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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嵌入式系统教学 

 



无为科技—— www.emlab.net 

物联网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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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Rapid Growth of the Number of Thing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Source: Cisco IBSG, 2013 



无为科技—— www.emlab.net 

智能硬件？ 
z 带“智能”的硬件 
z 传统的“嵌入式设备”不够智能 
z 智能硬件——接入互联网的“嵌入式设备” 
   智能——借助于云端 
 

    可穿戴设备：智能手环、手表、眼镜 
    智能家电、玩具、健康监护产品 
 
     网络化 —— 嵌入式系统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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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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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几种标准无线技术 

z NFC（近场通信）：13.56MHz，点
对点双向通信、认证。可看作RFID
的拓展应用 

z Bluetooth/BLE（BT4.0）：2.4GHz
，星形网 

z ZigBee：2.4GHz，星形、mesh网 
z Wi-Fi：2.4/5.8GHz，星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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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Wireless Connectivity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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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Wireless Connectivity系列产品 
 

z Sub-1GHz：CC430、CC1101/1120/1310 
z ZigBee（802.15.4）：CC2520/2530/2531 
z Bluetooth/BLE： CC2540/2541/2640/2650 
z Wi-Fi：CC3200/3100 
z NFC：TRF79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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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系统涉及面 

z 设备硬件设计、开发（低功耗MCU） 
z 固件：软件协议、配置与云端接入协议 
z 云端服务 
z 移动端APPs 
z 软件定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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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终端中的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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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单片机（MCU）应用 

Assembly / C 

MCU（48MHz，64KB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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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OTM 

Micro-controller based Internet 
Connectivity Operating system 

 
基于微控制器的互联网接入操作系统 

 
www.mico.io  

http://www.mico.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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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O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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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O是什么？ 
z 针对微控制器（MCU）的物联网应用OS 
z 不是一个简单的RTOS，而是包含大量中间件的软件组件包 
z 最大特点：易用、稳定、高效、安全 
z 开发周期：10年+ 
z 用户量：800+，设备5,000,000+ 
z 物联设备解决方案：传感器 — 云端 — App 

 
                                www.mico.io  

http://www.mico.io/


无为科技—— www.emlab.net 

MiCO的重要特征 

• 基于RTOS内核 

• 支持广泛的MCU，极少的资源需求（64KB  RAM） 

• Wi-Fi、BLE 连接完整解决方案 

• 内建云端服务接入协议（Ali、MS、Amzon、Fog等） 

• 高级安全、功耗管理技术（保持Wi-Fi连接@5mA） 

• 智能产品应用框架（ASF） 

• 丰富的中间件、调试工具，支持Easy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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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中间件, 

MICO 

EMW 
RF, 测试, 认证 

PaaS 

IaaS 

 
 
 

iOS 
 

Android 

 
 智能手机 智能硬件 云 

应用 SaaS 



无为科技—— www.emlab.net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嵌入式系统教学 
 



1/17/2012 CS152, Spring 2012 

What is Computer Architecture? 

19 

Application 

Physics 

Gap too large to 
bridge in one step 

In its broadest definition, computer architecture is the 
design of the abstraction layers that allow us to implem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efficiently using 
availabl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but there are exceptions, 
e.g. magnetic compass) 



1/17/2012 CS152, Spring 2012 20 

Abstraction Layers in Modern Systems 

Algorithm / Protocol  

Gates/Register-Transfer Level (RTL) 

Application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ISA) 

Operating System / Driver 

Microarchitecture 

Devices 

Programming Language 

Circuits 

Physics 

EE141 
CS150 

CS162 

CS170 
CS164 

EE143 

CS152 

UCB EEC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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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形”知识结构 
z 一个专业方向的知识是有层次结构的 

z 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每个人的主
要知识、技能只可能是在某一个层次
/方面（主层） 

z 离主层越远，需要了解的越少（接口） 

z 学习MCU是为了应用。如何才能快速
应用？——工具、库 

 

 MCU最终会内嵌HAL、硬件驱动（不再开
放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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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发展方向 
z 高性能、低功耗； 

z 无线互联（RFID、Wi-Fi、ZigBee、BLE、NFC、Sub-
1G）； 

z 平台级发展（内核、工具、库、API、OS）； 

z 嵌入式算法、协议及其优化 

z 物联网应用系统（内嵌智能、无线互联、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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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段智能硬件产品开发： 
Proto -> EVT -> DVT -> PVT -> MP 

 
z Prototyping（原型机）——可行性 
z Engineering Verification Testing（工程验证测试）——产品定义、开发，

实验室样机 
z Design Verification Testing（设计验证测试）——产品功能测试，工厂小

批量 
z Process Verification Testing（过程验证测试）——EMI /EMI /CE /FCC、

环境测试 
z Mass Production（批量生产）——统计验证，一致性、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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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系统教学（非一门课） 
z 传感器与信号采集、处理 

z 无线通信技术（RFID、Wi-Fi、BT/BLE、
ZigBee、NFC、Sub-1G） 

z MCU及编程语言（内核架构、参数指标，
C/C++编程） 

z 外设原理、编程结构，库、API； 

z OS、驱动、中间件 

z 软件框架，算法、通信协议及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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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系统教学（非一门课） 
z 系统知识（需求分析、设计、调试、测试；电源、EMC

等） 

z 开发平台、工具（任务级、系统级调试、分析） 

z 网络与云端服务 

z 移动端APP开发 

z 应用系统设计、实践 

z 智能硬件产品工程、物联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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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平台设计、开发理念： 
z 体现最新技术产品（MCU、RF） 

z 积木式口袋实验平台：LaunchPad + 扩展板 +可选模块 

z 软件层次、平台教学 

z 新的设计方法、开发工具(CCS、IAR、MiCO、库/API） 

z 完整的教学资源（教材、PPT课件、实验指导书等） 

z 体现TI丰富的产品线：模拟、电源、无线 

z 体现硬件产品化特点 

z 符合IoT应用的一般需求与发展趋势（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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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200实验平台 
¾ DY-IoT-PB： 



 
  

   

实验平台细节规划/展示（主板） 
  •  三色LED灯 

•  蜂鸣器 

•  温湿度传感器 

•  320x240 TFT显示屏 

•  GB2312中文字库 

•  四个独立按键  

•  接近距离及环境光强传感器 

•  电源管理   

•  RS232通信 、Arduino接口 

•  充电电池（可选） 
 

 

 



¾实验内容 
 

基本外设实验 
          2.1.1  GPIO 实验 
          2.1.2 看门狗定时器实验 
          2.1.3 定时器计数中断实验 
          2.1.4  PWM 实验 
          2.1.5  UART 串行通信实验 
          2.1.6  睡眠低功耗实验 
          2.1.7  ADC 实验 
          2.1.8  I2C 串行通信实验 
          2.1.9  SPI 串行通信实验 
          2.1.10  DMA 实验 
          2.1.11  FreeRTOS实验 
 
¾    

 



¾实验内容 
--wlan 部分实验-- 

1. wlan station 实验（wlan 扫描、连接） 

2. wlan AP 实验 

3. Easylink 入网配置实验 

4. TCP Clinet 通信实验 

5. TCP Server 通信实验 

6. UDP通信实验（udp 单播、广播） 

7. MiCO 系统基础实验 

8. HTTP服务器实验 

9. Wi-Fi报警器应用实验（包括手机、apk、云服务） 

10. MiCO透明传输试验 



¾实验内容 
 

¾   综合应用实验： 

 

      •  Wi-Fi音频播放器（WLAN）     

      •  Wi-Fi云报警器 （云+APP） 

      •  微信彩灯控制（微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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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实验指导书、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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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3200语音交互系统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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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z 感谢TI提供了很多支持：大学计划、开发工具、

样片等，以及交流平台 

z 物联网时代来临，智能硬件是嵌入式系统发展的
重要机遇 

z 物联网技术涉及面广，自上而下分层教学 

z 技术、开发、应用进入新阶段，教学方法、内容
要改变；交流、协作非常重要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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