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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并将该端电机轴的端面用黑白颜色各涂一半便于由光 

耦采集电机的转速。电机每转一圈，在黑白截面切换时由光 

耦产生一窄脉冲，该脉冲通过编码器 c)(2O106处理后输出反 

映转速的方波信号，供单片机进行处理。为了更精确的采样， 

光耦由时基555产生的方波电压供电。 

3 数模转换电路 
这部分的功能是将单片机输送过来的与设定转速值对应 

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电压，以便与电机反馈回来的转速信 

号进行比较，通过控制电路和驱动电路使电机输出恒定转速。 

本项目选取16位的DAcl218芯片作为 D／A转换器。其测量 

误差为 ±0．01％ ，能满足本项目的设计需要。 

4 语音电路 
目前，语音在智能化仪器中的应用越来越多，本系统在研 

制中加入了语音技术。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在语音词汇的保 

存方式上，要求语音数据存储器掉电后数据不丢失，而特思高 

公司的 SR4812型语音芯片就具有这种特点，并且该芯片成本 

低，本项 目语音提示涉及 32个词汇，故用4片 SR48l2组合形 

成语音模块，完成语音提示功能，便于用户对仪器的操作使用。 

5 软件的实现 
软件设计时，采用 c51单片机程序设计语言进行编程，分 

“设定处理”、“驱动控制”、“采样控制”三大功能进行设计。 

软件设计流程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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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软件设计流程 

6 结束语 
通过上述技术保障，本文设计的转速装置满足了设计要 

求，在本单位测试转速表工作中，运行稳定可靠，效果较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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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蓝牙接收装置的设计 

孙兆伟，冯进良，徐东明 

(长春理工大学，长春 130022)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以MSP430单片机作为硬件平台；以 Gc一06蓝 

牙接收模块、sD储存卡和 Rs232串行通讯接口为数据传输接口的蓝牙 

接收装置设计。该装置具有对激光测距仪传输的数据进行接收并处理 

的功能。提高了激光测距仪的工业现场使用灵活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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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徕卡迪士通公司生产的A6激光测距仪具有测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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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外观小巧迷人、可用蓝牙进行无线数据传输等优点。但 

是它的数据储存和处理能力不够强大，在现场使用很不方便， 

在测量过程中浪费很多时间。所以工人宁可使用皮尺测量，也 

不愿意使用激光测距仪。针对这些在现场测量过程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实验室和大庆油田试采作业队 

合作共同开发了基于 MsP43O单片机’的一种蓝牙数据接受 

装置。 

我们开发的激光测距仪蓝牙数据接受装置采用手持式结 

构，小巧轻便、便于携带、数据处理功能强大、界面友好、操作简 

单方便。 

1 硬件电路设计 
该接受装置以MsP430Fl49超低功耗微控制器为核心，采 

用 Gc06蓝牙接收模块接受测距仪传送过来的测量数据，通过 

LCD液晶显示、按键选择进行数据处理。数据既可以以 FAT 

文件格式保存 sD卡，又可以通过串口传送给上位机电脑处理 

或保存。 ． 。 

1．1 MSP43O单片机介绍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美国德州仪器(，I1)1996年开始推 

向市场的一种 16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Mixed si al 

Process0I)。 

MsP430F149单片机具有以下特点： 

1)低电源电压范围：1．8～3．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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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低功耗：待机模式：1．6VA；关闭模式 (RAM保持)： 

0．1VA；活动模式：280VA at lMHz，2．2V； 

3)5种省电模式； 

4)16位 RIsC结构，125nm指令周期 ； 

5)带内部参考，采样保持和自动扫描特性的 12位 A／D 

转换； 

6)串行在线编程，无需外部编程电压，安全溶丝可变成代 

码保护； 

7)60kB+256B闪速储存器 ，2kB的 RAM。 

此款 MsP43O单片机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丰富的片内外 

设，用在本文的蓝牙接受装置中比较合适。 

1．2 GC—o6蓝牙接收模块介绍 

本文采用南京国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Gc一06 

蓝牙接收模块，该模块开放了 csR蓝牙芯片(csR—Audi0一 

Flash)的所有功能引脚，模块电路板为0．8mm四层板，传输距 

离可达 10米，非常适合客户开发各种运用。 

GC—O6蓝牙模块主要性能参数 ： 

1)频段：2．4GHz一2．48GHz，ISM Band； 

2)蓝牙协议：BlueTo0th V1．2； 

3)功率等级：class2(+6dBm)； 

4)操作电压：2．7V一3．3V； 

5)支持端口：usB口、Rs232口(最大波特率为 1．4Mbps)、 

AudioY音频口、数字 10口l2条，两路模拟量输入； 

6)工作温度：一40～+105℃。 

1．3 蓝牙接受装置硬件电路结构及工作过程 

蓝牙接受装置硬件电路采用 MsP430Fl49单片机做为核 

心控制芯片，在电路用3．3V电压供电，外接 8M和 3k晶振做 

为外接振荡源，这样芯片可以正常工作。Gc一06蓝牙模块可 

以自动检测到激光测距仪蓝牙发送功能是否启用，将接受的 

数据通过串口1TrL电平传送出来 ，在电路中和 MsP430F149单 

片机 P3．4 P3．5脚相接，占用片内 uAR1、0资源。核心控制电 

路如图 1所示。 

图 1 核心控制电路 

电源电路外接3．7V一5V电源都可以，采用 1l17稳压芯 

片将电压稳到3．3V可供主电路供电，并接有滤波电容进行滤 

波，和主电路有开关相接。LcD液晶屏采用 l2864点阵驱动， 

SD卡卡槽引脚和 MSP430Fl49单片机 P5．0、P5．1、P5．2、P5．3 

脚相接，sD卡采用sPI通信模式，占用片内uART1资源，通过 

软件程序控制 MsP430F149单片机同步采用 sPI通信模式。 

部分接口电路如图2所示。 

外接 Rs232串口通过 MAx232芯片经过电平转换与单片 

机P3．6、P3．7脚相接，同样 占片内UARTl资源，但通过软件程 

序模式选择为uART模式可以sD卡通信分时复用，实现和上 

位机通信功能。JTAG调试引脚 全部外接 出来 ，可 以实现 

MsP430F149单片机在线调试。另外电路接有 6个按键电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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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复位按键电路，可实现电路复位和人机信息交互。串口电 

路和JTAG调试电路如图3所示。 

图2 部分接口电路 

图 3 串口电路和 JTAG调试电路 

拨动拨动开关 ，装置开机进入主界面，同时 Gc一06蓝牙 

模块进入接受等待状态，通过按键选择，可分别进入一组数据 

测量界面、二组数据测量界面、误差补偿界面、串口通信界面。 

各个界面具体功能4功能介绍及技术指标中有详细介绍，经过 

测试，具有良好的性能稳定性。 

2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设计主要实现上述设计中提到的电路功能和界 

面功能，最重要的是程序实现了以FAT文件格式读写 sD卡的 

功能。 

系统主程序主要实现了对Gc06接受的测量数据进行格 

式转化、sD卡 FAT文件格式储存操作、运算处理和 LcD显示 

的功能，同时能够实现对上位机传送数据的功能。在数据处理 

的过程中，用到几个重要的函数，这几个重要的函数是： 

1)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0id)； 

2)液晶屏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LCD(void)； 

3)键值判断函数 void switchKey(void)； 

4)键值处理函数 void key—pmcess(void)； 

欢迎光临本刊网站 hnp：／／1̂n̂fw_e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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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蓝牙接受数据处理函数 uAR Inocess()； 

6)sD卡初始化函数 sojnit(&sdNow)； 

7)FAT文件系统初始化函数 IIlitFatl6()； 

8)创建测量数据接受文件 creats曲le()； 

9)读 sD卡初始值 readsdint()。 

系统工作软件流程图如图4所示。 

图4 系统主函数工作流程图 

3 功能介绍及技术指标 
该蓝牙接受装置主要完成的功能为： 

1)程序复位 按程序复位键可以重新启动程序，恢复到起 

始等待接受状态。 

2)一组数据测量模式与二组数据测量模式 通过模式选择 

键可以分别进人一组、二组数据测量模式。一组数据测量模 

式可以实现接受的测量数据个数计数和所有数据进行累加的 

功能。二组数据测量模式可以实现所有测量数据分成两组，组间 

先做减运算然后减结果累加的功能，同样也实现测量数据计数的 

功能。两组测量模式，接受到的测量数据都自动保存sD卡。 

3)计算结果 不管是在一组数据模式还是在二组模式，按 

下计算结果键，自动运算出数据处理结果并自动保存 sD卡。 

口科研设计成果口 

测量数据和运算结果分别分两个文件保存。 

4)数据删除对测量中不需要的数据可以按删除键删除。 

5)误差补偿 选择进入误差补偿界面，可进行设置误差补 

偿大小，可以精确到0．01米。 

6)串口通信选择进入串口通信界面，蓝牙接受装置可实 
现与电脑上位机联机通信，这时接受装置接受到的数据直接 

传送给电脑上位机处理。 

另外，通过上翻，下翻键的组合，可以在 LCD中滚动的查 

看测量的数据；通过上翻、下翻、左移、右移键的组合可以对测 

量的数据进行编辑。确定键确认要执行的命令。取消键则取 

消要执行的命令。 

4 结论 

经过电路的设计和加工制作、软件的编制和调试、面板的 

设计加工、外壳的制作之后，研制出了该蓝牙接受装置的样 

机。经过在大庆油田的现场试用，表明该蓝牙接受装置性能 

稳定、功能完善、操作简单方便、接受数据和处理数据方便实 

用，对主要器件可进行插拔操作可维护性好，达到了预期的要 

求。该产品解决的原有激光测距仪数据储存、处理不便的一 

些实际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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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3983和 AT89C2051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设计 

陈 新，黄伟志 

【天津工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天津 3OOl60) 

摘要：主要介绍步进电机驱动器 A3983芯片及其应用。阐述了该芯片 

的工作原理及引脚功能。并给出了由A3983组成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及与单片机的接口以及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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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电机是工业过程控制及仪表中主要执行元件之一， 

具有快速启停，能力强，精度高，转速容易控制等特点。随着步 

进电机应用的日益广泛 ，其驱动电路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各类 

控制芯片的功能越来越丰富，操作也越来越简便。因此，许多 

器件生产商研制、生产了大量的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器。A3983 

是美国 AJlegro公司最近开发出来、专门用于双极型步进电机 

的微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它主要的设计功能包括：自动混合模 

式电流衰减控制，PwM电流控制，同步整流，低输出阻抗的 

DM0s电源输出，全、半、1／4及 1／8步进模式，休眠模式以及易 

实现的步进和方向接口等。本文采用廉价单片机 A 9c加5l 

来控制A3983，其应用电路结构简单、使用及控制方便，有着极 

广泛的应用价值。 

1 A3983的工作原理及主要引脚说明 
1．1 工作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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