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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本实验手册针对 TMS320F28035V1.2 开发板所撰写，在使用开发板过程中应

注意以下几点： 
1、DSP 的 IO 电压 高只能承受 3.3V，不能将 DSP 与 5V 逻辑接口直接连接，

DSP 与 5V 系统连接时需要采取电平转换措施(如光电隔离或 245 电平转换

等)，否则可能烧毁 DSP。 
2、本开发板除了板载相对丰富的硬件资源如 CAN 电平转换，232 电平转换，弹

出式 TF 卡座，按键与 LED 外，DSP 所有 IO 也已引出，方便用户二次扩展

开发。针对这些引出的 IO，我们还提供可选的 LCD 彩屏模块，nRF24L01(无
线键鼠里面广泛采用)无线通信模块，电机驱动桥模块等，这些模块都可以和

开发板相连接，并提供演示例程，用户可根据自己需要进行选配。 
3、由于 CCS3.3 不支持中文路径，所有示例代码请拷贝到英文路径下进行编译。 
4、我们所有实验例程的工程名都叫 DSP_Tempalte,因为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工程

模板派生而来。不同的工程是通过其工程文件夹的名称不同加以区分的。一

个好的工程模板可以让用户快速搭建起一个应用框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

个拷贝的框架中增加新的东西而无需再关注该如何新建一个工程，并配置这

个工程，这些事情工程模板已经解决好了。在本手册的第三章我们将详细讨

论如何新建一个工程并通过第四章开始的 3 个实验演示这个工程模板是如何

搭建起来的。 
5、我们的开发板网址是：http://shop63905457.taobao.com/，这里会不定期更新更

多的嵌入式开发模块(USB，以太网，COMS图像传感器等)，欢迎大家经常光

顾。 
6、我 们 将 尽 大 能 力 提 供 用 户 技 术 支 持 ， 欢 迎 大 家 旺 旺 或 邮 箱

(zdiong404@163.com)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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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p63905457.taobao.com/


 
 
 
 

版本修订： 

1、V1.0   完成基本使用手册； 
2、V1.1   进一步完善各个实验文档，丰富了调试截图，实验达到 19 个； 
3、V1.1.1  增加 AD 实验并撰写了实验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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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发板概述 

图 1.1 是开发板的正面图片： 
 

 
图 1.1 TMS320F28035V1.2 开发板正面 

由上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开发板资源相对丰富，包括了 4 个用户按键，2 个

用户 LED，一个复位按键，一个 DB9 接口可以直接与电脑连接，并且板载了 CAN
总线电平转换芯片，可直接接入 CAN 总线系统。开板板还通过排针将 DSP 所有

IO 引出，每个排针旁都有丝印指示该引脚定义，方便用户扩展时连接其他模块。 
开发板使用 10M 无源晶振作为 DSP 外部时钟输入源，核心控制器为

TMS320F28035,80Pin LQFP 封装。 
TMS320F28035 是 TI 新推出的 Piccolo 系列 DSP 之一，它具有很高的性价

比和出色的 DSP 控制性能，可在产品中替代传统的 2812 等 DSP。28035 同样包

括了增强型 eCAN、SPI，SCI 等通信接口，同时他还具有 2812 不具备的增强型

eQEP 正交编码接口、增强型 ePWM 接口，eCAP 接口等。可以说他是 2833x 系

列的一个精简版，但是单芯片性价比却很高，用在产品中可以保证产品性能的前

 3



提下降低成本，对于学习来说它更适合高校学生或工程师前期评估。掌握了

2803x 系列的开发与应用方法后，很容易便能上手 DSP2000 系列的所有 DSP 开

发方法。 
同时 2803x 系列内部除了具备一个 28x 的 DSP 内核外还具有一个浮点运算

核 CLA(2802x 系列不具有 CLA 核)，可以说这是一个双核的 DSP，用户可以使

用 28x 核处理各种通信(eCAN,SCI,SPI 等)和事件(eQEP,EPWM，eCAP 等)任务，

同时使用这个浮点运算核处理浮点等数据运算，如此便能 大程度地发挥出该系

列 DSP 的性能。TMS320F28035 是目前 2803x 系列中 高的一款，作为学习开

发来说它具有足够的片上 RAM、Flash 以及外设资源供用户开发学习使用。当用

户的产品定型后，可以换同系列中等级稍低或引脚数稍少的 DSP 以降低产品成

本。 
 图 1.2 是开发板得背面图，我们提供了独具特色的弹出式 TF 卡座，使 2000
系列 DSP 控制系统也能具备大容量数据存储访问功能。 

 
图 1.2 TMS320F28035 开发板背面图 

由图 1.2 用户可以看到开发板使用 MINI USB 座进行供电，我们将随开发板

一起赠送用户一根 MINI USB 延长线，以方便用户使用。 
图 1.3是我们推出的TI XDS100V1 DSP仿真器，该仿真器主要是仿真Piccolo

系列 DSP，其价格相对传统的 TDS510，560 仿真器来说要便宜，但作为用户仿

真开发 2000 系列 DSP 其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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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XDS100 V1 仿真器 
 我们的 XDS100 V1 仿真器除了能进行 JTAG 仿真以外，还可以使用板载的

USB 转串口第二功能，用户可以仿真 DSP 的同时使用该串口功能，以省去一根

串口延长线或 USB 转串口线(对于不具有串口功能的电脑来说，如大部分的笔记

本电脑)。 
 仿真器和开发板上都有防插反设计，请正确使用我们提供的 14Pin 下载线，

如果使用自己的下载线，请确保下载线接头处有抵针以提供防插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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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DSP编译软件的安装 

2.1 CCS3.3 的安装 

 CCS3.3 是传统 TI DSP 开发 常用的软件，无论是相关书籍还是网络资源中

都有大量的资料，所以我们第一阶段的实验例程都是基于 CCS3.3 进行开发的。

用户只需将光盘中的 CCS3.3 安装包考到电脑上，点击 setup.exe(如图 2.1)安装即

可。 

 
图 2.1 点击 setup.exe 

 进入安装界面后选择 Custom Instal 安装，默认的安装路径为 C 盘，建议用户

不要更改该默认路径，然后一路 next，经过几分钟后安装完成， 后会弹出一个

Waring，无须理会，点击确定即可。 
 安装完成 CCS3.3 以后，接下来要安装 XDS100 V1 的驱动，注意 XDS100V1
的驱动和 CCS3.3 的安装路径要一致，如果用户之前 CCS 安装的路径是默认的 C
盘，且未改动过，那么安装 XDS100V1 的默认安装路径安装即可。 
 两个软件都安装完成后建议大家重启一下电脑。当 XDS100V1 仿真器插入电

脑后，电脑会自动加载驱动， 后可以设备管理里面看到仿真器，如图 2.2。 

 
图 1.2 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 XDS100V1 仿真器已经正常安装 

 注意 CCS3.3 一般只能在 Windows XP 系统上安装，如果您的系统是 Win7，
建议您安装 CCS4.2，这时相应 CCS3.3 的例程也可以在 CCS4.2 下导入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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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CS4.2 的安装 

 CCS4.2 的安装可以查阅光盘里提供的另一个文档，我们将在稍后推出

CCS4.2 专门例程时增补该部分的详细安装方法，届时已经购买了本开发板的用

户将会收到新的例程与文档。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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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建第一个基于CCS3.3 的工程 

3.1 CCS setup 配置  

3.1.1 修改CCS3.3 驱动配置文件ccs2000_xds100usb.txt 

在进行 CCS3.3 Setup 配置之前，请大家先打开 CCS3.3 的安装目录，进入到

这个目录中：C:\CCStudio_v3.3PLA\drivers\import,找到 XDS100 目标的配置文件，

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打开这个文件名为 ccs2000_xds100usb.txt 的 txt 文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

目前该版本的 CCS3.3 中 XDS100V1 所支持的仿真器型号： 

 
图 3.2 

 我们看到，这里并没有 F28035 的型号，这时就需要大家手动添加一个

F28035，其实 28x 系列使用都是同一个 28xDSP 核，所以就算是使用 28027 的配

置我们也能仿真 28035。不过为了一致，我们还是添加一个 28035 的配置，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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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拷贝这个 txt 文件里面的 F28027 那一行，并复制到文本文

件的后面，然后将 F28027 中的数字 28027 修改为 28035 即可，修改好以后点击

保存，如下图： 

 
图 3.3 

 

3.1.2 CCS3.3 Setup 配置 

点击桌面上的 Setup 快捷方式，如图 3.4： 

 
图 3.4  

 进入主页面，按照图 3.5 所示进行配置即可，注意仿真器选择 XDS100usb，
并且是 C28xx 类，目标板型号为 F28035，这就是我们刚刚在上面所说的地方添

加的，因为目前的 CCS3.3 似乎是缺少一个补丁，不过大家可以先不用管，按照

我们的配置方法是可以进行正确仿真和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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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Setup 的配置 

 点击 Add 后，在主页面左边出现了我们添加的目标配置，如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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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我们的实验都是基于 DSP2800DSP 核的，目前还没有使用 CLA 核，有关的

CLA 核的编程将在后面推出，所以先删除 CLA_0 核，点击右键，选择 Remove。
然后在左下角点击保存并退出，如图 3.7： 

 
图 3.7 

 这时会提示是否是否打开 CCS3.3 编译环境，选择是。CCS3.3 的配置到此就

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将演示如何新建一个基于 CCS3.3 的工程。 

3.2 新建一个基于CCS3.3 的工程 

 第一步：打开 CCStudio v3.3，在 Project 下选择 New，如图 3.8，按照图片提

示输入输入工程名：DSP_Template，存储路劲为 E：\DSP_Project 文件夹，这个

DSP_Project 文件夹是我们在 E 盘提前新建的一个空的文件，用户可以按照自己

习惯给你以后的 DSP 工程新建一个总得文件夹。我们的就是 DSP_Project。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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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编译器会自动生成一个与工程名同名的文件夹

DSP_Template，对于项目工程化管理，这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工程由一个文件夹

统一包含，对外独立。如图 3.9 就是在这个文件夹下编译器生成的两个文件。 

 
 图 3.9 

 第二步：为工程添加 TI 的片级支持库代码包，DSP2803x_common 和

DSP2803x_headers，这两个文件夹里面包含了 TI 提供的 DSP 开发的基本寄存器

操作结构体，汇编文件和 CMD 文件，如图 3.10： 

  
图 3.10 

第三步：这时可以在编译器坐标的窗口看到我们的空的工程了，接下来要为

该工程添加两个 CMD 文件，如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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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这两个 CMD 文件分别在刚刚添加的片级支持包文件夹内，关于 CMD 文件的描

述，大家可以查看光盘里面的相关文档进行了解，在此不再详述。大家只要先了

解 CMD 文件就是定义我们的代码中的各种数据和代码本身存储在 DSP 中的位

置，当然像寄存器这些存储位置已经由 DSP 芯片本省的存储段决定了，用户能

灵活分配的一般是 RAM 存储段和 Flash 存储段。 
 第四步：添加以下几个 C 文件，如图 3.12，这些 C 文件是 DSP 运行起来的

基本 C 代码支持文件。 

 
图 3.12 

 第五步：添加如下两个汇编文件，如图 3.13： 

 
图 3.13 

 第六步：至此需要添加到工程里面的 CMD 文件、C 文件和汇编文件就完成

了，接下来我们要自己新建一个 C 文件，即一个实现用户自己代码的文件，我

们把它取名为 main.c，这个名字按您自己的习惯来取。 
 在编译器的左上角 File 下，选择 File->New->Source File,出现一个空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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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点击 File->Save,按照图 3.14 在工程目录 DSP_Template 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main，并将该新建的文件取名为 main.c，注意要带后 名.c。 

 
 将该 main.c 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后添加好的文件就如图 3.15： 

 
图 3.15 

 第七步：接下来是配置工程属性，在工程名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Build 
Opinion，出现如图 3.16 的对话框，请按照图示进行逐一配置，其中 重要的是

Include Search Path，它告诉编译器在哪里寻找包含的头文件。大家如果对“..\”
的符号感到陌生的话，可以先到网上了解一下什么相对路径的解释，后面我们的

代码示例中将广泛采用这种包含形式，它的好处是可以做到模块化封装代码，

不同的模块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当要包含其他的文件夹内的头文件时，就要

使用相对路径进行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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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Compiler 栏配置 

 Compiler 栏配置好以后，接下来配置 Linker 一栏，如图 3.17，注意 Stack Size
大小的设定，我们设定为 0x200，这里如果不设置的话编译器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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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Linker 栏配置 
 在 Linker 栏的 Libraries 一项，还要进行如图 3.18 的配置： 

 
图 3.18 Libraries 选项配置 

第八步：至此一个新的工程就新建并配置好了，接下来就是在刚刚新建的

main.c 里面添加用户代码了，我们将在这个工程里面实现开发板上两个用户 LED
的闪烁控制。新建的 DSP_Template 工程在光盘中，用户可以将其拷贝到英文路

径下通过 CCS 的 Project->Open 打开然后编译并下载到开发板上。具体的实验例

程我们将在下一章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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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验例程 

4.1 实验一：三种不同的方法实现 LED 的闪烁控制

(DSP_Template) 

本实验中，我们将在上一章新建工程的基础上，通过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操作

DSP 的 GPIO，通过改变 GPIO 的状态来实现 LED 的闪烁。所谓三种不同的方法

就是针对 DSP 控制 GPIO 的三类寄存器进行操作，它们分别是：GPxDAT 寄存

器；SET/CLEAR 寄存器；TOGGLE 寄存器。 
GPIO 操作是学习任何一款 MCU 要做掌握的 基本的知识，通过该示例的

演示，希望大家能熟练操作 GPIO 的输出状态。 
以下示例说明取自工程演示的 main.c 中。 
工程示例说明 
1.该工程演示 GPIO 的操作,通过操作 EVM 板上的 D2 和 D3 以熟练 DSP 的

GPIO 操作; 
2.D2 的控制端口是 GPIO26,D3 的控制端口是 GPIO40,他们分别属于 GPIOA

和 GPIOB,更多 GPIO 方面的知识请参考 GPIO 阐述部分的数据手册; 
3.该示例演示了三种方式来控制一个 IO 端口,使其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这三

种方式分别以函数:Gpio_example1(),Gpio_example2(),Gpio_example3()实现,在演

示的时候只需调用其中一个函数,把另外两个注释后编译下载即可; 
4.代码执行流程: 
  4.1 首先是系统时钟的选择,这里我们选取的是外部无源时钟(10MHZ),它

通过 12 倍频后再 2 分频 终得到 60MHZ 的系统时钟 
  4.3 然后是 PIE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 

4.2 接下来是一些外设的初的初始化 
4.4 后是一个 while(1)超级循环,这里实现 LED 的闪烁控制 

5.其他说明 
5.1 系统的延时是通过软件执行空操作实现的 ,用户可以尝试使用

DSP2803x_usDelay.asm 里面的延时实现同样的延时功能, 这个汇编代码实现的

微秒(US)延时更精确,并且可以在此基础上实现毫秒(MS),秒(S)的延时; 
5.2 用户使用这个示例的重点是学习 GPIO 的输出操作,后面的示例将有

输入操作的演示(检测按键输入). 
6.观察实验现象 
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点击运行可以观察到两个 LED

在一定的频率闪烁 
首先，请确保仿真器与开发板可靠连接，上电之前请注意下载口是否有插

反，然后给开发板上电，可以看到开发板左上角的 D1 电源指示灯点亮。按快捷

键 Alt+C 或者编译器的 Debug->Connect，将编译器与开发板连接。当开发板与

编译器连接成功后，弹出错误不能连接，请将仿真器和开发板都断电，先给开发

板供电，再将仿真器插入 USB 口中，重新连接。编译工程 DSP_Template,工程编

译无误后(使用 Project->Bulid 或 F7 快捷键)，选择 File->Load Program,在工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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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中的 Debug 文件下选择 DSP_Template.out 文件，如图 4.1.1： 

 
图 4.1.1 

点击打开，编译器便开始往开发板下载程序了。程序下载完成以后，开发

板并未开始运行程序，而是处于暂停状态，这时点击 Debug->Run,或按快捷键 F5，
或电机编译器左侧工具栏中的“小人”符号，如图 4.1.2，程序便开始运行。 

 
图 4.1.2 

 程序运行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用户指示灯 D2(绿色)和 D3(红色)开始以一定

的频率在闪烁。打开 main.c 文件，在你当前选择的闪灯控制函数中，比如

Gpio_example3()函数中，在 Delay_nMS(500)处设置端点，程序运行到这里将会

暂停，如图 4.1.3。设置端点的方法和部分快捷按钮如图 4.1.4。使用断点的好处

之一是可以观察程序是否进入了设置断点处，其二 DSP 在全速运行时是没有时

间将要观察的变量值传送到编译器的，只有设置了断点，让 DSP“慢”下来，在

DSP 暂停运行用户程序的时候，它才“有空”将一些用户要观察的变量数据传到

编译器，我们这个示例比较小，没有需要观察的变量值，后面的示例中将有这方

面的练习。还有一个地方要说明的是，两个“小人”一个 RUN，一个 RUN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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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风”跑得比较快，他们的区别正如图示所说，一个遇到断点后暂停下来，

一个遇到断点后只是停留瞬间，然后继续运行。但是两种运行方式，遇到了断点

后都可以刷新编译器观察的变量数据。 

 
图 4.1.3 

 

 
图 4.1.4 

 
小结：通过本次实验，用户需要掌握工程的编译方法，下载.out 方法，掌握基本

的调试方法如设置断点。用户可以自行修改程序，如让两个 LED 闪烁频率不同

来练习 CCS 下的编程方法。 
 通过阅读 main()函数中的代码，用户应该对 DSP 的时钟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初始化有一定的认识，它们的正确配置是 DSP 能够运行程序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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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验二：代码的Flash固化(DSP_Template_V1.0) 

本实验将在上一个LED闪烁工程的基础上添加 flash固化功能,这样程序在每

次掉电后重新上电都能再运行。 
该示例通过判断宏定义 DEBUG_EN 是否大于 0 来决定是进入 Debug 模式还

是进入 flash 固化模式,flash 的固化需要初始化 flash 并执行一些代码的拷贝等操

作;该示例新加入了一个 OnChip_Driver 文件夹,以后和片上外设有关的基本驱动

代码如 USART,SPI,Timer 等都讲放在这个文件夹下以方便模块划分和工程管理; 
在 OnChip_Driver 文件下有个 OnChip_Driver_Inc.h 的头文件,DEBUG_EN 这

个宏定义就放在其中,以后其他片上驱动的头文件包含都将放在这个头文件里面,
就是说这个头文件是片上驱动对外的唯一接口; 

程序在 RAM 中运行(DEBUG 模式)和在 Flash 中运行使用的 CMD 文件是不

同的,在 28035_RAM_lnk.cmd 文件中是根据 DEBUG_EN 宏定义的值来区分使用

哪种 CMD 命令的。 
这个示例实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程模板,用户可以只需要修改宏定义

DEBUG_EN 的值就能实现两种模式的切换,使用时很方便,它的实现也很简单,就
是根据一个宏定义的值来确定编译怎样的代码和 CMD 命令,如果是 flash 模式则

只需要在主函数初始化 flash 并从 flash 中拷贝一些需要在 RAM 中运行的代码到

RAM 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DSP的RAM毕竟有限,如果有的工程代码超过了RAM的容量,

那么就只能使用 flash 模式来直接下载运行了。 
注意新加入的头文件 OnChip_Driver_Inc.h，它在 main.c 中是通过如下形式包

含的： 
#include "../OnChip_Driver/OnChip_Driver_Inc.h" 
这就是文件的相对包含，它的意思是告诉 main.c 这个被包含的头文件

OnChip_Driver_Inc.h 在它的上一级，也就是和 main 文件夹平级的 OnChip_Driver
文件夹下。 

要使用 Flash 模式，还需要在工程中添加一个内存拷贝文件，如图 4.2.1。 

 
图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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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先设置 DEBUG_EN 宏定义为 1，即使用 DEBUG 模式，这时可以

像上一个实验一样设置断点，程序运行到断点处会停下。然后修改 DEBUG_EN
的值为 0，这时生成的.out 文件不能仿真，而是下载到 Flash 中进行固化的。 

将 DEBUG_EN 修改为 0 后，编译程序，编译无误后，选择编译器的 Tools-> 
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er 选项，弹出对话框，如图 4.2.2，它提示系统时钟

为 60MHZ,点击 OK 进入图 4.2.3。 

 

图 4.2.2 
 如图 4.2.3 所示，器件型号为 28035，Flash API 的路径如图所示，点击 OK。 

 
图 4.2.3 

 如图 4.2.4，注意框住的.out 文件路径是和仿真时的文件同一个路径的，并且

通文件名的，只是编译配置方式不同，仿真时的.out 文件已经被新的 flash 的.out
文件替换了。点击 Execute Operation，开始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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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程序下载完毕后如图 4.2.5 所示，可以在编译器的 小边看到输出信息。 

 
图 4.2.5 

然后点击“小人”RUN 开始运行，如图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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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断开编译器与开发板的连接(同样按快捷键 Alt+C)，将仿真器与开发板之

间的下载线拔除，开发板断点后重新再上电，可以看到程序已经固化到 Flash，
掉电后再上电 LED 还在闪烁，即程序又重新运行了。 

小结：通过本实验，用户要掌握 Flash 的固化编程方法与 Flash 代码下载

方法，为了方便用户能够在同一个工程中即能使用 DEBUG 模式，又能使用

Flash 模式，我们特别对 TI 的 CMD 文件进行了处理，分别将用于仿真运行

的 CMD 和用于 Flash 运行的 CMD 合到了一个文件中，并通过一个宏定义

DEBUG_EN 来进行条件编译。 
这样做的好处是，用户在通过仿真方式调试好一个程序以后，只需要简

单地修改宏定义 DEBUG_EN 的值为 0 即可将该代码固化到 Flash，掉电后还

可以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DEBUG 模式下，所有代码和数据都是放在 DSP 的 RAM

中运行的，但是 DSP 的 RAM 毕竟有限，所以当用户的程序大到一定的程度

时，将无法再用 DEBUG 模式，而必须使用 Flash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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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验三：按键检测与LED控制(LED_Key) 

 本实验实现一个按键状态的检测,并通过相应的按键状态来控制 LED 灯的亮

灭。我们使用的按键是 K3,它的控制端口是 GPIO32,硬件上有一个上拉电阻,所以

按键未按下时为高,按下后为低; 
该示例在上一个工程模板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个 Delay 模块,这个模块实现

的延时函数是基于汇编级 US 延时单元的,所以延时比较精确,Delay 模块放在

OnChip_Driver 文件夹下。该示例增加了一个头文件 Debug_Cfg.h, 并将

DEBUG_EN 宏定义放于该文件内,以后要更改调试模式就在这个文件中修改宏

定义的值。 
后面我们的工程就以此为固定模板进行拷贝，不同的实验可能编写不同的模

块，在代码量运行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 DEBUG 调试和 Flash 固化。 
以下内容摘自工程代码的 main.c 介绍： 
观察实验现象： 
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点击运行可以观察到 D2(绿色)以

一定的频率闪烁; 
按下K3(EVM板上方第一个按键)后可以看到D3点亮(红色),释放按键后灯熄

灭。 
用户可以更改Debug_Cfg.h中的DEBUG_EN宏定义,来确定是进行仿真模式

还是 flash 固化模式如果 DEBUG_EN 定义为 1 则进行 Jtag 在线仿真模式,如果

DEBUG_EN 为 0 则程序不能在线仿真而是固化到 Flash 中，断电后重新上电程

序也可以运行。 
用户可以在该基础上添加另外三个按键检测的代码,并通过断点或 LED 的亮

灭状态来指示按键是否按下。通过按键和 LED 的操作，用户将掌握 DSP 中 GPIO
操作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用户还可以将 LED 的亮灭或键是否按下用宏定义实现，这样便于程序阅读

和代码维护,比如: 
// #define LED2_ON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6 = 0) 
// #define LED2_OFF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6 = 1) 
// #define LED2_TOGGLE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6 = 1) 
// 
// #define IsK3_L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2 == 0) 
// #define IsK3_H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2 == 1) 
如上的宏定义,通过宏定义可以一目了然程序的意思,同时如果连接 LED 或按

键的端口改变后,只需要在宏定义改变端口号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宏定义并不进行

语法检查,在书写的时候可以先验证要被宏定义代替的代码是否正确，正确后再

用相关的宏定义代替之。 
小结：通过本实验，用户需要进一步掌握 DEBUG 模式和 Flash 模式的切换

方法和调试方法； 
本实验演示了如何检测一个 GPIO 引脚的输入电平状态，通过该实验室，用

户可以进一步掌握 GPIO 寄存器的使用方法。 
像诸如端口操作之类的代码，建议用户在调试无误后将其更换为宏定义方式

去表述，这样可增加代码的可阅读性，并便于代码的跨平台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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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实验四：CPU Timer定时器的使用(Timer) 

本实验演示了 CPU 定时器的配置和使用方法,28035 有三个 CPU 定时器，分

别是 Timer0,Timer1 和 Timer2。三个定时器相互独立。 
本示例中定时器的 小定时单位为 1US,我们在 Timer0 和 Timer1 的定时中断

中分别让 D2 和 D3 以不同的频率时间闪烁，定时时间不同，闪烁频率就不同，

用户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 LED 的闪烁频率是否和定时频率一致。 
该示例开启的是三个定时器，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只开启一个或两个，定时器

的的的启动是由这句代码实现的，如 Timer0 的启动：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定时器的定时周期，定时 小时间为 1US。该示例

同时也演示了 DSP 中断的配置方法,有关 PIE 中断更多的描述请查阅相关手册，

PIE 中断阐述文档在附带光盘中的 28035_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rup.pdf 中。 
以下是 Timer 定时器的初始化函数，定时 小单位是 US ，如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1000000);配置定时器 0，DSP 时钟 60MHZ，定

时时间为 1S。 
void CPU_TimerInit(void) 
{ 
 CpuTimer_IntHandlerConfig(); 
 InitCpuTimer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1000000); 
    ConfigCpuTimer(&CpuTimer1, 60, 100000);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60, 1000); 

//本示例中我们使能并启动了三个定时器(Timer0-2),如果不想用某个定

时器, 
 //注释掉对应的使能代码即可 
 CpuTimer0Regs.TCR.bit.TSS = 0;   // 启动定时器(TSS = 0) 
    CpuTimer1Regs.TCR.bit.TSS = 0;;   // 启动定时器(TSS = 0) 
    CpuTimer2Regs.TCR.bit.TSS = 0;;   // 启动定时器(TSS = 0) 
 
 CpuTimer_CpuIntEn(); 
} 
在函数 CpuTimer_IntHandlerConfig()中我们重新配置了三个 Timer 定时器的

中断入口函数： 
static void CpuTimer_IntHandlerConfig(void) 
{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 &Timer0_IsrHandler; 
    PieVectTable.TINT1 = &Timer1_IsrHandler; 
    PieVectTable.TINT2 = &Timer2_IsrHandler; 
    EDIS; 
} 
在 Timer0 定时中断中，我们让 LED2 每隔 1S 钟时间状态翻转一次，注意

DSP 的中断函数需要加 interrupt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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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Handler(void) 
{ 
    LED2_TOGGLE;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 = 1; 
  
} 
观察实验现象： 
a、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点击运行可以观察到 D2(绿色)

和D3(红色)以不同的频率在闪烁,其中D2每隔 1S闪一次,D3每隔 100MS闪一次； 
b、修改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查看 LED 的闪烁频率变化； 
c、修改 DEBUG_EN 宏定义的值，可以将代码固化到 flash 中。 
 

小结：定时器在控制类项目中经常使用到，比如我们控制一个恒温炉，首先涉及

到的就是一个控制周期问题，即我们每隔多长时间采样温度并控制电热丝一次。

28035 有 3 个定时器相对于传统的 2812 只有一个来说，他们给用户提供了更多

的使用便利。 
 通过本实验，用户需要了解 DSP 的中断 PIE 的配置方法和过程，并掌握 CPU
定时器的配置和使用方法，为以后应用定时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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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实验五：串口通信实验(USART) 

 DSP 的串口通常称作 SCI(serial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即串行通信接口，

我们比较熟悉的称谓是 USART 串口。 
 串口也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很基本但很实用的调试或通信接口，本实验我们将

演示串口的发送和接收。其中发送使用查询模式，接收使用中断模式，相对于查

询接收模式可以降低 CPU 消耗。本示例中串口使用 8 位长度数据，1 位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 
 该示例增加了一个 MyBSP 文件夹，串口模块的驱动代码就放在这个文件夹

内，MyBSP 即板级驱动的意思，他在 OnChip_Driver 之上，以后如 LCD、TF 卡

等的驱动都将归在 MyBSP 文件夹中，MyBSP 同样有一个对外接口 MyBspInc.h 
  本示例中的串口配置并未使用 FIFO 功能，下一个示例将提供一个使用 FIFO
功能的驱动。 
 如下是串口的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A_Init(Uint32 buad) 
{ 
 //注意要在函数 InitSysCtrl()中开启 SCIA 外设时钟 
 Uint16 brr_reg = (1875000/buad) - 1;  //15000000/8 = 1875000 
  InitSciaGpio();       //USARTA 使用端口初始化 
  USARTA_IntHandlerConfig();   //PIE 中断函数配置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aRegs.SCICTL2.all =0x0003; 
#if TX_INT_EN   > 0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使能发送中断 
#else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0;  //禁止发送中断 
#endif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使能接收中断 
 
 SciaRegs.SCIHBAUD    =(brr_reg>>8)&0x00FF; 
    SciaRegs.SCILBAUD    =brr_reg&0x00FF;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SCI 退出复位状态 
 
 USARTA_CpuIntEn();      //使能 PIE 中断 
} 

串口的波特率是由 SCIHBAUD、SCILBAUD 组成的一个 16 位寄存器 BRR
和 LSPCLK 低速外设时钟共同决定的。它们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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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Buad(波特率) = LSPCLK / [(BRR +1)*8],反推之即: 
BRR = (LSPCLK/Buad*8) - 1 

同时要注意,如果BRR = 0,那么Buad = LSPCLK/16.其中LSPCLK是主时钟分

频得到的,本示例中主时钟为 60M,低速时钟分频寄存器为 0x02,对应 4 分频,即
LSPCLK 为 60/4=15MHZ(请查阅 InitSysCtrl()函数了解相关时钟寄存器的配置过

程) 
以下是发送函数的代码： 

//查询方式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SART_Transmit(Uint16 data) 
{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0)  
{ //如果 SCITXBUF 没有准备好接收新的数据则一直等待直到标志置 1 
 ;   
} 
   SciaRegs.SCITXBUF = data; 

} 
 注意，大部分 2000 系列的 DSP 小数据长度是 16 位的，28035 也是如此，

所以发送上面出现的 data 参数类型为 Uint16 也就不足为怪了，DSP 在实际实用

时只用了其低 8 位。 
 在接收中断的代码中，我们使用了一个 RxBuff[]数组来存放收到的数据，函

数定义如下： 
interrupt void USARTA_RxIntHandler(void) 
{    
     
 COM1_RxBuff[Index] = SciaRegs.SCIRXBUF.all; 
    if(Index < Frame_Length) 
 { 
  Index ++; 
 } 
 PieCtrlRegs.PIEACK.bit.ACK9 = 1;        // Issue PIE ack 
} 

在 main()函数中，同样是时钟和 PIE 的初始化，如果使用的是 Flash 模式，

还要进行Flash的初始化和部分代码的拷贝。接下来便是USARTA的初始化掉用，

这里我们初始化的波特率为 38400。 
在 while(1)超级循环中，我们做的工作是一直查询接收 Buffer 是否收到数据，

如果收到了新的数据，便将该数据发送回电脑： 
//接收一个数据,并将这个数据发送出去 
if(USART_GetChar(buffer, 1)) 
{  
 USART_Transmit(buffer[0]);  
} 
将开发板的 DB9 座子与电脑的串口通过串口延长线连接或者通过 USB 转串

口连接，编译程序并下载到 DSP，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看到如下图截图的信息，

往 DSP 发送若干数据后，这些数据又会回复给电脑，如图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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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串口收发电脑串口调试助手截图 

 
小结：通过本实验，用户需要掌握 28035 SCIA 的即串口的配置和使用方法，

并将这一重要通信接口应用到以后的项目调试或通信应用中。下一个实验我们增

加 SCIA 的 FIFO 的功能，开启 FIFO 功能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CPU 的查

询和中断频率，即给 CPU“减负”。 

4.6 实验六：使用FIFO功能的串口通信实验(USART_FIFO) 

本示例演示串口的接收和发送，与上一个串口示例不同的是本示例使用了

SICA 的 FIFO功能(USARTA_FIFO_EN 宏定义为 1)；本示例中使用 DSP 的 SICA，

其中发送使用查询模式,接收使用中断模式,相对于查询接收模式可以降低 CPU
消耗。本示例中串口使用 8 位长度数据，1 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在本示例中，接收 FIFO 的深度配置的是 大值 4，即只有当 DSP 的 SCIA
接收到 4 个数据后才会触发一次接收中断，我们在中断里面一次读取的是 4 个数

据，而非 1 个。用户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往 DSP 发送一个字节，但是需要点

击 4 次发送 DSP 才会将收到的数据返回到电脑，用户也可以在接收中断中设置

断点观察是否是点击 4 次以后才进入中断。 
而发送过程中，我们查询的状态是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即

TXFFST 指示了现在的发送 FIFO 中还有多少个数据没有被发送出去，为了减少

等待的时间,我们设定只有当还有 3 个或 3 个以上的数据没有发送时才等待,这样

相比与没有使用 FIFO 的情况，降低了 CPU 等待的频率和时间。 
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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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发板的 DB9 接口通过串口延长线与电脑相连接，如果您的电脑没有串

口接口，请使用一根 USB 转串口线进行调试。如果选用了我们的 XDS100V1 仿

真器，那么可以直接使用该仿真器的串口接口，您只需要将 P2 接口上的 GPIO28
与 Tx 连接，GPIO29 与仿真器的 Rx 连接即可。我们仿真器可以同时进行 JTAG
仿真和 USB 转串口功能，这样用户可以省去一个 USB 口和一根串口线，对笔记

本用户来说更为方便。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先往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只有当连续点击发送 4 次以后，

DSP 才将收到的数据返回电脑，即 DSP 在收到 4 个数据以后才会触发接收中断。 
注意观察一个数据要点击发送 4 次才会进入中断(在接收中断中设置断点)让

DSP 读取数据的过程，这正是接收 FIFO 的作用，它降低了中断触发 CPU 的频

率。 
注意：Debug 模式下才能设置断点，如果 DEBUG_EN 宏定义设置的是 0，

那么使用的是 Flash 模式，不能设置断点进行仿真，要将其修改为 1 重新编译后

才能使用仿真模式。 
以下是发送函数程序代码： 
//查询方式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SART_Transmit(Uint16 data) 
{ 
#if USARTA_FIFO_EN  > 0 
 //使用 FIFO 功能后查询 TXFFST 位 
  while (SciaRegs.SCIFFTX.bit.TXFFST >=3) 
  { //发送 FIFO 有 4 级深度,当发送 FIFO 的数据已经 
   //等于或超过 3 个时,就等待,直到数据少于 3 
   ; 
  } 
#else 
 //未使用 FIFO 功能查询 TXRDY 
 while (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0)  
 { //如果SCITXBUF没有准备好接收新的数据则一直等待直到标志置 1 
  ;   
 } 
#endif 
    SciaRegs.SCITXBUF = data; 
} 
小结：通过本实验，用户需要掌握 28035 SCIA 即串口的 FIFO 使用功能，通

过实验观察 FIFO 的具体作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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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实验七：SPI自发自收回环实验(SPI_LoopBack) 

本示例演示 DSP 的 SPI 通信功能，使用的是 SPI 内部回环测试，即通过将

SpibRegs.SPICCR.bit.SPILBK 位置 1 后，可以使 SPIA 的 MOSI 和 MISO 在内部

相连接，达到自发自收的目的，在回环测试模式下，SCK 和 MOSI 也是有波形

输出的，用户可以通过示波器查看它们的波形，可以观察验证 SPI 配置的频率和

通信长度； 
本示例封装的 SPI初始化函数可以配置 SPI的时钟极性,数据采样沿和数据通

信长度(1-16 位可选)，SPI 使用的是低速时钟 LSPCLK，如果系统配置的是

15MHZ(主时钟 4 分频)那么当 BRR 为 4 时，实际的 SPI 速度是 15/(4+1) = 3MHZ，
关于 SPI 速度的配置可以查阅 SPI 部分的数据手册。 
 本示例启用了 FIFO 的功能，SPI 的 FIFO 具有 大 4 级深度,使用 FIFO 的好

处是可以降低 CPU 在发送和接收时等待的时间，如果这时还开启了中断的话，

也可以降低中断触发的频率，这是因为在没有使能 FIFO 的情况下，当 SPI 接收

到一个数据后就会触发一次中断，而如果开启了 大 4 级的接收 FIFO 的话，SPI
就会在接收满 4 个数据后才触发中断，我们只需要在接收中断程序里面一次读出

4 个数据即可。在本示例中我们并未使用 SPI 中断的功能，后面的应用也不会开

启中断功能，因为通常 SPI 做为主机时使用查询模式能够较好的实现 SPI 通信操

作。但是就如上所述，在查询模式下 SPI 的 FIFO 功能也能降低 CPU 查询等待的

时间。TI 的 28xx 系列 DSP 似乎每个通信接口都有 FIFO 功能，这也是一大特色，

我们要善用之，在以上我们的串口示例中也有类似 FIFO 应用的例子。 
 以下是 SPI 收发一体的函数定义，注意通常的 SPI 设备都是收发一体的，即

主机要从从机那里读取一个数据，必须要先写一个“无效”的数据，这个“无效”

的数据从机不会理会，但是在写这个“无效”的数据时，主机会提供相应的时钟

SCK，丛机要的就是这个 SCK，在 SCK 的同步下，从机便将主机要读取的数据

返回了。 
Uint16 SPIA_WriteRead(Uint16 data) 
{ 
 while(SpiaRegs.SPIFFTX.bit.TXFFST >= 3) 
 { //如果发送 FIFO 里面还有 3 个或 3 个以上的数据待发送就等待 
  ; 
 } 
 SpiaRegs.SPITXBUF = data; 
 
 while(SpiaRegs.SPIFFRX.bit.RXFFST == 0) 
 { //如果接收 FIFO 里面已经没有数据了就等待,直到接收到数据为止 
  ; 
 } 
  
 data = SpiaRegs.SPIRXBUF; 
 return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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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与观察实验现象： 
  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点击运行可以观察到 D2(绿色)指
示灯以一定频率闪烁，在“LED2_TOGGLE”代码处设置断点观察 rdata 和 sdata
的值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发现 rdata 和 sdata 的值在增加，且 rdata 的值总是比 sdata
的值小 1，大家可以自行分析为何要小 1； 

可以使用示波器查看 SCKA 和 MOSIA 的波形，观察频率和数据长度是否如

配置的一致； 
大家还可以将数据长度设成 8 位看一下接收和发送值的变化情况，这时可以

发现 rdata 是从 256(0x0100)开始增加的，然后是 0x0200，0x0300...就是说发送的

低 8 位位变成了接收的高 8 位了。大家可以查阅手册自行分析这是为何(或使用

示波器捕捉波形观察,示波器捕捉分析数据对个人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的哇^v^)，
在使用 8 位 SPI 的时候，一定注意这里，在下一个 nRF24L01 的示例中，我们将

给出 8 位数据通信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测试一下 SPIA_SpeedSet()函数，改几个不同的参数，看 SPI 的传

输速度是否变化一致。 
我们用 GPIO1 来模拟片选,在很多应用中，片选都是用的是软件控制 IO 实现

的，而非使用 SPI 自己的硬件片选 SPISTE。但是在本示例中，大家可以通过示

波器捕捉到该硬件片选信号(GPIO19)，软件片选相对于硬件片选来说具有较高的

灵活性，比如有时我们要在一个 SPI 读写过程中连续读写多个字节，而保持片选

始终为低，如果使用硬件片选是无法做到的(硬件片选只能保证读一次拉低一次

然后拉高，下一次读再拉低，读完一个字节就拉高)。 
下一个 nRF 无线通信的示例，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将在那里禁用

SPISTEA 的功能，而是将其当成一个普通 IO 模拟片选。 
图 4.7.1 是通过示波器截取的硬件偏远是 SCK 波形图，注意我们配置的是

16 位模式，所以 SCK 的个数是 16 个： 

 
图 4.7.1 

小结：通过本实验，用户需要掌握 SPI 的配置和使用方法，并进一步掌握变

量的观察方法(光标放在变量处，点击右键，选择 Add to watch window 即可)，同

时注意在观察变量时要合理设置断点位置。 
作为深入部分，大家可以根据需要翻阅 SPI 部分的手册(光盘中附有)，对照

程序查看寄存器的配置，以加深对 SPI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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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实验八：24L01 无线通信实验(SPI_nRF24L01) 

 本实验是在上一个 SPI 自收自发实验的基础进行的，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将

SPI 配置为 8 位模式，并且通过 SPI 与 nRF24L01 通信。 
nRF24L01 工作在 2.4GHZ 全球开发频段，室内有效通信距离 10-50 米，其通

信带宽为 2Mbps，SPI 读写速度 高 8MHZ，集收发于一体，特别适合短距离无

线收发应用场合。图 4.8.1 是其原理框图： 

 
图 4.8.1 nRF24L01 原理图框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 SPI 的 MOSI，MISO，SCK，CS 外，还需要额

外的 CE，IRQ 两个 GPIO 来辅助控制 nRF24L01。 
程序开始执行时，首先会进行 nRF24L01 的初始化，并将其设置为发送模式，

如下截取的代码： 
 nRF_HardwareInit(); 
 LDE3_OFF; 

if(NRF24L01_Check())  //该函数可以检测 nRF24L01 与 DSP 的链接

//是否正常 
 { 
  LED3_ON; 
 } 
 TX_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无线通信实验需要有一个从机和一个主机两个设备才能通信，我们提供的

nRF24L01 设备已经实现了发送和接收的 API 函数，用户直接调用即可。如果用

户只有一个 nRF24L01 和一个 DSP 设备，那么只能通过函数 NRF24L01_Check()
验证 nRF24L01 与 DSP 的 SPI 是否通信正确。 
 
小结：实验是 DSP 外设接口 SPI 的一个具体应用，通过该实验用户可以进一步

掌握 SPI 的开发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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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实验九：SD卡实验(SD_Card) 

本实验演示 DSP 与 TF 卡之间通过 SPI 进行通信的实验，本实验中我们将读

取 TF 的容量信息，并将其保存在变量 SD_Size 中，用户可以找一个 TF 卡预先

插入 TF 卡座内，编译代码并下到 DSP 中，在 LED3_TOGGLE；代码处设置断

点，并查看 SD_Size 的值，其单位为 GB。 
本实验是下一个文件系统实验的基础，该实验中提供的 SD 卡的驱动 API 还

可以读写 SD 卡的的扇区等。 
同样 SD 卡(即 TF 卡)的 SPI 通信数据长度也是 8 位，时钟空闲为高，上升沿

读写数据。图 4.9.1 显示的是 SPI 的四种通信模式，SD 的时序符合 mode 0。 

 
图 4.9.1 

图 4.9.2 是 SD 卡与 MMC 卡的初始化流程，所谓 SD 卡的初始化，就是要

在 SD 上电时，DSP 要与 SD 卡进行一些基本的通信，以获取卡的版本号，好容

量，卡的电压参数等信息，初始化成功以后才能对 SD 的扇区进行读写，目前大

部分的卡读写 小单位就是一个扇区，一个扇区通常是 512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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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2 SD/MMC 卡初始化流程 

程序在开始运行时，会先调用 disk_initialize(0)实现 SPI 的初始化和 SD 卡的

初始化，之后我们读取 SD 的容量，并将其保存在变量 SD_Size 中。 
观察实验现象： 
大家可以查看变量 SD_Size 的值，确认这个容量信息是否与开的实际容量是

否一致。注意为了简化设计，目前我们的开发板不支持 SD 的热插拔，所以在程

序运行之前就要将卡插入卡座中。 
大家还可以调用 SD_Driver 中的读写扇区 API 函数，对 SD 卡进行读写，注

意操作扇区时， 后选择的起始扇区大一点，比如从 40960 扇区开始读写实验，

以免误操作了 SD 的 FAT 表。关于 FAT 文件系统，大家可以查看光盘中的相关

介绍文档。 
小结：本实验是一个综合性实验，通过本实验，用户将掌握 SD 的初始化流程，

扇区读写方法等，为以后项目中可能用到的大容量数据存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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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实验十：SD卡与文件系统实验(SD_Card_Fatfs) 

本示例演示文件系统的操作，该实验中，我们将在 SD 的根目录新建一个名

为 STM 的的文件夹，然后查询 SD 卡根目录下所有的文件名称，并将它们通过

串口发送到电脑上显示。 
本实验中，设置的串口波特率为 115200，串口调试助手应该以字符形式进行

显示。由于 DSP Flash 空间有限，所以文件系统只支持短文件名，即如果出现中

文或者文件名长度大于 8 个字符，将只显示 8 个字符。对于通常的嵌入式应用来

说，短文件名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FatFs 提供了如下 API 供用户调用，有关 API 的使用方法请到作者官网查询。 

 
图 4.10.1 

观察实验现象： 
图 4.10.2 是 TF 中的文件列表： 

 36



 
图 4.10.1 

图 4.10.3 是 DSP 查询到的 TF 卡中的文件列表，注意因为我们的文件系统

不支持长文件名，所以长文件只显示了其短文件名部分： 

 
图 4.10.2 

小结：文件系统的引入，能够让 DSP 如像在电脑上操作 SD 卡中文件那样只管

方便，通过本实验，用户将掌握文件系统的使用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文

件系统移植的目前广泛使用的 FatFs 文件系统，大家可以到作者的网址上了解更

多信息或版本更新(目前移植的文件系统已经属于比较新的版本)：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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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实验十一：LCD 彩屏显示实验(LCD_Demo) 

本实验演示 DSP 控制 LCD 彩屏,我们的 LCD 是 320*240 像素的, 大支持 26
万色(RGB666),但为了方便 LCD 的控制,我们采用 RGB565 格式这样一个像素刚

好是 16 位长度。LCD 属于选配件,控制器为常用的 ILI9325,数据接口支持 8 位和

16 位,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配,该 LCD 屏模块也可以很容易和其他 MCU 连接,为
用户的项目添加彩屏显示功能。同时我们的示例还支持其他型号的控制器,如：

ILI9325,7783,D325 等 ， 对 应 支 持 的 屏 可 以 在 LCD_Driver.c 中 的 函 数

LCD_DriverInit()中进行查阅。 
本示例中因为添加了 LCD_GUI.c 文件,相应的代码量已经增加,所以我们需要

修改在 DEBUG 模式下的 CMD 文件,将原来存放 text 的段 RAML0L1(3K*16 位)
修改成 RAML1L2L3(6K),同时将 econst 等数据放在 RAML0(2K)的段内,这样新修

改后的 CMD 文件可以在 RAM 里面存放更大的的代码。用户可以将该 CMD 文

件与之前的示例工程如(LED_Key)的 CMD 文件进行比较。如果是使用 flash 模式,
则代码是放在 flash 中,这样基本不会存在代码放不下的问题。 

本示例提供的 LCD 驱动可以作为用户驱动其他 LCD 的参考,在编写 LCD 驱

动代码时要注意硬件上 LCD 的控制端口是 GPIO8-15(使用的是 8 位模式),所以在

操作 GPIO8-15 时不能影响到其他的 IO 状态。(如果用 16 位模式要将宏定义

LCD_8_BIT_EN 置 0,将 LCD 硬件配置到 16 位模式,这时 DSP 与 LCD 的数据端

口为 GPIO0-15)。 
之所以我们的 LCD 驱动能实现多种 LCD 控制器的支持，是因为在 LCD 的

初始化中预先读取了 LCD 的型号 ID,程序会根据不同的 ID 进行初始化,以达到兼

容的目的。 
 
小结：本实验中，我们修改了 CMD 文件，DSP 的 RAM 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

用户可以将 DEBUG 模式下的 CMD 文件与之前的工程进行对比，比较我们改动

过的地方。CMD 存储段的分配需要结合 28035 器件手册中的存储地址进行分配。 
 通过本实验，用户将进一步掌握 GPIO 的操作方法，我们用 GPIO 来模拟 LCD
的控制总线，实现了 LCD 的彩屏显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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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实 验 十 二 ： JPG 码 数 码 相 框 实 验

(Digit_PhotoShow_JPG) 

解

 本实验是一个综合性实验，它将 LCD，FatFs 文件系统，Tjpgd 解码模块融

合到一起，实现了一个 JPG 解码并显示的简易数码相框功能。 
Tjpgd 的介绍： 
1、来看下它的资源消耗：  
    1.1、RAM：3KB；  
    1.2、ROM：4.5-9.5KB，主要用来存储代码和const常量型数据，具体消耗多少，

看你怎么配置功能了；  
2、解码输出形式：  
    2.1、比例调整支持：1/1,1/2,1/4,1/8 可选；  
    2.2、输出RGB格式：RGB888 或RGB565(这个在嵌入式LCD应用中很常用)。  
3、目前作者提供的移植应用平台有AVR, PIC24, LPC1114 and Win32，特别是

Win32 平台下的代码可以用VC直接  
4、这是作者的官网：http://elm-chan.org/fsw/tjpg/00index.html，更多信息或更新

可以到该网站查询。图 4.12.1 是JPG解码模块的原理框图： 

 
图 4.12.1 

观察实验现象： 
我们预先需要在 TF 卡存入一张 JPG 文件，然后 DSP 将通过文件系统读取该 JPG
文件，并将解码后的图片显示在 LCD 上，图 4.12.2 是 JPG 解码的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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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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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3 

小结：通过本实验的学习，用户将综合掌握 DSP 开发方法和技巧，通过代码的

移植和应用，进一步掌握 FatFs 文件系统的使用方法并对 JPG 解码实具有了感性

认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 28035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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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实验十二：Can总线自发自收实验(eCan_Loopback) 

 本实验室 CAN 通信实验，请结合实验代码进行实验。 

4.13 实验十三：Can总线收发实验 

 本实验室 CAN 通信实验，请结合实验代码进行实验。 

4.13.1 eCan_Tx 

4.13.2 eCan_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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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实验十四：EPWM输出实验(PWM) 

本示例演示 PWM 波形输出，通过配置，28035 的 PWM1A 和 PWM1B 将输

出频率为 6MHZ 的 PWM 波；配置 PWM7A 和 PWM7B 输出 10KHZ 的 PWM 波； 
28035 有多达 7 个通道 14 路 PWM 波输出，在本实验中，我们的 PWM1 的

A 路和 B 路，分别是 GPIO0 和 GPIO1；PWM7A 和 PWM7B 分别是 GPIO40 和

GPIO41。PWM7A 还连接了开发板上的 D3，通过改变 PWM7A 的占空比，D3
的亮度会跟着改变(10KHZ 频率下占空比可调细分数为 0-6000)。 

在本示例中 PWM 频率 = CPU 主频/period，period 是 PWM 初始化时传入的

参数，如果： 
period = 6000，那么频率就是 60 000KHZ/6000 = 10KHZ; 
PWM 占空比 = 输入占空比值 pwm/周期值 period，比如： 
period = 6000，pwm = 3000 时，占空比即为 50%，所以在 10KHZ 的频率下，

占空比的细分数可以达到 6000 份。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输出频率为 6MHZ 的 PWM 波，那么 period 值就为

10，这时如果用一般的 PWM 输出模式，占空比细分数就只有 10 份了，此时的

相当于占空比精度就很低，这时我们可以使用 28035 的高精度 PWM 输出功能，

即可以在通过寄存器 CMPA 的 CMPAHR 域来扩展其精度，CMPAHR 的 8-15 位

可以作为一个 PWM 占空比的细分修正，这样 6MHZ 的 10 份整数占空比细分相

当于多了 256 份的小数点细分，占空比精度提高了不少。 
本示例中，PWM1A 演示的就是高精度 PWM 调节，PWM7A 演示的是占空

比调节，因为频率较低，细分数已经比较高，所以不必启用高精度调节。 
 
观察实验现象 

1、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 
2、将 EVM 板的 DB9 接口通过串口延长线与电脑相连接,如果您的电脑没有

串口接口，请使用一根 USB 转串口线进行调试。如果选用了我们的 XDS100V1
仿真器，那么可以直接使用该仿真器的串口接口，您只需要将 P2 接口上的

GPIO28 与 Tx 连接，GPIO29 与仿真器的 Rx 连接即可。我们仿真器可以同时进

行 JTAG 仿真和 USB 转串口功能，这样用户可以省去一个 USB 口和一根串口线，

对于笔记本用户来说更为方便。 
3、通过我们提供的串口虚拟示波器软件，往 28035 发送一个整数，发送的

数据将作为 PMW7A 的占空比调节值，我们可以发现 D3 指示灯的亮度会根据不

同的占空比而改变。 
4、通过示波器观察 PWM1A 即 GPIO0 的波形输出，我们可以看到其频率为

6MHZ，占空比在周期性改变。 
 
虚拟串口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首先打开软件，通常只用选择 COM 口和波特率设置即可，其他选项默认，

然后点击“打开串口”。如图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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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1 

然后切换到串口示波器一栏，如图 4.14.2，在 下边可以发送任意一个 32
位(int32)的整数，正数和负数都可以，软件会自动将数据封帧发送到 28035，一

帧数据长度为 9 个字节，以 0xAA 开头，0X55 结尾，并使用异或校验。具体的

封帧信息请看软件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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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2 

图 4.14.3 是电脑将占空比细分数发送到 28035，同时 28035 再将该数据返回

给电脑。同时可以拖动绘图区两边右边和下变的进度条进行比例缩放或平移，数

据也可以通过右边的命令进度条拖动发送，用起来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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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3 

图 4.14.4 是界面设定部分，可以设定显示的点数，命令 大值范围，默认

是 4000，可以任意修改，但不能为负数。这里我们将命令点范围设置成了 6000。 
点击确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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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4 界面 
 以上就是串口虚拟示波器的使用方法，下面我们看一下 28035 中的 main 函

数部分： 
if(USART_GetRate(&PWM_Data))//接收一个 32 位的整形数据 
{ //如果收到接收串口数据,则以该数据来更新 PMW7A 的占空比 
 USART_SendLine(PWM_Data, 0, 0); 
 if(PWM_Data > 6000) 
 { 
  PWM_Data = 6000; 
 } 
 else if(PWM_Data < 0) 
 { 
  PWM_Data = 0; 
 } 
 //更新占空比 
 Set_PWM7A((Uint16)PWM_Data); 
} 

程序首先会查询接收电脑发送的整数，如果接收到数据，则先调用函数

USART_SendLine()将数据返回给电脑，注意第一个参数是要发送的数据，第二

个参数固定为 0，第三个参数是要可以是 0-255 之间的任意值，就是说 多可以

往电脑发送 256 种类型的数据。比如，我们要像电脑发送一个温度值和一个湿度

值，只需要将第三个参数设置为不同即可，电脑会自动绘制出两条曲线，以对应

温度和湿度。所有通信数据都是整形。 
然后程序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在 0-6000 之间，这是 PWM7A 的占空比细分

范围，如果超过范围，将进行修正，并将修正后的数据更新占空比。 
如果我们拖动命令进度条进行发送，将看到开发板上的 D3 LED 亮度会呈现

简介变化，说明占空比改变成功，也可以借助示波器查看 GPIO40 的占空比变化。 
接下来是使用高精度 PWM 功能，改变 PWM1A 的占空比，程序如下： 

//微调 PWM1A 的占空比 
EPwm1Regs.CMPA.half.CMPAHR = i << 8;     // 左移 8 位，放在 15-8 位上  
i ++; 
if(i > 256) 
{ 

 i = 0; 
} 
 
Delay_nMS(10);         //延时一段时间 
 
CMPAHR 的值将在 0-255 之间变化，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 GPIO0 的占空比以渐

进方式变化，如图 4.14.5 和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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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5           图 4.14.6 
小结：通过本实验，用户需要掌握串口虚拟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并掌握 PWM 的配置和使用

方法，知道如何设置 PWM 的频率和修改占空比。 

4.15 实验十五：电机的开环控制实验(PWM_MotoA) 

本示例演示 PWM 波形输出以控制电机，通过配置，28035 的 PWM1A 和

PWM1B 将输出频率为 10KHZ 的方波；28035 有多达 7 个通道 14 路 PWM 波输

出，在本实验中，我们使用的是 PWM1 的 A 路和 B 路，它们分别是 GPIO0 和

GPIO1。 
在本示例中 PWM 频率 = CPU 主频/period，period 是 PWM 初始化时传入的

参数，如果： 
period = 6000，那么频率就是 60 000KHZ/6000 = 10KHZ; 
PWM 占空比 = 输入占空比值 pwm/周期值 period，比如： 
period = 6000,pwm = 3000 时，占空比即为 50%，所以在 10KHZ 的频率下，

占空比的细分数可以达到 6000 份。 
PWM 输出控制 H 桥以驱动电机，一般频率选择在 10-20KHZ 之间，如果选

用的隔离光耦和 H 桥响应够快，还可以再使用高一些频率，但一般 10KHZ 就够

用了，本开环控制电机示例使用的就是 10KHZ 的 PWM 波。 
 图 4.15.1 是一个 H 桥简化图，但是一个可以使用的 H 桥还应具备隔离或用

弱电控制强电的功能，同时还要加上续流二极管实现续流功能。当 H 桥的 Q1 和

Q 4 导通，Q2 和 Q3 截止时，电流从电机的左端流到右端，当 Q2 和 Q3 导通，

Q1 和 Q 4 截止时，电流从电机的右端流到左端。这样电机就实现了方向控制。

如果要控制电机转速，只需要让电机在一个方向转动时，给予 PWM 控制，比如

Q2 和 Q3 导通时，让他们有 50%的时间导通，50%的时间截止，那么电机上获

得的等效电压就是主电源的一半，改变占空比，就实现了转速的调节功能。有关

电机 H 桥的控制原理请见关盘里面的一篇详细文档《H 桥控制原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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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1 H 桥原理图 

观察实验现象： 
1、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 
2、将 EVM 板的 DB9 接口通过串口延长线与电脑相连接,如果您的电脑没有

串口接口，请使用一根 USB 转串口线进行调试。如果选用了我们的 XDS100V1
仿真器，那么可以直接使用该仿真器的串口接口，您只需要将 P2 接口上的

GPIO28 与 Tx 连接，GPIO29 与仿真器的 Rx 连接即可。我们仿真器可以同时进

行 JTAG 仿真和 USB 转串口功能，这样用户可以省去一个 USB 口和一根串口线，

对于笔记本用户来说更为方便。 
3、通过虚拟示波器发送不同的占空比值到 28035，用示波器查看 GPIO0 和

GPIO1 的的 PWM 波形，将该波形与光耦输出的进行对比，观察波形失真是否在

可接收范围内，不同的隔离光耦输出的波形差异比较大，同时光耦的波形还跟输

入限流电阻、输出集电极上拉电阻的匹配度也有关系，如果波形失真较严重，可

适当调整电阻值。 
4、将电机与 H 桥输出相连接，改变占空比值，查看电机速度变化。 

 
小结：本实验中，用户需要掌握 H 桥的工作原理，并结合程序查看 PWM 控制 H 桥进行电

机开环控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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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实验十六：外中断实验(Ext_Int) 

本示例演示 28035 的外中断配置和使用方法。28035 一共有 3 个外中断，这

三个外中断的的中断触发源可配置为 GPIO0-GPIO31 之间的任意一个；本示例

中，我便将 GPIO27 作为 XINT1 的中断触发沿，如果按键按下，一个下降沿将

触发进入中断，在中断中，我们将让 D2 的状态翻转一次；外中断 XINT 可以配

置为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双边触发(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 
注意 XINT1-XINT3 只能分配从 GPIO0-GPIO31 之间的引脚，如果用户自行

设计硬件时，欲使用外中断功能的引脚必须安排在这之间。本节外中断实验是下

一个通过外中断计数正交码盘脉冲的基础，在正交码计脉冲的实验中，我们将演

示如何将一个外中断和一个普通 IO 结合，以实现码盘脉冲的计数和方向判断。 
要使用一个引脚作为外中断的输入源，首先要将这个引脚配置为输入，然后

通过 GPIOXINTxSEL 寄存器的 GPIOSEL 位来关联这个引脚。比如我们要让

XINT1 关联 GPIO27，那么可以这样写，主要这个寄存器是受保护的。 
 
EALLOW;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27;   // 配置中断引脚 
EDIS; 

 有关外中断的具体配置请参考工程代码。 
 
观察实验现象 

1、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点击运行; 
2、按下 K2(EVM 板上第四个按键)后可以看到 D2 的状态会翻转一次，D2

之前是亮的，那么会熄，反之亦然。 
小结：本实验我们演示如何配置一个外中断，通过该实验，用户将掌握外中断的

使用方法，并进一步熟悉 PIE 中断的使用方法。有关 PIE 中断的介绍请查阅光盘

中的手册(28035_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ru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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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实 验 十 七 ： 电 机 码 盘 采 集 实 验 ---- 中 断 采 集

(Measure_Speed1) 

本示例将演示如何将一个外中断和一个普通 IO 结合，以实现码盘脉冲的计

数和方向判断， 后通过串口将实时脉冲数发送到电脑，在虚拟示波器上以曲线

方式直观的显示。返回的是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比如我们将计数周期设置为

100MS。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是和电机输出轴的转速成线性关系的，而这个比例

是和电机码盘线数，电机减速箱减速比例，计数倍频方式有关的，本实验中我们

只测算单位时间的内码盘脉冲数，具体的转速对应关系大家可以自行推导。 
正交码盘分为A相和B相，两相输出的波形相位差正好是 90°，用户可通过

图 4.17.1 和图 4.17.2 比较电机在正转和反转时码盘的输出波形，所谓的正传和反

转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两种状态，电机要么正转，要么就反转，就看我们定义哪

个为正转了。带正交码盘的电机属于选配件，用户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进行选

购(http://shop63905457.taobao.com/)。 
下图是我们的电机码盘的接线图，用户在焊接时从 1、2、3、4 引脚处引出

线并加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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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1 正转脉冲波形           图 4.17.2 反转脉冲波形 
 电机在正转时，A 相的下降沿出现时，B 相是低电平；A 相的上升沿出现时，

B 相为高电平。反转时刚好相反，我们就通过这两种状态来辨别电机的转向。同

时，因为 A 相接在了外中断上，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触发中断，所以一个周

期内有两次可以触发中断，这就是 2 倍频，如果 B 相也接了中断的话，那就是 4
倍频了，码盘采集精度就会高出一倍。 

图 4.17.3 中可以看出电机在恒定电压下转动时，码盘在 10MS 的时间内有 A
相输出了 8 个触发沿，就是说 100MS 的时间内可以有 80 个触发沿输出。而我们

采集到的 100MS 内的脉冲数是 78，如图 4.17.4，两者基本相符，说明测速无误。 

 
图 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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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4 

实验说明： 
1、本实验中要使用到 CPU Timer 定时器,xInt 外中断； 
2、码盘的 A 相接 GPIO2，B 相接 GPIO3，注意码盘的逻辑电源应该是 3.3V； 
3、GPIO2 映射到外中断 1，中断方式为双边触发，即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

所以测速方式为 2 倍频，GPIO3 作为普通 IO，初始化为输入，其目的是判断当

前的转速是正转还是反转。 
观察实验现象： 

1、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点击运行; 
2、将开发板得 DB9 串口与电脑相连； 
3、给电机供电或用手拧电机轴，通过虚拟串口示波器观察速度波形变化，

如图 4.17.4。 
小结：本实验中演示了如何通过一个外中断和一个普通 IO 实现码盘脉冲的 2 倍

频测速，该实验室下一个 PID 闭环控制实验的基础。 

4.18 实验十八：电机PID速度闭环控制实验(PWM_MotoB) 

本示例将演示电机的闭环控制，即以单位时间内的码盘脉冲输出为反馈，以

单位时间内欲达到的脉冲数为输入，以变占空比的 PWM 波为输出。使用的算法

为经典的 PID 控制算法，该算法具有实现方便，参数整定容易，控制鲁棒性好

等优点。借助我们的串口虚拟示波器软件，用户可以很方便地整定出一套满意的

参数。 
PID 算法要处理的数据不外乎输入与反馈的偏差(做比例运算)，本次偏差与

上一次偏差的差(做微分运算，离散化以后就是差分运算)，所有变差的累积(积分

运算，离散化以后就是累加运算)。所以我们将这个算法要处理的数据和三个参

数：比例，微分，积分一起封装成一个结构体，见 PID_Control.h 里面的 PID 结

构体。要进行 PID 控制，还需要一个控制周期，这个控制周期刚好就是测速周

期(如果用到温度控制或电压控制中，就是采样周期)。要进行 PID 控制，首先还

要初始化 3 个 PID 参数，以及 PID 控制模式的选择：位置式控制还是增量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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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如图 4.18.1 是封装的 PID 结构体，通过结构体的封装，在系统中，如果有

多高控制对象，如既要控制一个电源输出的电流，又要控制其电压时只需要定义

两个结构体变量就可以了；或者我们要控制一个云台的升降高度，只需要定义个

电机速度闭环控制的结构体和一个升降高度控制的结构体即可，面向对象的编程

的思想就在于次，只是这里面没有像 C++一样封装实现的方法(函数)。 

 
图 4.18.1 

 图 4.18.2 是 PID 控制原理图： 

 
图 4.18.2 

 图 4.18.3 是数字式 PID 的公式： 

 
图 4.18.3 

图 4.18.4 是增量式 PID 的公式： 

 
图 4.18.4 

实验说明： 
1、本实验中要使用到 CPU Timer 定时器,xInt 外中断； 
2、码盘的 A 相接 GPIO2，B 相接 GPIO3，注意码盘的逻辑电源应该是 3.3V； 
3、GPIO2 映射到外中断 1，中断方式为双边触发，即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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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测速方式为 2 倍频，GPIO3 作为普通 IO，初始化为输入，其目的是判断当

前的转速是正转还是反转。 
4、如果系统发散，即电机速度越来越不能达到要控制的量，说明这时形成

了正反馈，这时可以在读取电机速度时取个负号，或者硬件上讲电机的正负极对

换。 
5、控制周期，也即测速周期是 50MS，理论上时说，控制周期越短，控制效

果越好，离散的的控制越能表征出连续的自然界变化。但是如果控制周期太小，

从电机码盘采集到的脉冲数就越少，精度损失就越多，解决的办法可以是更好码

盘线数更高的电机或者使用 高 4 倍频测速或者选择一个适当的控制周期。 
 
观察实验现象： 

1、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点击运行; 
2、将开发板得 DB9 串口与电脑相连； 
3、通过虚拟示波器给电机发送不同的控制速度，观察电机速度响应，如图

4.18.6 是电机速度响应的实时曲线，从 0 阶段开始，我们分别给了 35 个脉冲

/50MS，0，-35，0,25,0 共五个阶段的输入控制量，从图中可以看出电机响应速

度响应很快，基本没有超调，稳态误差只有正负 1 个脉冲，达到了预期的控制效

果。特别是在电机锁 0 速时，用收拧电机轴，可以明显感觉到电机“锁死”能力

很强。 
图 4.18.5 是界面设定截图： 

 
图 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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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6 
 

 
小结：本实验中我们演示了如何实现一个电机的速度闭环控制，特别是借助于串口虚拟示波

器软件可以实时观察电机速度响应，为我们整定 PID 参数带来了方便。在本实验中，PID 算

法使用的是整形运算，当控制参量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损失运算精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

话，可以自行将整形运算修改成浮点运算。这个 PID 算法已经在作者的多个应用项目中得

到使用，控制效果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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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实验十九：PID参数整定实验(PWM_MotoB) 

本实验使用的任然是上一个实验的工程代码，在本实验中，希望大家根据以

下经验进行参数整定实验，并结合串口虚拟示波器观察在各个参数作用下电机的

速度响应曲线。 

1、比例控制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1.1 对动态特性的影响 
Kp 加大→系统的动作灵敏，速度加快 
Kp 偏大→振荡次数多，调节时间加长 
Kp 太大→系统趋于不稳定 
Kp 太小→系统的动作缓慢  

1.2 对稳态性能的影响  
减少稳态误差，但不能消除稳态误差。  

2、积分控制对控制性能的影响 

2.1 对动态特性的影响 
通常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 
Ti 太小→系统不稳定 
Ti 偏小→振荡次数较多 
Ti 太大→对系统的影响减小 
Ti 合适→过渡特性较理想。  
2.2 对稳态性能的影响 
  积分控制可消除稳态误差， Ti 太大时，积分作用太弱，以至于不能减小稳态

误差。  

3、微分控制对控制性能的影响 

3.1 微分控制可以改善动态特性，减少超调量，缩短调节时间，允许加大比例控

制，使稳态误差减少，提高控制精度  
Td 偏大→超调量较大，调节时间较长 
Td 偏小→超调量也较大，调节时间也较长 
Td 只有合适时，可得到满意的过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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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数整定实例 

 

 
Kp = 3，Kd = 0      Kp = 3，Kd = 1 

 
Kp = 5，Kd = 2        Kp = 5，Kd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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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实验二十：AD数模转换实验(AD) 

本示例演示 28035 的 AD 功能，其 AD 为 12 位，测量数字量程为 0-4095，
28035 的 AD 通道多达 16 个，且具有多种方式触发采样： 

a、软件触发； 
b、ePWM1-7 触发 
c、GPIO Xint2 
d、CPU Timer 定时器 0/1/2 
e、ADCINT1 和 ADCINT2 

 本示例配置 ePWM1 作为触发沿触发 AD 采样，当 PWM 定时器计数到达以

后将触发一个 AD 中断，在这个中断中我们读取采样寄存器的值，并将这个值存

入数组中，用户可以在中断中设置断点然后观察数组 Voltage1[]和 Voltage2[]中的

元素值， 
注意 28035 的参考电压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参考，一种是内部参考；相关的

控制寄存器为 ADCCTL1 中 ADCREFSEL 位，上电复位后，默认使用的是内部

参考源，这时要将引脚 VREFLO 接地；如果使用使用外部参考源，需要配置

ADCREFSEL 位为 1，同时将 VREFHI 和 VREFLO 连接都固定电平上。注意接

入 DSP 所有引脚的电压都不能超过 3.3V，包括 AD 采样输入源。 
本示例我们开启的是 ADCINA2 和 ADCINA4 通道，用户可以将这两个引脚

(开发板上丝印标注为 A2、A4)分别接到一个电压可调电路上(如用一个可调电阻

分压做实验)，通过设置断点观察采样电压的数字量变化。 直接的方法就是将

采样引脚接在 VCC3.3 上或者 GND 上，这时的采样数字量应是 4095 或 0。 
开发板上的 VREFLO 和 VREFHI 默认是悬空的，本实验中用户需要将

VREFLO 通过跳线接在 GND 上(使用的是内部参考源)。 
有关内部参考源和外部参考源情况下的数字量与实际电压转换公式如下，超

量程将直接赋值为 0 或 4095： 
a、内部： 

  Digital Value = 4096*[(Input - VREFLO)/3.3v]  
当 0v < Input < 3.3v 

 b、外部： 
  Digital Value = 4096*[(Input - VREFLO)/(VREFHI - VREFLO)]  

当 VREFLO < Input < VREFHI 
 
观察实验现象： 
 1 将仿真器与开发板连接后,编译程序并下载; 

2 将 A2 和 A4 脚分别接到一个待测电压上，如 3.3V 或 GND，在 AD 中断中

设置断点查看 Voltage1 和 Voltage2 的元素值变化 
3 作为进一步的，用户可以对采样值做一个滑动窗口为 8 或 16 甚至更大的

滑动滤波，或平均值滤波，以实现 AD 采样值实际应用。同时用户也可以将 AD
采样值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虚拟示波器软件，以曲线的方式实时查看采样值，

并比较滤波前后波形变化。本实验中，我们已经预先初始化了 DSP 的串口，用

户可以直接在 main()函数中调用函数： 
USART_SendLine(Voltage1[0], 0, 0)观察 AD 采样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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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 4.20.1 是一张 AD 曲线的截图，这个值是未经滤波的电压值，输入源是

一个光敏电阻和 10K 电阻的串联分压端。 

 
图 4.20.1 

5 用 户 也 可 以 编 写 代 码 使 用 软 件 触 发 采 样 模 式 ( 寄 存 器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0) 
 
小结： 

本实验室演示了如何配置 28035 的 AD 模块进行 AD 采样，用户通过本实验

将掌握 AD 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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