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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ARM Cortex M 架构
3.1.4 本实验所需组件

3.0 目标
本实验的目标是介绍 Cortex M 架构。
1. 您将学习有关寄存器、RAM 和 flash ROM 的知识。
2. 您将编写一个含有输入和输出参数的汇编函数，其中包含条件执行和数值
运算。
3. 您将学习利用单步运行、断点和查看窗口进行调试。
4. 您将使用一种名为黑匣子函数的自动测试方法来验证您的算法是否正确。

Quantity

Description

Manufacturer

Mfg P/N

1

MSP-EXP432P401R
LaunchPad

TI

MSP-EXP432P401R

3.1.5 所需实验设备（无）
小知识：我们将用 C 语言编写机器人的软件代码。然而编译器将会把 C 代码转化
为汇编代码。真正运行在基于 Cortex-M 架构的 MSP432 微控制器上的是底层汇编
代码。在本实验中，您将体验到软件究竟是如何在微控制器中被执行的。了解底层
的细节有助于您成为一个更好的顶层软件开发者。

3.1 入门
3.1.1 从下面的软件工程起步
浏览以下 3 个工程：
SimpleProject_asm （一个简单的随机数生成函数）
LinearInterpolation_asm （计算正弦值）
Lab_Assembly （本实验的起步工程）

3.2 系统设计要求
本课程中您将学到很多解决机器人挑战所需的知识。本实验的目标是是更深入地理
解处理器运行的过程。您将用 C 语言编写后续的机器人程序，然而在本实验中您
将编写一些简单的汇编程序。
注：在机器人挑战环节中您将一种距离传感器，它是由红外传感器和集成的位置探
测器构成的。这种传感器也被叫做接近传感器，在机器人上，它一般被用于测量距
离。

在模块 4 的实验中您将编写一个 C 语言程序，用于将 GP2Y0A21YK0F 接近传感
器的 ADC 采样值转换成距离。

3.1.2 参考资料（在 datasheets 文件夹内）
spmu159a.pdf , Cortex-M3/M4F Instruction Set
3.1.3 阅读材料
Volume 1 Section 1.7, Chapter 3, and Section 5.3
Embedded Systems: Introduction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或
Volume 2 Sections 1.1, 2.1, and 2.5
Embedded Systems: Real-Time Interfacing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设 n 为 14 位 ADC 的采样值（从 0 到 16383），且 D 为距离，单位是 mm。二者
之间存在如下的非线性转换关系
D = 1195172/(n – 1058)
其中 1195172 和 -1058 是校准系数的经验值，可以通过模块 15 的实验，也就是
ADC 实验取得。
传感器可以测量的最大距离为 800 mm，因此如果 ADC 值小于 2552，您的函数应
返回 800。函数的 C 语言原型是
int32_t Convert(int32_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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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鉴于您要使用汇编语言编写此函数，您必须遵从一个程序编写标准，名为
ARM 架构过程调用标准（ARM Architecture Procedure Call Standard，简称
AAPCS）。这个标准由很多部分组成，但与本实验相关的主要有下列部分：










如果有 1 个输入参数，它将被传入 R0
如果有 2 个输入参数，它们将被传入 R0 和 R1
如果有 3 个输入参数，它们将被传入 R0-R2
如果有 4 个输入参数，它们将被传入 R0-R3
如果有一个输出参数，它将被返回至 R0
函数可以自由修改 R0-R3，还有 R12
如果一个函数想要使用 R4-R11，那么它必须使用栈来保存并还原它们
如果一个函数调用了另一个函数，那么它必须保存并还原 LR
函数必须保证栈平衡

遵从上述标准将是您能够开发能被 C 语言调用的汇编程序，而且允许您的 C 代码
被汇编程序调用。具体来说，编译器在生成机器代码时将遵从这个标准。

3.3 实验准备
本实验使用 LaunchPad，但无需任何输入输出硬件设备。

3.4 实验步骤
3.4.1 函数和调试
在本实验中您将对 SimpleProject_asm 例程进行编译和调试。请在主程序中使用
单步调试功能，同时观察函数的输入和输出参数。
回答下列问题：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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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如何传入 Seed 函数中的？
Rand 函数的结果是如何返回的？
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LR 寄存器会发生什么现象？
函数如何返回？
软件如何对 RAM 进行读写？
把数据存在寄存器中和存在全局 RAM 中有什么区别？
机器代码存在什么地方？
.data 和.text 有什么含义？
常数 1664525 和 1013904223 存储在什么地方？

x)
xi)

您可以通过将变量 M 和 n 的地址放入 Memory Browser 窗口来查看它
们的值。
使用 step-over 命令，执行几次 Rand 函数，并观察 M 和 n 的值。特别
注意观察 M 的第 0 位，在第 0 位中您观察到什么规律？

接下来您将编译并调试 LinearInterpolation_asm 工程。如果您对“线性插值”
这个概念不熟悉，请先到网络上搜索一下相关的话题，并尝试对它有一个基本的了
解。
在 Sin 函数中放置一个断点，并使用调试器观察每次执行 Sin 函数后寄存器值的变
化。从编程理论的角度出发，这些寄存器应被看作函数的局部变量。
回答下列问题：
i)
ii)
iii)
iv)

您是否能证明以下三个减法指令 (Ix-x1), (y2-y1) 和 (x2-x1) 永远不会溢出？
您是否能证明在计算 (y2-y1)*(Ix-x1) 时乘法指令永远不会溢出？
您是否能证明此函数永远不会除以 0？
此函数中为什么要用 SDIV，而不是 UDIV？

观察主程序是如何测试 Sin 函数的。我们把 main.asm 中的测试方法称为黑匣子函
数测试，因为这种测试方法仅设置输入，并观察输出。换言之，我们是从函数外部
来观察它，而不对内部做任何探测。黑匣子测试方法在不探究软件内部如何工作的
前提下对它进行整体测试。
3.4.2 距离转换
写一个汇编函数，将 14 位 ADC 数据转换为以 mm 为单位的距离数据。使用.field
声明来封装校准参数。
IRSlope .field 1195172,32
IROffset .field -1058,32
IRMax .field 25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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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mm)

您可以使用 Lab_Assembly 工程中的主程序来测试您的 Convert 函数。与
LinearInterpolation_asm 类似，这里也用了黑匣子测试方法。这个测试程序包括
16 种测试情况（输入及期望输出）。期望的结果如图 1 所示。

3.5 疑难解答
转换不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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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Results

•

3.6 请思考
本环节中将列出一些问题，供您在完成实验之后思考。这些问题是为了检验您对于
本实验中所涉及到的概念的理解。本模块的目标是让您掌握足够的汇编语言技巧，
以帮助您能够看懂有编译器生成的汇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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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it ADC
图 1. GP2Y0A21YK0F 转换结果的期望值
运行 main 函数，并将您的运行结果与期望结果相比较。如果您的运行结果与期望
结果相差±1 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误差可能是四舍五入造成的）。
3.4.3.查看由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
重新查看实验 1 中您运行过的 C 语言例程。在调试器中打开一个汇编
（disassembly）窗口。单步运行 C 代码，并观察实际的汇编指令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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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ain 函数，找到无法正常转换的输入值，写一个 main 函数，在其
中仅调用您的函数计算该输入值的转换结果，然后使用单步调试对比函数
内部的计算结果和期望结果。观察内部计算结果的方法叫做白匣子测试。
如果仍有其他 bug，请与您的老师或同学进行讨论。您可能从和他们的讨
论中获得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全新视角。

ROM 中存储的是什么信息？为什么？
RAM 中存储的是什么信息？为什么？
R0-R12 寄存器中存储的是什么信息？为什么？
R4-R11 与 R0-R3 及 R12 有何不同？
如何使用 LR 寄存器？
如何使用 SP 寄存器？
如何使用 PC 寄存器？
函数是如何工作的？输入参数和输出参数呢？
您是否能证明 (n – 1058) 的减法永远不会溢出？
您是否能证明除法运算永远不会尝试将一个数除以 0？
对于任意大于 1 的数字 n，使用整型除法计算 1/n 的结果？这个错误（信
息丢失）叫做丢弃（dropout）。
输入是 14 位数字（从 0 到 16383），但输出仅为 10 位数字（从 0 到
800）。这 4 位的减少是一种轻微的丢弃（dropout）。请问您有什么办
法可以减轻这个丢弃的情况？
请注意 SimpleProject_asm 工程 只用了一个源文件，但
LinearInterpolation_asm Lab_Assembly 有两个源文件。这两个源文
件是如何被使用的？把执行代码和测试代码分开有什么好处？
列出本实验中所使用的调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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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其他挑战

3.9 您应该已经学会

本环节中将列出一些与本章知识点有关的挑战项目，您可以在尝试去完成它们。您
可以对系统进行扩展，或提出全新的问题。例如：

本环节中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模块中您应该已经学会的重要概念：

•
•

•
•

考虑如何用穷举法测试从 0 到 16383 的所有 14 位输入。如何生成测试条
件？如何更改主函数？穷举法的优点有哪些？
机器人可能有多个接近传感器。重新设计 Convert 函数来处理 3 个传感
器的情况，其中每个传感器都有单独的一组校正系数（IRSlope IROffset
IRMax）。
使用调试器来估计执行 Convert 函数所需的时间。
Cortex M 处理器支持浮点数运算。开发一个本实验的浮点数版本，并开
发一个方法来进行测试。比较两个版本的精度和执行时间。

•
•
•
•
•
•
•

理解处理器在执行过程中是如何使用寄存器的
明白 RAM 与 ROM 的区别，以及软件如何使用这二者
使用汇编语言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理解微控制器中常数是如何储存的
学会如何使用条件分支汇编语句
使用调试器进行单步调试和变量查看
进行函数测试

3.8 接下来是哪些模块？
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几个实验来创建控制机器人所需的部件。输入/输出是嵌入式系
统的重要部件。以下模块将在本模块的基础之上建立：
模块 4)
模块 5)
模块 6)
模块 7)
模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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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C 语言并开发机器人所需的一些函数
开始搭建机器人，包括电池和电源转换
学习如何使用微控制器的引脚进行输入和输出
学习使用有限状态机来控制机器人
用微控制器与开关和 LED 进行交互。这将扩展输入输出的功能并增加
系统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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