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版本：v1.2
Crifan Li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软件开发的相关基础知识,主要包括上层软件和嵌入式方面的，比如Cygwin，Windows中的cmd，环境变量，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Linux的shell，开源协议，Java等。并且推荐了一些值得看的资料。
	本文提供多种格式供：
	
	HTML版本的在线地址为：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html/soft_dev_basic.html
	有任何意见，建议，提交bug等，都欢迎去讨论组发帖讨论：
	http://www.crifan.com/bbs/categories/soft_dev_basic/

在线阅读
HTML  11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html/soft_dev_basic.html
HTMLs  22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htmls/index.html
PDF  33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pdf/soft_dev_basic.pdf
CHM  44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chm/soft_dev_basic.chm
TXT  55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txt/soft_dev_basic.txt
RTF  66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rtf/soft_dev_basic.rtf
WEBHELP  77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webhelp/index.html
下载（7zip压缩包）
HTML  88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html/soft_dev_basic.html.7z
HTMLs  99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htmls/index.html.7z
PDF  1010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pdf/soft_dev_basic.pdf.7z
CHM  1111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chm/soft_dev_basic.chm.7z
TXT  1212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txt/soft_dev_basic.txt.7z
RTF  1313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rtf/soft_dev_basic.rtf.7z
WEBHELP  1414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webhelp/soft_dev_basic.webhelp.7z
修订历史
修订 1.2
2015-04-24
crl
	· 	将Cygwin单独整理出独立的book

· 	· 	添加其他一些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 	· 	把部分图片从skydrive地址改为本地地址
· 	· 	更新嵌入式系列教程
· 	
修订 0.8
2012-11-26
crl
	· 	完成此文逻辑框架

· 	· 	添加了windows下的环境变量部分的内容
· 	· 	添加了Cygwin的内容
· 	· 	添加了Cygwin中的工具和小技巧
· 	· 	添加了Windows的regedit和cmd
· 	· 	添加了Windows的Microsoft .NET Framework
· 	
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Crifan Li
版本：v1.2
出版日期 2015-04-24
版权 © 2015 Crifan, http://crifan.com

本文章遵从：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2.5 中国大陆(CC BY-NC 2.5)1515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soft_dev_basic/release/html/soft_dev_basic.html#cc_by_nc

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目录
前言  	  # 

1. 本文目的  	  # 
2. 待完成  	  # 
1. 软件开发简介  	  # 

1.1. 常见的计算机语言简介和总结  	  # 
1.2. 计算机编程语言基础知识  	  # 
2. 通用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 

2.1. Cygwin  	  # 
2.2. Windows  	  # 

2.2.1. Windows的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  	  # 
2.2.2. Windows的命令行工具: cmd  	  # 

2.2.2.1. cmd简介  	  # 
2.2.2.2. cmd的基本用法  	  # 

2.2.2.2.1. 快速编辑：选取，复制，粘贴等操作  	  # 
2.2.2.2.2. 字体  	  # 
2.2.2.2.3. 布局  	  # 
2.2.2.2.4. 颜色  	  # 
2.2.2.3. cmd的高级用法  	  # 

2.2.2.3.1. 命令历史列表  	  # 
2.2.2.3.2. 开启/关闭自动补全  	  # 
2.2.2.3.3. 设置字符编码：简体中文GBK/英文  	  # 
2.2.2.4. 右键快速打开cmd并且定位到该文件夹所在路径  	  # 
2.2.3. Windows下的程序所常用的运行库：Microsoft .NET Framework  	  # 

2.2.3.1. Microsoft .NET Framework简介  	  # 
2.2.3.2. 0xC0000135错误是由于缺少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  	  # 
2.3. Linux  	  # 

2.3.1. 脚本程序中最开始的那两个字符： #!，叫做shebang  	  # 
2.4. 开源协议  	  # 

2.4.1. GPL  	  # 
2.4.2.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 BY-NC)  	  # 
2.5. 环境变量  	  # 

2.5.1. Windows中的环境变量  	  # 

2.5.1.1. 编辑/添加/修改windows中的环境变量  	  # 
2.5.1.2. windows中新建一个环境变量  	  # 
2.5.2. Linux中的环境变量  	  # 
2.6. Java  	  # 

2.6.1. Java安装后的环境变量的设置  	  # 
2.7. 各种图片的尺寸  	  # 
3. 嵌入式开发基础知识  	  # 

3.1. 嵌入式领域的基本概念  	  # 
3.2. 交叉编译  	  # 
4. 上层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 

4.1. 轻量级数据交换格式：JSON  	  # 
4.2. 字符编码  	  # 
4.3. 正则表达式  	  # 
4.4. 网站抓取和模拟登陆  	  # 
A. 个人推荐资料合集  	  # 

A.1. 推荐书目  	  # 
A.2. 推荐资料  	  # 
参考书目  	  # 

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插图清单
2.1. png小，但gif大的图片  	  # 
2.2. jpg很小，gif很大，png非常大的图片  	  # 

前言







前言

1. 本文目的
本文目的在于，介绍软件开发的各种基础知识
以实现，看了之后，对于软件开发的很多领域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
如此在进行后续的真正的软件开发时，遇到各种细节知识，才会明白由来和背景知识

2. 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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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软件开发简介
计算机软件开发，涉及到很多基础方面的背景知识
只有搞懂了了这些基础方面的知识之后
后续的软件开发，才可能得心应手

1.1. 常见的计算机语言简介和总结
计算机世界中，现存很多种计算机语言
比如常见的C，C++，Java，C#，Python，Ruby，等等
对于这些常见的语言的一些总结，可以参考教程：
各种计算机语言简介和总结  11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language_summary/release/html/language_summary.html

1.2. 计算机编程语言基础知识
而对于这些常见的计算机语言
其实很多核心的概念和逻辑是相同的，通用的
所以，后来又专门写教程，去总结这些基本的，核心的，通用的概念和逻辑
感兴趣的可参考：
计算机编程语言基础知识  22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programming_language_basic/release/html/programming_language_bas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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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通用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2.1. Cygwin
如果想要在Windows下折腾Linux方面的开发，往往要用到Cywgin
Cygwin是用来在Windows平台下模拟Linux环境的
关于Cygwin的详细解释，可参考教程：
Cygwin详解  11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cygwin_intro/release/html/cygwin_intro.html

2.2. Windows

2.2.1. Windows的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
通过windows的查找，找到reg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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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应的位置在：C:\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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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开reg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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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edit会记住上次打开的位置
	打开regedit，其默认会自动定位到上次关闭时所在的位置。


2.2.2. Windows的命令行工具: cmd

2.2.2.1. cmd简介
Windows下面的命令行界面，命令工具，是对应的cmd程序。
其对应的位置在：C:\ Windows\ System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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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n7下，可以通过开始的查找，找到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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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全称为：Windows Command Proc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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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行时的截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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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d下运行的bat脚本文件
	在Windows的cmd下面，支持运行后缀为bat或cmd的文件，成为windows下的(bat)脚本文件/批处理文件
	关于Windows下的Bat脚本，详情参看Windows Batch File22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language_summary/release/html/language_summary.html#lan.windows_bat


2.2.2.2. cmd的基本用法
右击cmd的左上角的图标 file_7.png

，会出现对应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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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有两个配置，一个是默认配置Defaults，一个是当前窗口的属性配置properties，两者基本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下面来介绍一下，常见的配置：

2.2.2.2.1. 快速编辑：选取，复制，粘贴等操作
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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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的cmd，一般是关闭了编辑选项中的快速编辑模式的。
	非快速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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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关闭了快速编辑模式的话：

	粘贴文字
	如果你系统剪贴板中已经拷贝了一些字符，然后想要粘贴到cmd中，那么就需要点击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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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对应的粘贴，才可以粘贴对应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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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文字
	鼠标是无法直接选择对应的文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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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右键，选择标记，然后再选择一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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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击右键或输入键盘的Enter键，就可以实现复制对应所选内容了。

	快速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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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粘贴文字
	而如果启用了快速编辑模式的话，那么就不会再出现上述的右键菜单了，不需要选择粘贴，通过直接点击右键，就可以实现上述字符的粘贴了。

	复制文字
	同理，对于复制cmd中的文字，用鼠标选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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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直接通过键盘上的Enter键或点击鼠标右键，即可实现将选中的文字，拷贝到系统剪贴板中，然后就可以粘贴到别的地方/别的程序中了。


2.2.2.2.2. 字体

file_17.jpg



2.2.2.2.3.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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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关于屏幕缓冲区大小，指的是系统本身最大所存储的内容，
而窗口大小，指的是你当前的cmd的窗口大小。
屏幕缓冲区的大小，肯定是要大于等于窗口大小的设置的。
屏幕缓冲区大小的设置，决定了你的cmd窗口，最大能多大，即用鼠标拖拉窗口的话，最大能变成多大。
对于屏幕缓冲区：
	宽度
	自己试试，改成不超过你的屏幕的宽度为宜，否则横向太长，输出的内容，就不容易看清了。

	高度
	一般设置为大于窗口的大小，这样方便窗口在上下的高度方面，可以随时进行调整。


2.2.2.2.4.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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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cmd的高级用法
	提示
	相关的旧帖为：【整理】Win7中的Cmd命令行的使用技巧33 http://www.crifan.com/summary_usage_of_win7_cmd/


2.2.2.3.1. 命令历史列表
cmd中按F7，可以调出（之前所输入的）命令的历史列表
直接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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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是，在cmd中，按F7，即可出现上图的效果。
其实，默认的通过键盘上的上线箭头，可以输入之前/后输入过的命令的。
但是之前不知道，原来F7可以跳出命令历史列表的窗口的。

2.2.2.3.2. 开启/关闭自动补全
win7默认的cmd，是支持自动补全的（就像Linux中shell中的效果一样）
即你输入字母后，按TAB键，则会自动帮你匹配出相应的支持的命令（或当前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名）
但是之前不知道，此功能，还是可以自己设置开启或关闭的。
直接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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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cmd中，右键窗口左上角的图标，选择 默认值，然后打开了 控制台窗口的属性 的对话框，对于其中的编辑选项中的自动完成，可以自己开启或关闭。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次，不小心，不知道系统怎么出了异怪的事情，cmd中自动补全功能失效了，按TAB键不起作用了，只是光标向右跳动一个TAB的距离，变成了输入TAB键的功能了。后来才找到此选项，关闭后，再启用，才折腾好，TAB才可以继续实现自动补全的功能的。

2.2.2.3.3. 设置字符编码：简体中文GBK/英文
即 控制台窗口 属性中的默认代码页的设置：


此处中文的win7，一般已经默认设置为了936了，这样显示出来的文字，是对应的中文GBK的编码的。
因此，如果你使用其他程序向控制台输出中文字符的话，比如之前用过python的logging.info输入中文信息到cmd中，此时如果你输出的汉字的编码也是GBK的话，和cmd中的GBK一致，则汉字是可以正确显示的。
如果你输出的汉字是其他编码，比如UTF-8，那么和cmd中的GBK编码不一致，就导致cmd中显示出来的汉字，是乱码了。对于python中，输入汉字是unicode话，logging.info会自动输出匹配的汉字，使得其可以正确显示的。

2.2.2.4. 右键快速打开cmd并且定位到该文件夹所在路径
有两种方法：
	· 	手动添加注册表项打开注册表编辑regedit，且定位至HKEY_CLASSES_ROOT\ Directory\ shell

提示
对注册表不了解的，请参考第 2.2.1 节 “Windows的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
	在shell下新建一个项（目录），命名为OpenCmd

	在OpenCmd下新建一个项（目录），名为command

	给command下面那个ab图标的，REG_SZ类型的值，设置为

	cmd.exe /k pushd %L

· 	· 	直接导入注册表文件
· 	上述步骤，也可通过导入注册表的方式来实现统一功能。
· 	把下面的内容：
·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LASSES_ROOT\ Directory\ shell\ OpenCmd\ command]
@=”cmd.exe /k pushd %L”
     
· 	保存为OpenCmd.reg，然后双击运行OpenCmd.reg，即可。
· 	提示
	相关的旧帖为：【整理】在windows下添加右键使得可以运行cygwin且直接定位到当前文件夹 + 【整理】如何在Windows XP中，右键添加命令行cmd command，打开当前文件夹，定位到当前路径44 http://www.crifan.com/finishing_in_the_windows_makes_it_possible_to_add_the_right_to_run_cygwin_and_navigate_directly_to_the_current_folder__finishing_in_windows_xp_right-add_command_line_cmd_command_open_the_current_folde/
无意间，从Windows 7使用技巧：在当前路径下打开命令行（cmd）命令窗口55 http://www.cppblog.com/lauer3912/archive/2011/04/07/143645.aspx中发现，原来Win7中已经支持了此功能了。
即，在Win7中，在右击某文件夹的之前，先按Shift，然后再右击
此时就会多出一个“在此处打开命令行窗口”,”Open command window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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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以实现快速打开cmd并定位到该文件夹所在路径。

2.2.3. Windows下的程序所常用的运行库：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2.3.1. Microsoft .NET Framework简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是windows操作系统下很常见的一个和开发人员有关的组件。
Microsoft .NET Framework的作用是为了提供此平台，此平台包含很多功能，供其他软件调用，而不需要关心细节，实现程序可移植性更好。
Microsoft .NET Framework目前已有很多个版本。大家最常见的有这几个：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0
·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 	其不同的版本，新版本兼容旧版本。
现在很多人常用的很多软件，也是利用到Microsoft .NET Framework里面的功能了。
某个程序如果用到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会在程序发布的时候，说明最低需要哪个版本的Microsoft .NET Framework的。
比如，如果你安装的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而程序要求最低是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则你是完全满足了程序要求的，可以正常运行程序的。
目前最常见的Windows的操作系统是XP和Win7
	· 	XP

· 	XP系统默认情况下，是没有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 	只不过，由于其他很多程序的运行也需要Microsoft .NET Framework，所以之前运行某软件的时候，就已经安装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
· 	另外还由于目前很多人安装的XP系统，是通过别人制作的GHOST版本的XP，其内在也已经集成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了
· 	所以,换句话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此时此刻，你的XP中极有可能也已经安装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了。
· 	· 	Win7
· 	而Win7默认本身已经集成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了。
· 	
2.2.3.2. 0xC0000135错误是由于缺少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综上所述，你的XP或Win7中，多数情况下，都已经支持Microsoft .NET Framework了。
而再去运行一般的软件的时候，也都可以正常运行的。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如果遇到系统上没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而去运行那些需要Microsoft .NET Framework支持的程序的时候，就会遇到0xC0000135错误
比如，我的一个小程序：downloadSongtasteMusic66 http://www.crifan.com/crifan_released_all/website/dotnet/downloadsongtastemusic/，别人在XP上运行，结果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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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显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0xc0000135)失败。请单击”确定”，终止应用程序。
解决办法是：
可以去网上随便下载一个，比如非凡软件网站的Microsoft .NET Framework v2.0 简体中文版77 http://www.crsky.com/soft/4818.html
然后安装即可。
当然，如果本身程序所依赖的Microsoft .NET Framework版本很高，比如要求必须是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以上，那么你就必须去找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或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去安装，才可以的

2.3. Linux

2.3.1. 脚本程序中最开始的那两个字符： #!，叫做sheba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Shebang_(Unix)

2.4. 开源协议
很多软件，书籍，文章等，在发布的时候，都声明遵从某种协议。
Linux/Unix世界中，多数软件都是遵循GPL等协议的。
最新看到很多的书籍，文章等，声明说是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 BY-NC)”的。
下面就对一些常见的协议，做个最简单的介绍。

2.4.1. GPL
简单说就是：如果你写程序用了开源的GPL的代码，那么你的程序也必须开源

2.4.2.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 BY-NC)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 BY-NC)有很多个版本，之前的有2.08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2.0/的，后来又2.59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2.5/的，最新的有3.010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的
关于2.5的中文版的，官网的解释，请参见：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2.5 中国大陆(CC BY-NC 2.5) 111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2.5/cn/
关于其含义，此处借用简明Python教程-前言-约定条款1212 http://woodpecker.org.cn/abyteofpython_cn/chinese/pr01s05.html中的说明：
“
简单地说，你只要署上我的名字，就可以免费复制、分发和展示本书。
未得到我的允许，你禁止把本书用于商业目的。
你在修改本书的时候，必须清楚地标明所有做了改动的地方,
你发布修改后的作品时也必须遵照与本书相同的约定。
”
如此，CC BY NC的含义，就很清晰明了。
其基本等价于如此的声明：
	欢迎转载，但请著名出处

	未经作者允许，禁止商业使用


2.5. 环境变量
在应用程序不修改的前提下，支持更多的平台。
是程序和操作系统之间信息沟通的一种方式。

2.5.1. Windows中的环境变量

2.5.1.1. 编辑/添加/修改windows中的环境变量
下面，通过，把xsltproc所在的路径：E:\ DevRoot\ docbook\ tools\ xslt\ bin，添加到windows中的Path环境变量中去，为例
详细详解每一步是如何操作的：
右键桌面上的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file_25.png


高级⇒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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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个是当前用户的环境变量，一个是系统的全局的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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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当前用户的环境变量
	从作用范围来说，只是针对当前用户有效，所以可称为是局部的环境变量

	系统环境变量
	从作用范围来说，针对所有用户都有效，所以可称为全局的环境变量
	一般设置环境变量，是希望所有用户都有效，所以往往都是去设置系统的环境变量。

然后去找到系统的Path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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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后，可以编辑对应环境变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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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windows中的环境变量的值，此处简单说明一下。
其某个环境变量的值，比如此处的path，其值可以有很多个部分，对应的每个部分之间，都是以分号;来分隔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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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于想要编辑环境变量的值的话，除了可以左右键移动之外，也可以通过使用Home和End键，分别定为到最开始和最后的位置。
而Ctrl+←或Ctrl+→可以实现一次移动一个单词（word）。
此处，通过End键移动到最后，可以看出，对于变量值的最后，可以没有分号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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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了方便后续再添加其他的只，也可以写上。
而此处需要在后面添加新的一部分的值，所以是必须要加上冒号来分隔开。
然后加上此处的xsltproc的路径：E:\ DevRoot\ docbook\ tools\ xslt\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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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点击确定：

file_33.png


其会稍微停顿一下，那是由于系统去更新此环境变量的值了。
最后再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对环境变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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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你再重新打开windows的命令行cmd，此时的环境变量，就真正生效了。
	如何在windows中查看某个环境变量的值
	在windows中，打开命令行cmd后，输入
	echo %PATH%
	即可查看名为path的环境变量的值。查看其他变量，方法类似。


2.5.1.2. windows中新建一个环境变量
在系统变量中，点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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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变量名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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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新建好了一个系统环境变量FOP_HOM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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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即可建立一个环境变量了，然后点击确定，去让系统保存，生效，即可。

2.5.2. Linux中的环境变量

2.6. Java
	JRE：普通使用者，只需要安装此Java Runtime Environment即可。

	JDK：Java程序的开发者，才需要安装此JDK，用于开发各种Java相关的程序。


2.6.1. Java安装后的环境变量的设置
在Windows系统中，Java安装完毕之后，需要去设置必要的环境变量：
	JAVA_HOME
	新建JAVA_HOME，设置值为jdk的安装路径，比如：
	C:\ Program Files\ Java\ jdk1.7.0

	CLASSPATH
	新建CLASSPATH，设置值为
	.;%JAVA_HOME%\ lib\ dt.jar;%JAVA_HOME%\ lib\ tools.jar;

	PATH
	修改PATH环境变量，（往往是在最后的位置去）添加：
	%JAVA_HOME%\ bin;%JAVA_HOME%\ jre\ bin;

然后再去重新打开一个Windows中的命令行cmd，去输入javac即可验证是否已正常安装了java了。

2.7. 各种图片的尺寸
其实关于常见图片格式的大小问题，之前就写过一个帖子，整理了向word中粘贴不同格式的图片，导致word大小不同的问题。
当时好像是发现，gif是相对尺寸最小的。
此处，之所以在软件开发中提及到各种图片的尺寸，是因为，在有些和软件开发相关的过程中，会希望在不降低图片的视觉效果的前提下，而使用最小的图片。
比如docbook等开发过程中，遇到在写xml源码中，用到对应的figure图片，想要在生成的html中显示的话，则希望图片的文件大小，尽量小，以减少服务器的负荷。
而经过折腾发现，同样一副图片，分辨率相同和看起来肉眼分辨不出差距的前提下，不同的格式的图片的文件大小，很多时候，还是差距很大的。
所以，就希望在不影响视觉的前提下，仅保留图片大小是最小的那种格式。
此时，最小的格式，并不一定完全是gif格式。目前已经发现的规律是：
	· 	多数情况下，png是最小的

· 	多数时候，将图片从jpf和gif转换为png的时候，图片尺寸都会减少的。
· 	之前用PhotoFiltre1313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crifan_rec_soft/release/html/crifan_rec_soft.html#common.photofiltre转换过很多的图片，比如从gif转换为png，很多图片尺寸，都是降低40%左右，比如从49K变成34K
· 	word另存为html而获得的png图片的文件大小是相对比较大的，可以转换为更小的
	我刚开始遇到的情况，其实和上述结果相反。因为是用PhotoFiltre将png图片转换为gif，结果尺寸是降低了50%。
	后来才发现，把转换后的gif再去转换为png，结果又在gif基础上降低了40%左右。
	然后才想起来，原来那些png格式的图片，都是从word另存为html而导出的，所以好像是其故意保留了较高的颜色等内在参数，而使得图片大小相对较大。
	经过PhotoFiltre转换后，可以在另存为的时候，选择默认配置，就可以只包括基本内容，大大降低了图片的尺寸。
	而转换后的图片，至少肉眼是看不出前后的差距的。
	所以，对于自己觉得尺寸大的图片，还是要通过PhotoFiltre去转换为png试试，看看是否可以降低图片尺寸。
· 	· 	有些内容简单的图片，png反而比gif小，而gif却很大
· 	比如这样的图片，本身图片所包含内容不多：
· 	
· 	图 2.1. png小，但gif大的图片
· 	file_38.png


· 	· 	有些内容复杂，但是低分辨率的图片，jpg很小，gif很大，png非常大
· 	比如这张图片，本身图片包含不少，但是是低分辨率：
· 	
· 	图 2.2. jpg很小，gif很大，png非常大的图片
· 	file_39.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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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嵌入式开发基础知识

3.1. 嵌入式领域的基本概念
关于嵌入式开发，其实也有很多的背景知识。
只有了解了背景知识、整体概念后，才能真正搞懂每个细节内部具体实现的原因。
关于嵌入式方面的知识，目前已整理出系列的教程：
	· 	先去看嵌入式软件开发11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embedded_soft_dev/release/html/embedded_soft_dev.html以便了解嵌入式软件领域的背景知识和通用知识。

· 	· 	而在嵌入式软件领域内，和驱动开发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嵌入式驱动开发22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embedded_drv_dev/release/html/embedded_drv_dev.html
· 	· 	而在嵌入式软件领域内，和Linux软件相关的知识，可以参考：嵌入式Linux软件开发33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embedded_linux_dev/release/html/embedded_linux_dev.html
· 	· 	而在嵌入式的软件驱动领域内，和Linux驱动相关的知识，可以参考：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44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embedded_linux_drv_dev/release/html/embedded_linux_drv_dev.html
· 	
3.2. 交叉编译
嵌入式开发中，对于交叉编译的概念，是第一个需要去搞懂的。
以及，搞清楚，如何得到交叉编译器，是使用已有的，还是自己编一个自己的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教程：
交叉编译详解  55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cross_compile/release/html/cross_compile.html
其中关于如何用crosstool-ng去制作交叉编译器方面的知识，也专门整理出了教程：
crosstool-ng详解  66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crosstool_ng/release/html/crosstool_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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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上层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有些软件开发的基础知识，是主要用于上层软件领域的。
此处，就来介绍这些软件基础知识。

4.1. 轻量级数据交换格式：JSON
在折腾网络方面的东西，往往会涉及到数据交换
JSON是其中一种
相对来说，属于比较轻量级的
且容易实现。
关于JSON的详细解释，参见教程：
JSON详解  11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json_tutorial/release/html/json_tutorial.html

4.2. 字符编码
上层软件开发时，很多时候，会遇到和字符的编码格式方面的处理
比如用C#，Python处理抓取的网页时，就涉及到对应的charset
就要用正确的编码去编码，解码对应的字符串。
此时，就需要对字符编码，这个相对比较通用的基础知识，有个了解。
关于字符编码，之前写了个极其详尽的教程：
字符编码详解  22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char_encoding/release/html/char_encoding.html
后来发现，该教程，还是内容太多，太繁琐。
所以，后来为了更容易看懂常见的字符编码，了解常见的字符编码之间的关系
又去写了个相对简要的介绍：
字符编码简明教程  33 http://www.crifan.com/character_encoding_charset_simpile_tutorial/

4.3. 正则表达式
如果是在上层软件开发期间，涉及到复杂的字符串处理的话
尤其是查找，替换等操作的话
很多时候，都可以利用，正则表达式，这个工具，或者说语言，去高效的实现你要的操作
关于正则表达式，可参见教程：
正则表达式学习心得  44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regular_expression/release/html/regular_expression.html
和
正则表达式学习心得  55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regular_expression/release/html/regular_expression.html

4.4. 网站抓取和模拟登陆
在折腾，网络抓取，模拟登陆，动态网页等等期间
总结了很多基本的原理，逻辑，以及示例代码等等
然后整理出来称为一个独立的教程
对于这方面的需要参考的，可以去看：
详解抓取网站，模拟登陆，抓取动态网页的原理和实现（Python，C#等）  66 http://www.crifan.com/files/doc/docbook/web_scrape_emulate_login/release/html/web_scrape_emulate_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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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推荐书目
《程序员的自我修养》 编译、链接与库 - 潘爱民
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 - 宋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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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Windows
[1] Windows7 CMD提示的5个技巧11 http://www.mybbdy.com/show.asp?id=3873 

Java
[2] java设置环境变量_百度经验22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85b7a6414f2ee003bac95d5.html 
[3] CSE40463/60463 Fall 200733 http://www.cse.nd.edu/~cpoellab/teaching/cse40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