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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外扩存储器与MSP430F1 49 单片机 

的接口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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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用 680k Q的电阻。 

1 4 数据存储模块 

在本心电图仪中，利用 SST39VF080作 

为单 片机 外扩 展存 储器 ，存放 心 电数据 。 

它适用于需要程序在线写入或大容量、非 

易失性数据重复存储的场合 ，其基于 Super 

Flash技术的 CMOS电路设计可以在降低功 

耗 的 同 时 显 著 提 高 系 统 的 稳 定 性 。 

SST39VF080的存储空间最大可达 2 MB；芯 

片的供 电范围为 2．7V～3．6V，与所选微控 

制器的相符；工作电流为15 mA，未选中时 

耗电仅 4 A，也是典 型的低功耗设备 ，适 

于在本 系统中应用 ；除了支持块 擦除 、页 

擦除外，还可进行快速的片擦除，这为实时 

性要求很强的便携式设备 的开发提供 了条 

件；数据可保存 100年，能擦写 10万次 ，有很 

高的可靠性 。外扩存储器与 MSP430Fl49 

单 片机 的接 口电路 图如 图 4所示。 

图4中SST39VF080的 CE引脚为片选 

端，OE为读操作控制端，WE为写操作控制 

端，均为低电平有效。在使用时通过置单 

片机 的 P4．4脚为低 电平 ，进行选片。同时 

通过控制 P4．5及 P4．6脚的电平 ，决定对存 

储器是进行读 操作还是 写操作 ，两引脚 电 

平不 能同时有效 。 

1．5 显示 键盘模块 

LCD液晶显示 器采 用点阵式 图形显示 

器，128×64点阵的液晶显示器基本能完整 

地显示心 电图的波形。本心 电图仪器设置 

了三个键 ，以完成心电信号的储存和回放功 

能。使用按键与单片机的 I／0口线直接连 

接的方法构成 ，采用查询方式获得按键值。 

1．6 电源模块 

电源部分提供单片机和测量部分的供 

图5 系统软件流程图 

电，心 电图仪采用 2个 AA电池供电，通过降 

压 器件获得处理 器所需 电源 。为了充分有 

效利用 电源能量 ，在各种运行模式 下 ，必须 

关 闭不必要的模块 以节省 电量 ，MSP430所 

提供的 1种活动模式和 5种低功耗模式可大 

大延长仪表的电池寿命，单片机的电源电压 

采用 1．8～3．6V低 电压 ，活动模式耗电 280 

A／MIPS，待机模式耗电 1．1 A／MIPS， 

掉 电模式(RAM数据保持 )耗 电 0．1 A／ 

MIPS，I／O输入端 口的漏电流最大仅 50hA[ 。 

2系统软件设计 

单片机在空闲时扫描 键盘 ，当有按键按 

下时，执行按键对应的子程序。当按下回 

放按键时，单片机不断读取闪存中的值，并 

送给 LCD，实现 回放 ，闪存读 取完毕之后 ， 

显示提示 回放结 束。显示部分采用 LCD， 

将显示语 句编辑 成独立 的函数 ，并将 调用 

命令放在 合适的程序 段 中，实现友好直观 

的状态显示 ，系统软件流程 图如图 5所示 。 

3心电图仪和Pc机之间的数据传送和处理 

心电图仪和 PC机之间的数据传送实际 

上是单片机和 PC机之间的数据传送。在PC 

机一端，采用VC6．0进行串口实时数据的采 

集 。在 VC6．0中利用 MSComm通信控件， 

通过 串口采集心 电图的实时数据 。串 口数 

据通信协议是：数据传输速率为 9600bps，l 

位开始位，8位数据位，l位停止位，无奇偶 

校验位。当通信传输速率为9600bps，则最 

快速度 1．04ms发送一个字节。心电图每秒 

发送 50个字节，平均20ms发送一个字节。 

4结语 

心电信号非常微弱，先要对微弱信号进 

行放大和滤波，才能进行数据采集和显示 ， 

本文根据心电信号产生特点和采集技术的 

基本要求，设计了心电图仪，取得了良好的 

试验效果。本系统中所选择的INA128具有 

差分输入特性，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具有良好 

的共模抑制比。该心电图仪突出的特点是 

功耗低 、性能好 。与其它心电图仪的不同 

之处 在于 ，本系 统采用 了功 能 强大的 

MSP430单片机 ，系统设计的硬件电路与以 

往的硬件电路有较大差异 。MSP430F149有 

丰富的外围模块，因此比较容易地实现了心 

电信号的采集、处理、显示、存储以及发 

送，从而使整个硬件电路得到极大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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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间缩短了很多，这样同时也大大提高 
了乳液分 离效率 。 

应用微波辐射加热不需额外添加其它试 

剂，避免了造成二次污染的机会，因此该项技术 

对于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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