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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RF24E1和MSP430低功耗肌电信号监测系统设计 

胡大洋 
(盐城工学院 实验教学部，江苏 盐城 224051) 

【摘 要】：介绍了利用TI公司新一代l6位单片杌MSP430F425和nFR24E1射频收发器芯片组成的一种无线表面肌 

电信号采集系统的设计方案。根据表面肌电信号的特点，设计出了相应的调理电路，并给出了系统的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和 

通讯协议的 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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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引言 

肌电信号(EMG)是产生肌肉力的电信号根源。它是肌肉中 

许多运动单元动作电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反映了神经和 

肌肉的功能状态．在基础医学、临床诊断和康复工程中有广泛的 

应用『l】。目前。临床肌电图(Electromyogram)检查多采用针电极插 

入肌肉检测肌电图。其优点是干扰小，定位性好，易识别，但由于 

它是一种有创的检测方法，其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l：l。表面肌电 

则是从人体皮肤表面通过电极记录下来的神经肌肉活动时发出 

的生物电信号，属无创性，操作简单，病人易接受，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MSP430和 nRF24E1组成的无线数据采集系统．具有功耗 

低，易控制等特点。特别适合低功耗、短距离的数据传输。本文针 

对医院病房病人肌电信号采集的现状．设计了～套整体的实时 

控制系统 ．克服 了采用人工巡检等方法进行监护所存在 的局 限 

性 。 

l、系统总体 

系统由数据采集单元和数据接收单元两部分组成．数据采 

集单元与数据接收单元之间通过无线传输进行数据交互。其中 
一 片 nRF24E1无线收发模块作为下行采集设备．另外一片 

nRF24El无线收发模块作为上行接收设备．二者共同一起完成 

数据的无线传输．上行接收设备具有 RS一232串行接口，从而实 

现与 PC机直接相连．操作人员只需通过 PC机上的主控软件完 

成数据采集处理。 

2、硬件部分 

2．1 MCU选择 

肌电信号为微弱信号．所以要求采集设备应当具有低功耗 

特点。故须采用功耗低的MCU。MSP430F425是 l6位 MCU，具 

有功耗低、存储容量大、集成度高的特点。内置3个 l6位高精度 

ADC、温度传感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1—32倍)和 1．2V基准电 

源；Basic Timer定时器，方便产生 的定时；16位 TA定时器，带3 

路捕获和2路 PWM发生器：I4个双向I／O口，每个I／0口都可 

以作为中断源。MSP430F425除正常工作模式外，还具有 5种低 

功耗模式Dl。 

2．2表面 EMG信号处理电路 

图1信号调整电路 

表面EMG中往往夹带着低频和高频的干扰信号．真正有用 

的肌电信号的频率范围大致在 5~50oHz之间。所以，直流至5Hz 

的低频信号经过高通滤波先给予滤除。高通滤波后的信号接入仪 

器放大器。该放大器采用专用芯片INA114，该运放的共模抑制比 

高达 ll5dB,失调电压<50 V，并且只需外挂一个电阻就可以在 1一 

lOOOO倍之间设定放大倍数。一般。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要达到 1000 

以上。低通滤波 止频率约500Hz)m来滤去高频噪声闱。最后以 

工频 50Hz为中心频率的陷波滤波器将进一步提升输出信号的 

信噪比。图 1是信号调整电路框图。 

2．3无线模块 nRF24E1 

nRF24E1是无线数 据采集 和传输 的核心 。该芯 片以 

nRF240l芯片结构为基础 ，将无线收发器 nRF240l、增强型 

805IMCU、9输入 10位 ADC、125通道、UART异步串口、SPI接 

口、PWM输出、RC振荡器、看门狗和唤醒定时器全部集成到单 

芯片中．其室内传输距离可达 30至4O米。nRF24E1片内集成了 

RADIO模块 ，无线传输速度可达到 1Mbiffs，在使用中只需要一 

片nRF24E1和少数的外围元件就能完成射频收发功能．大大减 

少了系统的体积。该模块工作于2．4GHz的ISM(~业、科学、医 

学)频段。有多达 125个频点 ，能够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 

通信，同时可通过改频和跳频来避免干扰。由于所有高频元件包 

括电感、振荡器等。全部集成在芯片内部，因此芯片的性能稳定， 

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小 

nRF24E1片内集成 了RADIO模块 ．收发任务 由RADIO 

(OAOH)和 SPI CTRL(0B3H)控制。nRF24El的收发方式是 

Nordic公司的专利技术 ShockBurst方式。ShockBurst技术应用片 

上先入先出缓冲器。以较低的速率写入数据．以较高的速率发出 

数据．从而达到节电目的。同时在这种情况下。nRF2AEI的传输 

速率突破了51单片机的处理能力限制(1Okb／s)。达到 IMb／s的 

速率，并大大降低了电流损耗，这使得 nRF24E1在采集和传输 

数据时不需要 CPU高速处理数据．也可以得到很高的数据传输 

率。 

3、系统的软件实现 

3．1 nRF24E1的通信设计 

通过 PWR UP、CE 和 CS三个 控 制 引脚 ，可 以设 置 

nRF24El内置的 nRF2401子系统的工作方式。PWR 。_UP--1 CE= 

l，CS=o为收发方式 ；PWR UP=l，CE=0，CS=1为配置方式 ； 

PWR UP=I，CE=O，CS=0为空闲方式；PWPWR--UP=o时关机。在 

配置情况下。配置字最高可达 l8字节。nR~240I的配置字通过 
一 个简单的三线接口 (cs、CLKI和 DA1．A)送给配置寄存器。 

nRF24E1内置的 nRF2401子系统 只有 ShoekBurst收发方式 ． 

ShockBurst的功能由配置字决定。 

数据通信报文格式是数据通信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射频 

数据包由四部分组成：前缀 ，地址。有效数据和 CRC。nRF24EI 

的无线数据包格式如下： 

Preamble l Ĵ)DR I PAYL0̂J)l CRc 

其中Preamble是前缀，是由硬件 自动加上去的；ADDR是要 

发送的 32—4O位地址码 ；PAYLOAD是有效数据 ：CRC是 CRC 

校验和，它可由内置 CRC纠检错硬件电路自动加上。可设为0。8 

或 l6位。ShockBurst数据包的总位数最多不能超过 256位。可 

通过下式计算有效数据的最大位数 。 

DATAx
_ W(bits)=256-ADDR_W-CRC 

其 中 ADDR W 为 配置 字 中所 设置 的接 收地 址 的长度 ．8 

位~40位；CRC为配置字所设置的校验字。8位或 16位。4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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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的前缀是自动加进去的。不占用数据包的位数。由上式可 

知．要想在每个数据包中得到更长的有效数据 ．可以减少地址和 

CRC校验位。因此．设置较短的地址和校验和可以提高传输效 

率，但会使可靠性降低。ShockBurst方式 ，前缀、地址和 CRC都是 

在接收器收到数据后 自动移去．只留有效数据。 

nRF24E1内置的收发予系统只有 ShockBurst收发方式．其 

收发流程 图如下 ： 

开始 

nRF24El 

詈 RX 

NO 

检测前缀接收数据 

， ⋯  

接收数据校验 CRC 

cRc正确? 

去地址、CRC，DR 

取出有效数据 

返回 

NO 

NO 

图2 ShockBurst发送流程图 图3 ShockBurst接收流程图 

从机在接到主机的唤醒命令之后．由休眠状态转入工作状 

态 。经 延时后 ．收发模块关闭 ，从机进行采样和 A／D转换 。完成 

A／D转换后 ，从机收发模块开启成发射状态．对主机发出传送数 

据过程完成之后系统复位 ，收发模块关 闭。为了节电 ，从机在常 

态时都处于休眠状态 。只能接收唤醒命令，其耗电极少。主机和 

从机的通讯模块不可同时处于接收状态．否则会出现无规则的 

干扰信号。本系统中采用延时的方法把主、从机的接收和发射区 

间分离开。当主机发出命令字．等待一段时间以后再转换成接收 

状态。从机收到工作命令后．关闭通讯模，执行采样和 MD转换 

工作。完成 A／D转换后，从机向主机传送数据．完成传送数据程 

序。aRE24El发送和接受流程如图 2、图3所示。 

3．2DMA模块设计 

系统充分利用 MSP430内部的 DMA (direct memo~access1 

功能将采集到的数据转存到RAM中．这样数据传输速度比较快 

并且解放了CPU．从而提高了 CPU的利用率 ．使信号处理能力 

更强。需要注意的是，系统中断不能打断 DMA传输 ，只有在 

DMA传输结束才能被响应。在任何 DMAxSZ寄存器的内容减为 

0时 ．响应 的中断标志位被置位 。如果与之对应的 DMAIE和 GIE 

也置位。则可以产生中断请求。DMAIFG不能自动复位，所以需 

要有软件复位 ．下面是 DMA的部分程序 ： 

void InitDMA(void) 

{ 

DMA0SA=ADC12MEM0： 

DMAODA=Oxl 100； 

DMAOSZ=0x01； 

DMAOCr兀 DMAO rsEI 6； 

DMAOCTLl—DMADT 4+DMADST【NCR 3+DMADSTBYTE 0 

+DMASRCBYTE 0+DMAEN； 

一 BIs-SR(LMP0 bits+GIE)； 

l 

#pmgma vector=-DMA
．

VEC，I'0R 

— interrupt void DMA_ISR(void) 

{DMAOCTL&=-DMAIFG； 

一
BIC_ SR IRO(LMP0_bits)； 

} 

3．3低 功耗 的软件实现 

如何降低功耗使网络生命周期最大化是无线传感网络面临 

的挑 战。无线数据采集系统 的节点必须要求低 功耗 。本 系统的节 

能考虑主要从软件方面设计 

射频模块是功耗的主要部分．要保证节点能准确的接收数 

据就要保证节点处在接收状态 ．但若 nRF24El一直为接收状 

态．即使不考虑其他器件的电流功耗．电路的功耗也是相当大 

的．因此可以考虑通过软件设计来降低功耗。一种可行的办法是 

利用 MSP430F1611的定时器 ．定 时地将 nRF24E1从 低功耗模 

式下唤醒 ，然后将 nRF24E1置为接收状态 。监测空 中信息 ，查看 

此时 主机 是否 正在与 自己通信 ．如果没有 ．则 nRF24E1继 续进 

入待机状 态或掉 电状态 ，MSP430进人低功耗模式 ；如果有 ，则保 

持接收状态并 接收数据 。并根据 主机要 求 ，进行数 据采集 ．或者 

上传 数据 ．一旦此次通讯完成 ．MSP430再置 nRF24E1为待机或 

掉电状态 ，而 自己进 入低功耗模式 。等待下一 次中断将其唤 醒。 

定时器的时问设定需要综合考虑上位机访问从机的频率、传输 

的数据长度和各个模式之间切换时间等因素．才能保证通讯正 

常进行 。 

3．4上位 机设计 

本系统 中 PC机 软件采用 Visual Basic设 计完 成 ．主要 涉及 

的内容为人机界面设计、串口通信编程、简单算法实现和文件读 

写操作。人机界面设计主要用到一些按钮、文本框等控件，用以 

提供 对肌 电信 号采 集装 置 的控 制 ：所 有的通信 编程使 用控 件 

MSComm实现 简单算法主要实现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还原为实际电压值；读写文件实现将读取到的肌电信号以文 

本形式存储下来．便于利用其他数学工具(如 MATLAB)进行分析 

处理 。 

4、结束语 

肌电信号是一种很微弱的易受干扰的生物电信号。本文针 

对肌电信号的特点设计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信号调整电路 ．并 

将无线通信的概念弓1人其中．作为信号的传输方式．很好的解决 

了表面肌电信号的采集和传输问题 ．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肌 

电信号的采集处理是一个集生物医学、电子学、信号处理等多门 

学科的综合应用技术，对它的研究还需不断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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