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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P430单片机的视觉检测系统运动平台 
计 ‘ 

The design of the vision detection system sport platform basis on MSP43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张永枫 陈海松 
Zhang，Yongfeng Chen，Haisong 

摘要：本文针对高精度工业视觉检测的需要，结合 当前计算机视 觉检测领域 的研 究成果，提 出了基于 MSPd30单片机的视觉 

检测系统运动平台的设计。文中对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视 觉检 测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原理进行了论述 ．并重点阐述 了视觉 

检 测 系统运 动平 台的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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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meet the demand of high—precision detection in industry，based on research of computer vision system recendy，have 

proposed the design of the vision detection system sport platform based on MSP430． Have described the basic composition and prin- 

ciple based on vision detection system of MSP430 in the article， and has explmned the design of the vision detection system sport 

platform  especially． 

Key words：M SP430，computer vision,detection system，X—Y sport platform 

1引言 2 计算机视觉检测系统的组成 

计算机视觉技术是精密测试技术领域内最具有 

发展潜力的新技术，它综合运用了电子学、光学探测、 

图像处理和计算机技术，将机器视觉引入到工业检测 

中，实现对物体的平面或三维位置尺寸的快速测量， 

具有非接触性、速度快、柔性好等突出优点，在现代制 

造业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根据被检测物体的尺寸 

和形态不同．其运动机构可分为一维的直线运动机构 

和二维的平面运动机构。其中一维直线运动机构常用 

的有传送带．滚珠丝杠配合直线导轨的一维运动平台 

等，传送带一般应用在运动位移较大的场合，而一维 

的运动平台通常只具有有限的运动范围：二维的平面 

运动机构一般为 x—Y运动平台．通常在每一维上都是 

采用滚珠丝杠配合直线导轨的机构形式．这种运动平 

台一般移动范围比较灵活，可以适应尺寸范围变化较 

大的各种平面检测的需要。我们的设计不仅需要实现 

单幅面的图像信息检测和测量，而且还要对大幅面的 

图像进行处理．而考虑到 CCD的视野范围有限，如调 

整视野范围，则处理的图像精度不高；若用高精度的 

CCD替代，则成本太高，故我们采用大幅度检测和测 

量的X．Y运动平台。 

张永枫 ：副教授 

按功能模块化分，计算机视觉检测系统主要包含 

以下几个部分：(1)图像信息获取模块；(2)图像信息处 

理模块；(3)系统控制模块；(4)X—Y运动载物平台模块。 

系统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 ．整个系 

统的工作过程：系统控制模块给x—Y平台控制部分单 

片机一个命令，要求 x—Y平台移动到相应的位置，到 

达位置后，反馈一个信号给系统控制部分，系统控制 

部分收到信息后和图像采集模块和处理通信 ．完成整 

个系统的操作。系统控制模块与单片机的通信是通过 

RS232协议，而系统控制模块为了与图像采集模块进 

行通信并且接收图像信息．计算机需要配备专用的图 

像采集卡和 I／0模块。在本系统中．采用的图像采集卡 

是 Cognex MVS一8000，图像采集卡与相机通过专用 1 5 

芯电缆相连，I／O模块采用的是基于 PCI总线的并行 

输入输出端口。 

图像信息处理模块 — 图像信息获取模块J 

L 霉亟 

厂 

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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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 系统模块化设计 

3．1图像信息获取和处理模块设计 

图像信息获取模块的硬件主要包括视觉传感器 

(CCD摄相机)、光学镜头、光源系统三个部分，根据被 

测工件特点和检测系统要求 ，合理选择与搭配这三个 

部分是高性能视觉检测系统的前提。此模块的功能就 

是按系统控制模块的指令获得检测系统所需的图像 

图像信息处理模块的功能就是通过对系统获取 

的图像信息进行处理得出控制系统需要的结果信息， 

此模块的核心就是图像信息处理的算法，在此系统 

中，采用的是 Cognex公司提供的图像处理算法开发包 

CVL。 

P0．2一P0．4 

P1．0~P1．7 

P2．0～P2l3 

P3．0～P3．4 

P2．4～P2．6 

P0．5～P0．7 

P3．6，RX 

P3．7厂rX 

128"128液晶显示器 

5*4行列式键盘 

两个电机的控制信号 

串口通信 

图2 X—Y运动平台模块硬件连接原理图 

3．2系统控制模块设计 

1、单片机的选型 

单片机系统是智能设备的核心，它完成状态信息 

显示、数据通信、仪器功能设定等功能，相对于 51、 

PIC、AVR等系列，MSP430系列单片机具有很大的优 

势。根据智能设备的设计要求 ，我们采用 TI公司 

MSP430Flash系列 的 MSP430F149单 片机作为主芯 

片．MSP430F149的结构特点主要有： 

(1)功能强大的 CPU内核：16位 CPU和高效的 

RISC指令系统，无外扩的数据／地址总线，在 8MHZ时 

可达到 125nS的指令周期，具有 16个快速响应中断， 

能及时处理各种紧急事件。 

(2)丰富的片内外围功能模块：12位的A／D转换 

器 ADC12，有 8个外通道，4个内通道，高达 200KHZ 

的采样速率，多种采样方式。两路 USART通讯串口， 

可用于 UART模式 ，SPI模式；片内有精密硬件乘法 

器、两个 16位定时器，6个并行口P1一P6，48条 I／O口 

线，其中P1，P2具有中断能力。 

(3)多种节能模式：其中LPM4(数据保持)模式仅 

耗电0．1uA，工作状态耗电为 200uA)；从低功耗模式 

到工作状态只需 6US。 

(4)由于是 Flash型，则可以对单片机进行在线调 

试、编译、下载，且 JTAG口可直接和仿真器(FET)相 

连，无须另外的仿真工具，方便实用。 

2 硬件连接 电路设计 

x—Y运动平台模块硬件连接原理图如图2所示： 

3 人机界面的功能实现 

人机界面是 x—Y平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通过键盘和字符液晶显示器来完成人机界面，使人对 

其操作 ，同时在液晶屏上显示各模块状态、反馈信号 

的分析信息，故其要求为控制面板简单，指令明确，表 

达丰富，体积小 ，功耗低。在满足条件的基础上，考虑 

到节约成本和时间，我们选用带汉字显示的 128"128 

的点阵式液晶显示器 JHD128128—10，其采用 EL被 

光，工作电压为 5V，内部采用了一片 T6963控制器来 

驱动，T6963C的液晶显示模块实现了T6963C与行列 

驱动器及显示缓冲区 RAM 的接口，同时也已用硬件 

设置了液晶屏的(单双屏)数据传输方式显示窗口长度 

宽度等等。 

键盘是人机界面的主要部件 ，通过键盘能随时向 

系统发出各种控制命令和数据出入。键盘扫描只是 

CPU工作的内容之一 ，CPU对键盘的响应取决于键盘 

的工作方式 ，键盘的工作方式应根据实际应用系统中 

CPU的工作状况而定，其选区的原则是既保证 CPU能 

及时响应按键操作，又不多占用 CPU的工作时间。通 

常，键盘的工作方式有三种：编成扫描、定时扫描和中 

断扫描。为了提高效率，本系统采用 5*4的行列式薄 

膜键盘，采用中断扫描方式进行控制。键盘的列线与 

P2口的低四位相连，是扫描输入线；键盘的行线与 P3 

口的低五位相连，并通过 10K电阻上拉到5V电源，是 

输出线。20个键的5*4的行列式薄膜键盘分别由 10 

个数字键、四个功能键、四个上下左右控制键、退出和 

确定键构成。 

图3单片机主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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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单片机软件设计 

单片机在视觉检测系统中主要负责 x—Y平台的 

运动控制、实琏 r显示、与P 睫唁三大主 力台 

3．3．1、主程序设计 

刚开机时主程序主要完成整个硬件系统的初始 

化包括对液晶的初始化、堆栈初始化、I／O口的定义和 

初始化、串行口的定义和设置、擦写程序的初始化设 

置和默认显示时各个参数的设置。所以点阵汉字显示 

屏从上电开始显示的是默认内容，然后根据从 PC机 

发过来的鼬 ：显示，其圈 iic程＆Ⅱ图3所示： 

3．3．2、串口通信程序编制 

每当向Pc机方应用程序里输入新的操作并发送 

给单片机时，单片机就产生串行中断。接收待执行的 

命令数据。单片机接收数据则采用查询接收的工作方 

式。进人中断后，首先关闭中断，防止接收数据出错 。 

然后将收到的信息数据存人变量，把接收到的信息数 

据再反馈给 PC机确认后依次写入指定 FLASH空间 

内，同时根据标记位判断数据接收是否全部结束 。最 

后开中断返回主程序。 

3．3．3、人机界面的程序设计 

间接控制方式是 MPU通过并行接 口间接实现对液晶 

显示模块控制。根据液晶模块的需要。并行接口需要 
一 个 8位 的并 行 接 口和 一 个 3位 的并 行 口 。 

MSP430F149的P1口作为数据总线，P0口中3位作为 

读 、写及寄存器选择信号。由于并行接口只用于液晶 

显示模块 ，所以／CE信号接地就行了。MPU通过并行 

接口操纵液晶显示模块 ，要对其时序关系有一个清楚 

的了解，并在程序中应明确地反映出来。液晶显示过 

程实质上是初始化设置子程序一清显示 RAM区一建 

立 CGRAM程序一显示相应的内容 ，表明在什么位置 

显示什么字符和汉字(本字库由北京精电蓬远显示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的 PICKHZB．EXE软件提取生成)。我 

们要求显示的内容为：当前工作的状态、方式，x、Y当 

前运动的位置以及方向，当前的一些参数等。 

1、间接控制方式的基本程序如下： 

CD EQU P0．2 ；通道选择信号 

WR EQU P0．3 ：写操作信号 

RD EQU P0．4 ：读操作信号 

(1)判状态位 STA1，STA0子程序(读写指令和读 

写数据状态)，在写指令的读、写数据之前这两个标志 

位必须同时为“1”。 

ST01： LCALL R
_

ST 

JNB ACC．0， ST01 

JNB ACC．1，STOI 

RET 

(2)判状态位 STA2子程序(数据自动读状态)，该 

位在数据自动读操作过程中取代 STA0和 STA1有效。 

在连续地程中每读一次之前都要确认 STA2=1。 

S I'2： 

LCALL R—ST 

JNB ACC．2。ST2 

RET 

(3)判状态位 STA3子程序(数据 自动写状态) 

ST3 LCALL R ST 

JNB ACC．3．ST3 

RET 

(4)~lJ状态位 STA6子程序(屏读／拷贝状态) 

ST6 LCALL R 汀 

JNB ACC．6。 ERR 

RET 

ERR： LJMP ST6 ；出错处理程序 

2、读状态字子程序 

R_ST： MOV P1， #OFFH ；P1口置“1” 

SETB CD ：CD=1 

CLR RD ：／RD=0 

MOV A， P1 ；读操作 

SETB RD ：／RD=1 

RET 

此程序可以直接调用直接访问方式中的 ST01， 

ST2，ST3和ST6等子程序 

3、写指令和写数据子程序 

PR1： LCALL ST01 ：双字节 

参数指令写人人口 

MOV A． DAT1 

LCALL PR13 

PR11： LCALL ST01 

MOV A． DAT2 

LCALL PR13 

PR12： LCALL ST01 

MOV A． COM 

UMP PR14 

PR13： CLR CD 

PR14： MOV P1， 

CLR WR 

SETB WR 

RET 

4读数据子程序 

PR2： LCALL ST01 

CLR CD 

MOV P1． #0FFH 

CLR RD 

MOV A． P1 

STEB RD 

MOV DAT2． A 

参数，数据单元 

RET(~ 202页1 

；取第一参数单元数据 

；与人参数 

；单字节参数单元数据 

；取第二参数单元数据 

；写人参数 

；无参数指令写人人口 

；取指令代码单元数据 

；写入指令代码 

：C／D=0，数据写入人口 

A ：设置数据 

；／WR--O 

：／WR=1 

：判状态位 

；C／D=0 

：P1口置“1” 

；／RD=0 

：读取数据 

；／RD=I 

；数据存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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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中断，单片机完成一次距离显示后即开中断接收 不适合户外使用。 

下一组计数器数据。用于温度补偿的温度测量传感器 

采用DALLAS的一线式传感器 DS18B20。它具有接口 

简单(仅须一根数据线 )测量范围广、精度高的(在一 

1O℃—85℃内精度为±O．5℃)特点。在温度变化范围不 

大的场合单片机得到温度值后，可以通过查表实现声 

波在空气中传输速率的测量。 

3．3超声波发射与接收 

本系统采用的超声波传感器(换能器)是中心频 

率为40KHZ的专用型超声波探头 T40和 R40。因为超 

声波接收器接收的反射波信号很微弱并含有干扰信 

号，所以必须进行放大调整。接收电路采用了两级放 

大电路和波形整形电路，最后输出到 CPLD的计数控 

制电路的时钟端 CLK。当 CLK没有接收到信号变化 

时，引脚是低电平；接收到第一个信号是 40KHZ方波 

脉冲信号的上升沿。为了消除干扰，采用了硬件滤波。 

如图3所示。超声波信号经电压提升、放大、整形、滤 

波后作为时钟信号送入 CPLD的计数器控制模块。 

图 3 

4 系统测试结果 

本系统采用 ALTERA公司的的 CPLD EP2K3OE 

芯片和常用的 89C51单片机实现。采用 自制的 PCB板 

对系统的距离测量进行验证并和单片机单机测量系 

统测量数据进行比较。实验环境：室内，室温：27~C；相 

对湿度：45％。；距离单位：CM ；根据距离不同记录下 

了9次实验结果。每次实验测量数据 2O组 (此处省 

略)取平均值，结果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实际距离 00 3n00 40．00 00 6口l00 7lo．00 8Q00 9D100 10口l00 

本系统 加L12 30．08 40．13 5nl5 6嘎1O 7Q14 8Q17 9n16 10Ql8 

单片机单机 l8．16 27．85 37．52 46．92 5＆68 66．43 75． 85．70 95．32 

数据结果表明，在每次实验的2O组数据中本系 

统测量数据方差明显小于单片机单机测量方差；每次 

实验中本系统测量数据绝对误差较小，更接近于真 

值。 

5 存在问题及分析 

1)由于空气湍流可能吹散回波，故超声波传感器 

2)40KHZ超声波波长在 1CM左右，如果干扰造 

成接收电路误动作造成的误差至少是 1CM。所以接收 

整形电路的稳定性、有效性极其关键。40KHZ超声波 

适用于测量较长距离。 

3)对于距离不发生突变的场合，单片机软件可以 

利用中值滤波技术减少误差。 

4)接收整形电路造成的时延也是误差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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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86页) 4 结论 

MSP430系列单片机在视觉检测运动平台的设计 

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此 X—Y视觉检测平台结构简 

单，功能强大，它不但能对单幅面的图像信息检测和测 

量，而且其设备的高精度二维运动平台可以从不同位 

置对物体进行取像，由图像处理单元对图像实现高精 

度拼接后进行检测和测量，其拼接过程由软件 自动完 

成二次精密校准和双重加权图像重建，图像的测量不 

再依靠平台运动的机械精度。 

本文作者的创新点是：视觉检测运动平台的设计， 

实现对大幅面图像高精度的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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