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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路单片机
前言及硬件平台
作者：杜洋
2005 年 6 月 13 日

前言：
一年前，哈尔滨市的学府书城，开门大吉！我只身在电子技术类图书区找
着我中意的电子制作技术的书。这个地方我经常来虽然书很多，可是没有几本
中意的，它们不是只讲一些纯理论的东西让人看的一头“污水”，就是只电路一
堆没几个对的。哎！只怪中国的技术书籍市场的沦落呀！出书，不是作者想出
名就是商贾想赚钱，就这样东拉一点西扯一块，不管是不是一个技术的，不管
对不对只要书出了，其余就随便随便了，长此这样，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
的爱好技术的初学者。“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只好什么都相信”。技术还没入门
就让“我们最好的老师”给骗了。先不提这个，还是说说我的邂逅吧！（别想多
了，本人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呢！如有意者请于我联系）
逛了一会，想起了我们要新开一门课叫“单片机”。好像也是电子技术里的
一部分，应该和数字电路有一点关系吧？好像就是比较专用的集成电路呗！先
了解一下也好，什么事都要走在老师的前面呀。脑中认定了一个词组：
“单片机”，
就开始在书架上查找。可是 5 分钟过了，没有一个关于单片机的，甚至是出现
这个词的书都没有。我的天，学府书城——听说是东北地区图书最全的书店竟
然没有关于单片机的书，看来上帝都要信佛了！！！不会了，一定是我没找对，
也许就在电子技术的一个小角落也说不定，还是问问吧。一个漂亮的阿姨把手
指向了远方一个神秘又陌生的地方，那是一个离电子很远的另一个书架。那时
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一个书客稀少的地方竟是我心中的香格里拉。
《单片机基础教程》、《单片机接口技术》、《PIC 单片机教程》、《51 系列单
片机设计实例》......我的二叔呀！！！满满的三个书架全是关于单片机的书，
我哭笑不得。不知是笑我发现了“新大陆”好呢，还是哭我的无知可笑好。随
手抽了一本《**单片机教程》看了看，除了扉页上的字能看明白，其它都是天
书。这时的我才感觉到世界的伟大，自己的渺小。想到了书山有路，学海无崖。
想到了爱因斯坦。想到了我今天中午不能吃饭，得在这好好的看看这些书。
首先，我要了解。了解了再入门，入门了再深入的学习。这是大多数人们
的学习方式，可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总是“独辟蹊径”，让人学了数年不知道学的
知识有什么用。我找了好久才看了一本中学生学习单片机的书，我想：先别整
高深的了，看看中学生的我能否看懂吧！看了一会我差一点冲动的把它买下来，
那就正中了作者的计了。那本书只是讲了一个成品的单片机开发学习板的功能
及使用，它是由工程师写好了的程序，用户（中学生）只是用键盘输入一个十
进制数的指令，让其完成特定的功能。按现在来说这不能算是单片机，而是用
单片机开发出了一个玩具。抱着再考虑一下的心理，我放下了这本书。好大一
会，我找到了一本《单片机轻松入门》，看起来是给我这类菜鸟看的了。果不其
然，通过看这本书我了解到了单片机的基础知识，知道了什么是单片机，单片
机的用途，这一下我找到了单片机技术学习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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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平台：
单片机是一块在集成电路芯片上集成了一台有一定规模的微型计算机。简
称为“单片微型计算机”或“单片机”（Single Chip Computer)。简单的说单
片机是一种可以输入指令程序的微型计算机，也就是大家所谓的电脑。她是以
一种集成电路块的硬件形式出现的，即一个黑黑的塑料外边伸出了几只金属脚。
可以通过向单片机的内部输入一个你想让单片机干什么事的语言，她就可以按
照你的吩咐为你服务了。那单片机这东东到底可以干什么呢？难到可以帮我洗
衣做饭？可以当老婆用？？？是呀，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电器中大多都用到了
单片机，我们的洗衣机里就用到了单片机控制（不全是，只是一些高级的产品
中用到），可以定好洗衣时间，何时上水，何时脱水。我们家中的电磁炉，微波
炉也用到了单片机，由她控制火量、时间。这样一来单片机真的可以为我们洗
衣做饭了。至于能否当老婆用，这项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不要对此抱太大
的希望。由于单片机是用程序进行控制的，所以节省了许多的硬件电路，而且
让电路更加精准、小巧。如果各位朋友有一定的电路制作基础的话，学起单片
机技术就会更加的容易了。因为单片机的硬件部分的学习必须有数模电子技术
（特别是数字电子技术）为垫脚石。
现在的单片机应用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了，上到国防、卫星、导弹、军事，
下至手机、电视、电灯、空调无处不用到单片机。单片机的技术的开发是未来
高精尖科技领域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今天学习单片机技术就像前几年学习网
络技术一样，让我们的学习紧跟市场，让我们利用这一机遇迅速走向成功。说
到这里，一些持观望态度的“门外汉”是不是也想进来看一看学一学了呢？那
是最好不过了，爱好是我们学习最好的老师，如果你真的有了这方面的爱好就
要尽力的发挥它。因为你有爱好，这是一种财富，是多少没有爱好和没有发现
自己爱好的人的梦呀。如果你有毅力，有决心再加上这方面不凡的爱好。那么
一扇成功的大门已经为你展开，何不现在行动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过去，向世人
证明你的能力，你的志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让中国因你而自豪呢？
说了这么多，有朋友会问了：单片机这么好，贵不贵呀？哪里能买到呀？
我应该怎么学单片机呢？......大家不要急，我现在就作一个引路人，为想学
单片机和以学习单片机为乐的人指引方向。
单片机虽然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电子产品，但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高
不可攀。我们最常用的单片机型号多为 51 系列单片机（具体什么是 51 系列单
片机我将在以下的文章中说明），这种单片机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在国外已经有
了几十年的历史了。可以说不管是她的稳定性，还是可靠性都尽乎完美了。而
这样的一块单片机（以 89S52 这一最常用的单片机为例）却不超过 10 元（一般
为 7 元）。这种单片机在各大电子元件市场均有销售，物美价廉，童叟无欺。至
于我们如何学好学精单片机就是因人而宜的事了。不过我在这里还是说说我自
己的学习方式和经验，希望可以对大家的学习起到一定的帮助。
21 世纪的今天，单片机技术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各种不同功能用途的
单片机也层出不穷。目前据我了解，单片机家族中有以 51 为内核的单片机（如：
89S52，89C51，89LPC231 等），AVR 单片机（如 90S1200 等），PLC 单片机，凌阳
16 位单片机等等。但这里使用最广，资料最多，也是最基本的单片机就是以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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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后来的不少大公司如 ATMEL、PHILIPS、STT 都借用 80C51 系列单片机
的内核开发出了有自己特色的单片机产品，目前初学者学习开发最广的当属
ATMEL 公司的 89S 系列单片机（型号有：89S51，89S52，89S55 等），89S 系列单
片机也是 51 内核并支持 ISP（In-System-Program，在系统编程）在线下载程序，
彻底的替代了早已经停产的 89C 系列单片机（型号有：89C51，89C52，89C55 等）。
是更快更好的进入单片机世界的不二法门。
前面我们说到了凌阳 16 位单片机和 51 系列 8 位单片机，这里的 16 位和 8
位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的 16 和 8 指的是单片机的 CPU（中央处理器，相当于
人的大脑）一个可以处理的最大位数，位数越高说明其单片机的能力越强速度
越快。可是不是位数越高就越好，这得看单片机用在什么方面，一般的够用适
合即可，杀鸡怎用宰牛刀。现在的 8 位单片机就可以轻松的应对控制级设备的
开发应用。目前单片机主流以 8 位和 32 位为主，16 位单片机慢慢失去市场。

建立单片机硬件平台：
好了，了解了这么多，现在
就来让我们手脚并用来搭建一
个我们自己的单片机硬件学习、
开发平台吧！！！如果你想只在书
本上学习单片机是万万不行了，
单片机这东东一定要亲自动手
实验练习才行，只说不练，纸上
谈兵是永远学不会单片机的。所
以这需要我们有较强的 DIY（自
己动手做）精神。
首先，学习单片机的必备工
具是 PC 机（个人电脑），如果有
条件的话也可以用 NC 机（接入网络可以上网的电脑），因为网上的高手如云、
资料如山，接入了网络一定会让你的单片机学习如虎添翼。如果你没有电脑，
而在网吧学习单片机是不现实的，所以希望你最好是买一台电脑，新的、二手
的都行。奔 2 以上的 CPU，200M 以上的硬盘空间，128M 的内存。并要有并口（打
印机口），串口（9 针数据口也叫 COM 口），而 USB 口可有可无。这样我们就有了
一个单片机程序编写、程序调试和烧写程序（将你在电脑上写好的程序写到单
片机里）的工具。
单片机是必不可少的呀，不然我们学什么呀。现在的单片机也不贵，少吃
一顿肯得基就能买十几块单片机。但是用不了那么多，有 2~3 块就够了。买什
么型号的呢？我个人建议大家买 ATMEL 公司的 89S52 单片机。我并没有和 ATMEL
公司有什么业务关系，只是感觉这个支持 ISP 的单片机用起来非常的顺手。而
且她内部有 8KB 的 ROM 空间（只读存储器，用户程序存放的记忆体），可以反复
擦写 1000 次以上，非常适合初学者练习调试。那么在学之前就应该先了解一下
单片机的硬件结构。
程序下载工具，这里的下载不是只从因特网上下载什么东西，而是将你在
电脑上写好的程序烧写或者说下载到单片机里。这是软硬件联系的桥梁，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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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的电路产品。只要将单片机放到编程器的插座里，连上电脑就可以完成烧
写。还有一种下载工具叫 ISP 下载线，它是一种不用将单片机从电路板上取下
来，而是直接用一条线让电脑与单片机相连就可以实现烧写的工具。只要有一
点电子制作基础的朋友完全可以自己制作 ISP 下载线，成本不超过 10 元，是一
种经济型的学习工具。
可是要注意的是 ISP 下载线只可以用在少数支持 ISP 下载功能的单片机上，
而对于一些老型号的单片机就心有余力不足了。建议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用自
制 ISP 下载线，条件好一些的可以考虑买一台通用编程器。
现在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程序写到单片机里了，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程序是否
正常运行，如何显示其运行情况
呢？那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实验
板，所谓实验板就是指验证我们
的程序的一种工具，它并不能实
现某些产品的功能，只是程序调
试开发的硬件平台。实验板也有
许多种，市场上也有成品销售
（价格一般在百元左右）。但我
不希望大家买现成的，我们完全
可以自己 DIY 一个实验板，配合
自己想学的东西再在实验板上
添加相应功能元件。可是为了学
习应用网上现有的程序方便（不用修改硬件电路），初学者多用一种 51 单片机
多功能实验板。
还有一种工具叫仿真器，一听到名字就可以猜出它是模拟仿真用的。其实
在很久很久以前，单片机的 ROM 并不是 FLASH 的（高速非易失性存储器），而是
一次性写入的 ROM。也就是
像现在的 CD-R 光盘一样，只
能写一次不论对错都无法修
改了。可是我们谁也不能保
证我们的程序一次就是正确
的，那时可以用软件仿真，
可是软件毕竟不是实物，无
法替代硬件的真实效果。如
果每一次调试就烧一块单片
机，那一个光辉的成品出来
其背后的浪费也是巨大的，
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
这对于家大业大的公司不算
什么，可是不适合我们自己
花钱学习的初学者，而仿真
器就是将用户的程序存放在
其内部的 RAM 中（读写存储器，这里指掉电丢失的存储器），通过一个和单片机
的引脚相同的仿真头来模拟单片机的程序运行情况。等到程序调试成熟之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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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线但还是无法取代仿真器，因为仿真器可以实现单步运行、全速运行、部分
运行等许多方便程序开发的功能，对于大型的程序产品来说非常的有用。我们
初学的朋友一般是用不到的，而且上千元的价格也让我们怯步。
好了，硬件部分的介绍就是这样了。我们必备的有个人电脑、ISP 下载线、
89S52 或其它 ISP 单片机、实验板。现在就动脚用买，动手去做吧。等备齐了这
些之后，再继续软件平台的学习。下一次我将介绍如何建立单片机学习、开发
的软件平台。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也希望我的文章可以真正的把你带入一个单片机的
梦幻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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