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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利用 MSP430F449控制 自动拨号报警的方法。它可以实现通过电话线进行语音报警的所有功能 ， 

以便对监控对象进行 实时监控。本文不仅仅局限于通过一只 modem来拨号连接电话线路，运用监测线路确定对方反馈 

信号进行话音识别，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完成准确的语 音报警的功能 ，同时为了进行数据记录 目的，modem 与远方 

modem 之问同时建立拨号连接，实现数据传输之同的常规功能，进行数据报警。 

【关键词】modem 语音报警 回音监测 

1．引言 

目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 ，电子技术的不断改进 ， 

越来越多的国际科研机构 ，公司推出了一系列高科技的设备及 

电子产品．同样伴随着让人耳 目一新的新兴技术 。在此同时 ，电 

信的发展使电话 ，手机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的主要中介。科技的进步和知识产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为社会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这样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事业单 

位 ，个人公司 ，家庭等的财产安全问题逐渐变成广大单位负责 

人格外重视的焦点之一 ，为适应这一广泛要求，一系列的监控 

产品被开发，研制 ，伴随而来的新的监控方面的技术越来越引 

起人们注意 ，激发人们去探索 ，尤其是在研究监控与语音报警 

结合为一体的研究领域，因为仅仅实现监控不能解决实际的问 

题，需要将监控到得情况报告给工作人员这才是监控的根本目 

的，为了使报警信息有效 的传输给工作人员，并得到正确无误 

’ 的接收 ，本文使用有效的电话反馈音监测模块 ，并在此基础上 

实现一定的语音报警功能，同时利用 modem间的拨号连接 ，进 

一 步添加了与远方计算机设备相互交流数据信息的功能。 

在当前的语音 自动报警中 ，常见到的方法是，modem 拨 

号后，对方计算响铃次数模拟摘机 ，然后再发放语音报警。这 

就缺乏了智能判断能力，在本文中的硬件设计中 ，解决了这一 

问题 ，能够有效判断对方是否有人摘机 ，而不是通过计算固定 

的响铃这种死板的模式。赋予了语音报警一定的智能化。 

2 系统设计原理 

2．1系统拨号监测、语音报警原理 

本文主要l介绍了通过 modem 调制解调器的电话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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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引出两条外线，连接在 CILE3上即音频变压器上 ，当然在 

接入音频变压器之 前需要电容 ，电阻的调 节，以便达到合适 

的 电压 差值 ，以及 隔 直 流 ，将 隔 离 后 的脉 冲 信 号 传给 

CR．6230模块 ，在此之前接入一定的隔直流电压电容也是必 

要的，这样 MSP430 单片机通过它来辨别出 modem 拨号后 

的对方电话的状态 ：拨号音 ，回铃音 ，忙音 ，摘机 ，以便确定是 

否有人摘机 以便进行相应的事故报警，倘若在无人接听的状 

态下 ，在电话 响铃结束后判断 出忙音后再重拨这个电话号 

码 ，或者继续拨打其他的报警 电话 ，直到有人接听报警并且 

前来进行事故处理。在这里仅当 modem拨号后通过继电器 

来准确的打开 电话线与 CR．E3的连接 ，并在报警结束后关掉 

连接 ，这 当然有编程来控制了 ，特别注意 的是 ，modem 拨号 

后，延迟一会便通过 AT指令关掉 ，因为它 的作用在这里 已 

结束，需要的时候在打开，这有骗程来有效的约束，以便达到 ． 

完美 的效果 ，此方 法简单方便 ，具有极高 的准确 度 ，总体说 

来 ，语音报警信 息在对方摘机 后根据 MSP430单片机 对电 

话线的返 回信息正确判断 后经通过指令指定 已事先录制在 

语音芯片内的段地址使正确放音，通过电话网，报警信息可 

传给远方的电话 ，手机。 

2-2数据报警原理 

同时本文利用两个 modem进行报警信息的数据传送 ，完 

成不在同一区域内两台机子之间的数据传输报警 ，这样数据 

与语音两方面结合便达到了报警信息的准确接受与管理 ，不 

至于因为其中一个方面出错而耽误了信息上报，两者的结合 

也充分体现了modem的两种不同用法的完美结合。即：mo- 

dean与 modem之间的通过电话线进行的拨号数据传输 ，mo．- 

dem与监测线路及电话线之间的拨号 ，判断返回信息 ，进行报 

警的语音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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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硬件结构 

图 1为本文硬件结构图，系统由 MSP430系列中央控制 

单元芯片，键盘 ，液晶显示模块 ，语音芯片 ，两台 modem调制 

解调器，一台电脑，CR6230模块 ，音频变压器模块和电话线， 

电阻 ，电容等组成 ，其 中，电位器与串联的电容可用来调节语 

音声量的大小。 

3．1中央处理器 

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仍然是 4位和 8位单片机 ，而美国 

德州的仪器公司推 出的 16位单片机 MSP430系列具有更高 

更卓越的品质。具有处理能力强 ，运行速度快 ，功耗低等优点， 

因此性能价格比高，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图 1 硬 件 结 构 图 

MSP430系列是具有 FLASH型的超低功耗 16位单片机 ， 

它包容了许多先进技术： ． 

JTAG 技术 ；BOOTSTRAP技 术 ；FLASH 在 先编 程 技 

术 ；此外 ，MSP430系列还具有其他的许多设计人 员十分关 

注 的 ，如 ：充分运用各 种超低耗设计手段 ，使芯 片的电流极 

小 ，在 LPM5时可达 0．1uA；采用精简指令集 ，只有 27条核 

心指令 ，指令周期可达 125ns；程序代码空间可达 60KB，数据 

存储空间可达 2KB，I20 引脚可达 48线；片内集成 12位 A／ 

D，16位定时器 ，模拟比较器，串行接 口，硬件乘法器等模块 ； 

芯片的工作电压范 围宽 ，工作温度范围符合工业级要求等 

等。 
．  

在本文中3MSP430P449芯片用来控制键盘，语音，继电 

器 ，modem，液晶显示等模块的工作 ，并将收到的报警信息进 

行处理 ，通过 电话报警 ，同时利用存在的调制解调器建立 

modem与 modem 之间的数据信息交流 ，将报警信息记录在 

与监控系统相连的具有协议约定的远方计算机设备上。因此 

具有强大功能 MSP430芯片正好符合了这一庞大信息编程处 

理的要求。 一 

CR6230模块是工作在 5V电压下的模块 ，适用于邮电局 

的标准 电话音识别 ， 此模块用于监测拨号后电话线所处状 

态 ，是以 TTL电平形式直接输 出信号音分析结果 ，可以准确 

辨别出拨号 ，回铃 ，忙 音／催挂音 。解决了 电话相关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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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信号音 0问题。当主控控制 modem拨号后 ，CR6230 

模块检测到拨号音后，MSP430主控将 modem关掉 ，所拨对 

方 电话通过电话线回应远方的电话所处状态 ，回铃后 ，主控不 

断监测回铃音和忙音 ，当检测到回铃和忙音均为低电平时 ，判 

定对方摘机 ，当二次判定确定后 ，主控发送命令给语音芯片， 

选定预制好的放音地址段，让其通过电话线放音，这样报警信 

息就及时的传送给了负责安全的人员，达到完美的报警效果， 

这种方法简化了 modem 的协议，方便而不失准确性 ，高度的 

安全性。 ‘ 

3．3劢 25∞ 系列语音模块 

在本硬件设计 中，语音芯片选取 的是 ISD250O 系列 的 

2560模块 ，这是美国 ISD公司生产的语音芯片，常见的按照录 

放时间 60秒 ，90秒 和 120秒分成 ISD2560，2590和 25120多 

个品 种，该系列产 品的电路原理和 控制结构 完全相 同 。 

ISD2560系列语音电路具有抗断电，音质好，使用方便 ，无需专 

用的语音开发系统等的优点。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录放时间长； 

有 10个地址输入端 (1400系列仅为 8个 )，寻址能力可达 

1024位；最多能分 600段 ；设有 ovF(溢 出)端 ，便于多个器件 

级联。 

需要注意的是 。ISD2560语音模块的工作电压为 5V，而 

MSP430系列芯片的工作电压是 3V，这就需要在这两块模块 

间加一个信号电压转换模块 ，进行信息位 电压转化。 

在本硬件设计中 ，由于仅用到 ISD2560芯片的放音功能 ， 

所以只需将芯片的录放端置高电平即 27脚即可。需要的语音 

段 ，我们事先录制在芯片内，在放音时制定语音对应的地址 

码 ，并且置位工作使能端即可。 

4 结论 

本文介绍的线路设计利用 modem 拨号的 电话 线完成远 

方电话，手机的状态识别，准确的完成了语音报警，这种有 

modem参与的语音报警方式与 modem跟trtodf,m之间的纯粹 

的数据拨号传输相结合的监控报警方法，将是一种多功能完 

备监控报警系统，基于 MSP430系列芯片的强大功能 ，反馈音 

检测的良好性能以及 ISD2560芯片的多重优点，实现了电话 

报警的高可靠性 ，及时性 ，安全性 ，其简单的系统设计和编程 。 

具有较高的系统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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