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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SP430和蓝牙技术的数据传输系统 
孙红 军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与信息技术系，广东 江门 529090) 

【摘要】提出一种基于MSP430系列单片机和蓝牙技术的数据采集传输系统设计，详细论述了系统的硬件设计方 

案及软件的工作流程。该系统整体的功耗很低，且运行稳定可靠、操作方便、抗干扰能力强，实现数据采集和无线 

传输功能，利于智能家用水表、电表等的使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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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为实现水表、电表等使用和管理的智能似、信 

息化，本研究结合 ，I1公司 MSP430F413单片机以及 

爱立信公司蓝牙模块 roklOlO08的特点和使用，构 

建了一种数据无线采集传输的系统，并最大限度地 

降低系统功耗，较好的便携性和移动性，实现点对 

点或者一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传输。 

1 系统设计 

该系统通过微处理器上的蓝牙芯片发送采样 

频率、采样等信息给数据采集模块 ，数据采集模 

块接收指令信息，采集数据并以无线方式传输给PC 

主机，PC主机接收数据后显示 ，并进行各种处理。 

系统主要设计数据采集传输部分，即蓝牙从机部 

分。 

1。1 硬件设计 

系统的数据采集传输单元是基于数据采集部 

分、无线传输单元、LCD显示单元、存储部分等构 

成。数据采集传输单元由电池电源供电，安装在现 

场，可脱离系统按指令自动完成数据的采集。该系 

统硬件的原理框图见图 1。 

图1 系统硬件的原理框图 

系统的实现有两个关键部分：一是核心处理器 

的选择；二是蓝牙模块的选择。核心处理器需要提 

供足够的处理能力、两个串口控制器和 LcD控制 

器，适合低功耗模式运行，选择了，I1公司MSP430 

系列处理器。1rI公司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种超 

低功耗的混合信号控制器，它们具有 16位RISC结 

构，CPU的 16个寄存器和常数发生器使 MSP430微 

控制器能达到最高的代码效率。灵活的时钟源可以 

使器件达到最低的功率消耗。数字控制的振荡器 

(DCO)可使器件从低功耗模式迅速唤醒，在小于 

6V,s的时间内被激活到正常的工作方式。MSP430的 

16位定时器是应用于工业控制如纹波计数器、数字 

化电机控制、电表、水表和手持式仪表等的理想配 

置。内置的硬件乘法器大大加强其功能并提供软硬 

件相兼容的范围，提高了数据处理能力，故可以满 

足要求。 

蓝牙模块需要支持串口应用模型，同时提供支 

持二次开发的接口，经大量选型和比较，最终采用 

了Ericsson公司的ROK101oo8蓝牙模块。该模块是 
一 种实现短距离通信模块，最突出的特点是提供丰 

富的AT指令集支持二次开发，通过 AT指令可以使 

模块完成搜索、鉴权、连接、释放等操作。具有以下 

功能 ：(1)可连接设备串1：3到任何蓝牙链路；(2)数 

据传输速度从 9．6 kbps一460．8 kbps；(3)控制方式 

有：异步 AT命令控制方式、自动连接方式、应答方 

式；(4)可通过串口及远端进行配置。其功能结构框 

图如图2。 

蓝牙设备由于定位于短距离通信，射频功率很 

低。在射频等级为2时，工作状态功耗一般为2．5 rnW 

(4 dBm)。另外，在通信连接状态下，除正常的Active 

模式外，还有三种低功耗模式一呼吸(Sniff)模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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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Hold)模式和休眠(Park)模式，可进一步降低功 

耗，正好满足设计的要求，应用于低功耗的电表、水 

表中。 

图 2 蓝牙模块结构框图 

本系统的工作通过控制蓝牙的工作状态与 

MSP43O的低功耗模式相结合，可以极大地降低系 

统工作电流，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当蓝牙接入装 

置中，通过单片机外接高频晶振、关闭频率锁定环 

n 等内部模块，将单片机的节能模式设定到了 

LPM3，只要保持辅助时钟 ACLK活跃，就可以响应 

蓝牙模块通过 UART返回的数据和消息。蓝牙模块 

建立连接后，只要没有数据传输，就将其工作模式置 

为 PARK模式。当主设备需要再次传输数据时，需 

要向从设备发送退出 PARK命令。从设备退 出 

PARK模式后，即可与主设备进行数据信息传输交换。 

1．2 软件设计 

系统采用 ~C／OS-Ⅱ作为底层平台进行应用软 

件开发。该系统采用标准的ANSI C语言编写，与蓝 

牙硬件有关部分使用汇编语言编写，其中蓝牙通信 

流程有以下几个功能步骤：蓝牙模块自身初始化端 

口、初始化蓝牙硬件、HCI流量控制设置、查询、建立 

连接、进行 ACL(Asynchronous ConnectionLess)数据 

传输和断开连接等。其软件流程图如图3所示。使 

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时，应用软件只与上层代码有 

关 ，与处理器无关 ，在移植时只需与硬件相关 的底 

层函数进行修改。因此系统的可移植性和稳定性得 

到良好的保障。 

软件系统首先对单片机 MSP43O初始化，设置 

ACU(辅助时钟，设置 UA 【D和 UART1等内部模 

块时钟为 ACLK，蓝牙模块 ROK101008复位；设置 

连接模式后，单片机进入 LPM3休眠状态；当主设备 

通过 INQUIRY查询到传输设备并建立连接后 ，单 

片机退出休眠模式，并修改蓝牙模块的被查询方式 

以及设置 PARK模式的使能，随后发射和接收设备 

进行数据信息交换；当没有数据交换时，蓝牙模块 

ROK1O1o08进入 PARK模式 ，单片机随 即进 入 

LPM3休眠状态，以降低功耗；当数据的传输恢复时 

系统再退出休眠状态。特别是当发送任务启动后， 

将通过 Rs232口采集到的数据打包发送，每发送一 

个数据包后，等待主单元的确认信息，得到确认后， 

再发送下一数据包。如无法收到确认信息，则根据主 

控任务提供的信息切换到备用通道上，继续发送数 

据 ，同时通知主控任务当前使用的通道信息，发送 

任务启动后 ，将通过RS232口采集到的数据打包发 

送，每发送一个数据包后 ，等待集中单元的确认信 

息，得到确认后，再发送下一数据包。如无法收到确 

认信息，则根据主控任务提供的信息切换到备用通 

道上，继续发送数据，同时通知主控任务当前使用 

的通道信息 ，从而实现建立两个及以上的蓝牙通 

道。如果与当前建立连接的集中单元连接中断或无 

法收到应答确认，则将数据切换至另一个通道传 

送，以保证数据传输不中断。 

2 结束语 

图 3 系统软件流程图 

本 系统 的设 计 围绕 低 功耗 性 能方 面 ，以 

MSP430F413作为主控制芯片，通过对外围电路的 

优化，极大程度上降低了电表、水表的功耗，延长了 

系统的使用寿命。在软件方面采用查询方式检测外 

围接口的状态代替以往常用的中断方式，使得程序 

的流程清晰，同时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也实现点 

对点或者一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传 

输 ，对智能家用水表、电表等的使用和管理有很大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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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MSP430 and bluetooth technology 

SUN Hong-jun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Jiangmen Polytechnic，Jiangmen 529090，China) 

Abstract：We introduce a design of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MSP430 and bluetooth technology． 

W e also describe the system scheme of hardware and the flow of software．The system has very low power 

consumption，stable and reliable running，convenient operation，and strong anti—interference ab ility．The sys— 

tern achieves the function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wireless transmission，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manage— 

ment of intelligent household water meters and electricity me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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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加入2，2’一联吡啶做为第二配体的，得到了 
一 个镍膦酸盐化合物。在这个化合物当中，由于2，2’ 
一 联吡啶的鳌合配位作用，使得这个化合物呈现出 

零维结构。下一步将研究具有桥连作用的第二配体 

如4，4’一联吡啶等，我们相信将会得到具有高维数的 

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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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crystal structure 

0f[Ni(C )(02CCH2CH2PO3II)(H2o)】 
CHEN ji—xi，HUANG Ping—zhen，Z0U Zhen．YING Shao—ming 

(Sehou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 aIl 343009，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pots a new metal phosphonate compound：[Ni(2，2’-bipy)(O2CCH2CH2PO3H)(H20)】 

(2，2’-bipy=C1oH8N2)．Its st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X-ray single-crystal，elemental anal~rses and IR．It 

crystallizes in orthorhombic．Two sixcoordinate nickel(II)ions are linked by two 2-carboxyethylphosphonate 
ligands． forming a centrosymmetric dimer． Th ese dimers are further interlinked by O— H⋯ 0 hydrogen 

bonds and 1r一 丌 stacking．forming a three-dimensional supramolecular structure． 

Key words：metal phosphonate；crystal structure；nickel；supermolecular structure (责任校对：彭晓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