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控制器專案深藏在愛好者 / 黑客 / 自造者的世界裡，而且有它充分的理由。

微控制器通常置身於按鈕、馬達和燈光等硬體裝置與數學運算，通訊及無限可

能的軟體世界之間。微控制器本身就是一種電腦與電子零件的組合，或許它們

也可以扮演著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無形媒介。

為什麼寫這本書？

你是否有計畫派遣一個小型負載的氣球到低太空？是否需要一個有限的運算能

力，來讀取溫度感測器和加速器，而且在只需要耗費很少電源的情境下完成

SD 卡的資料登入？如果是，微控制器正是你所需要的。你是否想替你的姪女

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型機器人，或是一個可愛的互動玩具？放心吧！剛好有

一種微控制器的應用程式可以滿足你的需求。我相信你在網路上一定見過很多

有趣的實驗項目，而且心裡想知道“他們都是怎麼做到的呢？”並且得到了一

個答案：使用微控制器。一旦缺少了微控制器的功能，想要自行開發 3D 列印

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微控制器的應用事實上正處於人們可以突破先前無法完成

的夢想的新興作法的一個轉類點。

本書編寫的目的是讓你透過 C 語言，利用微控制器製作專案及編寫自己的韌體

（或是使用他人的函式庫）。我已經選擇了 Atmel AVR 系列的微控制器，因為它

們提供了一個夢幻般的自由開放工具鏈、容易取得的編程硬體，而且大多數使

用者的手頭上可能有一個或兩個類似 Arduino 的裝置。絕大部分的黑客社群都

採用了這款的晶片，這麼一來它一開始就能像其他晶片一樣立即就能上手。目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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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們所使用的 ATmega168 晶片系列看來它的功能價格本益比是一項最高的

選擇，但是如果你認為有必要改用其他 AVR 晶片時，將你的程式碼移植到較

小和較便宜的晶片的作法並不困難。

我選擇了 C 語言，因為它幾乎是多數微控制器編程業界公認的標準。這個語言

恰好符合我的口味，因為該程式的語法閱讀起來並不費力，而且當你需要切換

個別位元的訊號時該語言不會像高階語言一樣，需要用到子類別化或函式覆寫

任何項目的作法。C 程式碼所編譯的東西，幾乎和組合語言所編寫的程式碼一

樣有效率，但該程式碼的維護作業卻是輕鬆許多。網路上有無數的網站提供你

學習與借鑒的資源。（也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想要對硬體工程有一個更完整的

認識，當你閱讀完這本書時可以考慮自學 AVR 組合語言。）

而另一方面，本書事實上是一本有關編程和一般教導使用微控制器的書籍。雖

然不同品牌的微控制器對於專有名詞的命名方式和一些細節的作法會有所不

同，但基本上它原理是相通的。待會兒會有更多關於這方面的說明。

軟體類型或硬體類型？

在一堂我教導本地黑客社群有關控制器編程的課堂上，我發現學生們大致上可

以分成硬體或軟體兩種類型。有些人專職替 Web 的應用編寫 JavaScript 程式，

而另一群人則在電機和機械工廠上班。有些人從來沒有學過 for 迴圈的使用，

而另一群人則不清楚紅色導線代表電池組的正極。在此每個人都可以學到一些

東西，但他們所學的內容幾乎都不盡相同。

製作微控制器專案時，你必須要考慮到軟體和硬體兩種領域，即使一開始時你

只對其中一個領域較熟悉。有時候你會需要替程式碼的運算法進行除錯，而其

他的時候你必須弄清楚當你按下按鈕，或馬達通電時電路到底是如何發揮作用

的。這時候你需要考慮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境，有時候這兩種情境，特殊的微

控制器和嵌入式應用範例會同時發生。

在全書中，有一些觀念對你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對其他的人來說可能就一

頭霧水了。這時我就會在軟體的情境和硬體情境之間來回循環。最後，你將

會有足夠的能力悠遊在兩個不同的情境之間。當你開始透過硬體進行編碼時，

你會了解你已經得到了嵌入式設計的絕技，這時你將會成為微控制器類型的

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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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的話！

我們現在來聊聊我編寫本書的初衷，不僅僅只是出版另一本有關 Arduino 的

LED 閃光實驗（blinky-LEDs-on-an-Arduino）的指引書籍，而是把你朔造成一

個真正的微控制器的類型。雖然 Arduino 的作業環境，讓人們更容易被微控制

器所吸引，它是一種價廉的高階作法。Arduino/Wiring 的作法竭盡所能讓它自

己脫離微控制器硬體的印象。在此，我想要教你認識有關該硬體的種種，因為

它很實用，因此想要脫離它原始的設計是於事無補的。（我的朋友 Ash 曾經這

麼說過，他在 Arduino 的工作平台的作業經驗就像是“帶著拳擊手套打毛線一

樣的不自在”。）

我認為一個內建硬體定時器模組的重要性不應該被忽視。我相信我們應該充分

了解定時器的原理，好好拆解它製作成一個小型 AM 無線發報器，讓你可以使

用簡單的電線或手指就能當作天線（第 9 章節）在室內播放馬里奧（Mario）
的主題曲。而且我相信，該程式碼應該能夠置入 500 位元組的程式記憶體的空

間裡。

更嚴格來說，許多 AVR 內部的硬體周邊裝置對大多數的微控制器來說都是

通用的，從“早期”8051 或最小型的 PIC 或 ATtiny 晶片，到 MSP430s 和

ATmegas，一直到功能強大的 XMega 和 ARM 晶片。這些硬體周邊裝置已經深

深地影響了 40 年以上的微控制器的設計與開發，而且這些裝置並沒有很快會

消失的跡象，因為他們設計的宗旨就是提供協助，來完成你的實驗項目。微控

制器的硬體是經由頂尖工程師的巧妙設計來替你解決問題。我編寫本書的目的

是提醒你一些常見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的。你需要學習硬體的相關知識、應用該

硬體，並且學習樂於該硬體的使用。

雖然透過個別微控制器設計來完成物件的方式有些差異，一旦你了解它的來龍

去脈，它的道理就容易理解。我所看過的每一本有關微控制器可編程的書籍都

是使用 C 語言。你透過本書所學習到的任何專案都可以移轉到其他晶片及其他

平台上使用，因為你在這裡所學習到的是事件作法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單純只

是研究事件的作業方式而已，該作法的目的是讓你從動手做的方式中領悟到它

的道理。你所學習到的事物（譬如第 4 章節按位元二進制的作業）看起來可能

很無趣，但最終它可以提供你一個簡單且可以直接存取被放在該處協助你作業

的一般硬體位元， 而且該技術將可以應用到你所選擇使用任何品牌的微控制器。

總之，你花在學習如何透過 C 語言在 AVR 製作專案的時間，將不會完全浪費

掉。的確，這比單純重複使用他人的 shield 程式和程式碼來說的確困難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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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你有時候可能需要暫停手邊的工作查閱一下 C 語言編程的書籍或電子檔

案（或只是上網查詢資料）。但是，當你發現需要用到更多的處理能力，或需

要用到一組不同的周邊裝置時，你可以給自己買一個 $8 美元的晶片代替正在

使用的 $4 美元晶片，而且還可以繼續使用大部分的程式碼，更重要的是你所

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和你對自己的投資。

這本書，就是你的紅色藥丸（讓你大開眼界），我衷心地期待一旦看到了兔子

洞（譬喻，無限大的延伸情境）的深度，你會發現你所投入的時間與精力是都

值得的。

你會需要用到⋯

在我們討論太多關於 AVR 晶片的內容，以及該晶片能為你做些什麼的主題之

前，讓我先提供一個清單。現在就去訂購這些東西，這樣你就可以在貨車送貨

到府之後的幾天之內，讓晶片的編程作業一切就緒。

基本套件

以下是你在往後的幾天之內，進行 AVR 專案時所需要的基本套件。這裡許多

裝置都是多功能的，如果有機會用這些零件進行實驗時，你的手上就能夠擁有

部分的裝置。以下是整本書的專案裡，你會使用到的基本工具組合：

• 一到三個無焊麵包板。我個人喜歡使用 800 觸點的型號，因為它提供了

額外的工作空間，但是有幾個小型小麵包板也是一個製作電路不錯的選

擇。擁有充裕的作業空間永遠都不嫌多。

• 許多可用跳線插入的麵包板。我真的很喜歡用那些在尾端使用橡膠握柄，

以及預先製作好引腳的跳線。你通常可以在拍賣網路上買到這些廉價的

跳線與麵包板一起販售。

• 你手頭上應該握有一系列的小型電阻。你需要一些介於 200~500 歐姆

（Ω）的電阻、少許的 1K 歐姆（Ω）以及最少五個 10K 歐姆（Ω）左

右，當作 LED 的電阻。

• 一個 ISP 編程器（參考第 33 頁的建議“我所認識與喜愛的燒入編程

器”），或 Arduino（參考第 24 頁“AVR 與 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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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ega168、168A、168P 或 168PA。如果你想將它插入麵包板，請確保

採用 DIP 封裝類型。目前我用的零件是 ATMEGA 168A-PU，其中“PU”

代表 DIP 封裝零件。參考第 13 頁“AVR 微控制器系列”有關更多的晶

片選擇。

• USB- 串列埠轉接器。我是 FTDI USB 串列傳輸線的忠實用戶。採用 3.3 
V 相容的型號可以達到最大的適應性。它適用於任何速度設定的所有作

業系統。有各種網路專業商店都有提供便宜一點的選項。

• 至少 10 個 LED（不同顏色）和 10 個大小適合的電阻：200~500 歐姆。

永遠不會嫌 LED 的量太多了。

• 5 V 直流的電源（可選）。許多 ISP 編程器都有提供電源到麵包板。萬一

你的沒有，拆解一個 5 V 牆式電源供應器，或使用一個 4xAA 電池組。

如果能使用充電電池會更好。

關於基本專案

• 一個小型 8 歐姆（一般）喇叭，和大約 10-100 uF 的電容器。而喇叭原來

是舊玩具上的鍵盤。我則是從舊玩具鋼琴上取得喇叭。   

• 兩個或更多的按鈕。常開型。便宜的觸控式開關最合適。

• 至少 5 個 2N7000 的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應電晶體（MOSFET）。

• 兩個光驅動電阻（LDR），但你最好是購買一個套裝組合。

• 兩個電位器。最好是 10K 歐姆的規格。任何超過 1K 歐姆都可適用。

關於中階專案

• 一個壓電盤，最好附加導線。

• 一個伺服機。任何舊型愛好者伺服機都可以。我從 Tower 愛好者商場購

買了一個便宜的伺服機。

• 一枝可以供你拆解的雷射筆。

• 與 I2C 裝置通訊。我在範例使用的一個很普遍的 LM75 溫度感測器。

• 與 SPI 裝置通訊。在此我使用的是 32K 25LC256 SPI EEPROM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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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馬達和 H-Bridge 的章節
• 小型直流馬達（最好是 3~12 V）。從我的玩具賽車裡取得。

• 用 MOSFET 製作 H-Bridge。我用了兩個 IRF9530 和兩個 IRF530。

• 除了 MOSFET 之外，另外使用 SN754410 或 L293D 馬達驅動晶片。

• 一個步進馬達和一個電源來驅動它。

• 隨機開關類型裝置：繼電器、固態繼電器（SSR）、Darlington 電晶體

（TIP120…等等）。

• 隨機直流供電的裝置，如 LED 檯燈裝置、泵、電風扇、電磁圈，或孩子

的玩具 ... 等等

• 一個 5 V 繼電器。

高階專案和可選裝置

• 一個獨立的電表。

• 擴音器，電腦喇叭可以適用。

• 烙鐵和一些焊錫。

• 原型電路板讓你可以用焊接方式將電路永久固定。

• 將第一張列表上的項目全部都額外準備一些，讓你可以將每章節你喜歡

的專案製作成耐久的版本。沒有什麼比擁有一堆紀念品可以四處展示你

學到的東西來得更有趣了，並且還可以回頭品玩一番，及事後所有的修

改作業。

本書編排慣例

以下的印刷約定在本書中使用：

斜體

表示新的術語、網址、電子郵件、文件檔案和文件類別。（中文則使用楷體

字表示）



在本章節中，我們會製做一個 cylon 機器人眼睛模式的 LED 往復式掃描儀。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除了有點震攝人之外，掃描 LED 燈是唯一賦予 Cylon 機

器人展現個性化的東西。假如霹靂車 KITT 沒有安裝往復式紅色掃描燈，它對

David Hasselhoff 的功用是否會掉一大半呢？ 我不這麼認為。現在你可以自己

製作一個屬於自己的裝置。

但是我不會欺騙你。我們製作 cylon 機器人眼睛是為了學習專屬微處理器編程

的基本概念：如何在硬體暫存器內部切換個別位元的開啟和關閉。雖然它聽起

來可能不是那麼有趣，但你會在每個 AVR 或微控制器專案中使用本章節的一

些想法。因此位元切換在嵌入式裝置中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還不相信我，回想一下我們是如何開啟 LED3。我們編寫了類似下列的

程式：

PORTB = 0b00001000;

這個方法行得通，只要確認我們想要關閉其他所有的 LED。但是，如果你需要

開啟或關閉特定的 LED，你該如何做才不會干擾到任何其他 LED ？位元邏輯

的操作－“位元操作”－讓我們修改暫存器位元組的任一位元，而無須明確的

顧慮到其他的位元。因為我們會設定暫存器內的位元，對 AVR 硬體的各個方

面進行設定，我們在這裡的投資將值回票價。

Cylon機器人的眼睛和更多的功能

4位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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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章節談的大都是理論，讓我們啟動並執行該專案，而你可以看到些實際

效果顯示在你眼前。假設你還保留著第 3 章節所連接的所有 LED，只要進入

cylonEyes 目錄，在編輯器裡開啟 cylonEyes.cn，並執行 make 來編譯韌體，接著

將它上傳到晶片。

你需要些什麼？

在這一章節中，除了基本的工具套件之

外，你將需要：

• 在第 3章節所連接的八個 LED和它

們的電阻。

• 那麼，就是這些了。因為我們將會

使用大量二進位制邏輯的位元操

作，這個時候不要把自己侷限在一

個既有的框架裡是比較有益的。

如果你在上傳程式到晶片的時候遭遇困難，請依照圖 3-4 仔細檢查 ISP 的連接

器，並確認 MOSFET 的安裝正確。如果對 MOSFET 的電路部分有疑問，請回

到頂部與底部接地電軌之間的導線仔細檢查是否有這個問題。

程式碼的說明：Cylon機器人眼睛
是否可以運作了呢？太棒了！現在讓我們來檢查範例 4-1 裡的程式碼並看看它

的作業原理。基本上，它的程式碼與單一 LEDblinker 的程式碼是一樣的，唯一

的差別是，與其只能開啟和關閉 PORTB 暫存器裡的一個位元，我們能夠切換

八個 LED。

範例 4-1   cylonEyes 列表

 /* Cylon機器人眼睛 */

// ------- 序言 -------- //
#include <avr/io.h>  /* 定義引腳、連接埠⋯等等 */
#include <util/delay.h>  /* 延遲時間的函數 */

#define DELAYTIME 85  /* 微秒 */
#define LED_PORT  PORTB
#define LED_PIN  PINB
#define LED_DDR  DDRB

int main(void) {

  // -------- 初始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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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t8_t i = 0;
  LED_DDR = 0xff;  /* 數據方向暫存器 B：
 全部設定為輸出 */

  // ------ 事件迴圈 ------ //
  while (1) {

    while (i < 7) {
      LED_PORT = (1 << i);  /* 只點亮第 i 個引腳 */
      _delay_ms(DELAYTIME);  /* 等待 */ 
      i = i + 1;  /* 移到下一個 LED */
    }

    while (i > 0) {
      LED_PORT = (1 << i);  /* 只點亮第 i 個引腳 */
      _delay_ms(DELAYTIME);  /* 等待 */
      i = i - 1;  /* 移到上一個 LED */
    }

  }  /* 結束事件迴圈 */
  return (0);
}

你應該透過 blinkLED.c 認識一般形式的程式碼。事實上，唯一較大的區別

是事件迴圈中有其他的迴圈，有語意含糊的 PORTB=(1<<i); 語句—我們首次介

紹位元操作！但是在進行主題之前，我將會介紹我們的第一個 #define 語句 
（第 69 頁的“C 的旁白：#define”）。如果你對 C 語言已經相當熟悉，請繼續往

下閱讀。

位元操作和 Cylon機器人的眼睛
很快地回顧一下我們是如何處理 blinkLED.c，甚至包括 povToy.c，你會看到程式

碼可以直接透過位元控制 LED 的開啟和關閉：PORTB=0b0000001;。我們可用同樣

的方式讓 Cylon 機器人眼睛產生動態的效果。要製作傳統的往復式掃描器，我

們會把八個 LED 連接到同一個連接埠，然後由右至左及由左至右逐一點亮。

原始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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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B = 0b11111111;     // 把全部引腳變成輸出模式

while(1){
        PORTB = 0b00000001; // 把在 B 埠的第 0個引腳設為高電平
        _delay_ms(100);
        PORTB = 0b00000010;  // 把在 B 埠的第 1個引腳設為高電平
        _delay_ms(100);
        PORTB = 0b00000100;  // 把在 B 埠的第 2個引腳設為高電平
        (etc.)
        ...
}

正如你所看到的，這會涉及到大量的鍵入作業，最後的程式碼將難以維護、調

整及擴充。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辦法。使用位元操作！ C 程式語言讓使用

者可以個別存取單一位元，AVR libc（微控制器專屬的函式庫子程式）會有很

大的助益，但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

位元移位

如果我們能夠只說“給我第三位元是一個 1 的數字”而不必寫出 0b00001000，那

豈不是太好了？（如果你認為第四位元才是 1，請參考第 70 頁“位元、編號和

有效位元”）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遞增或遞減變數值替 cylon 機器人眼睛的程

式編程，然後把一個 1 放在相對應的位元位址上。

事實證明，這就是我們所需要位元移位技術的功能。你會對我們使用微處理器

類型的 C 程式碼來執行位元移位的有多頻繁而感到驚訝。

位元移位會依據你的命令，將所有位元的位置向左或向右推移的功能。位元超

出兩端的任何一端都會消失，而且任何新添加的位元都是零。C 語言則用來將

所有位元逐一向左或向右推移到某些位置的指令，分別是 << 或 >>。現在讓我

們來看看它們的使用方法。

Bits, Numbering, and Significance

A byte is made up of eight bits, and the AVR chip or-
ganizes its pins for purposes of input and output in
banks of eight. Coincidence? Not at all! It makes our
lives easier.

But something that unsettles newcomers to C is its
zero-indexing convention. That is, when you count in
C you don’t start counting with 1, but with 0. Count-
ing eight elements looks like this: 0,1,2,3,4,5,6,7.

That’s why, when we hook up eight LEDs to our AVR
chip,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hink of the first one as
“LED Number Zero” in your head. And the AVR chip
designers are in on the zero-indexed conspiracy as
well. Our first LED will be hooked up to pin PB0. The
eighth LED, which I want you to call “LED7,” connects
to PB7. If you think of it any other way, you’ll get
confused.

Zero-indexing is natural if you think of everything in
terms of a base location and an offset, which is why
it’s done in C. If the hardware register for Port B is at
a given location in memory (byte number five in the
mega168, as it turns out), then the location of the first
pin is at byte five plus zero bits. The second pin (PB1)
is located at byte five plus one bit, etc.

If you can just remember to think of the first LED as
“LED Number Zero” or “The LED at PORTB + 0” then
you’re on your way. You’ll also see how this fits natu-
rally with the way we’re going to access single bits
through bit shifting later on.

We’ll be representing numbers in binary in most-
significant-bit-first order. Now this isn’t strange:
when you say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one”, you’re
also working in most-significant-bit-first order, right?
But it can sometimes be confusing for people to see
the first bit, bit 0, all the way on the far right of the
number, rather than right up front. Just remember
that it represents a number, and we usually write
numbers with the most-important digits up front.

321 is 3 × 102 + 2 × 101 + 1 × 100, just like 0b11001 is

1 × 24 + 1 × 23 + 1 × 20.

So when you look at a port of eight pins in the data-
sheet, or when you write to the hardware register,
you’ll want to remember which end is which. And
when you’re naming your eight LEDs as they’re laid
out in a row, to avoid confusion you’re going to want
to call them LED7, LED6, LED5, …, LED0, with LED7 on
the left side and LED0 on the right (see below).

bits added are all zeros. The C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shifting all the bits in a
number to the left or right is << or >>, respectively. Now let’s see how they’re used.

Bit shift examples:

  0b00001110 >> 3
= 0b00000001  (Three new zeros were added to the left,
               and the bits on the right just rolled off the edge.)

  0b00001110 << 2
= 0b00111000  (Two new bits, both zeros, are rolled in from the right.)

What this means to you as a programmer is that if you want a single 1 bit in position
number three, say, you can start off with the number that has a 1 bit in position
zero, and roll it to the left three spaces.

The bit-shift roll:

65Chapter 4: Bit Twiddling

Bit Twiddling and Cylon Eyes



69Chapter 4

位元操作和 Cylon機器人的眼睛

C 的旁白：#define

#define語句透過友善的同義詞常數或

程式碼區段來改善程式碼的可讀性和可

攜性。例如，在 blinkLED.c只安裝一個
LED，我通常把 AVR（PB0）的特定引腳

定義為 LED的同義詞，一部分的原因是

為了提醒自己如何連接電路，另一部分

的原因也是為了以後方便修改。。

舉 例 來 說， 如 果 要 想 要 重 新 製 作

blinkLED.c程式碼，但卻想把 LED實際

連線到引腳 PB5，你可以詳細檢查程式

碼和把每個 PB0改成 PB5。相反的，像

這裡的作法，你在程式碼頂端定義 LED

引腳，類似 #define LED PB0，然後在程

式主體從頭到尾都使用 LED，你只需要

在程式碼的頂端或者在一個適當命名的

include檔案所定義的地方，把 PB0改成

PB5。定義硬體的配置將有益於稍後的

修改，並且讓程式碼更方便閱讀。（再

確認一次連接 PB0的是哪個引腳？）

這是透過預處理器來處理，它會仔細檢

查你的程式碼並且把結果傳送給編譯器

之前，它會將你所有的 #define都進行

搜尋一番與替換的動作。因為 #define

語句就是透過預處理器進行簡單地替

換作業，它們不是變數，因此不會佔

用 AVR的記憶體，而且無法從程式碼裡 

更改。

為了避免忘記它們的特殊性，#define語

句的名字通常用全部大寫英文字母外加

底線來表示。這使得 #define語句在程式

碼中是清楚可辨的，並且提醒你它們不

是ㄧ般的變數。

除了使用者自行定義的 #define之外，

如果你查看包括在我們所有範例程式碼

中的 avr/io.h檔案，你會發現在數據表
所列出的每個硬體暫存器裡都有一個

#define。（在程式碼被編譯之前，include

檔案也是透過預處理器進行處理。）這

些定義依序指向 AVR硬體暫存器的正確

記憶體的位址。

這是 AVR C語言中較普通的模式：在 

#define語句提供了許多晶片的配置和

設定的低階作業細節（像是記憶體中哪

個位置是硬體暫存器），而且它的名稱

對寫在數據表中的資料有一點提示的 

效果。

現在，把 #define當作以後追蹤你可能想

改變或是想讓它更清楚的參數值。在引

腳配置上使用 #define可以讓你的程式碼

在不同的硬體設定上更加靈活，並有助

於提醒加速器是連接到哪個引腳。好好

的使用 #define語句是很好的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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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編號和有效位元

一個位元組是由八個位元所組成，而

AVR晶片以一個觸排八個輸出和輸入的 

方式設定引腳的功能。這是巧合嗎？絕

對不是！但它卻可以讓我們的作業更 

方便。

但對 C語言的初學者而言，使用索引 0

的慣例卻是件困擾的事。也就是說，C

語言計數時，不是從 1開始計數，而是

以 0開始計數。八個元素的計數看起來

如下：0,1,2,3,4,5,6,7。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把八個 LED連

接到 AVR晶片的時候，在腦子裡你必

須確認開頭的第一個 LED 是“LED 編

號 0”。而 AVR晶片設計師也會陷入索

引 0的困擾之中。我們第一個 LED會連

接到 PB0引腳。第八個 LED，我希望你

叫它為“LED7”，連接到 PB7。如果你

用其他任何方式來思考，你可能會感到 

困惑。

如果你覺得一切都是以基礎位置和偏移

量為依據，那索引 0就會顯得很自然，

這就是為什麼 C語言會這樣做的原因。

如果 B埠的硬體暫存器是在記憶體的特

定位置上（事實證明它是在 mega168

的第五個位元組），那麼第一個引腳的

位置是在第五個位元組的位置加上 0位

元。第二個引腳（PB1）則是位於第五

個位元組的位置加上 1位元等等。

如果你還記得把第一個 LED當作“LED

編號 0”或“是 LED位於 PORTB+0的

位置”，那麼你的想法是正確的。你還

可以看到稍後透過位元移位的方式來存

取單一位元時，將會配合的恰到好處。

我們將以最高有效位元優先為順序的二

進制來表達數字。現在這已經不奇怪了：

當你說“參百貳拾壹”，你也是以最高

有效位元為優先的順序來讀取它，不是

嗎？ 但是當看到第一個位元，位元 0，

是位於最右側的數字，而不是在最前面

的數字，有時候會造成困擾。只要記住

它代表一個數字，而我們通常以最重要

的數字在前面的方式來編寫數字。321

代表 3 × 102 + 2 ×101 + 1 ×  100 

就如同是 0b11001 表示為 1 × 24+ 1 

×  23 + 1 ×  20。

所以當你在數據表中查詢一個 8個引

腳的連接埠，或是寫入硬體暫存器的時

候，你將會想要記得哪個端點是開頭、

哪個是結尾。而當你以行的順序替這八

個 LED命名時，為了避免混淆，你會把

它們分別叫做 LED7、LED6、LED5、...、

LED0，結果 LED7在左側而且 LED0則

在右側（請參考本文的說明）。

位元移位的範例：

 0b00001110>>3
=0b00000001（在左側添加三個新的零，右側的位元則順勢往右側推移）

 0b00001110<<2
=0b00111000（兩個新位元都是零，從右側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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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程式開發人員來說，如果說在第 3 個位置你想要的是單一的 1 位元，可以

在第 0 個位置以一個 1 位元數字開始，並向左側推移三個位置。

該位元移位推進：

1        = 0b00000001
(1 << 0) = 0b00000001
(1 << 1) = 0b00000010
...
(1 << 3) = 0b00001000
...
(1 << 7) = 0b10000000

花一點時間確認你已經了解位元移位的邏輯。它是微控制器編碼的標準慣用語

法，你幾乎會在每個你所編寫的程式裡用到它。每次你要將第 n 個位元設定為

1 的時候，你會把參數值 1 向左側移位 n 次。

現在你會開始看到 cylon 機器人眼睛是如何運作的：從數字 1 開始，將位元移

動一個位置，然後將它寫入輸出硬體暫存器、清除，並重複執行。將位元向左

移位直到在 LED7 結束，然後向右切換位元移位直到你遇到 LED0 為止。

因此在結束這個單元之前，讓我們回顧一下 cylon 機器人眼睛的程式碼內

容。請確認你了解它的作業原理，因為從這裡開始我們將廣泛地使用到位元 
移位：

while(i<7){
    LED_PORT = (1 <<i);  /* 只讓第 i個引腳亮起 */
    _delay_ms(DELAYTIME);  /* 等待 */
    i= i+ 1;  /* 增加位移量 */
}
while(i>0){
    LED_PORT = (1 <<i);  /* 只讓第 i個引腳亮起 */
    _delay_ms(DELAYTIME);  /* 等待 */
    i= i- 1;  /* 減少位移量 */
}

有兩個 while 迴圈，將變數 i 遞增為七，然後遞減回到零。每個迴圈內有一個

等待，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所有重要的動作都是在 LED_PORT=(1<<i); 的命令

裡。我們希望在第 i 的位置上有一個二進制的數字 1，它只會在我們的系列中

開啟第 i 個 LED。我們透過在第零個位置的一個 1 為起點，以向左側移位 i 次
的方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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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的位元操作：超越自我的 Cylon機器人眼睛
因此以上就是製作 Cylon 機器人眼睛的所有相關步驟：用適當的位移量向左或

向右移動一個位元，並且等待。但是如果想要製作一個更有趣的模式應該怎麼

做呢？ 多個燈一次開啟？ 或者隨機切換？ 或者，我們只需要在不更改其他位

元的情境下，一個位元組裡只控制一個位元。

每次執行 while() 迴圈的時候先導的程式碼會有嚴格的限制，那就是把一整個

位元組寫入 LED 連接埠。因為我們希望每次只讓一個 LED 燈亮起，因此這個

方式對 Cylon 機器人的眼睛來說是可行的。可是如果已經有部分 LED 燈已經

亮起，而我們希望再增加其他的 LED 時，這會是什麼樣的情境呢？ 例如只有

LED1 ？假如我們編寫 LED_PORT=(1<<1);，就能夠開啟 LED1，但在過程中，我們

會將其他的 LED 都關閉了。

在本單元中，將學習一些基本的位元操作技術，它可以讓我們輕鬆地操作單一

位元而不會干擾到暫存器其餘部分的內容。把 AVR 硬體暫存器的每個位元組

當作一排八個小開關；在本單元中，將使用按位元邏輯運算功能來設定或切換

個別單獨的開關，而無須修改其餘的。

即使你從七歲開始就已經用過 C 語言編寫程式，但你很可能沒有花很多時間在

位元階層的操作。如果你曾經學過一點邏輯、數字或其他相關運算，位元運算

子對你來說應該相當熟悉，但是它的內容可能是全新的。對某些人來說，這一

切都是新的。準備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位元邏輯運算子將整個位元組當作輸入。並對這些位元組每次進行一個位元的

邏輯運算，因此而得名。這使得位元運算子用來操作暫存器位元組內的個別位

元是再適合不過了。

為了讓你了解它的基本概念，位元運算子 NOT 會讀取每個位元組的位元並切

換，或反向。一個 1 變為 0，及 0 變為 1：10001110 會變成 01110001，這個作業在

AVR 晶片內部全部一次完成，但你可以把它當作是讀取第 0 個位元，然後把反

向邏輯寫入結果位元組的第 0 個位元。透過按位元邏輯操作，對位元組的每個

位元重複相同的作業 7 次。

總共有 4 種位元邏輯運算子可以使用，因此讓我們逐一執行個別範例。我發現

將兩個輸入位元組彼此堆疊起來操作是有助益的，因為比較的位元是垂直對齊

的。依據側邊欄位的操作，按照列數依序往下進行位元的操作，並確認你了解

邏輯運算是如何應用取得最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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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運算邏輯的定義一切都是完備妥適的，而你可能已經都看到了。位元運算

邏輯如何運用在微控制器的編碼是有意思的，特別是與硬體暫存器裡的設定、

清空和測試位元整合所產生的副作用時。總之，我們對 AVR 編程中位元組內

位元移位的關心程度比大多數其他電腦編程還要多，因為我們可藉由位元操作

邏輯來設定 AVR 的內部硬體，並寫入個別引腳。

_BV() 巨集

位元移位在 AVR微處理器編程裡是非

常普遍的處理方式，甚至包含 io.h的巨
集定義：這就是所謂的 _BV()，它代表 

“位元參數值”。

2006年之前，這個被稱為 BV()的巨集，

已經應用的十分普遍。在 2007年左右，

它重新被命名為 _BV()，其中底線代表只

能在 avr-libc函式庫的內部使用，因為它

不是正式標準 C語言的一部分。

_BV()巨集只是我們位元位移的另一稱

呼。事實上，它甚至被定義為：

`#define _BV(bit) (1 << (bit))`

所以，你應該用 _BV(2)還是（1<<2）

呢？ 其實，一旦預處理器完成了文字

的替換之後，它們就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了，而這只是格式的問題。你一定會看

到用這兩種方式編寫的程式碼，因此我

希望你都能看得懂。

_BV()會使用到兩個引數。如果你看

到（1<<2），而且對微處理器編程算是

新手，你可能要思考一下“1”所代表

的意思是什麼—它是否是當作數字的

編號，或者只是在單一位元裡顯示一個

1的最簡單方式呢？ 因此在程式碼裡 

_BV()的第一個引數的確比較明顯。另

一方面來說，微控制器的 C語言和組合

語言裡的位元移位是很常見的，因此經

過幾個月的時間 _BV() 的可讀性並沒有

提升多少。

其次，許多資深的 AVR程式開發人員都

已經使用過巨集，它們在巨集裡面寫了

一些帶有 BV()的程式碼，在程式碼中找

到並用 _BV()全部替換是相當輕鬆的事

情—因為它們已經習慣了 _BV()的使用。

_BV()引數基本上可以歸納成它不是標

準的 C語言，因此假如你想在其他的平

台編譯程式碼並測試它，_BV()巨集可

能不會在定義裡。

因此，如果你喜歡 BV()巨集清晰明確的

特性，但同時也希望保持程式碼的最佳

可攜性？自己定義 BV()吧！這是很容易

而且幾乎不會花費太多時間。如果你在

程式碼中自己定義巨集，就不必擔心程

式碼的可攜性了，因為它就在那裡。第

84頁側邊欄位“位元操作給沒耐性等

候的人”，我列出了一些在我自己程式

碼中經常使用的位元移位巨集範例。

為了教導你標準微控制器格式的 C語

言，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會在程式碼裡使

用（1<<3）。如果你可以閱讀以這種方式

編寫的程式碼，那就可以讀懂用任何方

式編寫的程式碼；這個專用語可用於不

同系列的微控制器和編譯器。但是，在

你自己的程式碼中，請隨意使用內建的

_BV()巨集，或者更好的方式就是使用

自己定義的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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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邏輯運算子

OR (|)

每一個位元的位置，假設任何一個

位元的比較值為 1，它會回傳一個按

位元運算子 OR，如果該這個位元是

1 或者那個位元是 1。OR 會回傳一個

1，只有當兩個位元都是 0，OR 才會

回傳一個 0：

  1010  
| 1100  
= 1110

AND (&)

按位元運算子 AND比較兩個位元並

且只有在兩個位元都是 1時才會回

傳一個 1。如果其中任何一個位元是

0，AND會回傳一個 0：

  1010  
& 1100  
= 1000

XOR (^)

XOR（或“互斥 OR”），只有在兩個

比較的位元當中的一個位元是 1時，

才會回傳一個 1，如果兩個位元都是

1或兩個位元都是 0，XOR會回傳一

個 0：

  1010  
^ 1100  
= 0110

NOT (~)

NOT會將所有位元的邏輯反向 － 每

一個 1變成一個 0，每一個 0變成

一個 1。它也是唯一只用到一個輸入

值的邏輯運算子：

~ 1100  
= 0011

  愚蠢的位元運算技巧

一個位元邏輯運算子工具的快速示範，我們也可以把 Cylon 機器人的眼

睛示範用 NOT 運算子的逆視頻 Cylon 機器人眼睛來取代。

只需要將原有的程式碼的每一個：

LED_PORT = ~(1 <<i);

用下列程式取代：

LED_PORT = (1 <<i);

先前開啟的每個 LED 都將被關閉，反之亦然。

你將在剩餘的單元裡學會使用工具來顯示不同的效果，請把第一行的

LED_PORT 更改成 LED_PORT|=(1<<i); 而且把第二行更改成 LED_PORT＆ =∼

(1<<i); ，看看你所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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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讓我們實際動手來操作：在位元組裡操控個別位元。具體來說，以八個

LED 為例我們已經開啟了幾個 LED：假設編號零、一、六、七的 LED。如果

我們查看目前儲存在 PORTB 的參數值，它的讀取值是 0b11000011。現在，我們

要在不改變任何其他 LED 的狀態之下，開啟和關閉 LED2。或許我們要在同一

時間之內開啟或關閉 LED 編號二和四。我們要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用 OR來設定位元
第一個技巧是，讓我們了解如何在暫存器裡設定一個獨立位元，並且讓其他所

有位元保持不變。回想一下位元邏輯運算子，讓我們回顧 OR 運算子的運算方

式。特別是，讓我們想一想用固定的 0 或是固定的 1 來進行位元的 OR 運算。

考慮用 0 來進行一個位元的 OR 運算。如果你用一個 0 來和一個 1 來進行 OR
運算，其結果是 1，如果你用一個 0 與一個 0 進行 OR 運算，其結果是 0，也就

是說，用一個 0 來與位元進行 OR 運算是不會改變原有的邏輯位元參數值。但

用一個 1 來進行 OR 運算則一定會產生一個 1。這種作法對使用 OR 的位元遮

蔽的方式來開啟位元奠定了基礎：

用 0 進行 OR 運算 :

0 | 0 -> 0
1 | 0 -> 1

用 1 進行 OR 運算 :

0 | 1 -> 1
1 | 1 -> 1

位元遮蔽只是一個一般的舊位元組，但我們把它當成是由許多 1 和 0 在特定地

方組合而成的，而不是代表某個參數值。我們使用位元遮蔽及位元邏輯運算

子，來改變目標位元組的一些位元。

我喜歡把位元遮蔽想像成用於噴畫的模板，在此你想把改變（繪畫）它的底面

部分刪除，並且把你不想畫到的部分保留完好。

特別的是，如果我們想在 PORTB 開啟某些位元，而讓其他位元保留不變，我們

將在想要開啟的位元位置裡使用 1 製作一個位元遮蔽。這個方式行得通是因

為用一個 1 與任何參數值進行 OR 運算會回傳一個 1。因此，我們讀取 PORTB 並

與位元遮蔽進行 OR 運算。該結果應該在任何有一個 0 的地方它的 PORTB 內容是

不會改變的，而位元遮蔽是一個 1 的地方它的結果是 1。假如我們將它寫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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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B，就一切搞定了—除了那些位元遮蔽中有一個 1 已經開啟之外，PORTB 所有

的舊位元仍然保持不變。我已經在範例 4-2 全部都有詳細的講解。

範例 4-2   使用 OR 運算子來設定位元

假設 LED2 一開始是關閉的：

  PORTB  : 0b11000011  // LED 目前的狀態
(1 << 2) = 0b00000100  // 我們想要開啟的 LED
    |    = 0b11000111  // 完成了 !

LED2被開啟，而其他的 LED則保持不變

假如 LED2初始化是開啟的 ：

  PORTB  : 0b11000111  // LED 目前的狀態
(1 << 2) = 0b00000100  // 我們想要開啟的 LED
    |    = 0b11000111  // 完成了 !

LED2 仍然是開啟的，且其他 LED都保持不變

我們還可以一次設定多個位元。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用兩個想開的啟位元製作位元遮蔽 
(例如，LED2與 LED4)。既然 :

0b00010100      // 希望使用的位元遮蔽
= (0b00000100 | 0b00010000)
= ( (1 << 2)  | (1 << 4) )

then:

       PORTB          = 0b11000011  // LED 目前的狀態
((1 << 2) | (1 << 4)) = 0b00010100  // 位元 2與 4
          |           = 0b11010111  // 將兩者都開啟 !

我們剛剛看到了如何取得 PORTB 目前的位元組，以及如何使用 OR 和一個位元遮

蔽開啟 LED2 和 LED4。這將會提供一個寫入 PORTB 的新位元組，而完成操作如

下：

PORTB = PORTB | (1 << 2);

這種操作類型是很常見的，在 C 語言中它的簡寫如下：

PORTB |=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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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使用哪種方式來編寫，編譯後的程式碼最終都是一樣的，因此選擇一個

令你滿意的類型。兩種類型都有開啟 LED2 以及讓其他位元保持不變的效果。

用 XOR（互斥）切換位元
假設現在你想切換一個或兩個位元，你真的不用擔心它現在是開啟或關閉的狀

態，因為不管是什麼樣的狀態，只要它是在其他的狀態下。試想一下你想讓

LED2 閃爍，而其餘 LED 保持不變。要做到這一點，你要切換對應 LED2 的位

元、延遲一段時間，然後再切換一次…等等。要切換一個位元，你會使用一個

位元遮蔽和 XOR 運算子。

讓我們再看一次 XOR。如果你用一個 0 與任何位元進行 XOR 運算，而該位元是一

個 1 你會得到一個 1，若該位元是一個 0 你會得到一個 0（請記住，這是“互

斥的”或者如果其中一個或另一個是真（true），才是真（true），但不能兩個同

時是真（true）。因此，用一個 0 進行 XOR 的運算會讓你再次返回輸入。

如果你用一個 1 進行 XOR 運算，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以一個 0 開始而且用一個

1 進行 XOR 運算會回傳一個 1，而用一個 1 為開始並且用一個 1 進行 XOR 運算會

產生 0。用一個 1 進行 XOR 運算似乎是切換位元的好辦法！

用 0 進行 XOR 運算 :

0 ^ 0 -> 0
1 ^ 0 -> 1

用 1 進行 XOR 運算 :

0 ^ 1 -> 1
1 ^ 1 -> 0

使用 OR 運算子來設定位元的時候，我們會用一個 1 和其他都是 0 的地方製作一

個需要切換位元的遮罩。要在暫存器裡切換一個位元，我們使用位元遮蔽與目

前的暫存器參數值進行 XOR 運算，並把它寫回暫存器。太棒了 ! 有關更多詳細

的訊息，請參考範例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