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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 FSK调制解调器 

方彦军，孙 军，朱小平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提 出了一种基于 TI MSP430单片机的 FSK调制解调器设计方案。根据 FSK调制解调 的原理与方法，选用 

MSP430F147单片机，设计了CCITr V2．1协议下的300波特调制解调器，并给 出了实现调制解调器的硬件电路和程序流 

程图。实践证明：该设计方案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有较高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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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K M odulator．Demodulator Based on MSP．43O 

FANG~an-jun，SUN Jun，ZHU Xiao—ping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The realization of FSK modulator—demodulator based on MSP430 was proposed．According to the princi~e and 

method of FSK modulator·demodulator，MSP430F147 was selected．300 bit／s modulator—demodulator based on CCITF V2．1 was 

realized，an d the hardware circuit an d the program flow chart were presented．The practical operation shows that it has the follow· 

ing advantages simple structure，high reliability，strong anti—interference and high performance—price ratio． 

Key words：FSK；MSP430；modulator；demodulator 

0 引言 

FSK(Frequency—shift keying，频移键控)，即用数字信号去调 

制载波的频率，是信息传输中使用得较早的一种调制方式。它 

的主要优点是：实现较容易，抗噪声与抗衰减的性能较好，在中 

低速数据传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Cl 3。FSK信号由频率调制 

器产生不同的频率，逻辑 0用一种特定频率的波来表示，而逻 

辑 1用另一种不同频率的波来表示。专用FSK调制解调芯片， 

如Motorla公司的300 bit单片FSK调制解调器芯片MC145442 

和MC145443等，电路比较复杂，灵活性不高，且难以应用于线 

路干扰强的场合。 

1 FSK调制解调方法 

1．1 FSK调制方法 

FSK信号的产生通常有两种方式：频率选择法和载波调频 

法 J。由于频率选择法产生的FSK信号为两个彼此独立的载 

波振荡器输出信号之和，在二进制码元状态转换时刻，FSK信 

号的相位通常是不连续的，这就不利于已调信号功率谱旁瓣分 

量的收敛。载波调频法是在一个直接调频器中产生 FSK信号 ， 

即用数字基带矩形脉冲控制一个振荡器的某些参数，直接改变 

振荡频率，输出不同频率的信号，这时的已调信号出自同一个 

振荡器，信号相位在载频变化时始终是连续的，这将有利于已 

调信号功率旁瓣分量的收敛，使信号功率更集中于信号带宽 

内。因此，该方案采用载波调频法。 

1．2 FSK解调方法 

数字调频信号的解调方法一般分为两大类：相干检测法和 

非相干检测法。非相干检测法又包括包络检波法、过零检测 

法、差分检测法、鉴频法等 J。相干检测，即相干解调，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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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出相干载波，利用该相干载波作用于已调制信号，得到最 

初的数字基带信号，而该相干载波是和原来在发送端调制该基 

带信号的载波信号是同频率同相位的，与之相对应的非相干解 

调，不需要恢复出相干载波，所以比相干解调方式要简单。 

选择解调方法的主要依据有 ：发送 FSK信号的形式和参 

数、解调器的抗干扰性能要求、硬件成本。从抗干扰性能看，相 

干检测法是最佳的，但从 FSK信号中取相干载波比较困难，所 

以该方案选择鉴频法。即接收的 FSK信号先经过前置滤波器 

滤去部分干扰，然后利用 MSP430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和定时 

器完成鉴频过程，并以一定的波特率送人 USART模块完成串 

并数据转换。 

2 FSK调制解调的具体实现 

2．1 TI MSP430F147单片机介绍 

MSP430是具有超低功耗特点的 16位单片机，该方案选用 

MSP430F147，其功耗电流已达到了 mA级。它是 16位 CPU和 

高效的 RISC指令系统 ，具有 16个快速响应 中断，能及时处理 

各种紧急事件。具有 12位的A／D转换器、两路 USART通信串 

口，可用于UART和SPI模式，片内有精密硬件乘法器、2个 l6 

位定时器、1个比较器、6个并行口Pl—P6、48条I／O口线 。 

芯片内部具有 64 K Flash ROM，1 K RAM，且具有一个 JTAG接 

口用于程序调试和下载。 

2个 16位定时器(Timer_A和 Timer_B)具有捕 比较功能，大 

量的捕获／比较寄存器，可用于事件计数、时序发生、PWM等 J。 

因此，MSP430系列单片机非常合适实现FSK调制解调器。 

2．2 调制的实现 

如图1所示，MSP430FI47的USART0模块作为用户应用 

程序和调制的接 口，配置为 UART模式，波特率为 300 bit／s．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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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字 节数 据写 入 UOTXBUF寄 存器 时，USARTO模 块 通 过 

UTXD0引脚输出一串由一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和 8个数据位 

(低位在前)组成的比特流 。 

I TXDO 

输出 

P1 3 

输入 

MSP430F147 

FSK调制器 

(UAR T 发送模式)i 

P1．7 

输出 

图1 FSK调制电路框图 

UTXD0脚连接到MSP430F147的P1．3脚，定时器 Timer—A的 

CCR2捕获／比较模块设置成比较模式，用于产生PWM信号，根据 

UTXD0脚输出的信号高低周期性的改变 CCR2寄存器的值，达到 

调制的效果，并通过 P1．7引脚输出 FSK信号到其他设备。 

周期性的写入 CCR2寄存器用于产生所需频率的数值，如 

下式： 

Ha1fPeri。dVa1ue= T ime r A
_．
C LK

rrecl n e X lgnal Ue V 

数字 I／O P1．3脚设置成输入模式，并打开中断，每次UTXI~ 

信号翻转都会触发中断，进入中断服务程序(ISR)，如图2所示。 

图2 P1．3中断程序流程图 

如图2所示，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查询 P1IES寄存器 

的第 3位，中断服务程序就可以确定引发中断的是上升沿还是 

下降沿，从而更新产生 PWM波的变量。从 P1．7引脚输 出的方 

波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即为所需的 FSK调制信号。图3为 

FSK调制波形图。 

图3 FSK调制波形图 

2．3 解调的实现 

解调正好与调制的过程相反，如图 4所示 ，收到的 FSK信 

P2．3 

输入 

MSP430F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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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器A f— ===二=  

C
制
CR嚣1 获模式)H专 R0 (捕获模式)广1(比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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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 

j 
P1．2 

输出 

图 4 FSK解调电路框图 

号经过滤波后通过 P2．3(CA0)引脚输入到比较器 A模块 ，和片 

内一个基准电压 Vcc／2进行比较。定时器 TimerA的 CCR1捕 

获／比较模块设置为捕获模式，并设置捕获的输入信号为比较 

器 A模块的输出，通过两次捕获就可测量出输入信号的周期宽 

度。这样比较器．A模块在每次收到低电平信号时触发捕获事 

件，在捕获事件中读出CCR1的捕获值。此值再和周期值进行 

比较，从而确定收到的 FSK信号为0还是 1。此时的周期值为： 

。删 ue= 

当起始位(‘0’)被探测到时，定时器 Timer—A的 CCRO捕 

获／比较模块以比较模式每 1／300 S产生一次中断。 

如图5所示，每次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一个多数表决机制 

被用来决定收到的一位是‘1’还是 ‘0’。多数表决机制由两个全 

局变量 Ones和Zeros来实现的，由它们的大小来决定 P1，2脚的 

状态，Ones和Zeros在CCR1的捕获中断服务程序中改变。依照 

比较的结果，清零或置位数字 I／O口P1．2，然后清零 Ones和 ze— 

ros为下一位的接收作准备。全局变量 BitCounter用来控制接收 

数据位数，当接收到8字节数据时，关闭 Timer—A的 CCR0中断， 

并产生一个停止位以300 biffs的速度从 P1，2脚送出。P1．2脚 

连接到USARTO模块的URXDO脚，然后USART模块以UART模 

式接收比特流并为应用程序提供一个接口，相应的接收中断可 

以用来处理接收的字节数据。图6所示为 FSK解调波形图。 

图 5 CCR0中断程序流程图 

3 结束语 

该调制解调器已在某水情遥测仪与 FM调频电台的通讯中 

使用。实践证明：基于 MSP430的 FSK调制解调器结构简单， 

可靠性强，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易于在某些数据采集装置、 

监控设备上实现，几乎不增加硬件成本，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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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式见表1、表2。它们之间的网络建立流程如图5(a)所示。 

在网络建立过程中，基站主动广播连接命令 ，在终端设备成功 

接收到信息 ，并且通过 CRC校验和密钥验证之后，向基站返回 

确认帧，并向基站返回自己的ID号码，同时保存该终端设备所 

加入的基站ID号码，从而该终端设备加入到该网络。此后该 

终端设备的Zigbee通信传输模块被置于低功耗工作模式，以达 

到降低功耗的目的。但是需要周期性的唤醒以主动方式向基 

站上报数据信息，或向基站上报其他中断信息。同时，基站模 

块处于接收模式工作状态，等候终端设备的响应连接请求命 

令。通过加入相应的 CRC校验和密钥验证，从而有效地控制其 

他网络中Zigbee物理射频以及其他终端设备和基站的非法连 

接请求，确保基站和终端设备之间通信的安全可靠。 

表1 终端设备到基站的数据帧 

3．2 数据信息处理 

信息处理过程是在终端设备的检测电路检测到其所监控的 

对像发生变化时，由终端设备中的Zigbee通信传输模块对信息 

进行简单处理后，主动发起连接，将处理后的信息传送给基站， 

以期得到基站信息应答的～个通信过程。通信流程如图5(b)所 

示。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测试表明，该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终端设 

备95％以上的时间处于低功耗状态，而Zig,bee模块在低功耗模 

式下其电流为十几 A；而在其他工作模式下，Zigbee模块的电流 

小于15 mA．因此，采用基于信息变化触发的方式可以大大地降 

低功耗，这就极大地延长了终端设备的电池使用寿命。 

4 结束语 

在长庆油田某工作站的远程监控系统改造过程 中，采用了 

此技术，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抗干扰性，同时又减少了现场布线 

带来的各种问题。试验证明：以无线射频芯片 MC13213为核 

心，基于Zigbee技术的油田远程智能监控系统，数据传送可靠， 

提高油井管理的自动化。 

(a)网络建立流程图 (b)信息处理流程图 

图5 网络建立及信息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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