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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embedded systems
• 嵌入式系统与微处理器密切相关

• 70年代微处理器问世。
• 80年代MCU、DSP 出现。
• 90年代是百花齐放时代。
• 2000年以后ARM 开始成为主流，主导移动终端市场。
• 2010年以后ARM 渐成MCU主流并进军服务器市场。

• 微处理器之前，产品里面加入计算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任
何的电子产品如果没有智能，好像就不太正常。

Before the Microprocessor ,it was absurd to consider adding a computer to a product ;now in general, only 
the quirky build anything electronic without  embedded intelligence.  

- Jack G.Gannles ESD 杂志

• 嵌入式系统会议
• 诞生于美国硅谷的嵌入式系统会议是行业
的风向标。德国纽伦堡嵌入式世界已经10年历史。
日本的嵌入式博览会、中国嵌入式系统年会、嵌入式联谊会主题讨论会，
上海嵌入式大会和展览、深圳MCU和嵌入式创新论坛等有相当知名度。

来源：《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杂志应用》2011.1 “谈嵌入式系统会议现状和未来”何小庆



嵌入式系统的变迁
Embedded System Change the Way

运行OS-9的传呼机

Mot BDM开发工具

HP逻辑分析仪

1998年Intel 386SX 单板机

来自《第一财经周刊》杂志
来自 ESD杂志

来自 ESD杂志



活跃在嵌入式系统中的企业
Enterprises active in Embedded Systems

Micriµm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contarra-systems.com/bestanden/images/partner_logos/tech/radisys_logo_2c_no_tag_RGB.jpeg&imgrefurl=http://www.contarra-systems.com/index2.php?id=110&naam=Technology+partners&usg=__zu_GGkRGPD8Jw9Fhm_h9j1Txefs=&h=96&w=338&sz=17&hl=en&start=1&sig2=2s_HbYT9rXvaX9GmfcFFzw&zoom=1&itbs=1&tbnid=a6O-8tM2S4RM4M:&tbnh=34&tbnw=119&prev=/images?q=radisys+logo&hl=en&safe=active&gbv=2&tbm=isch&ei=eemlTerNCoS3tweMyqm_Ag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contarra-systems.com/bestanden/images/partner_logos/tech/radisys_logo_2c_no_tag_RGB.jpeg&imgrefurl=http://www.contarra-systems.com/index2.php?id=110&naam=Technology+partners&usg=__zu_GGkRGPD8Jw9Fhm_h9j1Txefs=&h=96&w=338&sz=17&hl=en&start=1&sig2=2s_HbYT9rXvaX9GmfcFFzw&zoom=1&itbs=1&tbnid=a6O-8tM2S4RM4M:&tbnh=34&tbnw=119&prev=/images?q=radisys+logo&hl=en&safe=active&gbv=2&tbm=isch&ei=eemlTerNCoS3tweMyqm_Ag


追随苹果－嵌入式产品变的时尚
Follow Apple - embedded products become fashion

2016/5/11



嵌入式处理器的现状
The status of the embedded processor

2016/5/11

MCUDSP MPU

FPGA

SoC
MCU



微处理器品种和厂家更换的原因

来自：embeddforecast.com

推动ARM 

市场普及



嵌入式软件的发展历史
Embedded Software History

80年代 90年代 2000年 2010年



嵌入式操作系统发展历程
Embedded OS history and Trend

• 80年代商用嵌入式RTOS出现。
• OS-9、VRTX、 Psos、Vxwork和QNX。

• 90年代通用OS进入嵌入式系统。
• Windows Embedded/CE,Linux(Montavista和Windriver …)

• 2010年以后是Android广泛流行。

• Android 和Linux ,ARM 已经占了先机。

www.embeddforecast.com

增加50%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智能与无线互联
Wireless and Cloud Computing drive Embedded System Shift .

 嵌入式系统设计需要考虑无线互联和服务模式改变
的影响。

www.vdcresearch.com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比硬件重要
Hardware v. Software – Shifting Emphasis

嵌入式软件持续增温:

• 提高性能的需求。

• 增加可用性的需求。

• 产品尽快上市的压力。

• 产品的差异化需求。

• 延伸产品生命周期。

代码的移植和重用(COTS)

• 产品尽快上市。

• 降低研发和维护成本。
• 使得跨平台变得容易和高效。

• 算法多数是可以移植

• I/O 一般是不能移植的 来自 Micrium.com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软件走到台前
The Future of Embedded System

 RTOS 主宰的嵌入式系统正在改变，强实时、高可

靠和微型装置的系统依然会采用，但是其他的系统
将转到开源的Linux 和Android ；基本系统的硬件移
植和驱动开发将由芯片公司完成。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和现在移动开发将没有什么
区别,C++、Java 渐成主流语言。

 嵌入式系统芯片的选择将由行业的应用主导和驱动。

 移动终端设备采用Android作为OS。

 汽车电子产品采用AUTOSAR作为中间件标准。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是主要工作（1）
The Future of Embedded System：Software is major task

 SoC 芯片和外设软件变得复杂。
 包括ARM 在内的芯片公司雇员大量的软件工程师。

 嵌入式系统复杂性增加。
 08年美国ESD杂志调查结果：74%的开发项目涉及
实时内核，有61%的开发项目涉及到了网络技术，
有47%的项目涉及到了可靠性，同时有1/3的项目包
括了电源管理和无线通信或两者兼有。

 嵌入式软件代码急剧膨胀，开发、测试和验证的工
作量大的问题。
 Android 2.3 为例，165 项目(83外部）不含Linux 内核
影像，就有84,000 文件，目标代码 2GB 尺寸。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是主要工作（2）
The Future of Embedded System：Software is major task 

 测试和认证
 航电软件规模越来越大：F-22的航电系统有170万行源
代码，F-35则激增到600万行源代码。安全关键与任务
关键高可信，严格认证符合DO-178B A级软件要求的代
码：每行代码100-150美元；

 安全软件

 无线传感网、移动终端、汽车和医疗电子等关键工业
应用的身份认证。

 虚拟化的三大任务，软件占了两个。
 节能、安全和软件复用。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教育是基础
Embedded education and talent needs

 嵌入式技术已经融入计算机、软件工程、电子信息、
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教学体系，成为重要的专业基础
和实践课程。部分院系成立了嵌入式系和专业，多
数工科院校都有嵌入式方向。

 社会培训机构的嵌入式教育是大学嵌入式教学的补
充，其重点是新型实用技术和实训实践环节。

 各类电子竞赛促进了嵌入式技术日益普及，是在校
学生增加项目经验的重要手段，是学生创业的基础。

 随着IT技术和市场发展，现有嵌入式专业（方向）
的课程、教材和试验方式将会更新和变化。



未来的嵌入式系统：人才是关键
Embedded education and talent needs

 企业对嵌入式系统人才持续升温，继续保持多样化
的需求，一是、各类嵌入式专业人才需求多样，二
是、企业种类的多样化。

 嵌入式软件人才需求旺盛。近期，以Android开发人
才最为迫切，IC公司对于嵌入式底层和系统开发人
才需求，IT 企业对于移动开发人才需求要特别关注。

 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浪潮冲击下，要关注嵌
入式人才的入口和出口－即吸引好人才选择嵌入式
方向，培养后还要关心他们的就业和创业。



嵌入式系统图书：机遇与挑战并存
Book: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mbedded systems

 过去20年，嵌入式图书在帮助中国普及嵌入式知识，
提高技能和传播新技术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传统的“单片机”类图书在萎缩，被新的32位单片
机和嵌入式图书替代，ARM 相关图书占了主流。

 数字出版和互联网对于图书影响很大，嵌入式系统
纯资料类图书基本被互联网的资料中心和社区等替
代，没有原创内容的图书是没有吸引力的。

 嵌入式OS软件编程和开发、物联网、FPGA和ARM 
Cortex的书在过去和今后2年均有市场。

 嵌入式图书精品不多，除个别ARM + Linux 教材外
普遍销量不大，作者和出版社收益不高。



国外嵌入式图书的近况



www.mesnet.com.cn

电子期刊和新网站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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