效地降低了学生学习嵌入式系统的门槛，提高了

嵌入式系统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嵌入式系统，辅助教学平台，模块化，素材库，图形化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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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of people specialized in embedded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 in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 major of embedde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s established in every 

universities and career training colleges. But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ability of 

programming and the knowledge of hardware is relatively high for students in this major 

while the students in career training colleges do not have strong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market is lacked of start-up facilities. Therefore the educational platform for 

assistance is extremely meaningful for students to start the effectively study of embedded 

MCU. 

In this project, the embedded MCU educational platform is developed to assistan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dular using graph controls instead of complex 

programming to study and research. This platform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hich are 

software platform and hardware platform. And this platform has the ab ility for the study 

in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in embedded developing. This platform can be used commonly 

and extended easily. This platform has two kinds of users which are student users and 

teacher users. The platform for student users mainly for theory study and contains graph 

controls for edit, compile and download. Student users can do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f 

MCU expediently. The platform supplies the interface for teachers which enable teachers 

add new MCU stuffs for students’ study.Hardware educational platform contains core 

circuit board and expansion board. The core circuit board contains miniature systems, 

power switches and so on for maintaining the normal work. So the only thing needed 

when MCU is replacing is to replace core circuit board. Expansion board contains every 

usual periphery modules in embedded MCU which can be shared for several types of 

MCU. 

This report introduces detail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 for this platform 

software which solve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about the unity of edit, 

compile and download and the problem about adding new stuff into platform by teachers.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students users and teachers users are supplied to show the 

sta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is platform’s normal work. Difficulties of learning embedded 

system for student is effectively decreas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eaching embedded 

systems is improved. 

Key Words: Embedded System, Teaching-aided Platform, Modular, Materia l 

Library, Graph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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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述 

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展，嵌入式已经成为当前 IT 产业的一个焦点，已经广

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军事技术、消费电子、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成

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处理器主要有：

8 位、16 位、32 位、64 位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 Unit，MCU)和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 l Processing，DSP)。其中 8 位微控制器以其结构简单，价格便宜等

优点，往往成为嵌入式初学者的首选，16 位和 32 位 MCU 在近几年发展中呈现

出高速增长的势头，因此 16 位和 32 位 MCU 也成为嵌入式研究的热门。近年来，

国内纷纷开展对嵌入式的学习，在我国发达地区嵌入式软件行业发展迅猛，市场

对嵌入式人才的需求不仅仅局限在高层次的设计人员，还需要有大量的测试及维

护人员，这给大专、高职层次的嵌入式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这些

学校如何高效培养嵌入式人才也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针对大专高职院校的实际

情况，引入模块化教学[1]的思想，旨在开发一种集理论学习与图形化开发[2]于一

体的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并实现通用性和可扩展性。本系统面向的用户

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生用户，嵌入式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学习者要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将学生用户平台分为理论知识学习平台和图形化编程平台；

另一部分是教师用户，教师用户平台为教师用户提供添加素材库接口，实现与新

型芯片的快速融合。本章首先描述了相关设计背景、课题的目的和开发的必要性，

最后给出了本文的工作内容和论文结构。 

1.1 嵌入式 MCU 辅助开发平台设计的背景 

1.1.1 嵌入式 MCU 系统的发展 

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适用于对功能、可靠性、

成本、体积、功耗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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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来，以计算机、通信和软件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各种

装备与设备上嵌入式系统的广泛应用大大地推动了行业间的渗透性应用，促进了

嵌入式的蓬勃发展，而在嵌入式系统中占市场份额最大的是嵌入式 MCU。 

嵌入式系统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是支撑，软件是灵魂。嵌入式硬

件飞速发展，微处理器从 8 位到 16 位、32 位甚至 64 位，硬件技术的不断进步，

推动嵌入式产品向运行速度更快、支持功能更强的方向不断发展，硬件平台的处

理能力不断增强，硬件成本不断下降，嵌入式软件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

有的嵌入式产品中都需要嵌入式软件来提供灵活多样、应用特制的功能。由于嵌

入式系统应用广泛，嵌入式软件在整个软件产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嵌入式产品

应用的不断深入，新的应用环境对嵌入式系统软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新

需求的推动下，嵌入式系统不仅需要具有微型化、高实时性等基本特征，还将向

高自适应性、构件组件化方向发展[3]；支撑开发环境将更加集成化、自动化、人

性化。因此在我国大力推广嵌入式专业的教育迫在眉睫。 

1.1.2 嵌入式教学发展 

随着嵌入式的发展，国内对嵌入式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为此不少高校和

培训机构加入了对嵌入式人才的培养行列。众所周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电子制

造基地，而嵌入式技术是各类电子制造类企业技术开发的核心。根据市场调查，

有些公司不仅需要资深的嵌入式开发人才，也需要高职层面上的嵌入式应用型技

术人才。因此，嵌入式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高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中发展起来。 

高职院校学生有其特殊性，他们一般基础较弱，对于嵌入式编程语言 C 和汇

编等语言掌握比较薄弱[4]。目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嵌入式教学实验平台，包括

交叉编译环境、仿真软件[5]等。这些平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要求用户使用汇

编语言或 C 语言编写 MCU 方程序[6]。但对于起点较低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这

些平台不适合嵌入式入门学习时使用，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嵌入式 MCU 辅

助教学平台，能够帮助他们在无编程基础的情况下，进行嵌入式学习和开发。 

1.1.3 图形化编程设计思想概述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以一种完全图形化的编程[7-8]方式代替传统基于文本的

符号语言编程方式，不仅人机界面使用“所见即所得”的可视化[9-12]技术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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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程序代码也是由图形控件来生成的。这样学生用户能够脱离 C 和汇编语言的

束缚直接进行嵌入式 MCU 的快速开发。图形化系统设计的关键因素是图形化编

程，采用简单图形控件[13]拖放和对控件属性设置的方式代替复杂的编程。提供给

学生用户的可视化编程系统要能够实现以下功能：首先用户可以任意添加或者删

除控件，并设置它的属性；其次系统能够自动将图形化设计的结果转换成嵌入式

C 语言框架程序；再次，系统支持编译链接功能，直接生成最终在 MCU 上运行

的程序。 

1.1.4 模块化教学法 

模块化教学法(Module Education Solution，MES)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国际

劳工组织研究开发的以现场教学为主，以技能培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模式。它一

出台就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谓模块就是将职业

技能进行生产活动的过程，按活动的性质或活动顺序分割成若干个活动。分割后

的活动相互独立，但又有内在联系，一般是不能再分割的最小活动单位，小到每

一活动结果只是一个产品或一项任务，这个单位就称为模块[14-15]。随着我国教育

事业的不断发展，模块化教学模式以其灵活性、针对性、现实性、经济性等特点，

越来越受到教师和学生的喜爱。因此，在设计嵌入式辅助教学系统时，引入了模

块化教学思想，并称之为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系统。该教学系统为学生

用户提供一种无需编程的嵌入式 MCU 学习和开发环境，并提供接口供教师用户

对 MCU 素材库进行添加，以适应不同型号 MCU 的教学需求。 

1.2 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软件目的与意义 

研究并开发模块化嵌入式 MCU 的辅助教学系统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1) 引导用户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嵌入式应用技术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涉及许多学科的知识[16]。因此在

模块化知识学习平台部分，除了包括嵌入式基础知识，还提供了一部分电子、自

动化方面的知识，用来扩展用户的知识面，从多方面学习嵌入式。 

嵌入式应用技术又是实践性强的学科。图形化设计界面的辅助教学系统，能

够将复杂的编程工作在鼠标的拖动与对控件属性的设置中完成，使初学者无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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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代码就可以直接深入学习 MCU 的各个模块，快速对各个模块的基本工作原理

和工作流程进行实践，有助于激发初学者的兴趣[7]。 

(2) 实现零基础的快速编程 

图形化的编程界面能够使初学者抛开符号语言的限制进行编程，非常适用于

没有编程基础或编程基础较弱的学生使用。通过在图形界面中对控件的拖拉，系

统自动生成对应的程序，使用图形控件完成开发之后，用户直接进行编译和下载

即可。 

(3) 系统提供主程序流程、中断流程和各个模块程序，供用户学习和使用。 

在程序界面中，用户除了可以看到主函数和中断函数里面的各个模块及程序

流程，还可以在具体模块对应的程序界面中看到具体程序，学生用户可以参照提

供的程序学习编程规范。 

MCU 主要模块有：输入输出(Input/Output，I/O)模块、串行通信接口(Seria 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CI)模块、串行外设接口(Seria l Peripheral Interface，SPI)

模块、键盘模块、模数(Analog To Digita l，A/D)转换模块、数码管(Light-Emitting 

Diode，LED)模块、液晶(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模块等。系统提供的所有

实例都严格按照嵌入式函数编写规范，程序中不仅给出了详细规范的中文注释，

而且子函数的设计尽可能满足与硬件无关的要求。这样学生用户不但可以更快地

学习和掌握各个模块的功能和基本工作原理，而且在入门学习时就得到了规范的

编程指导。 

(4) 学生用户平台提供多种型号的 MCU 学习平台，学生用户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直接进行学习和开发。教师用户平台提供添加接口，教师用户根据教

学需要添加新型 MCU 的素材库。 

由于嵌入式设备的硬件平台具有多样性和 MCU 更新速度快，单个芯片或者

单系列芯片的学习平台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本系统支持多型号、多系

列 MCU 的学习和开发。还能够满足用户对系统升级的需要，通过添加新型 MCU

素材库，实现对新型 MCU 的支持。 

1.3 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简介 

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为学生用户提供一种新颖的学习方式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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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经过模块划分，使其对嵌入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提供图形化开发方式，

实现零基础编程，这些对于提高素质和快速培养嵌入式开发人才有着重要的意

义；还为教师用户嵌入式课程教学提供一种新的工具，教师可以针对教学的需求

添加素材库，实现对新型 MCU 的支持。 

本文引进模块化教学和图形化编程的思想，开发的系统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1) 通用性 系统支持多个系列的 MCU，目前已实现支持 Freescale HC08、

HCS08、S12 系列 MCU。 

(2) 可扩充性 可以添加新型号的 MCU，并实现快速支持。 

(3) 灵活性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 MCU 进行学习。 

(4) 操作简单 系统开发环境采用 Windows 风格，提供友好的操作界面，用

户只需要拖拉控件就可以完成复杂的程序编写工作，使用简洁方便。 

(5) “教，学，做”相结合 引导学生在使用软件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培

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6) 按功能模块进行分类 根据嵌入式教学的特点，按模块进行分类，然后对

模块进行“各个击破”。 

(7) 功能齐全 系统集理论知识学习、模块化图形开发及编译下载功能于一

体，方便用户学习和开发。 

1.4 论文的主要工作和结构 

1.4.1 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合大专、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嵌入式的，具有可

扩充性，集理论知识学习与图形化开发于一体的软硬件学习开发平台，并提供具

体学生用户和教师用户实例来验证软硬件平台的可用性。因此本文的工作内容包

括： 

1．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 

在硬件和软件设计之前分析嵌入式学习和教学的需求，确定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的总体构架和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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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主要分为学生用户平台和教师用户平台的设计。 

(1) 学生用户平台 

学生用户平台的设计包括数据库的设计、用户界面的设计、模块的划分、素

材库的收集等。最终完成理论知识学习平台和图形化程序设计平台。该部分设计

的主要难点在于对模块的划分和通用性的实现。 

(2) 教师用户平台 

教师用户平台的设计主要包括对教师用户提供方便的接口，对数据库和素材

库添加的处理工作，对新型MCU编译下载功能的支持，最终实现平台对新型MCU

的支持等方面的设计。该部分主要难点在于用户接口的设计、素材库的添加和编

译下载的处理。 

3．硬件设计 

硬件设计主要分为扩展板的设计与核心板的设计。 

(1) 扩展板的设计 

对市场上的 MCU 进行分析，归纳出外围功能模块，并在扩展板上实现这些

功能模块。 

(2) 核心板的设计 

完成 MC68HC908GP32(以下简称 GP32)、MC9S08GB60(以下简称 GB60)、

MC9S12UF32(以下简称 UF32)核心板的设计与制作。 

4．给出应用实例 

分别给出学生用户和教师用户的应用实例，证明系统软硬件工作的可靠性和

系统对新型 MCU 实现快速支持的可行性。 

1.4.2 论文的结构 

本文第一章首先阐述了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开发平台的研究背景。其次

讲述了平台的目的与意义。最后简要描述模块化辅助教学平台，并进行功能分析。 

第二章首先描述课题背景，阐述前人所做的工作；其次对本系统进行总体需

求分析，把模块化嵌入式辅助教学系统分为软件部分和硬件部分；然后分别对软

硬件部分进行需求分析；最后给出系统设计的原则，包括模块划分原则、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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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则、界面设计原则等。 

第三章给出了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学生用户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方案，首先对该平台进行分类，分为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和模块化图形开发

平台；然后描述了理论知识学习平台具体实现方法和技术要点；最后重点描述了

图形化开发平台实现的具体方法、流程图及算法描述等。  

第四章给出了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教师用户平台的设计与实

现，首先给出了对理论知识学习平台的添加实现过程；然后给出了图形化开发平

台的素材库添加过程的实现，素材库的添加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已有系列新型

号芯片的添加，另一种为新系列新型号芯片的添加；最后给出了教师用户创建新

型 MCU 素材库时，编程的规范，并给出了实例程序。 

第五章给出了模块化嵌入式辅助教学的硬件设计部分，该部分主要分为对扩

展板和核心版的设计，扩展板具有通用性，融合了目前嵌入式芯片的大部分外围

电路模块，提供给各式各样的核心板使用，设计几种核心板，验证软件平台的可

用性。 

第六章以 GB60 为例给出了学生用户使用学生用户平台的使用案例；以

LM3S101 处理器为例描述教师用户如何向系统添加素材库，实现对新型 MCU 的

支持。 

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就系统的进一步展望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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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及总体设计 

第一章分析了嵌入式和嵌入式教学的发展情况，并引入了模块化教学的思

想，提出开发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系统必要性。该系统的定位：设计一

种通用的、可扩展的，以高等职业技术学生为主要培养对象的，集理论知识与图

形化编程于一体的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系统。 

2.1 课题背景 

苏州大学 Freescale 嵌入式实验室于 2006 年研制了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

台，该平台以 GP32 为载体，成功实现了图形化编程，并提供编译和下载功能，

在实际使用中，起到良好的效果。但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四点：第一，

只针对 GP32 芯片，仅提供学生用户使用平台，缺乏通用性和可扩展性，没有实

现新教学素材的添加功能。第二，采用监控模式编程。2006 年以来，作者一直致

力参与 Freescale 系列芯片写入调试器开发和研究，成功研制出 MT-Programmmer 

for HC08/HCS08/S12 针对不同系列 MCU 的写入器，HC08 系列采用了 MON08

接口，HCS08 和 S12 系列采用了背景调试模式(Background Debugger Mode，BDM)

接口在线编程，并开发相应的开发平台，实现了技术上和速度上的突破。因此本

文也采用后者的编程方式。第三，缺乏理论知识学习平台，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

践能力的培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本文添加了理论知识学习平台。第四，界面不

够友好，与用户的交互性不够。本文在此基础上，贯彻模块化教学的思想，提供

良好的用户界面，构造强大的模块封装和控件管理功能并具有可扩展性原型平

台。 

2.2 总体设计需求分析 

软件需求分析是软件生存周期中重要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需求分析

的任务不是确定系统如何完成它的工作，而是确定系统必须完成哪些工作，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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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目标系统提出完整、准确、清晰、具体的要求。需求分析的结果是系统开发

的基础，关系到工程的成败和软件产品的质量[17]。 

模块化嵌入式辅助教学系统分为软件和硬件两部分。软件部分采用模块化教

学思想，对各个知识点进行划分，构建理论知识平台。引入图形化开发方式来代

替传统的文本编写代

码，构建图形化开发平

台。另外为了实现软件

平台的可扩展性，系统

提供了教师用户接口，

用于增加新型 MCU 素

材库，提供学生用户学

习和开发。硬件平台分

为扩展板和核心板两个部分，扩展板包括了嵌入式 MCU 的外围模块，具有通用

性。核心板是针对单个 MCU 开发的，更换 MCU 型号时，只需要更换核心板即

可。图 2-1 给出了整个平台的结构图。 

2.2.1 软件设计需求分析 

软件设计部分分为学生平

台和教师平台，两个平台使用

的是同一个素材库，只是提供

的接口和权限不同而已。学生

平台主要面向的对象是无编程

基础的嵌入式学习人员，他们使用该平台进行嵌入式学习和编程。而教师平台主

要面向的对象是教学人员或者嵌入式开发人员，要求他们精通嵌入式 MCU 各个

模块的程序编写和程序编译下载程序过程，由他们编写素材库并将其添加到软件

平台中，供给学生用户平台使用。图 2-2 给出了软件平台的示意图。 

嵌入式理论知识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要将这两部分有机地结合起

来，才能引导学生正确地学习，并提高其自觉能动性，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嵌入式

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因此我们将学生用户平台的软件设计分为模块化基础知识

平台的设计和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两个部分。设计软件时，按照软件工程的思想

 

 

 

 

 

 

 

 

 

图 2-1 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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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块进行划分，尽量采取与硬件无关的原则，减少程序模块间的耦合度，提高

软件的可重用性和系统开发效率。模块化基础知识平台目的主要是将嵌入式的基

础知识分成各个模块，并将各个模块的知识以文件的形式存放在素材库中，根据

用户的操作，动态地形成教学内容并显示在屏幕上[21]，学生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合

适的内容学习。学生用户学习某模块的知识之后，可以针对该模块加以练习，从

而起到学习理论知识和提高动手能力相互促进的效果。但是如果用户的 C 语言编

程功底不好则无法进入下一步编程环节的学习，因此，学生用户平台提供了图形

化开发的方式[18]，使学生用户在鼠标拖动的过程中，完成编程。事实上，高职院

校的老师也可以将学生用户平台作为辅助教学使用，借助理论学习平台辅助讲解

嵌入式基础知识，使用图形化开发平台，拖动控件将嵌入式各模块的工作流程以

图形化方式直观地表达出来，并配有标准程序，能够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2.2 硬件设计需求分析 

嵌入式系统是软件与硬件的完美结合，硬件与软件必须配套使用。硬件的开

发分为扩展板、核心板两个部分。扩展板采用与芯片无关的原则，按各个功能模

块设计，要尽量包含所有的模块，真正实现通用性，包含 I/O 模块、SCI 模块、

SPI 模块、AD 采集模块、键盘模块、LED 模块、LCD 模块等。核心板针对特定

芯片设计，使用接插件与扩展板相连，包含 3 个部分：最小系统，晶振和电源开

关、写入器接口，不同的 MCU 只要更换核心板就可以了。系统支持 Freescale 公

司生产的 HC08、HCS08 和 S12 系列的 MCU。因此核心板应制作包含这三个系列

的 MCU，制作 GP32、GB60 和 UF32 核心板分别验证系统对于三个系列 MCU 支

持的可靠性。 

2.3 设计原则 

2.3.1 模块划分原则 

模块化的主要特点是在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整体按功能划分，把具有复杂功

能的系统通过分析分解成具有功能独立、易于实现等特点的功能模块。模块划分

的好处是：模块独立，功能明确，用户易理解和使用方便。 

(1) 针对性和明确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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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教学法要求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软件把嵌入式知识分成一系列的技

能[11]，以文本内容或图形控件作为载体，将一系列技能融于载体之中，构成“模

块”。所以每一个模块的“载体”的选择及模块内的“学习单元”的知识点必须

有针对性，用户在使用时才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2) 可扩充性强 

嵌入式 MCU 发展日新月异，新型 MCU 层出不穷，因此嵌入式 MCU 辅助教

学软件应该具有可扩充性，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新型 MCU 素材库，也可以删

除或更新某些模块。 

(3) 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小 

对模块的划分要减少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各个模块独立使用，模块之间减少

直接联系，才能更好地实现通用性。 

(4) 知识结构与能力训练的相关性 

知识学习为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基础知识学习平台和图形控件设计开发平

台中，各个模块的知识点是相通的，有很好的共性。因此基础知识学习平台要与

图形控件设计开发平台做好对应关系，将某知识点的学与练相结合，学生用户才

能更好地掌握和巩固嵌入式 MCU 知识并提高动手能力。 

2.3.2 数据库设计原则 

系统开发中，为了实现可扩展性，可修改性，而引用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的

设计应该以系统需求分析中的对数据的需求为依据，遵循数据库设计的基本原

则，为后期开发实现提供支持。 

在进行数据库设计时，一般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如下：  

(1) 一致性 

数据的一致性[19]是指表示同一个客观的数据，在同一时刻无论出现在何处都

是一致而正确的。在关系型数据库中，事务执行的结果必须是使数据库从一个一

致性状态转变到另一个一致性状态。当事务完成时，必须使所有数据都具有一致

的状态。由于数据库面向整个系统，可以被多个模块共享。因此，数据库设计应

该考虑各种破坏数据一致性的因素，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保护措施。 

(2) 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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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一般分为几个级别:第一范式，第二范式，第三范式，第四范式，第五

范式。规范化程度过低的关系，可能会存在插入、删除异常，修改复杂，数据冗

余等问题，需要转换成高级范式。但是并非规范化程度越高越好，系统操作如果

经常涉及执行多表之间的关联查询，将会降低系统性能，同时也增加了程序的编

程难度，因此，规范化程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考虑。 

(3) 完整性 

数据库的完整性是指数据的正确性和相容性，主要是需要防止用户使用数据

库时向数据库加入不符合语义的数据，保护数据结构不受损害，防止错误数据输

入和输出，对输入到数据库中的数据要有预定义的规则约束。 

(4) 安全性 

应该从系统全局的范围进行全面考虑。通过系统的全面设计，从整个系统的

角度努力完善和提高数据库和数据的安全性。 

(5) 可伸缩性 

数据库结构的设计应该在满足现有系统功能应用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新

型 MCU 发展和移植的需要，满足可伸缩性、可扩展性[20]和可移植性等要求。 

(6) 可维护和管理 

设计数据库时，应该考虑易于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能够提高系统运行效

率的设计方法。 

2.3.3 界面设计原则 

界面的设计是为了方便用户而不是程序员，因此辅助教学系统的界面设计总

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减少用户的操作任务和心理压力[21]，简化其操作，以便消除学

生对复杂的嵌入式学习的恐惧感。具体设计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1) 专业水平和记忆局限 

系统设计面向的用户模型应该考虑到用户的专业技术水平、知识结构和记忆

能力等方面的因素。系统主要面向高职院校学生，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知识结构相对较弱。在实现时可采用尽量直观简单的输入手段以减少记忆压力。

因此在程序设计部分，采用图形控件代替了复杂的语言设计。 

(2) 界面要突出重点和用户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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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的布局要突出重点，尽量满足用户的感觉和习惯；内容力求简洁、高效，

防止无用信息占用屏幕空间；界面统一，使人不觉得混乱，适时地与用户进行交

互，并提供用户帮助功能。 

(3) 界面应该具有强大的容错能力 

本系统的用户操作错误可能来源于用户添加文件格式、路径不符等，因此应

该给予用户一些友好提示和处理方式。 

2.4 技术选型与开发平台的选择 

在系统开发之前，对平台的开发工具了解是必须的[22]。本系统主要需要用到

的工具有：微软公司开发的 Visusal Studio.NET 开发环境，.NET 框架是微软公司

推出的一个新的计算机平台[23]，它包含了操作系统软件开发的所有层，提供微软

平台上所见过的所有组件技术、呈现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最丰富的继承级别，还

提供了如 C#，VB.NET，COBOL 等多种开发语言。作者采用的语言为 C#，C#(读

作“C-Sharp”)汲取了 C，C++和 Java 的众多优点，同时具有自己的一些新的特

性。C#是一种由事件驱动的、完全面向对象的可视化编程语言，非常适合基于组

件的开发，使用它完成系统 PC 方的开发最适合[24]；Altium 公司在 1999 年发布

的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Protel 99SE，用来完成电

路原理图和印制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的设计开发。 

2.5 本章小结 

本章的主要工作如下： 

(1) 描述了课题的背景以及前人已经完成的工作，分析了前人开发的软件的

性能和优点和局限性，针对其局限性，对本文进行总体设计。 

(2) 总体描述了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软件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硬

件主要组成部分，软件分为学生用户平台和教师用户平台，硬件主要分为核心板

和扩展板。 

(3) 从模块划分原则、数据库设计原则、界面设计原则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系

统的设计原则，对系统的设计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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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出了系统的技术选型与开发平台的选择。PC 方软件使用.NET 开发环

境，采用 C#语言进行开发。硬件采用 Protel 99SE 来完成印刷电路板的原理图和

PCB 板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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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生用户平台的软件设计 

本章主旨是设计出适合学生使用的辅助教学平台，帮助学生快速、有效地

进行嵌入式学习。第二章已经描述学生用户平台软件设计的需求分析，本章将

对其具体实现过程详细分析，主要包含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模块化图形

控件开发平台和编译、写入等功能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3.1 总体描述 

嵌入式系统是一门实践性极强

的学科[25]，边学习边实践是极其重要

的。根据嵌入式学习的特点，学生用

户平台分为模块化知识学习平台和

图形控件开发平台，这样设计的目的

是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结合起

来，实现教、学、练三者相辅相成，

并采用简单的控件拖拉代替复杂的

代码编程，使用户在趣味学习中完成

对嵌入式系统的学习。 

学生用户平台使用的流程如图

3-1 所示。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和实际硬件条件选择合适的芯片型

号，系统根据用户所选芯片型号系统

提供对应的芯片素材，形成相应的模

块化知识学习平台与图形化开发平

台。 

3.1.1 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 

在学习过程中只有掌握扎实的

 

 

 

 

 

 

 

 

 

 

 

 

 

 

 

 

 

 

 

 

 

 

 

 

 

图 3-1 学生用户使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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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14]。同样，在嵌入式学习中也应该首先注

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嵌入式系统可以说是微型计算机的一种，是微型计算机的

简化模型，涉及的知识繁多。无论学习哪门学科，都要以扎实的基础知识为前

提，因此嵌入式 MCU 的学习要注重基础的理论知识。嵌入式发展迅速，但基本

理论是相对稳定的，本系统将嵌入式 MCU 的知识模块化，对芯片知识分割，取

出各个模块的知识点进行教学，使得学生用户对嵌入式学习各个模块逐一击破，

在学习过程中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嵌入式教学过程中，应坚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模块化知识学习平台也

遵循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学习过程中，内容上既不需要按照芯片手册的顺序

来学习，也不需要将手册上的所有内容面面俱到，而是首先学习容易掌握的内

容，如普通输入输出口和第一个汇编和 C 程序，然后再学习各个基本模块、扩

展应用等。 

3.1.2 模块化图形化开发平台 

图形化开发平台的主要目的是采用图形控件的编程方式代替复杂的文本编

辑代码，用户只需要拖动控件和设置控件属性就可以完成编写代码的工作。用

户在设置控件属性同时，对该模块关键知识点也有进一步的认识，达到二次学

习的效果。系统还提供了相关规范的代码，为学习者进一步地学习研究嵌入式

打下基础。因此理论知识学习后，结合开发平台进行实践练习，将理论应用于

实践，有助于更快、更有效地学习。 

3.2 芯片素材库 

系统提供多种芯片学习平台，学生用户可以根据芯片的特征和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的芯片学习。系统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PC)方程序能够与芯

片无关，起关键作用的是芯片素材库。软件平台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存储 MCU 信

息，本设计利用 ACCESS 软件建立一个数据库 chip.mdb，用于维护应用程序需

要的数据，C#软件可以通过数据访问组件(Activex Data Objects，ADO).NET[25]

对象模型中的数据库访问和操作对象访问 ACCESS 数据库。 



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第三章  学生用户平台的软件设计  

17 

通过软件对素材库中的芯片属性和各模块的程序等信息等进行封装，在建

立起某 MCU 完整的素材库后，将其加入到软

件平台中，这样就组成针对该具体型号 MCU

的辅助教学平台。系统采用 ADO.NET 数据访

问技术，支持多种型号的 MCU，用户在使用

时，首先选择芯片类型，然后选择芯片型号。 

具体设计时，使用 ComboBox 控件将文

本框的特性与下拉列表组合在一起，下拉列

表是一种包含列表的图形界面(Graphic User 

Interface，GUI)组件，可以从中选择 MCU 的

类型。界面设计时，使用两个组合框分别提

供支持的芯片系列和型号，图 3-2 给出了选择

芯片型号的流程图。例如，用户芯片系列下

拉框中选择 Freescale HC08 系列，芯片型号

的下拉列表则显示系统支持的该系列芯片型号。ADO.NET 数据访问技术还可以

实现资料信息的多途径访问。本文采用通过数据库中提供相应文件的路径的方

法，访问特定的文件，如图 3-3 所示。数据库

建立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据访问速度和系统的

健壮性等特性，辅助教学系统的建立严格按照

2.4.1 中数据库的设计原则进行设计，图 3-4 给

出了部分数据表与表之间的关系图。 

3.3 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 

嵌入式知识涉及广泛，包括电子、自动化、计算机等各个学科，它们都是

嵌入式的基础学科。嵌入式学习时对这些学科进行大致的了解，方可进行嵌入

式学习，集中精力对嵌入式 MCU 本身所含有的各个功能模块的工作原理和使用

方法进行学习。 

 

 

 

 

 

 

 

 

 

 

 

 

 

 

 

 

 

 

图 3-2 芯片型号选择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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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模块的划分 

MCU 是 指

在一块芯片上集

成了中央处理单

元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 存 储 器

(随 机 存 取内 存 (Random-Access Memory ， RAM)/( 只 读存 储 器 Read Only 

Memory ,ROM)等)、定时器/计数器及多种输入输出接口的比较完整的数字处理

系统[25-26]，图 3-5 给出了典型的 MCU 的组成框图。可以看出，MCU 的模块包

含内部模块和外部模块，内部模块包括初始化模块、SCI 模块、定时器模块、Flash

模块、串口模块等，外部模块包括普通 I/O 口的输入输出模块、AD 转换模块等。 

对事物的学习，应该从事物的基本概念入手，由浅入深完成对事物的全面

学习。嵌入式的学习也应该从最基本的学起，可以从其基本概念和基础语言学

起，然后学习一些基础的模块，最后学习比较复杂的模块。因此可以把基础知

识分为三大部分：入门知识、基础模块和常用外部设备应用。 

 

 

 

 

 

 

 

 

 

 

 

 

 

 

 

 

图 3-4 数据关系模型图 

 

 

 

 

 

 

图 3-5 一个典型的 MCU 内部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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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知识部分主要分为嵌入式基础知识、嵌入式硬件基本知识、汇编语言

基础和 C 语言基础等；基础模块部分主要提供了 MCU 的基本模块的学习，如

I/O 模块、SCI 模块、AD 转换模块、LED 模块、LCD 模块、Flash 模块等；常

用外部设备应用部分主要讲解 MCU 的复杂的模块的知识，如内部 IC 总线

(Inter-IC，I2C)模块、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USB)模块、控制器局

部网(Controller Area Network，CAN)模块等。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这些模块进行

添加、修改、删除。 

3.3.2 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素材库  

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主要的任务是给用户提供学习嵌入式 MCU 知识

的平台。除了要提供跟芯片本身相关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模块的知识之外，还应

该含有一些嵌入式硬件的基础知识。经过分析该平台的素材库应该包含以下信

息。 

(1) 芯片的系列和芯片的型号。 

(2) 芯片的最小系统模块、外围电路模块及控件对象图。 

(3) 各模块的图标信息。 

(4) 各种型号 MCU 外围功能模块性能描述，寄存器知识和规范化程序等。 

(5) 常用的元件知识，如三极管、传感器、继电器、电源模块知识。 

(6) 常用辅助芯片知识，如锁存器、I/O 扩展芯片等。 

(7) 其他电子电路知识等。 

3.3.3 模块化理论知识学习平台用户界面设计 

理论知识学习平台的用户 界面是由多个交 互对象用户界面对 象 (uer 

interface object，UIO)组成的纵横管理结构。交互式用户界面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外观和行为[27]。外观是用户所观察到的系统当前状态的表示，行为用于描述界

面如何对用户触发事件进行反应[28]。基础知识用户界面纵向采用树形结构，用

于表示模块的分类目录，横向为卡片管理结构。这两种结构均为独立的对象，

他们不仅有自己独立的内部状态，还具有和显示知识的文本框有交互能力。系

统根据用户对目录树和选项卡的触发事件呈现不同的文本框内容，即提供对应

的素材让用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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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接收和反馈信息的直接交互窗口[29]，控件接收的信息来

自于用户鼠标点击控件的事件。主要有两类控件：Treeview 控件和 Tabcontrol

控件。Treeview 控件纵向管理文件，Tabcontrol 控件横向管理文件，其用户界面

如图 3-6 所示。 

1．组织树结构 

TreeView 控件可以在一个树中分层显示节点，父节点中包含子节点，子节

点也可以是其他的节点的父节点，两个具有相同父节点的子节点是兄弟节点。

树是节点的集合，通常以分层的方式来组织。TreeView 控件可以用于显示层次

化信息，理论知识平台使用二层树形结构即一层节点为父节点，二层节点为子

节点。 

窗体载入时，通过数据库从素材库中导入节点信息和其图片，形成带有图

标信息的二层树。下面一段程序是加入根节点的代码 ,其中 MyIndex 是

MyTreeView 的 Nodes 集合中的节点索引号。 

MyTreeView.Node.Add(new TreeNode());               //生成一个节点实例 

TreeNode.Text = objReader.GetValue (1).ToString (); //数据库中取得树节点名字，并赋值 

 

 

 
 

 

 

 

 
 

 

 

 

 

 

 

 

 

 

图 3-6 知识讲解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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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reeView.Node[MyIndex]; 

TreeViewCtrl.Nodes[0].ImageIndex= this.TreeViewCtrlImageList.Images.Count - 

RootNodeNum; 

Treeview 控件可以在一个树中分层显示节点，单击父节点上的三角形箭头，

可以展开或折叠子节点。窗体载入时，首先调用 LoadTreeModule 事件，将整个

树加载进来，这样在展开和折叠节点时就不会产生延迟。 

2．选项卡结构 

TabControl 控件可以创建带有卡片的窗口，如图 3-7 示。使用该控件设计界

面，可以在加入多个控件和大量数据的同时，保持界面简洁。卡片页(TabPage)

的数目不是固定的，所以采用动态生成卡片页的方式。从数据库中获得卡片页

的数目，动态生成相应的卡片页，并从数据库中获得对应名字显示在卡片页上。

为方便管理，Visual Studio.NET 会在我们当前使用的类中为这些控件生成空的

事件处理程序[30]，待事件发生时再产生相应的事件处理程序。如用户点击每个

卡片页都会引起各自的 Click 事件。 

 

 

 

 

 

3．文件流 

通过点击树中节点和卡片页中的选项卡触发两个 Click 事件，在 TextBox 控

件中导入对应文件信息。在 C#中，执行文件处理必须引用 System.IO 命名空间。

使用该命名空间的继承于抽象类 TextReader 的 StreamReader 类，用于从文件中

按字符读取数据。File 类的作用是操作文件，而 Directory 类的功能是操作目录，

用户通过点击 TreeView 和 Controltable 控件引发 Click 事件以便数据库中获得相

应文件的路径，并读取该文件。 

 

 

 

 

 

 

图 3-7 项卡和片页 

卡片页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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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 

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实现

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方式[31],

主要目的是将枯燥的汇编和 C

程序编程工作转化成通过简单

地控件拖动，属性设置就可以

完成的嵌入式 MCU 开发，开

发者无需经过艰苦的学习就能

适应嵌入式的开发过程，增强

学生用户学习和开发的趣味

性，提高开发效率。本部分研

究如何将可视化编程语言[32-33]

应用于嵌入式编程，开发一种

通用的图形化控件编程平台

[28]。在开发过程中出现三类文

件：控件参数文件、应用函数

库文件、执行程序文件。控件

参数文件是用户在平台进行设

计时所得到的结果，包括程序

流程和各控件的属性。应用函

数库文件是嵌入式 MCU 程序，

函数名统一规定，被控件参数

文件中的函数调用。执行程序

文件是经过编译连接而得到的最终运行在 MCU 上的程序。 

3.4.1 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模块的划分 

模块化图形控件开发平台以功能模块为划分导向，将控件对象分为三大类：

基本模块类、应用扩展类和流程控制类。 

 

 

 

 

 

 

 

 

 

 

 

 

 

 

 

 

 

 

 

 

 

 

 

 

 

 

 

 

 

图 3-8 部分控件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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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模块类包含了嵌入式 MCU 的各个基本模块，如 I/O、SCI、SPI、

键盘、A/D、定时器、脉宽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 ion，PWM)、Flash 和自定

义等，每个基本模块又由对应的若干个小模块组成。 

(2) 应用扩展类中包含了 LED、LCD、USB 和 CAN 等，每个应用扩展模块

又由对应的若干个小模块组成。 

(3) 流程控制类中包含了各种控制流程的操作指令，包括 Main 函数流程、

中断函数流程、单分支、多分支和条件循环流程等。 

用户可以通过以上控件对象的组合完成图形化程序设计。图 3-8 给出了该平

台部分控件组织结构图。 

3.4.2 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素材库 

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的任务是根据用户选择的不同芯片型号，提供针对该

型号芯片的图形控件开发平台，即将复杂的程序设计变成简单的控件拖动便可

以完成的工作。因此要将程序封装，以图形控件的方式提供给用户，并且提供

各控件属性设置窗体，用户可以通过属性窗体来对控件进行设置，平台还提供

编译和下载功能。模块化图形控件开发平台的素材库含有以下部分： 

(1) 所含芯片的系列和芯片的型号及 Flash 起始和结束地址、RAM 起始地

址、大小、擦除、写入程序，进入监控的晶振频率等信息。 

(2) 不同类型芯片的编译器、汇编器、链接器等。 

(3) 各类型芯片 Stationary 文件存放相应 MCU 的内存配置文件(linker.ld)、

启动代码文件(crt0.s)、中断向量表(vectors.c)、中断处理程序框架文件(isr.c)等。 

(4) 各基本模块、扩展模块的用户可查看程序实例，其中包括.c 和.h 文件。 

(5) 各基本模块、扩展模块.c 文件，提供入口参数，供系统调用。 

(6) 各模块的图标信息等。 

3.4.3 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用户界面的设计 

模块化图形开发平台从界面上分为四个部分，如图 3-9 所示。 

(1) 左侧为模块化控件窗体，采用三层树形结构对控件进行统一管理，用户

使用第三层节点所提供的图形控件进行嵌入式 MCU 开发，而其他两层节点提供

的图标是仅用来对第三层控件进行模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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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间部分为程序设计主窗体，为用户提供图形化开发界面并显示程序流

程。 

(3) 右侧为复合窗口，由四个子窗体共用，分别为修改变量窗体、控件属性

窗体、代码显示窗体、表达式设置窗体。 

(4) 底部为输出窗体，用于显示编译、下载等情况的信息。 

除程序设计主窗体以外，其他窗体均采用可移动、可拉伸、可吸附，可隐

藏的窗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方式显示。 

1．模块化图形控件 

图形控件分为三个部分：基本控件、应用扩展类控件、流程控制类控件，

称之为第一层控件。下面按照功能分为若干个子模块，这些子模块称之为第二

层控件。下面包含若干个图形控件模块，这些图形控件模块称之为第三层控件。

其中第三层控件为可用控件，用户使用鼠标点击拖动，便可以进行图形化嵌入

式开发。基本模块和应用扩展模块下的每个三层图形控件模块均代表一个对应

 

 

 

 

 

 

 

 

 

 

 

 

 

 

 

图 3-9 窗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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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函数，而流程控制模块下的第三层图形控件模块控制程序流程。表 3-1 给出了

模块化程序设计平台控件及其应用函数库文件的清单。 

对控件的三大模块进行分析，归纳出它们的公共属性和行为，并抽象出一

个基类：Icon(控件)类，图 3-10 给出了类的继承层次结构图。BasicIcon (基本模

块)类、ExtendIcon(应用扩展模块)类、FlowIcon(流程控制模块)类继承于 Icon 类；

Main(主函数)类、Interrupt(中断)类、IFFlow(条件判断)类、WhileFlow(条件循环)

类、EndFlow(结束)类继承于 FlowIcon 类。 

表 3-1 模块化程序设计平台控件类表  

控件类型  控件模块  控件名称  调用函数  功能简述  

基本模块  

I/O口  

I/O初始化  IO.c I/O初始化  

I/O口输入  IOIn.c I/O输入  

I/O口输出  IOOut.c I/O输出  

SCI 

SCI初始化  SCIInit .c SCI初始化  

SCI接收  SCIRecive.c SCI接收子函数  

SCI发送  SCISent.c SCI发送子函数  

SPI 

SPI初始化  SPIInit.c SPI初始化  

SPI接收  SPIRecive.c SPI接收子函数  

SPI发送  SPISent.c SPI发送子函数  

键盘  

键盘初始化  KeyInit.c 键盘初始化子函数  

读取键值  KeyValue.c 扫描读取键值子函数  

转化为定义值  KeyConvert.c 键值转换为定义值子函数  

AD 
AD初始化  ADInit.c AD初始化子函数  

AD转换  ADConver.c AD转换子函数  

定时器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Init .c 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定时器输入捕捉  InputInt.s  定时器输入捕捉子函数  

PWM初始化  PWMInit .c 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PWM输出  PWMOut.c 定时器输出捕捉驱动函数  

Flash 
Flash擦除  FlashErase.c Flash擦除子函数  

Flash写入  FlashWrit e.c Flash写入子函数  

自定义  延时程序  Delay.c 延时子函数  

应用扩展

模块  

LED 
LED初始化  LEDInit.c LED初始化子函数  

LED输出  LED.c LED输出子函数  

LCD 
LCD初始化  LCDInit.c LCD初始化子函数  

LCD输出  LCD.c LCD输出子函数  

USB USB模块  USB.c USB通讯子函数  

CAN CAN通讯接口  CAN.c CAN通讯子函数  

IC 非接触式IC卡  IC.c IC卡子函数  

Ethernet  工业以太网  Ethernet.c 工业以太网子函数  

流程控制

模块  

程序控制  
程序开始  MainStart 程序开始  

中断开始  InterruptSt art  中断程序开始  

流程控制  

条件判断  If-else 分支结构流程  

条件循环  While 循环结构流程  

结束  end 结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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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类定义了 9 个数据成员和 9 个成员函数，表 3-2 列出了基类 Icon 类相

应的数据成员和 3 个特殊的成员函数。 

表 3-2 Icon 类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列表  

类型名 :Icon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访问方式  说明  

type  int  private  记录控件的类型  

dotsize  int  private  记录接入点大小  

linesize  float  private  记录线粗细  

IconNum  int  public  记录控件在控件数组中的下标位置  

IconPicBox  pictureBox  public  控件的图片  

MoveIcon  bool  public  是否移动控件的标志  

UpIcon bool  public  是否弹起控件的标志 

MoveIconPoint point public 控件图形移动中的中心点坐标 

特殊的成员函数 

Type  int  public  记录控件的类型  

Dotsize  int  public  记录接入点大小  

Linesize  float  public  记录线粗细  

(1) type：控件的类型 

控件的类型 type 为 int 型变量，用不同的整数值来记录控件的类型号。 

(2) dotsize：接入点大小、linesize：画线大小 

使用这两个变量的目的是根据需要调节控件接入点的大小和画线的大小，

有利于界面的美观和实用。 

(3) IconNum：控件在控件数组中的位置 

主控界面可以同时产生很多控件，使用数组对控件进行管理，用 IconNum

记录控件在控件数组中的位置。 

(4) IconPicBox：控件的图片 

(5) MoveIcon、UpIcon：是否移动控件、是否弹起控件 

 

 

 

 

 

 

图 3-10 控件成员类的继承层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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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控件是否被移动或者弹起，用来记录控件的一些状态。 

(6) MoveIconPoint：控件图形移动中的中心点坐标 

(7) Type、Dotsize、Linesize：控件的类型、接入点大小、线的粗细 

前面已经定义了 Type、Dotsize、Linesize 三个数据成员，这里又定义了同

名的三个成员函数。这三个成员函数均使用 C# 提供的两个属性 set、get，目的

是提供不同的访问数据的方式。以 Type 为例，具

体实现方法如图 3-11 所示。C#不提倡将域的保护

级别设为公有(public)，防止用户在类外任意操作

而造成安全隐患，为此 C#提供一种数据保护机

制，提供取值函数(get)和赋值函数(set)[29]，访问

器指定数据成员不同的可见性。Get 属性访问操

作返回的是数据成员的值，Set 属性访问操作是设

置数据成员的值，即 Get 属性提供只读功能，Set 属性提供只写功能。因此这种

使用访问属性的方式大大增强了代码的安全性，另外，使用属性程序效率也提

高很多。编译器在编译时，把属性所转换的两个成员函数作为内联函数，直接

把代码插入调用代码处[34]，避免函数调用所产生的额外开销，从而提高执行效

率。 

Icon 类还包含其它成员函数，下面列出了其它成员函数。 

//构造函数 

public Icon()                       

//导入控件的图片 

//typeModule-控件类型，IconNum-控件类型中排序, x-图片水平坐标, y-图片垂直坐标 

//返回是否导入图片成功，true-成功，false-不成功 

public bool LoadCtrlImage(int typeModule, int IconNum, int x, int y, PictureBox tempPic)  

//绘制控件的矩形框 

//x-矩形的左上角横坐标，y-矩形的左上角纵坐标，bg-存放Graphics对象的缓冲区 

public void DrawRect(int x, int y, BufferedGraphics bg)  

//x-矩形的左上角横坐标，y-矩形的左上角纵坐标，bg-创建Graphics对象 

public void DrawRect(int x, int y, Graphics g) 

//鼠标点击引发的事件 

public void IconPicBox_MouseDown(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鼠标移动引发的事件 

public void IconPicBox_MouseMove(object sender, MouseEventArgs e)   

}  

public int Type 

{ 

set  

{ type = value;} 

get 

{ return type; } 

} 

图 3-11 Type 成员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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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列出的 Icon 类的成员函数包括导入图片，绘制指定坐标、宽度、高度

的矩形，鼠标点击引起的事件，鼠标移动引起的事件。其中绘制矩形(DrawRect)

函数采用 GDI+和函数重载技术。 

GDI+是 GDI(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Windows 早期版本提供的图形设备接

口)的后续版本[30]。它是一种构成 Microsoft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子系统的应

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负责在屏幕和打印机上显示信息。和 GDI 一样它提供料

对二维图形图像和文字排版处理的支持．通过 GDI+能够创建与设备无关的应用

程序。使用 GDI+绘图多边形，首先要创建 Graphics 对象、Pen 对象和 Point(或

PointF)对象的数组。Graphics 对象提供了 DrawRectangle 方法，用来绘制矩形框。

Pen 对象存储用于呈现矩形的线条的属性。绘制矩形时，采用重载技术，设置两

个名为 DrawRect 的函数，两个函数的参数相同，只是第三个入口参数的类型不

一样，编译器根据传递不同的参数决定调用哪一个方法，这些 DrawRect 函数就

成了不同的函数。一个 DrawRect 的入口参数类型为 Graphics，完成在控件周围

画一个矩形的功能；另一个入口参数类型为 BufferedGraphics，同样是完成画矩

形的动作，后者采用双缓冲区方法可以解决在移动控件过程中不停刷新引起的

屏幕抖动问题。 

在 Icon 类基类的各派生类：基本模块类、应用扩展模块类、流程控制模块

类，需要定义各自的数据成员和成员函数。 

(1) 基本模块类 

基本模块类包含了嵌入式 MCU 的各个基本模块，它继承于 Icon 类。除了

有 Icon 类的属性之外，还有有自身的一些特性。考虑到这些控件在使用时，并

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前后控件相关联。因此定义时，不但要定义表示控件

本身属性的一些数据成员，还要定义记录父控件(ParentType)和子控件(ChildType)

的数据成员。在基本控件类的成员函数中，除了关于控件本身的函数之外，还

定义了关于父节点、子节点的函数。由于篇幅的限制，下面列出了基本控件类

的主要成员函数。 

//BaseIcon类的构造函数,初始化类的字段 

public GeneralIcon(){} 

//创建流程图         

//IconNum-执行控件的类型,x-导入图片的横坐标,y-导入图片的纵坐标,frm-图片加载到的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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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CreateFlowImage(int Type, int IconNum, int x, int y, Form frm) {}  

//设置接入点坐标 

//x-接入点的水平坐标，y-接入点的垂直坐标 

public void setDot(int x, int y) {}  

//画接入点 

//InX-连入点横坐标,InY－连入点纵坐标,OutX-连出点横坐标,OutY-连出点纵坐标,frm-绘图窗口 

public void DrawDot(int InX, int InY, int OutX, int Out Y, Form frm) { } 

//判断基本控件是否有父控件 

public bool ResetParent(GeneralIcon Icon) {}  

//判断基本控件是否有子控件 

public bool ResetChild(GeneralIcon Icon) {}  

//用于鼠标弹起时，控件对齐 

//Icon-控件对象，x-控件的左上角的横坐标，y-控件的左上角的纵坐标 

public void BaseIconDuiQi(GeneralIcon Icon, int x, int y){}  

//生成代码 

//text-代码文件，Icon-控件对象 

public void CreateCode(RichTextBox text, BaseIcon Icon){}  

(2) 应用扩展模块类 

应用扩展模块类包含了一些常用的扩展模块，如 LED 模块、LCD 模块、USB

模块、I2C 模块等，其实现方法与基本控件模块类似。 

(3) 流程控制模块类 

流程控制模块类是控件类中重要的模块，用于控制程序流程分支。嵌入式

程序设计有其自身的特点，包含两个程序流程，主程序和中断子程序，其他功

能子程序均为两者的附属体，被它们所调用。在流程控制类控件中包含主程序

开始控件、中断程序控件两个控件。 

主函数是每个嵌入式程序必须的部分，根据学生用户程序设计，调用相应

的程序即可。中断是嵌入式理论和技术中很重要的部分，当 MCU 正在程序运行

时出现了某种特殊状况，比如定时时间到，有键盘信号输入等，此时 MCU 要暂

时停止当前的程序，转去执行处理定时时间到或键盘信号输入等情况的某段特

定程序，待这段特定的程序执行完毕以后，再回到原先的程序去执行，这就形

成了一次中断过程[35]。如果学生用户用到了中断，系统除了调用对应的中断程

序之外，还要在 isr.c 文件中添加对应的中断处理子函数名。用户在设置中断程

序时要注意，一般中断函数执行时间不宜过长。关总中断、开总中断控件隶属

于中断控制程序，控制着总中断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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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通常含有三种流程模型[36]。 

1) 顺序型 

顺序型，最为简单，也最容易理解的模型，按控件的排列顺序，有序的执

行。 

2) 条件分叉 

条件分叉是一种并行结构，涉及到程序分支概念。就是说在程序运行过程

中，因为不同的条件或者情况，而产生了流程分支。 

3) 循环执行 

循环执行表示一个或一组活动反复地被执行直到不满足条件时跳出循环。 

使用 If 控件、End 控件和 While 控件进行适当组合可以实现以上三种程序

模型。不加入任何流程控件，程序顺序执行，加入 If 控件，与 End 控件组成条

件分叉流程，加入 While 控件形成循环执行流程。这三个控件类继承于 FlowIcon

类，除了继承其父类的属性之外，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需要根据控件的名称

进行具体分析，不同的功能进行不同流程控制和代码编写，如 If 控件分叉执行，

While 控件循环执行，需要分别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以 If 控件类为代表，前

面描述了 If 控件属于条件分叉类流程结构控制控件。因此 If 控件右端有两个连

接点，右上角的连接点表示条件为真时，程序执行流程，右下角的连接点表示

条件为假时，程序执行流程。另外 If 控件的父节点可能是普通控件，也有可能

是 If 控件本身或者 While 控件，这样就涉及到条件嵌套和循环嵌套问题，要进

行分别处理。下面阐述 if 条件语句 C 代码的实现，如图 3-12 为 C 语言简单的

If 条件结构图，其中“条件”、“执行语段 1”、“执行语段 2”是需要通过用户自

行设定的。其中“条件”可以通过变量的属性参数来设定。而“执行语段 1”、

“执行语段 2”是在其他模块控件中生成。其他部分属

于 If 控件自身产生的 C 代码。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If 条

件语句的设计，If 控件与这里的执行语段 1 和执行语段

2 的控件成父子关系，执行语段 1 和执行语段 2 隶属于

If 控件。其他控件如 While 控件也是按照此方法来设计

的，While 控件本身含有四个节点，上面的两个节点表

示 While 循环在程序流程中的位置，下面两个节点连接

 

 

 

 

 

 

 

 

图 3-12 If 条件结构图 

 If(条件) 

{ 

执行语段 1; 

} 

else 

{ 

} 

执行语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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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循环体内部活动的流程，并设置 While 控件属性作为循环条件，当该条件

为真时，循环体重复执行，条件为假时结束。 

系统采用链表方式记录各个节点及其节点之间的父子关系，为每个图形控

件提供了快捷菜单：删除、复制、粘贴、剪切等基本元素，更加方便用户控制

和使用图形控件。其具体操作如下： 

(1) 删除 

删除则是选择不需要的控件，将其删除，在链表中删除其父节点、子节点

与其节点关系，用户再根据自己的需要，用连接线连接新的节点，重新建立父

子关系。 

(2) 复制 

复制一般与粘贴控件结合使用，是将选中的控件对象复制一个相同控件对

象，并将原来控件除了父节点和子节点之外的所有属性或参数等都拷贝到新的

控件对象中。 

(3) 剪切 

剪切一般与粘贴控件结合使用，作用和复制与粘贴结合使用类似，不同之

处只是要将原有控件删除，新控件保留原来控件除了父节点和子节点之外的所

有的属性或参数。 

2．连接线 

“节点”、“连接线”、“状态”和“条件”四个元素构成了程序流模型要素，

将模块控件结合，形成完整的程序。他们以图形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使用，以建

立不同的程序流模型。“节点”和“连接线”以图形的方式出现，而“状态”和

“条件”以属性设置的方式出现[36]。 

用户使用连接线将控件连接起来，系统自动生成流程代码，并调用对应的

函数。系统默认上一个控件右侧的连接点为连接线的起点，而下一个控件左侧

连接点为连接线的终点，并确定之间的父子关系。该部分使用四个全局变量：

StartLine.lineStartX(画的连接线的起始坐标的横坐标)、StartLine.lineStatrY(要画

的连接线的起始坐标的纵坐标 )、m_InIconModule(记录连入的控件的类型 )、

m_OutIcon(记录连出的控件)来记录用户连线过程中连线情况。具体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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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判断用户是否点击了控件的连出点，如果点击了连出点，记录表示

连接点属性的变量。 

(2) 将该连出点作为连接线的起点，连接线的另一端随着鼠标的移动而移

动。 

(3) 判断用户是否点击了控件的连入点，将此点作为连线的终点。记录该点

属性变量。 

(4) 更新连接线的表现形式，为了使得连接方式更灵活，界面更整洁、流程

更清楚，连接线以折线的方式显示于窗体中。折线的显示方式采用合适的算法，

根据连接点的位置的不同，通过计算，选用合适的拐点，形成折线。根据连接

线起点坐标(StartX, StartY)和终点坐标(EndX, EndY)，采用双缓冲绘图方式画连

接线，判断各个坐标点的大小，结合控件本身位置和大小，画出合适的连接线。

具体算法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做过多的描述。 

(6) 系统自动加载相应的程序。 

3．变量窗体 

变量窗体可以添加、删除和编辑变量，

变量可以分为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对全局

变量的操作可以在 Main( )函数里面直接完

成设定变量的类型和变量名及初始化的工

作。而对局部变量的操作比较复杂，在用户 

指定的模块中，添加变量，并且该变量只能

在该模块中使用。无论 PC 方程序还是 MCU

方程序，在模块化程序设计均有一个原则，

增强模块的“内聚性”，减少与其他模块的

“耦合性”。内聚性即模块内部的内在完整

性，独立性，功能的单一性，封闭性。耦合性：模块之间的互相影响，函数与

数据的相关性。耦合性小，不确定因素就少。习惯上我们把函数做成“黑箱”，

只关心入口(形参和实参结合)和出口参数(函数值)及其函数功能，不关心函数(模

块)内部的细节。本文成功实现了对全局变量的添加。 

 

 

 

 

 

 

 

 

 

 

 

 

图 3-13 SCI 初始化属性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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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件对象的属性窗体 

控件的属性窗体提供了用户和控件之间的接口，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控件的参数进行设置。内部的实现机制为根据用户对控件的设置，形成具有

对应实参的函数，编译时，调用内部已集成的具有对应的形参的函数，具体内

部函数集成机制在本章 3.4.4 节给出详细阐述。如 SCI 接收模块，当用户点击

SCI 模块时，点击复合窗体中的属性窗体出现可供选择的一系列下拉框。如图

3-13 所示。其他控件与 SCI 控件一样，均配有相对应的属性窗体，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参数。在 SCI 串行通信中，相应的参数有波特率、异步串行

通信中的数据格式，即一个数据字节含有几个停止位、几个数据位、是否奇偶

校验位、发送或者接收数据的方式等设定。用户在完成这些设定之后，系统调

用对应模块的函数，并传递设置的参数值。 

5．显示代码窗体 

代码窗体，用来显示完成的代码，默认显示主函数，子函数的代码在对应

模块的代码窗体。用户将控件拖入主窗体时，代码窗体不显示该模块函数，只

有用连接线将模块连接起来，主函数才调用该模块函数，代码区显示函数代码。

图 3-14 给出了加连接线前后的效果对比图。 

 

 

 

 

 

 

 

 

 

 

 

 

 

 

图 3-14 加入连接线前后状态图对比 

未加连接线 

加连接线 

显示子函数 

未显示子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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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单击 SCI 初始化控件，在代码窗体显示 SCI 初始化模块的规范函数，

以便学生用户学习，若要回到主函数则点击开始控件即可。用户完成界面设计

后，便完成了对控件参数文件的设置。 

3.4.4 编译和下载 

辅助教学系统目前支持 Freescale HC08、HCS08、S12 系列芯片的编译和下 

载，用户可以选择把生成的程序拷贝到对应的 Freescale 集成开发环境中，但是

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不方便。所以本系统采用将编译的工作在内部完成的方法，

首先，用户在平台中完成图形化设计之后，保存工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工程文

件，如 HC08 编译器一样。然后再按“编译”按钮，就可以完成编译工作，这

样省去了用户繁琐的工作，真正做到方便使用。因此，系统要将 Freescale HC08，

HCS08，S12 三个系列的编译工具存放在素材库中，供系统使用。下面以 Freescale 

HC08 系列为例，简要说明编译的过程，4.2 节还会详细说明编译部分实现过程。 

1．编译的过程 

学生用户平台首先根据用户所选芯片，从数据库中取出该芯片的一些参数，

如 Flash 起始地址、RAM 地址、堆栈指针等进行配置。08C 程序的编译依赖于

bin 目录下的文件“sdcc08.exe”和“sdlnk08.exe”。 

(1) sdcc08 将 C 源程序编译成目标文件(*.o)。 

sdcc08 实际上完成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启动 08C 编译器，完成 C 程序向

汇编程序的转换，将所有的.c 文件编译成.s 文件及.lst 文件。第二步将用汇编程

序将源程序进行汇编，产生目标文件*.o。 

(2) sdlnk08 将目标文件链接成目标代码(s19)。 

启动连接器，把所有的.o 文件统一连接成.s19 文件即执行程序文件，执行

程序文件可以下载到芯片上执行，用户还可以根据需要，生成.lst 和.mp 文件。 

2．编译脚本文件makefile文件 

在实际的工程编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文件比较多，所以编译的过程比较复

杂。同时，实际编译时，如果通过输入命令的方式完成文件的编译，工作效率

会很低。所以在工程编译时需要编写脚本 makefile 文件，makefile 是编程人员和

make 之间的接口[37-38]。通过调用 make 命令，系统自动完成工程编译工作，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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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提高了软件的开发效率。makefile 文件类似于批处理文件，包含很多命令，

但它不能自动执行，需要通过 make 命令解释执行。用户在单击“编译”按钮时，

会自动产生 makefile 文件，然后会调用安装路径 bin 目录下的文件 sdmake.exe

解释执行。 

makefile 文件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个工程都会生成一个 makefile 文件用来告

诉 make 命令如何编译和链接，可以智能地根据当前的文件的修改情况来确定哪

些文件需要重新编译，从而节省大量的编译时间。生成编译脚本文件时要用到

许多的编译参数，下面将对这些参数作简要的注解。参数表如表 3-3 所示。 

makefile 的精髓就是它的规则，生成目标文件所需要的文件中如果有一个或

一个以上的文件比目标文件要新的话，那么目标文件就要重新编译，否则，无

须再次编译。如果工程中有很多文件，当工程进行了少量修改后再次编译时，

系统根据文件的依赖关系智能地编译文件，这样会节省大量的时间。文件的依

赖关系的实质就是就是说明目标文件是由哪些文件生成的，换言之，目标文件

是哪些文件更新的。举例来说，f1.o 依赖于 f1.c 和 f1.h 的文件，如果 f1.c 和 f1.h

的文件日期要比 f1.o 的文件日期新，或是 f1.o 不存在，那么依赖关系发生，需

要重新编译 f1.c 和 f1.h 的文件生成 f1.o。结合到工程来说，有以下一些特性。 

表 3-3 编译命令的参数表 

参数  含义  

-I 指定头文件搜索路径  

-e 接收二进制0bxxxxxxxx格式的常量  

-l 生成列表文件(.lst )  

-fmots19 最终编译成为motorola的s19文件格式  

-o 生成目标文件文件名  

-c 编译仅生成目标文件 (*.o)，不启动连接器  

(1) 如果这个工程没有编译过，那么所有的 C 文件都要编译成目标程序*.o

文件。 

(2) 如工程某几个 C 文件被修改，只编译被修改的 C 文件，这些修改后的 C

文件比依赖这些 C 文件生成的目标程序*.o 文件新的话，则*.o 文件重新生成。 

(3) 如果工程的头文件被改变了，那么该头文件比所有引用这个头文件的 C

文件都要新，因此需要重新编译，目标程序*.o 文件也需要重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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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载代码 

下载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先将 Flash 擦写程序数据和用户程序数据写入到

RAM的指定区域(注意要事先为他们分配好固定的 RAM 区，以免出现相互重叠，

从而造成数据丢失的情况)，当一页的用户程序数据写入到事先分配好的 RAM

区后，就调用函数 tbdml_target_go( )去执行 RAM 区存放的写入程序代码，若

tbdml_target_go( )返回值为“0”，则程序就能正确执行，从而将事先存放在 RAM

区的一页数据写入到指定的 Flash 区[37]。 

写入器是目标板和 PC 机之间的联系纽带，MT-Programmmer 采用 JB8 作

主控芯片，与 PC 机通过 USB 接口以 USB 方式进行通信；与目标板进行通讯，

HC08 系列芯片采用 MON08 接口，HCS08 和 S12 系列芯片采用 BDM 接口。编

译完成之后，连接 PC 机与写入器，写入器和目标板，点击工具栏上的“下载”

按钮就可以弹出下载程序的界面，用户选择擦除并写入，将 S19 文件下载到 MCU

中，MCU 执行这些机器码。 

观察实验现象是否正确，若现象与程序设计目的不符合时，首先检查硬件，

确保硬件没有错误之后，再排查软件的问题。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排查关键

都是要掌握正确的调试方法，逐个排除错误，缩小纠错范围，缩短开发周期。 

3.5 本章小结 

本章的主要工作如下： 

(1) 根据目前嵌入式教学软件都要求用户有一定的 C 或者汇编基础的局限

性，给出软件平台的学生用户平台的整体设计思路。 

(2) 对总体芯片素材库的描述以及主要表的设计。 

(3) 具体描述了模块化基础知识设计平台的实现方法，首先对模块进行划

分，然后描述其素材库，最后详细描述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法，包括组织树结构、

选项卡结构和文件流。 

(4) 重点描述了模块化图形化开发平台的实现方法，首先对模块进行划分，

然后阐述了其素材库，最后详细描述用户界面的设计方法，包括图形控件、连

接线、变量窗体、控件对象的属性窗体、显示代码窗体。 

(5) 给出了编译和下载的过程和 makefile 文件的生成及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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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本文设计的重点，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友好的人机界面，并将

图形化语言转化成 C 语言和如何对模块进行划分并存放于素材库中以实现系统

的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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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师用户平台的软件设计 

本章的主旨是设计出面向教师用户的平台，以便教师用户添加素材库形成

新型 MCU 学习和设计平台。本文在第二章已经描述了教师用户软件设计的需求

分析，本章将对其具体实现过程进行详细分析，主要包含同系列新型号 MCU 添

加和新系列新型号 MCU 添加的设计与实现。 

4.1 新型号 MCU 的添加 

教师用户添加新型号 MCU 的素材库，首先要将 MCU 型号添加到数据库中，

即主要完成对 Type(类型)表和Kind(型号)

表的添加，表 4-1 和表 4-2 给出类型表和

芯片表的部分字段名称及说明。系统提供

相应的添加界面，用户选择不同的按钮，

进入不同的添加界面，分为已有系列 MCU 添加和新系列 MCU 添加。 

已有系列 MCU 添加界面中提供芯片型号的下拉框，供用户从中选择新型号

MCU 所属的系列，还提供文本框给用户添加芯片类型的名称、Falsh 起始地址、

Falsh 结束地址等参数。用户点击“添加”按钮后，系统在 Type 表中添加记录，

并对其字段 TypeID、KindID、TypeName、FlashBeAddr 等赋值。并调用函数

CreateFolder( )在文件系统 bin 目录下的以芯片所属类型命名的文件夹下创建以

芯片命名的文件夹，该芯片的素材库均放在该文件夹下。 

新系列 MCU 的情况稍微复杂些，提供的界面与第一种情况类似，只是芯片

所属系列换成文本框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用户完成添加后，系统在数据库中完

成 Kind 表和 Type 表记录的添加，对 Kind 表记录的添加即对 KindID、KindName

赋值，添加 Type 的方式与第一种情况类似。并调用函数 CreateFolder( )在文件

表 4-1 Type(芯片类型)表  

字段名称  KindID KindName 

字段说明  芯片类型 ID 芯片类型名称  

表 4-2 Kind（芯片类型）信息表  

字段名称  KindID TypeID TypeName FlashBeAddr FlashEndAddr RAMBeAddr RAMEndA 

字段说明  
芯片  

类型 ID 

芯片  

型号 ID 

芯片  

型号名称  

芯片 Flash 

起始地址  

芯片 Flash 

结束地址  

芯片 RAM 

起始地址  

芯片 RAM 

结束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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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bin 目录下创建以芯片所属类型命名的文件夹，并在文件夹下创建以芯片命

名的文件夹，芯片的素材库均放在该文件夹下。 

在以该芯片命名的文件下，创建相应芯片的源程序模板 Stationary 文件夹，

在该文件夹中存放相应的芯片运行环境和初始化之类的通用程序。 

4.2 理论知识平台素材库的添加 

新型的 MCU 的问世，必定有其独特性，对芯片理论知识的学习也必不可少。

因此教师用户要整理该新型 MCU 各个模块的学习文件，然后上传到素材库中，

提供给学生用户查看和使用。理论知识平台提供教师用户上传素材库的接口。

由于理论知识平台某些模块是固定的，因此在添加新型号 MCU 时，与 MCU 无

关的模块无需再次添加，用户可以根据系统提供选择界面，添加与 MCU 相关的

模块。 

在以该芯片命名的文件夹中创建 file 文件夹，芯片理论知识学习素材均放

file 文件夹中，调用函数 SaveFile( )复制用户事先准备好的素材库，并在数据库

中添加各文件的路径。 

4.3 图形化开发平台素材库的添加 

图形化开发平台是本文设计的重点，为学生用户提供无代码的开发环境，

因此对于该平台素材库的添加尤为重要。该平台的使用对教师用户的要求比较

高，教师用户不但要编写出规范的、面向模块的嵌入式程序，还要熟悉嵌入式

开发工具的编译和下载过程，能够在命令提示符方式下使用各种命令，完成对

所有模块的.o 文件归档工作。该部分的设计主要难点在于如何提供友好的接口

供教师用户完成数据库和素材库的添加。系统提供与编译器有关的参数对话框

供用户添加，同时在数据库中添加记录，以便系统使用。在 3.4.4 节中，简要提

到了 HC08 系列 MCU 编译、链接的过程，下面详细说明系统编译、链接的过程，

主要分成以下步骤： 

(1) 使用 C 语言编译器，把 C 代码转化成汇编代码。 

(2) 使用汇编器，把汇编代码转换成二进制代码，并存放到一个 object(*.o)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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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ar 软件，用来把所有模块的.o 文件进行归档，也可以认为它是一

个库文件，形成*.a 文件[39]。 

(4) 使用连接器(Linker)，把 main.o、*.a、芯片及所有模块的头文件形成的

inc lude.h 文件等链接起来，并最终形成一个可执行文件(Executableand Linkable 

Format，elf [40]格式)。 

(5) 使用 objcopy 工具把可执行文件转化成 s19 文件。 

教师用户对于程序设计平台素材库的添加可以分为两类情况。 

一种情况为系统中已经含有新型芯片所属的系列。本系统已经支持的芯片

系列有 Freescale HC08，HCS08 和 HCS12 系列，现添加 MC68HC908JP8(以下简

称 JB8)芯片，它属于 Freescale HC08 系列，因此只需要在 Freescale HC08 系列

下，添加 JP8 芯片。教师用户通过对数据库的添加操作完成对 JP8 各个参数的

设置，如一些参数如 Flash 或 RAM 的起始地址、大小、擦除、写入程序等。对

素材库的添加即是将需要的素材添加到对应的文件夹中，并添加芯片模块的头

文件、C 文件及归档文件等。 

另一种情况为系统中暂时没有所添加的新型 MCU 所属系列，这种情况比第

一种情况复杂。由于不同系列 MCU 使用的编译器、连接器不一样，命令参数也

不一样，因此添加新的系列 MCU 则需要添加支持该系列的编译器、汇编器、连

接器等软件并将新的编译参数添加到数据库中，其他素材库的添加与第一种情

况相同。 

教师用户主要创建的文件有头文件、C 文件和库文件。头文件和 C 文件的

编写，本文将在 4.3 节中详细阐述，这里讲述库文件即.a 文件的创建方法。 

库文件的创建是教师用户创建素材库的一个难点，主要将某一芯片的所有

模块的程序目标二进制代码归档于*.a 文件中。学生通过图形化编程开发的程序，

经过编译后，直接调用对应的函数即可，无需将所有的模块再次编译，节省了

大量的编译时间。因此，教师用户只需要完成上述步骤的(1)(2)(3)，其它可以交

由系统完成。为实现平台的可扩展性，最主要是研究好如何编写 makefile 脚本

文件[38]，特别是其中与编译器有关的路径和命令参数。在 makefile 中所有使用

编译器名和编译参数的地方都用变量来代替，并将该系列芯片的编译器存放路

径、名称和各个编译参数都存放在数据库中该系列芯片的记录中，需要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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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数据库中提取即可，采用线程管道的方法调用编译器目录下的 make.exe

来对 makefile 脚本文件进行编译，采用 CreatThread 方法即创建子线程的方法，

将编译输出信息捕捉，并显示在输出窗体上。生成 makefile 文件的伪代码如下： 

File.Delete(makefile文件);  

FileStream fs = new FileStream(makefile文件); 

StreamWriter Mfsw = new StreamWriter(fs); 

Mfsw.WriteLine(指定编译连接时，所需要的库文件和头文件); 

Mfsw.WriteLine(指定编译器及其路径和命令参数); 

Mfsw.WriteLine(指定汇编器及其路径和命令参数); 

Mfsw.WriteLine(指定连接器及其路径和命令参数); 

Mfsw.WriteLine(指定objcopy工具及其路径和命令参数); 

Mfsw.WriteLine(指定生成list文件工具及其路径和命令参数); 

Mfsw.WriteLine(指定rm工具及其路径和命令参数，清除临时文件); 

Mfsw.WriteLine(定义目标文件的依赖关系); 

Mfsw.WriteLine(定义隐含规则); 

4.4 教师用户函数编写规范 

教师用户向系统的素材库中添加素材时，最重要的是提供规范化程序。学

生用户学会使用本系统进行开发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为将来嵌入式的学习打

下良好的基础，以便在交叉编译环境上使用 C 或汇编语言，进行高级嵌入式编

程。学生用户在使用图形控件拖拉进行程序设计时，应该注意程序规范性学习，

因此教师用户应该向学生用户提供规范的程序。教师用户要编写两种程序，一

种是供学生用户可以查看的程序，仅为显示在屏幕上给学生用户查看使用。另

一种程序集成在系统内部，对学生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供图形化程序设计平

台使用。这两种程序的编写都应该注意规范问题。 

高质量的程序不仅要保证能够正确、高效的运行，清晰易懂的程序结构也

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有清晰的程序说明。只有这样才能便于程序的阅读和维护，

方便其他程序的调用，也易于用户使用该程序模块。用户只需要读程序的说明

和程序名，明确各个入口、出口的含义和程序的功能，不需要了解其实现机制

更不需要改动程序本身便可以使用。子程序的长短、行的缩进、嵌套层次的多

少、标识符的命名及注释的规范都是在程序编写过程中应该注意学习和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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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程序规范与 PC 程序规范绝大部分相同，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在编写函

数时，还要注意函数注释的规范和函数编写的规范。 

4.4.1 函数注释的规范 

软件生命周期的 80%用于维护，对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要求非常高，

好的注释可以有效地增加程序的可读性，编写注释时我们注意三点：程序的目

的、程序的功能、程序的细节。 

函数头部注释应包含函数的名称、函数的功能、入口参数、出口参数等内

容。解释程序功能的部分要做到“精”、“准”，尤其是函数头部的注释，它的主

要任务是让用户一眼就能知道函数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头部的注释用“/*„„*/”

的格式包含，函数代码的注释用“//„”的格式，对整段代码的注释标注在其上

方，对某一句程序的注释标注在后方。 

4.4.2 函数编写的规范 

函数编写要满足正确性、稳定性、安全性、可测试性、规范性、可读性和

可扩展性的基本要求。嵌入式编程较一般的 PC 机编程有自己的特点，作者在嵌

入式编程的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编写函数的基本原则： 

(1) 模块化编程。嵌入式编程所面向的实体编程对象是硬件对象，硬件对象

分为内部对象和外部对象。内部对象包括系统初始化、定时器、Flash、串口等，

外部对象包括 LED、开关、按钮、LCD、USB 等。每个对象就是一个模块，要

对应一个头文件和源文件。如果对象是外部对象，则要在头文件中用宏定义对

象接在哪个脚上，头文件中只声明供外部调用的功能函数，也就是说，其他人

只要看头文件函数声明就知道如何使用此对象而无需查阅源文件中的函数代

码。一般函数的命名规则是：对象_功能，比如初始化 LED，函数名可以为

LED_Init。 

(2) 模块要完整、模块之间不能交叉。模块就实现本身要实现的功能，而不

能涉及其它模块，内部之间不能相互调用，如果要调用则交给上级来处理，如

在 Flash 子程序里面不能调用串口程序，测试程序例外，如可用串口程序检验

AD 采集程序是否正确。测试完毕，必须把调用串口子程序代码删除，此时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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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程序可以通过返回值告诉上级程序，让上级程序根据返回值决定是否调用

串口程序。下面通过简单小灯程序来阐述两种程序设计中一些规范性问题。 

4.4.3 规范化程序实例 

普通 I/O 口模块的编程包括 LED.h 和 LED.c 这两个文件。LED.h 头文件主

要是有关 I/O 口的定义和相关子程序的声明，并给出了编程实例。 

1．学生用户可查看的程序的编写 

小灯的控制口固定为 PTA，该部分头文件的主要代码如下： 

//小灯控制引脚定义 

#define Light_P PTA 

#define Light_D DDRA 

//小灯控制相关函数声明 

void LED_Init(void);         //定义控制小灯的MCU引脚为输出 

void LED_L_A(INT8U flag);    //驱动小灯“亮”，“暗”  

LED 模块的.c 文件编写包括 LED_Init( )初始化程序和驱动小灯亮灭的子函

数 LED_L_A(INT8U flag)。这两个子函数的代码如下。 

/******************************************************************  

函数名 LED_Init( )                                             *  

函数功能：小灯的初始化程序                                      * 

参数：无                                                       * 

返回：无                                                       * 

********************************************************************/ 

void LED_Init(void) 

{  Light_D |= 1<<Light_Pin;      //定义小灯引脚为输出 

   Light_P |= 1<<Light_Pin;     //初始时，小灯“暗”   

 } 

/******************************************************************  

函数名 LED_L_A                                                 * 

函数功能：控制小灯亮或暗                                        * 

参数：flag=‘A’:小灯暗 flag=‘L’小灯亮，                       * 

返回：无                                                       * 

*******************************************************************/ 

void LED_L_A(INT8U flag) 

{   if(flag == ‘A’) 

         Light_P |= 1<<Light_Pin;      //小灯暗 

     else if(flag == ‘L’) 

         Light_P &=~(1<<Light_P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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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系统调用程序的编写 

该部分程序的主要提供用户接口，用户进行操作时，通过对模块属性窗体

的设置，形成不同的函数的入口参数。LED 模块头文件的代码如下： 

//小灯控制引脚定义 

#define Light_P PTA                      //小灯的控制口为PTA 

#define Light_D DDRA 

//小灯控制相关函数声明 

void LED_Init(INT8U Light_pin);           //定义控制小灯的MCU引脚为输出 

void LED_L_A(INT8U Light_Pin ,INT8U flag); //驱动小灯“亮”，“暗”  

LED 模块包含两个子函数  LEDInit(INT8U)和驱动小灯亮灭的子函数

LED_L_A(INT8U Light_pin，INT8U flag)。与提供给学生用户查看的程序不同的

是，每个函数均有入口参数，由学生用户通过属性窗体来设定。这两个子函数

的代码如下： 

/*****************************************************************  

函数名 LED_Init(INT8U Light_Pin)                               *  

函数功能：小灯的初始化程序                                     * 

参数：Light_Pin: 小灯引脚                                      * 

返回：无                                                      * 

******************************************************************/  

void LED_Init(INT8U Light_Pin) 

{    

 Light_D |= 1<<Light_Pin;      //定义小灯引脚为输出 

     Light_P |= 1<<Light_Pin;      //初始时，小灯“暗” 

} 

/******************************************************************  

函数名 LED_L_A                                                 *  

函数功能：控制小灯亮或暗                                        * 

参数：Light_Pin: 小灯引脚                                       * 

flag=‘A’:小灯暗 flag=‘L’小灯亮                         * 

返回：无                                                       * 

*******************************************************************/  

void LED_L_A(INT8U Light_Pin ,INT8U flag) 

{    

 if(flag == ‘A’) 

         Light_P |= 1<<Light_Pin;      //小灯暗 

     else if(flag == ‘L’) 

         Light_P &=~(1<<Light_Pin);    //小灯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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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分析了教师用户平台软件平台的设计，主要工作如下： 

(1) 描述了如何在数据库中分情况添加一个新型 MCU，并在相应位置添加

文件夹以便对芯片素材库进行管理。 

(2) 阐述了理论知识平台素材库添加部分的设计方法，提供选择模块界面和

文件上传接口给用户，使得用户方便地完成对该部分素材库的添加。 

(3) 阐述了程序设计平台素材库添加部分的设计方法，该部分的主要难点在

于 makefile 函数如何编写以实现系统通用性的支持。 

(4) 探讨了教师用户函数编写的规范，主要从函数注释规范和函数编写规范

两方面阐述教师用户在编写函数时的注意点。并给出了规范化函数实例，包括

学生用户可查看程序和系统调用程序的编写。 

本章也是本文的重点，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实现支持新型编译器及 makefile

文件的编写，作者采用在数据库中存储编译器路径和 MCU 编译参数，通过数据

库访问的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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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硬件设计 

嵌入式开发的软件最终都要在特定硬件上运行。即使目前市场上出现一些

软件仿真器，来实现对硬件的仿真，但是最终还是要移植到硬件上执行并实现

其功能。因此硬件平台在嵌入式 MCU 学习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模块

化 MCU 辅助教学软件平台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这样单一芯片的开发板已经不能

满足用户的需求，需要一种包含尽可能多的基础模块的新型开发板。但开发板

的使用离不开特定 MCU，而 MCU 的最小支撑电路无法实现通用，因此设计核

心板与扩展板相连的方法。由扩展板提供各种模块接口，核心板提供 MCU 及其

最小支撑电路等。 

5.1 扩展板简介 

MT－Extend Board I 型扩展板适用于 HC08、HCS08、S12 等系列 MCU 的

核心板，提供 160Pin 引脚核心板底座接口、LED 灯、蜂鸣器、继电器、8 段数

码管、LCD、4×4 键盘、8 组开关、模拟电位计、红外传感器、光敏传感器、

 

 

 

 

 

 

 

 

 

 

 

图 5-1 MT－Extend Board I 型扩展板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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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传感器、串行口、USB、CAN、IIC、SPI、以太网口等模块接口。扩展板包

括了 HC08、HCS08 和 HCS12 系列 MCU 具有的基本模块接口，另外，其他系

列的 MCU 的核心板也可对照扩展板与核心板对接的 160pin 的引脚接口进行设

计，图 5-1 给出扩展板的简图，实际电路板见附录 A。作者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对 I 型扩展板其中的一些模块进行改进，如 LED 模块等。扩展板上模块大致可

以分成下面几类： 

5.1.1 电源模块 

MT－Extend Board I

型扩展板提供 3.3V、5V、

12V 三种直流电源，以给

不同供电电压的芯片提供

合适的电压，并为三种电

压配置三种不同颜色的指

示灯，分别标志三种电源

是否正常供电。其电路原

理图如 5-2 所示。 

5.1.2 基本 I/O 模块 

MT－Extend Board I 型扩展板上的调试小灯、拔码开关和蜂鸣器等模块均

属于基本 I/O 的输入输出模块，电路原理图如图 5-3 所示。 

基本 I/O 模块主要包括

三个模块，拔码开关模块：

用拨码开关提供 8 位数字量

的输入。调试小灯模块：提

供 8 位 LED 数字量的输出。

蜂鸣器模块：单个数字量输

出，当控制点为高电平时蜂

鸣器响，为低电平时蜂鸣器

不响。 

 

 

 

 

 

 

 

 

 

 

 

图 5-2 电源模块原理图  

 

 

 

 

 

图 5-3 基本 I/O 模块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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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串行模块 

目前几乎所有的台式机都带有 9 芯的异步串行通信口，简称串行口或组件

对象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COM)口。有的台式机带有两个串行口，分

别为 COM1 和 COM2 口。因为简单且常用的串行通信只需要 3 根线(发送线、接

收线和地线)，所以串行通行

接口可以作为 MCU 与外界

进行通信的简便方式之一。

SCI 外围电路的主要功能是

将 MCU 的发送引脚 TXD 与

接收引脚 RXD 的 TTL 电平，

通过 RS-232 电平转换芯片

( 常 用 MAX232) 转 换 为

RS-232 电平，SCI 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如 5-4 所示。 

5.1.4 4×4 键盘模块 

键盘是由若干按键组成的开关矩

阵，它是嵌入式系统中最简单的数字量

输入设备，用户可以通过键盘输入数据

或者命令，实现简单的人机通信。按键

盘分布的方式，键盘模块可以分为独立

方式和矩阵方式，独立的方式是指将每

一个独立按键一对一的方式直接接到

I/O 输入线上。这种方式实现简单，但

占用 I/O 资源较多，一般在键的数量比

较少时采用。MT－Extend Board I 型扩

展板采用的是 4×4 矩阵方式的键盘分布方式，4 条 I/O 线组成行输入口，4 条

I/O 线组成列输出口，在行列线的每一个交点上设置一个按键，其结构如图 5-5

所示。读键值方法一般采用扫描方式，即输出口按位轮换输出低电平，再从输

入口读入键信息，最后获得键码。这种方式占用 I/O 线较少，在实际应用系统中

采用较多。 

 

 

 

 

 

图 5-4 SCI 模块原理图 

 

 

 

 

 

 

 

 

 

 

 

 

图 5-5 4×4 键盘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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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LED 模块  

LED 模块一般由 4 位 8 段数码管组成，所谓的 8 段数码管一般由 8 个发光

二极管组成，每一个位段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 8 位数码管分别由 a、b、c、

d、e、f、g 位段，外加上一个小数点的位段 h(或记为 dp)组成。根据公共段所接

电平的高低，可分为共阳极和共阴极两种。公共端接地的为共阴极，反之则为

共阳极。扩展板使用的是 4 连排的共阴极数码管，它们的位段信号段(称为数据 

端)接在一起，可以由 MCU 的一个 8 位端

口控制，同时还有 4 个位选信号(称为控

制端)，其结构图如 5-6 所示。为了防止

外电源电流过大而损坏 LED 数码管，因

此必须接入限流电阻。如果直接将限流电

阻放在片选端，会导致显示的符号段码数

量越多，数码管越暗，如显示数字 8 就比

显示数字 1 暗很多。原因是显示数字 8

需要点亮 7 段，而显示数字 1 只需要点亮

2 段，每个数据端都加上相同阻值的限流

电阻就可以解决亮度不同的问题。 

5.1.6 LCD 模块 

LCD 模块采用点阵字符型，专门用于显示数字、字母、图形符号及少量自

定义符号的液晶显示器[41]。这类显示器把 LCD 控制器、点阵驱动器、字符存储

器、显示体及少量的阻容元件等集成为一个液晶显示模块。在硬件上，只要设

计出一种型号的接口电路，在指令上稍微修改即可使用各种规格的字符型液晶

显示模块。扩展板上设计的是日立公司生产的 HD44780 型号的液晶显示器接口

电路，其外部接口信号一般有 14 条，有的型号使用 16 条，与 MCU 的接口有 8

条数据线、3 条控制线，具体描述见表 5-1。 

 

 

 

 

 

                                                                        

  

 

 

 

 

 

 

                                  

 

图 5-6 MCU 与 4 连排 8 段数码管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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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HD44780 引脚信号 

管脚号  符号  电平  方向  引脚含义说明  

1 Vss    电源地 

2 Vdd   电源(+5V) 

3 V0   液晶驱动电源(0～5V) 

4 RS H/L 输入 寄存器选择：1-数据寄存器 0-指令寄存器 

5 R/ W  H/L 输入 读写操作选择：1-读操作 0-写操作 

6 E 
H/L 

H→L 
输入 

使能信号：R/ W =0，E下降沿有效  

          R/ W =1，E=1有效  

7～10 
DB0～

DB3 
 三态 

8位数据总线的低4位，若与MCU进行4位

传送时，此4位不用  

11～14 
DB4～

DB7 
 三态 

8位数据总线的高4位，若与MCU进行4位

传送时，只用此4位  

15～16 E1～E2  输入 上下两行使能信号，只用于一些特殊型号 

5.1.7 A/D 模块 

A/D 模块在嵌入式应用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单片机收集外界信

息的重要途径。扩展板上 A/D 模块包括模拟电位计、红外传感器、光敏传感器、

热敏传感器等。 

如果需要将传感器采集的微弱信号经通道准确地反映出来，需要用到 AD

转换器，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 A/D 转换芯片有 TLC1543，TLC2543，TLC5510

等。这些转换芯片均有模拟接地(Audio Ground，AGND)、数字电路接地(Digita l 

Ground，DGND)两个接地端，分别对应模拟地和数字地。在设计电路板时，

AGND、DGND 在芯片的内部一般不连接，只通过外部引线相接。转换器及其

他 IC 电路的电源端必须用一个 0.1μ F 的陶瓷电容连接到地，用作去耦电容。在

噪声影响较大的环境中，最好在 0.1μ F 的陶瓷电容电容端再并联一个 10μ F 的

钽电容，以减少噪声的影响[42]。 

5.1.8 其他模块 

扩展板上还包括其他模块包括 SPI、I2C、USB、CAN 等模块接口。 

SPI(串行外设接口)是 Motorola 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通讯接口，用于微

处理器和外围芯片之间的串行连接。 

I2C 是飞利浦公司开发的一种总线系统，用于内部 IC 控制。目前兼容的芯

片有 EEPROM 存储器、时钟芯片、湿度传感器等。 

USB 接口已经在无线接入设备、电子商务、PDA 及计算机便携式外设上有

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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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是由德国博世公司开发的。目前已经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

之一。 

5.2 核心板设计与实现 

扩展板上留有 160Pin 的接口，用来连接核心板。核心板是将每一种芯片的

最小支撑电路单独设计在一块电路板上，把所有的模块和 I/O 引脚引出来，与扩

展板 160Pin 的接口相连。核心板主要主要有三部分构成，支撑芯片工作的最小

系统部分、接口部分(包括与扩展板接口、与写入器接口)和开关部分(电源开关

和晶振开关)。 

本系统支持 Freescale HC08、HCS08 和 S12 系列的芯片，因此作者设计了

下面几种芯片的核心板，以它们作为三个系列的代表。具体如表 5-2 所示。 

表 5-2 样例芯片、写入器及接口 

芯片名称  芯片类型  写入器  PC机与写入器接口  
写入器与核心板

接口  

GP32 HC08 MT-Programmmer(for HC08)  USB MON08 

GB60 HCS08 MT-Programmmer(for S08)  USB BDM 

UF32 S12 MT-Programmmer(for S12)  USB BDM 

5.2.1 GP32 核心板 

GP32 单片机是 HC08 系列单片机大家族中具有通用性的一员，具有三种封

装形式，分别为 40 脚、42 脚、44 脚。内部主要有以下主要部分：CPU08、存

储器、定时器接口模块、定时器模块、看门狗模块、并行 I/O 接口、串行通信接

口 SCI、串行外设接口 SPI、断电模块、A/D 转换模块、键盘中断模块、时钟发

生模块及锁相环电路、低电压禁止模块、复位与中断模块、监控模块 MON、系

统设置模块[43]。 

GP32 核心板主要包括 GP32 最小系统、MON08 接口、电源和晶振选择开关、

与核心板接口，其原理图见附录 B，核心板实物图见附录 A。 

5.2.2 GB60 核心板 

GB60 单片机是 HCS08 系列单片机大家族中具有通用性的一员，HCS08 系

列 MCU 是高性能与低功耗的完美结合，其性能可与许多 16 位 MCU 相当。GB60

内部主要有以下主要部分：HCS08 内核、HCS08 系统控制模块、中断、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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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检测、存储器、时钟发生模块、A/D 转换模块、电压调节模块、调式模块、

8 位键盘中断模块、I2C 模块、串行通信接口 SCI1 和 SCI2、定时器接口模块、

串行外设接口 SPI[44]。 

GB60 核心板主要包括 GB60 最小系统、BDM 接口、电源和晶振选择开关、

与核心板接口，其原理图见附录 B。 

5.2.3 UF32 核心板 

UF32 单片机是 HCS08 系列单片机大家族中具有通用性的一员，有两种封

装形式，分别为 100 脚和 64 脚。UF32 内部主要有以下主要部分：S12 内核、

ROM、RAM、高速 USB2.0 接口、给 USB 批量数据传输使用的集成队列控制器、

存储控制器接口、优盘类接口、闪存卡接口、智能多媒体接口、记忆棒接口、

定时器模块、串行通讯接口模块、I/O 通道、输入通道、系统集成模块[45]。 

UF32 核心板主要包括 UF32 最小系统、BDM 接口、电源和晶振选择开关、

与核心板接口，其原理图见附录 B，核心板实物图见附录 A。 

5.3 硬件平台测试 

在测试程序时，首先检查硬件部分是否正确。嵌入式产品包括硬件和软件

两大部分，任何复杂的东西都是由简单的东西组成的，硬件开发板也不例外，

因此我们需要把它分成小的模块，对各个模块逐一测试。测试时也要掌握正确

的方法，按照一定的顺序对模块进行检测。对硬件模块进行测试时，我们往往

会借助于一些工具和方法，比较常用的有： 

(1) 常用的测量工具，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测量仪器。 

万用表使用方便，价格便宜，一般可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

和电阻等，有的还可以测交流电流、电容量、电感量及半导体的一些参数。示

波器价格较高，使用也比较繁琐，它主要是利用电子示波管的特性，将人眼无

法直接观测的交变电信号转换成图像，显示在荧光屏上，一般需要精确测量时

使用。 

(2) 模块测试要遵循一定的顺序，也利用软件进行模块测试即利用一些现有

的、规范的、正确的软件模块对硬件模块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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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时，应注意一些方法和技巧，要尽可能全面测试，如用户对电源模

块进行测试时，不但要测试输出电压是否正确，而且还要测试所有的其他模块

正常工作时，电源的额定功率是否能够满足。要注意测试的顺序，一般先测电

源模块，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然后在测试最小系统，保证芯片能够正常工作，

最后测试外围的模块，外围模块一般先测试能够显示输出的模块，不能够显示

输出的模块可以利用能够显示的模块进行测试，也可以利用 PC 机，如将 AD 值

通过 SCI 发送到显示器，观看采集的结果来检查 AD 模块能否正常采集。 

总之，硬件测试的经验需要在大量的实践中总结，嵌入式学习的过程也就

是一个经验积累过程，因此，在嵌入式这个领域中，许多人甚至是该领域的专

家都这样认为：理论是基础，经验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因此需要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即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不断总结，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5.4 本章小结 

本章描述了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的硬件部分包含扩展板部分

和核心板部分。 

(1) 对目前市场上一些常用的外围模块调查，给出扩展板所包含的模块，包

括电源模块、基本 I/O 模块、串行模块、键盘模块、LED 模块等。对各个模块

具体描述，各个模块具体的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图可参见附录 A 和附录 B。 

(2) 设计并制作 GP32、GB60、UF32 核心板，包括最小系统，晶振电源开

关、与扩展板接口，包括画原理图，布线并制作出 PCB。 

(3) 给出硬件平台测试使用的一些方法，使用万用表、示波器和使用测试模

块对硬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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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础实验例程 

模块化嵌入式辅助教学系统已经实现了 Freescale HC08、HCS08、S12 系列

MCU 教学和开发的实验平台。为了方便广大用户快速入门，本章首先以 GB60

为例，描述了学生用户如何使用模块化嵌入式 MCU 教学平台进行嵌入式学习，

以普通 I/O 实验程序和键盘采集为例进行说明，并给出了一些嵌入式编程规范。

然后以 LM3S101 为例，描述教师用户如何向模块化嵌入式 MCU 教学平台添加

素材库，实现对新型 MCU 的支持。 

6.1 学生用户平台实验例程 

6.1.1 选择芯片类型 

首先用户选择芯片类型，GB60 是 HCS08 系列单片机中的一员，因此首先

在第一列下拉框中选择 Freescale HCS08 系列，然后在第二列下拉框中选择

GB60，图 6-1 给出了芯片选型的用户界面。 

 

 

 

 

 

 

 

 

 

 

 

 

图 6-1 选择芯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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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理论知识学习平台的使用 

用户点击基础知识讲解按钮，进入理论知识学习平台。在树形结构下选择

基本模块中的普通 I/O 口部分，出现如图 6-2 所示的界面。在选项卡中有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阐述 I/O 的基础知识部分即 GB60 的各个 I/O 口相关知识的描述；

第二部分是分析相关寄存器用法；第三部分是以小灯为例给出了规范的 I/O 口程

序。 

 

 

 

 

 

 

 

 

 

 

 

 

 

 

 

图 6-2 GB60 I/O 口部分知识界面 

6.1.3 模块化程序设计平台 

点击“程序设计”按钮，系统进入图形化开发平台，系统加载 GB60 所有

模块，包含通用 I/O 口模块、AD 采样模块、SCI 模块、PWM、键盘模块等。 

(1) 通用 I/O 口模块 

通用 I/O 口模块负责普通 I/O 的输入输出，如点亮小灯、控制蜂鸣器等等，

包含 I/O 口的初始化和 I/O 口的设置两个子程序。 

(2) AD 采集模块 

AD 采集模块分为 AD 初始化和 AD 采集两部分。AD 初始化部分比较简单，

由 AD_Init 函数完成。AD 采集部分由 3 个子程序协作完成，包含以下几部分： 



第六章  基础实验例程                              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56 

单路 AD 采集 AD_Value 函数，其功能为：获取通道 channel 的 AD 转换结

果。返回值为该通道的 AD 转换的结果。 

单路 AD 转换 AD_Mid 函数，也称为中值滤波函数，其功能为：获取通道

channel 中值滤波后的 AD 转换结果，返回值为该通道中值滤波后的 AD 转换结

果。 

单路 AD 转换 AD_Ave 函数，也称为均值滤波。它的功能为：对通道 channel

进行 n 次滤波，求和再作均值，得出均值滤波结果；返回值为该通道均值滤波 

后的转换结果。 

一般可结合 SCI 将 AD 采集的结果发至 PC 机，供用户观察或使用。 

(3) SCI 模块 

SCI 模块是用来实现芯片与 PC 机通过串口通信的模块。分为 SCI 初始化、

SCI 发送、SCI 接收三个部分。用户可以使用 SCI 初始化和 SCI 发送数据设置发

送程序。接收数据时，用户可以使用 SCI 初始化和 SCI 接收数据设置接收程序。

这三者也可以同时使用。 

SCI 初始化部分比较简单，获取用户对 SCI 初始化各个参数的配置。SCI

发送由两个子程序协作完成：SCI_Send1 和 SCI_SendN 分别负责串行发送一个

字节和多个字节。SCI 接收由两个子程序协作完成：SCI_Re 和 SCI_ReN 分别负

责串行接收一个字节和多个字节。 

(4) PWM 模块 

PWM 模块主要为其他设备产生类似于时钟的信号。如 PWM 可以用来控制

小灯以一定的速度闪烁。该模块包含 PWM 初始化和 PWM 输出。 

PWM 初始化主要完成对定时器控制状态寄存器等参数的设置，PWM 输出

部分的子程序为 PWM 负责根据 PWM 波的周期和占空比，输出 PWM 波形。 

(5) 键盘模块 

键盘模块采用的是 4×4 键盘，具体结构参见 5.1.4 小节。键盘模块由键盘

初始化、读取键值和键值转换成定义值三个部分组成。 

键盘初始化部分主要功能：初始化键盘控制及中断的相关寄存器，但未开

放键盘中断。读取键值部分主要功能为：扫描 4×4 键盘，返回扫描到的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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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按键，则返回 0xff。键值转化成定义值部分功能是把键值转化成对应的定

义值。 

可以利用这些模块进行设计，并对各个模块的参数进行设置，形成用户需

要的程序。下面给出在该平台中设计程序的两个实验例程。 

1．小灯闪动程序实验例程 

使用模块化嵌入式辅助教学系统来设计一个简单的小灯闪动的程序，功能

是通过 PTA1 引脚控制发光二极管闪烁。程序 while 循环中，主要有两个模块，

一个是 I/O 模块，另一个是延时程序。图 6-3 给出了用户程序编写的界面，具体

步骤如下： 

(1) 拖动 I/O 初始化控件，并设置连接小灯的引脚为 PTA1。 

(2) 拖动一个 While 控件到程序设计主窗体，系统自动产生 While 控件，

While 控制有四个节点：左上角的节点连接循环部分的上一个节点，右上角的节

点连接循环流程的下一个节点，左下角的节点作为循环部分起始节点，右下角

的节点作为循环部分的终节点。对 While 控件的属性进行设置，While 条件永远

为真，对应的 C 语言为 While(1)。 

 

 

 

 

 

 

 

 

 

 

 

 

 

 

 

 

 

 

 

图 6-3 小灯闪烁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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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动 I/O 控件到程序设计主窗体，并对 I/O 控件的属性进行设置，对 PTA

进行赋值。I/O 口的值为“L”，表示小灯亮。 

(4) 拖动自定义目录下的延时控件到程序设计主窗体，并对延时的大小进行

设置。 

(5) 拖动 I/O 控件到程序设计主窗体，并对 I/O 控件的属性进行设置，对 PTA

进行赋值。I/O 口的值为“A”，表示小灯暗。 

(6) 同步骤(4)。 

(7) 连接连线，形成完整的程序。 

(8) 点击“编译”按钮， 对工程进行编译。 

(9) 编译准确无误后，用 HCS08 写入器连接 PC 机与 GB60 目标板正确连接

后，点击“下载”按钮。选择“擦除并写入”。成功写入后，观察实验现象。 

(10) 观察实验现象。PTA1 引脚控制的小灯出现闪动现象，表示实验成功；

如果小灯闪动太快，或者出现长亮、长暗现象，则表示延时程序设计的延时太 

短或太长，需要重新设置延时时间。 

 

 

 

 

 

 

 

 

 

 

 

 

 

 

 

 

 

 

图 6-4 键盘中断程序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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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键盘中断实验例程 

键盘中断实验程序的功能是，当按下键盘上任何一个键时，产生键盘中断，

在键盘中断程序中，通过串口发送“键值”及“键定义值”。用户可以借助于串

口调试器，接收数据并显示。该程序涉及两个模块：SCI 模块和键盘模块。由于

键盘模块采用中断方式，因此程序有两条线，如图 6-4 所示，一条是主函数流程、

另一条中断函数流程。 

主程序比较简单，主要完成对芯片的初始化、SCI 初始化、键盘初始化等工

作。用户分别拖动 SCI 初始化控件、键盘初始化控件、While 控件到设计窗体上，

分别对控件进行设置，连接控件即可。 

中断程序比较复杂，首先定义一条中断程序流程，其中使用到两个局部变

量，首先在变量窗口点击“添加”按钮，添加 INT8U 型变量 value 和 KBvalue，

用来记录扫描得出的键值和键值转化的定义值。键盘采用中断方式，系统首先

要修改向量表，在向量表中添加键盘中断函数 isrkeyBoard( )，中断函数由第二

条程序流程完成。函数的流程为首先关闭总中断、屏蔽键盘中断，然后设置读

取的键值控件，把读取到的键值付给变量 value，设置 SCI 发送控件，通过串口

发送 value，设置转化成定义值，把转化后的定义值赋给变量 KBvalue，通过串

口发送 KBvalue。由于篇幅限制，对图形控件属性设置，这里就不多作描述。 

使用键盘中断测试程序对程序进测试，如按“A”键，对应的键值为 7E，

通过串口发送 PC 机显示，图 6-5 给出了键盘程序的实验效果图。 

 

 

 

 

 

 

  

 

图 6-5 键盘中断实验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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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师用户平台使用例程 

本小节以 LM3S101 处理器为例，描述如何添加一种新类型的 MCU。该 MCU

是采用 32 位 ARM Cortex M3 v7M 结构[46]，工作频率可以达到 20MHz，8KB 的

Flash 以及 2KB 的静态随机存储器(Static RAM，SRAM)，有 2～18 个扩展 IO,

其 数 量 取 决 于 配 置 ， 支 持 通 用 异 步 收 发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UART)、SPI、PWM 等，满足嵌入式系统入门学习之使用，

也可以满足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运用。实现系统对该型号芯片的支持，首先要准

备相应的素材库。 

6.2.1 素材库的准备 

教师用户添加新型芯片时首先完成对 LM3S101 处理器素材库的准备工作，

主要分为两部分，理论知识平台和图形化平台素材库。 

理论知识平台素材库创建时，用户可以参考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网

站上提供的 LM3S101 微控制器中英文数据手册。从手册上可以得到 LM3S101

微控制器各个模块的基本知识，包含 GPIO 模块、Flash 模块、定时器模块、UART

模块、同步串行接口(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SSI)模块、模拟比较器模块。

教师将手册上的内容分割，并结合实际教学整理各个模块的材料。 

图形化开发平台素材库的创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添加新的编译器目

录，另一部分为函数素材库。 

(1) 新的编译器目录应包含编译器、汇编器、创建文档工具和 GUN 连接器

等，用户可以选择已有的质量较高的工具链，从 CodeSourcery 公司官方网站上

下载高质量的 GNU 工具链，安装 Sourcery G++ Lite for ARM EABI 软件，在其

安装目录 ProgramFiles\CodeSourcery\ Sourcery G++ Lite\bin 文件下可以看到

GUN 的 C 编译器(GNU C Compiler，GCC)包括的一系列的工具，将整个目录(目

录名：arm-none-eabi)拷贝到编译器目录中，并将相应的命令的路径改成该目录

中相应的命令路径。除此之外，还要知道 GCC 的命令参数，使用 GCC 工具链。 

(2) 函数素材库包含 LM3S101 微控制器各模块函数。表 6-1给出了 LM3S101

微控制器基本模块和扩展模块的函数列表。附件C 给出了通用输入/输出(General 

Prot IO，GPIO)模块和模拟比较器模块函数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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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素材库的添加 

教师用户准备素材库之后，要将其添加到系统中才能实现平台对芯片的支

持，素材库添加工作比较复杂，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用户首先在系统提供的窗体上选择该芯片含有的模块，遇到系统未提供

的模块可以自行添加。图 6-6 给出了平台与用户的交互图，教师用户可以选择芯

片对应的模块。 

表 6-1 LM3S101 微控制器函数列表  

控件类型  控件模块  控件名称  包含文件  功能简述  

基本模块  

GPIO口  

GPIO初始化  GPIO.c GPIO初始化  

GPIO口输入  GPIOIn.c GPIO输入  

GPIO口输出  GPIOOut.c GPIO输出  

SSI 

SSI初始化  SSIInit.c SCI初始化  

SSI接收  SSIRecive.c SCI接收子函数  

SSI发送  SSISent.c SCI发送子函数  

模拟比较器  

模拟比较器  

初始化  
CompInit .c 模拟比较器初始化  

模拟比较器内部

电压转化  
CompRefSet.c 

设置模拟比较器  

内部的参考电压子函数  

获取模拟比较器

的输出结果  
CompValueGet  

获取模拟比较器的  

输出结果子函数  

UART  

键盘初始化  KeyInit.c 键盘初始化子函数  

读取键值  KeyValue.c 扫描读取键值子函数  

转化为定义值  KeyConvert.c 键值转换为定义值子函数  

定时器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Init .c 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定时器输入捕捉  InputInt.s  定时器输入捕捉子函数  

PWM初始化  PWMInit .c 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PWM输出  PWMOut.c 定时器输出捕捉驱动函数  

Flash 
Flash擦除  FlashErase.c Flash擦除子函数  

Flash写入  FlashWrit e.c Flash写入子函数  

自定义  延时程序  Delay.c 延时子函数  

应用扩展  

LED 
LED初始化  LEDInit.c LED初始化子函数  

LED输出  LED.c LED输出子函数  

LCD 
LCD初始化  LCDInit.c LCD初始化子函数  

LCD输出  LCD.c LCD输出子函数  

(2) 向系统的目录下 bin\tools\LM3S101 文件夹中添加 GCC for arm 的工具

链，包含有 GCC 编译器(gcc.exe)、GUN 汇编器(as.exe)、创建文档工具(ar.exe)、

GUN 连接器(ld.exe)、object 文件符号查看工具(nm.exe)、复制转换 object 文件工

具(objcopy.exe)[39]，并将这些工具的名称、编译参数、路径添加到芯片的数据库 

中，以便系统编写相应的 makefile 文件。 

(3) 编写各个模块的头文件和各个模块的函数，附录 C 中给出了 GPIO 模块

和模拟比较模块的规范化 C 程序，教师用户可以作为参考。使用 GCC 编译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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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 汇编器将.c 文件

转换成.o 文件，然后使用

创建文件工具把所有的.o

文件集成到 main.a 文件

中，并将 mian.a 文件添加

到 bin\tools\LM3S101 文件

夹中。运行系统，编写程

序进行编译和下载，对于

ARM 系列的控制器，可以

通过 JTAG 口将可执行代

码的下载到目标微控制器

中。 

6.3 本章小结 

本章分别给出了学生用户和教师用户使用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

台的方法。 

(1) 描述学生用户如何使用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首先选择合

适的类型，以 GB60 为例，然后分别进入理论知识学习平台和程序设计平台。

程序设计部分以 I/O 基本模块和键盘中断实验程序为例讲述了用户使用图形化

程序设计平台进行开发的步骤和注意点。 

(2) 以 LM3S101 处理器为例阐述了教师用户如何准备素材并实现对新型

MCU 素材库的添加。芯片的素材库，包含理论知识平台素材库、编译器素材库

和程序素材库等。准备好素材库后，通过平台提供的接口，将素材库加载到系

统中。该部分的难点在于教师用户如何编写 C 语言程序供学生用户底层调用和

如何编写归档文件，并在附录中给出程序实例。 

 

 

 

 

 

 

 

 

 

 

 

 

 

 

 

 

 

图 6-6 设置 LM3S101 所含有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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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7.1 总结 

本文针对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嵌入式学习平台入门比较困难，理论知识学习

与实验操作相互脱节的情况，引入可视化编程技术，开发模块化嵌入式辅助教

学系统，适用于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进行嵌入式入门学习。 

该系统已经完成了以下工作： 

(1) 系统支持 Freescale HC08、HCS08 和 S12 系列的芯片。 

系统在开发时尽量采用软件平台和芯片无关的设计方案，将软件平台独立

于芯片本身设计。由芯片素材库实现软件平台与芯片之间的关联，通过提取芯

片素材库就可以形成该型号的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为了使平台对各个系

列的 MCU 通用，重点要从芯片的编译参数设置、生成 makefile 文件的编写工作，

和通用图形控件的使用这几个方面进行设计。目前已经实现对 Freescale HC08、

HCS08 和 S12 系列的芯片的支持，并以 GP32，GB60，UF32 为实例，支持图形

化编程、编译和下载等功能，验证了软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 遵循教与学相辅的设计思想，并提供一种简单的嵌入式开发方式，即图

形化编程方式，以实现零基础快速编程。 

基于模块化教学的思想，系统从模块出发，完成模块从基本知识到具体应

用的流程。图形化编程方式是指用户不需要编写程序代码，只要拖动控件就可

以完成程序的设计，与传统的符号语言开发相比，用户可以实现对 C 语言或汇

编语言不熟悉的情况下，通过控件的简单拖拉轻松完成嵌入式编程。这部分的

主要难点在于如何把图形语言转化成 C 语言和怎样编写内部调用函数，另外作

者使用归档文件，将所有模块的.c 文件编译成.o 文件后进行归档，形成.a 文件，

使得用户在编译过程中省去很多的编译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编译的速度。软

件平台设计中控件的设计是独立于芯片的，所以很容易添加其它型号的芯片。 

(3) 系统提供友好的界面设计。 

系统使用了 C#提供的 GDI+技术形成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如图形控件采

用树状管理结构，便于用户查找和使用；提供属性、代码、变量等窗口，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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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控件进行各种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控件的位置，并采用

折线相连，有利于界面的美观和对流程的控制和理解；窗体采用可移动、可拉

伸、可吸附、可隐藏的方式，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行选择。 

(4) 完成对新型 MCU 素材库的添加。 

嵌入式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型 MCU 层出不穷，因此要求系统能够实现对新

型芯片的快速支持。系统提供教师用户接口，用于对新型 MCU 的设置和素材库

的添加。该部分的设计难点在于如何生成通用的 makefile 文件，系统如何自动

获得相应的编译器和素材库等工作，作者成功通过设置数据库的方式解决此难

题，并以 LM3S101 为例，成功实现对 32 位 MCU 的添加，并证明系统对于新型

MCU 的支持稳定可靠。 

7.2 展望 

本系统已经过反复测试，证明其稳定可靠，虽然已经实现预期的功能，但

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改善，以下将列出一些需要完善的工作。 

(1) 控件素材库的完善 

本系统的控件素材库支持目前市场上常见 MCU 的外围模块。随着嵌入式应

用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有更多新的模块出现，控件库也需要不断地丰富。 

(2) 调试技术的完善 

模块化嵌入式 MCU 辅助教学平台缺乏调试环境，只能支持编译和下载，这

使得用户在图形控件编写程序时只能人工的去判断出错的地方。为了强化平台

功能，接下来可以花一些功夫，实现对图形控件的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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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硬件评估板实物图  

A.1 扩展板实物图 

A.2 核心板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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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硬件评估板原理图  

B.1 GP32 核心板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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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GB60 核心板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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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UF32 核心板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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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LM3S101 模块规范化程序实例  

C.1 GPIO 模块规范化 C 程序实例 

//************************************************************************* 

函数:GPIOInit                                                          *  

参数:ulPort为引脚所在的端口号,ucPins为引脚号,ulPinIO为引脚工作模式        * 

     ulPort可以为GPIO_PORTA_BASE,GPIO_PORTB_BASE,GPIO_PORTC_BASE,         *  

                GPIO_PORTD_BASE，GPIO_PORTE_BASE                        * 

      ulPinIO可以为GPIO_DIR_MODE_IN、GPIO_DIR_MODE_OUT、GPIO_DIR_MODE_HW  * 

返回:无                                                                * 

功能:设置ulPort端口的ucPins为ulPinIO工作模式 

***************************************************************************/ 

void GPIOIni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unsigned long  ulPinIO) 

{   //判断是哪个端口，并设置其状态 

    ASSERT((ulPort == GPIO_PORTA_BASE) || (ulPort == GPIO_PORT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C_BASE) || (ulPort == GPIO_PORTD_BASE) ||  

           (ulPort == GPIO_PORTE_BASE));  

    ASSERT((ulPinIO == GPIO_DIR_MODE_IN) || (ulPinIO == GPIO_DIR_MODE_OUT) || 

           (ulPinIO == GPIO_DIR_MODE_HW)); 

    // 设置引脚方向和模式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lPinIO & 1) ?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cPins) : 

                                  (HWREG(ulPort + GPIO_O_DIR) & ~(ucPins))); 

    HWREG(ulPort + GPIO_O_AFSEL) = ((ulPinIO & 2) ? 

                                    (HWREG(ulPort + GPIO_O_AFSEL) | ucPins) : 

                                    (HWREG(ulPort + GPIO_O_AFSEL) & 

                                     ~(ucPins))); 

} 

//************************************************************************** 

函数：GPIOOut                                                           *  

参数：ulPort为引脚所在的端口号，ucPins为引脚号                            * 

返回：所读引脚的输入电平,0引脚对于0位的值                                 * 

功能：读取ulPort端口的ucPins引脚的输入电平                                * 

*****************************************************************************/  

long GPIOOu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 

    //判断是哪个端口，并设置其状态 

    ASSERT((ulPort == GPIO_PORTA_BASE) || (ulPort == GPIO_PORT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C_BASE) || (ulPort == GPIO_PORTD_B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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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Port == GPIO_PORTE_BASE)); 

    return(HWREG(ulPort + (GPIO_O_DATA + (ucPins << 2)))); //返回引脚值 

} 

//************************************************************************  

//函数：GPIOIn 

//参数：ulPort为引脚所在端口号，ucPins为引脚号，ucVal中的第n位对于第n输出引脚的电平 

//返回：无 

//功能：设置ulPort端口的ucPins引脚的输出电平 

//************************************************************************/  

void GPIOIn(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 

   //判断是哪个端口，并设置其状态 

    ASSERT((ulPort == GPIO_PORTA_BASE) || (ulPort == GPIO_PORTB_BASE) ||  

           (ulPort == GPIO_PORTC_BASE) || (ulPort == GPIO_PORTD_BASE) ||  

           (ulPort == GPIO_PORTE_BASE)); 

        //设置电平 

    HWREG(ulPort + (GPIO_O_DATA + (ucPins << 2))) = ucVal; 

} 

C.2 模拟比较器模块规范化 C 程序实例 

//*********************************************************************** 

函数名:CompInit                                                      *  

参  数: ulBase为模拟比较器模块的基地址,ulComp为模拟比较器号             * 

        ulConfig为配置值,可为配置参数宏                                * 

返  回:无                                                             * 

功  能:设置模拟比较器                                                 * 

***************************************************************** **********/ 

void CompIni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Comp,unsigned long ulConfig)  

{ 

    //设置寄存器 

    ASSERT(ulBase == COMP_BASE); 

    ASSERT(ulComp < 3); 

    // 配置模拟比较器 

    HWREG(ulBase + (ulComp * 0x20) + COMP_O_ACCTL0) = ulConfig;  

} 

//************************************************************************* 

函数名：CompRefSet                                                     *  

参  数: ulBase为模拟比较器模块的基地址，ulRef为内部参考电压              * 

        ulRef为参考电压的宏                                            * 

返  回：无                                                            * 

功  能：设置模拟比较器的内部参考电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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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CompRefS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Ref) 

{ 

    //检查设置 

    ASSERT(ulBase == COMP_BASE); 

    //设置参考电压值 

    HWREG(ulBase + COMP_O_REFCTL) = ulRef; 

} 

//************************************************************************* 

函数名：CompValueGet                                                   *  

参  数: ulBase为比较器模块的基地址，ulComp为模拟比较器号                 * 

返  回：如果比较器输出为高输出true，为低输出false                        * 

功  能：获取模拟比较器的输出结果                                        * 

***************************************************************************/  

bool CompValueG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Comp) 

{ 

    //检查设置 

    ASSERT(ulBase == COMP_BASE); 

    ASSERT(ulComp < 3); 

    // 返回模拟比较器的输出结果 

    if(HWREG(ulBase + (ulComp * 0x20) + COMP_O_ACSTAT0) & COMP_ACSTAT_OVAL)  

    { 

        return(true); 

    } 

    else 

    { 

        return(fal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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