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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MSP430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设计 了 

CAN智能控制系统，着重对 CAN智能控制节点 

硬、软件的实现进行了描述。根据双口 RAM 高速、 

实时数 据 交换 的特 点，提 出了一 种双 口 RAM 的 

CAN数据通讯的软件设计方案 ，实现 了 CAN控制 

网络中智能控制节点与上位机的CAN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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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ructure of CAN —bus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 SP430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hardware of the field controllers is in— 

troduced．The idea new communication strategy u— 

sing the 1OW —power operation of M SP430 and the 

high——speed access of dual——port RAM is expoun—— 

ded，and implement the data exchange in the net— 

work control system using CAN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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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C)结构，有较高的处理速度，为控制系统 的 

SOC解决方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1 系统总体结构 

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由于 CAN是一 

种多主的串行通讯总线，各智能控制节点根据工艺 

控制要求，主动发送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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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控制 系统 的总体结构 

工业 PC机采用力控 6．0组态软件设计开发控 

制系统的管理软件，实现上位工控机对网络内各个 

MSP430控制节点状态的监控，并实现各节点的控 

制参数的调整；同时利用力控 6．0组态软件的实时 

数据库功能，存储生产过程的各控制参数的变化情 

况，对参数进行分析，实现对现场设备的故障诊断。 

0 引言 2 MSP430智能控制节点硬件 

CAN—bus是 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 
一

，由于 CAN协议 只定义 了数据链路层和物理 层 

协议 ，而 CAN 的应用层协议可 以由用户根据实际 

需要自行定义，或采用一些国际组织制订的标准协 

议，这增加 了 CAN 总线应用 的灵 活性 和便 利 

性[1-23。MSP430系列单 片机是 一款超低功耗、功 

能强大的l 6位Flash单片机 ，采用了精简指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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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P43O智能控制节点主要完成工业现场的数 

据采集、数据处理以及控制 网络 内的数据交换。 

MSP430智能控制节点的核心控制芯片选用 TI公 

司的 MSP430F149单片机 J。 

虽然 MSP430F149集 成 了片上 l2位 ADC模 

块和异步通讯模块，加上必要的外围器件就可构成 

一 个完整的单片机控制器，但是其既要完成对现场 

设备的控制，又要对现场设备的各种运行参数进行 

采集和处理，同时还要进行网络间的数据通信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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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势必会影响到网络控制系统的控制精度。为 

了满 足 网络 系统 实 时 性 的需求，同 时 又不 使 

MSP430F149在 数据 通讯 上花 费 大量 的 时 间， 

MSP430智能控制节点采用双单片机设计方案，即 

MSP430智能控制节点上有 2片 MSP430F149，分 

别完成 CAN数据通讯和现场设备的数据采集、处 

理 以及控制工作 。 

由于CAN协议只定义了数据链路层和物理 

层，因此 MSP430智能控制节点的 CAN通讯硬件 

主要由CAN控制器和 CAN驱动器组成。CAN收 

发器和控制器分别选用 Philips公司的TJALO40和 

SJAlO00。SJA10OO是一 种独 立 CAN 控 制 器，是 

CAN控制器PCA82C200的替代产品，可完成 CAN 

总线 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所有功能，同时 

SJA1000还具有 BasicCAN和 PeliCAN工作方式 ， 

PeliCAN工作方式支持CAN 2．0B协议嘲；CAN总 

线驱动器 TJA1040具有极低功耗的待机模式，以及 

通过总线唤醒能力，当 TJA1O40断电时，总线反向 

电流为零，没有接通电源的节点不会对网络其它部 

分造成影响L6]。 

综合考虑了器件的性能和容量，双口 RAM 选 

用 IDT7133芯片，IDT7133芯片是一种 2 kB，16位 

高速 CMOS静态 RAM，左右两端都具有完全独立 

的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线[7]。 

由于 MSP430F149是 3．3 V 电压供 电，而 

IDT7133，SJA1000，TJA1040芯片是标准 5 V供电 

的器 件 ，因 此 在 通 讯 板 硬 件 设 计 中，IDT7133， 

SJAlO00与 MSP430单片机之间增加电平转换芯 

片SN74LVC4245，实现+3．3 V一+5．0 V的转换。 

同时为了提高通讯板的抗干扰性，在 SJA1000和 

TJA1040芯片之间设计了光电耦合保护电路，从而 

实现总线各控制节点之间的电气隔离。MSP43O智 

能控制节点的硬件设计原理如图 2所示 。 

MSP43O智能控制节点的控制单片机将现场智 

能控制器的状态参数、采集数据写到双口RAM 中， 

而通讯单片机则通过定时查询双口RAM相应的数 

据空间是否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则将数据通过 CAN 

控制器和 CAN 驱动器发送 到 CAN 总线 上；同样 

地，上位机对现场控制节点的控制、操作指令通过 

CAN控制器和 CAN驱动器由通讯单片机接收，写 

入双口RAM 中后，通知控制单片机到双口 RAM 

相应的数据空间读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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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通讯板硬件原理 

3 MSP430智能控制节点通讯软件 

3．1 网络通讯协议 

CAN2．0B协议定义了标准帧和扩展帧 2种数 

据帧格式。由于在实际网络控制中，MSP430智能 

控制节点上传的采样数据和状态信息为 32位数据 

(包括智能控制节点的标志符等信息)，因此系统中 

CAN通讯的数据格式采用标准帧格式，同时考虑到 

实际的控制要求，自行设计了 CAN总线的应用层 

通讯协议。 

对 CAN数据帧的数据区编码时采用 “优先级 

+ ID号+控制数据／采样数据标志+控制指令／数 

据+校验”的形式，其中 ID号为各 MSP430智能控 

制节点的地址编号，控制程序通过控制数据／采样数 

据标志，判断 CAN数据是上传采样数据或是控制 

指令。本文将 CAN总线标准数据帧的标识符 ID10 

位定义为 CAN控制节点 的优先级标志 ，整个 CAN 

控制网络的优先级共分为 2级：其中工业现场 CAN 

控制节点的优先级为 1，工控机的优先级为 0；标识 

符 ID9~ID5位定义为现场 CAN控制节点的地址 

位；标识符 ID4~ID3定义为 CAN总线报文的识别 

位，如果 CAN数据的报文码 ID4～ID3均为零，表 

示当前的 CAN数据是工控机发送广播数据帧，所 

有工业现场控制节点都可接收，否则表示现场控制 

节点上传工控机的点对点数据帧；ID2~ID0在本文 

中未使用，以备网络控制系统扩展使用，其数据编码 

如图 3所示 。 

优先级 { }{ 雯 豢未使用 
II)10 I 11)9～II)5 IH)4～maim2～Dq l位R：rRl4位D】 l(0竺 )l CRC 

图3 CAN数据编码格式 

3．2 通讯软件设计 

MSP430智能控制节点的 CAN数据通讯通过 

· 47 · 



双口RAM进行，为了避免通讯 MSP430单片机和 

控制 MSP430单片机，同时访问双口RAM 同一存 

储单元中数据，而造成通讯数据的失真问题，在通讯 

软件设计中采用软件仲裁机制的设计思路。 

a．首先将双口RAM 的存储空间划分为接收和 

发送存储空间。将双口 RAM 芯片 IDT7133的 2 

kB的存储空间分别划分成 3个缓冲区，同时考虑到 

现场 CAN控制节点向工控机传递数据量远大于工 

控机下传的数据量，将 2个缓冲区分配为 CAN数 

据发送缓冲区，1个缓冲区分配为 CAN数据接收缓 

冲区，以提高CAN数据通讯的效率。 

b．对于每一个缓冲区均采用环形队列的存储结 

构，并设置头尾指针，指针控制采用递增、不归零方 

式[8]。为了保证双口RAM数据读写的正确性，环 

形队列的头指针只能由写入双口RAM数据的一侧 

MSP430单片机修改，而环形队列的尾指针只能由 

读出双口RAM 数据的一侧 MSP430单片机修改。 

同时为了避免一侧 MSP430F149在修改头指针时， 

另一侧的 MSP430F149在读缓冲区的头指针的现 

象，在双口RAM软件仲裁机制中，将写入数据一侧 

的优先级设置高于读出数据一侧的优先级，即在控 

制端 MSP430F149读 缓 冲区头指 针时，控制端 

MSP43OF149要读 2次 ，如果相同则进行双 口RAM 

的读数据操作，否则停止双口RAM的读数据操作。 

C．CAN数据发送采用定时查询的控制机制 ，控 

制端 MSP430F149按一定的定时周期，将现场设备 

的工艺参数、设备状态信号存放到双口RAM相应 

的缓冲区内，通讯端 MSP430F149定时查询发送缓 

冲区是否有数据，如果有数据则立即发送。定时发 

送程序流程如图 4所示。 

图 4 定 时查询发送子程序流程 

d．最后，为了保证 CAN网络控制系统的实时 

性，对于接送端 MSP430F149的数据接收采用中断 

处理的方式，只要SJAlOOO成功接收 l帧数据，就会 

产生中断信号，通讯端的 MSP430F149将接收到的 

数据存放于接收缓冲区的环形队列中，并修改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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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使头指针始终指向最新数据，并通过握手信号通 

知控制端口的 MSP430F149读取数据。中断接收 

流程如图 5所示 。 

中断接收子程序 

Y 

压面 丽  

／ 2次头指针数＼  

读取并存储数据，修改 
接收缓冲区的尾指针 

图 5 中断接收子程序流程 

4 结束语 

控制系统已在实际中得到应用，经现场调试达 

到设计要求，可靠性、安全性都达到了控制系统的要 

求，同时系统还具有可扩展潜力，可实现工厂内部整 

个控制单元的联网，实时监控整个生产现场的工作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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