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嵌入式计算机系统 

Lecture #1 

Overview 



What is a system? 

•  A system is a way of working, organizing or doing 
one or many tasks according to a fixed plan, 
program or set of rules. 

•  A system is also an arrangement in which all its 
units assemble and work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plan o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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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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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me	  display	  SYSTEM	  
Parts:	  Hardware,	  Needles,	  Ba;ery,	  Dial,	  
	  	  	  	  	  	  	  	  	  	  	  Chassis	  and	  Strap	  
	  

Rules	  
1.  	  All	  needles	  move	  clockwise	  only	  
2.  	  A	  thin	  needle	  rotates	  every	  second	  
3.  	  A	  long	  needle	  rotates	  every	  minute	  	  	  	  
4.  	  A	  short	  needle	  rotates	  every	  hour	  
5.  	  All	  needles	  return	  to	  the	  	  original	  

posi=on	  a>er	  12	  hours	  



System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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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n	  automa'c	  clothes	  washing	  SYSTEM	  
Parts:	  Status	  display	  panel,	  Switches	  &	  Dials,	  
Motor,	  Power	  supply	  &	  control	  unit,	  Inner	  
water	  level	  sensor	  and	  solenoid	  valve.	  
	  

Rules	  
1.  Wash	  by	  spinning	  	  
2.  Rinse	  
3.  Drying	  	  
4.  Wash	  over	  by	  blinking	  	  
5.  Each	  step	  display	  the	  process	  stage	  
6.  In	  case	  interrup=on,	  execute	  only	  the	  remaining	  	  



Embedded compu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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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An Embedded Computer System is one that has 
computer hardware with software embedded in it as one of 
its important components.                  Its software embeds in ROM 

(Read Only Memory). It 
does not need secondary 
memories as in a computer 

SOFTWARE PROGRAM 

#include <16f876a.h> 
#use delay (clock=20000000) 
#byte PORTB=6 
main() 
{ 
set_tris_b(0); 
portb=255;        //decimal 
delay_ms(1000); 
portb=0x55;        //hexadecimal 
delay_ms(1000); 
portb=0b10101010;  //binary 
delay_ms(500); 
} 

HARDWARE 



Computer har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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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croprocessor 
 
A Large Memory 
(Primary and Secondary) 
(RAM, ROM and caches) 
 

Input Units 
(Keyboard, Mouse, Scanner, etc.) 
 

Output Units 
(Monitor, printer, etc.) 
 

Networking Units 
(Ethernet Card, Drivers, etc.) 
 

I/O Units 
(Modem, Fax cum Modem, etc.) 



Components of  embedded 
compu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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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has Hardware 
 Processor, Timers, Interrupt controller, I/O Devices, Memories, Ports, etc. 

•  It has main Application Software 

 Which may perform concurrently the series of tasks or multiple tasks. 

 

•  It has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RTOS) 
 RTOS defines the way the system work. Which supervise the application software. It 
sets the rules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A small scale 
embedded system may not need an RTOS. 



What makes embedded 
system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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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time operation 

•  Size 

•  Cost 

•  Time 

•  Reliability 

•  Safety 

•  Energy 

•  Security 



Why embedde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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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rs 
•  New behaviors and applications (GPS, PDA, Wii) 

•  Cost! 
•  Intelligent Control: workaround manufacturing flaws 

(Auto ABS), replace antiquated controllers (Toaster), 
combine functions (Cell Phone) 

•  Remote Sensing and Control 
•  Expanding Human perception and effectiveness 



Embedded 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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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than 30% of the cost of a car is now in Electronics 
•  90% of all innovations will be based on electronic systems 

Slide courtesy of  Alberto Sangiovanni-Vincent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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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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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lete 
embe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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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automotive 



11-8-18 Embedded Computer Systems 12 

More embedded systems 



Cross 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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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compiler 

Src file 

*.o 

Cross link 

Executable file  
downloading 

Command 

For a special 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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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compilation 

*.o *.o 

Src file 



Embedded 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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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ded microprocessor 

•  Embedded microcontroller 

•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  System-on-Chip 



CPU 
ROM 

RAM 

Eqt 1 

Eqt 2 

Single-board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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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microprocessor 

•  Based on general CPU 

•  Keep only functionalities related to 
the embedd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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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microcontroller 

•  A small computer on a single integrated circuit 
containing a processor core, memory, and 
programmable input/output peripherals 

•  MCU is used in automatically controlled products 
and devices 

复位 
部件 

看门狗 
部件 

晶振 
部件 

I/O 
部件 

中断 
部件 

ROM 
部件 

SRAM 
部件 

定时器 
部件 CPU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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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 

•  A specialized microprocessor with an architecture 
optimized for the fast operational needs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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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  Integrating all components 
of  a computer or other 
electronic system into a 
single integrated circuit 
(chip).  

Pictures courtesy of  wikipedia 



Operating system 

•  overview 

监 
控 
程 
序 

操 
作 
系 
统 

实时操作系统 

分时操作系统 

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 

  时  间  先  后   

适用于多个用户共享系
统资源 

适用于计算中心等较大
的计算机系统 

适用于嵌入式设备和有
实时性要求的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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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操作系统是我
们介绍的重点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实时操作系统的特点 

        IEEE 的实时UNIX分委会认为实时操作系统应具
备以下的几点:  
 

§ 异步的事件响应  
§ 切换时间和中断延迟时间确定  
§ 优先级中断和调度  
§ 抢占式调度  
§ 内存锁定  
§ 连续文件  
§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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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实时操作系统的特点 

        总的来说实时操作系统是事件驱动的，能对来自
外界的作用和信号在限定的时间范围内作出响应。它
强调的是实时性、可靠性和灵活性, 与实时应用软件相
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起着核心作用, 由它来管理和协调
各项工作,为应用软件提供良好的运行软件环境及开发
环境。 
 
        从实时系统的应用特点来看实时操作系统可以分
为两种：⼀一般实时操作系统和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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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实时操作系统的特点 

        ⼀一般实时操作系统应用于实时处理系统的上位机
和实时查询系统等实时性较弱的实时系统，并且提供
了开发、调试、运用⼀一致的环境。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应用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实时
控制系统，而且应用程序的开发过程是通过交叉开发
来完成的，即开发环境与运行环境是不⼀一致。嵌入式
实时操作系统具有规模小(⼀一般在几K〜～几十K 内)、可
固化使用实时性强(在毫秒或微秒数量级上)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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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程序⼀一般是⼀一个无限的循环，
可称为前后台系统或超循环系统。 
 
        很多基于微处理器的产品采用前后台系统设计，
例如微波炉、电话机、玩具等。在另外⼀一些基于微处
理器应用中，从省电的角度出发，平时微处理器处在
停机状态，所有事件都靠中断服务来完成。 

——前后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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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基本概念 

        中断服务程
序处理异步事件，
这部分可以看成
前台行为，前台
也叫中断级。时
间相关性很强的
关键操作⼀一定是
靠中断服务程序
来保证的。 

        循环中调用
相应的函数完成
相应的操作，这
部分可以看成后
台行为，后台也
可以叫做任务级。
这种系统在处理
的及时性上比实
际可以做到的要
差。  

ISR 

ISR 

ISR 
ISR 

后台 前台 

中断服务程序 时 
 
间 
 
 

——前后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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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程序。操作系统负
责计算机系统中全部软硬资源的分配与回收、控制与
协调等并发的活动；操作系统提供用户接口，使用户
获得良好的工作环境；操作系统为用户扩展新的系统
功能提供软件平台。  

——操作系统 

硬件 
硬件驱动 
操作系统 
用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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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实时操作系统是⼀一段在嵌入式系统启动后首先执
行的背景程序，用户的应用程序是运行于RTOS之上的
各个任务，RTOS根据各个任务的要求，进行资源(包
括存储器、外设等)管理、消息管理、任务调度、异常
处理等工作。在RTOS支持的系统中， 每个任务均有
⼀一个优先级，RTOS根据各个任务的优先级，动态地切
换各个任务，保证对实时性的要求。  

——实时操作系统（R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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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基本概念 

        多任务系统中，内核负责管理各个任务，或者说
为每个任务分配CPU时间，并且负责任务之间的通信。
内核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任务切换。使用实时内核可以
大大简化应用系统的设计，是因为实时内核允许将应
用分成若干个任务，由实时内核来管理它们。内核需
要消耗⼀一定的系统资源，比如2％〜～5％的CPU运行时
间、RAM和ROM等。 
        内核提供必不可少的系统服务，如信号量、消息
队列、延时等。 

——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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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基本概念 

        调度是内核的主要职责之⼀一。调度就是决定该轮
到哪个任务运行了。多数实时内核是基于优先级调度
法的。每个任务根据其重要程序的不同被赋予⼀一定的
优先级。基于优先级的调度法指CPU总是让处在就绪
态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先运行。然而究竟何时让高优
先级任务掌握CPU的使用权，有两种不同的情况，这
要看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内核，是非占先式的还是占先
式的内核。  

——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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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基本概念 

        非占先式内核要求每个任务自我放弃CPU 的所有
权。非占先式调度法也称作合作型多任务，各个任务
彼此合作共享⼀一个CPU。 
        异步事件还是由中断服务来处理。中断服务可以
使⼀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由挂起状态变为就绪状态。但
中断服务以后控制权还是回到原来被中断了的那个任
务，直到该任务主动放弃CPU的使用权时，那个高优
先级的任务才能获得CPU的使用权。 

——非占先式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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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当系统响应时间很重要时，要使用占先式内核。
因此绝大多数商业上销售的实时内核都是占先式内核。
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一旦就绪，总能得到CPU的控制权。
当⼀一个运行着的任务使⼀一个比它优先级高的任务进入
了就绪状态，当前任务的CPU使用权就被剥夺了，或
者说被挂起了，那个高优先级的任务立刻得到了CPU
的控制权。如果是中断服务子程序使⼀一个高优先级的
任务进入就绪态，中断完成时，中断了的任务被挂起，
优先级高的那个任务开始运行。 

——占先式内核 

11-8-18 Embedded Computer Systems 31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  基本概念 

        任务的优先级是表示任务被调度的优先程度。每
个任务都具有优先级。任务越重要，赋予的优先级应
越高，越容易被调度而进入运行态。  

——任务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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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中断是⼀一种硬件机制，用于通知CPU有个异步事
件发生了。中断⼀一旦被识别，CPU保存部分（或全部）
上下文即部分或全部寄存器的值，跳转到专门的子程
序，称为中断服务子程序（ISR）。中断服务子程序做
事件处理，处理完成后，程序回到： 

1. 在前后台系统中，程序回到后台程序； 
2. 对非占先式内核而言，程序回到被中断了的任务； 
3. 对占先式内核而言，让进入就绪态的优先级最高
的任务开始运行。 

——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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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台系统 

•  基本概念 ——中断 

ISR 任务 

ISR 

非占先操作系统 

任务
A 

任务
B 

任务
C 

ISR 

占先操作系统 

任务
A 

任务
B 

任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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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时钟节拍是特定的周期性中断。这个中断可以看
作是系统心脏的脉动。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取决于不
同应用，⼀一般在10ms到200ms之间。时钟的节拍式中
断使得内核可以将任务延时若干个整数时钟节拍，以
及当任务等待事件发生时，提供等待超时的依据。时
钟节拍率越快，系统的额外开销就越大。 

——时钟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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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实时操作系统的必要性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在目前的嵌入式应用中用得
越来越广泛，尤其在功能复杂、系统庞大的应用中显
得愈来愈重要。在嵌入式应用中，只有把CPU嵌入到
系统中，同时又把操作系统嵌入进去，才是真正的计
算机嵌入式应用。使用实时操作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
因素： 
 

§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 提高了开发效率，缩短了开发周期。  
§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充分发挥了32位CPU的多任务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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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操作系统的优缺点 

 优点：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环境下开发实时应用程序
使程序的设计和扩展变得容易，不需要大的改动就可以增
加新的功能。通过将应用程序分割成若干独立的任务模块，
使应用程序的设计过程大为简化；而且对实时性要求苛刻
的事件都得到了快速、可靠的处理。通过有效的系统服务，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使得系统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缺点：但是，使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还需要额外的
ROM/RAM开销，2~5%的CPU额外负荷，以及内核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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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linux是⼀一个完全符合GNU/GPL公约的操作系统，
完全开放代码。uClinux从Linux 2.0/2.4内核派生而来，
沿袭了主流Linux的绝大部分特性。它是专门针对没有
MMU的CPU，并且为嵌入式系统做了许多小型化的工
作。适用于没有虚拟内存或内存管理单元(MMU)的处
理器，例如ARM7TDMI。它通常用于具有很少内存或
Flash的嵌入式系统。它保留了Linux的大部分优点：稳
定、良好的移植性、优秀的网络功能、完备的对各种
文件系统的支持、以及标准丰富的API等。  

•  常见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嵌入式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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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Windows CE是微软开发的⼀一个开放的、可升级的
32位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基于掌上型电脑类的电子设
备操作，它是精简的Windows 95。Windows CE的图形
用户界面相当出色。Win CE具有模块化、结构化和基
于Win32应用程序接口以及与处理器无关等特点。Win 
CE不仅继承了传统的Windows图形界面，并且在Win 
CE平台上可以使用Windows 95/98上的编程工具（如
Visual Basic、Visual C++等）、使绝大多数的应用软件
只需简单的修改和移植就可以在Windows CE平台上继
续使用。   

——Win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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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VxWorks 

        VxWorks操作系统是美国                               公司
于1983年设计开发的⼀一种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
是嵌入式开发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良好的持续发展
能力、高性能的内核以及友好的用户开发环境，在嵌
入式实时操作系统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它以其良好的
可靠性和卓越的实时性被广泛地应用在通信、军事、
航空、航天等高精尖技术及实时性要求极高的领域中，
如卫星通讯、军事演习、弹道制导、飞机导航等，甚
至在1997年4月登陆火星表面的火星探测器上也使用到
了Vx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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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µC/OS-II是⼀一个源码公开、可移植、可固化、可
裁剪、占先式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其绝大部分源
码是用ANSI C写的，使其可以方便的移植并支持大多
数类型的处理器。µC/OS-II通过了联邦航空局（FAA）
商用航行器认证。自1992年问世以来，µC/OS-II已经
被应用到数以百计的产品中。µC/OS-II占用很少的系
统资源，并且在高校教学使用是不需要申请许可证。 

——µC/OS-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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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applications 

消费电子	�

嵌入式应用	�

信息家电	�

智能玩具	�

军事电子	�

通信设备	�

移动存贮	�

工控设备	�

智能仪表	�

汽车电子	�

网络设备	�

工业	�

军事国防	�

电子商务	�

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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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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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ded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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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 

•  高性能武器平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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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参加反恐作战的“
赫耳墨斯”价值4万美元
，可携带2架摄像机，发
挥了很好作用。 

军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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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works-based Mars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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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toys and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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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  嵌入式系统是以___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
软件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
成本、体积、功耗严格要求的_____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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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1。 列出⼀一个嵌入式系统的结构图，并思考与通用系统的
不同与相同之处。（难度 *） 

2。 假如您要设计⼀一个智能手机，你如何选择嵌入式系统，
并说明理由。（难度***）（提示： 到网上搜索现在的智
能手机（smartphone采用哪些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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