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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段鞠代鹳段静{乍罔

IAR c／c++编译器“1是一种具番世界先进水平的标

准c／cH～编译器，支持符合ANsI c标碟的C或c++编

程语言。源程序经编译后牛成包含数据或代码存储器逻

辑映像的数据段和代码段。每个段都有～个段名和一个

表示熊存储器空间的段类型。段类型

cf)DE表示R()M中的执行代码，段类

型c()NsT表示RoM中静数据．段类型

DATA褒霹RAM中的数据。段名可与

段娄型楣同，健其意义不一群．实际使用

时不能混淆。表1所列为IAR c／C++

编泽器所使用的各种段、段类型及其凄／

写属性说明。

1，1 数据段

数据位于DmA段中．包括静态

(sta氐)存储器、堆栈(shck)、堆(h∞p)眺

及已定位的数藉：D闺隐段可以带有后

缀。佣翔，1)蹦A—c矧予常数数据，包括

文字字符串；nATA—zI}；}j于无初值或用0

初傅声明的静态和牟局变量。

全局变韫或已声明的静态变量保存

在静态存储器空间。已声明的静态变量

有：初值为。或非O的变量、采用“@”或

“#pragma”操作符定位了的变量、被声

明为“c。艄t”闻稍口f在RoM中保存的变

量，以及鬻用关键字“一∞一1nlt”定义举
允许被嬲始他的变量等。

堆栈翔予为速数缳存局嚣变量及其他临鞋数撂．是由

堆栈指针寄存嚣SP指向的一段连续存髓器。作为堆栈

的数据段称为“csTAcK”。初始化模块c8tartup将堆栈

指针初始化为指向csTAcK段的尾鄙。堆栈容量在彳鲢大

程度，r取决于鼎体程序操作细节。直|：J皋给赢的堆栈容量

太小，则会使堆栈中的数姑发牛覆盖而导致程序出错；如

表1 段名、段类型及其读／写属性

段名 说明 段煎型 馈／写属性

f，DE 程序的执行代码 (IoDE 凳搂

卢鸹为 ⋯如nc西数的代玛。{弋码将在韧始忧期赫
(：《，DLl I)ATA 搂／(写)

腻eODE ID段复制，捧在RAM中执行

声疆为一ramfunc函数的代码，代码将在韧始亿期间CoDE-11) (、()NST H读
复制到(、()DE—I段并在RAM中运行

CSTACK 用f c或(1。卜十程序的堆栈 DATA 凄，写

DATA AC 用㈣nst声明的已定位初始化对象 C(jNST H读

DATA～AN 用关键字n吐川t声明的已定位对象 DArA 读／写

DATA—C 常数数据，包括文字字符串 CONST 只读

用非。初值声明的静杰和垒局盘筮。初值由启动代
DATA—l DArA 读／写

码在扔始化期问从DATA+。ID段复制

位丁DAlA_I段的柳值。拐值由启动代码在初始化
DA rA—lI) CoNST 其读

期间从1)A1AjD段复艄到I)ATAj段

位于菲茹失性存储嚣中撬关键字一r吼州t声明孵静态轻AtLN })Al‘A 洼／写
祁全局变量

DATA～Z 无视值或崩0秘值声骧的静惑和垒局变量 DATA 读／写

DlFUN(1rl c—L+中指向建构函散块的代码指针 CODE 只读

用于动怒数据的堆。动意数据为c中由Ⅲa¨。_free，
HEAP I)ATA 读／写c一+中由删、dehe函数使用的数据
lC()f)E 启动代码 C()DE 只读

INITTAB 需要在启动时初始化的段地址和段长度表格 (10NST 只读

复位与异常向量。必颁定位于oxoo～ox3F地址范围
1NTVEC C()DE n读

之内

用于进行IRQ异常服务的堆栈。需要时可增j』Ⅱ以下异

{R也S1 AOK 常服务堆栈——FIQ、Svc、燃和uND，嗣对需要适 DATA 凄／写

当修改宿动文搏吲anun s70t韧蛤耗各个堆拽指针

SWITAB 软件中断囱量表 Co})E j；；；l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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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给定的堆栈容量太大，则会浪费RAM空闸。ARM饮

处理器支持5种异常工作模式，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堆

栈，用户应在启动代码中分别初始化各个堆栈指针，并在

链接器命令文件中进行段定位。

堆用于保存动态分配数据。作为堆的数据段称为

“HEAP"，它仅在使用动态存储器分配时才被包含到应用

系统中。与csTAcK段类似．HEAP段容量的大小需要

视具体应用而定。使用标准输入／输出库时，应将HEAP

容量设置为满足对标准输入／输出进行缓冲的要求，通常

为512字节。

明确指定了地址的变量将被定位在DATA—Ac段绒

DATA-AN段。DATA—Ac段用于初始化为常数的数

据，DA丁A—AN段用于声叫为“一Tl屯l
nlt”的变量。

1 2代码段

代码段包括启动代码、普通代码和异常向量。

启动代码位于IcODE段，包括系统启动(csta rtup)、

运行初始化(cmaln)和系统终止(ce xit)等代码。lc【JDE

段必须被定位在一段连续的存储器空间，链接器命令文件

中不能采用一P命令选项来定位IcODE段。启动代码通

过复位向量调用。

普通代码位于(：()DE段，其中保存普通函数的执行

代码。CODE段口J以带有后缀．如coDE—I段保存由

c()DE_ID段初始化并祚RAM中执行的代码。与编译器

对已初始化变量的处理类似，代码运行时将R()M存储器

中初始化时段的内容复制到RAM存储器中雨执行。普

通代码段还与符号及调试信息有关。

异常向量位于INTVEc段。如果在异常向量处使用

跳转到异常句柄的指令(如B指令)，则异常句柄必须位于

跳转指令能够到达的范围之内，使用Pc加载指令(如

LDR Pc指令)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2段在存储器中的定位

IAR c编译器所生成的段需要通过xLINK链接器”

根据链接命令文件中一系列命令选项的规定在存储器巾

进行定位，才能保证目标代码的正常运行。链接命令文件

是一种文本文件，以“．xcl”为扩展名，其中包含各种

Ⅺ，INK命令选项。

最常用的命令选项有：cPu命令选项一c、常数定义命

令选项一D、段定位命令选项一z或一P。

“c”命令选项用于规定用户系统所采用的cPu，如：

Carm。

“一ry’命令选项用于规定存储器的起始和终止地址，如：

一DR()MSTART=40000040

-DROMEND一40006FFF

“D”命令选项也町用于定义堆栈长度或其他常数。如：

L)_CS l ACK—SIZE=2048

一ILIRQ STA(：K—SIZE一5l 2

“一z”命令选项按段出现的顺序进行定位，对每个存储

器范围要指定其终点，如：

Z(C【)NST)MYSEGMENTA．MYSEGMENTB一()()8(】00

0FFFFF

两个不同类型的段如果小指定第2个段的范围，则可

以定位在同一个存储器区域之内，如：

Z(C()KST)MYSEGMENTA一008000 0FFFFF

—Z(C()DE)MYC(1DE

两段存储器范围可以覆盖，从而允许具有不同定位要

求的段共享部分存储器窄问，如：

Z(C(JNST)MYSMALLSEGMEN r一008000 000FFF

—Z(【、()＼ST)MYI。AR(jESF(孙ⅡENT一()08()O()一()FFFFF

“一P”命令选项以非连续方式进行段定位，口J克分利用

存储器空间，如：

一P(DATA)MYDATA=100000—10lFFF．110000—11】FFF

如果用户应用系统还有一段RAM位于存储器

oxloFooo～oxloF7FF．只要将这段范围加到上述命令中

即可：

P(DATA)MYDATA=100000 101FFF，10F000

】0F7FF．儿0000 11lFFF

3链接命令文件应用举例

链接器命令文件的作用是通知xLINK链接器，根据

文件中给定的命令选项在存储器中进行各种段定位”1。

由于ARM核处理器的种类繁多，各处理器的存储器配置

也不尽相同．因此链接器命令文件通常需要根据具体应用

系统硬件设计进行定制，以保证代码和数据在给定的存储

器范围之内不发生越界而导致错误。

下面以Philips公司的I。PC2148 ARM核处理器芯

片“o为例，说明如何定制xI，INK链接命令文件。

LPc2148具有32 KB片内sRAM和51 2 KB片内Flash，

其存储器地址如下。

片内Flash：Ox00000000～Ox0007FFFF。

片内SRAM：o州oooooOo～o则0007FFF。

针对LPc2148所具有的存储器地址范同，可分别定

制，在片内sRAM中或在片内F1ash中，调试应用程序的

xI。INK链接命令文件。

(1)在片内sRAM中调试应用程序的链接命令文件

／／⋯⋯**I。P(121 48 RAM xcl⋯⋯⋯⋯。
／／规定所使用的CPU为ARM处理器

一Carm

／／定义稃序代码地址空问位于片内RAM

DR()MSTAR rI=40000040

一DR()MEND=40006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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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r≯’。

／，在片内RAM巾定位复位和异常向量(INTvE(：)

Z(C0r)E)1NTVEC蓝40000000—4(]()0003f

／／定位启动代码和异常处理于程序(IC()DE)

一Z(C()DE)IC()DE，DIFUNCT—R(JMSlART一一R()MEND

—Z(CODE)SWlTAB邕ROMSTART—R()MEND

／／定位代鹳段

一Z<C()rJE)C(){)E—RoMSTART—RoMEND

／／定健RAM串运行酶数段(一famfunc)
一Z(C()NST)C()DE—jD—Rf)MSTAR，iI—R()MEND

／／定位备种常数栩初始式

一Z(CoNST)1NITTAB，DATA—ID，nATA—C糯R()MSTART—

R()MEND

—Z(C()NST)CHECKSUM—R()MSTART—R()MEND

／／定义RAM读／写段

一DRAMSrAR r=40007000

DRAMEND一40007FDF

／／定位数据段

一Z(酣TA)DATA—l，DATA—Z，呈)ATA—N—RAMSrART～RA—
MEN玎

／／定位用于复制和运行一ramfunc函数代码的RAM
—Z(DA’rA)C()DE—I—RAMSffART—RAMEND

／／编泽器为一famfunc函数在c()DE—I段生成代码。链接命令

／／选项一Q指示xIjNK链接器将一rmnfullc丽数代码放人c()DE_ID
／／段，而符号和调试信息仍他于运行代码的c(]DLI段

一QC()DEJ—C()DE—ID

／／定义栈和堆段

n(二sTAeK—S{ZE=20f)

一D二lR{：LS rAC}LSIZE—S0

一D—FlR—STACK～SIZE=10

D—SVC—STACK—SIZE—10

一D—ABT—STACK—SlZE=10

一I)一IjND—STACK～SIZE=10

阢HEAFLSIZE兰500

／／定位栈和堆段

—Z(DATA)(X1)～(1K+j慕Z虻K—SlZE=RAMSm状T—RAMEND

Z(DATA)IRQ～STACK+1RQ—STACK⋯sIZE=RAMSTART

—RAMEND

—Z(1：)ATA)FIR—STACK+一FIR STACK—SlZE—RAMSTAR，i

RAMEND

—Z(DATA)SV(■STACK+一SVC—STACK—SIZE㈣RAMSTART

—RAMEND

Z(DATA)ABT—STACK+一ABT—STACK—SIZE—RAM—

START—RAMEND

—Z(DATA)UND—STACK一一UND STA(：K—SIZE=RAM—

STARlI RAMEND

—Z(DATA)}IEAP+一HEAfLSlZE—RAMSTART～RAMEND

{2)在冀融FIash中调试应焉程序的链接翕令文件

对上述链接命令文件进行适骞修改詹《理焉于在

盔
I。Pc2148片内FIash中调试应用程序，主要是重新规定代

码段和数据段的存储器地址，有时还要重新定义堆栈

(stack)和堆(heap)的长度。下面仅列出修改后的部分，其

他相同部分略去：

／／⋯⋯**LPC2148一FLASH．xcl*⋯*一⋯
／／规定所使用的(：Pu为ARM处理器

一Carm

／／重新定义程拳代码地址空翔位于砖内ROM

DRoMSTARr拦00000040

一DRo^dEND一0007CFFF

／／重新在片内F1ash中定位复位和异常向量(1NTVEc)

一Z(C()DE)INTVEC=00000000—0000003f

⋯／／丰}|同部分

／／重新定义RAM凄，写段

一DRAMSTART一40000000

一DRAMEND=400()7FDF

⋯，／捌嗣豁分

／／重裁定义栈郄攀段

D二CSTACK—SlZE竺2048

一D-IRq二S1'ACK—SIZE=512

一D—F1R—STA(：K。SIZE=256

r)_SV【LSTACK～SIZE一256

一r)_ABT—SrACK—S1ZE=0

D—UND—STACK—SIZE=0

一D_HEAP—SlZE∞2048

⋯／／相网部分

4维论

采用IAR EwARM集成环境开发ARM嵌入式系

统，需要通过链接命令文件通知xI。INK链接器如何对c

编译器生成的代码和数据段进行链接和定位。用户需要

熟悉所使用ARM核处理器的sRAM和1 Fla小存储器配

置．并根据实际可用地址空间来确定采用哪然xI。INK命

令选项。只有采用台适命令选项对代码和数据段进行正

确定位．生成可靠的执行代码，最后婚执行代码写入到

Flash中，才能戒功完成ARM嵌入式系统设计；否则，即

使编写躺e源程j芋再优化，迫起不到其应有的俘用。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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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张建 基于ARM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2006
    嵌入式系统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核心部件是嵌入式处理器。在众多的处理器中，ARM是专为嵌入式应用而设计的处理器，由于其低功耗、高

性价比和易扩展性等特点，在嵌入式系统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本文结合PC/104模块的开发以及专用SOC芯片(SOC603)的硬件原型设计分别对ARM处

理器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论文主要内容有：

    1．论文对比嵌入式x86处理器，分析了基于ARM处理器开发PC/104模块的优势，提出了基于ARM处理器S3C2440的PC/104模块解决方案，深入研究了系

统的总线接口设计、通用外设接口设计、热设计和电磁兼容设计等关键技术。在某铁路监控设备中的实际测试表明，基于ARM处理器的PC/104模块的主要

性能确实高于原来的基于x86处理器的PC/104模块。

    2．论文介绍了基于ARM内核的SOC体系结构，总结了SOC603设计验证的基本策略，分析了一种典型硬件原型平台架构下的器件选型方案，最后通过一

个例子说明专用控制器在硬件原型平台上的验证方法。

    3．论文系统介绍了嵌入式操作系统VxWorks在硬件原型平台上的移植过程，包括各种VxWorks映像文件的特点、VxWorks的启动流程以及BSP定制方法

，最后介绍了VxWorks系统中应用程序的开发环境及调试手段。

    论文深入研究了基于ARM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了基于ARM处理器的PC/104模块和SOC603硬件原型平台，并在平台上完成了专用控制器的设

计和验证以及VxWorks操作系统的移植。论文的研究成果可用于指导基于ARM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2.学位论文 盛永杰 嵌入式系统开发调试环境的设计 2004
    嵌入式系统在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它是计算机系统影响人们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各种各样的嵌入式硬件,软件层出不穷.它和桌面PC不同

(基本上是Wintel模式),它的硬件种类繁多和软硬件协同的特点的导致嵌入式系统上软件的移植和调试的困难.为了降低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的难度,也为

了能方便的对新出现的硬件提供支持,该文提出了一个在PC平台上交叉开发嵌入式系统软件的开发平台.首先探讨了嵌入式系统的特点及软件开发调试的

过程和方式.阐明了集成开发环境(IDE)的使用能提高软件开发的效率,也是行业发展的大趋势.该文阐述了基于ELF格式目标文件的嵌入式软件源码级交叉

调试技术,简析了ELF格式目标文件的内容,讨论了宿主机/目标机开发模式中源码级调试的原理和方法,以及嵌入式软件源码级交叉调试系统实现的技术要

点.分析了一个IDE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并提出一个总体设计.在详细设计部分,对各个实现细节进行探讨,对在实现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针对种类繁多的各类设备,对它们进行抽象,提出了虚拟的调试设备的概念.最后,提供了一个针对ARM系列处理器和XScale开发平台的实现,包括各实现模

块当中的重要数据结构和算法.

3.期刊论文 黄志武.沈武英.Huang Zhiwu.Shen Wuying 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孝感学院学报2007,27(3)
    结合S3C4510B处理器介绍了ARM7系列嵌入式系统开发板的开发过程,对硬件选型、系统结构、交叉编译环境和uClinux的移植作了重点分析.

4.学位论文 王旭东 基于ARM-μClinux的粮食干燥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 2008
    本文在深入探讨粮食干燥系统，以及干燥系统对数据在线可靠测量要求和现有数据在线测量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实现干燥过程控制有效的方法

之一是快捷准确的在线信号采集与传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粮食深层干燥解析理论和高湿粮食水分准确在线测量方法及技术装置的基础上，结合现

有数据采集系统发展趋势和嵌入式系统开发方法，选用32位ARM微处理器和Linux嵌入式开发平台，研究开发一种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对嵌入式开发领域内的设备、系统平台和开发技术进行分析、追踪，系统选用千禧公司的QX44B0-Ⅱ系列ARM开发板，安装VMWare虚拟机和嵌入

式操作系统Linux作为软件开发平台，采用“宿主机-目标机”的开发模式，通过在宿主机上编译μClinux操作系统内核，并在内核里添加ARM开发板的

GPIO接口、ADC模块、以太网模块等硬件设备驱动程序，最后配置和内核并移植进入目标机。文中介绍了开发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主要工作步骤，并针对粮

食干燥系统对在线信号采集的要求提出了对ADC采集工作流程的修改，设计了针对多路采集提高信号精度的方法；为了保证数据快速有效传输，利用了

Linux下Socket通信机制，建立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通信模式；并利用MiniGUI图形化开发平台，设计了显示任务。

    本文除了为实际工程中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讲述了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通用性原则：在不同的开发环境下，通过修改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并添加

相应硬件的驱动程序，完成系统设计，提升了系统设计效率，降低了重复开发的难度，充分展示了嵌入式系统开发的优越性。

    综上，本文从实际项目需求出发，结合现有嵌入式开发技术，从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和硬件设计方面较全面的论述了嵌入式数据采集系统的实际开发

过程，并以此阐述了嵌入式系统开发的核心技术和未来发展趋势，为了更复杂的嵌入式应用开发提供了基础。

5.学位论文 郑宽磊 ARM在分析仪器中的应用研究 2006
    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促进了分析仪器的发展，而机构小巧、性能优越、价格便宜、操作简便的小型智能分析仪器发展尤为迅速。由于

嵌入式系统不断应用，性能优越的ARM处理器以及具有友好界面、开发过程简单的Windows CE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本论文将嵌入式系统开发引入到分析仪器的开发中，以ARM9作为处理器、WinCE作为操作系统，对嵌入式系统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选型、系统开发平

台的建立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完成了系统硬件部分的主要模块电路的设计、PCB的设计、硬件主要功能模块的调试以及系统电器性能的测试。

    论文可大致归纳为如下五部分：绪论、理论基础、功能分析与总体规划、系统硬件设计、调试与测试、总结。以下分别介绍：

    绪论部分介绍了开发嵌入式分析仪器的背景和意义，分析仪器的发展情况以及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部分。详细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定义、特点、构成、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对现今流行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和ARM7和ARM9嵌入式

处理器做了简要介绍。

    第三章是系统功能分析和总体设计规划部分。分析了系统功能需求；介绍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平台的建立，主要对硬件核心ARM(S3C2410)处理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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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特性及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软件核心部分嵌入式操作系统选型及WinCE的开发流程做了简要介绍。

    第四、五章是硬件的设计部分。第四章详细介绍了系统主要功能模块的电路设计，包括：存储器、外围接口、仪器扩展接口等模块的电路设计和硬

件电路的PCB设计。第五章介绍了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Tul901及该分析仪器与嵌入式系统开发板之间的连接。

    第六章是系统的调试和测试部分。阐述了系统主要硬件功能模块的调试，系统软硬件的联合调试以及系统的电器性能测试。

    最后是对整个嵌入式系统开发的总结，该嵌入式分析仪器在运算处理速度、硬件系统体积、人性化的设计、大容量的存储等方面有较明显的优势

，该分析仪器的开发为常用分析仪器的提供了嵌入式平台，简化后续仪器的设计开发过程，缩短了开发周期，为国产分析仪器的设计提出了新思路。

6.学位论文 丁震宇 基于ARM嵌入式系统的GPS接收机设计 2008
    由于全球定位系统在航天、航空、航海、海洋上程、大地测量、陆地导航以及军事上的大量运用及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使得GPS接收机系统成为国内

外相关领域竞相研究的对象。GPS系统的用户部分主要是各种型号的GPS接收机。所以GPS接收机中的微处理器的运算能力和功耗直接影响整机的性能。

    本文所研究的是基于ARM微处理器和μC/OS—Ⅱ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及其在GPS接收机中的应用。介绍了OPS接收机设计原理，分析了接收机硬件模块的

组成和功能，设计了由FPGA和ARM完成基带信号处理及导航解算的接收机，建立了基于ARM和μC/OS—Ⅱ的GPS接收机嵌入式硬件开发平台。研究了嵌入式

实时操作系统μC/OS—Ⅱ，分析了其内核的组成结构：与处理器无关代码、处理器相关代码、与应用相关代码，并重点分析和配置了其中与处理器相关

和与应用相关的代码部分，最终将其成功移植到ARM LPC2290微处理器上。建立了基于ARM LPC2290和μC/OS—Ⅱ的嵌入式系统软件编译和调试的交叉环

境，设计了运行在此环境下的中断和多任务来实现接收机信号处理、导航解算及显示等功能，最终完成了基于ARM和μC/OS—Ⅱ的GPS接收机软应用件设

计。

    总之，本文从研究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及其应用着手，掌握了嵌入式系统开发的核心技术，研制了基于ARM嵌入式开发平台的GPS接收机。

7.学位论文 王荣胜 基于ARM的编译器选优技术研究与实现 2007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嵌入式系统已成为当今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在嵌入式系统迅猛发展的今天，广泛的应用和需求使嵌入式系统开发不

再局限于只能由相关应用领域的高水平专家来完成。正是由于各种优秀的集成开发环境IDE(Integration Develop Environment)的出现，为广大嵌入式

开发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得嵌入式系统开发变得相对简单。

    本文从应用角度出发，针对目前IDE种类繁多，编译器性能差异明显的现状，提出了一种基于ARM的编译器选优技术，并通过文件格式转换实现多编

译器跨平台工作。

    本文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1、研究了嵌入式软件开发的一般方法，分析了使用IDE开发嵌入式软件的优势，并对目前广泛使用的多种IDE进行了研究。

    2、深入分析了编译器的工作原理，重点研究了编译器的各种优化策略，并对五种基于ARM的编译器进行了比较，提出了编译器生成代码性能的两个

重要指标。

    3、基于ARM920T设计了一套软、硬件测试方法，对五种嵌入式编译器生成代码进行了全面测试，通过分析比较测试结果，针对应用背景选出了性能

最优编译器。

    4、针对IDE环境下编译、链接输出的三种文件格式进行了研究，采用C语言编程实现了最优编译器生成代码的跨平台应用。

    本文立足于实际应用，研究了编译器选优和跨平台工作技术，目前，相关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8.学位论文 林长虹 基于ARM9的水池实验装置嵌入式系统开发 2009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时代，而各种各样的海洋技术中，能完成多种作业的水下机器人使海洋开发进入了新

时代，其中遥控式水下机器人(ROV)在海洋开发的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水池实验装置就是ROV的一种。本文以水池实验装置为对象开发了基于

ARM9处理器AT91RM9200的嵌入式控制系统。

    首先，介绍了水池实验装置的组成、功能和意义，ARM体系结构的特点和应用前景。其次，开发了水池实验装置嵌入式控制器的硬件部分，包括检测

电路接口，通信接口和控制电路接口。其中检测部分包括—个深度传感器，一个高频信标机，—个低频信标机和—个姿态传感器，开发出I2C总线扩展出

AD7992用来采集深度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开发出SPI总线连接GM8142扩展出多串口用来接收信标记与姿态传感器的信号；通信部分是串口通信和网络通

信，开发了DM9161扩展出以太网接口；控制部分包括一个主推进器、四个侧推进器、一个步进电机和四个电磁阀的控制，开发出SPI总线连接AD5726扩展

出8通道的模拟量输出用来控制推进器；另外，还扩展出16M的FLASH与64M的SDRAM片外存储器；第三，开发了嵌入式底层软件，包括处理器启动代码、中

断过程和接口的调试。第四，为了验证嵌入式系统的功能，为水池试验装置进行数学建模，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简化，最后，在嵌入式系统上

进行了仿真实验。

    将ARM嵌入式微处理器作为水池试验装置的控制核心体积小、功耗低。相对于单片机，基于ARM9处理器AT91RM9200具有更高的处理速度和丰富的外围

接口，还可以扩展键盘、显示器、摄像头等硬件，应用广泛，使嵌入式系统成为通用的控制平台。

9.学位论文 张建春 基于ARM7与μC/OS-Ⅱ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 2007
    本文所研究的是基于ARM微处理器和μC／OS—Ⅱ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及多路数据采集系统。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概念

、组成，分析了嵌入式系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嵌入式系统开发的一般过程和方法。 2．介绍了ARM处理器。 3．研究了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μC／OS—Ⅱ，分析了其内核的组成结构。4．介绍了多路数据采集系统设计原理，分析了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硬件模块的组成和功能，建立了基于ARM和

μC／OS—Ⅱ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嵌入式硬件开发平台：5．分析了多路数据采集系统信号处理原理。建立了基于ARM S3C44BOX和μC／OS—Ⅱ的嵌入式系

统软件编译和调试的交叉环境，设计了多任务来实现两个通道的数据采集，键盘控制，LCD显示等功能，最终完成了基于ARM和μC／OS—Ⅱ的应用软件设

计。

10.期刊论文 李兴红.Li Xinghong 基于OMAP的嵌入式系统开发 -数据采集与处理2008,23(z1)
    ;从嵌入式微处理器OMAP的应用出发,提出一种基于OMAP平台的通用嵌入式系统设计,既利用了ARM适合处理控制型代码的优势,又利用了DSP对实时信

号的处理能力,充分发挥了OMAP双核处理器高性能、低功耗的优点,扩展了平台的通用接口.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pjyqrsxtyy200704024.aspx

授权使用：长江大学(cjdx)，授权号：142feb8c-eed5-46d7-a4c3-9dbc00aa7cd6

下载时间：2010年7月23日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8%81%e9%9c%87%e5%ae%87%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3786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8%8d%a3%e8%83%9c%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98720.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e%97%e9%95%bf%e8%99%b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8904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bb%ba%e6%98%a5%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30477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85%b4%e7%ba%a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Xinghong%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cjycl2008z1039.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jcjycl.aspx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pjyqrsxtyy20070402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