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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简介 
1.1 MSP430F5438硬件资源简介  

1．低供电压 2.2~3.6V(MSP430F543X，MSP430F541X),1.8 - 3.6V（MSP430F543XA，

MSP430F541XA）。 

2．低功耗  

- 单片机处于运行模式   160 Aµ /MHZ 

- LPM3 RTC 模式         2.6 Aµ  

- LPM4                  1.6 Aµ    

- LPM5                  0.1 Aµ  

3. 从低功耗模式 3唤醒少于 5us。 

4. 16位精简指令集结构 

- 可以扩展外部存储器 

- 可以达到 18MHZ 系统时钟(MSP430F543X，MSP430F541X)，可以达到 25MHZ系统

时钟（MSP430F543XA，MSP430F541XA）。 

5. 灵活的电源管理系统（PMM） 

-  由 DVCC 在 LDO作用下产生 Vcore 电源，供低电压模块使用。 

- 提供 DVCC，Vcore Supervision，Monitoering，以及 Brownout监控。 

6. 一体化时钟系统 

- 低功耗/低频率内部时钟源 VLO 

- 低频率内部时钟源        REFO 

- XT1  32768HZ晶振 

- XT2 高频晶振可以达到 25MHZ 

7. 16位 Timer0_A5 有 5个捕获/比较寄存器。 

8. 16位 Timer1_A3 有 3个捕获/比较寄存器。 

9. 16位 Timer_B7 有 7个捕获/比较寄存器。 

10. 达到 4个通用通信接口 

- 内部 UART，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 

- irDA编码和解码。 

- SPI通信。 

- I2C通信。 

11. 12位模数转换 

- 内部参考电压 

- 采样保持电路 

- 12 外部通道，4个内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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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硬件乘法器支持 32位操作数。 

13. 支持 DMA 

14. RTC 可以日历使用，也可以用作普通定时器。 

15. F5xx系列包括： 

-  MSP430F5438，MSP430F5438A 

-  256KB + 512B FLASH 

-  16KB  RAM 

-  4个通用通信接口 

-   MSP430F5436，MSP430F5436A 

-  192KB + 512B  FLASH  

- 16K  RAM 

-  4个通用通信接口 

-  MSP430F5419，MSP430F5419A 

-  128KB + 512B FLASH 

-  16KB  RAM 

-  4个通用通信接口 

- MSP430F5437，MSP430F5437A 

-  256KB + 512B FLASH 

-  16KB  RAM 

-  2个通用通信接口 

 

1.2 MSP430F5438引脚图及结构框图 
MSP430F5438的封装形式为 IPZ/AIPZ封装，其引脚图如图 1-1所示，结构框图如图 1-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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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MSP430F5438引脚图 

 
图 1-2  MSP430F5438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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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简介 
为让用户对 F5XX 系列单片机外围模块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特意在学习板设计过程对

该 MSP430F5438 部分有代表性的模块做出应用。用户可以很方便利用该学习板，只要对

MSP430F5438进行简单的编程，就可以在 LCD上显示时间日期从而了解 RTC的用法和特点，

用户还可以通过麦克风进行录音，利用单片机的 A/D转换，在单片机内部进行数据处理后，输

出 PWM 经过带通滤波转换输出模拟信号经过音频放大后输出，用户可以利用耳机收听录音效

果。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加速传感器在车/人导航，GPS导航推测，黑匣子/时间记录器，装运

/处理监控器以及手机、笔记本电脑防震保护中起着很大作用，因此本学习板添加 ADI 公司的

ADXL330加速度传感器，3轴加速传感器检测 X、Y、Z加速度分量经过MSP430F5438数据处

理后可以测量产品的偏转角度，运动情况等。另外本学习板还加入利尔达公司自主研发的带

MCU 的无线模块接口和不带 MCU 的 CC2500/CC1100 接口，用户可以配合使用利尔达公司的

无线模块对该学习板进行学习。本学习板采用字符型点阵液晶，128 X 64像素，另外配合使用

五向开关可以很方便进行液晶菜单操作。 

用户可以通过 F5XX学习板可以比较方便的了解 F5XX系列单片机的特点。本学习板比较

适合相关研发工程师及电子爱好者学习使用，也可以作为向客户推广 F5XX单片机的一个非常

好的功能演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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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实物图 
 

 
图 1-3 F5XX学习板实物图 

 

1.5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硬件资源简介 
本学习板以MSP430F5438为核心，包括了其所有接口及其扩展模块，其原理图见光盘中资

料或附录，学习板电路由以下八大部分组成： 

1. 电源部分 

2. 无线射频部分 

3. LCD显示部分 

4. 独立按键部分 

5. LED指示灯部分 

6. USB转串口部分 

7. 音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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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速度部分 

下面就具体电路作详细说明。 

 

1.5.1 电源部分： 
LSD-TEST430F5438 学习板电源由以下部分组成。它有三种供电方式：外部供电、仿真器

JTAG 接口供电、USB 接口供电。外部供电时可以通过两节 AA 型电池供电。电源可以通过滑

动开关进行选择，如图 1-4所示。 

 

图 1-4 LSD-TEST430F5438 学习板电源切换电路 

1. 当学习板要采用外部 JTAG给学习板供电，滑动开关拨到 1脚和 5脚，系统电源就会自

动切换到由 JTAG口供电。 

2. 当学习板采用电池供电，滑动开关拨到 4脚和 8脚，系统由电池进行供电，并且提供电

源给 JTAG口。 

3. 当学习板要采用 USB供电，滑动开关拨到 2脚和 6脚，系统电源由 USB进行提供，并

且提供电源给 JTAG口。 

 
1.5.2 无线射频部分： 
在本学习板上留有无线模块接口，兼容 CC1100、CC2420、CC2500等型号的无线模块。无

线模块与MSP430F5438的 USCI模块结合使用，以 SPI模式进行通信，如图 1-5所示，另外本

学习板还留了有本公司自主研发的带 MCU 的无线接口，以 UART 模式进行通信，如图 1-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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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无线射频部分（SPI模式接口） 

 

 

图 1-6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无线射频部分（UART模式接口） 

 

1.5.3 LCD显示部分： 
本学习板采用型号为 LM6059BCW，字符型点阵液晶，像素为 128 X 64，可以进行良好的汉

字、字符和基本图形显示，其接口电路如图 1-7，液晶实物如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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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LSD-TEST430F5438 学习板 LCD接口电路 

 

图 1-8 液晶实物图 
1.5.4 独立按键 

本学习板采用按键 S1，S2，S3，其中 S1，S2 分别与 P2.6，P2.7 连接，本学习板增加一个

五向开关，分别控制上下左右和确定一般作为液晶菜单使用，如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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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独立按键 

 

1.5.5 LED指示灯部分： 
学习板上连接有 3个 LED指示灯，其中 LED1连接到 F5438的 P1.0口，LED2连接到 F5438

的 P1.1口，LED3连接到电源管理芯片 TPS77301D的输出端，用来显示 USB已经可以进行供

电，如图 1-10： 

            

图 1-10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 LED指示灯器部分 

 

1.5.6 USB转串口部分： 
USB转串口部分连接到单片机 F5438的 USCI 模块的 I2C接口和 UART接口，可以和上位

机进行 UART通信，实现数据传输，同时也可以对学习板上的外接 EEPROM进行读写。另外，

也可以通过 USB接口对学习板供电，如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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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 USB接口部分 

 

1. 当拨码开关 SW2的第 2脚拨到 ON时，串口通信接口 USB_RX0和 TUSB3410的 SOUT

连接在一起，当拨码开关 SW2的第 1脚拨到 ON时，串口通信接口 USB_TX0和 TUSB3410的

SIN连接在一起。 

2. 当拨码开关 SW2的第 4脚拨到 ON时，单片机 P10.1接口和 E2ROM的 SDA连接在一

起，当拨码开关 SW2的第 3脚拨到 ON时，单片机 P10.2接口和 E2ROM的 SCL连接在一起。 

3. 当电源部分滑动开关拨到第 2脚和 6脚，那么 USB部分电源管理芯片 TPS77301芯片提

供电源给整个系统。 

 

1.5.7 音频部分： 
通过 MSP430F5438 的 ADC12、Timer_B、DMA 等模块设计的麦克输入、耳机输出的音频

部分，从麦克风MIC输入声音信号，输出电压信号经过电压比例放大后输入单片机，在单片机

内部经 ADC12转换后，有 DMA模块传输，经过处理后输出占空比与输入电压成正比的 PWM

信号，经过带通滤波后变为平滑的模拟信号，然后经过功率放大输出声音信号，电路图如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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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LSD-TEST430F5438学习板音频部分 

 

可以实现模拟信号－>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的转换，可以实现录音、重复播放功能。当输

入模拟信号，经高频滤波后经过 TLV2760 电压放大，使得信号增强，再经 ADC12 转换，形成

数字信号，实现快速传输，经过单片机处理，输出占空比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PWM，最后经过带

通滤波后经过功率放大，从耳机接口输出音频信号。如图 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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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音频信号转换示意图 

 
1.5.8 加速度传感器部分 
 本学习板采用 ADXL330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到 X，Y，Z方向上加速度

分量，以与加速度分量成比例的电压信号输出，进入单片机后经过必要数据计算与处理，得出

各分量加速度或者角度，电路如图 1-14。 

 
图 1-14  加速度传感器电路图 

1.6 跳线设置 
表 1-1  跳线功能 

跳线标号 跳线跳上功能 跳线断开功能 需求 

JP1 单片机接通 DVCC 切断单片机电源 DVCC 跳上 

JP2 模块电源 VCC 切断模块电源 VCC 跳上 

JP3 RF模块电源 RF_PWR 切断 RF模块电源 RF_PWR 需要时跳上 

VOLUME 声音输出变大 声音不变 需要时跳上 

一阶高通滤波器 电压比例放大 ADC12 单片机数据处理 

（声音信号） 

PWM 输出 带通滤波 功率放大 音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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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验编译环境介绍 
由于以前版本的 IAR软件不兼容 F5XX系列单片机，因此此学习板实验均在 IAR 4.11B 

完成。 

  

 2.1 硬件连接 
杭州利尔达公司提供两种仿真器烧写，一种并口仿真器，一端通过 25 芯扁平电缆和 PC 机

并口连接，另一端通过 14 芯扁平电缆和学习板 JTAG 口进行连接。另一种仿真器是 USB 仿真

器（UIF），一端和 PC机 USB连接，另一端和学习板上 14芯 JTAG口进行连接。以 UIF 仿真

器为例，如图 2-1。 

 
图 2-1 UIF仿真器连接图 

2.2 软件使用介绍 
将光盘资料/TOOLS/IAR 4.11B.exe 所在地址的 IAR 4.11B编译软件安装完成,具体使用方法

如下： 

1．点击 IAR 4.11B 桌面图标，如图 2-2，出现 IAR 4.11B对话框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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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IAR 4.11B 快捷方式 

 
图 2-3 IAR 4.11 启动界面 

2． 在打开的图 2-3界面上选择 Creat new project 后出现图 3-4，选择所要建立工程编程语

言种类，以 C为例子，点击 C下拉选项 main，点击 OK出现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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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建立新工程类型 

 
图 2-5 工程存储地址选择 

4．在图 3-5中选择工程存储位置，点击保存后，出现如图 3-6，用户可以对图 3-6 main.c 进

行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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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程序编写 

 

5．编译器设置。在烧写程序前必须进行单片机配置，选择和目标板中一致的单片机，仿真

器类别选择，是 USB仿真器，还是并口仿真器，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选择，具体如下：  

A．CPU配置。右击图 2-6 左上角工程，选择 option ，在出现的 option界面选项中选择 general 

option 出现图 2-7，根据使用的单片机是 XMS430F5438 或者 MSP430F5438 在 CPU下拉列表

框中选相应 CPU类型。 

B．仿真器类型选择。在 option 界面，左边选项中选择 FET Debugger，如图 2-8，在 connection

选项中选择 USB仿真器还是并口仿真器。 

C．软件仿真，硬件仿真选择。在 option 界面，左边选项中选择 debugger，出现如图 2-9，

在 driver 中选择软件仿真或者硬件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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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option 选择 

 
图 2-8  仿真器类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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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软件仿真，硬件仿真选择 

6. 编译链接。点击 project->compile 和 make，在 message 窗口上会显示结果如果没有错误

如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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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编译链接 

7．程序下载。在图 2-10 中选择 project->debug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出现如图 2-11。选

择对应工具栏选项可以全速，单步，复位等操作。 

 
图 2-11 调试窗口 

2.3 IAR 4.11B 使用过程其他配置 
2.3.1 xcl文件配置 
在程序编写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要把一个或者多个函数或者一段程序放到一个指定起始地址

的存储空间，那么就设置要改 XCL文件，为了不改变 IAR本身的 xcl文件影响其他工程程序运

行，就需要把 xcl 加载到工程中，方法如下：在图 2-9 中，选择 option 界面左边选项 Linker，

后再出现的对话框中选中 config选项如图 2-12在 override default 选项打勾，然后点击加载 xcl。 

 

全速 

单步 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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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xcl 配置 
 2.3.2 访问空间扩展配置 
由于 F5XX单片机 FLSH存储空间 256K，flash空间超过 64k范围，那么如果要访问 64K外

存储空间，在汇编语音里面可以利用MOVA，MOVX等MSP430X指令完成对超过 64K外存储

空间访问，但是对于 C语言工程中除了利用编译器提供函数外还可以对 IAR进行如下设置来对

访问空间进行扩展。 

具体方法如下：进入 option->general options 界面，在 data model选项中选中 large，如图 2-13。 

 
图 2-13 扩展存储空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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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LSD-TEST5438-01_V1.0 C语言实验 
实验一、I/O端口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MSP430F5438一般端口，了解端口寄存器的组成。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完成对 P2.6，P2.7，P1.0，P7.7操作，其中 P2.6，P2.7分别接

有开关 S1，S2，P1.0，P7.7分别接 LED1，LED2。 

2．实现功能：开关 S1控制 LED1的亮灭，开关 S2控制 LED2的亮灭。 

3．实验现象：当按下开关 S1，LED1亮（灭），当按下 S2，LED2亮（灭）。 

 

[ 实验原理 ] 

 1．P3-P11 PJ 有 6个寄存器配置 PXIN PXOUT PXDIR PXREN PXDS PXSEL 

 P1-P2有 10个寄存器配置 PXIN、PXOUT、PXDIR、PXREN、PXDS、PXSEL、PXIE、PXIFG、

PXIES、PXIV。 

2．其中只有 P1，P2 具有端口中断能力。P1，P2均是多元中断，因此引入 P1IV、P2IV，

各引脚中断只有访问对应 PXIV后才可以进行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就不能清除中断标志，

就会反复进入中断程序。也可以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不访问 PXIV。 

 3．F5XX单片机端口引入上拉下拉电阻，通过 PXREN，RXDIR，PXOUT 可以设置单口各

引脚的状态。 

4．本程序 S1，S2 均被设置为下降沿端口中断，当按下 S1，S2 后会产生一个下降沿引起

一个端口中断，在端口中断程序中就可以完成对 LED1，LED2的控制。 

 

[ 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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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拨码开关 SW4的 1～4引脚拨到 ON。 

3．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4．进行程序调试，当按下按钮 S1，LED1，LED2有什么变化，当按下 S2观察 LED1，LED2

有什么变化。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端口程序

/LSD-TEST430F5438-01-PORT1.c 

[范例代码] 

 

 

图 3-1 按键原理图和 LED显示原理图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PORT1.c 

** 版本：  IAR 4.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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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利用 P2.6 P2.7 控制 LED1 LED2 亮灭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MSP430F5438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LED1  -|P1.0         P2.7|--> 

//     LED2- -|P7.7         P2.6|--> port2-vector 

 

**相关说明:   1.P3-P11 PJ 有 6个寄存器配置 PXIN PXOUT PXDIR PXREN PXDS PXSEL 

                P1-P2  有 10个寄存器配置  PXIN PXOUT PXDIR PXREN PXDS PXSEL PXIE PXIFG 

PXIES PXIV  

             2.其中只有 P1,P2 具有端口中断能力。P1 P2均是多元中断，因此引入 P1IV P2IV ,

各引脚中断只有访问对应 PXIV后才可以进行 

             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就不能清除中断标志，就会反复进入中断程序。也可

以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不访问 PXIV 

*************************************************************/ 

#include  "msp430x54x.h"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2DIR &= ~( BIT6 + BIT7);                      //P2.6 P2.7 设置为输入   

     P1DIR |= BIT0;                             //P1.0  设置为输出 

     P7DIR |= BIT7;           //P7.7  设置为输出 

     P2REN |= BIT6 + BIT7;                          //上拉下拉电阻使能 

     P2OUT |= BIT6 + BIT7;                          //P2.6 P2.7 为上拉 

     P2IES |= BIT6 + BIT7;                          //P2.6 P2.7下降触发 

     P2IE |=  BIT6 + BIT7;                          //P2.6  P2.7中断使能 

     P2IFG =0;                                      //中断标志清除，防止配置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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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中断标志为 1 

     _EINT();                                       //开总中断 

     LPM4;                                          //进低功耗 4 

} 

 

/*******************端口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switch(P2IV) 

    { 

         case 0x0e: P1OUT ^= BIT0;break;           //LED1 亮灭 

         case 0x10: P7OUT ^= BIT7;break;           //LED2 亮灭 

         default  :break; 

 }   

} 

[ 实验思考 ] 

1．如果把 P2.6，P2.7 的 P2SEL 对应寄存器位设置为高电平，能否产生端口中断？说明一

个什么问题。 

2．如果设置 P2.6为上拉高电平，通过以下设置  

           P2DIR &= ~BIT6; 

           P2REN |= BIT6; 

           P2OUT |= BIT6; 

那么对应引脚驱动电流有多大，是否可以这种方式对外部电路，比如学习板上的加速度传感

器或者语音处理模块供电？ 

3．如果对不用的引脚采用一个下拉低电平，和直接一个输入低电平，在两种情况下端口电

流和漏电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现在端口配置是按上面程序配置成上拉，然后输入一个高

电平，此时的端口电流消耗与直接输入一个高电平（没有上拉电阻）电流消耗有什么区别？ 

[ 练习] 

1．第一次按下 S1，LED1 亮，下一次按下 S1，LED1熄灭，如此交替循环。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28页 共 179页 

 

实验二、时钟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配置 F5438 时钟，了解 F5438一体化时钟系统，与 F4系列的单片机时钟比较有什么区

别。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完成 SMCLK，MCLK，ACLK按指定频率进行输出，FLL+源自

RERO。 

2、实现功能：ACLK = REFO，MCLK = ~2MHz，SMCLK = ~1MHZ。 

3、实验现象：ACLK 接近 32768稍有偏差，MCLK = ~2MHz，SMCLK = ~1MHZ，LED1

不停闪烁。 

 

[ 实验原理 ] 

1．F5XX系列的时钟 MCLK，SMCLK，ACLK均可以选择 XT1，REFO XT2 时钟源，时

钟配置寄存器丰富，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相应得寄存器，来输出用户需要的频率。由于 DCO

是由 RC电路组成频率输出电路，因此需要调节，DCORSELX提供用户满足需要的标称频率，

可以理解为一个粗调。因此用户在调节频率过程中必须要正确配置该位。 

2．在默认状态下 XT1 是关闭状态的，如果模块时钟选择 XT1 提供时钟源，那么系统内部

时钟 REFO就会暂时替代 XT1提供时钟，但是 REFO精度和稳定性比 XT1要差，因此要求比

较高场所建议使用 XT1。如果将 XIN，XOUT 引脚设置为特殊引脚，那么晶体就会起振。 

3．DCORSELX 的配置与设置的频率要保持统一，如果不统一就可能出现 OFIFG 为 1，或

者频率数值达不到所需要的频率值大小。 

4．XT1DRIVE1 设置在为 0的时候低驱动能力，将 XT1失效，XT1停止振荡。 

 

[ 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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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3．观察 LED1 是否闪烁，示波器观察 ACLK，SMCLK，MCLK频率输出，看数值是否

与设置一致。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UCS 程序 / 

LSD-TEST430F5438-CLK-1MHZ(REFO2).c              

[ 范例程序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CLK-8MHZ.c 

** 版本：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ACLK = XT1 , MCLK = ~8MHz,SMCLK = ~8MHZ,DCO参考频率来自 XT1，LED1可以

闪烁 

//               MSP430F5438 

//              ----------------- 

//         /|\ |             XIN |- 

//          |  |                 | 

//          -- |RST          XOUT|- 

//             |                 | 

//             |            P1.0|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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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件 :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UCS配置需要注意一下方面： 

             1.在默认状态下 XT1是关闭状态的，如果模块时钟选择 XT1提供时钟源，那么系

统内部时钟 

               REFO就会暂时替代 XT1提供时钟，但是 REFO精度和稳定性比 XT1要差，因此

要求比较高场所建议 

              使用 XT1.如果将 XIN,XOUT 引脚设置为特殊引脚，那么晶体就会起振。 

             2.DCORSELX的配置与设置的频率要保持统一，如果不统一就可能出现 OFIFG为 1，

或者频率数值达不到所 

               需要的频率值大小 

             3.XT1DRIVE1 设置在为 0的时候低驱动能力，将 XT1失效，XT1停止振荡 

*********************************************************************************/

#include <msp430x54x.h> 

//******************************************************************************* 

void Init_Clk(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11DIR = BIT0 + BIT1 + BIT2;               // ACLK ,MCLK ,MCLK  输出方向 

      P11SEL = BIT0 + BIT1 + BIT2;      

      P1DIR |= BIT0;                             // LED1 输出 

      Init_Clk(); 

      while(1) 

      { 

            P1OUT ^= BIT0;                       //LED 闪烁，说明没有晶体失效 

            for(unsigned  int i=60000;i>0;i--);  // 延迟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Clk(void) 

  功能: 时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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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Clk(void) 

{ 

     UCSCTL1 = DCORSEL_2;                      // 设置 DCO范围   

     UCSCTL3 |= SELREF_2;                      // 选择 FLL参考源自 REFO 

     UCSCTL4 = SELM_3 + SELA_2 + SELS_4;     //MCLK = DCOC,SMCLK =DCODIV,ACLK=REFO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 实验思考 ] 

1．如果 ACLK由 XT1 不失效提供该如何处理？ 

2．如果在设置 XT1 工作时候，如果不将 XIN XOUT 设置为特殊功能引脚，示波器观察 XI1

引脚波形？ 

3．如果设置 DCOCLK为 2MHZ输出，如果把 DCORSELX 设置为 DCORSEL_5 和 DCORSEL_0 ,观

察各自的频率以及 LED1是否会闪烁？   

 

[ 练习] 

1．配置 MCLK = DCOCLK =8MHZ    SMCLK = DCODIV=4MHZ   ACLK =XT1(不失效） 

2．考虑下配置 MCLK =DCOCLK =16MHZ 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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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PMM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寄存器，能够根据需求比较熟练的配置电源管理模块。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实现MCLK为 16MHZ，SMCLK 为 8MHZ，ACLK为 XT1 PMM

内核电压为 1.6V。 

2、实现功能：MCLK为 16MHZ，SMCLK 为 8MHZ，ACLK为 XT1 PMM内核电压为 1.8V。 

3、实验现象：用示波器观察MCLK=~16MHZ ，ACLK = 32768 ，SMCLK=~8MHZ ，LED2 

=闪烁。 

 

[ 实验原理 ] 

利用 PMM改变内核电压 VCORE，在系统默认情况下，内核电压 VCORE是 1.4V，但在很

多情况下需要增加内核电压，因此需要调节内核电压。本程序通过调节内核电压，从 1.4V增加

到 1.8V。SVSML监控电压从 1.34v增加到 1.54v。SMCLK =8M，MCLK = 16M，ACLK = 32768。 

 

[ 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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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3．观察 LED2 是否闪烁，用电压表测 VCORE 是否为 1.8V（需要配置该脚为特殊脚，P62

引脚）用示波器观察 ACLK ，SMCLK，MCLK 频率观察数值是否与设置的频率大小一致。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 /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PMM 程序 / 

LSD-TEST430F5438-PMM1.c 

 

[ 范例代码]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PMM1.c 

** 版本：  IAR  4.11B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利用 PMM改变内核电压 VCORE，在系统默认情况下，内核电压 VCORE是 1.4V,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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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情况下需要增加内核电压,因此需要调节内核电压。本程序通过调节内核电压， 

//      从 1.4V 增加到 1.8V. SVSML 监控电压从 1.34v 增加到 1.54v.SMCLK =8M,MCLK = 

16M,ACLK = 32768 

//      

//                 MSP430x5438 

//             ----------------- 

//         /|\|                 | 

//          | |                 | 

//          --|RST              | 

//            |                 | 

//            |             P1.0|-->LED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注意；1.时钟要能正常的工作，不会出现时钟失效，或者 RERO 替代 XT1 作为

DCO 参考源 

                    2.由于时钟频率大于 12M因此需要调节 VCORE来配合高速频率的要求。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Init_System(void); 

void Init_PMM(void); 

void Init_Clk(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Init_System();                                          //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P1OUT ^= BIT0;                                     // LED 闪烁 

          for( unsigned int i = 0;i < 65000;i++);            // 延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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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System(void) 

  功能:  该程序系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System(void) 

{ 

     P1DIR |= BIT0;                                          //打开 LED 

     P1OUT |= BIT0; 

     P11SEL|= BIT1 + BIT0 + BIT2;                            //SMCLK MCLK ACLK 设置

为输出 

     P11DIR|= BIT1 + BIT0 + BIT2; 

     Init_PMM();                                             //PMM配置函数 

     Init_Clk();                                             //时钟配置函数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PMM(void) 

  功能:   F5XX 电源管理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注意： SVSMLRRLX ,PMMCOREVX      

*************************************************/ 

 

void Init_PMM(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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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MCTL0_H = 0xA5;                                          //开 PMM电源管理        

     SVSMLCTL |= SVSMLRRL_1 + SVMLE;                            //配置 SVML电压 

     PMMCTL0 =  PMMPW + PMMCOREV_2;                             //配置内核电压 

     while((PMMIFG & SVSMLDLYIFG ) == 0);                       //等待设置完成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VSMLDLYIFG); 

     if((PMMIFG & SVMLIFG) == 1)                                //判断内核电压是否

上升到 VSVML 

           while((PMMIFG & SVMLVLRIFG) == 0);                   //如果没有等待 

     SVSMLCTL &= ~SVMLE;                                        //关掉 SVML模块 

     PMMCTL0_H = 0X00;                                          //锁存配置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Clk(void) 

  功能:  F5XX 单片机时钟初始化-16MHZ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注意 ： DCORSELX , P7SEL ,XT1DRIVER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 XT1起振 

     UCSCTL1 = DCORSEL_6;                                          // 选择 DCO 的范

围  

     UCSCTL2 |= 240;                                               //设置 DCO频率为

16M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4;                           // 设置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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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 实验思考 ] 

1．PMMCTL0 有访问密锁，访问错误就会产生一个 PUC复位，但在这里为什么不复位？ 

 

[ 练习] 

1．实现一个主系统时钟为 14MHZ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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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FLASH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 FLASH，了解 FLASH的组成，掌握对 FLASH的擦除和块写，字节写方

法。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 利用 C语言完成 FLASH的块擦写操作，VCORE大于 1.6V。 

2、实现功能： FLASH中指定的块完成擦除操作。 

3、实验现象： 块中数据全部擦除为 0XFF，Test_Date[10]数据全部擦除，LED2 闪烁。 

 

[ 实验原理 ] 

PMM模块配置产生一个大于 1.6V的内核电压，提供给 FLASH 模块使用，FLASH模块在

块擦除操作过程中，被分配一个最大 512个字/字节的擦除时间，对该块进行一个空写，实现一

个块擦除操作。 

 

[ 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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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3．观察 LED1是否闪烁，观察Memery 0x8000以后地址数据在执行程序前后变化。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Flash 程序 / 

LSD-TEST430F5438-01-flash_segment-erase1.c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flash_segment-erase1.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对 FLASH实现块擦除 

** 相关文件: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40页 共 179页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Seg_Erase(void);                                //块檫除    

void Init_System(void);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_PMM(void); 

__root const char Test_Date[10]@0x8000=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Init_System();   

      while(1) 

      { 

           P1OUT ^= BIT0; 

           for( i = 0;i < 60000;i++);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Seg_Erase(void) 

  功能: 系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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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Init_System(void) 

{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Init_PMM(); 

       Init_Clk(); 

       Seg_Erase();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Seg_Erase(void) 

  功能: 完成 FLASH块檫写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注意：次程序为存储在 FLASH中，不需要检查 BUSY  

*************************************************/ 

void Seg_Erase(void) 

{     

     char *flase_erase; 

     flase_erase = (char *)0X8000;                  //指向要檫写的段地址 

     FCTL3 = FWKEY;                                  //清除 LOCK 

     FCTL1 = FWKEY + ERASE;                          //段檫除 

     *flase_erase = 0;                               //空写将 0写为 1  

     FCTL3 = FWKEY + LOCK;                          //LOCK置 1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Clk(void) 

  功能: 时钟初始化 MCLK = 2MHZ ,ACLK = XT1,SMCLK = 1MHZ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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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参数: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 XT1起振   

     UCSCTL1 = DCORSEL_2;                          // 设置  DCO 范围   

     UCSCTL3 |= SELREF_2;                          // 配置 Fll参考频率  REFO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4;      // 配置 MCLK = DCOC,SMCLK =DCODIV 

//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PMM(void) 

  功能:   F5XX 电源管理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注意： SVSMLRRLX ,PMMCOREVX      

*************************************************/ 

void Init_PMM(void) 

{ 

   

     PMMCTL0_H = 0xA5;                                    //开 PMM电源管理                             

     SVSMLCTL |= SVSMLRRL_2 + SVMLE;                      //配置 SVML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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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MCTL0 =  PMMPW + PMMCOREV_2;                       //配置内核电压 

     while((PMMIFG & SVSMLDLYIFG ) == 0);                 //等待设置完成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VSMLDLYIFG); 

     if((PMMIFG & SVMLIFG) != 0)                         //判断内核电压是否上升 

//VSVML 

           while((PMMIFG & SVMLVLRIFG) == 0);             //如果没有等待 

     SVSMLCTL &= ~SVMLE;                                  //关掉 SVML模块 

     PMMCTL0_H = 0X00;                                    //锁存配置 

} 

[ 实验思考 ] 

 1．如果要擦除 0XFFFF以为的数据块，在 C语言中该如何操作，注意通常情况下指针变量

分配的地址是两个字节的，但访问大于 64K以后空间需要至少 20 位地址变量，如何在 C 语言

中（IAR)提高指针变量的空间。 

 

[ 练习] 

1. 将 0X10000地址所在块数据进行擦除，Test_Date[10]数据定义在 0X10000起始地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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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WDT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在定时器和看门狗模式下操作WDT，了解WDT寄存器的配置。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完成 WDT 定时功能，WDT 时钟源来自 ACLK，且 ACLK无失

效来自 XT1晶体。 

2、实现功能：250ms 定时，每 250ms LED1亮灭交替闪烁。 

3、实验现象：LED1交替闪烁。 

 

[ 实验原理 ] 

WDT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一是看门狗模式，时间一到就产生复位。另一种模式就是普通

的定时器模式，对WDT寄存器进行配置可以完成不同时间间隔的定时。 

 

[ 程序流程 ] 

                  主程序                              看门狗中断 

 

[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3．观察 LED1是否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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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WDT 程序 / 

LSD-TEST430F5438-WDT-01.c。 

 

[ 范例程序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WDT-01.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250ms 定时，每 250ms LED1亮灭交替闪烁 

//               MSP430F5438 

//              ----------------- 

//         /|\ |             XIN |- 

//          |  |                 | 

//          -- |RST          XOUT|- 

//             |                 | 

//             |            P1.0| LED 

** 相关文件: LSD-TEST430F5438-01  V2.1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_System(void); 

void main(void) 

{        

      Init_System();                                  // 系统初始化 

      _EINT();                                        // 开总中断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进入 LPM3 

}  

/******************************************************************************* 

******************** 看门狗中断服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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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 ^= BIT0;                                  // LED1翻转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System(void) 

  功能: 系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System(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Init_Clk();                                    //初始化时钟 

      WDTCTL = WDT_ADLY_250;                         // WDT 250ms, ACLK,  

      SFRIE1 |= WDTIE;                               // WDT 中断使能 

      P1DIR |= BIT0;                                 // 设置 P1.0为输出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Clk(void) 

  功能: 时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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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 XT1起振 

      P1DIR |= BIT0;                   // P1.0输出 

      UCSCTL1 = DCORSEL_2;             // 选择 DCO 频率范围 

      UCSCTL4 =  SELA_0 ;              // 设置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 实验思考 ] 

 1．如果WDT工作在看门狗模式，时间到会产生什么现象，如果在看门狗模式下，将WDTIE 

使能，总中断也开启，如果时间到，会进看门狗中断吗？ 

 2．如果WDT选择时钟源是 SMCLK，那么如果进入低功耗 3，那么是否能够继续工作。 

 

[ 练习] 

 1．实现看门狗工作在看门狗模式下，定时 32ms。LED2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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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16位定时器Timer_A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在比较和捕获模式下操作 Timer_A，熟练对寄存器进行配置。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实现 Timer_A 定时。 

2、实现功能：Timer_A 在 TAR 计数相同间隔定时，当每次定时到来 LED1亮（灭）。 

3、实验现象：LED1 相同频率闪烁。 

 

[ 实验原理 ] 

Timer_A 有比较和捕获模式，这就决定它有三个方面的应用：一、做定时器使用，TAR计

数器不断按照配置的模式进行计数，设置 CCRX 寄存器值，当 TAR 数值达到 CCRX 数值就可

以产生一个中断，从而完成一个定时。二、可以作 PWM输出，这由 CCR0 和 CCRX共同配置，

根据输出模式，产生不同输出波形。三、可以作为捕获使用，当捕获条件产生，TAR 数值会提

供给 CCRX，那么可以根据多次捕获的数值计算出捕获信号的频率等。 

 

[ 程序流程 ] 

                       主程序                      TA中断程序 

 

[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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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 LED1是否闪烁。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TA程序 

/ LSD-TEST430F5438-01-Timer0_A5-01.c。 

 

[ 范例代码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Timer0_A5-01.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TimerA 作为定时器使用实现 LED 闪烁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MSP430F5438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    

//            |             P1.0|--> LED1 

**相关说明: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Init_Ta0(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1DIR |= BIT0;                                // P1.0作为输出 

      Init_Ta0();                                   //TA0初始化 

      _BIS_SR(LPM0_bits + GIE);                     // 进入低功耗 LPM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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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Ta0(void) 

  功能: TA0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Ta0(void) 

{ 

      TA0CTL = TASSEL_2  +  TACLR;                  // SMCLK, 计数器清除 

      TA0CCTL0 = CCIE;                              // CCR0中断使能 

      TA0CCR0 = 50000;                              //配置定时值 

      TA0CTL |= MC_2;                               //连续计数模式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BIT0;                               //  LED1 闪烁 

      TA0CCR0 += 50000;                            //CCR0 重新配置                         

}  

 

[ 实验思考 ] 

 在这里程序是采用 CCR0中断，但是如果改为 CCR1，中断程序会有什么不同，并且如果在 TA

中断里面不访问 TA1IV，那么 CCR1对应中断标志位是否会自动清除？ 

 

[ 练习] 

1．利用 Timer_A 来捕获一个 512KHZ的频率的方波，并且计算出频率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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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DMA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 DMA模块操作，了解 DMA寄存器的组成。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实现利用 DMA 以字节模式将字符串传到上位机。 

2、实现功能：利用 DMA 将数据以 1S一次的速度传送到发送缓冲器中进行发送。 

3、实验现象：在上位机上看到 hello world!输出。 

 

[ 实验原理 ] 

DMA 是实现将数据从外设或者一个存储区域传到另一个存储区域或者提供给外设备，在

DMA传送数据的过程中是不需要 CPU干涉，DMA每传输一个字节或者字需要两个 MCLK时

钟，字节，块，突发块三种模式下，在传输数据被全部传送完后，DMAEN会清 0，那么即使有

触发源，DMA也会停止传送，因此在下次要传送前必须要把 DMAEN置 1后才可以进行传送。 

 

[ 程序流程 ] 

 

[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将 SW2的 3、4脚拨到 ON，使单片机和 USB接通。 

3．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4．在上位机软件设置为接收 ASCII码，观察接收的字符串是否为"I believe you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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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DMA程序 

/  LSD-TEST430F5438-01-DMA3.C。 

 

[ 范例程序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DMA3.c 

** 版本：  IAR 4.11B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利用 DMA 将数据以 1S一次的速度传送到发送缓冲器中进行发送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MSP430F5438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5.6|----1200----USB 

//            |             P5.7|--------------- 

**相关说明:       1.注意在利用串口发送缓冲器中断标志启动触发数据传送时候要注意发送

缓冲器中断标志在 

                   复位后是空闲状态即中断标志为 1，如果采用边沿触发方式，那么无法完

成 DMA触发。因此要采用电平触发 

                  2.将 SW2的 3、4引脚拨到 ON，将 USB TX,RX与单片机的接收发送连接 

                  3.上位机软件接收设置为接收 ASCII码 

*************************************************************/ 

#include "msp430x54x.h" 

//*********************************************************** 

const unsigned char  String1[30] ="\nI believe you can!"; 

 

void main(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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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DTCTL = WDT_ADLY_1000;                      // 看门狗定时 1秒 

       

      P5SEL |= BIT6 + BIT7;                        // 作为串口输入输出端口 

      P5DIR |= BIT6; 

      P5DIR &= ~BIT7; 

      UCA1CTL1 = UCSWRST;                           

      UCA1CTL0 = UCMODE_0;                         // 选择 UART模式 

      UCA1CTL0 &= ~UC7BIT;                         // 8bit 字节传输 

      UCA1CTL1 |= UCSSEL_1;                        // 选择 ACLK作为时钟 

      UCA1BR0 = 27;                                // 32768/1200=27.30 

      UCA1BR1 = 0;                               

      UCA1MCTL = 0x04A;                            

      UCA1CTL1 &= ~UCSWRST;                           

                      

      DMACTL0 = DMA0TSEL_21;                       // UTXIFG1 触发 

      DMA0SA = (int)String1;                       // 源地址 

      DMA0DA = UCA1TXBUF_;                         // 目的地址 

      DMA0SZ = 15;                                 // 传输大小 

      DMA0CTL = DMASRCINCR_3 + DMASBDB + DMALEVEL ; // 单字节传输 

      

      SFRIE1 |= WDT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 触发数据传输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void) 

{ 

      DMA0CTL |= DMAEN;                            //DMA模块工作 

} 

 

[ 实验思考 ] 

 1.如果将 0x10000数值传送给发送缓冲器，能否直接 DMA0SA = 0X10000;？ 

 2.在 DMA传输过程中如何暂停传输？ 

 3.DMA 在 6种传输模式中，是否在 DMA传输过程中不能有中断发生，在 DMA传输过程

中 CPU是否可以去做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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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1．利用 DMA将 0x10000为起始地址读取 20个字节数传给 RAM空间。 

 

实验八、Timer_B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在比较和捕获模式下操作 Timer_B，熟练对寄存器进行配置。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实现 Timer_B 定时。 

2、实现功能：Timer_B 在 TAR 计数相同间隔定时，当每次定时到来 LED1亮（灭）。 

3、实验现象：LED1 相同频率闪烁。 

 

[ 实验原理 ] 

Timer_B 有比较和捕获模式，这就决定它有三个方面的应用，一、做定时器使用，TAR计

数器不断按照配置的模式进行计数，设置 CCRX 寄存器值，当 TAR 数值达到 CCRX 数值就可

以产生一个中断，从而完成一个定时。二、可以作 PWM输出，这由 CCR0 和 CCRX共同配置，

根据输出模式，产生不同输出波形。三、可以作为捕获使用，当捕获条件产生，TAR 数值会提

供给 CCRX，那么可以根据多次捕获的数值计算出捕获信号的频率等。 

 

[ 程序流程 ] 

                   主程序                      TB中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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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3．观察 LED1是否闪烁。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TB程序 

/LSD-TEST430F5438-01-Timer_B7-01.c。 

 

 [ 范例代码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Timer_B7-01.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Timer_B7  CCR0 做定时器使 LED1 按一定频率翻转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MSP430F543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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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RST            | 

//        |               | 

//        |           P1.0|-->LED1 

**相关说明: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看门狗 

      P1DIR |= 0x01;                             // P1.0 输出 

      TBCCTL0 = CCIE;                            // CCR0 中断使能 

      TBCCR0 = 50000;                            // CCR0配置初始值 

      TBCTL = TBSSEL_2 + TACLR;                  // SMCLK, 清除为 1 

      TBCTL |= MC_2; 

      _BIS_SR(LPM0_bits + GIE);                  // 进入低功耗 0 

} 

 

/****** Timer B0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P1OUT ^= 0x01;                            //反转 LED1 

        TBCCR0 += 50000;                          // 增加定时偏移量 

} 

[ 实验思考 ] 

 1．比较 Timer_B 和 Timer_A在应用和寄存器配置上有什么不同？ 

 

[ 练习] 

1．利用 Timer_B捕获 32K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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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硬件乘法器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硬件乘法器，了解 DMA寄存器的组成。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完成 8 X 8无符号硬件乘法器。 

2、实现功能：8 * 8 无符号累加硬件乘法。 

3、实验现象：在 16位寄存器 RESL0中获得正确的数值结果。 

 

[ 实验原理 ] 

硬件乘法器提供 8位，16位，32位操作数乘法运算，包括有符号，无符号，乘法累加运算，

计算过程完全由硬件来实现不需要 CPU来执行指令，且速度很快，在执行第二个操作数后紧接

着就可获得结果。 

 

[程序流程 ] 

 

 

[ 实验步骤 ] 

1．将程序通过 JTAG口烧写进入单片机内。 

2．单步执行在结果寄存器 RESL0观察结果在什么时候出现，并验证结果的正确性。 

 

[ 范例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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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光盘/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MPY程序 

/LSD-TEST430F5438-01-MPY_8*8usign.c。 

 

[ 范例代码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MPY_8*8usign.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8 * 8 无符号累加硬件乘法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MPY = 0x12;                               //第一操作数 

      OP2 = 0x56;                               // 第二操作数 

      MAC = 0x12;                               // 16位累加乘法器 

      OP2 = 0x56;                            

      _BIS_SR(LPM4_bits);                        // LPM4 

} 

 

[ 实验思考 ] 

 1.如果两操作数为 16位有符号操作数，那么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 练习] 

1．实现 32位 ×  32位 无符号硬件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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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RTC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 RTC模块的操作，了解 RTC寄存器的组成和使用。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实现 RTC实时时钟，并且设置闹钟当闹钟时间到就 LED2亮，能

够安全读时间时 LED1 亮（灭），且在 BCD模式下。 

2、实现功能：实现实时时钟，完成闹钟功能。 

3、实验现象：LED1 闪烁，LED2在闹钟时间到后就亮。 

 

[ 实验原理 ] 

RTC由两个分频寄存器 RP0TS，RP1TS对 RTOSSEL选择的时钟源进行分频，在日历模式

下，时钟源 ACLK=32768，经过 RP0TS，RP1TS 分别 256和 128分频率后频率为 1HZ ，提供

给 32位 RTC寄存器时钟源，通过 RTCSSEL 选择 11 或者 10。每 1S ，RTCSEC（秒）加一秒，

加到 60，秒从 0 开始计数，RTCMIN 加 1，RTCHOUR，RTCMON ，RTCYEAR ，RTCDOW

（星期），RTCDAY等 依次这样。并且在日历模式下，RTC 可以设置为 BCD码显示在存储器

中。另外 RTC 提供闹钟功能，我们可以设置 Alarm 寄存器的 RTCAMIN ，RTCAHOUR，

RTCADAY，RTCADOW（星期）。 

 

[ 程序流程 ] 

               主程序                      RTC中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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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利用 JTAG口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中。 

3.在 RTC中断程序里面在 CASE 2  CASE 6 两句设置断点，观察两中断标志。在 CASE 6 断

点时候观察闹钟设置的时间和计数时间是不是一样。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RTC 程序 / 

LSD-TEST430F5438-RTC-01-02.c。 

 

[ 范例代码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RTC-01-02.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RTC实时时钟 

               MSP430F5438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7.7   |-->LED2    

//            |          P1.0   |--> LED1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 

#include "msp430x54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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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Init_Rtc(void);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_System(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Init_System();                               // 系统初始化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进入低功耗 3 

} 

 

 

/************************ RTC中断*****************************/ 

#pragma vector=RT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void) 

{     

  switch(RTCIV) 

  { 

       case 2 : P1OUT ^= BIT0;break;             //RTCRDYIFG 

       case 4 : break;          

       case 6 : P7OUT |= BIT7;break;             //RTCAIFG  

       case 8 : break; 

       case 10 : break;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System(void) 

  功能:  该程序系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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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System(void) 

{  

   Init_Clk();                                 //调用时钟函数 

   Init_Rtc();                                 //RTC 初始化 

   P1DIR |= BIT0;                              //P1.0为输出  

   P1OUT &= ~BIT0; 

   P7DIR |= BIT7;                              //P7.7为输出 

   P7OUT &= ~BIT7;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Rtc(void) 

  功能:  RTC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Rtc(void) 

{                                             // BCD码日历格式输出                                                             

         

       RTCCTL01 = RTCBCD +  RTCHOLD + RTCMODE + RTCTEV_0 ; 

       RTCPS0CTL =   RT0PSHOLD ;             //配置两个计数器分频                                 

       RTCPS1CTL  =  RT1PSHOLD ;  

       RTCSEC =  0x54;                       //初始化秒           

       RTCMIN =  0X59 ;                      //初始化分钟 

       RTCHOUR =0X21;                        //初始化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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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CDOW = 0X02 ;                      

       //RTCTIM1 = 0X0421;    

       RTCDAY =  0x24;                       //日期初始化                    

       RTCMON =  0X11 ;                      //初始化月份  

       RTCYEAR = 0x2005;                     //初始化年份                  

       RTCAMINHR = 0X2200 + BIT7;                   //闹钟小时和分钟设置 

       RTCADOWDAY = 0X2402;                  //闹钟星期和日期设置 

       RTCCTL01 &= ~RTCHOLD;                 //打开 RTC模块               

       RTCPS0CTL &= ~RT0PSHOLD;              //打开 RTCPS0CTL 

       RTCPS1CTL &= ~RT1PSHOLD;              //打开 RTCPS1CTL 

       RTCCTL0 |= RTCAIE + RTCRDYIE;         //打开安全访问使能 ，闹钟使能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Clk(void) 

  功能: 时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启动 XT1                                 

     UCSCTL1 = DCORSEL_2;                   //DCO 范围配置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4;    //设置时钟源            

     while (SFRIFG1 & OFIFG)                //等待时钟系统正常工作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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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思考 ] 

1． 如何设置闹钟在 5：30分钟，以及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读时间寄存器？ 

2． RTC中可以看出时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时钟是否稳定是很重要的，因此采用什么方法

进行频率补偿。 

 

[ 练习] 

1.利用 DMA 字节传输模式，实时将小时，分，秒传给串口，通过上位机软件观察时间。 

 

实验十一、RAM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 RAM模块操作，了解端口寄存器的组成。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完成 RAM Section 3 关闭 

2、实现功能： 验证 section 3关闭前后，对 Section 3 写数据情况 

3、实验现象：在关闭前，对 RAM 可以随机的读写数据，但是在关闭后就不能写数据给对

应 Section ,原来的数据也变为 0，当 RAM 重新打开就可以继续向 RAM 中写数据。 

 

[ 实验原理 ] 

F5XX RAM 存储器根据RAM空间的不同，分为多个 Section 每个 Section 4k拥有四种模式。

每个 Section 关闭可以由 RCCTL0 来控制，一旦某个 section 被关闭后那么以前存储的数据都

将丢失，对已经关闭的 SECTION 进行写是没有效果的，被关闭 RAM SECTION 部分读为 0。 

 

[ 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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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将程序通过 JTAG烧入单片机内 

2．在三次赋值处设置断点*point  = 0x02;*point  = 0x03; *point  = 0x04;单步执行观察

*point数值的变化。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RAM 程序

/LSD-TEST430F5438-01-RAM.c。 

 

[ 范例代码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RAM.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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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实现对 RAM section 3 的关闭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F5XX RAM 存储器根据 RAM空间的不同，分为多个 Section 每个 Section 4k 

               拥有四种模式。每个 Section 关闭可以由 RCCTL0 来控制，一旦某个 section  

                被关闭后那么以前存储的数据都将丢失，对已经关闭的 SECTION 进行写是

没有效果的，被关闭 RAM SECTION 部分读为 0； 

               

*************************************************************/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stdio.h" 

//************************************************************* 

unsigned char *point;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mm;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oint = (unsigned char*)0x5b00;             //指向 RAM 访问空间   

     *point  = 0x02;                             //写值给指向的 RAM空间 

     RCCTL0 = RCKEY + RCRS3OFF;                  //关闭 section 3  

     *point  = 0x03;                             //写值给指向的 RAM空间 

      RCCTL0 = RCKEY ;                           //打开 RAM 

     *point  = 0x04; 

     mm = *point;  

     printf("\n mm output:"); 

     printf("\n mm =%d",mm);                      //输出先前指向的数据 

     while(1); 

} 

 

[ 实验思考 ] 

 1.在低功耗 0-5各状态下，RAM状态是什么？ 

 2.在 RAM被关闭后，RAM空间数据有什么变化。 

 

[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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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0X2000对应 section RAM 关掉。 

 

实验十二、ADC12端口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 AD转换模块，了解 AD寄存器的组成。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 

1）了解 ADC12的工作原理 

2）了解 ADC12的结构、特点、功能，会用软件独立配置 

3）了解 ADC12的四种转换模式，它们之间的区别，会操作这四种模式 

4）了解 ADC12的中断 

2、实现功能：使用多通道多次转换模式，转换温度传感器、(AVCC – AVSS) / 2、A12、A13

四个通道的数据，将数据保存到变量中。 

3、实验现象：将 ADC12中断程序中设置断点，进入中断后，result数组中数值的产生变化，

经过换算成电压大小与输入电压一致。 

 

[ 实验原理 ] 

1．与以前的 430系列单片机进行比较，F5XX单片机 ADC12可以转换 12位，8位，10位，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使用要求进行灵活选用。 

2．本实验采用了 AD转换模块，将其设置为多通道多次转换模式，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是当

MSC，SHP均置位情况下，第 1次接收到触发信号后，高电平定时器就产生一定时间高电平的

定时，提供给 ADC12进行采样，高电平时间过后采样信号自动变为低电平那么 ADC12就可以

进行保持和转换操作，一个通道转换完成后就执行下一个通道，不需要外来触发信号，高电平

发生器自动产生一段时间的高电平提供给 ADC12 进行采样。当执行通道的 EOS 设置为 1，那

么此通道执行完毕后，就执行 CSTARTADDX指定通道进行转换。如果执行到通道数大于 15通

道，那么 A15 通道执行完后就执行 A0 通道。本程序中通道选择分别为内部温度传感器、

（AVCC-AVSS）/2、A12、A13，转换结束后在中断中读取转换值。 

 

 [ 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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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程序               ADC12中断子程序     

      

 

[ 实验步骤 ] 

1．将程序通过 JTAG口烧写进入单片机。 

2．在 ADC12中断里面设置断点，观察 result[0]，result[1]，result[2]，result[3]有数值变化。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ADC12 程序

/LSD-TEST430F5438-01-ADC12.c。 

 

[ 范例程序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ADC12.C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AD转换多通道多次转换 

             

 

 MSP430F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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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Vin0 -->|A10              | 

   Vin1 -->|A11              | 

   Vin2 -->|P7.4/A12         | 

   Vin3 -->|P7.5/A13         | 

           |                 |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sp430x54x.h> 

/******************************************************************************* 

全局变量的定义 

*******************************************************************************/  

unsigned int results[4];                                  // 转换值存取变量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2008.09.10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7SEL |= 0x03;                                         // 使能时钟端口 

  UCSCTL6 |= XCAP_3;                                     // 配置晶振电容 

  while ( (SFRIFG1 &OFIFG))                              // 判断晶振是否起振 

  {     

    UCSCTL7 &= ~(XT1LFOFFG + DCOFFG);                    // 清除失效标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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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RIFG1 &= ~OFIFG;                                   // 清除失效中断标志位 

  }  

  UCSCTL4 = SELM__DCOCLK + SELS__DCOCLK;                 // 选择时钟源 

  P7DIR &= ~(BIT4 + BIT5);                               // 输入 

  P7SEL |= (BIT4 + BIT5);                                // P7口第二功能 

  ADC12CTL2 = ADC12RES_2 + ADC12REFOUT;                  // AD基本配置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MSC + ADC12SHT03 + ADC12REFON + ADC12REF2_5V;                                        

  ADC12MCTL0 |= ADC12SREF_1 + ADC12INCH_10;              // 采样温度 

  ADC12MCTL1 |= ADC12SREF_1 + ADC12INCH_11;              // 采样 VACC/2 

  ADC12MCTL2 |= ADC12INCH_12;                            // 通道 12输入 

  ADC12MCTL3 |= ADC12INCH_13 + ADC12EOS;                 // 通道 13输入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12CONSEQ_3;                  // 选择转换模式                   

  for (i=0;i<0xFFFF;i++);                                // 等待基准电压建立                       

  UCSCTL8 |= MODOSCREQEN;   

  ADC12IE |= 0X08;                                       // 使能通道 4中断 

  ADC12CTL0 |= ADC12ENC;                                 // 开启转换 

  _EINT();                                               // 打开总中断 

    ADC12CTL0 |= ADC12SC;                                // 转换开始 

    LPM3;                                                // 进入低功耗 3 

  }  

} 

/************************************************************************* 

** 函数名称：AD转换中断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2008.09.10 

** 功能:     保存转换值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 保存第一通道值 

  results[1] = ADC12MEM1;                                    // 保存第二通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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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2] = ADC12MEM2;                                    // 保存第三通道值 

  results[3] = ADC12MEM3;                                    // 保存第四通道值 

} 

 

[ 实验思考 ] 

 1、修改转换模式为多通道单次转换模式，了解其转换开始条件。 

2、修改转换中断使能，理解中断条件。 

 3、改变基准源设置，理解转换公式。 

 

[ 练习] 

1、将转换模式改变为多通道多次转换，并将数据存放在 ADC12MEM5~ADC12ME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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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UART端口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了解串口通讯的基本原理，实现方法，通讯程序的编写和 232 通讯的特点。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 

        1）了解 USART的工作原理。 

        2）了解 USART的结构、特点、功能，会用软件独立配置。 

        3）了解 USART的中断。 

   2、实现功能：实现 USART与 TIUSB3410组成的 232通讯。程序实现将接收的数据立即发

送出去。   

   3、实验现象：串口通讯软件配置完后，16进制、自动发送数据，在接收区显示发送的数据。 

 

[ 实验原理 ] 

本实验是一个基于单片机硬件串行通讯模块与 TIUSB3410芯片的通讯实验。实验中通过 9 

芯电缆与 PC 机相连。PC 机作为上位机，单片机作为下位机。本实验为一个字节的测试实验。

数据从 PC 机发往单片机，单片机接受后，又将数据发回给 PC 机。实验中，PC机的 USB端

口通过 TIUSB3410芯片来实现MSP430F5438的串口通信。通信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3-2 USB转串口电路 

TUSB3410简介： 

    TUSB3410 为 TI 公司推出的一款用于 USB-TO-UART 端口的桥接器，包括通过 USB 总线

与主机进行通信所必需的全部逻辑电路，符合 USB2.0规范，支持最高 12Mb/s的全速传输，支

持 USB中止、恢复及远程唤醒功能；同时，其内部包含一个 8052的 CPU核、16KB RAM、包

含 I2C引导加载程序的 10KB ROM，4个通用 I/0口，具有 USB总线供电和自带电源两种供电

模式。 

当准备工作完后，让单片机处于运行状态，在调试界面的发送窗口中输入要发送的一字节数

据，点击打开串口按钮，单片机与 PC 机就可以进行通讯实验了。硬件电路如图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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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流程 ] 

 

                 主程序                         UART 接收中断程序 

               

 

[ 实验步骤 ] 

1．将 SW2的 3、4引脚拨到 ON，接通单片机和 USB TX RX 

2．在利用串口进行通信前确定 TUSB3410 驱动 和串口驱动已经安装，本学习板光盘中 

     附带驱动 资料光盘/Source Code/驱动程序/ E2ROM写 ID驱动 USB 驱动。如果 E2ROM

中为空或者被写过，则首先需要安装 E2ROM ID驱动，后才可以安装 USB驱动，否则识

别不了。 

3．配置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 9600 

4．将程序通过 JTAG烧写进入单片机。 

5．上位机发送 16进制数值，看是否上位机可以收到对应发送的数据。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UART 程序

/LSD-TEST430F5438-01-UART.C。 

 

[ 范例程序]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UA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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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串口 UART1 --> USB TUSB3410 

** 相关文件: DC0-->MCLK = SMCLK = 1048576HZ 

             XT1-->ACLK = 32768HZ 

                 msp430FG5438 

             ----------------- 

         /|\|              XIN|- 

          | |                 | 32kHz 

          --|RST          XOUT|- 

            |                 | 

            |     P5.6/UCA1TXD|------------> 

            |                 | 9600 - 8N1 

            |     P5.7/UCA1RXD|<------------ 

** 修改日志：1.波特率 9600 

             2. 将 SW2的 3、4引脚拨到 ON，接通单片机和 USB TX RX 

             3.在利用串口进行通信前确定 TUSB3410 驱动 和串口驱动已经安装，本学习板光

盘中 

                附带驱动 资料光盘/Source Code/驱动程序/USB 驱动  E2ROM写 ID驱动。 

             4.由于要安装 TUSB3410驱动，需要根据存储在 E2ROM中的 ID文件来识别，如果

E2ROM为空，或者被写后 

               学要通过单片机 I2C接口将程序烧写进入 E2ROM，这样之后才可以安装 USB驱

动。其中 TUSB3410驱动和串口驱动都在 

               光盘资料/驱动程序/USB 驱动 里面，ID驱动在光盘资料/驱动程序/E2ROM ID 

驱动.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halUsbInit();                                               // 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7SEL |= 0x03;                                                 // 选择 XT1 使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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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SCTL4 = SELM__DCOCLKDIV + SELA_0 + SELS__XT1CLK;             //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 判断晶振完

全起振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halUsbInit();                                                  // 串口初始化 

      LPM3;                                                          // 低功耗 3 

} 

/************************************************************************* 

** 函数名称：串口初始化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谷丰 

** 生成日期: 2008.09.10 

** 功能:初始化串口 

        传输方式设置，主从设置，波特率设置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halUsbInit() 

{ 

      P5SEL |= BIT6 + BIT7;                                        // 选择串口功能 

      UCA1CTL1 = UCSWRST;                                          // 复位串口功能 

      UCA1CTL0 = UCMODE_0;                                         // 选择串口功能   

      UCA1CTL0 &= ~UC7BIT;                                         // 8位数据模式 

      UCA1CTL1 |= UCSSEL_1;                                        // 时钟源选择 

      UCA1BR0 = 3;                                                 // 32768hz/3=9600 

      UCA1BR1 = 0; 

      UCA1MCTL = 06;                                               // 波特率调整因

子 

      UCA1CTL1 &= ~UCSWRST;                                        // 使能串口功能 

      UCA1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_BIS_SR(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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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函数名称：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谷丰 

** 生成日期: 2008.09.10 

** 功能: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while (!(UCA1IFG & UCTXIFG));                                // 判断是否发送

完毕 

       UCA1TXBUF = UCA1RXBUF;                                       // 发送接收到的

数据 

} 

[ 实验思考 ] 

 1、设置波特率 115200，理解波特率计算公式。 

 2、观察接收和发送标志位，解释其置位的条件。 

 

[ 练习] 

 1、将发送模式改变为奇校验模式，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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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四、I2C通讯端口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让您了解 I2C通讯的基本原理，实现方法和 I2C通讯的特点。并学会对硬件 I2C端口寄存器

的配置。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 

1）了解 I
2
C的工作原理。 

2）了解 I
2
C的结构、特点、功能，会用软件独立配置。 

3）了解 I
2
C的各种中断。 

4）了解 24LC128的读写过程。 

2．实现功能：实现硬件 I
2
C对 24LC128的读写操作。程序实现对 EEPROM的字节写、随机读

和连续读。 

3．实验现象：用字节写将数据写入 24LC128的 0x69存储单元中，使用随机读，读取 0x69

单元中的数据可以读出刚才的写入的数据。 

 

[ 实验原理 ] 

本实验实现单片机硬件 I2C模块对 24LC128存储芯片的基本操作。实验中通过 2线 I2C接口

与 24LC128存储器相连。单片机作为主机，存储芯片作为从机来响应主机的操作。本实验可以

实现 24LC128的字节写、随机读、连续读等基本操作。在对 24LC128进行数据操作的时候，其

存储单元从 0~104存取内容为 TUSB3410的设备 ID，厂商 ID等 USB芯片的信息，是不能被擦

除的，所以这里的数据只能写在 104单元以后的单元中。本程序中字节写入单元为 0x69，随机

读的单元为 0x69，连续读的单元从 0x70单元开始。硬件接线图如下图所示，使用 USB线将实

验板上的 USB口和 PC机相连接，给 EEPROM供电，如图 3-3将 SW2的 1、2脚拨到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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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E2ROM 外部电路图 

[ 程序流程 ] 

 

 

 

 

随机读流程 连续读流程图 字节写流程图 

接收中断处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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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将 SW2的 1、2引脚拨到 ON，使单片机和 E2ROM以 I2C总线连接。 

2．接上 USB线，利用 USB进行供电。 

3．利用 JATAG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 

4．在接收中断里面设置断点，观察 RXData可以发现原来被写入数据一次读出。 

 

[ 范例路径]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 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I2C 程序

/LSD-TEST430F5438-01-I2C.C。 

 

[ 范例程序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I2C.C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读取 24LC128中 0X100存储空间后的数据 

         读写方式有 

         字节写，随机读，连续读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sp430x54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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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局变量的定义 

*******************************************************************************/  

unsigned char RXData; 

unsigned char count; 

/******************************************************************************* 

函数定义 

*******************************************************************************/  

void IIC_init(void);                         // 初始化设置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unsigned char 

Word); 

                                             // 字节写设置 

void EEPROM_radom(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 

                                             // 随机读设置 

void EEPROM_read();                          // 连续读设置 

/************************************************************************* 

** 函数名称：延时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功能:STOP信号和 START信号之间延时 5MS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Delay() 

{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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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for(unsigned char i=0;i<0xff;i++); 

  IIC_init();                               // 初始化 IIC 

  EEPROM_Write(0x00,0x69,0x10);             // 字节写 

  Delay();                                  // 延时 

  EEPROM_radom(0x00,0x69);                  // 随机读 

  Delay(); 

  EEPROM_read();                            // 立即读 

  LPM0; 

}  

/************************************************************************* 

** 函数名称：初始化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功能:初始化 I2C接口 

        传输方式设置，主从设置，波特率设置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IIC_init(void) 

{ 

  P10SEL |= BIT1 + BIT2; 

  P10REN |= BIT1 + BIT2; 

  UCB3CTL1 |= UCSWRST;                      // 置位 UCSWRST 

  UCB3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主机, 同步 模式 

  UCB3CTL1 |= UCSSEL_2;                     // SMCLK 

  UCB3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3BR1 = 0; 

  UCB3I2CSA = 0x50;                         // 从机地址 0x50 

  UCB3CTL1 &= ~UCSWRST;                     // 清除 UCSWRST 

  UCB3IE |= UCRXIE;                         // 使能接收中断 

  _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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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函数名称：字节写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功能:向相关的存储单元写入数据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unsigned char 

Word) 

{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确定总线空闲 

  UCB3CTL1 |= UCTXSTT + UCTR;               // 发送起始位，确定为发送模式 

  UCB3TXBUF = high_Address;                 // 发送高位地址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UCB3TXBUF = low_Address;                  // 发送低位地址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UCB3TXBUF = Word;                         // 发送数据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UCB3CTL1 |= UCTXSTP;                      // 发送停止位 

  while((UCB3CTL1 & UCTXSTP)==1);           // 判断停止位是否发送完毕 

} 

/************************************************************************* 

** 函数名称：字节写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功能:     连续读发送设置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EEPROM_read() 

{ 

  UCB3CTL1 &= ~UCTR;                       // 确定为读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总线是否空闲 

  UCB3CTL1 |= UCTXSTT;                     // 发送开始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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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函数名称：字节写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功能:     随机读发送设置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EEPROM_radom(unsigned char high_Address,unsigned char low_Address) 

{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3CTL1 |= UCTXSTT + UCTR;               // 发送起始位，确定为写  

  UCB3TXBUF = high_Address;                 // 发送地址位高位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UCB3TXBUF = low_Address;                  // 发送地址位低位 

  while((UCB3IFG & UCTXIFG)==0);            // 判断是否发送完毕  

  UCB3CTL1 &= ~UCTR;                        // 确定为接收 

  while (UCB3CTL1 & UCTXSTP);               // 判断总线是否被释放 

  UCB3CTL1 |=UCTXSTT ;                      // 重新发送起始位 

  while((UCB3CTL1 & UCTXSTT)==1);           // 判断起始位是否发送成功 

  for(unsigned char i=0x0;i<0x2f;i++);      // 延时确定数据已经被发送出去  

  UCB3CTL1 |=UCTXSTP + UCTXNACK;            // 发送停止位和 NACK位  

} 

/************************************************************************* 

** 函数名称：接收中断函数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功能:    存取接收的数据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pragma vector = USCI_B3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3_ISR(void) 

{ 

  if(UCB3IFG  & UCRXIFG)                     // 接收中断 

  {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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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Data = UCB3RXBUF;  

  } 

} 

 

[ 实验思考 ] 

1、改变传输速率，测试读写是否依然能成功 

2、改变 STOP和 START之间的延时，判断下次写是否依然能进行 

3、在发送停止位前停止程序的运行，程序复位后判断是否依然能写入数据。 

 

[ 练习] 

1、编写页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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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五、SPI 通讯实验 
 

[ 实验目的 ] 

掌握 SPI通信协议，了解 SPI寄存器的组成。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 

利用 C语言，利用 SPI通信协议完成主从机通讯。 

2、实现功能： 

主机通过 SPI发送数据给从机，从机返回数据给主机，主机把接收的数据通过 UART提

供给上位机。 

3、实验现象： 

在上位机上显示正确数据 00，01，02不断累加到 FF后又 00，01，02 反复发送。 

 

[ 实验原理 ] 

SPI是一种同步通信模式，主机提供时钟，接收和发送有各自单独的数据线，因此可以做到

同时收发。主机在配置时钟后，发送数据启动时钟，在一个边沿将数据发送给从机，从机也在

主机的时钟作用下把数据发送给主机，主从机在一个边沿同时发送，另一个边沿进行接收。 

 

[ 程序流程 ] 

主机程序流程图： 

              主程序                    SPI中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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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程序： 

                    主程序                   SPI中断程序 

 

  

[ 实验步骤 ] 

1.了解学习板相应端口管脚原理图。 

2.将 SW2的 3、4引脚拨到 ON ，使单片机和 USB接通，利用短接线将主从机的 P3.0 ，P3.4 ，

P3.5 分别对应接通。 

3.利用 JTAG 口将从机程序烧写从机中，打开上位机打开串口，把主机程序烧写进入主机单

片里面。 

4.在上位机上观察是否出现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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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SPI程序/ LSD-TEST430F5438-01-SPI1-master.c  LSD-TEST430F5438-01-SPI1-slave.c。 

 

[范例程序 ] 

主机程序：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SPI1-master.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主机通过 SPI 发送数据给从机，从机返回数据给主机，主机把接收的数据通过 UART

提供给上位机 

** 相关文件: LSD-TEST430F5438-01  V2.0 

** 修改日志    MSP430x54x 

**         ___从机_____                  --主机----------- 

**        |  UCA0SIMO  | - - ->  <------| UCA0SIMO        |- XIN 

**        |  UCA0SOMI  | - - ->  <------| UCA0SOMI        | 32kHz 

**        |     CLK    |-------> <--- --| CLK             |-  XOUT 

**        |            |                |                 |------------->- 

**        |_ ______ _  |                             P5.6 |---1200--UART Pc 上位机 

**                                      |____________ P5.7|------------->-- 

**相关说明:将 SW2的 3、4引脚拨到 ON ，使单片机和 USB接通，利用短接线将主从机的 P3.0 

P3.4 P3.5 分别对应接通       

*************************************************************/ 

#include <msp430x54x.h> 

 

unsigned char MST_Data = 0x000; 

void Init_SPI(void); 

void Init_Uart(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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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_Uart();                                 //uart初始化 

      Init_SPI();                                  //SPI初始化              

      while (!(UCA0IFG & UCTXIFG));                //发送缓冲器已经准备好 

      UCA0TXBUF = MST_Data++;                      //传输第一个数据启动时钟输出 

      _BIS_SR(LPM0_bits + GIE);                    // 进入低功耗 0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SPI(void) 

  功能:  SPI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SPI(void) 

{ 

      P3SEL |= BIT0 + BIT3 + BIT4 + BIT5;        // P3.3,2,1 ，0 作为 SPI引脚使用 

      P3DIR  |= BIT0 + BIT4;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0 |= UCMST+UCSYNC+UCCKPL+UCMSB;    //主机，同步，空闲状态下是高电平，

搞位首先发送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                               

      UCA0CTL1 &= ~UCSWRST;                     // 从复位模式下运行 

      UCA0IE |= UCRXIE;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Uart(void) 

  功能: Uart初始化  1200 bit/s 传输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89页 共 179页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Uart(void) 

{ 

      P5SEL |= BIT6 + BIT7;                    // 作为串口输入输出端口 

      P5DIR |= BIT6; 

      P5DIR &= ~BIT7; 

      UCA1CTL1 = UCSWRST;                           

      UCA1CTL0 = UCMODE_0;                     // 选择 UART模式 

      UCA1CTL0 &= ~UC7BIT;                     // 8bit 字节传输 

      UCA1CTL1 |= UCSSEL_1;                    // 选择 ACLK作为时钟 

      UCA1BR0 = 27;                            // 32768/1200=27.30 

      UCA1BR1 = 0;                               

      UCA1MCTL = 0x04A;                            

      UCA1CTL1 &= ~UCSWRST;                       

} 

 

/************************************************************************ 

--------------------USCI_A0_VECTOR---------------------------------------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B0_ISR (void) 

{ 

      while (!(UCA1IFG & UCTXIFG));         //UCA1发送缓冲器准备好？ 

      UCA1TXBUF = UCA0RXBUF;                //把从机发送过来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while (!(UCA0IFG & UCTXIFG));         //UA0发送数据准备好？ 

      UCA0TXBUF = MST_Data++;               //按顺序发送数据给从机 

} 

 

从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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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SPI1-slave.c 

** 版本：  IAR 4.11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主机通过 SPI 发送数据给从机，从机返回数据给主机，主机把接收的数据通

过 UART提供给上位机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MSP430x54x 

**         ___从机_____                  --主机----------- 

**        |  UCA0SIMO  | - - ->  <------| UCA0SIMO        |- XIN 

**        |  UCA0SOMI  | - - ->  <------| UCA0SOMI        | 32kHz 

**        |     CLK    |-------> <--- --| CLK             |-  XOUT 

**        |            |                |                 |------------->- 

**        |_ ______ _  |                |             P5.6|----1200----UART  -USB- 

Pc 上位机 

**                                      |____________ P5.7|------------->-- 

**相关说明:             

*************************************************************/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Init_SPI(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while (!(UCA0IFG & UCTXIFG));  

      Init_SPI(); 

      UCA0TXBUF = 0xf0;    

      _BIS_SR(LPM4_bits + GIE);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SPI(void) 

  功能:  SPI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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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SPI(void) 

{ 

     P3SEL |= BIT0 + BIT3 + BIT4 + BIT5 ;                                          

     P3DIR |= BIT5; 

     UCA0CTL1 = UCSWRST;                       // **复位状态下设置 SPI寄存器 

     UCA0CTL0 |= UCSYNC+UCCKPL +UCMSB;         // 3线，8位，最高位先传输 

     UCA0CTL1 &= ~UCSWRST;                     // ** USCI 转为工作模式** 

     UCA0IE |= UCRXIE;                         // 接收中断使能  

} 

 

/********************************************************** 

--------------------------SPI 接收中断---------------------- 

**********************************************************/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0_ISR (void) 

{ 

     while (!(UCA0IFG & UCTXIFG));            // 发送缓冲器数据准备好？ 

     UCA0TXBUF = UCA0RXBUF;                   //发送数据给主机 

} 

[ 实验思考 ] 

1． 主机时钟配置完毕后，如果不发送数据给发送缓冲器，那么从机能接收和发送数据？ 

2． 主机和从机进行通信如果把时钟线拔掉那么主机能否继续接受数据，如果能会是什么数

据，从机能否继续发送和接收数据，？ 

3． 四线制 SPI通信时候，STE如何使用？多机 SPI呢？ 

 

[ 练习] 

1．完成四线制主从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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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六、CRC操作程序 
 

[ 实验目的 ] 

了解 CRC 校验原理，掌握该单片机硬件 CRC 被校验数据和校验寄存器各自移动方向和使

用方法和标准 CRC-CCITT区别。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 C语言完成对硬件 CRC功能实现，使该硬件 CRC符合标准的 CRC校验。 

2、实现功能：发送数据能够根据输入的待校验数据，自动根据欧洲标准生成对应校验数值，

添加到发送缓冲器中和待校验数据一起发送出去，接收数据的时候，将包长，数据，校

验数值一起校验。 

3、实验现象：当发送数据的时候，自动添加校验数值到发送缓冲器中，接收的时候， 包长

+数据+校验一起进行校验，如果数值正确没有出错，那么校验数值为 0。 

 

[ 实验原理 ] 

1． F5XX单片机内部硬件 CRC是符合 CRC-CCITT标准，是将信息码左移动 16位，然后

除以生成多项式，所得到结果的余式就是 CRC 数值，其中 CRC-CCITT 生成多项式是

X^16 + X^12 + X^5 +1 ，为了简化运算不让计算过程出现借位，采用移位和模 2加运算，

模 2加运算实际就是一个异或运算。 

2． 在 CRC-CCITT 标准中对于正向方式，被校验数据是从最低位向最高位移动，最高位移

出后，如果为 1，则校验数值和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在校验寄存器中，是从最低位向

最高位进行移动的，最高位移出后如果为 1，则校验数值和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 

3． F5XX 单片机则与普通方式有些区别，它是被校验数据是从最高位向最低位移动，最低

位移出后，如果为 1，则校验数值和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在校验寄存器中，是从最低

位向最高位进行移动的，最高位移出后如果为 1，则校验数值和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

其原理框图如图 3-4： 

 

图 3-3  硬件 CRC框图 

其中 F 为校验寄存器最高位。因此比如对与 0X0001 的 CRC-CCITT 的校验值为

0X1021，而通过本单片机硬件 CRC 获取标准的 CRC 数值，需要输入 0X8000，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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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操作很不方便，因此为了和标准的数值进行兼容，本程序将输入数据在求 CRC前进行

颠倒。 

4．由于 CRCDI 是 16位，不管输入的数据是 16位还是 8位，都移位 16次，本程序将发送

字节和接收字节组成 16位后才发送给 CRCDI，在接收的时候直接把数据和校验数值一起

送进去进行校验，根据欧洲标准，数据和本身校验码一起再进行校验最后 CRC为 0。因

此可以判断最后的 CRCINIRES是否为 0，来判断传输数据是不是错的。 

 

[实验流程图] 

               主程序                       CRC计算函数 

 

[实验步骤] 

1．将程序通过 JTAG 口烧写进入单片机。 

2．当接收缓冲器中校验数值正确的时候观察最后的，CRCINIRES数值为多少，如果接收缓

冲器中的校验数值错误，最后的 CRCINIRES数值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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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路径] 

资料光盘 /Source Code/模块程序代码 /IAR 4.11B C 语言程序代码 /CRC 程序 / 

LSD-TEST430F5438-01-CRC1.C。 

 

 [范例程序]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CRC1.c 

** 版本：  IAR 4.11B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实现根据发送的数据自动添加 CRC 校验码，接收数据直接连校验值一起送入

CRC进行校验。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1。由于被校验证数据和它校验数值一起校验数值为 0， 

                 2。实现这样的校验必须保证发送方是每两个字节组装成一个字进行发送，

如果要发送的数据为奇数个字节，那么被校验最后一个字节移动到最高 8位，最低 8位为 0 

                 3。接收方根据发送数据情况进行相应处理，组装成字，如果发送为奇数个

数据，则在接收到校验数据前一个字节后将移动到高 8位，低 8位为 0。 

                 4。本程序接收和发送数据协议 包长 + 发送数据 + CRC校验    其中包长

是发送字节总数 ，包括包长本身一个字节，还有发送数据字节数，CRC两个字节 

**************************************************************************/ 

#include"msp430x54x.h" 

//**************************************************************************** 

unsigned int CCITT(unsigned int  temp);                  // 整型数据位颠倒函数 

                                                         // CRC计算 

unsigned int  CCITT_Stting(unsigned char transt_flag ,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int len); 

                                                         //发送缓冲器 

unsigned char utxbuffer[] = {0x04,0x01,0x10,0x20,0x10,0x21,0x00,0x00,0x02,0x20} ; 

                                                         //接收缓冲器 

unsigned char urxbuffer[]  = {0x04,0x01,0xDC,0xE5,0x10,0x21,0x00,0x00,0x02,0x20} ; 

unsigned int CRC_Value = 0;                              //CRC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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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狗 

      unsigned char *transt_buffer_point,*receive_buffer_point; 

      transt_buffer_point  = utxbuffer; 

      receive_buffer_point = urxbuffer; 

      CRCINIRES = 0X0000;                                 //初始化 CRC 

                                                          //调用 CRC计算函数 

     CRC_Value = CCITT_Stting(1,transt_buffer_point,transt_buffer_point[0] - 2); 

                                                          //保存 CRC 数值添加到// 被

校验数组 

      utxbuffer[  utxbuffer[0]-2] = (unsigned char)(CRC_Value >>8); 

      utxbuffer[ utxbuffer[0]-1] = (unsigned char)(CRC_Value); 

      CRCINIRES = 0X0000;                                //由于以前用过 CRC，再//使

用需初始化 

                                                         //接收校验函数 

      CRC_Value = CCITT_Stting(0,receive_buffer_point,receive_buffer_point[0] ); 

      while(1);   

} 

 

/****************************************************************************** 

  函数(模块)名称:unsigned int CCITT(unsigned int  temp) 

  功能:位颠倒函数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temp            

  输出参数:     unsigned int  输出为输入位颠倒数值，例如 输入为 0000000000000001 ，输

出为 100000000000000 

  函数返回值说明 :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1。由于 F5XX 单片机内部 CRC 模块是 CRCDI 输入的数据是从高位向低位

移动，最低位首先进入校验寄存器最低位，在校验寄存器中是从最低位向最高位移动，当校验

寄存器中最高位移出为 1 ，就和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 

                 2。 通常标准的 CRC-CCITT ，正向方式是，被校验数值从低向高位移动，

最高位移出如果是 1，那么校验寄存器就会与生成多项式子异或，校验寄存器内部是从低向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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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动，当移出最高位为 1就和生成多项式进行异或。 

                 3。 由于 F5XX 单片机并没有完成符合 CCITT 标准。被校验数值移动方向

相反，比如要求 0X0001 的校验数值，需要 CRCDI 输入 0X8000，才可以计算出与欧洲标准一

致的数值。 为了是输入方便并且与欧洲标准一致，因此我将输入的数据求颠倒， 比如要求

0X0001的校验数值，那么就直接调用 CCITT（OXOOO1）就可以，求出与标准一致的 CRC校

验值。 

**************************************************************************/ 

unsigned int CCITT(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int mm = 0; 

     unsigned int i = 0x00; 

     for( i = 0x8000;i!=0;i >>=1)                           //从最高开始判断 

     { 

         if(temp & i)                                       //如果最高位为 1 

         {    

             mm >>= 1;                                      //右移 1位 

             mm |= 0x8000;                                  //将最高位置 1 

         } 

         else                                               //如果最高位为 0 

         { 

              mm >>= 1 ;                                    //右移动一位 

         } 

     }       

     return mm;                                            //返回颠倒后最后数值 

} 

/************************************************* 

  函数(模块)名称: 

unsigned int  CCITT_Stting(unsigned char transt_flag ,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int len) 

  功能: CRC计算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transt_flag    1发送数据校验， 计算校验数值，添 0，接收数据校验         

  

                temp          指向需要校验数组起始地址 

                len           需要校验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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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参数:    unsigned int  CRC 校验数值。当 transt_flag 为 1，产生包长+ 待发送数据 的

CRC数值。当 transt_flag 为 0 ，则返回接收所有数据校验数值，如果正确，结果为 0； 

  函数返回值说明 :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unsigned int  CCITT_Stting(unsigned char transt_flag ,unsigned char *temp,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t = 0; 

     if(transt_flag == 1)                      //如果是发送状态 

     { 

           for(unsigned int i = 0;i<len;i++)              

           { 

                 t <<= 8;                       //组装数据，将低 8位移动到高位 

                 t |= (unsigned int)( *temp++); //高 8位数据不变，下一个字节 

//添加到 8位 

                 if((len % 2)&&(i == len-1))    //如果需要校验数据为奇数个字节现 

//在又处于最后一个字节状态 

 

 

                     t <<= 8;                  //将最后一个字节移动到最高 8位 

                 if((i%2) ||(i == len-1))      //如果当 i为奇数，或者最后一个 

 

//节那么就计算一次校验数值 

  

                   {    

                       CRCDI  = CCITT(t); 

                       t = 0; 

                   } 

           } 

     } 

     else 

     { 

           for(unsigned int i = 0;i<len;i++)   //如处于接收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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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8;                      //低 8位移动到高 8位 

                 t |= (unsigned int)( *temp++); 

                 if((len % 2)&&(i == len-3))           

                     t <<= 8; 

             if(((i%2)&&(i <= len-3))||(i == len-1)||((len % 2)&&(i == len-3))) 

                   {    

                       CRCDI  = CCITT(t);       //调用位颠倒函数，产生 CRC校验值 

                       t = 0; 

                   }     

           } 

        

     } 

        

     return CRCINIRES;  

} 

 

[实验思考]  

CRC 不光可以检错误，还可以纠错，那么如何进行纠错。 

 

[实验联系] 

 完成程序，使发送和接收均为一位一位，在移动过程中不添加多余的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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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LSD-TEST430F5438-01_V1.0综合实验 
 

实验一、LCD操作程序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MSP430F5438对点阵液晶的操作，了解 ST7565的芯片特性以及操作。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在 LM6059BCW点阵液晶基础上，利用 C语言完成汉字和图片的显示。 

 2、实现功能：显示汉字以及利尔达的公司 logo。 

 3、实验现象：利尔达公司“logo”和学习板相关信息交替显示。 

 

[ 实验原理 ] 

本学习板采用 LM6059BCW点阵液晶，其像素 128 X 64，基本特点如下： 

1．LM6059BCW液晶模块的管脚定义： 

 

图 4-1 液晶显存空间 

2．LM6059BCW液晶模块性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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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液晶模块的功能是通过内置驱动芯片 ST7565 来控制的，通过对其内部的显存空间

RAM相应位写操作就可以控制对应像素的的亮灭，液晶的 DDRAM如图 4-2所示： 

 

图 4-2 显存空间 

可以看出控制器内部的显示 RAM结构分为 8页，每页 128个单元，每一个像素点在显存空

间对应一位控制，因此每 8个像素点需要 8位数据进行设置。即 RAM空间大小需 1K字节。 

每写完 8个像素点后，列地址指针就会自动加 1。 

 （2）．液晶的接口方式有两种：一是 6800模式系统总线方式，二是串行通讯方式。本模块

采用串行通讯方式，时序图如 4-3 所示。其中“A0”为高电平时，说明下一字节是数据，若为

低电平则说明下一字节是命令。 

 

图 4-3 串行通讯时序 

 

（3）．液晶的控制指令相对比较简单，具体指令请参考 LM6059BCW 模块用户手册。见光

盘/Referrence/LM6059BCW-Manual-Rev0.3.pdf。 

 （4）．该液晶的汉字，汉字串，字符，字符串，图像等处理函数都已经完成，用户可以直接

调用光盘/sorce code/综合程序/LCD 程序/code/lcdoperate.C，就可以使用里面的函数对该液晶进

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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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流程 ]  

LCD 显示主程序            TA中断服务程序 

 

 

[ 实验步骤 ] 

1．将程序烧写进入单片机，注意芯片的型号是 XMS430F5438 还是MSP430F5438，根据芯

片的型号在 IAR里面正确配置。 

2．观察液晶上面显示，是否会出现利尔达“logo”和学习板相关信息，交替显示。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Source Code/综合程序/LCD程序/ LSD-TEST430F5438-01_LCD.c。 

资料光盘/Source Code/综合程序/LCD程序/ lcdoperate.c。 

资料光盘/Source Code/综合程序/LCD程序/ LCDziku.c。 

 

[ 范例程序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LCD.c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实现点阵 LCD的控制，显示汉字及图片 

** 相关文件: lcdoperate.h; 

** 修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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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lcdoperate.h" 

 

void Init_Clk(void); 

void systeminit(void); 

void TA_init(void); 

/************************************************************************* 

** 函数名称：main() 

** 功能: 主函数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main()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initLCDM(); 

 TA_init(); 

 ClearRAM(0,0,128,8);     //清屏 

 _EINT(); 

  

    while(1) 

    { 

  WriteScreen(gImage_128x64LSD);   //显示利尔达 logo 

  LPM0; 

  ClearRAM(0,0,128,8);    //清屏 

  Display_String(2,0,"MSP430单片机"); 

  Display_String(1,2,"F543X系列学习板"); 

  Display_String(3,6,"杭州利尔达"); 

  LPM0; 

    } 

} 

void TA_init(v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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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1CTL = TASSEL__ACLK + TAIE + TACLR; 

 TA1CCR0 = 32768; 

 TA1CTL |= MC__UP; 

} 

/************************************************************************* 

** 函数名称：TA(void) 

** 功能: Timer_A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void) 

{ 

   static uint a; 

    TA1CTL &= ~TAIFG; 

 if(++a > 3) 

 {  

    a = 0; 

    LPM0_EXIT; 

 } 

} 

/************************************************************************* 

** 函数名称：systeminit() 

** 功能:系统初始化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systeminit() 

{ 

    WDTCTL = 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PADIR  = 0xFFFF;                          //设置不用的 IO口  

    PAOUT  = 0; 

    PASEL  = 0; 

    PBDIR  = 0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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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OUT  = 0; 

    PBSEL  = 0; 

    PCDIR  = 0xFFFF; 

    PCOUT  = 0; 

    PCSEL  = 0; 

    PDDIR  = 0xFFFF; 

    PDOUT  = 0; 

    PDSEL  = 0; 

    PEDIR  = 0xFFFF; 

    PEOUT  = 0; 

    PESEL  = 0; 

    P11DIR = 0xFF; 

    P11OUT = 0; 

    P11SEL = 0;   

    PJDIR = 0xFF; 

    PJOUT = 0;   

     

    Init_Clk(); 

} 

/************************************************************************* 

** 函数名称：Init_Clk(void) 

** 功能:初始化时钟系统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XT1起振 

    UCSCTL1 = DCORSEL_5;                    //选择 DCO的范围  

    UCSCTL2 = 374;                          //设置 DCO频率为 16M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3;     //设置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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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cdoperate.c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LCD操作 

** 相关文件: lcdoperate.h 

** 修改日志：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lcdoperate.h" 

 

uchar ContrastLevel;        //对比度等级设置 

 

/************************************************************************** 

**程序名 : SdCmd(uchar Command)                                                     

** 功能 :  向 LCD模块发送一个命令   

**输入参数 : Command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SdCmd(u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P9OUT |= SCLK;     //始化 SCLK 

    P9OUT &= ~A0;     //选择命令通道 

    P9OUT &= ~_CS;     //选通模块 

    for(i=0;i<8;i++) 

    { 

         if(Command & (0x8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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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9OUT |= SID; 

          }  

          else {P9OUT &= ~SID;}  

          P9OUT &= ~SCLK;    //产生移位脉冲 

         P9OUT |= SCLK;    //上升沿有效 

    } 

    P9OUT |= _CS;     //封锁模块 

} 

 

/************************************************************************** 

**程序名 : 发送数据子程序                                                  

** 功能 :  向 LCD RAM写入一个数据 

**输入参数 : DData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SdData(uchar DData)        

{ 

    uchar i; 

    P9OUT |= SCLK;     // 初始化 SCLK 

    P9OUT |= A0;     // 选择数据通道 

    P9OUT &= ~_CS;     // 选通模块 

    for(i=0;i<8;i++) 

    { 

        if(DData & (0x80>>i)) 

        { 

            P9OUT |= SID; 

        }  

        else {P9OUT &= ~SID;}  

        P9OUT &= ~SCLK;    // 产生移位脉冲 

        P9OUT |= SCLK;    // 上升沿有效 

    } 

    P9OUT |= _CS;     // 封锁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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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名 : ClearRAM(uchar x,uchar y,uchar length,uchar wide) 

**功能 : 清 LCD某区域 

**输入参数 : x，y，length，wide                 

** 输出参数 : 无                                                 

***************************************************************************/ 

uchar ClearRAM(uchar x,uchar y,uchar length,uchar wide) 

{ 

    uint i,j; 

    if((x*8+length>128)||(y+wide>64)||(length%8!=0)) 

    return Fault; 

    for(i=y; i<wide; i++)    // 循环写页数 

    { 

        SdCmd(i|0xb0);     // 页地址设置 

        for(j=x*8; j<(x*8+length); j++) // 循环写 132单元 

        { 

             SdCmd((j>>4)|0x10);         // 设置列地址高 4位 

             SdCmd(j&0x0f);              // 设置列地址低 4位 

             SdData(0);     // 数据设置为 0 

        }         

    } 

    return Real; 

} 

 

/************************************************************************** 

**程序名 : WriteScreen(uchar const *DisplayData)  

**功能 : 写整个 LCD RAM空间的数据，126 X 64 /8 = 1312byte 

**输入参数 : *DisplayData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WriteScreen(uchar const *DisplayData)    

{ 

    uchar TempData; 

    uchar i, j; 

    for(i=0;i<8;i++)    // 循环写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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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dCmd(0xb0 | i);     

        SdCmd(0x10);          // 列地址高 4位 

        SdCmd(0x00);          // 列地址低 4位 

        for(j=0;j<128;j++) 

        { 

            TempData=(*(DisplayData+(i*128)+j)); 

            SdData(TempData); 

        } 

    } 

} 

 

/************************************************************************** 

**程序名 :LCD_Darker(void) 

**功能 : 减小 LCD的对比度 

**输入参数 : ContrastLevel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LCD_Darker(void) 

{ 

    if (ContrastLevel<0x3F) 

    { 

        ContrastLevel++; 

    } 

    SdCmd(0x81);             // 对比度设置指令 

    SdCmd(ContrastLevel);    

} 

 

/************************************************************************** 

**程序名 :LCD_Lighter(void) 

**功能 : 增加 LCD的对比度 

**输入参数 : ContrastLevel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LCD_Lighter(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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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ContrastLevel>0x00) 

    { 

        ContrastLevel--; 

    } 

    SdCmd(0x81);              // 对比度设置指令 

    SdCmd(ContrastLevel);    

} 

 

/************************************************************************** 

**程序名 :ResetLCDM(void) 

**功能 : LCD模块复位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ResetLCDM(void) 

{ 

    P9OUT |= BIT0|BIT1|BIT2|BIT3; 

//P9OUT |= _CS|A0|SCLK|SID; 

    P8OUT |= _RST; 

    P8OUT &= ~_RST;    

    delayms(1); 

    P8OUT |= _RST; 

    delayms(800); 

} 

 

/************************************************************************** 

**程序名 :initLCDM(void) 

**功能 : 初始化 LCD设置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initLCDM(void) 

{ 

    ResetL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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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stLevel=0x17;     // 默认对比度为 0x17 

    SdCmd(0xab);     // new  

    SdCmd(0xaf);            // 开显示  

    SdCmd(0x40);            // 显示开始行：0 

    SdCmd(0xc8);            // 行驱动方向为反向 

    SdCmd(0xa6);            // 正常模式 

    SdCmd(0xa4);            // 显示全亮功能关闭 

    SdCmd(0xa3);            // LCD 偏压比为 1/9  

    SdCmd(0x2f);            // 启用 LCD内部驱动电源 

    SdCmd(0x25);            // 内部电阻比 

    SdCmd(0x81);            // 对比度设置指令 

    SdCmd(ContrastLevel);   // 设置对比度 

} 

 

/************************************************************************** 

**程序名 :Zimo(uchar *str) 

**功能 : 取汉字字模的地址 

**输入参数 : *str                                             

** 输出参数 : 无                                                                                     

***************************************************************************/ 

uint Zimo(uchar *str)                             

{ 

    uchar i,num; 

 

    for(i=0;i<50;i++) 

    { 

        if((str[1]+((uint)str[0]<<8))==(((uint)zi[i].hanzi[0]<<8)+zi[i].hanzi[1])) 

        { 

               num=zi[i].num; 

               break; 

        } 

    } 

    return(nu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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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名 :PrintASCII(uint x,y,uchar *pstr) 

**功能 : 打印一个字母 

**输入参数 : x，y，*pstr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PrintASCII(uchar x,uchar y,uchar *pstr) 

 // 坐标(x,y)，x为水平方向像素列；y为垂直方向字符行（8点像素/行） 

{ 

    uchar j,n; 

    uint addr; 

 

    addr=*pstr++;                  //取字符代码 

    addr=(addr-0x20)*16;            //计算字符字模起始地址 

    for (n=0;n<2;n++) 

    { 

        SdCmd(y|0xb0);                //设置页地址 

        SdCmd((x*8>>4)|0x10);           //设置列地址高 4位 

        SdCmd(x*8&0x0f);                //设置列地址低 4位 

        for (j=0;j<8;j++)             //设置循环量，显示 6*8点阵字符 

        { 

               SdData(ASCIITAB[addr+j+8*n]);   //字模数据 

        } 

        y=y+1; 

    } 

} 

/************************************************************************** 

**程序名 :PrintGB(uchar x,uchar y,uchar *pstr) 

**功能 : 打印一个汉字 

**输入参数 : x，y，*pstr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PrintGB(uchar x,uchar y,uint addr) 

// 坐标(x,y)，x为水平方向像素列；y为垂直方向字符行（16点像素/行） 

{ 

    uchar 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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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addr*32;                   //计算汉字字模起始地址 

    for (n=0;n<2;n++) 

   { 

        SdCmd(y|0xb0);                  //设置页地址 

        SdCmd(((x*8)>>4)|0x10);         //设置列地址高 4位 

        SdCmd((x*8)&0x0f);              //设置列地址低 4位 

        for (j=0;j<16;j++)              //写 16字节字模数据 

        { 

            SdData(CCTAB[addr+j+16*n]); //写字模数据 

        } 

        y=y+1;       //页地址加 1 

    }                                 

} 

/************************************************************************** 

**程序名 :Display_String( uchar x,uchar y, uchar *pstr) 

**功能 : 打印一串汉字、字母混合型字符 

**输入参数 : x，y，*pstr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Display_String( uchar x,uchar y, uchar *pstr) 

{ 

    uchar i = 0; 

    uchar *Buffer = pstr; 

 uchar dis[2]; 

    while(Buffer[i]) 

    {   

        if( Buffer[i] & BIT7 )                 //汉字？ 

        { 

            dis[0] = Buffer[i]; 

            dis[1] = Buffer[i + 1]; 

            PrintGB( x,y,Zimo(dis));         //打印一个汉字 

            i += 2;         

            x=x+2;                           //列地址修正下一个字符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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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         //还是字母? 

        { 

            PrintASCII( x,y, Buffer+i );    //打印一个字母 

            i += 1; 

            x=x+1;                           //列地址修正下一个字符位置 

        }      

    } 

    return; 

} 

/************************************************************************** 

**程序名 : Draw_Dot(uint x,uint y)                                               

** 作用 : 打印某一点 

**输入参数 : uint x,uint y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Draw_Dot(uint x,uint y) 

// 坐标(x,y)，x为水平方向像素列；y为垂直方向页（8点像素/页） 

{ 

   

    uchar k,m; 

    k=y/8; 

    SdCmd(k|0xb0);         //设置页地址 

    SdCmd((x>>4)|0x10);    //设置列地址高 4位 

    SdCmd(x&0x0f);         //设置列地址低 4位 

 

    y=y%8; 

    m=1; 

    y=m<<y; 

 

    m=DDRAM[k][x];         //读数据 

 

    m=m|y; 

    SdData(m);             //写数据 

    DDRAM[k][x]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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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名 : Draw_Line(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                                              

** 作用 : 打印一条线 

**输入参数 : 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Draw_Line(uint x1,uint y1,uint x2,uint y2) 

//  x为水平方向像素列；y为垂直方向页（8点像素/页） 

//  坐标(x1,y1)为线起始地址坐标；坐标(x2,y2)为线终止地址坐标。 

{ 

    uint temp; 

    int dalt_x,dalt_y,err=0; 

    if (y1>y2) 

    { 

        temp=x1; 

        x1=x2; 

        x2=temp; 

        temp=y1; 

        y1=y2; 

        y2=temp; 

    } 

    Draw_Dot(x1,y1); 

    dalt_x=x2-x1; 

    dalt_y=y2-y1; 

    if(dalt_x>=0) 

    { 

        if(dalt_y>dalt_x)//k>1 

        { 

            while(y1<y2) 

            { 

                if(err<0) 

                { 

                    x1=x1+1; 

                    y1=y1+1; 

                    err=err+dalt_y-dalt_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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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se 

                { 

                    y1=y1+1; 

                    err=err-dalt_x; 

                } 

                Draw_Dot(x1,y1); 

            } 

        } 

        else  // 0<=k=<1 

        { 

            if (dalt_y==0) 

                y1=y1-1; 

            while(x1<x2) 

            { 

                if(err<0) 

                { 

                    x1=x1+1; 

                    err=err+dalt_y; 

                } 

                else 

                { 

                    y1=y1+1; 

                    x1=x1+1; 

                    err=err+dalt_y-dalt_x; 

                } 

                Draw_Dot(x1,y1); 

            } 

        } 

         

    } 

    else 

    {  

        dalt_x=x1-x2;   

        if(dalt_y>dalt_x)//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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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ile(y1<y2) 

            { 

                if(err<0) 

                { 

                    x1=x1-1; 

                    y1=y1+1; 

                    err=err+dalt_y-dalt_x; 

                } 

                else 

                { 

                    y1=y1+1; 

                    err=err-dalt_x; 

                } 

                Draw_Dot(x1,y1); 

            } 

        } 

        else       //0>k>=-1 

        { 

            if (dalt_y==0) 

                y1=y1-1;  

            while(x1>x2) 

            { 

                if(err<0) 

                { 

                    x1=x1-1; 

                    err=err+dalt_y; 

                } 

                else 

                { 

                    x1=x1-1; 

                    y1=y1+1; 

                    err=err+dalt_y-dalt_x; 

                } 

                Draw_Dot(x1,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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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程序名 : Draw_Circle(int x, int y, int Radius)                                             

** 作用 : 打印一个圆圈 

**输入参数 : uint x,uint y,int Radius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Draw_Circle(int x, int y, int Radius) 

{ 

    int xx, yy, ddF_x, ddF_y, f; 

    ddF_x = 0; 

    ddF_y = -(2 * Radius); 

    f = 1 - Radius; 

 

    xx = 0; 

    yy = Radius;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yy, y + xx); 

    Draw_Dot(x + yy, y - xx); 

    Draw_Dot(x - yy, y + xx); 

    Draw_Dot(x - yy, y - xx); 

    while (xx < yy) 

    { 

        if (f >= 0) 

        { 

            yy--; 

            ddF_y += 2; 

            f += ddF_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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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ddF_x += 2; 

        f += ddF_x + 1;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xx, y - yy); 

        Draw_Dot(x + yy, y + xx); 

        Draw_Dot(x + yy, y - xx); 

        Draw_Dot(x - yy, y + xx); 

        Draw_Dot(x - yy, y - xx); 

    } 

} 

/************************************************************************** 

**程序名 : void delayms(uint m)                                                 

** 作用 : 延时 

**输入参数 : m                                                         

** 输出参数 : 无                                                                                     

***************************************************************************/ 

void delayms(uint m)         

{ 

    uint j; 

    uint i; 

     

    for(i=0; i<m; i++) 

        for(j=0; j<1300; j++) 

            _NOP();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CDziku.c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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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LCD字库 

** 相关文件: lcdoperate.h 

** 修改日志： 

**************************************************************************/ 

#include "lcdoperate.h" 

 

uchar DDRAM[8][128]; 

//-------------  ASCII字符库---------------------------------------------------- 

//说明：该字库为 8*16点阵字符字模库 

//------------------------------------------------------------------------------ 

uchar const ASCIITA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 

0x00,0x00,0x70,0xF8,0xF8,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D,0x0D,0x00,0x00,0x00,/*

"!",1*/ 

0x00,0x38,0x38,0x00,0x00,0x3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00,0x20,0xF8,0xF8,0x20,0xF8,0xF8,0x20,0x00,0x02,0x0F,0x0F,0x02,0x0F,0x0F,0x02,/*

"#",3*/ 

0x00,0x30,0x78,0xCE,0x8E,0x18,0x10,0x00,0x00,0x04,0x0C,0x38,0x39,0x0F,0x06,0x00,/*

"$",4*/ 

0x18,0x3C,0x24,0xBC,0xD8,0x60,0x30,0x00,0x00,0x06,0x03,0x0D,0x1E,0x12,0x1E,0x0C,/*

"%",5*/ 

0x00,0xB0,0xF8,0x48,0x78,0x30,0x00,0x00,0x00,0x07,0x0F,0x08,0x09,0x07,0x0F,0x09,/*

"&",6*/ 

0x00,0x00,0x00,0x3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7*/ 

0x00,0x00,0xC0,0xF0,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07,0x1F,0x38,0x20,0x00,0x00,/*

"(",8*/ 

0x00,0x00,0x08,0x38,0xF0,0xC0,0x00,0x00,0x00,0x00,0x20,0x38,0x1F,0x07,0x00,0x00,/*

")",9*/ 

0x00,0x80,0xA0,0xE0,0xC0,0xE0,0xA0,0x80,0x00,0x00,0x02,0x03,0x01,0x03,0x02,0x00,/*

"*",10*/ 

0x00,0x80,0x80,0xE0,0xE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0,0x00,0x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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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0x00,0x0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2C,0x3C,0x1C,0x00,0x00,/*

";",12*/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0C,0x00,0x00,/*

".",14*/ 

0x00,0x00,0x00,0x80,0xE0,0x78,0x18,0x00,0x00,0x18,0x1E,0x07,0x01,0x00,0x00,0x00,/*

"/",15*/ 

0x00,0x00,0xF0,0xF8,0x08,0x68,0xF8,0xF0,0x00,0x00,0x07,0x0F,0x0B,0x08,0x0F,0x07,/*

"0",16*/ 

0x00,0x20,0x20,0x3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

"1",17*/ 

0x00,0x30,0x38,0x08,0x88,0xF8,0x70,0x00,0x00,0x0C,0x0E,0x0B,0x09,0x08,0x08,0x00,/*

"2",18*/ 

0x00,0x30,0x38,0x88,0x88,0xF8,0x70,0x00,0x00,0x06,0x0E,0x08,0x08,0x0F,0x07,0x00,/*

"3",19*/ 

0x00,0x00,0xF8,0xF8,0x00,0xE0,0xE0,0x00,0x00,0x03,0x03,0x02,0x02,0x0F,0x0F,0x02,/*

"4",20*/ 

0x00,0xF8,0xF8,0x88,0x88,0x88,0x08,0x00,0x00,0x08,0x08,0x08,0x0C,0x07,0x03,0x00,/*

"5",21*/ 

0x00,0xC0,0xE0,0x78,0x58,0xC8,0x8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F,0x07,0x00,/*

"6",22*/ 

0x00,0x08,0x08,0x88,0xE8,0x78,0x18,0x00,0x00,0x00,0x0E,0x0F,0x01,0x00,0x00,0x00,/*

"7",23*/ 

0x00,0x70,0xF8,0xC8,0x88,0xF8,0x70,0x00,0x00,0x07,0x0F,0x08,0x09,0x0F,0x07,0x00,/*

"8",24*/ 

0x00,0xF0,0xF8,0x08,0x08,0xF8,0xF0,0x00,0x00,0x00,0x09,0x0D,0x0F,0x03,0x01,0x00,/*

"9",25*/ 

0x00,0x00,0x0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C,0x0C,0x00,0x00,/*

":",26*/ 

0x00,0x00,0x00,0x60,0x6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2C,0x3C,0x1C,0x00,0x00,/*

";",27*/ 

0x00,0x80,0xC0,0x60,0x30,0x18,0x08,0x00,0x00,0x00,0x01,0x03,0x06,0x0C,0x08,0x00,/*

"<",28*/ 

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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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0x00,0x08,0x18,0x30,0x60,0xC0,0x80,0x00,0x00,0x08,0x0C,0x06,0x03,0x01,0x00,0x00,/*

">",30*/ 

0x00,0x30,0x38,0x88,0xC8,0x78,0x30,0x00,0x00,0x00,0x00,0x0D,0x0D,0x00,0x00,0x00,/*

"?",31*/ 

0xF0,0xF8,0x08,0x88,0xC8,0x48,0xF8,0xF0,0x07,0x0F,0x08,0x09,0x0B,0x0A,0x0B,0x0B,/*

"@",32*/ 

0x00,0xE0,0xF0,0x18,0x18,0xF0,0xE0,0x00,0x00,0x0F,0x0F,0x01,0x01,0x0F,0x0F,0x00,/*

"A",33*/ 

0x00,0xF8,0xF8,0x88,0x88,0xF8,0x70,0x00,0x00,0x0F,0x0F,0x08,0x08,0x0F,0x07,0x00,/*

"B",34*/ 

0x00,0xF0,0xF8,0x08,0x08,0x38,0x3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E,0x06,0x00,/*

"C",35*/ 

0x00,0xF8,0xF8,0x08,0x18,0xF0,0xE0,0x00,0x00,0x0F,0x0F,0x08,0x0C,0x07,0x03,0x00,/*

"D",36*/ 

0x00,0xF8,0xF8,0x88,0x88,0x88,0x08,0x00,0x00,0x0F,0x0F,0x08,0x08,0x08,0x08,0x00,/*

"E",37*/ 

0x00,0xF8,0xF8,0x88,0x88,0x88,0x08,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F",38*/ 

0x00,0xF0,0xF8,0x08,0x08,0x38,0x30,0x00,0x00,0x07,0x0F,0x08,0x09,0x0F,0x0F,0x00,/*

"G",39*/ 

0x00,0xF8,0xF8,0x80,0x80,0xF8,0xF8,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F,0x0F,0x00,/*

"H",40*/ 

0x00,0x00,0x08,0xF8,0xF8,0x08,0x00,0x00,0x00,0x00,0x08,0x0F,0x0F,0x08,0x00,0x00,/*

"I",41*/ 

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8,0x00,0x00,0x06,0x0E,0x08,0x08,0x0F,0x07,0x00,/*

"J",42*/ 

0x00,0xF8,0xF8,0x80,0xE0,0x78,0x18,0x00,0x00,0x0F,0x0F,0x00,0x03,0x0F,0x0C,0x00,/*

"K",43*/ 

0x0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8,0x08,0x08,0x08,0x00,/*

"L",44*/ 

0x00,0xF8,0xF8,0x20,0xC0,0x20,0xF8,0xF8,0x00,0x0F,0x0F,0x00,0x01,0x00,0x0F,0x0F,/*

"M",45*/ 

0x00,0xF8,0xF8,0x60,0xC0,0x80,0xF8,0xF8,0x00,0x0F,0x0F,0x00,0x00,0x01,0x0F,0x0F,/*

"N",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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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0xF0,0xF8,0x08,0x08,0xF8,0xF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F,0x07,0x00,/*

"O",47*/ 

0x00,0xF8,0xF8,0x88,0x88,0xF8,0x7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P",48*/ 

0x00,0xF0,0xF8,0x08,0x08,0xF8,0xF0,0x00,0x00,0x07,0x0F,0x08,0x18,0x3F,0x27,0x00,/*

"Q",49*/ 

0x00,0xF8,0xF8,0x88,0x88,0xF8,0x70,0x00,0x00,0x0F,0x0F,0x00,0x01,0x0F,0x0E,0x00,/*

"R",50*/ 

0x00,0x30,0x78,0xC8,0x88,0x18,0x10,0x00,0x00,0x04,0x0C,0x08,0x09,0x0F,0x06,0x00,/*

"S",51*/ 

0x00,0x08,0x08,0xF8,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0,/*

"T",52*/ 

0x00,0xF8,0xF8,0x00,0x00,0xF8,0xF8,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F,0x07,0x00,/*

"U",53*/ 

0x00,0xF8,0xF8,0x00,0x00,0xF8,0xF8,0x00,0x00,0x03,0x07,0x0C,0x0C,0x07,0x03,0x00,/*

"V",54*/ 

0x00,0xF8,0xF8,0x00,0xC0,0x00,0xF8,0xF8,0x00,0x01,0x0F,0x0E,0x01,0x0E,0x0F,0x01,/*

"W",55*/ 

0x00,0x18,0x38,0xE0,0xC0,0x38,0x18,0x00,0x00,0x0E,0x0F,0x00,0x01,0x0F,0x0E,0x00,/*

"X",56*/ 

0x00,0x78,0xF8,0x80,0x80,0xF8,0x78,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0,/*

"Y",57*/ 

0x00,0x08,0x08,0x88,0xC8,0x78,0x38,0x00,0x00,0x0E,0x0F,0x09,0x08,0x08,0x08,0x00,/*

"Z",58*/ 

0x00,0x00,0xF8,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40,0x40,0x00,0x00,/*

"[",59*/ 

0x00,0x18,0x78,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7,0x1E,0x18,0x00,/*

"\",60*/ 

0x00,0x00,0x08,0x08,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40,0x40,0x7F,0x7F,0x00,0x00,/*

"]",61*/ 

0x00,0x08,0x0C,0x06,0x06,0x0C,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6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

"_",63*/ 

0x00,0x00,0x02,0x06,0x0E,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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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0x00,0x00,0x20,0x20,0x20,0xE0,0xC0,0x00,0x00,0x06,0x0F,0x09,0x09,0x0F,0x0F,0x00,/*

"a",65*/ 

0x00,0xF8,0xF8,0x20,0x20,0xE0,0xC0,0x00,0x00,0x0F,0x0F,0x08,0x08,0x0F,0x07,0x00,/*

"b",66*/ 

0x00,0xC0,0xE0,0x20,0x20,0x60,0x4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C,0x04,0x00,/*

"c",67*/ 

0x00,0xC0,0xE0,0x20,0x20,0xF8,0xF8,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F,0x0F,0x00,/*

"d",68*/ 

0x00,0xC0,0xE0,0x20,0x20,0xE0,0xC0,0x00,0x00,0x07,0x0F,0x09,0x09,0x09,0x01,0x00,/*

"e",69*/ 

0x00,0x80,0xF0,0xF8,0x88,0x88,0x88,0x0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0,0x00,/*

"f",70*/ 

0x00,0xC0,0xE0,0x20,0x20,0xE0,0xE0,0x00,0x00,0x47,0x4F,0x48,0x48,0x7F,0x3F,0x00,/*

"g",71*/ 

0x00,0xF8,0xF8,0x20,0x20,0xE0,0xC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F,0x0F,0x00,/*

"h",72*/ 

0x00,0x20,0x20,0xEC,0xEC,0x00,0x00,0x00,0x00,0x08,0x08,0x0F,0x0F,0x08,0x08,0x00,/*

"i",73*/ 

0x00,0x00,0x20,0x20,0xEC,0xEC,0x00,0x00,0x00,0x40,0x40,0x40,0x7F,0x3F,0x00,0x00,/*

"j",74*/ 

0x00,0xF8,0xF8,0x00,0x80,0xE0,0x60,0x00,0x00,0x0F,0x0F,0x01,0x03,0x0E,0x0C,0x00,/*

"k",75*/ 

0x00,0x08,0x08,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8,0x08,0x0F,0x0F,0x08,0x08,0x00,/*

"l",76*/ 

0x00,0xE0,0xE0,0x20,0xE0,0x20,0xE0,0xC0,0x00,0x0F,0x0F,0x00,0x07,0x00,0x0F,0x0F,/*

"m",77*/ 

0x00,0xE0,0xE0,0x20,0x20,0xE0,0xC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F,0x0F,0x00,/*

"n",78*/ 

0x00,0xC0,0xE0,0x20,0x20,0xE0,0xC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F,0x07,0x00,/*

"o",79*/ 

0x00,0xE0,0xE0,0x20,0x20,0xE0,0xC0,0x00,0x00,0x7F,0x7F,0x08,0x08,0x0F,0x07,0x00,/*

"p",80*/ 

0x00,0xC0,0xE0,0x20,0x20,0xE0,0xE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7F,0x7F,0x00,/*

"q",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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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0xE0,0xE0,0x80,0x40,0x60,0x6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

"r",82*/ 

0x00,0xC0,0xE0,0x20,0x20,0x20,0x20,0x00,0x00,0x08,0x09,0x09,0x09,0x0F,0x06,0x00,/*

"s",83*/ 

0x00,0x20,0xF8,0xF8,0x20,0x20,0x20,0x0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8,0x00,/*

"t",84*/ 

0x00,0xE0,0xE0,0x00,0x00,0xE0,0xE0,0x00,0x00,0x07,0x0F,0x08,0x08,0x0F,0x0F,0x00,/*

"u",85*/ 

0x00,0xE0,0xE0,0x00,0x00,0xE0,0xE0,0x00,0x00,0x03,0x07,0x0C,0x0C,0x07,0x03,0x00,/*

"v",86*/ 

0x00,0xE0,0xE0,0x00,0xC0,0x00,0xE0,0xE0,0x00,0x03,0x0F,0x0C,0x03,0x0C,0x0F,0x03,/*

"w",87*/ 

0x00,0x60,0xE0,0x80,0x80,0xE0,0x60,0x00,0x00,0x0C,0x0E,0x03,0x03,0x0E,0x0C,0x00,/*

"x",88*/ 

0x00,0xE0,0xE0,0x00,0x00,0xE0,0xE0,0x00,0x40,0x47,0x4F,0x68,0x38,0x1F,0x07,0x00,/*

"y",89*/ 

0x00,0x20,0x20,0x20,0xA0,0xE0,0x60,0x00,0x00,0x0C,0x0E,0x0B,0x09,0x08,0x08,0x00,/*

"z",90*/ 

0x00,0x00,0x80,0xF0,0x78,0x08,0x00,0x00,0x00,0x01,0x03,0x1E,0x3C,0x20,0x00,0x00,/*

"{",91*/ 

0x00,0x00,0x0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7F,0x00,0x00,0x00,/*

"|",92*/ 

0x00,0x00,0x08,0x78,0xF0,0x80,0x00,0x00,0x00,0x00,0x20,0x3C,0x1E,0x03,0x01,0x00,/*

"}",93*/ 

0x30,0x18,0x08,0x18,0x30,0x20,0x3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9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95*/ 

}; 

 

//-------------  自建汉字字符库------------------------------------------------- 

//说明：该字库为 16*16点阵字符字模库 

uchar const CCTAB[]={ 

/*"利",00h*/ 

0x00,0x20,0x24,0x24,0xE4,0xFC,0x22,0x22,0x22,0x00,0xF8,0x00,0x00,0x00,0xFF,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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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10,0x08,0x04,0x03,0x00,0xFF,0x01,0x0E,0x04,0x00,0x0F,0x20,0x40,0x80,0x7F,0x00, 

/*"尔",01h*/ 

0x00,0x40,0x20,0x10,0x0C,0xCB,0x8A,0x18,0xE8,0x08,0x88,0x08,0x28,0x18,0x08,0x00, 

0x00,0x10,0x08,0x04,0x02,0x01,0x40,0x80,0x7F,0x00,0x00,0x01,0x0E,0x04,0x00,0x00, 

/*"达",02h*/ 

0x80,0x82,0x84,0x0C,0x10,0x10,0x10,0x10,0xFE,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50,0x48,0x44,0x43,0x40,0x41,0x42,0x44,0x5C,0x48,0x20,0x00, 

/*"杭",03h*/ 

0x08,0x08,0xE8,0xFF,0x48,0x80,0x08,0xC8,0x49,0x4E,0x48,0xC8,0x08,0x08,0x08,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0,0x30,0x0F,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78,0x00, 

/*"州",04h*/ 

0x00,0xE0,0x00,0x00,0xFF,0x20,0xC0,0x00,0xFE,0x10,0x60,0x80,0x00,0xFF,0x00,0x00, 

0x01,0x80,0x60,0x18,0x07,0x00,0x00,0x00,0x7F,0x00,0x00,0x01,0x00,0xFF,0x00,0x00, 

/*"录",05h*/ 

0x20,0x20,0x22,0xAA,0x2A,0x2A,0x2A,0xEA,0x2A,0x2A,0xAA,0xFE,0x20,0x20,0x20,0x00, 

0x00,0x10,0x30,0x10,0x09,0x4A,0x84,0x7F,0x02,0x05,0x08,0x18,0x30,0x10,0x00,0x00, 

/*"音",06h*/ 

0x40,0x40,0x44,0x44,0x4C,0x74,0x44,0x45,0x46,0x64,0x5C,0x44,0x4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播",07h*/ 

0x08,0x08,0xFF,0x88,0x48,0x12,0x96,0x5A,0x32,0xFE,0x31,0x59,0x95,0x91,0x90,0x00, 

0x42,0x81,0x7F,0x00,0x01,0x01,0xFF,0x49,0x49,0x7F,0x49,0x49,0xFF,0x01,0x00,0x00, 

/*"放",08h*/ 

0x08,0x08,0xF8,0x49,0x4E,0xC8,0x88,0x40,0x38,0xCF,0x0A,0x08,0x88,0x78,0x08,0x00, 

0x40,0x30,0x0F,0x40,0x80,0x7F,0x00,0x40,0x20,0x10,0x0B,0x0E,0x31,0x60,0x20,0x00, 

/*"暂",09h*/ 

0x80,0x92,0x9A,0x96,0xFB,0x52,0x52,0x80,0x7E,0x12,0x12,0x12,0xF2,0x12,0x10,0x00, 

0x00,0x00,0x00,0x7E,0x4B,0x4A,0x4B,0x4A,0x4A,0x4A,0x4A,0x7E,0x01,0x00,0x00,0x00, 

/*"停",0ah*/ 

0x80,0x40,0x20,0xF8,0x07,0x02,0x04,0x74,0x54,0x55,0x56,0x54,0x7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03,0x01,0x05,0x45,0x85,0x7D,0x05,0x05,0x05,0x03,0x00, 

/*"中",0bh*/ 

0x00,0x00,0xFC,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08,0xFC,0x08,0x00,0x00, 

0x00,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FF,0x02,0x02,0x02,0x02,0x07,0x00,0x00,0x00, 

/*"结",0ch*/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126页 共 179
页  

0x20,0x30,0xAC,0x63,0x10,0x00,0x08,0x48,0x48,0x48,0x7F,0x48,0x48,0x48,0x08,0x00, 

0x22,0x23,0x22,0x12,0x12,0x00,0x00,0x7E,0x22,0x22,0x22,0x22,0x22,0x7E,0x00,0x00, 

/*"束",0dh*/ 

0x04,0x04,0xF4,0x94,0x94,0x94,0x94,0xFF,0x94,0x94,0x94,0x94,0xF4,0x04,0x04,0x00, 

0x20,0x20,0x11,0x10,0x08,0x06,0x01,0xFF,0x02,0x04,0x08,0x08,0x11,0x30,0x10,0x00, 

/*"单",0eh*/ 

0x00,0x00,0xF8,0x28,0x29,0x2E,0x2A,0xF8,0x28,0x2C,0x2B,0x2A,0xF8,0x00,0x00,0x00, 

0x08,0x08,0x0B,0x09,0x09,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9,0x0B,0x08,0x08,0x00, 

/*"片",0fh*/ 

0x00,0x00,0x00,0xFE,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10,0x10,0x10,0x18,0x10,0x00, 

0x80,0x40,0x30,0x0F,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00,0x00,0x00,0x00, 

/*"机",10h*/ 

0x08,0x08,0xC8,0xFF,0x48,0x88,0x08,0x00,0xFE,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41,0x30,0x0C,0x03,0x00,0x00,0x00,0x3F,0x40,0x78,0x00, 

/*"系",11h*/ 

0x00,0x00,0x02,0x22,0xB2,0xAA,0x66,0x62,0x22,0x11,0x4D,0x81,0x01,0x01,0x00,0x00, 

0x00,0x40,0x21,0x13,0x09,0x05,0x41,0x81,0x7F,0x01,0x05,0x09,0x13,0x62,0x00,0x00, 

/*"列",12h*/ 

0x02,0x82,0x42,0xBA,0x16,0x12,0x92,0x7A,0x12,0x00,0xF8,0x00,0x00,0xFF,0x00,0x00, 

0x41,0x40,0x20,0x10,0x09,0x06,0x01,0x00,0x00,0x00,0x07,0x20,0x40,0x3F,0x00,0x00, 

/*"学",13h*/ 

0x40,0x30,0x10,0x12,0x5C,0x54,0x50,0x51,0x5E,0xD4,0x50,0x18,0x57,0x32,0x10,0x00, 

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42,0x82,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0, 

/*"习",14h*/ 

0x00,0x00,0x02,0x02,0x0A,0x12,0x22,0x62,0x02,0x82,0x82,0x4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04,0x0C,0x04,0x02,0x02,0x01,0x01,0x00,0x20,0x40,0x80,0x7F,0x00,0x00, 

/*"板",15h*/ 

0x10,0x10,0xD0,0xFF,0x50,0x90,0x00,0xFE,0x62,0xA2,0x22,0x21,0xA1,0x61,0x00,0x00, 

0x04,0x03,0x00,0x7F,0x00,0x11,0x0E,0x41,0x20,0x11,0x0A,0x0E,0x31,0x60,0x20,0x00, 

/*"发",16h*/ 

0x00,0x10,0x3E,0x10,0x10,0xF0,0x9F,0x90,0x90,0x92,0x94,0x1C,0x10,0x10,0x10,0x00, 

0x40,0x20,0x10,0x88,0x87,0x41,0x46,0x28,0x10,0x28,0x27,0x40,0xC0,0x40,0x00,0x00, 

/*"送",17h*/ 

0x40,0x41,0xC6,0x00,0x40,0x48,0x49,0x4E,0xF8,0x4C,0x4B,0x48,0x48,0x40,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48,0x44,0x43,0x40,0x41,0x42,0x4C,0x40,0x40,0x40,0x00,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127页 共 179
页  

/*"数",18h*/ 

0x10,0x92,0x54,0x38,0xFF,0x38,0x54,0x52,0x80,0xF0,0x1F,0x12,0x10,0xF0,0x10,0x00, 

0x42,0x42,0x2A,0x2E,0x13,0x1A,0x26,0x02,0x40,0x20,0x13,0x0C,0x33,0x60,0x20,0x00, 

/*"据",19h*/ 

0x08,0x08,0x08,0xFF,0x88,0x40,0xFE,0x92,0x92,0x92,0xF2,0x92,0x92,0x9E,0x80,0x00, 

0x02,0x42,0x81,0x7F,0x40,0x30,0x0F,0xFC,0x44,0x44,0x47,0x44,0x44,0xFC,0x00,0x00, 

/*"接",1ah*/ 

0x08,0x08,0x08,0xFF,0x88,0x68,0x24,0x2C,0xB4,0x25,0x26,0x34,0x2C,0x24,0x20,0x00, 

0x02,0x42,0x81,0x7F,0x02,0x82,0x8A,0x4E,0x53,0x32,0x12,0x2E,0x42,0xC2,0x02,0x00, 

/*"收",1bh*/ 

0x00,0xF8,0x00,0x00,0xFF,0x00,0x40,0x30,0xDF,0x10,0x10,0x10,0xF0,0x10,0x10,0x00, 

0x00,0x0F,0x04,0x02,0xFF,0x40,0x40,0x20,0x21,0x16,0x08,0x16,0x21,0x60,0x20,0x00, 

}; 

 

type_ziku zi[]=                                       // 字模地址表 

{ 

    {"利",0x00},{"尔",0x01},{"达",0x02}, 

    {"杭",0x03},{"州",0x04},{"录",0x05}, 

    {"音",0x06},{"播",0x07},{"放",0x08}, 

    {"暂",0x09},{"停",0x0a},{"中",0x0b}, 

    {"结",0x0c},{"束",0x0d},{"单",0x0e}, 

    {"片",0x0f},{"机",0x10},{"系",0x11}, 

    {"列",0x12},{"学",0x13},{"习",0x14}, 

    {"板",0x15},{"发",0x16},{"送",0x17}, 

    {"数",0x18},{"据",0x19},{"接",0x1a}, 

    {"收",0x1b}, 

}; 

 

//----------------------------------- 

// dispaly data (128x64) 

//----------------------------------- 

uchar const gImage_128x64LSD[]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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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E0,0xF0,0xF8,0xFC,0xFC,0xFE,0xFE,0x00,0x00,0x20,0xF0,0xFC,0xFE,0x1E,0x1E,0x3E, 

0xFE,0xFE,0xFC,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E,0xFE,0xFC, 

0xFC,0xF0,0xE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F,0x0F,0x06,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E,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F,0x1F,0x3F,0x7C,0xF8,0xF0, 

0xE3,0xC7,0x87,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07,0x0F,0x0F,0x0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8,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F,0x00,0x00,0x00,0xFE,0xFC,0xFC,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F,0x3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00,0x00,0x00,0x3F,0x3F,0x3F,0x3F,0x3C,0x38, 

0x3F,0x3F,0x3F,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F0,0xF0,0xF0,0xFC, 

0xFF,0xFF,0xFF,0x7F,0x1F,0x07,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3,0x07,0x07,0x0F,0x0F,0x1F,0x1F,0x1F,0x3F,0x3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F,0x7F,0x7F,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7F,0x7F,0x3F,0x1F,0x1F,0x1F,0x0F, 

0x07,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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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18, 

0x18,0xD8,0xF8,0xF8,0xF8,0xB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C0,0xF8,0xF0,0x00, 

0x80,0xF0,0xF8,0xF8,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0,0xF8,0x78,0x78, 

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70,0xF0,0xF0,0xE0,0x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38,0x18,0x38,0x18,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 

0xC0,0xE0,0xF8,0xF8,0xF8,0xEC,0xC0,0xC0,0xC0,0xC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E3,0xF3,0x3B,0x03,0xC3, 

0xFF,0xFF,0xFF,0x0F,0x83,0xF3,0xF3,0x13,0x03,0x83,0xF7,0xFF,0x3F,0x03,0xC0,0xFC, 

0xFF,0xFF,0x0F,0x03,0x03,0x03,0x03,0x03,0x03,0xC3,0xE3,0xE3,0x21,0x00,0x00,0x00, 

0xE0,0xFC,0xFE,0x3E,0x0E,0x00,0x80,0xE0,0xE0,0xE0,0x04,0x07,0x07,0x07,0x03,0x00, 

0x00,0x00,0xC4,0xFF,0xFF,0xFF,0x0F,0x03,0x00,0x00,0x80,0xC0,0xE0,0xF8,0x7C,0x3F, 

0x1F,0x1F,0xFF,0xF9,0xF8,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70,0x78,0x3F,0x0F,0x43,0x70,0x7F,0x7F, 

0x3F,0x03,0x60,0x7C,0x3F,0x0F,0x00,0x00,0x64,0x6F,0x67,0x60,0x70,0x7F,0x7F,0x3F, 

0x03,0x00,0x00,0x60,0x60,0x60,0x78,0x7C,0x3F,0x0F,0x43,0x60,0x60,0x60,0x78,0x7F, 

0x7F,0x1F,0x03,0x00,0x00,0x00,0x7F,0x7F,0x7F,0x63,0x60,0x60,0x60,0x60,0x60,0x60, 

0x70,0x7E,0x7F,0x7F,0x63,0x60,0x66,0x6E,0x66,0x6F,0x67,0x67,0x63,0x61,0x60,0x60, 

0x60,0x60,0x63,0x67,0x6F,0x67,0x6E,0x66,0x6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实验思考 ] 

1．如何显示一个实体圆，圆环，圆 

 2．如何利用该液晶实现一个动漫效果。 

 

[ 练习] 

 1．利用该液晶完成一个简单的二级菜单，通过和五向开关配合使用，完成菜单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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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语音模块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使用 ADC12，DMA，TIMERB模块 了解语音采集，以及 PWM-DA工作原理。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IAR4.11B C语言。 

2、实现功能：录/放音。 

3、实验现象：可进行 17秒左右录/放音。 

 

[ 实验原理 ] 

该实验的基本原理是：利用 MIC 将声音信号转换成模拟的电信号,通过功放将该信号放大,

利用 ADC12进行采集、转换成数字量，并且通过 DMA直接将转换数据送入 FLASH中进行存

放。在存放过程中通过 LCD进行一定的信息提示，这就完成了整个录音过程。 

放音过程中，则是通过提取存放在 FLASH中的数据，通过计算得出 PWM波占空比，利用

TIMERB 输出 PWM 波，再通过 1 阶带通滤波器进行滤波，模拟出采集进来的模拟电信号，通

过语音输出功放 TPA301进行放大送给耳机输出接口。 

因此整个的过程的基本框图如图 4-4： 

 

 

 

 

图 4-4 语音基本框图 

在该实验中最需要注意的是，采样频率的设置。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必须大于

被采样信号中最大频率分量频率的两倍，否则不能从信号采样中回复原始信号。由于人耳听觉

范围通常为 20Hz到 20KHz，如果要将所有声音都做一个非常精确的记录以及播放，很显然MCU

的速度上无法支持。但是做一个相对清晰语音记录的话，则采样频率仅仅需要 11KHz（电话音

质）。为了采样数据的存放的方便，也由于采样频率本身就被限制在了 11KHz，因此 ADC12在

进行转换的时候精度要求就不那么高了，通过设置我们将 ADC12DC 的转换精度改成 8 位。则

每次进行采样的数据仅仅就是 8 位，一个字节而已。在采样的时候进行处理将两次采样的数据

整合成一个字，存入 FLAH中。而MSP430F5438系列有 256K的 FLASH ROM，扣去一些预留

空间，则有 192K的空间来进行语音数据的存取。则总共可记录语音时间： 

                         T = 192Kbyte/(11K/S*1byte)=17S 

电 信

号 
电 信

号 ADC

FLAS
H 

TIMEB 
PWM波 

电 信

号 DMA TB 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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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样 12位精度的 AD转换，则时间会大大减少而音质并不会因此而有太大的提高。因为 1

次转换要占用两个字节，故可记录语音时间： 

                             T = 192Kbyte/(11K/S*2byte)=8.5S 

利用 PWM-DA输出，其实就是利用 TIMERB进行一个占空比不断变化的 PWM波的输出。

占空比的变化频率就是在采集模拟电信号的采样频率。而输出模拟电压值 Vout的计算公式如下 

                         Vout = Vcc*dutycycle(占空比) 

而利用 TB的 PWM产生模式产生的 PWM波占空比的计算公式则是： 

                         Dutycycle = CCR4 / CCR0 

换句话说输出电压值由 CCR4与 CCR0的比值决定，由于存放在 FLASH中的数据均为 8位

数据，因此只需要将 CCR0即 PWM波周期设置为 256个 TBCLK的倍数即可，考虑到MCU需

要响应按键中断以及进行数据的解析,故将 PWM波周期设置为 2倍的 256个 TBCLK。因此在每

次将 FLASH中的数值解析出来后，直接乘以 2放入 CCR4即可产生对应电压值所需占空比。 

 

[ 程序流程 ]  

主程序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132页 共 179
页  

按键中断子程序 

 

ADC12中断子程序 

 

TB中断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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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步骤 ] 

1．由于在 C 语言默认情况下 IAR 编译器分配给指针变量两个字节的空间，因此只能访问

64K以内的地址，因此对于 64K以外的存储空间是不能进行访问的，由于本程序要利用大于 64K

外部空间存储录音数据因此需要进行如下设置，增加指针变量的分配空间： 

A．在工程名上点击右键，选择 Option出现界面如图 4-2。 

B．在出现 Option界面 data model 中选择 Large。 

C．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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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2 扩展空间访问界面 

2．根据 LCD屏上显示的提示,进行操作即可进行相应的录音、放音、暂停等操作。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Source Code//综合程序/语音处理程序/code/LSD-TEST430F5438-01_V1.0_sound.c。 

 

[范例程序] 

*注意由于本程序调用上个实验 LCD模块程序，因此这部分程序在这里没有写出。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_V1.0_sound.c 

**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实现语音的录放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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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lcdoperate.h" 

 

#define recordmod  1 

#define playmod    2 

#define r_pausemod 3 

#define p_pausemod 4 

#define stopmod    0 

 

extern uchar dis[]; 

 

unsigned char workmod = 0,restartflag=0; 

long int a,samplenum,playnum1,i; 

int sampleresult,playnum,data[2];  

int *audiodata; 

 

 

void Init_Clk(void); 

void flashEraseBank( unsigned long FarPtr); 

void record( void ); 

void play( void ); 

void Seg_Erase(void); 

void write_Flash(int value,long address); 

 

 

void systeminit()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设置不用的 IO口************************************/     

    PADIR  = 0xFFFF;                           

    PAOUT  = 0; 

    PASEL  = 0; 

    PBDIR  = 0xFFFF; 

    PBOU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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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SEL  = 0; 

    PCDIR  = 0xFFFF; 

    PCOUT  = 0; 

    PCSEL  = 0; 

    PDDIR  = 0xFFFF; 

    PDOUT  = 0; 

    PDSEL  = 0; 

    PEDIR  = 0xFFFF; 

    PEOUT  = 0; 

    PESEL  = 0; 

    P11DIR = 0xFF; 

    P11OUT = 0; 

    P11SEL = 0;   

    PJDIR = 0xFF; 

    PJOUT = 0;   

     

    Init_Clk();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void main( void ) 

{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 

  

    P6OUT |= BIT6; 

    P6OUT &= ~BIT6; 

 

    P9OUT |= _CS; 

    P8OUT |= _RST; 

    P9OUT |= A0; 

    P9OUT |= SCLK; 

    P9OUT |= SID; 

    initLCDM();                                 // LCD初始化   

    ClearRAM(); 

/******************************按键 IO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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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REN |= BIT6 + BIT7; 

    P2OUT |= BIT6 + BIT7; 

    P2DIR &= ~(BIT6 + BIT7);     

    P2IES |= BIT6 + BIT7; 

    P2IE  |= BIT6 + BIT7; 

    P2IFG &= ~(BIT6 + BIT7); 

/******************************工作状态显示************************************/     

    do 

    { 

        _DINT(); 

        switch(workmod) 

        { 

            case stopmod: 

            {                 

                /****************************STOPMOD***************************/ 

                ClearRAM(); 

                uchar shuru1[]={"利尔达公司"}; 

                zimo(shuru1); 

                PrintGB(26,0,dis);           // 利尔达公司 

                uchar shuru2[]={"录音"}; 

                zimo(shuru2); 

                PrintGB(4,54,dis);           // 录音 

                uchar shuru3[]={"播放"}; 

                zimo(shuru3); 

                PrintGB(93,54,dis);          // 播放 

                 

                /**************************************************************/ 

            } 

            break; 

             

            case recordmod: 

            { 

                /****************************RECORDMOD*************************/ 

                ClearRAM(); 

                uchar shuru4[]={"录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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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mo(shuru4); 

                PrintGB(40,0,dis);           // 录音中 

                uchar shuru5[]={"暂停"}; 

                zimo(shuru5); 

                PrintGB(4,54,dis);           // 暂停 

                uchar shuru6[]={"结束"}; 

                zimo(shuru6); 

                PrintGB(93,54,dis);          // 结束 

                if(restartflag == 0)                            

                    record(); 

                /**************************************************************/ 

            } 

            break; 

            case r_pausemod: 

            { 

                /****************************R_PAUSEMOD************************/ 

                ClearRAM(); 

                uchar shuru7[]={"暂停中"}; 

                zimo(shuru7); 

                PrintGB(40,0,dis);           // 暂停中 

                uchar shuru2[]={"录音"}; 

                zimo(shuru2); 

                PrintGB(4,54,dis);           // 录音 

                /**************************************************************/ 

            } 

            break; 

            case p_pausemod: 

            { 

                /****************************P_PAUSEMOD************************/ 

                ClearRAM(); 

                uchar shuru7[]={"暂停中"}; 

                zimo(shuru7); 

                PrintGB(40,0,dis);           // 暂停中 

                uchar shuru3[]={"播放"}; 

                zimo(shur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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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GB(4,54,dis);           // 播放 

                /**************************************************************/ 

            } 

            break; 

            case playmod: 

            { 

                /******************************PLAYMOD*************************/ 

                ClearRAM(); 

                uchar shuru8[]={"播放中"}; 

                zimo(shuru8); 

                PrintGB(40,0,dis);           // 播放中 

                uchar shuru5[]={"暂停"}; 

                zimo(shuru5); 

                PrintGB(4,54,dis);           // 暂停 

                uchar shuru6[]={"结束"}; 

                zimo(shuru6); 

                PrintGB(93,54,dis);          // 结束 

                if(restartflag == 0) 

                    play(); 

                /**************************************************************/ 

            } 

            break; 

        } 

        TBCCTL4 &= ~(CCIFG); 

        _BIS_SR(CPUOFF + GIE); 

    } 

    while(1); 

} 

 

/******************************************************************************/ 

/** 程序名 : IO口中断-按键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根据按键改变工作状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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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void) 

{ 

     

    for(int i=5000;i>0;i--);                                  // 延时 消抖 

    if((P2IN & 0XC0) == 0XC0) 

    { 

        if((P2IFG&BIT6) == BIT6)                              // 左键 

        { 

            if(workmod == stop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停

止模式 

            { 

                workmod = recordmod;                          // 进入录音模式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record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录

音模式 

            { 

                TBCTL &= ~(MC0 + MC1);                         

                workmod = r_pausemod;                         // 进入录音暂停模式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r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录

音暂停模式 

            { 

                workmod = recordmod;                          // 进入录音模式 

                TBCTL |= MC__UP; 

                restartflag = 1;                              // 开始录音标志置一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play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播

放模式 

            { 

                TBCTL &= ~(MC0 + MC1);  

                workmod = p_pausemod;                         // 进入播放停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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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p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播

放暂停模式 

            { 

                TBCTL |= MC__UP; 

                workmod = playmod;                            // 进入播放模式 

                restartflag =1; 

                LPM0_EXIT;  

            } 

        } 

        if((P2IFG&BIT7) == BIT7)                               // 右键 

        { 

            if(workmod == stopmod)                             // 当前工作状态为 停

止模式 

            { 

                workmod = playmod;                             // 进入播放模式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playmod)||(workmod == p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播放/播放停止模式 

            { 

                TBCTL |= MC__UP;                                 

                playnum1 = 65536*3;                            // 强制停止 

            } 

            else if((workmod == recordmod)||(workmod == r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录音/播放录音模式               

            { 

                TBCTL |= MC__UP; 

                a = 65536*3;                                   // 强制停止 

            } 

        } 

        P2IFG &= ~(BIT6 + BIT7); 

    } 

    while((P2IN & 0XC0) != 0X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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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NOP(); 

    while((P2IN & 0XC0) != 0XC0);     

} 

/******************************************************************************/ 

/** 程序名 : 初始化录音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初始化录音模块设置                                                **/ 

/******************************************************************************/  

void record( void ) 

{   

    _DINT();                                                 // 全局中断关闭 

    Init_Clk();                                              // 初始化时钟设置 12M 

/*******************************DMA 设置***************************************/  

    DMACTL0 = DMA0TSEL_0;                                    // DMA0通道 软件触发 

    DMA0CTL = DMADT_4 + DMADSTINCR_3;                        // 重复单次传输 字传输 

目的地址加一      

    DMA0SA = (long *)&sampleresult;                          // 源地址 &sampleresult 

    DMA0DA = (long *)0x10000;                                // 初始目的地址 0x10000 

    DMA0SZ = 8;                                              // 初始传输数据数 8 

/*******************************ADC12 设置*************************************/      

    P6SEL |= BIT5;                                           // ADC12端口初始化 

    P6DIR |= BIT4;                                            

    P6REN |= BIT4; 

    P6DS  |= BIT4; 

    P6OUT |= BIT4; 

    ADC12CTL2 = ADC12RES_0;                                  // 8位 ADC 

    ADC12CTL1 = ADC12SSEL_3 + ADC12CONSEQ_2 + ADC12SHS_3 + ADC12SHP + ADC12REF2_5V;  

    // ADC12CLK=SMCLK=12M 重复单通道转换 TB1触发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CSTARTADD_0 + ADC12SHT02;     // ADC12内核开启 初始

化通道 0 

    ADC12MCTL0 = ADC12INCH_5 + ADC12SREF_0;                  // ADC12 采样通道 5 参

考电压 VCC VSS  

    ADC12IE = BIT0;                                          // 通道 0中断使能 

    ADC12CTL0 |= ADC12ENC;                                   // 转换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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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 B 设置***********************************/     

    TBCTL |= TBSSEL__SMCLK;                                  // TB时钟源 SMCLK=12M                                

    TBCCR0 = 1023;                                           // 采样频率 

12M/1024=11.718K  

    TBCCR1 = 923;                                            // 100个 CLK进行 转换

以及 DMA数据转移 

    TBCCTL1 |= OUTMOD_7 + CCIE;                              // TBCCR1 PWM输出 中断

使能 

/*******************************FLASH 空间擦除*********************************/     

    flashEraseBank(0x10000);                            

    flashEraseBank(0x20000); 

    flashEraseBank(0x30000); 

/*******************************DMA FLASH 空间写入准备*************************/     

    FCTL3 = FWKEY; 

    FCTL1 = FWKEY + BLKWRT;     

    TBCTL |= MC__UP;                                          // TB使能  

    DMA0CTL |= DMAEN;                                         // DMA使能 

    //_EINT(); 

} 

 

/******************************************************************************/ 

/** 程序名 : 初始化录音播放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初始化录音播放模块设置                                            **/ 

/******************************************************************************/  

void play( void ) 

{ 

    _DINT();                                                   // 全局中断关闭 

    Init_Clk();                                                // 时钟初始化 12M 

    audiodata = (int *)0x10000;                                // 语音数据存放初始

地址 

    P6DIR |= BIT6;                                             // 语音输出运放使能 

    P6OUT &= ~BIT6;                   

    P4DIR |= BIT4;                                             // PWM输出端口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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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P4SEL |= BIT4; 

    TBCTL = TBSSEL__SMCLK + TBIE + TBCLR;                      // TB时钟源 SMCLK=12M 

溢出中断使能 

    TBCCR0 = 511;                                              // PWM 频率 

12M/(256*2)=23.437k 

    TBCCR4 = 256;                                              // 初始化占空比 50% 

    TBCCTL4 = OUTMOD_7 + CLLD_1;                               // PWM输出 溢出后改

变 TBCCR4数值 

    playnum1 = 0; 

    TBCTL |= MC__UP;                                           // PWM输出初始化 

    //_EINT(); 

} 

 

/******************************************************************************/ 

/** 程序名 : ADC12中断-采样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采样输入声音电压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void) 

{ 

    if((++samplenum)%2==1)                                      // 奇数次采样结果 

暂时存放 

    { 

        sampleresult = ADC12MEM0;         

    } 

    else                                                        // 偶数次采样结果

处理 

    { 

        sampleresult = sampleresult<<8;                         // 每两次采样数据整

合成一个字的数据 

        sampleresult |= ADC12MEM0;          

        DMA0CTL |= DMAREQ;                                      // 触发 DMA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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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程序名 : TB中断-触发采样/PWM_DA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触发 ADC12采样/根据数据输出 PWM 与低通滤波形成 PWM-DA                **/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B(void) 

{ 

    

/******************************************************************************/ 

/** 模块名 : 触发采样部分                                                    **/ 

/** 作用 : 触发 ADC12采样 决定采样频率                                        **/ 

/******************************************************************************/    

    if(TBIV == 2)                          

    { 

        a++;                                                      // 触发次数记录 

        DMA0SZ = 10;                                              // 刷新 SZ值 不断

触发 DMA传输 注意该值不可为 1    

        if(a==65536*3+4)//(a==65536+4)                            // 采样数据量到

达上限? 

        { 

            FCTL3 = FWKEY +  LOCK;                                // 锁住 FLASH 

/*********************************初始化设置***********************************/             

            a = 0;                                                 

            restartflag = 0; 

            TBCTL = 0x00; 

            TBR = 0x00; 

            TBCCTL1 = 0x00; 

            ADC12CTL0 = 0x00; 

            DMA0CTL = 0x00; 

            ADC12IE = 0x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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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C12IFG = 0x00; 

            workmod = stopmod; 

            LPM0_EXIT;                                             // 退出 LPM0 

        } 

    }    

    

/******************************************************************************/ 

/** 模块名 : PWM_DA部分                                                      **/ 

/** 作用 : 出 PWM 与低通滤波形成 PWM-DA                                        **/ 

/******************************************************************************/      

    else 

    { 

        if(playnum == 0)                                           // 每输出 4个 PWM

波 取一次数值 进行处理 

        { 

            data[0] = *audiodata;                                  // 取值 

            data[1] = data[0] & 0x00ff;                            // 数据解析 

            data[0] = (data[0] & 0xff00) >> 8;             

            TBCCR4 = data[0] * 2;                                  // PWM占空比计算 

            playnum1++;                                            // DA输出数记录 

        } 

        else if(playnum == 2)                                      // 每两个 PWM 波

改变一次占空比 

        {   

            TBCCR4 = data[1] * 2;                                  // PWM占空比计算 

            audiodata++;                                           // 数据地址加一 

            playnum1++;                                            // DA输出数记录 

        }         

        if((++playnum)==4)                                         // 4个 PWM波输出

一循环 

        { 

            playnum = 0; 

        } 

        if(playnum1 == 65536*3+4)//(playnum1 == 65536+4)           // 输出数据量达

到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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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CTL3 = FWKEY +  LOCK;                                 // 锁住 FLASH 

            /********************************* 初 始 化 设 置

***********************************/             

            playnum1 = 0; 

            a = 0; 

            restartflag = 0; 

            TBCTL = 0x00; 

            TBR = 0x00; 

            TBCCTL4 = 0x00; 

            workmod = stopmod; 

            LPM0_EXIT;                                              // 推出 LPM0 

        } 

    } 

} 

 

/******************************************************************************/ 

/** 程序名 : 系统时钟初始化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MCLK = SMCLK = DCO = 16M  ACKL <-- XT1 = 32768                    **/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 XT1起振 

    UCSCTL1 = DCORSEL_5;                                          // 选择 DCO的范围  

    UCSCTL2 = 374;                                                // 设置 DCO频率为

16M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3;                           // 设置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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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程序名 : FLASH bank擦除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擦除 FLASH一个 bank                                                 **/ 

/******************************************************************************/ 

void flashEraseBank( unsigned long FarPtr)                

{ 

    FCTL3 = FWKEY;                                                // FLASH解锁                               

    while (FCTL3 & BUSY );                                        // 当前 FLASH无操

作 

    FCTL1 = FWKEY + MERAS;                                        // BANK擦设置 

    * ( (unsigned char *)FarPtr) = 0;                             // 空写     

    while (FCTL3 & BUSY );                                        // BANK擦完成?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FLASH锁住 

} 

 

 

[ 实验思考 ] 

1． 是否可以利用各种编码算法对采集到的语音数据进一步的进行压缩，以存储更多的数据

量。 

 

[ 练习] 

1．利用该学习板录音电路进行录音，通过学习板上的无线接口把数据通过无线模块发送出

去，另一方通过无线模块接收数据，然后经过单片机和音频播放电路，播放声音或者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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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加速度传感器实现光标操作实验 

 

[ 实验目的 ] 

学会操作 F5438的加速度传感器模块。 

 

[ 实验要求 ] 

1．编程要求：利用C语言，通过A/D采集加速度的不同来表示位置的不同，时钟至少 12MHZ。 

2．实现功能：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来表示板子的摆放位置，在液晶上实现光标功能 

3．实验现象：5438 学习板水平和竖直方向上的倾斜，可以在 LCD 上用箭头表示出来，如

果向右倾斜，则在 LCD上显示一个向右的箭头，同时 LED2灯亮。 

 

[ 实验原理 ] 

5438学习板子水平放置时，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ADXL330的 X轴、Y轴会有一个值，而在

不同方向倾斜时，其 X轴、Y轴的值会不同。所以根据位置不同时 X轴、Y轴检测的加速度值

可以模拟出板子的倾斜方向。 

 

[ 程序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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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步骤 ] 

1．将程序通过 JTAG烧入单片机内。 

2．将学习板向不同方向倾斜，就会在 LCD上显示出跟倾斜方向一致的箭头，同时相应 LED

灯也会亮。 

 

[ 范例路径 ] 

资料光盘/Source Code/综合程序 /加速度传感器程序/cursor/LSD-TEST430F5438-01-cursor.c。 

 

[ 范例代码 ] 

备注：由于液晶程序与前面相同所以这里就不再给出。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_V1.0_sou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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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环境: IAR 4.11B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实现语音的录放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lcdoperate.h" 

 

#define recordmod  1 

#define playmod    2 

#define r_pausemod 3 

#define p_pausemod 4 

#define stopmod    0 

 

extern uchar dis[]; 

 

unsigned char workmod = 0,restartflag=0; 

long int a,samplenum,playnum1,i; 

int sampleresult,playnum,data[2];  

int *audiodata; 

 

 

void Init_Clk(void); 

void flashEraseBank( unsigned long FarPtr); 

void record( void ); 

void play( void ); 

void Seg_Erase(void); 

void write_Flash(int value,long address); 

 

 

void systemin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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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设置不用的 IO口************************************/     

    PADIR  = 0xFFFF;                           

    PAOUT  = 0; 

    PASEL  = 0; 

    PBDIR  = 0xFFFF; 

    PBOUT  = 0; 

    PBSEL  = 0; 

    PCDIR  = 0xFFFF; 

    PCOUT  = 0; 

    PCSEL  = 0; 

    PDDIR  = 0xFFFF; 

    PDOUT  = 0; 

    PDSEL  = 0; 

    PEDIR  = 0xFFFF; 

    PEOUT  = 0; 

    PESEL  = 0; 

    P11DIR = 0xFF; 

    P11OUT = 0; 

    P11SEL = 0;   

    PJDIR = 0xFF; 

    PJOUT = 0;   

     

    Init_Clk();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void main( void ) 

{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 

  

 P6OUT |= BIT6; 

 P6OUT &= ~BIT6; 

  

    P9OUT |= _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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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OUT |= _RST; 

    P9OUT |= A0; 

    P9OUT |= SCLK; 

    P9OUT |= SID; 

    initLCDM();                                 // LCD初始化   

    ClearRAM(); 

/******************************按键 IO口设置************************************/     

    P2REN |= BIT6 + BIT7; 

    P2OUT |= BIT6 + BIT7; 

    P2DIR &= ~(BIT6 + BIT7);     

    P2IES |= BIT6 + BIT7; 

    P2IE  |= BIT6 + BIT7; 

    P2IFG &= ~(BIT6 + BIT7); 

/******************************工作状态显示************************************/     

    do 

    { 

        _DINT(); 

        switch(workmod) 

        { 

            case stopmod: 

            {                 

                /****************************STOPMOD***************************/ 

                ClearRAM(); 

                uchar shuru1[]={"利尔达公司"}; 

                zimo(shuru1); 

                PrintGB(26,0,dis);           // 利尔达公司 

                uchar shuru2[]={"录音"}; 

                zimo(shuru2); 

                PrintGB(4,54,dis);           // 录音 

                uchar shuru3[]={"播放"}; 

                zimo(shuru3); 

                PrintGB(93,54,dis);          // 播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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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case recordmod: 

            { 

                /****************************RECORDMOD*************************/ 

                ClearRAM(); 

                uchar shuru4[]={"录音中"}; 

                zimo(shuru4); 

                PrintGB(40,0,dis);           // 录音中 

                uchar shuru5[]={"暂停"}; 

                zimo(shuru5); 

                PrintGB(4,54,dis);           // 暂停 

                uchar shuru6[]={"结束"}; 

                zimo(shuru6); 

                PrintGB(93,54,dis);          // 结束 

                if(restartflag == 0)                            

                    record(); 

                /**************************************************************/ 

            } 

            break; 

            case r_pausemod: 

            { 

                /****************************R_PAUSEMOD************************/ 

                ClearRAM(); 

                uchar shuru7[]={"暂停中"}; 

                zimo(shuru7); 

                PrintGB(40,0,dis);           // 暂停中 

                uchar shuru2[]={"录音"}; 

                zimo(shuru2); 

                PrintGB(4,54,dis);           // 录音 

                /**************************************************************/ 

            } 

            break; 

            case p_pausem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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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_PAUSEMOD************************/ 

                ClearRAM(); 

                uchar shuru7[]={"暂停中"}; 

                zimo(shuru7); 

                PrintGB(40,0,dis);           // 暂停中 

                uchar shuru3[]={"播放"}; 

                zimo(shuru3); 

                PrintGB(4,54,dis);           // 播放 

                /**************************************************************/ 

            } 

            break; 

            case playmod: 

            { 

                /******************************PLAYMOD*************************/ 

                ClearRAM(); 

                uchar shuru8[]={"播放中"}; 

                zimo(shuru8); 

                PrintGB(40,0,dis);           // 播放中 

                uchar shuru5[]={"暂停"}; 

                zimo(shuru5); 

                PrintGB(4,54,dis);           // 暂停 

                uchar shuru6[]={"结束"}; 

                zimo(shuru6); 

                PrintGB(93,54,dis);          // 结束 

                if(restartflag == 0) 

                    play(); 

                /**************************************************************/ 

            } 

            break; 

        } 

        TBCCTL4 &= ~(CCIFG); 

        _BIS_SR(CPUOFF + GIE); 

    } 

    whil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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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名 : IO口中断-按键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根据按键改变工作状态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void) 

{ 

     

    for(int i=5000;i>0;i--);                                  // 延时 消抖 

    if((P2IN & 0XC0) == 0XC0) 

    { 

        if((P2IFG&BIT6) == BIT6)                              // 左键 

        { 

            if(workmod == stop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停止模式 

            { 

                workmod = recordmod;                    // 进入录音模式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record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录音模式 

            { 

                TBCTL &= ~(MC0 + MC1);                         

                workmod = r_pausemod;                   // 进入录音暂停模式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r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录音暂停模式 

            { 

                workmod = recordmod;                    // 进入录音模式 

                TBCTL |= MC__UP; 

                restartflag = 1;                        // 开始录音标志置一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play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播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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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BCTL &= ~(MC0 + MC1);  

                workmod = p_pausemod;                    // 进入播放停止模式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p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播放暂停模式 

            { 

                TBCTL |= MC__UP; 

                workmod = playmod;                            // 进入播放模式 

                restartflag =1; 

                LPM0_EXIT;  

            } 

        } 

        if((P2IFG&BIT7) == BIT7)                               // 右键 

        { 

            if(workmod == stopmod)                  // 当前工作状态为 停止模式 

            { 

                workmod = playmod;                             // 进入播放模式 

                LPM0_EXIT;                 

            } 

            else if((workmod == playmod)||(workmod == p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播放/播放停止模式 

            { 

                TBCTL |= MC__UP;                                 

                playnum1 = 65536*3;                            // 强制停止 

            } 

            else if((workmod == recordmod)||(workmod == r_pausemod)) 

                // 当前工作模式为 录音/播放录音模式               

            { 

                TBCTL |= MC__UP; 

                a = 65536*3;                                   // 强制停止 

            } 

        } 

        P2IFG &= ~(BIT6 + BIT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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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P2IN & 0XC0) != 0XC0); 

    _NOP(); 

    while((P2IN & 0XC0) != 0XC0);     

} 

/******************************************************************************/ 

/** 程序名 : 初始化录音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初始化录音模块设置                                                **/ 

/******************************************************************************/  

void record( void ) 

{   

    _DINT();                                         // 全局中断关闭 

    Init_Clk();                                     // 初始化时钟设置 12M 

/*******************************DMA 设置***************************************/  

    DMACTL0 = DMA0TSEL_0;                       // DMA0通道 软件触发 

    DMA0CTL = DMADT_4 + DMADSTINCR_3;          // 重复单次传输 字传输 目的地址加一     

    DMA0SA = (long *)&sampleresult;            // 源地址 &sampleresult 

    DMA0DA = (long *)0x10000;                  // 初始目的地址 0x10000 

    DMA0SZ = 8;                                // 初始传输数据数 8 

/*******************************ADC12 设置*************************************/      

    P6SEL |= BIT5;                             // ADC12端口初始化 

    P6DIR |= BIT4;                                            

    P6REN |= BIT4; 

    P6DS  |= BIT4; 

    P6OUT |= BIT4; 

    ADC12CTL2 = ADC12RES_0;                                  // 8位 ADC 

    ADC12CTL1 = ADC12SSEL_3 + ADC12CONSEQ_2 + ADC12SHS_3 + ADC12SHP + ADC12REF2_5V;  

    // ADC12CLK=SMCLK=12M 重复单通道转换 TB1触发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CSTARTADD_0 + ADC12SHT02;    // ADC12内核开启 初始化

通道 0 

    ADC12MCTL0 = ADC12INCH_5 + ADC12SREF_0;                  // ADC12 采样通道 5 参

考电压 VCC VSS  

    ADC12IE = BIT0;                                          // 通道 0中断使能 

    ADC12CTL0 |= ADC12ENC;                                   // 转换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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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R B 设置***********************************/     

    TBCTL |= TBSSEL__SMCLK;                                  // TB时钟源 SMCLK=12M                                

    TBCCR0 = 1023;                                  // 采样频率 12M/1024=11.718K  

    TBCCR1 = 923;                          // 100个 CLK进行 转换以及 DMA数据转移 

    TBCCTL1 |= OUTMOD_7 + CCIE;                  // TBCCR1 PWM输出 中断使能 

/*******************************FLASH 空间擦除*********************************/     

    flashEraseBank(0x10000);                            

    flashEraseBank(0x20000); 

    flashEraseBank(0x30000); 

/*******************************DMA FLASH 空间写入准备*************************/     

    FCTL3 = FWKEY; 

    FCTL1 = FWKEY + BLKWRT;     

    TBCTL |= MC__UP;                                          // TB使能  

    DMA0CTL |= DMAEN;                                         // DMA使能 

    //_EINT(); 

} 

 

/******************************************************************************/ 

/** 程序名 : 初始化录音播放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初始化录音播放模块设置                                            **/ 

/******************************************************************************/  

void play( void ) 

{ 

    _DINT();                                         // 全局中断关闭 

    Init_Clk();                                      // 时钟初始化 12M 

    audiodata = (int *)0x10000;                      // 语音数据存放初始地址 

    P6DIR |= BIT6;                                   // 语音输出运放使能 

    P6OUT &= ~BIT6;                   

    P4DIR |= BIT4;                                  // PWM输出端口初始化设置 

    P4SEL |= BIT4; 

    TBCTL = TBSSEL__SMCLK + TBIE + TBCLR;        // TB时钟源 SMCLK=12M 溢出中断使能 

    TBCCR0 = 511;                             // PWM频率 12M/(256*2)=23.437k 

    TBCCR4 = 256;                                // 初始化占空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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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CCTL4 = OUTMOD_7 + CLLD_1;                // PWM输出 溢出后改变 TBCCR4数值 

    playnum1 = 0; 

    TBCTL |= MC__UP;                            // PWM输出初始化 

    //_EINT(); 

} 

 

/******************************************************************************/ 

/** 程序名 : ADC12中断-采样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采样输入声音电压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void) 

{ 

    if((++samplenum)%2==1)                       // 奇数次采样结果 暂时存放 

    { 

        sampleresult = ADC12MEM0;         

    } 

    else                                        // 偶数次采样结果处理 

    { 

        sampleresult = sampleresult<<8;        // 每两次采样数据整合成一个字的数据 

        sampleresult |= ADC12MEM0;          

        DMA0CTL |= DMAREQ;                                      // 触发 DMA传输 

    }     

} 

 

/******************************************************************************/ 

/** 程序名 : TB中断-触发采样/PWM_DA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触发 ADC12采样/根据数据输出 PWM 与低通滤波形成 PWM-DA                **/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B(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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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模块名 : 触发采样部分                                                    **/ 

/** 作用 : 触发 ADC12采样 决定采样频率                                        **/ 

/******************************************************************************/    

    if(TBIV == 2)                          

    { 

        a++;                                                      // 触发次数记录 

        DMA0SZ = 10;                  // 刷新 SZ值 不断触发 DMA传输 注意该值不可为 1    

        if(a==65536*3+4)//(a==65536+4)           // 采样数据量到达上限? 

        { 

            FCTL3 = FWKEY +  LOCK;                 // 锁住 FLASH 

/*********************************初始化设置***********************************/             

            a = 0;                                                 

            restartflag = 0; 

            TBCTL = 0x00; 

            TBR = 0x00; 

            TBCCTL1 = 0x00; 

            ADC12CTL0 = 0x00; 

            DMA0CTL = 0x00; 

            ADC12IE = 0x00; 

            ADC12IFG = 0x00; 

            workmod = stopmod; 

            LPM0_EXIT;                                             // 退出 LPM0 

        } 

    }    

    

/******************************************************************************/ 

/** 模块名 : PWM_DA部分                                                      **/ 

/** 作用 : 出 PWM 与低通滤波形成 PWM-DA                                        **/ 

/******************************************************************************/      

    else 

    { 

        if(playnum == 0)// 每输出 4个 PWM波 取一次数值 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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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a[0] = *audiodata;                                  // 取值 

            data[1] = data[0] & 0x00ff;                            // 数据解析 

            data[0] = (data[0] & 0xff00) >> 8;             

            TBCCR4 = data[0] * 2;                            // PWM占空比计算 

            playnum1++;                                            // DA输出数记录 

        } 

        else if(playnum == 2)               // 每两个 PWM波改变一次占空比 

        {   

            TBCCR4 = data[1] * 2;                         // PWM占空比计算 

            audiodata++;                                           // 数据地址加一 

            playnum1++;                                            // DA输出数记录 

        }         

        if((++playnum)==4)                              // 4个 PWM波输出一循环 

        { 

            playnum = 0; 

        } 

        if(playnum1 == 65536*3+4)//(playnum1 == 65536+4)    // 输出数据量达到上限? 

        { 

            FCTL3 = FWKEY +  LOCK;                                 // 锁住 FLASH 

/*********************************初始化设置***********************************/            

            playnum1 = 0; 

            a = 0; 

            restartflag = 0; 

            TBCTL = 0x00; 

            TBR = 0x00; 

            TBCCTL4 = 0x00; 

            workmod = stopmod; 

            LPM0_EXIT;                                              // 推出 LPM0 

        } 

    } 

} 

 

/******************************************************************************/ 

/** 程序名 : 系统时钟初始化子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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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MCLK = SMCLK = DCO = 16M  ACKL <-- XT1 = 32768                    **/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 XT1起振 

    UCSCTL1 = DCORSEL_5;                             // 选择 DCO的范围  

    UCSCTL2 = 374;                                   // 设置 DCO频率为 16M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3;             // 设置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 

/** 程序名 : FLASH bank擦除子程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参数 : 无                                                            **/ 

/** 作用 : 擦除 FLASH一个 bank                                                 **/ 

/******************************************************************************/ 

void flashEraseBank( unsigned long FarPtr)                

{ 

    FCTL3 = FWKEY;                                                // FLASH解锁                               

    while (FCTL3 & BUSY );                                        // 当前 FLASH无操

作 

    FCTL1 = FWKEY + MERAS;                                        // BANK擦设置 

    * ( (unsigned char *)FarPtr) = 0;                             // 空写     

    while (FCTL3 & BUSY );                                        // BANK擦完成?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FLASH锁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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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思考 ] 

 1．采样的加速度值跟 A/D的参考电压有关吗？ 

 2．为什么时钟至少是 12MHZ？ 

 

[ 练习] 

 1．用 ADXL330做个简易的计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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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利用无线模块实现数据传输 
 

 [ 实验目的 ] 

1．了解 LSD-RF1100-AM433_V1.0 带MCU模块使用。 

2．了解液晶使用，掌握如何将数据转化为对应 ASCII码。 

 

[ 实验要求 ] 

编程要求： 

1．利用 C语言，实现对无线模块的地址配置，实现多机通信，并且在液晶上显示发送的数

据，接收方在液晶上显示接收数据。 

2．实现功能： 

发送方发送的数据在液晶上显示，接收方在接收数据后在液晶上显示。并且根据地址发送可

以实现多机通信。 

3．实验现象： 

发送模块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模块上红灯闪烁，发送数据在液晶上显示，接收模块接收数据

时候，绿灯闪烁，接收数据显示在液晶上面。当发送方停止发送数据，那么接收方绿灯灭，停

止接收，当发送数据开始后，绿灯又亮。 

 

[ 实验原理 ] 

 LSD-RF1100-AM433_V1.0模块是利尔达公司新推出一款基于 CC1100的无线模块。该模块

应用 UART 接口，使用方便进行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实现地址，通道，波特率的配置，使用非常

方便。当其 COM1，COM2 为高电平的时候进入发送和接收状态，当 COM1 为低 COM2 为高

电平时候，进入配置状态，只要根据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完成地址，通道等配置。 

 

[实验流程]             

 发送模块                        接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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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1．将学习板的上的 SW2的 3、4脚拨到 ON。 

2．在两学习板 RF5接口分别插上无线模块。 

3．将程序烧写进入主机，用电池供电，因为 USB有时候对无线有干扰。 

4．把程序烧进入从机，利用电池供电。 

5．观察发送模块是否灯变红闪烁，液晶上显示发送数据，接收模块亮绿灯，液晶上显示接

收数据。 

 

[范例路径] 

光盘资料 /程序代码 /综合程序 /无线模块 / LSD-TEST430F5438-01-wireless-maste.c 

LSD-TEST430F5438-01-wireless-slave.c。 

 

[范例程序]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LSD-TEST430F5438-01-wireless-maste.c 

** 版本：  IAR 4.11B 

** 工作环境:  

** 作者:   杨 

** 生成日期: 

** 功能:       利用 CC1100 带 MCU模块进行主从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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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1.本学习板采用 USB 转串口实现与上位机通信，因此在使用前需要安装驱

动，有两个驱动第一个是写进 E2ROM中 ID文件，如果 E2ROM是空，或者被写，在 

用在串口前需要烧写 ID文件进入 E2ROM ，这样才能正常安装 USB转串口驱动具体方法如下： 

a, ID 安装，ID文件本学习板已经写成程序，将 JP4用两盖帽短接，光盘资料/驱动程序/ID驱

动 运行 IAR 4。11B 工程就可以。 

b.  USB 驱动安装，在 ID安装后插上 USB转小 USB数据线将 PC和学习板连接起来，PC机会自

动跳出安装窗口，首先是 TUSB34D10 驱动然后是串口驱动，用户只要指定路径，本学习提供 USB

驱动，光盘资料/驱动程序/USB驱动 

3. 将 RF5 的第 3脚与 JP5 TX脚连接 

RR5的第 4脚与 JP5 RX脚连接 

上位机波特率 1200 无校验  

4.将 CC1100带 MCU无线模块插在 RF5上面 

5。将 SW2的 3、4脚拨到 ON。 

*************************************************************/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lcdoperate.h" 

//*********************************************************** 

void Init_Clk(void);                                   //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Uart_PC(void);                               //UART _A1 初始化 

void Init_UCA2(void);                                  //UART_A2初始化 

void systeminit(); 

 

unsigned char MST_Data = 0; 

unsigned char number; 

char mm[] = {0xAA,0XA7,0X69,0X45,0X16,0xAA,0XA9,0X55,0X11,0X16}; 

void Data_Conserve(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len);                                 

//地址配置初始化 

unsigned char receive_buffer[10] = {0}; 

 

void main(void) 

{     

    uchar i; 

    system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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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LCDM(); 

    Init_Uart_PC();                                 //UART _A1 初始化 

    Init_UCA2();                                    //UART_A2初始化 

    P9DIR |= BIT6 + BIT7;                           //配置为透明传输状态 

    P9OUT |=  BIT7 + BIT6; 

    P9OUT &=~ BIT6;                                 //进入配置状态 

    for(unsigned int i = 50000;i>0;i--);            //进入延时 

    mm[3] = (char)(mm[0] + mm[1] + mm[2]);          //计算校验 

    for(unsigned char i = 0;i<5;i++)                 

    { 

        while (!(UCA2IFG & UCTXIFG));              //发送地址配置命令 

        UCA2TXBUF = mm[i];    

    } 

    for(unsigned int i = 10000;i>0;i--);           //进入延时 

    _NOP(); 

    P9OUT |= BIT6; 

    ClearRAM(0,0,128,8); 

    Display_String(4,2,"接收数据"); 

 

    for(i=0;i<10;i++) 

    { 

        receive_buffer[i] = 0; 

    }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进入低功耗模式 

        Data_Conserve(receive_buffer,6);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UCA2(void) 

功能: Uart初始化  1200 bit/s 传输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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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UCA2(void) 

{ 

    P9SEL |= BIT5 + BIT4;                          // 作为串口输入输出端口 

    P9DIR |= BIT5  ; 

    P9DIR &= ~BIT4; 

    UCA2CTL1 = UCSWRST;                           

    UCA2CTL0 = UCMODE_0;                           // 选择 UART模式 

    UCA2CTL0 &= ~UC7BIT;                           // 8bit 字节传输 

    UCA2CTL1 |= UCSSEL_1;                          // 选择 ACLK作为时钟 

    UCA2BR0 = 0x03;                                // 32768/9600=27.30 

    UCA2BR1 = 0;                               

    UCA2MCTL = 0x04A;                            

    UCA2CTL1 &= ~UCSWRST;         

    UCA2IE |= UCRXIE;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Uart(void) 

功能: Uart初始化  1200 bit/s 传输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void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Uart_PC(void) 

{ 

    P5SEL |= BIT6 + BIT7;                        // 作为串口输入输出端口 

    P5DIR |= BI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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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DIR &= ~BIT7; 

    UCA1CTL1 = UCSWRST;                           

    UCA1CTL0 = UCMODE_0;                         // 选择 UART模式 

    UCA1CTL0 &= ~UC7BIT;                         // 8bit 字节传输 

    UCA1CTL1 |= UCSSEL_1;                        // 选择 ACLK作为时钟 

    UCA1BR0 = 27;                                // 32768/1200 

    UCA1BR1 = 0;                               

    UCA1MCTL = 0x04A;                            

    UCA1CTL1 &= ~UCSWRST;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Clk(void) 

功能: 时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XT1起振 

    UCSCTL1 = DCORSEL_5;                    //选择 DCO的范围  

    UCSCTL2 = 366;                          //设置 DCO频率为 12M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3;     //设置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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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模块)名称:void Data_Conserve(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len) 

功能: 时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Data_Conserve(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len) 

{ 

    static unsigned char a[] = {0}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len--) 

    { 

        a[i++] =  (*point)%10 + 0x30;  

        if(len != 0) 

        {   

            a[i++] = 32;  

        } 

        else 

            a[i] = 0; 

        point++; 

        

    } 

    Display_String(2,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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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函数名称：USCIA2_ISR() 

** 功能:USCI中断服务程序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pragma vector=USCI_A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2_ISR (void) 

{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ber; 

    while (!(UCA1IFG & UCTXIFG));                //UCA1发送缓冲器准备好？ 

    UCA1TXBUF = UCA2RXBUF;                       //把从机发送过来的数据，发送到上位

机 

    if((number)<6)    

        number++; 

    else 

        number = 0; 

    receive_buffer[number] = UCA2RXBUF; 

    LPM3_EXIT; 

} 

 

/************************************************************************* 

** 函数名称：systeminit() 

** 功能:系统初始化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systeminit()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Init_Clk();                               //时钟初始化函数 

    PADIR  = 0xFFFF;                          // 设置不用的 IO口  

    PAOUT  = 0; 

    PASEL  = 0; 

    PBDIR  = 0x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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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OUT  = 0; 

    PBSEL  = 0; 

    PCDIR  = 0xFFFF; 

    PCOUT  = 0; 

    PCSEL  = 0; 

    PDDIR  = 0xFFFF; 

    PDOUT  = 0; 

    PDSEL  = 0; 

    PEDIR  = 0xFFFF; 

    PEOUT  = 0; 

    PESEL  = 0; 

    P11DIR = 0xFF; 

    P11OUT = 0; 

    P11SEL = 0;   

    PJDIR = 0xFF; 

    PJOUT = 0;   

} 

 

/************************ 

** 版权:   杭州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 文件名: LSD-TEST430F5438-01-wireless-slave.c 

** 版本：  IAR 4.11B 

** 工作环境:  

** 作者:    

** 生成日期: 

** 功能:       利用 CC1100 带 MCU模块进行主从机通信。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相关说明:        

1.本学习板采用 USB转串口实现与上位机通信，因此在使用前需要安装驱动，有两个驱动第 

一个是写进 E2ROM中 ID文件，如果 E2ROM是空，或者被写，在用在串口前需要烧写 ID文件进

入 

E2ROM ，这样才能正常安装 USB转串口驱动具体方法如下： 

a, ID 安装，ID文件本学习板已经写成程序，将 JP4用两盖帽短接，光盘资料/驱动程序/ID 

驱动 运行 IAR 4。11B 工程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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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SB 驱动安装，在 ID安装后插上 USB转小 USB数据线将 PC和学习板连接起来，PC机会自

动 

跳出安装窗口，首先是 TUSB34D10 驱动然后是串口驱动，用户只要指定路径，本学习提供 USB 

驱动，光盘资料/驱动程序/USB驱动。 

3. 将 SW2的 3、4脚拨到 ON，使单片机 RXD,TXD与 USB芯片连接 

上位机波特率 1200 无校验  

4.将 CC1100带 MCU无线模块插在 RF5上面 

5。将 SW2的 3、4脚拨到 ON。 

*************************************************************/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lcdoperate.h" 

//*********************************************************** 

//unsigned char a[] = {0} ;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_UCA2(void); 

void Data_Conserve(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len); 

void systeminit(); 

 

unsigned char MST_Data = 0; 

unsigned char transt_buffer[] = {1,2,3,4,5,6}; 

char mm[] = {0xAA,0XA7,0X69,0X00,0X16,0xAA,0XA9,0X55,0X11,0X16};     

/************************************************* 

函数(模块)名称: main(void) 

功能:  主函数   

其它说明:          

*************************************************/ 

void main(void)                                      //地址配置指令 

{ 

    systeminit(); 

    delayms(1); 

 _NOP(); 

    Init_Clk();  

    initLCDM(); 

    Init_UCA2();                                   //Uart_A2初始化 

    P9DIR |= BIT6 + BIT7;                          // 无线模块 COM1，COM2脚为高电平，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175页 共 179
页  

为透明传输状态 

    P9OUT |=  BIT7 + BIT6; 

    P9OUT &=~ BIT6;                                //COM1 为高电平为配置状态 

    P9OUT |= _CS; 

    P8OUT |= _RST; 

    P9OUT |= A0; 

    P9OUT |= SCLK; 

    P9OUT |= SID; 

    for(unsigned int i = 50000;i>0;i--);           //延时 

    mm[3] = (char)(mm[0] + mm[1] + mm[2]);         //计算校验和 

    for(unsigned char i = 0;i<5;i++) 

    { 

        while (!(UCA2IFG & UCTXIFG));             //发送地址配置指令 

        UCA2TXBUF = mm[i];    

    } 

    for(unsigned int i = 10000;i>0;i--);         //发送完毕后进行延时 

    _NOP(); 

    P9OUT |= BIT6;                                //进入透明传输状态 

    ClearRAM(0,0,128,8); 

    Display_String(4,2,"发送数据"); 

 Display_String(2,4,"1 2 3 4 5 6"); 

    while(1) 

    { 

        for(unsigned char i= 0;i<6;i++) 

        { 

            while (!(UCA2IFG & UCTXIFG));             //发送数据 

            UCA2TXBUF = transt_buffer[i];  

            delayms(200); 

        } 

  Data_Conserve(transt_buffer,6);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UCA2(void) 

http://www.LIERDA.COM


 
 LSD MCU TECHNOLOGY CO., LTD .        利尔达单片机技术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登云路 425号杭州利尔达科技大厦 Tel:0571-88800000 Fax:0571-89908519 第 176页 共 179
页  

功能: UART_A2 初始化配置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Init_UCA2(void) 

{ 

     

    P9SEL |= BIT5 + BIT4;                       // 作为串口输入输出端口 

    P9DIR |= BIT5 ; 

    P9DIR &= ~BIT4; 

    UCA2CTL1 = UCSWRST;                           

    UCA2CTL0 = UCMODE_0;                        // 选择 UART模式 

    UCA2CTL0 &= ~UC7BIT;                        // 8bit 字节传输 

    UCA2CTL1 |= UCSSEL_1;                       // 选择 ACLK作为时钟 

    UCA2BR0 = 0x03;                               // 32768/9600 

    UCA2BR1 = 0;                               

    UCA2MCTL = 0x04A;                            

    UCA2CTL1 &= ~UCSWRST;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Init_Clk(void) 

功能: 时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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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 Init_Clk(void) 

{ 

    P7SEL |= 0x03;                          //XT1起振 

    UCSCTL1 = DCORSEL_5;                    //选择 DCO的范围  

    UCSCTL2 = 366;                          //设置 DCO频率为 12M 

    UCSCTL4 = SELM_3 + SELA_0 + SELS_3;     //设置 MCLK = DCOC,MCLK =DCO,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 

 

/************************************************* 

函数(模块)名称:void Data_Conserve(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len) 

功能: 时钟初始化 

本函数(模块)调用的函数(模块)清单: 

调用本函数(模块)的函数(模块)清单: 

输入参数:     void                          

输出参数:     void         

函数返回值说明:     

使用的资源       

其它说明:          

*************************************************/ 

void Data_Conserve(unsigned char  *point ,unsigned char len) 

{ 

    static unsigned char a[] = {0}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len--) 

    { 

 

        a[i++] =  (*point)%10 + 0x30;  

        if(len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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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 32;  

        } 

        else 

            a[i] = 0; 

        point++; 

    } 

    Display_String(2,4,a); 

} 

 

/************************************************************************* 

** 函数名称：systeminit() 

** 功能:系统初始化 

** 相关文件: 

** 修改日志： 

*************************************************************************/ 

void systeminit() 

{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ADIR  = 0xFFFF;                          // 设置不用的 IO口  

    PAOUT  = 0; 

    PASEL  = 0; 

    PBDIR  = 0xFFFF; 

    PBOUT  = 0; 

    PBSEL  = 0; 

    PCDIR  = 0xFFFF; 

    PCOUT  = 0; 

    PCSEL  = 0; 

    PDDIR  = 0xFFFF; 

    PDOUT  = 0; 

    PDSEL  = 0; 

    PEDIR  = 0xFFFF; 

    PEOUT  = 0; 

    PESEL  = 0; 

    P11DIR = 0xFF; 

    P11OU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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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SEL = 0;   

    PJDIR = 0xFF; 

PJOUT = 0;   

Init_Clk();                               //时钟初始化函数 

 

} 

 

[实验思考] 

1．在配置地址的时候为什么开始要加一段时间的延时，在配置完毕后为何又要加一段时间

的延时间，如果没有行吗？延时如何选择？ 

 

[实验练习] 

1．利用该无线模块实现频道切换来实现通信，并且能够发送和接收汉字和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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