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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 S P430的智能测控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Design and Implement of Intelligent Measure and Control Module Based on MSP430 

(开封教育学院)徐景波 
XU Jin．bo 

摘要：系统采用IT公司的MSP430F149单片机作为智能模块的主控芯片，设计了一种外挂的、带有CPU并且具备对外通信接口的智 

能测控模块，该模块具有 自主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通信能力和 网络化接口．可以用于构建网络化实验和工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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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selects MSP430F149 as MCU of intelligent modul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nd designs one kind of intelligent 

measure and control module which have CPU and foreign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and does not need to insert the computer． Th e module 

wants data collecting，data processing，data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network interface． It can carry on networked experiment and be 

adopted by industry con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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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3硬件电路设计 

当前市场上己有的测控类的集成板卡或模块种类很多．国 

内的如研华 、研祥 、华控等公司生产的各种数据采集板卡都是 

基于 PCI、ISA或者 EISA总线的，使用时须插在计算机机箱内 

部的标准总线插槽中，且不带有 自主处理能力 ．无法独立完成 

数据采集、处理和控制功能．必须依赖于计算机才能进行测控 

任务，一旦计算机故障，控制就会中断；国外的一些大公司也推 

出了一些数据采集板卡和智能测控模块．这些模块具有较强的 

数据处理能力，且具有对外的通信接口．能与计算机或网络相 

连接 ．但价格昂贵，扩展能力有限，在中小型过程控制系统测控 

中使用很少。因此对中小型过程控制系统测控的需求．设计一 

种价格适中，具有自主处理数据能力，可以实现独立控制，使用 

时不必插到计算机内部．在智能测控模块与计算机联机控制 

时，一旦计算机系统故障时，可以马上转为独立测控模式，实现 

了控制的连续性，提高了可靠性。 

2智能测控模块功能结构 

设计的智能测控模块主要用于过程控制系统的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数据通信和输出控制等。智能测控模块的核心是一个 

MSP430F149微处理器．利用处理器自身带有的丰富的外围模 

块以及少量的外部芯片实现了液晶、键盘、AD、DA、串行通信、 

CAN总线接口等功能。智能测控模块的功能框图如图 1所示。 

图 1智能监测系统结构图 

徐景波：讲师 

3．1电源供电及复位电路 

由于模块中既有+5V供电的芯片又有+3．3v供电的芯片。 

因此必须在电路中设计电平转换电路。考虑到降压电路易于实 

现，所以采用+5V部分直接供电．而+3．3v部分采用降压后的电 

源供电的供电方案。系统选用比较常用、性能好、价格便宜的 

AMS1117—3．3来实现+5V到+3．3V的电压转换。同时在 CAN通 

信接口部分，考虑到 CAN工作在控制现场以及在高速通信时 

可能产生干扰，采用了光电隔离措施，因此为了实现完全的隔 

离 ，选用了纹波极低的 DC／CD模块 B0505S一1W来实现另一路 

隔离的+5V供电电路，以尽量减少它自身对电路的影响。 

考虑到低功耗要求 ．MSP430F149单片机采用一个 32KHz 

的时钟信号，同时考虑到串口通信的速率的要求．还需采用一 

个 8MHz的时钟信号。该系统的时钟部分都是采用晶体振荡实 

现。由于电源的输入纹波对单片机的影响，在电源的管脚叫—个 

0．1 的电容来实现滤波，以减小输入端受到的干扰。为了保证 

复位电路的可靠性．系统采用 MAX809复位芯片组成复位电路。 

在设计复位电路时．还需要在复位芯片 MAX809的电源输入脚 

叫一个 0．1 的电容来实现滤波 ，以减小输入端受到的干扰。 

3．2液晶显示部分电路 

模块设计的时候不需要在液晶上实现图形显示，选用了 16 

字符×2行的字符型液晶显示模块 C1623。智能测控模块的液晶 

显示电路原理图如图 2所示．用 P4口的 8个引脚作为液晶模 

块的数据线 ．用 P5．1—5．3来实现液晶模块使能、内部寄存器选 

择和读写模式控制位。由于 MSP430F149采用+3I3v供电，而液 

晶显示模块采用+5V供电．因此为了方便 MSP430F149和 

C1623的接 口，中间加 了 74HC245作 为 电平 接 口芯 片 ， 

74HC245可 以与来 自MSP430F149的+3．3V左右的高电平接 

口，它的输出又可以与+5V工作 C1623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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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液晶显示电路 

3．3 RS一232、RS一485通信电路 

该系统实现串口通信模块主要是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单片 

机系统将保存在 RAM中的数据送到上位机进行处理 ，从而减 

轻单片机系统的负担。由于单片机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时接口电 

平不同．因此需要进行接 口转化，这里采用 MAX232芯片来实 

现接 口电平的转化。 

系统选用的 MAX3485芯片的输出电平符合 RS一485串行 

通信标准 CAN总线接 口通过 RS-485接口可以实现传统的组 

网控制．通过 CAN接口．可以实现新型的现场总线网络控制系 

统，通过 RS232通信接口，可将模块与上位监控计算机连接，这 

样，在上位计算机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技术 (如 Intemet技 

术 、Web技术、网络安全技术)．进一步提升控制水平。 

3．4 A／D和 D／A接 口电路 

MSP430F149内置了 8通道 ．12bit．20kbps的 AD转换器 ， 

自带采样保持器。对于需要采集的外部电压 、电流信号，只要通 

过信号调理电路．转换成为 0—3．3v的电压信号．就可以使用智 

能测控模块进行采样。 

由于 MSP430F149本身不带有 DA转换外围模块 ．因此这 
一 功能必须通过外加电路来实现。考虑到模块要实现的功能比 

较多，I／O口比较紧张，因此这里选用 了串行 DA芯片 MAX525 

来实现。MAX525采用三线制的 SPI接口，但是 MSP430F149的 

两个 USART外围模块已经被通信接口占用 ．因此系统使用了 

普通 I／O口P6．0一P6．2三根引脚，通过软件方法模拟 MAX525 

的SPI接口时序。DA采集电路如图 3所示。 

孽 一  
图 3 4路 12位 D／A转换接口电路 

3．5 CAN通信接口电路 

系统设计的 CAN总线接口电路如图 4所示．选用的 CAN 

控制器为 SPI接口的 MCP2510，该芯片支持 CAN2．OB技术规 

范，支持标准帧和扩展帧两种格式，并具有接收滤波和信息管 

理功能。MCP2510正常工作之前，需要进行正确的初始化，包括 

SPI接口的数据速率、CAN通信的速率 、MCP2510的接收滤波 

器和屏蔽器 、发送和接收中断允许 、发脚接收缓冲器控制寄存 

器、发送，接收缓冲器标志符寄存器、发送／接收缓冲器数据长度 

寄存器等．如果是扩展帧或远程帧还需要填写对应的控制和标 

志寄存器．如果发送的帧包含数据，还需要填写发送数据寄存 

器。单片机对 MCP25 10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器必须通过 SPI接口 

用 MCP2510内部的读写命令来完成。由图中的接线方式可以 

知道 ．MCP2510工作在从模式，MCP2510所需要的时钟信号由 

MSP430F149的 UCLKO输 出 给 MCP2510的 SCK脚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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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AN通信接口电路 

3．6键盘输入电路 

模块设计了按键数目比较多的 4x4矩阵键盘，这样可以在 

实现丰富输入方式的同时，尽可能简化了软件的设计工作。以 

P1．0—1．3作为 4条行线 ．行线一端通过限流电阻接高电平+ 

3．3v，另一端接 P1．0—1．3。P1．0—1．3引脚为中断输入引脚，由高到 

低的跳变沿触发。以 P1．4一P1．7作为 4条列线，列线一端接按 

钮．另一端接 P1．4—1．7。P1．4一P1．7为普通的 IO引脚 ，方向为输 

出．初始化时，在 P1．4—1．7输出低电平。平时没有按钮按下时， 

P1．0一P1．3保持为高电平，无中断发生，CPU不需要处理键盘；如 

果有按键按下 ．对应的行线会被拉为低电平 ，一个高低跳变触 

发 P1．3一P1．0的某一个脚的中断 ，从而进入键盘处理程序。 

4智能侧控模块的软件设计 

在系统软件设计中，为了尽量减轻 CPU的负担，使 CPU有 

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有用 的运算，同时为了减小电路的功率损 

耗．全部功能都使用中断方式实现。主程序不做过多的工作，只 

进行一些必要的初始化，然后开中断．之后进入低功耗模式死 

循环，并等待中断。一旦有中断 ，循环被中断，CPU从低功耗模 

式唤醒．进行中断处理 ．中断结束后再次返回低功耗死循环。主 

程序的流程图如图 5所示。 

图 5主程序流程图 

4．1键盘处理 

模块设计了按键数 目比较多的 4x4矩阵键盘 ，这样可以在 

实现丰富输入方式的同时，尽可能简化了软件的设计工作。，这十 

六键包含：O_9这 10个数字键 、小数点键 、功能键、x键、逗号键、确 

认键、取消键。其中“功能键”用来进入设定模式，按 1次为水位设 

定，按 2次为温度设定，按 3次为压力设定等等；“逗号键”作为分 

隔符，如输入 Kp、 、Td这 3个参数时，写为“Kp，Ti，Td”就可以一 

次完成参数设定：“x键”未定义，留给功能扩展使用。 

因为键盘只有在开始输入的时候才会使用，进入控制阶段 

后 ．键盘就基本上不再使用了。因此没有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来做无用的键盘扫描 ，论文采用中断方式进行键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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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D采集和 DA输出 

设计的智能测控模块不需要过于高速的连续采样过程。我 

们在这里把 AD采样的模式设定为由定时器 B每隔 lOOms触 

发一次的单通道单次样模式 ，也就是说把 AD采集的处理放到 

了定时器 B的中断处理程序中，这样做的好处是平时 CPU不 

需要进行 AD采集处理，CPU处于低功耗模式，每 lOOms定时 

时间到，定时器 B产生中断唤醒CPU完成一次 AD采样 ．同时 

把得到的控制数据通过 DA输出．之后立刻进入低功耗模式。 

4．3 RS232／485通信 

MSP430F149使用 USART1模块来实现 RS232／485通信 。 

由于 RS232／485异步串行通信使用的是同一个模块 USART1． 

因此在进行一种方式通信的时候另一种通信模式无效。由于这 

两种通信方式采用的是同一个串口模块 UART1实现的，因此 

RS485的初始化和收、发数据的编程与 RS232的基本相同。只 

是 RS485通信有一个发边接收使能端．在传送数据时．发送端 

要先使能发送 ，然后发送数据 ，而接收端，必须先使能接收 ，然 

后等待数据。对于 RS一232或者 RS--485接收数据的处理放在 

对应的串口中断程序里进行。 

4．4CAN通信 

智能测控模块设计使用了 MSP430F149的 UART0模块工 

作在同步模式，来实现 MCP2510的 SPI口时序．因此对于读写 

等操作 ．只要将 MSP430F149的 USART0模块配置为 同步模 

式．然后向对应的输出寄存器中写入操作 MCP2510的命令字 

和地址即可。在进行 CAN通信以前，必须先对 MCP2510相关 

的寄存器进行正确的初始化。由于 MCP2510上电复位以后．默 

认进入的就是配置模式 ．用户要在而且只能在配置模式下完成 

MCP2510相关寄存 器的初始化 。初始 化完成后 。必须 把 

MCP2510改为正常模式，才可以进行数据的通信。 

5总结 

本文的创新点是智能测控模块设计所选用的 MSP430F149 

单片机具有丰富的外围模块 、强大的处理能力和方便高效的开 

发工具，并且功耗低，非常适合于此模块的设计；其次设计的 

RS485和 CAN总线接口．使得智能测控模块具有远程监控和 

组网的能力．有较低的成本克服了使用时须插在计算机机箱内 

部的标准总线插槽中、不带有自主处理能力 、无法独立完成数 

据采集、处理和控制功能的弊端。该项 目实施半年以来．创造经 

济效益 68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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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程序设计 

主要实现 FAT文件系统。可根据 FAT文件系统的基本体 

系，通过Mass Storage类协议中的UFI子类命令和标准的设备 

请求命令与设备的Flash闪存建立连接关系。并在 USB主机系 

统中建立磁盘的空间结构 ，定义 MBR，DBR的数据结构，建立 

FAT表 ，FDT表 ，实现对文件系统进行读取等操作功能即可。系 

统的软件设计即可按照上述的4个功能模块来依次构建。 

3 结束语 

本设计建立了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 USB主机系统 ，该系统 

实现了 USB协议中的 Mass Storage类协议和精简的 FAT文件 

系统 ．能够对 U盘中的文件数据进行读写．完成相应的文件操 

作等各种功能。结果表明：利用该嵌入式 USB主机系统对具体 

U盘中的文件进行读操作时。平均速度为 60—80KB／S，对之进行 

写操作时。平均速度为 40～50KB／S。 该系统真正实现了便携 

式，摆脱了 PC机对 USB设备的控制。无需 Pc主机即可对 USB 

设备进行读写操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程序主要采用 C语 

言编写．因此它可以很方便地移植到其它处理器中。 

本文创新：目前．市场上脱离 PC对 U盘操作的单纯产品很 

少．而且有些此功能的产品都有一定的应用背景。本设计开发 

了U盘对拷器，留有扩展 口，可作 U盘对拷器用，也可在此基础 

上作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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