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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介绍了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同步串-~TSPI的多通道温度测试系统的设计方案。该系统主要由TI公 

司的MSP430F1611单片机等芯片构成。介绍了SPI的通信原理和实际系统的工作原理，结合实际着重阐述了系 

统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最后，用VB设计的软件验证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并且给出了实验的结果。实验结 

果表明，该系统控制方便 、工作稳定，能实现可靠的实时数据传输 ，在工程实践中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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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scheme of the nmlti——channel temperature test system based on M SP430 

MCU synchronous serial SPI．The system is consist ofMSP430F1611 chip ofTI company，etc．．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unication scheme of synchronous serial SPI and analys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est system ， focus oH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s according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Finally， using the design ed VB software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esign．Experiments proved that the system is easy to control and works stably to perform reliabl real 

time data transmission．The method have great value i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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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基于MSP430F1611单片机 的同步串行SPI的多 

通道温度测试系统，就是针对 6片单片机的SPI接 

SPI同步串行口，3～4线接口，收发独立、可 口与 1片单片机 SPI接VI通信而设计。本系统通 

同步进行，因此在工程控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过利用MSP430F1611的SPI接口以简化电路设计， 



实现多通道温度测试的实时显示。 

1测试系统工作原理 

1。1 sPl通信曝理 

SPI的通信原理很简单，它以主从方式工作， 

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或者多个主设备和一个或多个 

从设备，需要3～4根线。也是所有基于 SPI的设备 

共有的，它们是SOMI(数据输入 )，SIMO(数据 

输出)，UCLK(时钟 )，STE(片选)。 

其中CS是控制芯片是／否被选中的，也就是 

说只有片选信号为预先规定的使能信号时 (高电位 

或低电位 )，对此芯片的操作才有效。这就允许在 

同一总线上连接多个 SPI设备成为可能。 

在 SPI通信 中，数据是同步发送和接收的。 

在串行时钟信号的作用下，主机在通过MOSI(主 

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信号线发送数据的同时， 

也在通过MISO(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 )信 

号线接收从机发送的数据 ；从机在通过MOSI信号 

线接收数据的同时，也在通过 MISO信号线向主机 

发送数据。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设置时钟极性 

和时钟相位，对时钟极性的设置决定了静止时SPI 

串行时钟的有效状态，而对时钟相位的设置则规定 

了处理器在何时发送和接收数据。之所以如此，是 

为了适应不同外设和线路的需要，因为有些外设在 

时钟信号的上升滑锁存数据，而有些外设则在时钟 

信号的下降沿锁存数据。 

SPI传输串行数据时，首先传输数据的最高位。 

波特率可以达到几 Mbps，实际速度不仅取决于SPI 

硬件，而且还受到软件设计的约束。 

1．2系统工作原理 

多通道温度测试系统 选用均匀采样策略，均 

匀采样策略 是最简单也是应用最广的一种采样策 

略，它对被测信号等时间间隔取样，在测试过程中 

采样频率为一常数。均匀采样频率确定的基础是采 

样定理，它至少要高于被测信号上限频率的两倍， 

同时，还要考虑测量时间T及存储容量M等因素， 

应满足 2f． M ／ 

此系统在单片机程序的控制下，主从单片机同 

时上电后，主单片机以 lkHz的采样频率同时给 

其它 6片从单片机发 A／D 转化信号，使 48个 

A／D同时转换。同时主单片机通过控制从单片机 

SPI的STE信号依次选中从单片机的SPI以顺序 

接收 48个通道转化的数据。与此同时，主单片 

机还要通过另外一 SPI口以 100Hz发送接收到 

48个通道的数据，并且通过计算机的USB接口 

读至计算机回收后，实时地把 48个通道的数据 

显示。系统的原理框图如图 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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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系统的原理框图 

2测试系统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 

2．1系统的硬件设计 

MSP430系列单片机 。圳具有比较丰富的片内 

外设，各个模块运行完全是独立的，包括定时器、 

输入／输出端口、A／D转换、看门狗、UART等都 

可以在主 CPU休眠的状态下独立运行。 

本系统通过 l片主单片机与6片单片机的 



SPI口通信，同时利用主单片机的另外一个 SPI给 

计算机发送数据已达到实时显示的目的。主单片机 

与从单片机进行通信时，主单片机的SP10设成 3 

线从机模式，从单片机的 SPIO设成 4线主机模式。 

通过主单片机的I／O口来设定从单片机的片选信号 

STE。具体的数字硬件电路连接图如图2所示。 

图2从单片机和主单片机的SPI的接口连接图 

2．2系统的软件设计 

整个测试系统软件实现了均匀采样策略，完成 

了测试系统的实时显示机制，实现了定时器 TB中 

断和 SP10接收中断配合。同时实现了从单片机和 

主单片机的 SPI的通信。程序流程图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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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主单片机的SPI接收中断流程图 



 

系统全部采用中断响应方式完成逻辑功能。所 

谓的主程序仅仅是做了2次空操作后进入低功耗状 

态，等待响应各种硬、软件中断，各种中断响应完 

毕后均返回主程序。 

主从单片机同时上电后，主单片机通过定时器 

TB中断 1Khz的频率给从单片机 A／D转换信号同 

时第一片单片机把转化的数据通过SPI口发送给主 

单片机，接下依次选中其它从单片机SPI把数据发 

送给主单片机，与此同时主单片机还以100Hz通过 

SPI1口把数据发送出去通过USB接口把数据实时显 

示出来。 

3实验数据 

测试实验由于通道比较多，所以实验数据只显 

示一个通道的数据(通过加热热电偶 )，数据采集实 

时显示的情况如图4所示。其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 

采集到的数据的点数和比特数，单位分别是点和bit。 

4结论 

图4实验数据 

本系统利用 MSP430系列单片机内部提供的 

12bit的ADC进行数据采集，这种采样方式大大简 

化了电路设计，并能使测量结果达到较高的精度 ； 

巴 

而且由于MSP430单片机超低功耗的设计，大大简 

化了系统。实验结果证明，此测试系统具有较好的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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