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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 MSP430单片机为核心的低功耗智能停车咪表。由于采用电池供电，低功耗设计贯穿在 

系统的各个方面，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介绍了咪表的设计，重点介绍了硬件设计的低功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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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telligent low—power electronic parking meter based on MSP430 is presented．Because the syslem is 

battery-powered，reducing the power is the key point through the design．The design of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especially the low—power design in hardware of the meter iS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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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机动车数量迅速增加，城市静态交通管理中一个 

新的矛盾——“停车难、收费乱 日益显现。为解决这一难 

题，许多城市的交通管理部门在规划新的停车场时 ，纷纷 

增设路边停车位，同时采用咪表作为计时收费手段。咪表 

是安装在路侧的停车电子计费终端设备，从 1935年最早在 

美国投入使用到现在，大致经历了机械式、接触式 Ic卡、 

非接触 Ic卡几个阶段。1999年4月，北京首次安装了咪 

表，至今已安装了上万块，然而由于损坏严重等原因，真 

正启用的只有北三环樱花西街等 4条街道。为了保证城区 

大量车辆的停放有序、合理，减少人工收费 ，北京市交通 

部门筹划用公交一卡通实现停车刷卡消费。这不但可以使 

闲置的咪表重新投入使用，也将使咪表这一智能停车设备 

普及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有效解 亭车难和管理无序的状况。 

2 咪表的低功耗设计 

咪表安装在路边 ，如果采用电线供电，需要挖开路面 

重新布线，工程大，成本高。本文开发的咪表选用电池供 

电，因此，降低电路的功耗就摆在了首位。 

2．1 CPU选型 

为了实现电路的低功耗设计 ，本文选用了美国德州仪 

器 (TI)生产的单片机 MSP430F149。MSP430系列是一个 

特别强调超低功耗性能的单片机品种，具有以下特点： 

(1)超低功耗：有 1种活动模式和 5种低功耗模式 ，耗 

电电流因不同的工作模式而不同．在 0．1IxA～400~A之间： 

(2)强大的处理能力，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 

(3)系统工作稳定：单片机内置数字控制振荡器 

(DCO)，如果用作 CPU时钟的外部晶振发生故障，DCO会 

自行启动： 

(4)方便高效的开 访 式：通过JTAG接口 司试。 

2．2 其它 

(1)电路中外围芯片均采用 3．3V甚至 2V供电，且大 

多具有休眠模式； 

(2)由主控芯片通过低压降稳压芯片的开关引脚控制 

外围芯片的供电，当外围器件不工作时关闭其供电； 

(3)选择 CPU的最佳时钟方案。系统的功耗与系统工 

作的频率成正比。MSP430输出3种不同频率时钟以满足不 

同的需要。不同模块可以灵活选择时钟源 ，使器件达到最 

低的功率消耗。 

(4)将 74系列和运放芯片的未用输入端接地。在设计 

中使用了 74HC14等运放芯片 ，将芯片未用管脚接地，避免 

了输入口上悬空状态的出现 ，不仅可有效减小电磁干扰 ， 

也降低了由于高低电平跳变造成的系统额外功耗。 

3 系统硬件设计 

3．1 总体方案 

咪表系统硬件结构如图 1所示： 

图1 咪表系统硬件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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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示灯、按键和 FLASH模块 

MSP430F149的串行通信模块支持 SPI同步通信协议。 

当有多芯片连到主机的同一个 SPI接口上 ，主机通过触 

发从机的片选输入引脚来选择接收数据的从机 。没有被 

选中的外设将不会参与 SPI传输。并且 SPI从机的写操 

作和读操作是同步完成的 ，因此 ，SPI是～个很有效的协 

议。 

咪表的操作界面有 4个触摸键 ，用于选择停车车位和 

停车时间。5个 LED指示灯，用于指示左右车位是否停了 

车。并外扩 2片 FLASH，用于交易数据的存储。如果 CPU 

通过 I／O口与这些外围器件连接将会占用大量的口线，所以 

采用 SPI协议与这 3个外围模块进行通讯。SPI是串行通讯 

协议 ，对多个按键和指示灯的操作需要进行数据的串并转 

换。这样只需要7根线 (数据输出、数据输入、时钟和四 

根片选)，就可以实现 3个模块大量数据和控制信号的传 

输。 

3．3 触摸键 

咪表安放在户外 ，受到天气、温度、灰尘等影响较大， 

而普通的机械按键不能很好地防水、防尘，因此选用触摸 

式按键；芯片采用了根据电荷转移 (QT)技术实现感应的 

触控芯片。 

如图 2所示，按键在介质下面 ，介质可由塑料或有机 

玻璃等材料制成，人手接近界面和下面的电极片形成电容， 

芯片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来感应电极的电容变化。因此， 

按键的操作界面可以是一整块普通绝缘体，不需要在界面 

上挖孔，不会受到温度、静电、水和灰尘等外界因素的影 

响，且便于清洁。 

图2 触摸键原理 

3．4 电源低压监控 

MSP430内部包括了A／D转换模块，可定时读取电池电 

压值。并通过电压监控器 ('rPs3103)对电源电压进行监 

控 ，TPS3103的电压监控阈值为 0．551V，电池电压经过分 

压连接到芯片的 PFI引脚，当电池电压低于约 3．5V时 ，芯 

片的PFO引脚输出低电平。CPU响应对应 I／O口的下降沿 

中断，停止咪表工作，将功耗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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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液晶显示 

咪表的液晶屏是香港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一款内置控 

制器型的点阵图形显示器．240x128点阵 ，控制器 UC1608 

是台湾UhraChip公司的一款超低功耗液晶显示控制器，支 

持标准的 8080和 6800总线 ，进行 4位或 8位数据的并行 

传输。咪表中采用 8080的 4线模式，一个字节长度的指令 

和数据需要分2次写入，这样节约了口线。液晶模块和主 

CPU的接口很简单。如图 3所示： 

AO 

，
RD 

W R． 

DO 、 

CPU D1 液晶 

MSP430F149 D2
、 
接口 

D3 、 

CS 、 

BLK、 

图3 液晶接口 

AO为数据和命令的控制引脚 ，为高时表示为数据 ，为 

低时表示为命令。BLK控制液晶的背光显示，与液晶显示 

是独立的。 

4 软件低功耗设计 
通常，单片机的应用程序采用无限循环结构的前、后 

台系统。而结合 MSP430单片机的特点，咪表主程序采用的 

流程为 ：系统启动一初始化 (中断设置、设备驱动等)一 

进入低功耗模式 (关闭CPU、关闭主时钟)。进入休眠状态 

后 ，由定时器或者按键等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处理 

完毕后再次进入休眠状态。 

这样，主程序不再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而是用中断 

代替查询，从软件体系结构上实现了低功耗。 

此外，还有一些通用的方法 ，如用 “宏 代替子程序 ， 

用短的数据类型 ．减少 CPU的运算量等可用于优化软件结 

构，有助于降低系统功耗。 

5 结 论 

本文开发了一款先进的路边停车计费设备 ，操作界面 

友好、简单。考虑停车咪表系统安放的环境，采用电池供 

电。系统选用以低功耗著称的 MSP430单片机，并从硬、软 

件较全面地降低系统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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