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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MSP4 3 0单片机的日程管理系统 

马 健，刘亲社，王晟达 

(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目的：解决传统日程管理系统性能差的缺点。方法：采用 MSP430单片机进行智能化控制。结果：设 

计了一种基于 MSP430的 日程管理 系统。结论 ：该 系统功能强大，已在 多个 学校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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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日程管理系统是指在指定的时间自动实现提示、放音、 

录音等功能，例如清晨吹起床号和自动定时上下课响铃等。 

该系统广泛应用在学校、部队、工厂等部门 早期的司号仪 

系统存在诸多的缺点。如抗干扰能力差、播放音质不好、录音 

时间不长，给日常教学、工作到来极大不便。随着生活水平 

和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产品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老 

式的司号仪智能化不够高必将被淘汰，采用单片机控制的日 

程管理系统以其系统稳定、智能控制、操作简便、价格便宜等 

优点得到广泛应用。 

1 系统结构及功能 

系统的组成和程序流程如图 l所示，整个系统共有七个 

部分组成，分别是 ：主控部件 、电源部件 、时钟部件 、录放音部 

件、输入部件、显示部件、和扩展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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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组成和工作流程图 

主控部件选用的是 MSP430F149超低功耗 16位单片 

机，MSP430单片机采用 FLASH存储体，此单片机采用了 

FLASH在线编程JTAG技术，可以利用片内的 FLASH方 

便的实现软件升级。以达到系统升级的目的。设定的状态直 

接通过在系统编程存入 FLASH存储体，掉电可保护，功耗 

低，其抗 干扰能 力极 强，各 种 响 应 的设 定值 均存 储 在 

FLASH存储体中，强电磁干扰环境也不会影响到存储的状 

态。单片机通过 I／O口接受按键输入，通过调用时钟实现定 

时响应 ，管理 录音段及号音 ，并 控制 录放音 、液晶显示 和扩展 

口 。 

电源部件为各部件工作提供工作电源，全系统需要 4种 

电源 电压分别是 ：+3 V、+5 V、+12 V、一l2 V。 

时钟部件提供全系统时间基准，单片机定时和中断。为 

了实现 系统 的定 时录音 和放 音 ，必 须 有一 个 稳定 的时钟 。 

SD2003A是一种具有 内置晶振 、支持 I C总线接口的高精度 

实 时时钟芯片 。该系列芯片可保证 时钟精度 为土4 ppm(在 

25±l℃下)，即年误 差小 于 2分 钟。SD2003A 的 电源由电 

池提供，当单片机掉电后．SD2003A照样工作。当单片机恢 

复工作 时，调用 SD2003A 内部时钟 。 

录放音部件实现语音等信息的存储和播放。录放音部 

件选用 的是 ISD公 司 ISD400o系列语音处理芯片 ，它的工作 

电压 3V，单片录放时间最常可达 16分钟，音质好，适用于移 

动电话及其他便携式电子产品中。芯片采用 CM0S技术， 

内含振荡器、防混淆滤波器、平滑滤波器、音频放大器、自动 

静噪及高密度多电平闪烁存贮阵列。芯片设计是基于所有 

操作必须由微控制器控制，操作命令可通过串行通信接 口 

(SPI或 Microwire)送入。采样频 率可为 4．0，5．3，6．4， 

8．0 kHz，频率越低，录放时间越长，而音质则有所下降，片内 

信息存于闪烁存贮器中．可在断电情况下保存 100年(典型 

值)，反复录音 1O万次。 

输入部件主要用于实现定时时间的修改、录音放音的转 

换、时钟芯片的时间调整、继电器的响应控制等。输入采用 

4×4扫描键盘，由 MSP430单片机通过软件控制实现输入。 

显示部件采用 M12864—11A5液晶显示器，主要用于显示操 

作进程，使使用者能够清楚的看到每步操作的作用，增强了 

人机对话功能。 

考虑到管理系统应用的广泛性，系统增加扩展部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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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继电器组实现一些对大功率器件的控制功能。继 电器 的 

一 端是弱电，一端是强电，因此我们采用 了光电隔离控制 的 

方法，从而有效地控制大功率输出部件对系统的干扰。 

2 系统的技术实现 

主控模块对继电器和按键的控制是用 1／O口直接控制 

的。同时预留了大量外部接口．这主要用于将来升级 。主控 

部分采用了大量的分支跳转表，对键盘输入的值根据不同的 

环境 ，选择相对应的程序进行响应。因此整个系统仅仅使用 

了 5个按键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功能，其它键作为快捷控制键 

和特殊功能键。 

该主控部分的单片机通过 1 C通信协议对 SD2003时钟 

芯片进行控制，调用 SD2003的时钟，从而实现定时响应；而 

液晶显示模块是用并行通讯方式进行控制的，A0高时为指 

令，低时为数据。 

它与 ISD4004语音片采用 SPI同步通信协议，对 4004 

语音芯片控制，以下是 SPI协议 的控制时序，SPI协议由三 

根线构成，MIS0信号输入，MOSI信号输 出，UCLK时钟线 

组成 ，其通讯方式如图 2所示 。 

图 2 SPI协议时序 

SPI协议是一个同步串行数据传输协议．协议假定微控 

制器的 SPI移位寄存器在 SCLK的下降沿动作，因此对 

ISD4004而言 ，在时 钟上 升沿锁存 MOSI引脚 的数 据 ，在下 

降沿将数据送至 MIS0引脚。从时序图可以看出，SPI协议 

的实现比较容易，MsP43OFl49单片机利用其内部定时器， 

采用 3个 I／O口，用软件可实现 SPI协议。 

由于放音及录音有很多种，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良 

好的算法来进行这项工作，因此，我们采用了通过基于信息 

地址表(以下简称 MAT)的管理方式对录音片进行操作，真 

正实现了可对任意段进行删除、重录、添加任意时间长度的 

录音 的功能 。 

ISD4004有能力读回每次录音结束时的内部信息指针， 

据此建立一个简单的 MAT表。将每条信息的位置存入另外 

的不挥发性数字存储器中。这样，可按需要重放任一条指定 

信息。MAT表是信息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跟 

踪每一条信息的开始地址以及每一个信息碎块的开始和结 

束地址。 

在本应用中，录音部分 MAT表的建立是这样的：通常， 

寻址 ISD4004需要 12位地址，加上片选 4片 4004，则需要 

14位地址，假设将最低 5位地址恒为 0，只需 9位地址就可 

以寻址 300个存贮块中的任意一块，每块长度为 6．4秒 。 

此例中，MAT表占用 600字节的存贮空间，每个字对应 

着 ISD4004的一个存储块。随着录音和删除反复进行，具体 

对应关系也许会改变。下面说明工作原理。 

MAT表中的一个表项的数值或者表示该项与 ISD的 

存储块尚无关联，或者表示 ISD某个存储块 的状态。第 15 

位(最高位)有特殊作用：置 1表示对应的存储块是某条信息 

的起始块。其余各位就是存储块的地址。级联时，MAT中 

BIT12、BIT13是用来指示哪一片器件。这样，表项有 四种可 

能值： 

(1)表项值为全 0：表示该项与 1SD的存储块尚无关联。 

(2)表项值的 Bitl5为 l：表示对应的存储块是某段信 

息的起始块。 

(3)表项值的 Bitl5为 0，其余各位是有效地址：表示对 

应的存储块是某条信息的其中一块，但不是起始块。 

(4)第 2种情况的特例 ：我们约定，ISD的第一个存储块 

总是某条信息的起始块，因此对应表项值为(1000 0000⋯)。 

录入若干段信息后，随着 ISD4004空间的使用，MAT表 

白顶向下逐渐建立起相应表项。每使用了一个存储块就建 

立一字节的 MAT表项。MAT表的特点是 ：① 对应于同一 

条信息的所有表项在 MAT中总是连续放置的。② 对于由 

若干个 MAT表项组成的一条信息，它的各个存储块的地址 

值总是从小到大，但不一定紧紧相连。 

表 1 MAT表 信息结构 

MAT BIT15 块地址 块地址(十进制) 信息号 

1000···0101 1 000⋯ 0101 5 

0000···0110 O 000⋯ 0110 6 # 1 

0000⋯ 1OO1 0 000⋯ 1001 9 

1000⋯ OOlO 1 000···0010 2 
#2 

0000⋯1O1O O 000⋯ 1000 8 

0000···1011 1 000⋯ 1010 1O 

00OO⋯ l111 O 000⋯ 1011 11 #3 

1000⋯ 0011 O 000···1111 15 

0000⋯ 0100 1 000⋯ OO11 3 

0000···0111 O 000⋯ O1OO 4 #4 

0000···1110 0 000⋯ 0111 7 

以下是 288个 

全 0字 

重放时，微控制器从 MAT表头开始．向下搜索 Bit 15 

为 1的表项。要重放第几条信息，就去寻找第几个这样的表 

项．以重放 #3信息为例，微控制器停留在第三个 Bit 15为 1 

的表项，该项指向#3信息的第一个存储块。从该表项中， 

微控制器得到 ISD中 O3信息第一个存储块的块号是 1O， 

#03信息的重放由 SPI送入第 lO块的地址(即块号乘以 8) 

后开始。 

去掉 MAT表的相关表项就可删除该信息。例如删除 

#3信息，对照表 1，#3信息占用了 MAT表的第 6、7、8字， 

为了删除 #3信息，须将其对应的最后一个表项之后的所有 

表项往后移动 3字，然后把 MAT表 已分配的最后三个表项 

值置为全 0。 

3 结论 

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日程管理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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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录音 ：在指定时间开启录音，录音时间不小于 3O分 

钟。录音源为收音机(默认)、麦克风(选择音源时，采用手 

控)； 

(2)吹号：在指定时间吹号，号音种类有 15种，每个号 

音的时间是一定的，累计号音时间在 lO分钟左右； 

(3)放音：在指定时间，按指定时长放音，音源为录音、 

录音机、收音机。可选择播放的次数，在播放期间，如有其他 

指令，则停止播放执行新指令； 

(4)电铃：在指定时间开启 电铃 ，持续时间(固定为 5 

秒)可设定 ； 

(5)关灯(开灯)：在指定时间关灯(开灯)。 

该系统功能强大，人机接 口人性化，外观美观。已在部 

分院校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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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z—mode—int> 65 536)then az—mode—int：一 az— 

mode—int一65 536； 

az—grainl：一 az—mode—int*(360．O／az—b1)／65 536； 

／／精码代表的在分段内的角度，同样不会超过 360／比率 

if(az—grain > az—grain1)then az—mode—l：一 az— 

mode—l+1 ／／如果粗码超前 于精码则分段号加 1 

else az—mode—l：一az—mode—l； 

／／如果粗码落后于精码则分段号不变 

real—az—pos：=(az—mode—l*(360／20)+az～grain1)； 

／／利用修正过的分段号和精码角度合成真实角度 

本算法要求精码和粗码值在 O。时，精码值和粗码值相差 

较大，若相等则会因旋变的误差产生 18。的跳码。本算法经 

过了工程的检验。它的优点在于，不需要严格调整精粗旋 

变 ，仅仅在任意角度时，给精码／粗码一个偏置量，使粗码 

MOD 2O后产生的余值远远偏离精码值(避免因旋变或线产 

生的误差造成跳码)．方便了旋变的安装。使得在调编码器 

时，不需要再动旋变，减少系统联调时的工作量，相对以前按 

象限进行组合的算法，本算法有以下优点： 

(1)应用范围大，本算法不仅能用于 16：1，32：1，64： 

1等 2的n次方比 1的旋转变压器，还可应用 2O：l，36：1 

等非 2的 n次方比l的旋转变压器。 

(2)适应范围广，以前只能适应士9O度，本算法适应范 

围为±180度。 

(3)现场配置参数容易。以前为了配值需要天线全范 

围运动一圈后取精码接近 0的粗码值的均值，很不容易，经 

常需要半天才能配成功。而本算法可在任意角度取值进行 

匹配。 

2S83A的+VC到数字地和±VS到模拟地之间必须接 

100 nf的电容，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外部短接。 

2S83A产生误差 的原 因及解决方法 ： 

(1)积分器的偏移 ，积分器偏移量非常小，对编码精度 

影响不大。可通过 ()FFSET ADJUST引脚做调整。 

(2)输入信号 SIN 和 COS的相移，包括旋变引起 的 

SIN，COS相移，电缆长度引起的相移。电缆需要选择双绞 

屏蔽线 。 

其中旋变引起的相移是最主要的相移。尽量选择质量 

好的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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