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M32 ARM 嵌入式硬件设计实训 课程大纲》

培训讲师 凡亿教育

参加对象 初级电子工程师、中级电子工程师、PCB Layout 工程师

参加费用 ￥XXX 元/天（含资料费）【具体联系我方负责人报价】

咨询电话 073183882355（座机）/15989478308（手机）

联 系 人 郑先生

机构名称 湖南凡亿智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凡亿教育）

官方网址 www.fanyedu.com

温馨提示 本课程可引进到企业内部培训，欢迎来电预约！

一、培训背景

近几年嵌入式软件行业迅猛发展，嵌入式产品渗入各个行业，国内外企业纷纷加大了对嵌入式业务的投入，这导

致嵌入式人才需求也迅速增加，嵌入式开发已成为当前最热门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之一。像常见到的手机、PDA、机顶

盒、高清电视(HDTV)、路由器、汽车电子、数码相机、医疗仪器、航天航空设备等等都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嵌入式开

发已经成为当前最热门最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之一。

二、课程大纲

日 期 第一次课程

课程主题 OrCAD Capture CIS 基础使用。

原理图设计工具

OrCAD 使用方法与

技巧（OrCAD

Capture 是所有工

具里面做原理图设

计入门容易且高效

率的一款工具，掌

握原理图的工具可

以为后面的原理图

设计课程打下基

础）)

【1】新建 Project 工程文件和工程管理器的使用技巧。

【2】普通元件放置方法（快捷键 P）和数据摆放元件的方法。

【3】Add library 增加元件库。

【4】Remove Library 移除元件库和新增操作。

【5】当前库元件的搜索办法和通配的符合的字符设置。

【6】Part Search 选项来搜索和库文件里面元件的属性搜索。

【7】元件的属性编辑和库文件的保存设置。

【8】放置电源和 GND 的方法&全局 GND 的处理方法。

【9】元件的各种连接办法&页面内建立互连线连接。

10【】Browse 的使用方法&浏览 Parts 元件&利用浏览批量修改元件的封装。

OrCAD Capture 常见的基本操作办法。

【1】移动元件&浏览元件&选择元件&元件的旋转和镜像等操作。

【2】修改元件属性&放置文本和图形&创建新元件库的操作。

【3】创建新元件库&创建一个 Parts 的元件&创建多个 Parts 的元件。

【4】单个 PIN 摆放&和多个 PIN 阵列的摆放方法。

【5】利用 New Part Creation Spreadsheet 创建元件。

【6】元件库的常用编辑技巧& Homogeneous 类型元件画法。

【7】Heterogeneous 类型元件画法&多 Parts 的使用中出现的错误。

【8】元件增加封装属性的操作&元件库中添加 Footprint 属性和更新到原理图。

http://www.fanyedu.com


批量添加 Footprint 属性&单个元件增加 Footprint 属性。

OrCAD Capture 错误排除和相关检查输出文件等。

【1】原理图的编号和高级编号的方法使用。

【2】DRC 检查的物理错误和电气错误的使用和技巧方法，元件编号的方法和高级编号功能的使用。

【3】统计元件 PIN 的数量和工程中参数的文件的使用方法。

【4】输出 BOM 文件的操作方法&BOM 里面自定义添加字段的处理方法。

【5】输出网络的方法&输出第三方网络表的方法。

常见错误的处理方法&原理图 DRC 常见的错误排除。

日 期 第二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ARM 基本系统的模块电路设计与绘制。

STM32 ARM 基本系

统的模块电路设计

与绘制。

（STM32F103 ARM

常用的基本硬件设

计模块电路设计与

应用原理分析。）

【1】 STM32F103 芯片的元件手册精读&芯片的内部逻辑电路与功能模块。

【2】 STM32F103 芯片 GPIO 的 7 个通用的寄存器结构和 8种 IO 的状态。

【3】 STM32F103 芯片符号库绘制&采用表格的方式导入数据绘制库。

【4】 STM32F103 的时钟系统分析，时钟分配和时钟相关硬件设计。

【5】 STM32F103 常用的 RC 复位电路&按键复位电路与外部芯片复位电路设计，芯片解读和相关

的复位电路设计。

【6】 STM32F103 JTAG 接口电路的设计与原理图模块电路绘制。

【7】 STM32F103 供电 3.3V 供电系统设计与去耦合电容摆放计算与模块绘制。

【8】STM32F103 电源供电 LED 等电路设计与电流电压计算绘制等。

【9】STM32F103 SWD 二线制烧录接口设计与优化，绘制电路烧录电路。

【10】STM32F103 扩展 IO接口网络绘制，原理图标号网络设置。

【11】STM32F103 备用 RTC 时钟电路设计后备电池电路设计与规制。

日 期 第三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ARM 外扩系统的模块电路设计与绘制

STM32 ARM 外扩系

统的模块电路设计

与绘制。

（STM32F103 ARM

常用的基本硬件设

计模块电路设计与

应用原理分析。）

【1】STM32 24C08 EEPROM 存储器外设电路的设计原理图与信号特征。

【2】STM32 BEEP 有源蜂鸣器的驱动电路设计与模块电路应用。

【3】STM32 BEEP 无源源蜂鸣器的驱动电路设计与模块电路应用。

【4】STM32 RS232 串口电路的设计与常见应用模块单路。

【5】STM32 RTC 时钟芯片 DS1302 的时序控制与应用电路设计。

【6】STM32 单 IO 键盘和扩展 IO多组合按键的设计。

【7】STM32 扫描按键多键盘串联 ADC 分段识别电路原理与设计。

【8】STM32 GPIO 矩阵键盘的扫描原理和电路设计应用。

【9】STM32 IO 口的上拉和下拉电阻的使用与反向锁存逻辑的设计。

【10】STM32 多位 GPIO 扫描数码管电路设计与模块电路应用。



日 期 第四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ARM 进阶外扩系统的模块电路设计与绘制

STM32 ARM 进阶外

扩系统的模块电路

设计与绘制。

（STM32F103 ARM

常用的基本硬件设

计模块电路设计与

应用原理分析。）

【1】LCD1602 外设电路的设计原理图与控制信号特征。

【2】彩色 12864 平面外设电路的设计原理图与控制信号特征。

【3】静态数码管显示电路驱动设计方法和控制特征。

【4】单色或者多色 GPIO 扫描流水电路的设计。

【5】USB 的自动程序下载电路设计与模块应用电路。

【6】DS18B20 单线温度传感器的应用时序分析与模块电路。

【7】IR 红外传感器模块电路设计与应用模块电路。

【8】光敏和热敏电路的信号放大与模块电路设计。

【9】外部定时器电路的设计与触发延迟电路设计。

【10】采样电流转换电压的参考电路设计与信号的处理电路。

日 期 第五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ARM 专属外扩系统的模块电路设计与绘制。

STM32 ARM 专属外

扩系统的模块电路

设计与绘制。

（STM32F103 ARM

常用的基本硬件设

计模块电路设计与

应用原理分析。）

【1】采样电流转换电压的参考电路设计与信号的处理电路。

【2】数字功放电路 HT6872 的电路设计与参考电路优化。

【3】收音机模块电路 RDA5807M 电路设计与参考电路模块优化。

【4】蓝牙模块接口电路设计与接收发送模块优化。

【5】隔离光耦芯片的使用与信号隔离设计模块电路。

【6】红外发送和红外接收电路的设计与电路特征应用。

【7】红外遥控器默脉冲电路按键的读取与模块电路设计。

【8】CH340 芯片的原理和烧录模块电路的设计使用。

【9】74HC138 译码器芯片原理分析和应用设计特征。

【10】74HC138 译码器芯片原理分析和应用设计特征。

【11】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原理分析与应用模块设计。

【12】红外发送和红外接收电路的设计与电路特征应用。

【13】红外遥控器默脉冲电路按键的读取与模块电路设计。

【14】74HC138 译码器芯片原理分析和应用设计特征。

日 期 第六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RS485 通讯接口模块设计与绘制。

RS485 通讯接口模

块设计与绘制。

（STM32F103 ARM

常用的基本硬件设

计模块电路设计与

应用原理分析。）

【1】RS485 通讯总线的理论与总线通信标准。

【2】RS485 信号阻抗变化导致的阻抗突变的问题。

【3】RS485 DE 控制端口的设计。

【4】RS485 系统电源设计与 SN75LBC184 的通讯状态分析。

【5】半双工通信的芯片 SN75176、SN75276、SN75LBC184、MAX485、MAX 1487、MAX3082、MAX1483

的应用设计。

【6】全双工通信的芯片 SN75179、SN75180、MAX488~MAX491、MAX1482 的应用设计。

【7】抗雷击和抗静电冲击设计，MAX485E、MAX487E、MAX1487E。

RS485 模块的绘制。



日 期 第七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BLDC 电机驱动模块设计与绘制。

STM32 BLDC 电机驱

动模块设计与绘

制。

（STM32F103 ARM

常用的基本硬件设

计模块电路设计与

应用原理分析。）

【1】BLDC 电机的运动控制原理。

【2】BLDC 电机是如何旋转和进行无刷电机的换相。

【3】BLDC 电机的转动原理从 U相向 W相通电原理。

【4】通电相与合成磁通量的关系与速度控制。

【5】PWM 输出控制与正弦波控制的电压。

【6】DRV8301 三相电机驱动应用的栅极驱动器芯片解读。

【7】DRV8301 芯片外围电路设计与驱动器 MOS 的设计。

BLDC 大电流驱动设计和外围参数优化设计。

日 期 第八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电路设计硬件 PCB 版图设计_封装制作和相关设置

STM32 电路设计硬

件 PCB 版图设计

（Allegro）

【1】网络表的作用& Allegro 方式网络表解读。

【2】元件知识&元件开发工具&元件制作流程和调用。

【3】绘制表贴焊盘&插件的焊盘&异性焊盘的制作和调用。

【4】制作表贴元件的封装&利用手动绘制或者自动绘制方法。

【5】绘制插件元件的封装&利用手动绘制或者自动绘制方法。

【6】导出其他电路板的元件的库&批量进行封装库检查和修改。

【7】常见的 SMD 分立元件封装的命名&插接元件的命名。

【8】使用向导创建电路板&手工绘制电路板外框 Outline。

【9】导入 DXF 板框和层叠与结构添加安装孔或定位孔。

【10】阻抗的控制层叠的设置&厂商的叠层与阻抗模板的使用。

日 期 第九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电路设计硬件 PCB 版图设计_电路板布局（Allegro）

STM32 电路设计

硬件 PCB 版图设

计_电路板布局

（Allegro）

【1】PCB 布局要求&布局一般原则&元件摆放的常用操作。

【2】元件的移动&旋转&镜像&元件的多选处理&元件带网络移动。

【3】元件对齐操作&元件位置交换 Swap 命令& Highlight 和 Dehighlight。

【4】按照原理图页面摆放元件& Capture 和 Allegro 的交互布局&飞线 Rats 的显示和关闭。

【5】元件相关其他操作&导出元件库&更新元件（Update Symbols）&元件布局的导出和导入。

【6】焊盘 pad 的更新、修改和替换，焊盘的批量修改和单个 PAD 的修改。

【7】阵列过孔的使用&过孔参数的设置。

【8】模块的生成和模块的使用方法。



日 期 第九次课程

课程主题 STM32 电路设计硬件 PCB 版图设计_规则布线输出文件（Allegro）

STM32 电路设计

硬件 PCB 版图设

计_规则布线输

出文件

（Allegro）

【1】修改默认约束规则&修改默认物理约束 Physical&修改过孔 Vias 约束规则&修改默认间距约

束 Spacing。

【2】新建扩展约束规则及应用&新建物理约束 Physical 及应用&新建间距约束 Spacing 及应用。

【3】电气布线约束规则及应用&阻抗（Impedance）约束及应用&总线长（Total Etch Length）约

束及应用。

【4】布线规划&布线常用命令及功能& Add Connect 增加布线&调整布线 Slide&编辑拐角 Vertex&

自定义走线平滑 Custom smooth。

【5】差分线的注意事项及布线&群组的注意事项及布线。

【6】Phase Tune 差分相位调& Auto-interactive Phase Tune 自动差分相位调整。

【7】Auto Interactive Delay Tune 自动延迟调整& Timing Vision 的使用。

【8】Snake Mode 蛇形布线的使用& Scribble Mode 草图模式。

【9】Duplicate drill hole 过孔重叠检查。

【10】布线优化 Gloss 和铜皮的处理。

【11】DRC 错误的检查和处理。

【12】光绘文件的输出设置与光绘文件输出提交整理核对。

报 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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