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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發展過程中，嵌入式系統的製作主要是由工程師在相當專業的

組織裡完成的。當時嵌入式設備和軟體工具都很昂貴，需要大量的軟

體工程和電子工程的經驗才能建立具備有功能性的模型。

隨著 Arduino 開放式電子模型平台的發展，零組件變得既便宜又方

便取得。也就是說硬體變得相當便宜（30 美元左右），軟體則是免

費的，Arduino 開發環境是專為藝術家、設計師以及業餘同好所設計

的，而不是專為工程專業人員所設計。

這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教你如何使用 Arduino 來製作模型。我們會提供

足夠的理論基礎與常識來幫助你將新習得的技能應用在自己的實驗項

目上。你也會熟悉程式撰寫和零組件選購背後的邏輯。我們將解釋每

一行程式碼，並告訴你如何使用各個零組件。你將藉由實際項目的練

習來完成學習，你所獲得的相關常識將讓你有機會更進一步拓展自己

的想法。

大多數嵌入式系統的書籍都很專業，需要有特殊領域工作的經驗，不

然就是過於簡單化而不是很有趣。對於初學者的書籍而言往往只是教

你盲目跟從指示來作業，在此，我們的目標是能夠提昇更深入的理論

基礎，以及可以朝向更靈活應用的技能的培養。

最後，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想要學習如何製作有趣的原型小裝置的讀

者，而不是為那些想要製造牙科 X 光機或微波爐而寫的。同時你能

夠將在本書中所學到的技術，應用在商用設備模型概念的設計上。

嵌入式系統無處不在

嵌入式系統是一種為特殊目的而設計的微控制設備。它的例子包括有

洗衣機、手機、電梯、汽車剎車片、GPS 設備、空調機組、微波爐、

手錶、機器人真空吸塵器。和原來你習慣使用的傳統電腦的用戶介面

不一樣，嵌入式系統一般而言不包括顯示器、滑鼠和鍵盤。取來代之

的是，例如你可能會用開關和腳踏板來控制它們。

大多數嵌入式系統都是一種反饋系統，在一個不間斷運作模式下與它

們所在的環境互動，而且在該環境所規範的條件下進行它所賦予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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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無處不在

饋行為。這使得它們的任務，必須在第一時間做出一個合乎邏輯的選

擇與反應，例如汽車的剎車系統。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很難分辨該特定的系統應該歸類為嵌入式系統或

是電腦。例如，手機的功能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部分與電腦非常相似，

但它們仍然也有很多與嵌入式系統類似之處。

為什麼你應該學習嵌入式系統？

整個世界已經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嵌入式系統。透過有規劃的學習，你

可以學習如何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系統。將發明與創新的想法變成一

個物美價廉的模型，製作一個魚飼料自動餵食裝置或透過電腦控制家

裡的自動化照明設備，甚至在庭院裡安裝一個遠程控制監視器，而且

你還可以透過位於世界各地的電腦進行遠距監控的作業。藝術家可以

製作一個互動式裝置或是將感測器與遊戲軟體整合在一起，該遊戲可

以讓你在不碰觸到電腦的情況下達成控制的目的，這些不同想法是源

源不絕的。

在 2000 年代，DIY 模因（meme）文化的普及率越來越高，隨著

Make 雜誌和網站顯著的成長，例如 http://www.instructables.com 網站

的流行。美國舊金山灣區科技、創意、DIY －高手雲集的盛會！這是

一個每年聚會的 DIY 盛會，從第一年（2006 年）的 22,000 與會者，

成長到第二年幾乎兩倍以上（45,000 人），而且每年該盛會持續不斷

地成長。

隨著一般人對機器人技術的興趣與日俱增，學習嵌入式系統也變得更

具吸引力。在 2006 年的「科學人雜誌」1 文章中，微軟創始人比爾 • 
蓋茨預言，將目前機器人產業的現況與 1970 年代的個人電腦產業做

一個比較，機器人將成為下一個在家庭裡引發創新作法的項目。蓋茨

預測，機器人將很快成為每個家庭的一部分，擔任起簡單的任務，如

除塵清洗屋內環境、草坪修剪、警衛監視和餐飲服務作業。除此之

外，由於可以從任何地方遠距遙控該機器設備，我們將可以用它們的

虛擬視訊系統，透過網路能夠利用視聽設備與他人的接觸與共事，甚

至可以不必親臨現場。

智能空調

嵌入式系統常見的用途不只是科幻小說或未來才有的技術。它已經存

在於你我的生活之中以及每個家庭裡。想想身旁的空調設備，智能空

調系統根據測得的數據自行調控。它是如何知道空氣的品質變得烏煙

瘴氣或不清新了呢？

1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a-robot-in-every-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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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調節器測量溫度、濕度，有時也可利用感測器測量二氧化碳的濃

度。這是一部微處理器（一種小型的專用微控制電腦），它可以監控

以上這些測量項目，例如，它會啟動伺服機打開空氣閥門，讓新鮮空

氣流通。智能空調系統有很多好處，它可以節省能源，因為空調系統

中並不需要 24 小時全功率在使用，而且它可以提供更舒適的環境，因

為那裡既沒有一個持續流通的室外空氣也沒有空氣停滯的問題。你自

己的學校或工作的冷暖空調系統可能就是依照此原理提供相同的功能。

感測器、微控制器和輸出設備

嵌入式系統包括有感測器、微控制器和輸出設備。感測器在實際環境

中的測量項目包括有距離、加速度、光源、壓力、物體表面的反射，

和運動。

而微控制器是嵌入式系統的大腦。它是一部內建微處理器與記憶體的

微型電腦，這表示必要時你可以用來執行自己的程式。本書中所使用

的 Arduino 微處理器配合全尺寸的電腦透過 USB 傳輸線連接到感測

器和輸出微處理器的引腳。

輸出設備影響到實際的環境。你在這本書中將學習到需要控制的輸

出裝置，包括發光二極管（LED）和伺服馬達。輸出設備有時也被 
稱為致動器（actuators）。

在一個星期內學會嵌入式系統

這本書將在短短一個星期，教會你嵌入式系統的基本常識，在這段時

間裡你會製造你的第一個小裝置。接下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進

行更複雜的實驗項目及模型的製作。在 7 天之內，你將會沉浸在嵌入

式系統的世界裡。

至少我們在熟悉這個現代化發展的環境之前，原本我們認為不可能去

實現這個目標，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想法還蠻偉大的。今天所

作的許多實驗項目，起初覺得不可能做到，現在似乎變得很簡單了。

這本書的目的是教你如何製作嵌入式系統，我們刪除了所有不涉及原

型製作的實驗項目。例如，我們不討論電子的歷史，與電子運動理

論，或複雜的電子學公式。我們相信透過親手製作一些電子裝置的經

驗，可以讓這些概念變得更有意義。

課堂上使用

在一個星期密集的課程安排之下，透過 Tero Karvinen 先生的帶領，

我們與學生實際測試了這本書。在本週結束前，每個學生當然都能夠

製作自己的電子裝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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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知道的事

學生製作了多種類型的實驗項目：包括一部防盜報警器，可以透過無

線 RFID 鑰匙串來解除安裝；一部花卉測量設備，可以記錄花的成長

高度、濕度、溫度以備日後分析之用；一部聲納裝置在電腦螢幕上繪

製出距離的圖像資料；一部自動錄影攝影機；一部透過網路驅動的攝

影控制裝置；和一部透過網際網路介面可以觀察溫度變化的儀表設

備。其他還有更多的例子，請到 http://BotBook.com/ 網站參考。

從課堂上學生的回饋包括了一個共同的心願：設計較長的學程，同

時提供更多的相關理論。希望你學到如何製作這些小裝置後，會變

得同樣的渴望有更多實驗可以練習。我們相信在你成功的完成能夠

操作的裝置後，電子理論的學習會變得更有趣。對於一個完整電

子產品的入門書，請參考 Charles Platt 的作品 Make : Electronics：
圖解電子實驗專題製作（O'Reilly，出版 http://oreilly.com/catalog/ 
9780596153748）。

你需要知道的事

完成本書的前提是需要會操作電腦。你需要知道如何安裝程式，並解

決主程式和驅動程式安裝過程中經常遭遇相關問題的解決方式。

我們已經將這本書中的程式範例，分別在 Ubuntu Linux、Windows 7
及 Mac OS X 不同的平台上做過測試。你應該能夠比較容易讓該程式

在其他 Windows 系統或其他 Linux 系統所發行不同的版本上執行。

編程技巧對學習嵌入式系統是有幫助的，但是並不是絕對必要。熟悉

一個特定的程式語言並不重要，但了解基本編程的原則，如函數、if-
then 語法、迴路和比較是絕對有益的。學習嵌入式系統的同時可以學

習撰寫程式，但這種方法可能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你可能會發覺參

考初學者程式編輯的書籍會有實質的幫助。

高中程度的電工理論與電壓、電流、電阻，和電路的相關常識就足夠

了。你是否已經忘記了這些內容呢？不用擔心，實驗項目開始前，我

們將重新複習基本的電子理論。

如何閱讀本書

我們的目標之一是提供淺顯易懂的資訊。藉由閱讀這本書，任何人都

可以學習如何製作出令人印象深刻新潮的電子裝置。在此我決定不將

本書區分成以獨立章節討論技術和程式碼的方式，我們試圖把六個實

驗項目的內容整合在一塊兒。這樣你會循序學習到新的東西，而且可

以立即在實際的情況下進行測試。



x

序

每個實驗項目開始時提供了學習的目標和必要的零組件列表。製作該

裝置之前，你可以測試個別章節，一旦能夠了解該主題的核心功能，

零組件的應用通常變得迎刃而解了。這些觀念性的入門章節，在你結

合所學到的東西到自己新的應用之前，再次閱讀它的內容的確可以發

揮些作用。

我們同時也解說每一行程式碼。這並不表示你需要先閱讀該說明，但

是只有在你了解該程式的內容才能再繼續進行。我們提供整個功能完

整的程式碼，你可以自行鍵入或到 http://BotBook.com/ 下載。一旦你

已經成功地執行其中一個程式碼的版本，你會主動想去了解它是如何

作業的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定義它的功能。當你開始製作你自己的裝

置時，該說明將讓你確定重要功能所提供的程式碼變得更容易些。

實驗項目被規劃成你可以在一個時間裡測試個別的步驟，這個方式讓

讀者比較容易理解每一個步驟的個別功能以及不同步驟之間的關係。

這也有助於確保一旦你已經完成了一個裝置，如果因為某個因素無法

正常運作，屆時就可以輕鬆地解決任何問題，你可以隨時回到先前正

常運作的階段，並從那裡開始重新來過。

本書中幾個實驗項目裡的成品外殼有一些範例。它們對機械加工的教

學提供了相當實用的技巧，並提供你一個顯而易見的如何相對降低模

型製作費用的想法。你沒有必要按照書上的指示一一執行，你可能使

用不同的零組件或是對你的設備有一個更好的想法。

這本書的內容

這本書包括兩個介紹的章節，然後由六個章節的實驗項目組成。當開

始閱讀本書時，你會由學習 Arduino 的基本觀念一直到完成實驗項目

機械動作的零組件、無線通訊等等：

第 1 章：介紹

本章節介紹了原型設計，包括理念的介紹與它背後相關的技術和

工具的使用。

第 2 章：Arduino：嵌入式系統的大腦

本章節幫助你認識 Arduino，開放式電子原型平台在這本書中的每

個實驗項目中都有使用（除了第 6 章拳擊賽計時器以外）。

第 3 章：反跟蹤防衛裝置

在本章節中，你將學習如何使用距離 – 找尋感測器來檢測，是否

有人試圖偷偷跟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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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編排慣例

第 4 章：機器昆蟲

本章節使用距離 – 找尋感測器、伺服器、零組件製作一個機器人

迴避障礙物的裝置。

第 5 章：互動式圖片

本章節整合了 Arduino、電腦、距離 – 找尋感測器製作一個互動式

的圖片展示，可以透過你的手來控制。還可以學會兩種電腦程式

語言：Processing 和 Python。

第 6 章：拳擊賽計時器

本章節將教你如何在 Android 軟體平台上建立一個豐富的圖形計

時器。它也將成為第 8 章的基礎常識。

第 7 章：智能居家的遠程遙控裝置

在本章節中，你會破解一些遠程遙控的電源插座，以便在 Arduino
上運用 sketch 程式製作開關的功能，甚至可以從你的桌上型電腦

進行遙控的便利性。

第 8 章：機器人足球賽

本章節結合了到目前為止你所學到的很多技術：例如 Arduino、機

器人，和手機（Android）程式設計。你將學習如何製作一個遠程

控制系統，會踢足球的機器人。你可以從你的手機，利用手機內

置的加速器來遙控，只需傾斜手機本身就可以讓機器人移動位置

或踢一顆小球！

索引：Android 的 tBlue 函式庫

該索引介紹 tBlue，一個輕量級的函式庫，可以很容易地透過藍牙

讓 Android 手機和 Arduino 達成通訊的目的。

本書編排慣例

在這本書中使用以下有關印刷方面的規定：

斜體字（Italic）

表示新的術語、網址、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和檔案的種類。

中文以楷體字呈現，其對應的英文則以斜體表示。

定寬字（Constant width）

用在程式列表，以及在參閱程式元素的段落，如變數或函數的名

稱、函式庫、資料類型、環境變數、說明和關鍵字。



Arduino： 
嵌入式系統的大腦 3

本章內容

• 為什麼選擇 Arduino？

• 開始使用 Arduino

• Arduino的 Hello World程式

• 「Hello World」的結構

• Arduino Uno

• Arduino Nano

在本章節中，你將編譯一組你已經撰寫給 Arduino微處理器

的程式，該處理器基本上是一台當作嵌入式大腦的小型電腦

系統。Arduino是一個容易學習，包括硬體和軟體開發環境和

原型開發平台的裝置，這是一個我們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會陸

續完成所有實驗項目的基礎。

微處理器是一台包括處理器和記憶體的小型電腦，它具備了控制許多

日常家電裝置的功能。有些微處理器的設計可以輕鬆地連接到一台電

腦來進行撰寫專門用途的程式。Arduino 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微處理器使得製作電子裝置變得更容易，因為你可以透過程式碼控制

這些裝置的功能。微處理器可以控制和編譯各種輸入和輸出的模式，

例如，你可以透過連接到一個特定 Arduino 的引腳，藉由程式碼來控

制 LED 的閃爍模式，比方說命令它開啟電流維持一秒鐘，然後再關

上一秒鐘。LED 是輸出裝置的一種，除此之外你也可以使用感測器、

按鈕、開關，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輸入裝置。當然，大部分程式可以做

更多不同的、更複雜的任務。微處理器的應用，讓我們能夠一步一步

解決一些相當複雜繁瑣的問題。

為什麼選擇 Arduino？
對於初學者而言，最合適的微處理器選擇包括 Basic Stamp 和 
Arduino。Basic Stamp 在 1990 年代初就已經存在，而且已經盛行於

業餘同好之間。它採用了 Basic 程式語言，本身很容易使用，但比起 
Arduino 的 C 語言，它的確有諸多使用上的限制。

在功能上，Arduino 與 Basic Stamp 的確相當類似，但前者解決了許

多 Basic Stamp 歷年來所面臨的問題。業餘同好所一致認同的一個顯

著特點是 Arduino 的成本較低：基本的 Arduino 入門組合大約只有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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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ing Basics and More

The concept of switching is fundamental in electronics, and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power switches. By “switching,” I mean using one flow of electricity to 
switch, or control, another. This is such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hat no digital 
device can exist without it.

Today, switching is mostly done with semiconductors. Before I deal with them, 
I’ll back up and illustrate the concept by introducing you to relays, which are 
easier to understand, because you can see what’s going on inside them. And 
before I get to relays, I’ll deal with everyday on/off switches, which may seem 
very simple—but we have to nail down the basics.

Also in this chapter, I’ll deal with capacitance, because capacitance and resis-
tance are fundamental to electronic circuits. By the end of the chapter, you 
should have a basic grounding in electronics and be able to build the noise-
making section of a simple intrusion alarm. This will be your first circuit that 
does something genuinely useful!

Shopping List: Experiments 6 Through 11
As in the previous shopping list, you should visit the various online suppliers 
for availability and pricing of components and devices. Manufacturers seldom 
sell small numbers of parts directly. Check the appendix for a complete list of 
URLs for all the companies mentioned here.

Devices
• Power supply/universal AC adapter, 3 to 12 volts at 1A (1,000 mA). See Fig-

ure 2-1. Part number 273-029 from RadioShack, part PH-62092 by Philips, 
or similar.

• Breadboard suitable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Quantity: 1. See Figures 2-2 
and 2-3. Part 276-002 from RadioShack, model 383-X1000 made by PSP, 
part 923252-I by 3M, or similar. A breadboard that has screw terminals 
mounted beside it will be a little easier to use but more expensive than 
one that does not have terminals.

Figure 2-1. This AC adapter delivers DC 
from 3 to 12 volts, and is ideal for electron-
ics projects.

In thIs chAPter
Shopping List: Experiments 6 Through 11

Experiment 6: Very Simple Switching

Experiment 7: Relay-Driven LEDs

Experiment 8: A Relay Oscillator

Experiment 9: Time and Capacitors

Experiment 10: Transistor Switching

Experiment 11: A Modular Project

ME_Book.indb   39 11/20/09   9: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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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Basic Stamp 基本組合四分之一的價格。而且，儘管 Arduino 的價

格比較便宜，它反而具有功能更強大的處理器和更多的內建記憶體。

尺寸上 Arduino 也是小於 Basic Stamp。在很多實驗項目中，這是相

當有益的。例如 Arduino Uno 型號（參考圖 2-1，左側）是略小於 
Basic Stamp，但是微型 Arduino Nano（圖 2-1，右側）的大小，與放

在 Basic Stamp 電路板（圖 2-2 串列埠的上方）的模組與 Basic Stamp
模組比較差不了多少。為了便於評比，圖 2-2 顯示了 Basic Stamp 和 
Arduino Nano 擺在一起的照片。

圖 2-1  Arduino Uno（左）和 Arduino Nano（右）
    
圖 2-2  Basic Stamp（左）和 Arduino Nano（右）

最後一個優點是 Arduino 的編程環境是以開源碼為基礎，並且可以安

裝在 Windows、Mac OS X 和 Linux 等不同的平台。

開始使用 Arduino
Arduino 提供了幾個不同的型號。這本書涵蓋了上述 Arduino Uno 和

Arduino Nano。Uno 是一種廉價的（30 美元左右）且耐用的基本型

號，是目前最新版的電路板。這是在 2010 年 9 月上市，它是承襲 
Arduino Diecimila 和 Arduino Duemilanove 的新一代電路板。Nano 則

顯著的變小了，但卻較不堅固而且價錢也稍貴些（35 美元）。兩款型

號在本章結尾都將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首先，你要購買一個 Arduino 電路板以及一條與它相容的 USB 傳輸

線。Uno 和 Nano 透過 USB（上傳新的程式或來回發送訊息）與你的

電腦進行溝通，它們還可以透過 USB 取得電源。Uno 採用了 USB-B
傳輸線而 Nano 採用了 Mini-B 傳輸線，兩者都透過 USB 插頭連接到

電腦。以上三個連接器都顯示於圖 2-3。

第 8 章有一個實驗項目

使用到藍牙。雖然有一

個 Arduino 型號內置藍牙

（Arduino BT），但是有

個更靈活的選項，就是當

你製作一個 Arduino 藍牙

實驗時，選用第三方藍牙

轉接器，例如 SparkFun

的 Bluetooth Mate （http://
w w w . s p a r k f u n . c o m /
products/10393）。這將讓
你在不同的實驗裡能夠

使用該藍牙模組，或用

另一個不同的無線模組取

代你所使用的項目，例如 

XBee 收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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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Arduino的軟體
接下來，需要在你的作業系統上安裝 Arduino 的開發環境，並且編譯

第一個測試程式。這個「Hello World」的程式碼，的確是開始使用新

的裝置最重要的部分。一旦你能夠在 Arduino 編譯簡單、閃爍光的程

式碼，剩下的就容易多了。

在本書中的例子都在 0021 版的 Arduino 開發環境裡進行了測試。如

果你決定使用其他的版本，安裝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如果你使用的

是 Windows、Ubuntu Linux 或 Mac OS X 以外的操作系統，而不是使

用 Arduino 的 Uno 或 Nano，請到 http://arduino.cc/ 尋找相關安裝說

明。記住，你可以在此找到所有完整的程式碼範例、資源連接和程式

安裝套件：http://BotBook.com。

Windows 7 作業系統

以下是如何在 Windows 7 的平台下安裝執行：

1. 從 http://arduino.cc/en/Main/Software 下載 Arduino 開發環境的軟

體，點擊右邊按鈕並選擇「解壓縮」，而且將它解壓縮到所需的檔

案夾內。

2. 將 USB 傳輸線連接到你的電腦，而且連接到 Arduino 的 USB 埠，

Arduino 的 LED 綠色燈應該會亮起。

3. Windows 會自動搜尋而且安裝必要的驅動程式。萬一 Windows 沒
有找到驅動程式，它會在安裝完成時通知你：

a. 點擊「開始」選單，而且打開「裝置管理員」，右鍵點擊電腦，

選擇「內容」，然後點擊「裝置管理員」中左側的選項列表。

圖 2-3  Arduino USB 傳輸線：Mini-B、USB-A 和 USB-B



20

第 2 章  Arduino： 嵌入式系統的大腦

b. 找到的 Arduino Uno 在裝置列表中（應該是有一區稱為其他裝

置）。右鍵點擊並選擇「更新驅動程式軟體」。。[20]

c. 選擇「瀏覽電腦來找尋驅動程式軟體」。

d. 找到解壓縮 Arduino 軟體的檔案夾中，選擇驅動程式的子目

錄，然後按「下一步」。

e. 如果出現提示允許你安裝該驅動程式，選擇「安裝此驅動程

式軟體」。

當成功安裝驅動程式後，你會看到如圖 2-4 所示的對話框。

圖 2-4  安裝驅動程式

Windows XP 作業系統

在一般情況下，對於大多數 Windows XP 程式的安裝與 Windows 7 
非常類似，但 Arduino 是一個例外。如果你用的是 XP，啟動下載 
Arduino 的開發環境，解壓縮到電腦的某個檔案夾內，和前一章節所

描述的方式一樣，連接 Arduino 到你的電腦。然後按照以下這些附加

說明安裝：

1. 在 Windows 裡打開「找到新的硬體的精靈」。

2. 在 Windows 選擇「從選單或指定位置」安裝，然後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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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選擇「搜尋可移動媒體」的選項，並勾選「在搜尋中包括這

個位置」的選項。移動到 Arduino 解壓縮的檔案夾內，選擇驅動

程式子目錄，然後按「下一步」。如果你使用的是 Arduino 的舊型

號，或是 Nano，你可能需要選擇 driver/ FTDI USB 驅動程式的子

目錄。

4. 點擊「完成」。

Ubuntu Linux作業系統

雖然你可以將 Arduino 安裝在 Ubuntu 和其他 Linux 環境裡，並且

使用圖形介面工具，下面的步驟則是使用終端機（圖 2-5）來簡化 
說明。

透過選擇「應用程式 → 附件 → 終端機」打開終端機。以下命令行一

開始的美元符號代表由電腦顯示的命令提示；不要鍵入美元符號，只

要鍵入跟在它後面的文字符號。

我們用 Ubuntu 9.04 測試了這個安裝過程，但它也應該能在其他版本

上正常運作（只需要些微的修改）。
試著在 Linux安裝 Arduino

之前，參考 Arduino常見

問 題 集（http://arduino.
cc/en/Main/ FAQ#linux）
找到最新說明的連結。

快速安裝 Ubuntu10.10+

的方法：

$ sudo apt-get install 
arduino

是的，這就是你只需要在

最新版的 Ubuntu執行的

命令。在 Arduino IDE開

發平台上 Ubuntu10.10，

可在共用程式庫裡找到。

如果你是從 http://arduino.

cc下載 Arduino IDE，你

有可能會取得一個較新的

版本。
開始使用共用程式庫，其中包括免費程式、開源碼程式，都有公開使

用的程式原始碼可用：

$ sudo software-properties-gtk --enable-component=universe

當被問到 sudo 時，鍵入您的密碼。sudo 之後的命令，將使用 root 用
戶權限來執行。

圖 2-5  命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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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可用的軟體列表：

$ sudo apt-get update

現在是安裝 dependencies 的時候：所有在 Arduino 開發環境的程式

所需要的功能，包括 Java（openjdk）和用在 AVR 晶片 gcc-avr、avr-
libc，以及 avrdude 的編程工具。新的 64 位元電腦也需要用到與 32 位

元共容的 ia32-libs 函式庫。

$ sudo apt-get install --yes gcc-avr avr-libc avrdude openjdk-6-jre
$ sudo apt-get install --yes ia32-libs

接下來，從 Arduino 的官方網頁（http://arduino.cc/en/Main/Software）
下載並且打開 Arduino 的開發環境，在此你會發現兩個套件：「Linux 
操作系統（32 位元）」和「Linux 操作系統（AMD 64 位元）」。新電

腦用到 64 位元技術。如果你不知道需要下載哪個套件，使用 uname-m 
指令，以確定你的電腦是否是新的 64 位元型號（x86_64）或是舊的 
32 位元型號（i386）。

解壓縮已經下載的軟體套件（這將會在當前的工作目錄下，建立一個

arduino 版本的目錄 ）：
$ tar -xf ~/Downloads/arduino-*.tgz

啟動 Arduino 的開發環境。因為你將從一個特定的檔案夾執行命令，

該檔案夾完整路徑的定義：

$ ./arduino

Arduino 開發環境將啟動。

Mac OS X作業系統

下面是如何在 Mac OS X 安裝和執行：

1. 從 http://arduino.cc/en/Main/Software 下載 Arduino 開發環境而且打

開 .dmg 檔案。

2. 有三個圖示會出現在一個新的 Finder 視窗上（Arduino 連接到你的

應用程式檔案夾的快速連結，以及 FTDI USB 埠驅動程式套件）。

3. 將 Arduino 的圖示拖曳到你的應用程式檔案夾。

4. 如果你使用的是 Arduino Uno 的前一個版本，請安裝 FTDIUSB 串
列埠驅動程式套件。

5. 當你連接 Arduino 時，你可能會看到一個訊息「已檢測到一個新

的網路介面」點選「網路偏好設定」，然後點擊「應用」。當你完

成時，可以關閉「網路偏好設定」選項。

Arduino的 Hello World程式
現在，你準備好要上傳你的第一個 Arduino 的程式。打開 Arduino 開
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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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的 Hello World程式

Windows 作業系統

雙擊 Arduino 的圖示（可以在你之前解壓縮到 Arduino 的檔案夾內 
找到）。

Linux 作業系統

更改目錄到 Arduino 的檔案夾，執行 Arduino 程式：

$ cd arduino-0021
$ ./arduino

Mac OS X 作業系統

雙擊 Arduino 的圖示（你可以在 Arduino 的檔案夾內找到）。

選擇「工具 → 電路板 → Arduino Uno」，如圖 2-6 所示。如果你使用

的是不同型號的 Arduino，就選擇它來代替。

圖 2-6  Arduino電路板的選擇

選擇「檔案 → 繪圖 → 應用實例 → 1」，「基本 → 閃爍」。此範例程式

讓你連接到 Arduino 上引腳 13 的 LED 開始閃爍（Uno 型號包括一組 
LED 連接在引腳 13）。

確定 Arduino 使用的連接埠是哪一個：

Windows 作業系統

打開「開始」選單，右鍵點擊「電腦」圖示，選擇「屬性」。這

將打開「系統偏好設定」。在 Windows XP 中，點擊「硬體」。在

Vista 或 Windows 7 中，在列表左側的連接，從中選擇「裝置管理

員」，而且打開「（COM 和 LPT）埠」的節點。看看哪一個 COM
埠標記為 USB COM 埠，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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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和 Mac OS X 作業系統

將 Arduino 從你的電腦上拔除，在 Arduino 的開發環境，選擇「工

具 → 串列埠」，而且觀察串列埠的列表（例如在 Linux 作業系

統的 dev/ttyUSB0，或在 Mac OS X 作業系統的 /dev/tty.Bluetooth-
Modem）。點擊螢幕任何一處解除選單功能。[24]

再次將 Arduino 電路板接上，點選相同的選單選項「工具 → 串列

埠」。觀察串列埠的顯示，你已經確認你的 Arduino 會使用哪一個

串列埠了。

在 Arduino 的開發環境，選擇「工具 → 串列埠」並且找出在上一步

所選擇的串列埠。

點擊圖示中有一個方形框的右箭頭，點擊圖示或選擇「檔案 → 上傳

到 I/O 板」。Arduino 的傳輸指示燈將短暫閃爍，你應該會看到「完成

上傳」的訊息。

現在，你應該會看到黃色 LED 標示 L 的 Arduino 電路板開始閃爍（如

圖 2-8）。這代表你已經成功安裝了 Arduino 開發環境，和你的第一

個 Arduino 的程式已經上傳到微處理器。如果該指示燈不閃爍時，請

遵循指示，再次檢查是否哪裡在安裝時出了問題。如果該功能沒有作

用，你就不能繼續進行。如果仍然還有問題，請參閱 Arduino 網站的

故障排除指南 http://www.arduino.cc/en/Guide/Troubleshooting。

圖 2-7  確定正確的傳輸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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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如果與 Arduino 作業時遇到同樣的問題，你可能會想回到本區瀏

覽這些步驟； LED 的實驗是一個很好的測試例子，可以確保 Arduino 
能夠正常的作業。如果 LED 指示燈沒有作用，這是一個好機會，能

夠確實檢查電源線是否插上電源，或確定是否電腦或 Arduino 發生了

問題。一旦你可以確保像 LED 閃爍一樣簡單的實驗都可以正常作業，

往後遭遇到更複雜的問題時就能較容易解決了。

「Hello World」的結構
你剛剛透過 Arduino「Hello World」的實驗：Blink 邁出了重要的一

步。這是 Arduino 電路板上的 LED 閃爍程式，如果你能讓 LED 發出

閃光，你會有把握你可以用 Arduino 電路板進行撰寫與上傳程式。

所有 Arduino 的程式都有相似的結構。因為 Blink 是一個簡單的程

式，透過仔細的檢查，你可以很容易理解該程式的結構。

這是 Blink 的程式碼，購買 Arduino 電路板時已隨機附帶，在此我們

將提供一些說明：

/*
  Blink 1

  Turns on an LED on for one second, then off for one second, repeatedly.

*/

void setup() { 2

  // initialize the digital pin as an output.
  // Pin 13 has an LED connected on most Arduino boards:
  pinMode 3  (13, OUTPUT 4 ); 5

}

圖 2-8  連接在引腳 13的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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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loop() { 6   
  digitalWrite(13, HIGH); 7   // set the LED on
  delay(1000); 8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13, LOW); 9  // set the LED off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讓我們回顧一下每一段程式碼。

1  斜線後面有一個星號（/*）打開一個說明的區塊（它們最後以 */
結束該說明內容）。兩條正斜線（//）表示本行剩餘的部分是註

釋。此註釋僅包含用戶的訊息：Arduino 對此不作任何反應。註釋

部分將在編譯過程中被刪除，而且它們不會被上傳到 Arduino。該

註釋說明該程式的主題和用途（稱為 sketch）。大多數註釋都是描

述特定命令行或區塊程式碼的功能。

2  setup() 函數在程式開始時執行一次，這是個一次性聲明。當 
Arduino 啟動或是被寫入程式時，它會自動呼叫 setup() 函數。

呼叫程式包括呼叫一個函數的返回值（void），該函數的名稱 
（setup），和參數的屬性顯示在括號內。此函數不含參數，所以括

號內保留空白。此函數沒有返回值，因此其類型是無效的（void）。

當呼叫一個函數時，命令列程式碼區塊中，用大括號括起來（{}）。

3  此 setup() 函數只包含一個命令，就是設定 LED 引腳的連接為輸

出模式。又稱為 pinMode() 函數，定義在 Arduino 的函式庫裡。

4  輸出（OUTPUT）是一個 Arduino 所定義的常數。當你在 Arduino 
使用數字引腳時，你必須要宣告它們為輸出（OUTPUT）或輸入

（INPUT）的模式。

5  正如 C 語言（整個 Arduino 電路板的基礎）的基本要求，每個命

令行結束時都要標上一個分號。

6  大部分程式的執行時間，將重複執行 loop() 函數。在 setup() 函
數執行後，loop() 函數會被自動呼叫（反覆地）。

7  為了解決一個數字引腳被設定為輸出（OUTPUT）的功能，我們用 
digitalWrite() 函數來表達。設定數字引腳 13 為高電平（HIGH）

（表示 +5 V）。數位引腳 13 是唯一在 Arduino 電路板上具有

一個內建的 LED 和電阻，專門用於程式除錯的用途。該 LED
會適時亮起來。該引腳會維持高電平（HIGH），直到我們透過 
digitalWrite() 函數的呼叫改變該引腳的設定為止。

8  等待 1,000 毫秒（1,000 千分之一秒，等於一秒鐘整）。該 LED 將
在整個設定的時間內亮著。

9  將該引腳關閉（LOW），再等待一秒鐘。這是 loop() 函數中的最後

一個命令，這表示 loop() 函數的執行將在此結束。

要熟悉這些新的功能，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就

是用螢光筆標示該函

數的名字（一定是用

橙色字表示），右鍵點

擊，而且選擇「Find in 

Reference」，在此你可以

找到相關的用法說明、

語法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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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Uno

一遍又一遍的程式將自動呼叫 loop() 函數。該程式將繼續執行 
loop() 函數，從第一行開始設定 LED（ledPin）為高電平（HIGH）。

該程式會持續進行 loop() 函數，直到電源被 Arduino 中斷為止。

Arduino Uno
Arduino Uno（圖 2-9）會是你的第一個 Arduino 實驗的最佳選擇。它

價格低廉、品質可靠。當 USB 傳輸線連接到電腦上時，Uno 將透過 
USB 傳輸線提供電源。如果有必要，它也可以用外部電源（例如電

池）來供電。當你從電腦上傳程式碼時，該程式會被儲存到微處理器

本身。這表示你可以拔除 Arduino 電路板，使它成為一個具有獨立功

能的裝置。

Uno 的引腳具有插座，讓你可以不用焊接就可以連接其他零組件。這

將加快製作簡單原型的時間，但這並不是一個非常長遠而耐用的解決

方案，因為傳輸線可能相對的容易在使用中脫落。

圖 2-9  Arduino Uno

直流電源接頭

USB-B

LED 引腳 13
接地 數位引腳

復位按鈕

電源引腳 類比輸入

傳送 / 
接收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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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Arduino： 嵌入式系統的大腦

Arduino Nano
Arduino 的 Nano（圖 2-10）的尺寸遠遠小於先前所提到的 Uno。它

也有你可以直接連接到原型麵包板的引腳。這讓你可以輕鬆地製作即

使是相當複雜的電路，也無需焊接。

Nano 比 Uno 更貴一些而且零件更靈敏。例如，某程度的短路現象會

永久破壞 Nano 的零組件。另一個缺點是，它引腳上的標記難以判

讀，讓它更容易因判斷錯誤而接錯電線。

與另外一個迷你麵包板和可伸縮的 USB 傳輸線配合，Arduino Nano
可以成為一個相當方便的旅遊組合（見圖 2-11）。

Arduino Pro Mini（第 8章有詳細的介紹）比 Nano 還更小。它的電路板上

不包括 USB 串列轉接器，所以你需要使用一個獨立的 USB 串列轉接器來

完成編程作業。但是，因為它具備小型、重量輕，而且有提供低功率的選

擇，使得這個裝置適用於考慮到重量因素的重大實驗，如空氣中的無人駕

駛飛機或遙控車輛。

現在你有足夠的基本常識，可以開始你的第一個實驗項目。在接下來

的章節中，你會嘗試用 Arduino 製作一個反跟蹤防衛裝置。

圖 2-10  Arduino Nano

圖 2-11  Arduino 的旅遊組合

傳送 / 
接收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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