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自动化 

其丰富的片内外设实现现场信号采集和控制 ，另～方面通 

过两个异步通信串口，实现与 MSM7512B的连接配合 ，或 

者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扩展。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个 16位的单片机 ，采用了精 

简指令集 (RISC)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和较多的中 

断源，并且可以任意嵌套 ，使用灵活方便。同时 MSP430 

单片机具有超低功耗的特点，其工作电压 1．8V～3．6V，活 

动模式下电流 280~A，待机模式下电流 1．1 A，休眠模式 

下电流为 0．1 A l2]。当系统处于省电的备用状态时，用中 

断请求将它唤醒只需 6 s。另外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各 

成员都集成了较丰富的片内外设 ，包括看门狗 、模拟比较 

器、定时器 、串口、硬件乘法器等 。如本单元使用的 

F16X系列还具有三通道 DMA，12位 A／D转换功能 (带采 

样保持和内部参考源)和双 12位 D／A同步转换功 能。 

MSP430的这些特点使其非常适合现场的信号采集、信号 

处理、现场控制和数据通信。 

MSM7512是 日本 OKI公司生产的一种性能良好的低功 

耗调制解调芯片，由单电源 (3V-5V)供电，其功耗在工 

作模式下典型值 25mW，掉电模式下最大值仅 0．1mW _3]。 

该芯片符合 rITU—Tv．23协议标准，具有 1200bps的半双工 

通信模式，采用 FSK调制解调方式。芯片整合片内回音消 

除电路，具有模拟输出的线路直接驱动能力，外围电路简 

单，可通过异步通信串口方便地与单片机系统或计算机系 

统相连，广泛应用于嵌入式 Modem、数据传输和家庭安防 

系统中。 

图 1所示的基本电路中，利用了 MSP430芯片中丰富 

的外围功能 ，使用带有中断功能的 P1、P2端口进行 TTL 

电平的数据采集输入 ，P4、P5端口作为TTL电平控制的 

输出 (为了保证系统安全 ，MSP430单片机每个端 口不管 

是灌电流还是拉电流，都限制在 25mA以内，如带大负载 

可通过其他驱动芯片放大驱动)，具有 A／D和 D／A转换功 

能的 P6口作为模拟量数据的采集输入和模拟量控制的输 

出 (模拟量的最大量程不可超过芯片供电电压，对高电压 

的模拟量需做硬件电路进行输入的分压和输出的放大 )。 

从 P3端口中使用一个 USART串口连接 MSM7512B的XD、 

RD进行串行通信。如有需要，还可以从 P5端口中引出一 

个串口作为与其他系统的通信扩展 (同步或异步)。 

3主要软件程序 

(1)远程测控软件流程 

通过单片机的嵌入软件，实现数据采集、远程通信和 

现场控制功能。基本软件流程如图2所示。 

单片机首先指挥各个检测环节进行数据采集，采集到 

的数据经过分析处理之后通过通信程序发送给上位机，之 

后在一定时间内判断是否收到控制命令，如果没有则继续 

检测工作 ，如果接收到通信数据 ，则对数据进行协议分 

图2 基本软件流程 

否 

析，确认无误后提取其中的命令要求，再按命令进行现场 

的操控。控制完成后，继续进行数据采集工作。 

(2)数据采集程序 

MSP430单片机集成两个 8位的具有 中断能力的 I／O 

口，可实现外部 TTL电平变化的数据采集，集成的 12位 

A／D转换功能可用于模拟数据的采集。 口运用和 A／D 

启动前都需先做初始化定义。数据处理可在其中断程序中 

进行，处理后的数据交给通信程序发送。 

P1DIR=OxO0； ／／P1为输入模式 

PLIES=OxO0； ／／上升沿触发中断 

P6SELI=OxO1； ／／选择 A／D转换功能 

ADC12CTL0 = ADC120N+SHT0 2+REF2 5V+MSC： 

／／A／D初始化 

ADC12CTL1=SHP+CONSEQ_2； 

ADC12MCTL0 = SREF
_

I： 

ADC12IE = OxO1； 

intelTupt[PORT1_VECTOR] void Portl(void) 

／／P1中断入口 

{ 

／／中断处理程序 

} 

intelTupt[ADC_VECTOR] void ADC12ISR (void) 

／／A／D中断人口 

／／中断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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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远程通信程序 

依靠 MSM7512B的调制解调能力可以实现远程通信的 

对接。为保证通信，上下位机必须制定一套合适的通信协 

议。数据传输程序可以通过串口中断实现，需要先设置好 

通信的波特率，及异步通信模式。采用中断服务机制有比 

较好的结构，只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处理接收和发送数 

据，然后与主程序进行数据交互，这样 比较容易实现多任 

务操作，很好地利用了单片机资源。 

UTCT【D =OxlO： ／／ 字符 长度 8位 

UBRO0 = 0xlB： ／／ 1200bps 

UBRIO = OxO0： 

UMCTL0 = Oxl1： 

UTCTL0=SSEL0： ／／时钟源 ACLK 

interrupt[UARTOTX_VECTOR]void usart0_tx(void) 

{ 

／／发送中断程序 

} 

interrupt[UARTORX—VECTOR】 void usartO_rx (void) 

{ 

／／接收中断程序 

} 

(4)现场控制程序 

输出控制信号可以是 rI'L电平也可以是由D／A转换 

功能输出的模拟量。使用前需要做端口初始化和 D／A功能 

初始化。控制程序可在接收并分析远程命令信号后调用。 

P4DIR=OxFF； ／／P4为输出模式 

P6SEU =0)【40； ／／ 选择 D／A转换功能 

P6DIRI= Ox40； 

ADC12CT【D=REF2 5V+REFON； ／／D／A初始化 

DAC12
_
0CTL = DAC12IR+DAC12AMf 

— l5+DAC12ENC； 

P4OUTI=OxFO； ／／P4．4～I)4．7输出高电平 

DAC12．0DAT =OxFF； ／／ 输出 2．5V 

4结语 

本 文 主 要 介 绍 了 一 种 采 用 MSP430单 片 机 与 

MSM7512B芯片配合组成的远程测控单元的实现方式 ，它 

利用 MSP430单片机丰富的端口和外围功能，满足对现场 

数据采集和分析控制的要求，选择与 MSM7512B的连接配 

合进行远程数据交互，如果结合电话线路拨号或无线电台 

P1T触发 ，便可轻松地实现有线或无线方式的远程通信和 

多项测控功能。该测控单元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功耗极低， 

非常适合一些特殊的远程控制的应用场合 ，例如采用蓄电 

池供电。我们在一些国防和民防设备中采用该远程测控单 

元，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同时通 

过系统功能扩展，也可广泛运用到各种现场信号采集和工 

业控制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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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步控制策略时的稳态转矩， (b)为采用微步控制策略 

时的稳态转矩。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运用微步控制策略 

的电机稳态合成转矩大大减小了。 

将微步控制理论应用于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系统。能够 

在低速下有效地抑制开关磁阻电机的转矩脉动，大大提高 

电机的动态特性。这种控制策略控制简单 ，为开关磁阻电 

动机向更广领域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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