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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MSP 4 3 0的智 能农 业机 械 终端 

陈 岗 

(山东警察学院 公共基础部，济南 250014) 

摘 要：根据精细农业技术体系的要求，基于 MSP430设计开发了一种新型智能农业机械车载终端。该终端集 

GPS技术 、GIS技术和 GPRS技术于一体 ，采用模块化设计 ，很好地实现了农 田信息采集 、作物产量监测 、农 田合理 

施肥以及农业机械跨区或跨省作业的导航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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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精细农业是综合应用地球空问信息技术、计算机 

辅助决策技术以及农业工程技术等现代高新科技，以 

获得农 田高产、优质、环保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和 

技术体系 j̈。在精细农业技术体系中，田间作业实施 

的基础是智能化农业机械。为此，从实际应用出发， 

笔者设计开发了一种超低功耗、高性能的新型智能农 

业机械车载终端，其具有体积小 、超低功耗、抗震性 

好 、性价比高及容易在现有农业机械上安装等优点。 

1 农机车辆监控系统总体结构 

农机车辆监控 系统 由监控 中心、车 载终端及 

GSM／GPRS通信网络 3部分组成。 

监控中心由通信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及监控工 

作站等组成。车载终端通过 GPS接收机模块接收到 

GPS定位信息后，解算出自身位置的经度、纬度、速度 

和方向等信息；再通过车载终端中的 GPRS无线通信 

模块把上述数据上传到监控中心服务器，并存入到车 

辆管理数据库。监控中心服务器对这些数据进行解 

析，把坐标信息与GIS电子地图匹配，即可在监控中心 

显示屏及监控工作站上实现车载终端的位置显示、跟 

踪和查询等功能。同时，监控中心通过 GPRS传输系 

统下传相应的调度或控制指令，从而实现对车辆的定 

位与监控管理。 

2 农机车载终端硬件结构总体设计 

具有 GPRS／GPS功能的车载终端采用模块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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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由微处理器 MSP430模块、GPRS无线通信模块、 

GPS接收机模块 、产量传感器模块、LCD液晶显示模 

块、存储模块、电源模块 、复位电路和农机车辆等组 

成，如图 1所示。 

隆I 1 农机 车载终端硬件结构框 

2．1 微处理器模块(主控模块) 

该模块是车载终端的控制核心，负责控制协调车 

载终端内部各模块的工作 、数据交换、运算及软件协 

议层的信息处理等工作。主控模块通过 GPS接收机 

模块读取车辆定位信息，并将信息及车辆编号按照相 

应的格式进行打包，然后通过 GPRS无线通信模块发 

往监控中心。同时，主控模块执行接收到监控中心下 

传的控制调度指令 ，并将相应信息显示在 LCD液晶显 

示屏上。 

2．2 GPS接收机模块 

它负责接收卫星所发送的导航电文，实时计算出 

车载终端的三维坐标、速度、方向和时间等信息，并通 

过串口传送给主控模块。 

2．3 GPRS无线通信模块 

它用于实现车载终端和监控中心之间的无线数据 

通信，是整个系统数据通信的基础。 

2．4 产量传感器模块 

它负责实时测量农田作物的产量，其核心为流量 

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目前，较为实用的流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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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冲量式流量传感器。它是基于冲击原理，当谷物流 

冲击感力板时会改变运动方向，造成冲量的变化，根 

据测量感力板受力的变化即可得到谷物流量值 。 

湿度传感器采用电容极板式，安装在升运器出口处。 

由于单位体积谷物质量随含水率变化，收获时必须进 

行谷物含水率测量，以便折算出在标准含水率下的质 

量。根据测定的谷物流量值和含水率，在设定的时间 

间隔内自动计量累计产量，再换算为对应时间间隔内 

作业面积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根据对应小区的经纬度 

坐标折算出小区产量。 

2．5 LcD液晶显示模块 

LCD液晶显示模块用于显示 GIS电子地图、经纬 

度以及监控中心发送来的控制信息，实现农机车辆导 

航肯综合信息发布，可以显示字符、数字和汉字等。 

2．6 存储模块 

存储模块用于存放系统引导程序、嵌入式操作系 

统、GIS电子地图、应用程序和用户数据等。 

2．7 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分别给终端各模块提供相应电源以及工 

作时钟信号。 

2．8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主要完成系统的上电复位和系统运行时 

用户的按键复位功能。 

3 车载终端模块硬件电路设计 

3．1 主控制器电路 

主控 制器 电路 主要 是 由美 国 ，I'I公 司 的 

MSP430F149微处理器构成的电路。MSP430系列微 

处理器是美国德州公司新开发的、具有 l6位总线的 

带 FLASH的单片机，具功能完善、超低功耗、性价比和 

集成度高、开发简便的优点 』。它采用 l6位的总线， 

外设和内存统一编址 ，寻址范围可达64k，还可以外扩 

展存储器。由于为 FLASH型，则可以在线对单片机进 

行调试和下载，JTAG口直接和 FET的相连，不需另外 

的仿真工具，方便实用，而且可以在超低功耗模式下 

工作，可靠性好H J。主控制器电路如图2所示。 

图 2 主控制器电路图 

MSP430F149的工作电压为3．3V，其 I／O电平也 GPS天线接收来自20 000km高空的卫星信号很 

是 3．3V 逻辑 电平，并 且 与 5V rITI’L 电平 兼 容。 弱，信号电平只有 一50dB一180dB，输入功率信噪比为 

MSP430F149有两个串行异步通信 口，分别连接 GPS S／N =一30dB。为了提高信号强度，一般在天线后端 

接收机模块与 GPRS无线通信模块。 设有前置放大器。双频接收机设有两路前置放大器， 

3．2 GP$接收机模块硬件集成 以减少带宽，防止和控制外来信号的干扰。由于高性 

GPS接收机模块由GPS接收机天线单元和GPS一 能场效应 FET放大器的出现，现在大多采用有源微带 

OEM板来构成。天线单元由接收天线和前置放大器 天线。 

两部分组成。天线的作用是将 GPS卫星信号极微弱 GPS—OEM板是 GPS接收机模块的主要组成部 

的电磁波能转化为相应的电流。前置放大器则是将 分，通过天线接收来自GPS卫星的定位信号，经过变 

GPS信号电流予以放大，以便于接收机对信号进行跟 频、放大和滤波等一系列处理过程，实现对 GPS卫星 

踪、测量和处理。 信号的跟踪、锁定与测量，计算位置的数据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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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经度、高度、速度、日期、时间、航向以及卫星状 

况等)。 

GPS—OEM 板 选用 GARMIN公 司 的 GPS25LP 

OEM板。它具有 12个 C／A码单频并行接收通道，两 

个 RS232串行数据通信接口，分别提供 ASCII码导航 

电文输出和二进制的原始测量数据输出。该 OEM板 

全屏敝封装，具备优秀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定位速度 

快，可瞬间锁定可视卫星 J。它具有体积小、质量轻、 

功耗低、工作稳定、耐电压冲击、抗干扰性和抗树阴遮 

挡能力强、无静态漂移、操作简便以及差分精度可达 

5m等优点，非常适合在精准农业领域使用。 

3．3 GPRS无线通信模块及其外围电路设计 

GPRS无线通信模块采用 SONY—ERICSSON公司 

的可编程无线通信模块 GR47，它内嵌 TCP／IP协议 

栈，支持 GPRS操作模式，提供 RS232串行接口，可用 

AT指令进行控制。 

可编程无线通信模块 GR47通过串口与微处理器 

模块进行通信，接收并处理微处理器模块发送的信 

息，实现相关功能；天线通过 SMA连接器与无线通信 

模块 GR47连接；SIM卡通过接口电路与无线通信模 

块 GR47连接；电源部分为 GR47模块提供稳定的工 

作电压和工作电流，以保证模块正常工作 ，并且微处 

理器模块可以控制电源芯片是否为 GR47模块供电， 

以便车载终端在不需要与监控中心通信时关闭 GPRS 

模块电源，节省车载电瓶电能。GR47无线通信模块 

的硬件设计电路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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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GR47模块硬件设计电路图 

GR47模块 UART1接口的信号电平为2．7V，而主 

控制器 MSP430F149引脚电平为 3．3V，两者不匹配。 

为了使 GR47模块与主控制器 MSP430F149之间进行 

串口通信，必 须实 现 GR47模块 的 2．7V 电平与 

MSP430F149的 3．3V电平转换。本电平转换电路的 

设计采用了双向逻辑电平转换芯片 MAX3372E，如图 

4所示。由此实现了2．7V的 RDE，TDE与 3．3V的 

RXD和 TXD之间的逻辑电平转换。 

图4 MAX3372E电平转换电路图 

3．4 液晶显示电路 

液晶显示采用 OCMJ4×8C图形点阵显示器，采用 

串行方式传送数据，采用4个 I／O口控制其显示。其 

中，LCD—CS液晶显示器片选信号，LCS—SID液晶显示 

器数据位信号，LCD—SCLK液晶显示器时钟信号，LCD 

— RST液晶显示器复位信号。 

OCMJ4×8C图形点阵显示器模块可以显字母、数 

字符号、中文字型及图形，具有绘图及文字画面混合 

显示功能。提供 3种控制接口，分别是 8位微处理器 

接口、4位微处理器接口及串行接 口。本系统采用串 

行接口。所有的功能以及显示 RAM字型产生器都包 

含在一个芯片里面，只要一个最小的微处理系统就可 

以方便操作 模块。内置 2M 位 中文字 型 ROM 

(CGROM)，总共提供 8 192个 中文字型(16×16点 

阵)，可以文字画面混合显示，提供多功能指令。 

3．5 电源模块设计 

电源模块用于给车载终端的所有单元模块供电， 

车载终端的电源输入来 自车载电瓶。车载电瓶一般 

为直流 12V而在车载终端的其他模块中，需要多种电 

压，如3．6V和5V等。因此，在电源的设计中必须综 

合考虑各因素。 

GR47模块正常工作电压为3．6V，并且在发射数 

据瞬间电流较大，一般都在 2A左右。发射数据时，一 

旦电源跌落到下限，模块不会在接 口上有任何反应， 

在应用程序方面感觉像死机一样。因此，在设计电源 

时一定要留有余量。 

为了降低车载终端各模块对车载电瓶电量的消 

耗，在电源模块中还设计了节约能耗管理功能，即当 

车辆静止工作 30s后，车载终端自动进人按定时传输 

省电模式。GR47无线通信模块与GPS接收机模块将 

降低发射、接收频率， (下转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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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a large state—owned grain reserve storage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status quo
． 

presents a PC + video card remote video surveillance network system design．To design maintai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system，increase network remote monitoring function and other ruction such as monitoring Doint in． 

creasing fuction．This article elaborated on the multi—media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 introduced 

hardware and software 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The design have got very good effection in actu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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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系统只有几十毫安电流。当车辆发动且进入运 

动状态后，GR47无线通信模块与 GPS接收机模块将 

自动恢复正常状态时的发射和接收频率。 

4 结论 

1)本文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从实际需求出发设 

计，并实现了一种新型智能农业机械车载终端。该终 

端具有体积小、超低功耗、抗震性好、性价比高和易于 

安装等突出优点。 

2)经实际测试表明，终端运行稳定，可靠性高，扩 

展性，兼容性好，在农业机械领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空问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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