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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了基于 MSP430和 GSM短消息的远程抄表系统的结构设计及具体实现方法 ，介绍了AT指令和软件 

设计思路。实践证明，系统工作稳定可靠，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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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 of Remote Reading System Based on 

MSP430 and GSM Short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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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ucture design and concrete realization method of remote reading system based on MSP430 and GSM short message are 

introduced．Design idea of software and AT command is described．Practices show that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is stable and reliable， 

and it has wide apphcafion vis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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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系统是目前基于时分多址技术的移动通信体 

制中比较成熟、完善、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系统，主要 

提供话音、短消息、数据等多种业务。SMS短消息业 

务是一种通过 GSM网的控制信道传输用户分组信息 

的增值业务，通过短消息业务中心完成短信的存储转 

发功能，具有覆盖区域广、运营费用低、可靠性高等 

特点，已被逐渐应用于数据采集、远程监控等行业。 

本文利用 MSP430单片机和 TC35i GSM模块开发远程 

抄表系统，实现了广域、分散仪表的数据采集，节省 

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系统结构及硬件设计 

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 1，其 中，远程监控终端 

主要由单片机系统及 GSM模块组成，监控 中心由 

GSM终端设备和监控计算机组成。远程监控终端与 

仪表进行 RS485通信，定时采集仪表数据，通过 

GSM模块发送信息至监控中心的 GSM终端，监控计 

算机通过串口和 GSM模块通讯，完成数据的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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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图 1 系统结构图 

1．1 采集终端 MSP430F149 

采集终端采用的单片机是 MSP430F149，属于德 

州仪器公司MSP430系列。MSP430系列是一组超低功 

耗的微控制器，可使用电池长期工作，电源电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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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V。MSP430F149有 60KB的 Flash和 2 KB的 

RAM，有48位可灵活编程的 I／O接口，这给系统的 

软硬件设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灵活；外部不用扩展 

存储器和 I／O口，外围设备得到了简化。 

MSP430F149与 GSM 通信模块数据通信是通过 

RS232模块实现 的。RS232模块采用 Maxim公司的 

MAX3232A，是该公司为满足 EIA／TEA 232E的标准 

而设计 的，它含有双组 RS232接收／发送器，又 因 

MSP430F149有两个串行异步通信 口，分别与通信模 

块和仪表连接，结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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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采集终端组成原理图 

为方便用户使用，终端配备了4行 ×8列的液晶 

显示屏及简易键盘，提供一些提示信息，让用户完成 

参数设置、浏览数据等。 

1．2 TC35i模块介绍 

目前，国内使用的 GSM模块有很多，这些模块 

的功能、用法差别不大。本设计采用 的是西 门子 

TC35系列的 TC35i。TC35i具有语音、数据、传真和 

点对点短消息功能，工作于EGSM900和 GSM1800频 

段，向用户提供标准的AT命令接口，结构见图3。 

图3 TC35i结构图 

TC35i通过独特的40引脚的ZIF连接器，实现电 

源连接、指令、数据、语音信号及控制信号的双向传 

输。ZIF连接器引出40个引脚可以划分为5类，即电 

源、数据输入／输出、SIM卡、音频接 口和控制。其 

中第1～14为电源部分；1～5为TC35i的工作电压输 

入端 VBA1Tr+；6—10为 GND；24～29为 SIM卡引 

脚，分别为 CCIN、CCRST、CCIO、CCCLK、CCVCC 

和 CCGND；33～40为语音接口；15、30～32为控制 

接口、15为TC35i的触发点火信号~／IGT，用 OC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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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个简单的开关拉低该端电平来开启模块，低电 

平有效。32为 SYNC，SYNC引脚可以用来输出一个 

同步信号，也可以使其来控制一个 LED灯的输出 

状态。 

TC35i的SYNC引脚可以指示当前工作状态。当 

LED熄灭时，表 明 TC35i处于关闭或睡H民状态；当 

LED为600ms亮、600ms熄时，表明 SIM卡没有插入 

或 TC35i正在进行网络登录；当 LED为 75ms亮、3s 

熄时，表明表示网络注册成功。 

TC35模块数据接 口采用 串行异步收发 ，符合 

ITUT RS 232接口电路标准。数据接 口配置为 8位数 

据位、1位停止 位、无 校 验位，可 以在 300b／s～ 

115kb／s的波特率下运行，支持的自动波特率为4．8 

～ 115kb／s(14．4kb／s和28．8kb／s除外)。 

2 软件设计 

2．1 短消息的AT命令 

TC35模块采用 AT贺氏指令，计算机可以通过正 

确的AT指令对 TC35模块进行初始化和短消息的接收 

发送，进行短消息业务的主要 AT命令如下所示 。 

AT 判断连接是否正常 

AT+CNGF选择短消息格式：1．文本；0．PDU 

AT+CMGS发送短消息 

AT+CNMI新收到的短消息提示 

AT+CMGR读取短消息 

AT+CMGL列举 SIM卡的短消息：0．未读；1． 

已读；2．待发；3．已发 

AT+CMGW向SMS内存写入未发的短消息 

AT+CMGD删除 SMS内存中的短消息 

2．2 GSM 短消息通信方法的设计 

短消息的发送有 Text模式和 PDU模式。使用 

Text格式收发短消息代码简单，实现起来容易，但不 

能收发中文信息，而 PDU格式可以。考虑到本系统 

中传输的数据为英文字母和数字的组合，选用了SMS 

短消息中的Text模式。使用 Text模式发送接收短信 

息的步骤分为初始化 TC35i模块、发送文本短信息和 

接收短信息。 

发送： ～ 

AT+CMGF：1 设发送格式为 TEXT格式 

AT+CMGS：手机号码 [CR] 

收到 [>]响应后再发送内容及 [ctrl—Z] 

例：向 13923710570发送 “Hello” ‘ 

AT+CMGS=”13923710570”[CR] ／／直接输 

入手机号码 

>Hello[ctrl—Z] ／／返回 >后发送英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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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短消息的无线系统将在数据采集与传输方面有着 

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接收 ： 

AT+CMGR=INDEX 『CR] ／／INDEX消息位 

置 ，返 回 

+CMGR：”REC UNREAD”，”+8613528426814”，” 

06／02／24，11：09：21+00” 

1234 

标识+读标识+发送手机号 +时间+回车换行 + 

内容 

2．3 终端程序 

采集终端通过RS一485总线仪表通信规约与所连 

接的仪表进行通信，采集数据。然后，再通过短消息 

将数据发回管理中心。终端与管理机发送的数据和指 

令均经编码放在短消息内容之中，短消息接收后需要 

进行解码后执行相应 的操作。终端程序应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进行开发，程序流程如图4。 

2．4 监控软件 

监控中心是由管理机、TC35i短消息模块、打印 

机和UPS电源等构成，通过 GSM模块利用短消息与 

分散在不同位置的采集终端相互联系。监控中心向采 

集终端发送控制命令并接收采集终端上报的数据，管 

理机采用VB编制的管理软件完成信息的提取、发送 

及分析处理、显示等功能。 

3 结束语 

利用 GSM短消息业务通信可以节约设备投资成 

本和维护费用，扩容方便，传输可靠，无线网络使用 

费用低，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通信方式，适合承担实 

时陛要求不高的自动抄表的通信业务。我国的GSM 

网络已经覆盖全国，随着 GSM向GPRS、CDMA发展， 

初始化单片机 

TC35i连接检测与初始化 

是否接收到短信 
＼ ／  

‘N 

完 作 

I Y f 

采集数据并存储 l l 

从存储区中取数据， 
组合形成短信并发送 

图4 采集终端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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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测试所产生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涉及到大量的图 

表、文档、数据 ，既有规范的、结构化数据，又有不 

规范的、非结构化数据，计量信息管理系统可以科学 

地管理这些各种类型的数据，实现各种数据的无缝链 

接，保障数据的一致性和安全性。 

(2)实现办公规范化。由于信息化建设起步较 

晚，目前大多数单位还停留在仅应用计算机和 Mi— 

croso(t Office系列应用软件进行人工办公而没有使用 

联网的状态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复杂、低效的 

办公方式，办公方式远没有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该 

系统的办公自动化功能可以使办公方式规范化和制度 

化，办公模式基于工作流方式，使用现代统筹学合理 

安排工作，采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办公业务，使内部人 

员能够方便快捷地共享、交流信息，高效地协 同工 

作，既兼顾个人办公效率的提高，又可以实现群体协 
． 28 ． 

同工作，同时又能实现迅速、全方位的信息采集、信 

息处理，为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5 结束语 

计量信息管理系统充分考虑到军事计量单位的实 

际需求，开发规模适中，成本低，实用性强，系统结 

构严谨可靠，易于维护升级，面向用户端程序只需使 

用 Internet Explorer和 Microsoft Word即可完成所有工 

作，操作简单，功能强大。该系统的开发对军事计量 

单位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具有实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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