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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信号采集存储系统 

邹吉武，李 想，孙大军 

(哈 尔滨工程大学 水声技术实验室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为实现对水下矢量声场信息的观测记录，以方便后续的矢量声场特性研究 ，以 MSP430微功耗单片机 

为核心搭建信号采集存储系统平台．AD7655多通道高速模数转换器，经由 MSP430单片机控制，完成对前端模 

拟信号的采样．经量化后的数据由MSP430单片机按固定时序 ，由IDE接 口写入 cF卡的大容量闪烁存储器中． 

为方便与Pc机的兼容，cF存储卡中的数据是按照簇结构，以标准 FAT32的 DAT文件格式写入的．数据可方便 

地由Pc机访问，该信号采集储存系统已实际应用于某水声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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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purpose of recording the vector sound field information whi~ h can be used in the subsequent re— 

search of vector sound field feature，system platform for signals sam1) l ~-IIHl -age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mi— 

cropower MSP430 micr0c0ntroller as a core．Controlled by MSP43()⋯i(·I⋯·(1l oile r-．analog signals are sampled by 

AD7655 high—speed multi—channel analogue to digital conver|e!’(A 1)( )．Quantified data is inputted into the large 
capacity CF flash memory via IDE ports according to fixed ti mi Jlg by MSP430 microcontroller．For the compatibility 

with PC．data in CF card are organized in standard FAT32 cluster DAT files．The data can be accessed by PC con． 

veniently．This system has been used in the underwater acoustic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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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水下矢量声场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国 

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对矢量声场特性的研究，以及 

矢量声呐系统的研制，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是：需要 

有高效、可靠的系统，能够完成对矢量声信号的处 

理、采集与长时间记录存储．从而方便对矢量声场的 

分析，亦或进行非实时的矢量信号处理．文章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文中介绍的信号采集存储系 

统是三维声矢量传感器信号记录仪的数字系统部 

分．主要介绍系统的构成与控制原理．在后面提及的 

簇 FAT32数据存储格式为系统中采用的数据组织 

形式．其在系统设计中，更多的工作体现在软件方 

面 一 ． 

1 系统整体结构 

1．1 总体设计指标 

系统要求可以对矢量传感器输出4路模拟信号 

进行量化采样．上限采样频率为单路 10 kHz，量化 

精度 16 bit．系统可不间断地对矢量声场进行至少 

24 h的观测记录．记录的数据需要方便的经由 Pc 

机访问 以方便后续的计算机处理．由于系统需由电 

池供电，实现水下独立工作，故系统的设计除需满足 

功能的同时，还需尽量降低整体功耗． 

1．2 系统设计组成 

由于系统设计需考虑低功耗要求，考虑到系统 

整体构成对 CPU的要求并不高，故中央控制单元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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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I公司的 MSP430系列微功耗单片机 ．具有低 

电压工作模式的 MSP430单片机在 1 MHz频率驱动 

的主动工作模式下的工作电流仅为 330~A．单片机 

丰富的I／O控制引脚，配合相应的外围电路，可方便 

地模拟 ADC所需的逻辑时序．ADC器件选用 TI公 

Analog 

Analog 

Analog 

司的 16 bit并行输出模数转换器 AD7655．其在系统 

要求的 10 kHz的峰值采样率下功耗仅为 2．7 mw． 

数据存储媒介选用 SanDisk Extreme III CF存储卡， 

容量达8 GB．其数据总线与控制总线均连接于中央 

控制单元．系统整体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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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原理与各部分组成 

图 1 系统整体结构图 

图2给出 AD7655的工作逻辑时序图 ．由于 

系统要求对矢量传感器输出的功 4路信号进行采 

样，但 ADC器件为双通道交替模数转换工作．故此 

系统设计为以2倍采样频率进入 MSP430的定时器 

中断，从而实现对 A与 B 2个通道的交替采样． 

图2 AD7655工作逻辑时序图 

CNVST信号的下降沿为 A／D采集的触发信 

号．触发信号的给出在中央控制单元的定时器中断 

程序中完成．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交替给出 A0的 

高低电平，完成对 INA1、INB1或 INA2、INB2的交替 

采样．BUSY信号为低，标志采样工作完成．将单次 

采样点数据读取到单片机内部后，通过 I／O引脚改 

变信号 A／B，读取另一通道采样信号，从而交替完 

成对 A／B通道的数据采集． 

图 3 CF卡内部结构示意图 

图3为 CF卡内部结构示意图．由图3可知，CF 

卡是由一个卡寄存器控制单元与一个大容量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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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器组成的．主机对 cF数据访问均需经由寄存 

器控制单元完成．文中设计选用的极速三代 cF卡 

工作于True IDE模式；数据总线工作于 8bit模式． 

配合 MSP430内部乒乓空问，程序设计为双扇区循 

环乒乓写入．可实现不影响 ADC数据采集的情况下 

的信号的连续记录．cF卡的寄存器详细配置，以及 

上位机访问时序图，请参考文献[8]． 

为使 CF卡中的数据可方便的通过 Pc机访问． 

数据采用FAT32的组织形式．文件存储为“．dat”格 

式．单个文件大小为128 MB．由于系统需实现数据不 

问断记录，故程序设计为预成 FAT表的工作模式．主 

程序循环检测单个文件是否写满．写满一个文件后即 

修改相应 FAT表起始结束簇信息，同时更新根目录． 

3 结束语 

设计实现了4通道数据实时采集存储系统，可 

实现对矢量声信号长时间不问断的记录．系统已应 

用于工程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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