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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嵌入式圖形化使用者

介面(Embedded GUI)應用程式的設計架

構、處理方法及實行步驟。該系統架構包

含嵌入式處理器 ARM9、嵌入式作業系統

Embedded Linux 及高親和性的圖形化使

用者介面 MiniGUI。此外為了實現高親和

性之人機界面設計，此系統中加入 TFT 
LCD 觸控式螢幕。為了實現本研究所提出

的方案，於是進行實驗一個動態顯示歌詞

之 MP3 音樂播放器行動裝置。實驗結果顯

示嵌入式 GUI 架構，除了具有高互動性的

人機界面外，設計在 Embedded GUI 上之

應用程式則具有下列優點 - 高度可移植

性、可縮短開發時程、降低複雜度及減少

開發困難度。 

關鍵詞：Embedded GUI、Emebedded 
Linux、MiniGUI、嵌入式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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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低成本、高效能、可即時反應及適用

多元環境成就了嵌入式系統在電腦系統與

控制系統的地位，但隨著嵌入式系統被廣

泛使用而加深了系統設計的複雜度，再加

上產品上市時間的壓力與生命週期縮短等

因素促使嵌入式系統面臨更大的挑戰。 

在眾多嵌入式系統中，消費性電子產

品的需求不但未受景氣榮枯的影響，而且

還以穩定的成長率持續成長中，根據

SIA(美國半導體行業協會)預估 2008 年全

球晶片市場銷售金額將突破 3000 億美

元，此外，SIA 總裁 George Scalise 表示，

未來半導體市場的成長，將由消費性電子

產品銷售帶動，由此可見，消費性電子產

品中的無限潛力。 

由於 IC 製程技術的進步快速，使得設

計嵌入式系統所需之硬體的數位電路 IC
內含電晶數大幅度的增加，這意謂著設計

者可設計更複雜且功能更多的電子產品，

但嵌入式系統除了硬體電路外，真正賦予

其生命的關鍵則在於植入嵌入式軟體，一

般而言，除了最底層的硬體外，從下而上

的軟體層包含基本輸入輸出系統程式

(BIOS)、啟動載入程式(Boot loader)、週邊

驅動程式(driver)、作業系統程式(operation 
system)、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程式(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工具程式(utilities)及使用者

應用程式(user application)等，以上的嵌入

式軟體其設計的困難度與是否接近硬體正

比，例如，設計啟動載入程式(Boot loader)
的難度可能是數十、數百或數千倍於設計

使用者應用程式(user application)，因此，

對於要在極短的產品上市時間內實現產品

所需的軟體功能將是一件高度困難的任

務。 

二、系統架構 

圖 1 為 ARM9 S3C2410 〈PreSOCes〉
[1] 嵌入式系統開發平台系統架構圖 ，由

Creator 母板，Creator 920T-S3C2410 子板

及含 Touch panel 之 TFT 觸控式螢幕所組

成；Creator 母板配備有 2MByte Flash 
Memory、16MByte SDRAM 及其他 I/O；

為了使系統架構具有擴充的延展性，可在



                                                                             

Creator 母板上堆疊 Creator 920T-S3C2410
子板強化系統功能，該子板包含 Samsung 
ARM9 CPU、Audio 驅動晶片及 USB 連接

埠；此外，此子板尚可再外加一片含 Touch 
panel 之 TFT 觸控式螢幕，以提供高親和

性之圖形化人機介面，圖 2 為 Creator 母
板，920T-S3C2410 子板及 TFT 觸控式螢

幕開發實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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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嵌入式系統實驗平台架構圖 

 
圖 2. 開發實驗平台 

三、嵌入式 GUI 架構 
圖 3 為開發嵌入式系統 GUI 架構

圖，分別由硬體層、嵌入式作業系統層、

圖形化作業系統層、應用程式工具層及使

用者應用程式層所組成，第二層及第三層

均為作業系統層，其差異點在於使用者介

面的展現不同。從另一個角度之硬體層往

上包含基本輸入輸出系統程式(BIOS)、啟

動載入程式(Boot loader)、週邊驅動程式

(driver) 、 作 業 系 統 程 式 (operation 
system)、圖形化使用者介面程式(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工具程式(utilities)及使用者

應用程式(user application)等。 

由於嵌入式系統的硬體架構繁如星

斗，因此，若設計無作業系統之嵌入式系

統的產品，設計者往往必須自行開發以組

合語言為基礎的應用程式，使用組合語言

雖然可達到精確控制硬體的優點，但其缺

點是程式可移植性低、開發時程長及效率

低，因此，另一種解決方案是在嵌入式系

統內植入作業系統，由於此架構具有高可

移植性、開發時程短及程式設計困難度低

等優點，因此成為嵌入式系統的主要設計

架構。 

圖 3. 嵌入式系統 GUI 架構圖 

本論文之嵌入式 GUI 應用程式設計

流程如下：首先，我們選擇開放原碼之作

業系統並植入核心版本為 2.4.18 之

Embedded Linux，接下來我們植入高親和

性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MiniGUI [3] 做
為互動的人機介面，由於 MiniGUI 已提供

若干工具程式及函數，故設計者可將設計

重心聚焦於第五層的應用程式中，而為了

達成嵌入式系統開機後立即執行應用程式

的目的，我們針對作業系統之開機服務進

行 shell 程式設計，另外，使用者在執行應

用程式時可能會有中斷後再啟動而造成程

序無法正常執行的情形，因此，我們透過



                                                                             

程序的管理來解決此問題，最後，我們藉

由修改作業系統核心程式來配置最適當之

記憶體空間以容納 kernel、boot loader、file 
system 及 user application。 

四、嵌入式 GUI 應用程式-以動

態顯示歌詞之 MP3 音樂播放器為例 

在眾多消費性電子產品中，MP3 音樂

播放器一直是最受消費者青睞的電子產品

之一，但是，綜觀目前的可攜式 MP3 音樂

播放器的功能除了具有播放相關功能外，

還提供音量調整及播放模式功能，至於歌

詞顯示的功能，總是不在 MP3 音樂播放器

的設計的範疇中，縱然有歌詞顯示的功能

也僅僅設計在 LCD 的小小界面中，對於設

計具有動態顯示歌詞於 TFT LCD 之界面

的產品總是未被納入至可攜式 MP3 音樂

播放器的標準功能內，但如果可以成功開

發出嵌入式動態歌詞之 MP3 音樂播放

器，將使該產品搖身一變為可攜性 KTV，

而新功能的加入必能創造另一波可攜性

MP3 音樂播放器的銷售高峰。 

圖 4 為 GUI 應用程式功能配置圖，

分別由標題列、功能列、歌名顯示區、歌

詞顯示區、開發名稱列及工具列所組成，

功能列提供的功能從左至右依序為播放、

停止、開啟檔案(目錄)、上一首、下一首、

降低音量、提高音量、掛載 USB 碟、卸載

USB 碟、顏色配置、模式選擇等按鈕，至

於最下一列工具列則顯示目前音量設定

值，音量從小到大為 0 到 9，其中 0 為靜

音，9 為最大；時間欄顯示目前音樂已播

放的時間，而模式欄則顯示播放模式為循

序播放、隨機播放或重覆播放。另外，在

中間區域則為歌詞顯示區，若播放中歌曲

的有歌詞檔，當使用者按下功能列中的播

放鈕後，歌詞會隨著歌曲演唱的內容由下

往上捲動，播完第一首後接著播第二首，

第三首，…，但若播放之歌曲未提供歌詞

檔，系統會出現無歌詞的訊息。 

製作動態顯示歌詞之 MP3 音樂播放

器的方法如下：首先我們先讀取儲存歌詞

之 TXT 文字檔案，接著我們呼叫 MiniGUI
提供的函數進行歌詞顯示視窗的捲動控制

音量:         時間          模式

標題列 

功能列 
歌名顯示列 

歌詞顯示區 10 列 

開發隊名列 

 

 
圖 4. GUI 應用程式功能配置圖 

圖 5. 動態顯示歌詞 

 
圖 6. 無歌詞之輸出 

及捲軸控制，最後，我們以每秒顯示 3 列

的方式進行歌詞輸出並且往上捲動一列來

達到「動態顯示歌詞」的功能，圖 5 為動

態顯示歌詞功能圖，圖 6 為無歌詞的提示

文字。 



                                                                             

為了提供更多元的播放方式，我們提

供三種不同的播放方式，目前已完成設計

的播放模式有循序播放(Sequential)、隨機

播放(Random)及重覆播放(Repeat)三種，使

用者可以操作觸控筆點選功能列最右邊圖

示進行播放模式的設定，當使用者設定完

畢之後，播放模式的結果會顯示在 TFT 
LCD 觸控式螢幕工具列的最右邊。 

除了設計動態歌詞及播放模式的功能

外，為了讓使用者能更方便的更換音樂，

我們也針對掛載 USB 的功能進行整合，我

們提供 USB 的掛載及卸載功能方便使用

者更換 USB 裝置，使用者只要接上 USB
裝置並選取功能表列的掛載按鈕即完成

USB 裝置的掛載，接著使用者可透過功能

列的開啟舊檔圖檔進行操作 USB 裝置，若

播放之 MP3 歌曲有與歌名相同的歌詞文

字檔，系統除了會播放 MP3 歌曲外還會在

TFT 螢幕上顯示動態歌詞。也就是說，使

用者可將其 MP3 音樂檔及歌詞檔存在

USB 後進行音樂播放及動態顯示歌詞的

功能。提供 USB 掛載及卸載功能除了可以

達到使用者即時更新歌曲的目的外，若使

用者發現歌詞有錯誤，也可藉由本功能達

到編輯並修正錯誤歌詞的目的。 

五、微調動態顯示歌詞 

由於歌曲本身包含有時間因素的結構

性，因此，本系統在規劃設計及系統分析

階段定義動態歌詞以每秒輸出 3 列歌詞的

方式來達成顯示動態歌詞的目的，但在設

計階段實驗過程中，當我們以每秒輸出 3
列歌詞的方式進行顯示動態歌詞時，所得

到的實驗結果是播放中的歌曲與歌詞會有

不一致的情形，也就是說，播放歌曲演唱

到 1 分 03 秒時，但歌詞卻是顯示 45 秒的

歌詞，因此，我們進行系統除錯實驗，根

據除錯實驗結果發現造成系統不一致的原

因是實驗平台的系統本身因為必須要管理

作業系統的多執行緒所造成系統的延遲，

因此我們修正顯示動態歌詞的頻率為每

0.67 秒輸出 3 列歌詞並往上捲動一列，所

得到的實驗結果趨近於系統分析階段定義

之功能因而解決實驗平台系統延遲問題。 

六、結論 

設計嵌入式系統幾乎等同於設計一台

微型個人電腦，因此其設計之複雜及困難

度相當高。本研究是以一個 ARM9 微處理

器做為開發平台，繼而分別植入 Embedded 
Linux 及 MiniGUI 後，再開始進行 GUI 應
用程式的設計工作。此架構的優點在於設

計者無需碰觸到低階的硬體、作業系統程

式與多執行緒處置，以便設計者聚焦於應

用程式的設計。此外嵌入式 GUI 架構還具

有高可移植性、短開發時程、低複雜度及

困難度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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