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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学习单片机前途如何？
我们的第一期是教大家如何将ARM开发板当作单片机来用，但在这期视频的第一节，我告诉你们，学习单片机是
没有前途的。

话说得非常狠，因为不这样说，没法警醒你们。我说这句话，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很多人依靠单片机来生活，
淘宝上有一大堆售卖单片机开发板的，像51、STM32等。

工资方面

我们学习这些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在51job上，搜索“单片机”，工资平均下来是几千块钱。然后搜搜“Linux系
统工程师”，平均工资是上万左右。

职业发展

这里我有切实的体会，我2003年毕业，2005年进入一个小公司，当时做的是车载电话，我们先是用51单片机来做
的。当时我的李姓同事，用两个3000多行的C文件，实现了车载电话的功能。 另一个魏姓同事，将功能拆分成各
种模块，使用了50多个C文件，以操作系统的思想，重新写了这个程序。这两个牛人，都跳槽了，都不做单片机
了。 李姓同事去了美国，深造了机器人视觉，现在是百度的搜索专家，魏姓同事和我一起去了中兴，现在在厦门
联想公司负责手机的开发，而我给你们录视频，但我们都不玩单片机了。 我在2005发表了一个2440开发板上仿照
ucos写了一个操作系统，10年前，我们已经把单片机玩得登峰造极了。但是我们还需要升级，为什么？ 因为单片
机非常简单，稍微认真学习2-3个月就可以达到中等的水平，你工作十年和工作两年技能差别不大，对一个公司，
现实一点，他肯定喜欢使用工资更低还更愿意加班的新人，所以说，我们必须升级。

应用方面



在嵌入式领域，单片机位于哪个位置。我们看看一个自动化的机床，在这条生产线上面，比如说在这传输带上，会
有一些单片机来检测物品传输的位置，触发某些信号。 但其总控肯定运行操作系统，以处理更加复杂的事情。 

再看看Google的机器人，他的手臂、脚趾，也许有些单片机来控制其动作，但他的核心大脑，肯定运行操作系
统，才能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 也就是说，在一个复杂的系统，操作系统是大脑，单片机是可以实现手指的功
能。那么你想去做大脑还是想去做手指？ 

并且单片机的产品升级换代比较慢，一个产品使用单片机的话，他追求的是稳定与成本，那显然，日常的工作的活
少，并且也不需要你有太新的技能，既然如此，公司干嘛要花2~3万来请人做单片机，直接花几千元请个新人不就
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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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单片机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渐消失，我们在淘宝搜索一下，STM32开发板的基本都是1-200元，而一个能够运
行Linux系统的板子，nanopi的价格却在100元左右。 一个能够运行Linux操作系统，有512M DDR内存，有四核
处理的的ARM开发板，他只需要99元。所以说，现在单片机的价格优势正逐渐消失，他只能保持微弱的优势就是
稳定性这一特点。

下面来看看使用的单片机和使用操作系统开发的产品，比如闹钟、自动售货机就是单片机做的。 
但自动售卖机，他一旦需要连接网络，需要WiFi，他很可能就需要操作系统。现在的新型自动售卖机，上面有微
信支付，就必须要操作系统。 
像无人机，既用单片机也用Linux操作系统。单片机可以更加及时的处理一些信息。看这些产品，你更想做哪些产
品? 

技术方面

我们的操作系统Linux，他需要一个Bootloader，这个Bootloader就是一个单片机裸板程序的大全，只要掌握了
Linux的Bootloader，对单片机是轻而易举。 在后面视频，我会讲解这点。所以说，我告诉你们，学单片机没前
途了。

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你说特例我就完蛋了，周立功做单片机的，年收入几亿，这没办法说。注意，我说的是学
习，在学习上，你不需要用单片机来学习，但是在工作中，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如果单片机的性能更好，我们就
要选择单片机。 就比如说小米的智能插座，他就是使用单片机来做的，如果同一个功能，用单片机可以省成本，
我干嘛不用单片机呢？卖出几百万台设备，每一个省一毛钱，就可以省几十万。我只告诉你，在技术方面，一旦我
们掌握了Linux的bootloader,反过来，对单片机来说，他是小菜一碟。

第2课 没有前途为何还要学习单片机
为什么没前途也要学习单片机？

因为它是个很好的入口。

单片机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抛开复杂的软件结构，先掌握硬件操作，如：看原理图、芯片手册、写程序操作寄存器
等。 在上一节视频里，我刚把单片机贬得一无是处，说单片机没前途了，这节视频，我又要告诉你们，没有前
途，也要学习单片机。为什么？

首先，我说不用学习单片机，是指不要使用老一套得学习方法学习单片机。什么叫老一套的方法？

硬件上：不要使用C51、STM32这些专用的单片机开发板。如果以后，你不打算从事单片机开发，你用这些
芯片干嘛，研究了两三个月，把这些寄存器都用清楚了，你又用不上，没必要啊。

http://wiki.100ask.org/File:Chapter1_lesson1_003.png


软件上：不要使用Keil、MDK等集成度太高的软件。你用这些软件，你写个main()就可以了，然后调用各种
库，进行傻瓜式操作。这些好用的工具，封装了很多技术细节，使得我们没法了解裸机、单片机的本质。

以后我们会使用新一套的方法来进行单片机的开发。新一套的方法，我们后面再介绍。 

我们之所以还要学习单片机，是因为他里面的知识，对我们后续学习Linux还是有用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个
Linux系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嵌入式Linux系统的软件组成：

单片机大全Bootloader-->Linux驱动-->Linux APP-->Linux GUI(Android/QT)

我们PC机一上电的时候，黑色屏幕上会显示BIOS，这个BIOS目的是去启动Windows内核。Windows内核再挂载
C盘(系统盘)、D盘(应用盘)，最后再去启动应用程序，像QQ、网游等。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Android手机或者工控设备，也有BIOS，但嵌入式Linux系统里面不叫BIOS，叫
Bootloader，他的目的是去启动Linux内核。 他首先也是识别应用程序所在的存储设备，挂载根文件系统（在
Windows系统里面的C盘、D盘，在Linux里面称为根文件系统)。最后去启动应用程序。 

仔细的分析下Bootloader，他去启动内核，他去哪里启动内核呢？ 显然是去某个地方读出内核，就比如说BIOS是
去C盘上读出Windows内核，我们的Bootloader是去Flash或者SD卡读取内核。 因此Bootloader要拥有读取
Flash或者SD卡的能力。有些Bootloader还要显示logo，因此还要具有操作LCD的能力。Bootloader还要设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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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板的环境，比如，初始化时钟、初始化内存、还要设置网卡等。 这么多事情，都是在Bootloader里面实现的，
太复杂了，如果你一来就分析整个Bootloader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们怎么学习呢？ 把他拆开，写出单独的程序，比如：LED点灯、时钟、网卡、Flash都单独写个程序来练习，
这些不就是单片机程序吗？所以说，Bootloader是单片机程序的大全。我们为了更好的学习Bootloader，我们应
该事先一个一个练习硬件，当我们熟悉每个硬件后，再组合起来，就是一个Bootloader。 

我们再来看看Bootloader启动内核之后，内核再去挂载根文件系统，意味着内核也要有操作硬件的能力，这就是
驱动程序。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个简单的驱动程序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的应用程序是调用open()、read()、
write()这些标准的接口去访问硬件。那么就进入驱动程序里面，驱动程序里面有对应的drive_open()、
drive_read()、drive_write()。最后在驱动程序里面，去配置硬件。 这里以如果是一个LED点灯驱动，那么
drive_open()要把GPIO设置为输出引脚，drive_read()，返回GPIO状态，driver_write()则写GPIO，让引脚输出
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对于我们的LED驱动程序，你需要提供drive_open()、drive_read()、drive_write()这些接口，这就是他的框架。
具体的怎么操作硬件，就是硬件操作。 所以说，我们事先在单片机里面，熟悉熟练的掌握硬件操作。即驱动程序
的组成：

驱动程序=软件框架+硬件操作

你需要学会看原理图、看硬件怎么连接、看芯片手册、知道怎么读写寄存器。这一切都可以先在单片机里面学习，
去掌握。以后学习Linux驱动时，把重点放在软件框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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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事先学习单片机，单片机的学习可以让我们先抛开复杂的软件结构，先掌握硬件的操作，如：看原理图、
芯片手册、写程序操作寄存器等。 这就是为什么单片机没有前途，我们也要学习。是因为他里面涉及的硬件操
作，对我们后续的学习，非常有用处。

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学习单片机，不是为了掌握单片机的开发技能，而是为了掌握Bootloader，掌握硬件操
作。 

第3课 怎么学习单片机_选择开发板与开发工具？
本节教你如何学习单片机，如何选择合适的开发板和开发工具。

现在我们知道单片机是要学习的，那么怎么去学习单片机？在上一课我们说不要使用老一套的方法学习，实际上是
指的两个问题。

第一：选择什么开发板；

第二：使用什么开发工具；

我们学习单片机的目的是干嘛？目的是为后续嵌入式Linux学习服务。 在这条学习线路上:

单片机->bootloader->Linux系统/驱动->APP（QT） 可以使用同一套开发板。

我们选择开发板的原则是：资料丰富。

开发板首推三星 (SAMSUNG)系列的，资料最开放，

有S3C2440、S3C6410、S5PV210、Exynos4412；
然后是德州仪器 (TI)的，TI开始不开放资料，现在逐渐公开了，有AM437X、AM335X；
然后是飞思卡尔(freescale)，有iMX6；
还有其它国产芯片：全志、瑞芯微；

我们用百度进行搜索，看哪个资料最丰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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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在搜索关键词中加入“教程”后，S3C2440的搜索结果比AM335X更多，因此S3C2440的资料仍是最多的，TI
的营销更好，当然，TI作为工控板，其用户也是很多的。

所以，从教程的丰富程度来看，S3C2440为首选开发板；

我们后面会考虑使用TI的芯片重新录制一套视频，但需要2-3年的功夫，所以，现在还是使用S3C2440吧。

现在普遍有个错误观点：S3C2440过时了，它还是ARM9内核，现在Cortex-A7、 Cortex-A8、 Cortex-A9、
Cortex-A15都出来了，它的性能太差了。 性能差没错，但它是否过时了呢？

那要看学到的知识是否过时。

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个芯片是怎么组成的，里面有CPU、外设串口、I2C、SPI、LC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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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程序的时候，是去操作这些模块的寄存器，访问这些模块，并不是去操作CPU。 等你工作的时候，你使用
不同的芯片，那么差别在于这些模块，这些硬件的操作，差别不在CPU操作，你写程序的时候，根本不涉及CPU
的内部机制。

不同芯片的差别： 在于外设操作，不在于CPU，写程序几乎不涉及CPU，只有涉及中断时，才会跟CPU的机制有
点关系，但是不同CPU的架构差异很小，并且我们后面开发Linux驱动时，内核已经帮我们做好了这些处理，根本
不需要去关心。

从上一课我们知道，驱动=软件框架+硬件操作。这个软件框架对于所有的芯片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用Linux内
核。 而这个硬件操作，你在2440上掌握了串口操作，I2C操作、SPI操作，掌握了这些硬件的语言，你换一种芯
片，是完全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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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设你选择了2440开发板，那么怎么使用2440开发板来学习单片机的开发呢？又使用什么开发工具呢？ 以前在
Windows开发的时候，我们使用ADS、Keil、MDK等，你直接写个main()函数，所有的细节都帮你实现了，谁来
调用main()函数，有他帮你做了。这main()所生成出来的代码，怎么放入到内存里面，这工具也帮你做了，我们
基本上只需要写main()函数，只需要写C语言就行了。但是这里掩盖了太多的技术细节，你看看我们[官网->学习
路线](http://www.100ask.net/a/howtostudy/) 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个比较：

① Windows下的单片机学习，深度不够 

Windows下有很好的图形界面单片机开发软件，比如keil、MDK等。
它们封装了很多技术细节，比如：
你只会从main函数开始编写代码，却不知道上电后第1条代码是怎么执行的；
你可以编写中断处理函数，但是却不知道它是怎么被调用的；
你不知道程序怎么从Flash上被读入内存；
也不知道内存是怎么划分使用的，不知道栈在哪、堆在哪；
当你想裁剪程序降低对Flash、内存的使用时，你无从下手；
当你新建一个文件时，它被自动加入到工程里，但是其中的机理你完全不懂；
等等等。

② 基于ARM+Linux裸机学习，可以学得更深，并且更贴合后续的Linux学习。 

实际上它就是Linux下的单片机学习，只是一切更加原始：所有的代码需要你自己来编写；哪些文件加入工
程，需要你自己来管理。
在工作中，我们当然倾向于使用Windows下更便利的工具，但是在学习阶段，我们更想学习到程序的本质。
一切从零编写代码、管理代码，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更多知识：
你需要了解芯片的上电启动过程，知道第1条代码如何运行；
你需要掌握怎么把程序从Flash上读入内存；
需要理解内存怎么规划使用，比如栈在哪，堆在哪；
需要理解代码重定位；
需要知道中断发生后，软硬件怎么保护现场、跳到中断入口、调用中断程序、恢复现场；
你会知道，main函数不是我们编写的第1个函数；
你会知道，芯片从上电开始，程序是怎么被搬运执行的；
你会知道，函数调用过程中，参数是如何传递的；
你会知道，中断发生时，每一个寄存器的值都要小心对待；
等等等。
你掌握了ARM+Linux的裸机开发，再回去看Windows下的单片机开发，会惊呼：怎么那么简单！并且你会
完全明白这些工具没有向你展示的技术细节。

如果我们基于ARM+Linux，不使用这些Windows工具，你可以学得更深，并且单片机的大全Bootloader，他就
是ARM+Linux开发的，他并不使用Windows下的工具。 你基于ARM+Linux学裸板、学单片机，你可以学得更
多，因为我们一切都从零开始的。我们既管理这些代码，也可以知道芯片上电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知道程序自己
怎么把自己读到内存，且知道怎么去规划内存，知道怎么代码重定位……

我说的这些概念，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是因为Windows下这些好用的工具把这些统统都给屏蔽了。 我们使用
ARM+Linux进行裸板开发，一旦掌握了ARM+Linux开发这套机制，再回过头去看这些Windows工具、看STM32
的话，你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并且你可以无缝进入后续的学习，因为你已经熟练掌握了Linux的操作环境，
后面的Bootloader是在Linux下开发的，后面的Linux驱动也是在Linux下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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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怎么去学习单片机的开发呢？

使用S3C2440开发板，在Linux环境（Ubuntu）下使用arm-Linux-gcc工具来编译程序。

你编写代码的时候，可以使用Windows下各种好用的工具，文本工具等，但便宜的时候，使用arm-Linux-gcc来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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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2%E8%AF%BE_ubuntu%E7%8E%AF%E5%A2%83%E6%90%AD%E5%BB%BA%E5%92%8Cubuntu%E5%9B%BE%E5%BD%A2%E7%95%8C%E9%9D%A2%E6%93%8D%E4%BD%9C(%E5%85%8D%E8%B4%B9)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3%E8%AF%BE_linux%E5%85%A5%E9%97%A8%E5%91%BD%E4%BB%A4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4%E8%AF%BE_vi%E7%BC%96%E8%BE%91%E5%99%A8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5%E8%AF%BE_linux%E8%BF%9B%E9%98%B6%E5%91%BD%E4%BB%A4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6%E8%AF%BE_%E5%BC%80%E5%8F%91%E6%9D%BF%E7%86%9F%E6%82%89%E4%B8%8E%E4%BD%93%E9%AA%8C(%E5%85%8D%E8%B4%B9)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7%E8%AF%BE_%E8%A3%B8%E6%9C%BA%E5%BC%80%E5%8F%91%E6%AD%A5%E9%AA%A4%E5%92%8C%E5%B7%A5%E5%85%B7%E4%BD%BF%E7%94%A8(%E5%85%8D%E8%B4%B9))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8%E8%AF%BE_%E7%AC%AC1%E4%B8%AAARM%E8%A3%B8%E6%9D%BF%E7%A8%8B%E5%BA%8F%E5%8F%8A%E5%BC%95%E7%94%B3(%E9%83%A8%E5%88%86%E5%85%8D%E8%B4%B9)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09%E8%AF%BE_gcc%E5%92%8Carm-linux-gcc%E5%92%8CMakefile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0%E8%AF%BE_%E6%8E%8C%E6%8F%A1ARM%E8%8A%AF%E7%89%87%E6%97%B6%E9%92%9F%E4%BD%93%E7%B3%BB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1%E8%AF%BE_%E4%B8%B2%E5%8F%A3(UART)%E7%9A%84%E4%BD%BF%E7%94%A8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2%E8%AF%BE_%E5%86%85%E5%AD%98%E6%8E%A7%E5%88%B6%E5%99%A8%E4%B8%8ESDRAM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3%E8%AF%BE_%E4%BB%A3%E7%A0%81%E9%87%8D%E5%AE%9A%E4%BD%8D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4%E8%AF%BE_%E5%BC%82%E5%B8%B8%E4%B8%8E%E4%B8%AD%E6%96%AD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5%E8%AF%BE_NOR_Flash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6%E8%AF%BE_Nand_Flash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7%E8%AF%BE_LCD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8%E8%AF%BE_ADC%E5%92%8C%E8%A7%A6%E6%91%B8%E5%B1%8F
http://wiki.100ask.org/%E7%AC%AC019%E8%AF%BE_I2C
http://wiki.100ask.org/%E7%AC%AC20%E8%AF%BE_SPI
http://wiki.100ask.org/index.php?title=%E7%AC%AC001%E8%AF%BE_%E4%B8%8D%E8%A6%81%E5%86%8D%E7%94%A8%E8%80%81%E6%96%B9%E6%B3%95%E5%AD%A6%E4%B9%A0%E5%8D%95%E7%89%87%E6%9C%BA%E5%92%8CARM&oldid=974
http://wiki.100ask.org/Special:%E9%A1%B5%E9%9D%A2%E5%88%86%E7%B1%BB
http://wiki.100ask.org/index.php?title=Category:ARM%E8%A3%B8%E6%9C%BA%E5%8A%A0%E5%BC%BA%E7%89%88&action=edit&red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