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4 - 5422 (2008) 01 - 0062 - 04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语音录放电路的设计和实现

杨洪军 , 石 　琳 , 刘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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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介绍了基于单片机设计和实现的一种语音录放电路 ,并着重分析了使用 dsPIC系列单片机自带的 SPI

函数库实现与 ISD4002 语音录放芯片通信的软件程序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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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 ,诸如电话自动应答、

公交自动报站等人性化的设备越来越多 ,而这些

设备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语音自动录放装置. 本文

介绍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语音录放电路的设计和

实现. 该设计具有简单易行、使用方便、成本低廉

等特点 ,并且具有较好的可扩展性 ,有较高的实用

价值.

1 　系统总体设计

本设计采用 dsPIC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 ,使用

ISD4002 作为语音录放芯片 ,单片机和 ISD 芯片之

间通过 SPI 接口进行通信 ,完成控制语音录放功

能 ,LCD 用于显示语音录放状态和其他控制信息.

系统总体框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语音录放系统框图

1. 1 　SPI接口

SPI是由 Motorola 公司推出的一种同步串行传

输规范 ,常作为单片机外设芯片串行扩展接口. SPI

有 4 条引脚 ,分别是 SS(从器件选择线) ,SDO(串行

数据输出线) ,SDI(串行数据输入线) ,SCK(同步串

行时钟线) . SPI 可以用全双工通信方式同时发送

和接受 8 位或 16 位数据. 本文所设计的系统以

dsPIC30F6014 为主控制器 , ISD4002 为从器件 ,通过

SPI口完成通信控制的过程.

1. 2 　dsPIC系列单片机[1 ,2 ]

dsPIC系列是 MicroChip 公司推出的新型 16 位

高性能数字信号控制器 ,它结合了单片机的控制

优点及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的高速运算特性 ,为

嵌入式系统提供了单一芯片解决方案. 它继承了

PIC单片机系列的总线结构和精简指令集技术 ,具

有寻址方式简单、运行速度快、功耗低、驱动能力

强等优点 ,同时集成了主板级的 DSP 功能 ,能够提

供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力. 此外 ,它还提供了如

UART、CAN、SPI等丰富的外围接口 ,可以方便地与

其他设备进行通信互联. 本文所设计的系统就采

用 dsPIC数字信号控制器的 SPI接口与 ISD 语音芯

片 进 行 通 信 控 制 , 使 用 的 芯 片 型 号 为

dsPIC30F6014.

1. 3 　ISD4002 语音录放芯片[3 ]

ISD 系列语音芯片采用多电平直接模拟存储

(Chip Corder)专利技术 ,声音不需要 AΠD 转换和压

缩 ,每个采样直接存储在片内的闪烁存储器中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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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 AΠD 转换的误差 ,能够真实、自然地还原语

音、音乐及效果声 ,避免了一般固体录音电路量化

和压缩造成的量化噪声和金属声. 本文所设计的

系统使用的芯片型号为 ISD4002 ,单片录放时间为

120 s.

ISD4002 工作于 SPI 串行接口. SPI 协议是一

个同步串行数据传输协议 ,协议假定微控制器的

SPI移位寄存器在 SCLK的下降沿动作. 因此 ,对

ISD4002 而言 ,在时钟上升沿锁存 MOSI 引脚数据 ,

在下降沿将数据送至 MISO 引脚. 协议具体内容如

下 : ①所有串行数据传输开始于 SS 下降沿 ; ②SS

在传输期间必须保持为低电平 ,在两条指令之间

保持为高电平 ; ③数据在时钟上升沿移入 ,在下降

沿移出 ; ④SS 变低 ,输入指令和地址之后 , ISD 才

开始录放动作 ; ⑤指令格式是 10 位地址码加 6 位

控制码 ; ⑥ISD 的任何操作 (含快进)如果遇到 EOM

或 OVF 则产生一个中断 ,该中断状态在下一个 SPI

周期开始时被清除 ; ⑦使用读指令会使中断状态

为移出 ISD 的 MISO 引脚时 ,控制及地址数据也同

步从 MOSI 移入 ; ⑧所有操作在运行位 ( RUN) 置

“1”时开始 ,置“0”时结束 ; ⑨所有指令都在 SS 上

升沿开始执行. 具体时序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SPI接口时序图

2 　系统功能的实现

本设计系统采用 dsPIC30F6014 数字信号控制

器 ,通过 3 个按键开关控制 ISD4002 录放音芯片的

动作. S1、S2、S3 分别接到控制器外部中断 INT1、

INT2、INT3 上. 当按下 S1 时 ,开始录音 ,再次按下

S1 时停止录音. 如此反复即可实现多段录音. 同

理 ,按下 S2 时开始放音 ,再次按下 S2 是停止放音.

如此反复即可顺序播放多段录音. 按下 S3 关机.

2. 1 　硬件设计

整个电路由语音录放电路、话筒输入电路、按

键开关电路及 LCD 显示电路构成. 由于本设计系

统输出直接驱动普通耳机 ,经实验验证不需外部

功放电路 ,直接利用 ISD4002 内部功放输出即可.

ISD4002 作为从机 ,其 SPI 接口的 MOSI 接控制器

的 SDO ,MISO 接控制器的 SDI ,SCLK接 SCK,SS 接

控制器的 SS即可LCD 用于人机交互的界面显示.

该系统的电路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系统电路图

2. 2 　软件设计

dsPIC Language Tools Libraries 是Microchip 公司

提供给开发者的一套工具库[4 ,5 ] ,其中主要包含了

3 个子库 :DSP 库 ,提供了常用的 DSP 函数 ;外围接

口库 ,提供对 dsPIC 系列所有外围接口的驱动函

数 ,包括 SPI 接口 ;标准 C 及数学函数库 ,在设计

中 ,我们使用其中的外围接口库中的 SPI库函数即

可.

SPI 库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函数 : ①Config2
IntSPIx SPI中断配置函数. 该函数可以对 SPI 接口

的中断以及中断优先级进行配置 ,返回值为空. ②

CloseSPIx 函数关闭 SPI 接口. ③DataRdySPIx 函数

使 SPI接口数据就绪. 该函数用来判断 SPI 接收缓

冲区中是否有数据等待读出. 若返回值为 1 ,表示

缓冲区中数据已经就绪 ,等待读出 ;若返回值为 0 ,

则表示缓冲区为空. ④ReadSPIx 函数读 SPI 接口缓

冲区. ⑤WriteSPIx 函数向 SPI接口发送缓冲区写数

据. ⑥OpenSPIx 函数打开 SPI 接口. 该函数包含两

个参数 ,config1 和 config2. config1 中包含了对 SPI

接口操作模式的配置信息 ,写入控制寄存器 ;con2
fig2 中则包含了 SPI 的状态信息 ,将写入状态寄存

器. 该函数在打开 SPI 接口的同时完成对其的配

置. ⑦pusSPIx 函数将一个字符串数据写入到发送

缓冲区中. ⑧getsSPIx 函数从接收缓冲区读入指定

长度的字符串数据并转存到指定的空间.

除了这 8 个函数以外 ,该库还提供了相应的

宏指令完成同样功能 ,可以在程序中方便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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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ISD4002 芯片操作要求.

对于 ISD4002 芯片 ,器件延时 TPUD (8 kHz 采

样时 ,约为 25 ms) 后才能开始操作. 因此 ,用户发

完上电指令后 ,必须等待 TPUD ,才能发出一条操

作指令. 典型的操作如下 :

(1)从 00 处发音 ,应按如下时序 : ①发 POW2
ERUP 命令 ; ②等待 TPUD(上电延时) ; ③发地址值

为 00 的 SETPLAY命令 ; ④发 PLAY命令.

器件会从此 00 地址开始放音 ,当出现 EOM

时 ,立即中断 ,停止放音.

(2)从 00 处录音 ,则按以下时序 : ①发 POWER

UP 命令 ; ②等待 TPUD (上电延时) ; ③发 POWER

UP命令 ; ④等待 2 倍 TPUD ; ⑤发地址值为 00 的

SETREC命令 ; ⑥发 REC 命令.

器件便从 00 地址开始录音 ,一直到出现 OVF

(存贮器末尾)时 ,录音停止.

2. 2. 2 　软件程序设计.

软件程序包括主程序以及几个子程序. 主程

序中 ,在完成了初始化的工作之后 ,进入一个 while

循环 ,等待响应按键触发的中断 ,若有按键按下 ,

则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在按键 S1 的中断服

务程序中 ,设置一个标志变量 ,S1 每按下一次 ,标

志变量取反 ,用来控制录音及停止录音. 同理 ,S2

的中断服务程序中也设置一个标志变量 ,控制开

始放音及停止放音. S3 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则发送

PowerDown 指令关机. 另外 ,软件还包括了 LCD 显

示驱动及控制等子程序. 参照 ISD4002 芯片手册的

要求 ,本设计系统通过以下几个子程序来实现 SPI

通信控制的功能.

(1)初始化 SPI 接口. 在进行 SPI 接口通信之

前 ,首先要初始化 SPI接口 ,设定主从关系、字节长

度、SPI模块内部预分频系数等参数 ,这些参数基

本上按照默认值设置 ,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在设置这些参数前 ,首先要关闭 SPI 接口 ,设置完

成后 ,再打开 SPI接口 ,设置的参数开始生效 ,程序

如下[5 ]
:

void Init SPI()

{

　　unsigned int SPICONValue ;ΠΠ保存 SPI 配置参数信息

　　unsigned int SPISTATValue ;ΠΠ保存 SPI 接口开关状态信息

　　CloseSPI1 () ;ΠΠ关闭 SPI 接口

　　ΠΠ对 SPI 接口进行配置 ,相关的配置信息请参考芯片手册

　　SPICONValue = FRAME ENABLE OFF & FRAME SYNC

OUTPUT &

ENABLE SDO PIN & SPI MODE16 ON &

SPI SMP ON & SPI CKE ON &

SLAVE ENABLE OFF &

CLK POL ACTIVE HIGH &

MASTER ENABLE ON &

SEC PRESCAL 7 1 &

PRI PRESCAL 64 1 ;

　　ΠΠ对 SPI 接口开关状态进行配置

　　SPISTATValue = SPI ENABLE & SPI IDLE CON &

SPI RX OVFLOW CLR ;

　　OpenSPI1 (SPICONValue ,SPISTATValue) ;ΠΠ以设定的配置信

息为参数 ,打开 SPI 接口

}

(2) POWERUP 子程序. 每次对 ISD4002 进行录

音或放音操作时 ,都需要启动 ISD4002 芯片 ,即向

ISD4002 芯片发送 POWERUP 指令 ,程序如下 :
# define POWERUP 0x0004ΠΠ定义 POWERUP 指令数

void PowerUp ()

{

　　SS = 0 ;ΠΠ使 SS为低电平 ,启动一次 SPI 读写操作

　　WriteSPI1 (POWERUP) ;ΠΠ发送 POWERUP 指令

　　while (SPI1STATbits. SPITBF) ;ΠΠ等待发送标志位为 0

　　DelayTrans() ;ΠΠ适当延时

　　SS = 1 ;ΠΠ使 SS为高电平 ,结束一次 SPI 读写操作

}

(3)录音子程序. 进行录音操作 ,首先初始化

SPI端口 ,然后发送 POWERUP 指令 ,等待 TPUD ,再

次发送 POWERUP 指令 ,等待 2 倍 TPUD ,发送 SE2
TREC指令指示开始录音的起始地址 ,然后再发送

REC 指令即可开始录音 ,程序如下 :
void Record(unsigned int MsgAddress)

{

　　Init SPI() ;ΠΠ初始化 SPI 接口

　　PowerUp () ;ΠΠ发送 POWERUP 指令

　　Delay25mS() ;ΠΠ延时 TPUD ,25ms

　　PowerUp () ;ΠΠ再次发送 POWERUP 指令

　　Delay25mS() ;ΠΠ延时 2 倍 TPUD ,50ms

　　Delay25mS() ;

　　SETREC = MsgAddress | 0x0005 ;ΠΠ取得录音的起始地址

　　SS = 0 ;ΠΠss 为低电平 ,启动 SPI 操作

　　WriteSPI1 (SETREC) ;ΠΠ发送地址为录音起始地址的

SETREC命令

　　while (SPI1STATbits. SPITBF) ;ΠΠ等待指令发送成功

　　DelayTrans() ;ΠΠ适当延时

　　SS = 1 ;ΠΠSS为高电平 ,结束一次 SPI 操作

　　SS = 0 ;ΠΠss 为低电平 ,再次启动一次 SPI 操作

　　WriteSPI1 (REC) ;ΠΠ发送 REC指令

　　while (SPI1STATbits. SPITBF) ;ΠΠ等待指令发送成功

　　DelayTrans() ;ΠΠ适当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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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 = 1 ;ΠΠss 为高电平 ,结束一次 SPI 操作

　　home clr () ;ΠΠ清LCD 显示屏

　　puts lcd(″Recording ⋯″,16) ;ΠΠ向LCD 显示屏打印

″Recording ⋯″字符

　　CloseSPI1 () ;ΠΠ关闭 SPI 接口

}

(4)放音子程序. 放音与录音操作基本相同 ,

首先初始化 SPI 端口 ,再发送 POWERUP 指令 ,等

待 TPUD ,然后发送 SETPLAY指令指示开始放音的

起始地址 ,再发送 PLAY指令即可开始放音 ,程序

如下 :
void Play(unsigned int MsgAddress)

{

　Init SPI() ;ΠΠ初始化 SPI 端口

　PowerUp () ;ΠΠ发送 POWERUP 指令

　Delay25mS() ;ΠΠ等待 TPUD ,25ms

　SETPLAY= MsgAddress | 0x0007 ;ΠΠ取得开始放音的起始地址

　SS = 0 ;ΠΠss 为低电平 ,启动一次 SPI 操作

　WriteSPI1 (SETPLAY) ;ΠΠ发送以放音起始地址为参数的

SETPLAY指令

　while (SPI1STATbits. SPITBF) ;ΠΠ等待指令发送成功

　DelayTrans() ;ΠΠ适当延时

　SS = 1 ;ΠΠss 为高电平 ,结束一次 SPI 操作

　SS = 0 ;ΠΠss 为低电平 ,再次启动一次 SPI 操作

　WriteSPI1 (PLAY) ;ΠΠ发送 PLAY指令

　while (SPI1STATbits. SPITBF) ;ΠΠ等待指令发送成功

　DelayTrans() ;ΠΠ适当延时

　SS = 1 ;ΠΠss 为高电平 ,结束一次 SPI 操作

　home clr () ;ΠΠ清LCD 显示屏

　puts lcd(″Playing ⋯″,10) ;ΠΠ向LCD 打印″Playing ⋯″字符

　CloseSPI1 () ;ΠΠ关闭 SPI 端口

}

3 　结　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语音录放实现

方案 ,并着重分析了使用 dsPIC系列单片机自带的

SPI函数库实现与 ISD4002 语音芯片通信的程序.

该设计方案电路易于实现 ,功能简单实用 ,可扩展

性较好 ,输出声音清晰、自然 ,具有较高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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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honetic Record
and Play Circuit Based on MCU

YANG Hongjun , LIU Yongliang

(Colleg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Chengdu University , Chengdu 610106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 of a phonetic record and play circuit based on

MCU. We focus on analyzing the software implement method about communication between dsPIC and

ISD4002 phonetic chip using SPI functio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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