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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对 CAN总线协议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鱼雷电子综合化和鱼

雷热动力模拟实验系统两个应用实例，分别反映了 CAN总线的不同特点。在鱼

雷电子综合化系统实例中，论文根据目前鱼雷电子系统存在的问题，第一次提

出了“鱼雷电子综合化”概念，并第一次把 CAN总线引入到鱼雷电子系统，为

全数字智能化鱼雷的发展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在鱼雷热动力模拟实验系统实例

中，论文利用 CAN总线作为现场总线的优点，把它引入到热动力测试模拟系统

中，建立了鱼雷热动力测试模拟系统框架。在论文中，还对 CAN总线的软、硬

件接口进行了设计和调试，给出了典型的接口方案，设计并实现了多主机的演

示系统。 

本论文的研究对以后鱼雷电子系统的发展，以及 CAN总线在鱼雷中的应用

奠定了基础，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实用价值。另外，热动力测试模拟系统的研究

对本教研室今后实验室的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CAN总线  多主机  现场总线  鱼雷电子综合化  

         鱼雷热动力系统  数据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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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wo applications are introduced including the torpedo election 

integrated system and thermal power torpedo propulsion testing & simul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studying and comprehending of CAN bus protocols, which show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of CA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orpedo election integrated 

system, the conception of  “torpedo election integrated system” is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study of CAN in the torpedo election system is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is area.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rmal power torpedo propulsion testing 

& simulation system, CAN bus was advanced in the test and digital simulation 

system. A framework of it was established.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terface was 

designed and debugged. Some type interface was advanced. And a multicast demo 

system was design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ing in the paper are good value of practical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AN bus in the torpedo election 

system.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ing on the thermal power torpedo propulsion testing 

& simulation system has good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boratory. 
 
 

Key words:  CAN ,  multihost,  field bus,  torpedo election integrated system, 

              thermal power torpedo propulsion system,  data communication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  要 

 iii

目 录 

中文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i 

英文摘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ii 

第一章  总线技术研究… … … … … … … … … … … … … … … … … … …1 

    §1-1总线的发展与比较… … … … … … … … … … … … … … … … …1 

    §1-2 网络集成式全分布控制系统... … … … … … … … … … … … … ...3 

第二章   CAN总线技术… … … … … … … … … … … … … … … … … …7 

    §2-1 CAN总线的发展及主要特点 … … … … … … … … … … … … … 8 

    §2-2 CAN的分层结构… … … … … … … … … … … … … … … … … 10 

    §2-3 CAN的应用层… … … … … … … … … … … … … … … … … …16 

第三章   鱼雷电子综合化 … ...… … … … … … … … … … … … … … …19 

    §3-1 鱼雷电子系统的组成 … … … … … … … … … … … … … … … 19 

    §3-2鱼雷电子综合化概述 … … … … … … … … … … … … … … … 25 

    §3-3 CAN总线系统与 1553B总线系统的性能比较 … … … … … … … 26 

    §3-4 鱼雷电子综合化系统 … … … … … … … … … … … … … … … 29 

第四章   鱼雷热动力装置模拟试验系统 … … … … … … … … … … … …37 

    §4-1 三组元鱼雷热动力系统工作原理 … … … … … … … … … … …37 

    §4-2 模拟试验系统技术方案 … … … … … … … … … … … … … … 40 

    §4-3 模拟系统软硬件配置 … … … … … … … … … … … … … … … 44 

    §4-4系统控制器研究 … … … … … … … … … … … … … … … … … 47 

第五章   CAN总线系统的实现… … … … … … … … … … …  … … … …52 

    §5-1 网络实现… … … … … … … … … … … … … … … … … … …52 

    §5-2 系统硬件设计… … … … … … … … … … … … … … … … … …53 

    §5-3接口软件设计… … … … … … … … … … … … … … … … … … 58 

    §5-3 CAN总线实验系统… … … … … … … … … … … … … … … … 64 

结束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  要 

 iv

致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 

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 … … … … … … … … … … … 71 

附录 1 :MCCAN模块电路图 … … … … … … … … … … … … … … … 72 

附录 2 :CANDIO模块电路图 … … … … … … … … … … … … … … … 72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总线技术研究 

 1

第一章 总线技术研究 

所谓总线，就是传送信息的公共通路，它是计算机和测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总线的性能对计算机或测控系统的性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线的种类很多。按连接可分为并行总线和串行总线。按应用的场合可分为

芯片总线（如 IEEE488、I2C、SPI等）、机箱总线（如 STD、CAMAC、Fastbus、

ISA、CompactPCI、VXI 等）、设备总线（如 GPIB、SCSI、MXI、RS-232C、

RS-485、USB、FireWire等）、现场总线（如 FF、Profibus、CAN、LonWorks、

WorldFIP等）等。 

本章将对总线的发展概况进行讨论，并将对几种典型的总线形式进行比较，

最后重点讨论以 CAN为代表的现场总线。 

§1-1总线的发展与比较 

 随着计算机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应用，计算机总线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我们所关注的是测控领域内总线的发展。从互连的角度，测控总线有两大类，

即并行总线和串行总线。 

在各种集中式的测控系统中，除计算机及各测控模块底板采用并行总线外，

计算机和测控机箱也常采用并行总线。常用的底板并行总线有：STD 总线、

CAMAC 总线、ISA 总线、PCI总线、VXI总线、CompactPCI总线、PXI总线

等，其中的 STD和 CAMAC总线已经基本上被淘汰，而 ISA总线作为 PC机总

线也基本上被 PCI 总线代替，后面的三种总线正被测控领域广泛采用，

CompactPCI 和 VXI 总线代表着测控中当前的水平；常用的并行互连总线有

IEEE488 总线、SCSI总线和 MXI总线等，其中 IEEE488 总线作为传统的标准

并行总线还在仪器、仪表及测控领域内被广泛地采用，并将在一些低速系统中

长时间的实用，在高速系统中它将被 SCSI总线所取代，而 MXI总线作为美国

NI（National Instrument）公司推出的 32位高速并行互连总线，将成为 VXI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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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测控机箱与计算机互连的标准总线。 

串行总线通常是按串行方式来传送数据的通路，是总线发展的另一方向。最

早的串行总线是 RS-232总线；为了改进 RS-232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等缺点，

电子工业协会推出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 RS-422，之后又发展为目前正在广泛使

用的 TIA/EIA-485-A（即 RS-485）标准；90年代后，串行总线在数据传输速率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最为突出的是 USB（Universal Serial Bus）和 IEEE1394

（ FireWire 俗称火线）总线，其中 FireWire 目前的传输速率高达

800Mbit/s~3.2Gbit/s，这已经超过了某些并行总线。另外的一些芯片间的串行互

连总线如：I2C总线、SPI总线等也以其独特的灵活性正赢得人们的关注。 

并行总线与串行总线各有特点与其应用范围，下面是并行总线与串行总线的

比较： 

     表 1-1 
      分类 

 内容 
并行总线 串行总线 

数据传输容量 大 小 

数据传输速度 高 低 

传输距离 近 远 

硬件复杂程度 大 极小 

可靠性 一般 较高 

可扩展性 差 好 

系统组建成本 高 低 

从比较的结果看，在对传输容量、传输速度要求高，对传输距离要求低的场

合，应采用并行总线。由于具有上表中的一些优点，因而在其他能采用串行总

线的场合则尽量的采用串行总线代替并行总线。从发展趋势看，一方面模块化

将成为系统发展的方向，大部分信息由模块自身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模块间的数据通信量；另一方面，目前串行通信的速率已经比较高，完全可以

满足大部分测控场合的应用，所以串行通信将测控领域发展的方向之一。 

现场总线（Fieldbus）是总线在测控领域的新发展，大部分现场总线都是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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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线，但与前面所讲的串行总线不同，它们主要是针对现场测控而设计的，

是一种全新概念的总线形式，为此，我们用下面一节的内容对现场总线内容加

以叙述。 

§1-2现场总线及全分布控制系统 

测控系统的发展经过了气动模拟系统、电动单元系统、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系统和现场总线系统几个时期，各测控能力的发展示意图如图

1-1所示： 

图 1-1  各阶段测能力示意图 

 就目前来讲，DCS经过大约四代的发展，已成为一种成熟的工业测控系统，

它目前正如日中天，被广泛地使用在我国各行各业的大中小项目中。但目前的

DCS系统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传统 DCS的现场控制级设备执行直接数字控制（DDC）功能，其主控制器

（CPU）与 I/O模板之间依靠并行总线连接，而且 I/O模板上均无智能处理，这

种结构最大的缺点是系统配置不灵活，在一台现场控制站中，检测点数只能在

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改变。点数较少，系统很不经济；而当点数较多时，又会受

并行总线不宜扩充和 CPU处理能力的限制。而且由于并行总线的紧耦合作用，

各模板之间的影响相当大，一旦某块模板出现异常，往往连带其它模板也出现

1998 196050年代 

现场总线 DCS电动单元气动、模拟 

测
控
能
力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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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系统要求对现场信号采取非常严格的隔离措施，

这样，系统成本相当高。为了降低成本而简化隔离措施，所带来的后果则是系

统的不可靠性。另外，并行总线使得系统实现冗余和带电插拔模板的功能非常

困难。因此，传统的 DCS在实现冗余和带电插拔模板的功能时，往往采取由人

工进行干预或操作的半自动方式。 

随着微处理器与计算机功能的不断增强和价格的急剧降低，计算机与计算机

网络系统得到迅速发展，而处于生产过程底层的测控自动化系统，采用一对一

连线，用电压、电流的模拟信号进行测量控制，或采用自封闭式的集散系统，

难以实现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使自动化系统成为“信息孤岛”。要实现系统综

合自动化，就必须设计出适合与工业现场环境运行的、性能可靠、造价低廉的

通信系统，形成底层测控网，完成现场自动化设备之间的多点数字通信，实现

底层设备之间以及现场与外界的信息交换。现场总线（Fieldbus）就是在这种实

际需求的驱动下应运而生的。 

现场总线导致了传统控制结构的变革，形成了新型的网络集成式分布控制系

统——现场总线控制系统 FCS（fieldbus control system）。这是继基地式气动仪

表控制系统、电动单元组合式模拟仪表控制系统、集中式数字控制系统、集散

控制系统 DCS后的新一代控制系统。它是以智能传感器、控制计算机、网络为

主要内容的综合技术。 

场总线具有系统的开放性、互可操作性与互用性、现场设备的智能化与功能

自治性、系统结构的高度分散性、对现场环境的适应性等技术特点，由于这些

特点，特别是现场总线的系统结构的简化，使得控制系统从设计、安装、投运

到生产运行及其维护，都体现出优越性，具体优点包括：节省硬件数量与投资、

节省安装费用、节省维护开销、用户具有高度的系统集成主动权、提高了系统

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具资料[32]研究表明，现场总线代替 DCS可以在电缆配线、

安装、操作、维护等方面节约 66%的费用，资料[28]对一化肥厂工程报价进行分

析，采用现场总线方式可以省去 I/O模件箱、I/O模件、电缆、端子板、急停车

系统、安全防暴系统等部分，节约的相当于 DCS方案费用的 46%。 

现场总线有如此的优越性，得益与世界各大知名公司技术支持，80 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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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Siemence、Philpis、Echelon、Motorola、Fisher-Rosemount、Foxboro、Intel

等先后推出了多种工业现场总线规范，其中比较典型的总线有基金会现场总线

FF、Profibus、CAN、 LonWorks、WorldFIP等。表 1-2是对几种主要总线的性

能比较。 

表 1-2 
  产品 

特性 
CAN FF Profibus LonWorks WordFIP 

应用对象 离散控制 所有方面 过程控制 所有方面 过程控制 

OSI层次 1，2，7 1，2，7 1，2，7 1~7 1，2，7 

系统类型 总线 总线 总线 网络 总线 

介质访问 CSMA/CD 主从、令牌 主从、令牌 CSMA/CD 主从、令牌 

错误校正 CRC CRC CRC CRC CRC 

通信介质 

双绞线、光

纤、同轴电

缆等 

双绞线、光

纤、红外等 
双绞线、光纤

光纤、电源

线等 

双绞线、光

纤、同轴电

缆等 

寻址方式 
单点、多点、

广播 

单点、多点、

广播 

单点、多点、

广播 
广播 广播 

传输速率 
5kbps~ 

1Mbps 

31.25kbps 

2.5Mbps 

9.6kbps~ 

12Mbps 

300bps~ 

1.5Mbps 
2.5Mbps 

传输距离 10km 500m~1.9km 100m~10km 2.7km  

网络供电 不是 不是 是 是 是 

优先级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系统控制 命令 状态 命令状态 命令状态 命令状态 

从表 1-2中可以看出，各种现场总线都有自身的特点，其中的 FF，Profibus

即可以用于底层监控又可以用与工厂的车间管理层，它们的协议都比较完善也

较为复杂，作为用户只能通过购买具有这种协议的产品才能组成符合自己的系

统，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受到安装尺寸的限制或没有现成的模块），

往往会给用户带来一些麻烦。而这其中的 CAN总线较为简、单灵活，在某些情

况下 CAN总线可能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有关

CAN总线的规范，并就 CAN总线在鱼雷系统中的的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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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AN总线技术 

在第一章中，我们重点讨论了总线技术，并引出了我们感兴趣的一种现场总线 CAN

总线，在本章中将对其规范及性能加以描述。 

§2-1 CAN总线的发展及主要特点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即控制器局域网络，它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

系统和实时控制的串行通信网络。众所周知，现代汽车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子装置控制，如

发动机的定时、注油控制，加速、刹车控制（ASC）及复杂的抗锁定刹车系统（ABS）等。

由于这些控制需检测及交换大量数据，采用硬接信号线的方式不但烦琐、昂贵，而且难以

解决问题，80年代初，德国的 BOSCH公司为了解决上述难题设计了 CAN总线。资料表

明，目前世界上大部分著名的汽车制造厂商，如 BENZ（奔驰）、BMW（宝马）、PORSCHE

（保时捷）、ROLLS—ROYCE（劳斯莱斯）和 JAGUAR（美洲豹）等都已开始采用 CAN

总线技术来实现汽车内部控制系统与各检测和执行机构间的数据通信。 

由于其高性能、高可靠性、及独特的设计，CAN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应用范围

目前已不再局限于汽车行业，而向过程工业、机械工业、纺织机械、农用机械、机器人、

数控机床、医疗器械及传感器等领域发展。在诸如现场加速器、CT 断层扫描仪等强干扰

场合实时性控制场合，其他总线显得无能为力，而用 CAN总线技术却是极好的解决方案。 

随着 CAN 在各种领域的应用与推广，对其通信格式的标准化提出了要求。1991 年 9

月 Philips Semiconductors制定并发布了 CAN技术规范（Version2.0）。1993年 11月 ISO

正式颁布了道路交通运载工具—数字信息交换—高速通信控制器局域网（CAN）的国际标

准 ISO-DIS11898（用于高速通信），以及后来又颁布了 ISO-DIS11519-1（用于低速通信）

一起使 CAN总线的应用标准化、规范化，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CAN属于总线式串行通信网络，由于其采用了许多新技术及独特的设计，与一般的通

信总线相比，CAN总线的数据通信具有突出的可靠性、实时性和灵活性。其特点可概括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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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N为多主方式工作，网络上任一节点均可在任意时刻主动地向网络上其他节

占发送信息，通信方式灵活，且无需站地址等节点信息。利用这一特点可方便

地构成多机备份系统。 

（2） CAN网络上的节点信息根据其保文 ID号的不同分成不同的优先级，可满足不

同的实时要求。 

（3） CAN 采用非破坏性具有优先级控制的载波侦听及碰撞检测机制（CSMA/CD）

总线仲裁技术，信道中传输的是基带信号，并规定 0 为显性位，1 为隐性位，

前者能覆盖后者。所以当几个节点同时发送消息时，最先发出显性位的节点继

续保持发送，而其它节点变为接收方式,从而大大节省了总线冲突仲裁时间。尤

其是在网络负载很重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网络瘫痪情况。这些措施在保证了信

道利用率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实时性。 

（4） CAN只需通过报文滤波即可实现点对点、一点对多点及全局广播等几种方式传

送接收数据，无需专门的“调度”。 

（5） CAN上的节点数主要取决于总线驱动电路，目前可达 l10个；报文标识符可达

2032种(CAN2．0A)，而扩展标准(CAN2．0B)的报文标识符为 229种。 

（6） CAN 的直接通信距离最远可达 10km(速率 5kbps 以下)；通信速率最高可达

lMbpS(此时通信距离最长为 40m)，CAN 系统内两节点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与

位速率有关，其中一些典型值如表 2-1所示： 

（7） 采用短帧结构，其中数据桢一次最多传送 8 个字节的数据，传输时间短，受干

扰概率低，具有极好的检错效果。 

（8） CAN的每帧信息都有 CRC校验及其他检错措施，保证了数据出错率极低。 

（9） CAN的通信介质可为双绞线、同轴电缆或光纤，通过设计适当的接口电路，也

可以实现电力载波或无线电通信方式，因此选择较为灵活。 

（10） CAN 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关闭输出功能，以使总线上其他节点

的操作不受影响。 

表 2-1 

位速率 最大总线长度 

1Mbps 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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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kbps 130m 

250kbps 270m 

125kbps 530m 

100kbps 620m 

50kbps 1.3km 

20kbps 3.3km 

10kbps 6.7km 

5kbps 10km 

有比较才有鉴别，目前我国最为流行的测控总线是 RS-485 总线，其中现场总线中的

Profibus也采用了 RS-485 总线为媒体，相对于其它总线形式，RS-485 总线的差分数据传

输的电器规范特点，使得它具有较高的噪声抑制能力，它的数据传输速率（最大传输速率

10M）、电缆长度（在 100K 的情况下，传输距离可为 1200 米）及可靠性是其它标准无法

比拟的。但与 CAN总线相比，RS-485 总线有以下两个缺点： 

（1） 纠错能力差，无法识别干扰源，不能采取象 CAN总线的故障诊断及自关断严重

干扰节点的能力； 

（2） 是非自主总线，即在整个系统中只能有一个主机，存在串行总线普遍具有的一

个严重缺陷“瓶颈”现象。 

而CAN总线恰好克服了上述两个缺陷。值得提出的还有两个总线，分别为 I2C和 1553B

总线，其中前者具有与 CAN 总线相似的性能，可以形成多主机系统，只是 I2C 是一个芯

片间的互连总线，其传输距离短，传输速率也较低(高速时为 400Kbit/s)，但两者结合可以

形成结构最为简单的系统。而 1553B总线部分特性与 RS-485 总线相似，它主要应用于航

空领域，1553B与 CAN 总线的比较将在下一章中进行。 

§2-2 CAN的分层结构 

CAN遵从 OSI/OSI模型全部七层中的两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如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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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CAN的分层结构 

按照 IEEE802.2和 802.3标准，物理层可分为： 

——物理信令（PLS，Physical Signalling）； 

——物理媒体附件（PMA，Physical Medium Attachment）； 

——媒体接口（MDI，Medium Dependent Interface）。 

数据链路层又划分为： 

——逻辑链路控制（LCC，Logic Link Control）； 

——媒体访问控制（MAC，Medium Access Control）。 

（一）LCC子层 

 LCC层提供的功能包括：帧接收滤波、超载通告和恢复管理。对于接收的数据帧与远

LLC 
接收滤波 
超载通知 
恢复管理 
MAC 
数据封装/拆装 
帧编码（填充/解除填充）
媒体访问管理 
错误检测 
出错标定 
应答 
串行化/解串行化 

数据链路层 

物理层 

PLS 
位编码 
位定时 
同步 
PMA 
驱动器/接收器特性 
MDI 
连接器 

故障界定 
（MAC—LME）

总线故障管理

（PLS—LME） 

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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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帧，接收器通过帧接收滤波确定此帧是否与其相关；如果出现接收器被占用等一些情况，

要求延迟倒下一个报文，则通过 LCC 子层发出超载帧；在发送期间，对于丢失仲裁或被

错误干扰的帧，LCC子层具有自动重发送功能，这样减轻了 CPU的负担。 

在 LCC层有包括两种帧：数据帧和远程帧。 

（1）数据帧包含三个场位，即标示符场、数据长度码（DLC，Data Length Code）场

和 LCC数据场（最长 8个字节），其形式如图 2-2 

标示符场（11/29位） DLC场（4位） LCC数据场（最多 8个字节）

图 2-2 LCC数据帧 

（2）LCC远程帧仅有两个位场，即标示符场和 DLC场。其形式如图 2-3 

标示符场（11/29位） DLC场（4位） 

图 2-3 LCC远程帧 

（二）MAC子层 

MAC 子层是数据链路层中的核心，它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分：发送部分和接收部

分。它主要完成发送数据的封装、发送媒体访问管理、接收媒体管理和接收数据卸装功能，

具体的功能可参阅资料[1][2][6][7] 

经过MAC子层的数据封装，来自 LCC子层的数据帧变成由：起始帧（SOF，Start Of 

Frame）、仲裁场、控制场、数据场、CRC场、ACK场和帧结束（EOF，End Of Frame）

七个不同场位构成。其形式如图 2-4所示。 

帧起始 仲裁场 控制场 数据场 CRC场 ACK场 帧结束 

图 2-4 MAC数据帧 

相应的 MAC 的远程帧有 6个不同的场位构成，包括除数据帧中的数据场外的其他所

有场位，另外仲裁场中的 RTR（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位与数据帧不同这里为“1”，

MAC远程帧的形式如图 2-5。 

帧起始 仲裁场 控制场 CRC场 ACK场 帧结束 

图 2-5 MAC远程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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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误诊断 

CAN总线拥有一套先进的出错诊断和处理方案，这也是 CAN总线最为突出的优点。

首先发送节点在发送的同时要进行检测，出现错误后重新发送，并会通知所有的节点。接

收点用消息携带的 CRC 位进行检验，对错误的数据拒绝接收，差分信号的使用又进一步

加强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据资料[14]表明，当通信速率为 500kbps，线路负载位 25%时，

系统的平均每年可安全运行 2000小时，没能查处错误的几率仅为平均 1000年一次，相信

这样的指标能够让所用的用户感到满意。 

CAN总线的错误诊断是其灵魂，也是比较难理解的部分，下面我们在给出与错误诊断

相关的知识和规则后，在对相应的规则加以理解和说明。 

在 CAN总线中存在 5种错误类型和三种总线状态，5种错误类型分别是： 

(l)位错误：向总线送出一位的某个单元同时也在监视总线，当监视到总线位

数值与送出的位数值不同时，则在该位时刻检测到一个位错误。例外情况是，

在仲裁场的填充位流期间或应答间隙送出隐位而检测到显位时，不视为位错误；

送出认可错误标注的发送器，在检测到显位时，也不视为位错误。 

(2)填充错误：在使用位填充方法进行编码的报文中，出现了第 6 个连续相

同的位电平时，将检出一个位填充错误。 

(3)CRC 错误：CRC 序列是由发送器 CRC 计算的结果组成的。接收器以与

发送器相同的方法计算 CRC。如计算结果与接收到的 CRC 序列不相同，则检

出一个 CRC错误。 

(4)形式错误：当固定形式的位场中出现一个或多个非法位时，则检出一个

形式错误。 

(5)应答错误：在答间隙，发送器未检测到显位时，则由它检出一个应答错误。 

检测到出错条件的站通过发送错误标志进行标定。当任何站检出位错误、填充错误、

形式错误或应答错误时，由该站在下一位开始发送出错标志。当检测到 CRC 错误时，出

错标志在应答界定符后面那一位开始发送，除非其他出错条件的错误标志已经开始发送。 

CAN的三种总线状态包括：错误激活(error active)、错误认可(error passive)和总线

关闭。三者的转换关系如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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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节点状态转换图 

CAN的错误检测与错误界定，事实上解决了在出现干扰情况下，总线为保障通信的

畅通而采取的干扰源定位与关断措施，而且对于不同错误的情况，故障监控器采取的策略

不同，在故障界定时，总线单元有两个计数器：发送错误计数器（TEC，Transfer Error 

Counter）和接收错误计数器（REC，Recive Error Counter），计数按照以下规则进行： 

(l)接收器检出错误时，接收器出错计数加 l，除非所检测错误是发送活动错

误标志或超载标志期间的位错误。 

(2)接收器在送出错误标志后的第一位检出显位时，接收器错误计数加 8。 

(3)发送器送出一个错误标志时，发送错误计数加 8。其中有两个例外情况：

一个是如果发送器为错误认可，由于未检测到显位应答或检测到一个应答错误，

并且在送出其认可错误标志时，未检测到显位；另一个是如果由于仲裁期间发

生的填充错误，发送器送出一个隐位错误标志，但发送器送出隐位而检测到显

位。在以上两种例外情况下，发送器错误计数不改变。 

(4)发送器送出一个活动错误标志或超载标志时，它检测到位错误，则发送

器错误计数加 8。 

(5)接收器送出一个活动错误标志或超载标志时，它检测到位错误，则发送

器错误计数加 8，这表明在接收器的周围可能存在干扰。 

(6)在送出活动错误标志、认可错误标志或超载标志后，任何节点都允许多

至 7 个连续的显位。在检测的第 l1 个连续的显位后(在活动错误标志或超载标

TEC>255

初始化

REC<128且
TEC<128 

错误

激活

总线

关闭

正常模式请求和 11个 
连续的隐性位 128次 REC>127或

TEC<127 

错误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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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情况下)，或紧随认可错误标志检测到第 8个连续的显位后，以及附加的 8个

连续的显位的每个序列后，每个发送器的发送错误计数都加 8，并且每个接收器

的接收错误计数也加 8。 

(7)报文成功发送后(得到应答，并且直到帧结束未出现错误)，则发送错误

计数减 l，除非它已经为 0。 

(8)报文成功接收后(直到应答间隙无错误接收，并且成功地送出应答位)，

如果错误计数减处于 l和 127之间，则接收错误计数减 l；若接收错误计数为 0，

则仍保持为 0；对于大于 127的情况，则将其值计为 119和 127之间的数。 

(9)当发送错误计数和接收错误计数两者均小于或等于 127 时，错误认可节

点再次 l变为错误激活节点。 

(10)在监测到总线上 11 个连续的隐位发生 128 次后，总线关闭节点将变为

两个错误计数器均值为 0的错误激活节点。 

对以上的规则我们作以下的理解和说明： 

第（1）条表明接收器测到有错误存在，但不一定是有接收器本身出错引起，

故接收器错误计数器仅加 1； 

第（2）条由于在送出错误标志后，可能是错误叠加部分，也可能是错误界

定部分，但不论是哪一部分，出现显性节表明改节点有干扰或故障； 

第（3）、（7）和（8）条均坚持了实际情况中的，发送器对总线干扰会对整

个通信造成影响；而接收只是被动的，只要一次接收成功就可以把它从错误认

可变为错误激活状态。这里（7）、（8）、（9）和（10）条又是故障恢复的规则； 

第（4）、（5）条的规则是必然的，因为活动错误标志和超载标志的形式相

同，均由 6 个显性位组成，不可能被隐形改写，故在这种情况下检测出位错误

必定是该节点出现干扰或故障，通过发送器或接收器的错误计数器加 8，完成错

误的定位； 

第（6）条反映了系统全局出现干扰或故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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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总线可能的故障情况 

（四）物理层 

物理层完成电子控制装置（ECU）到总线的电路实现，其中包括报文的位编码/解码、

位定时与位同步等功能。具体说明可参阅资料[1][2][6]。为了在总线发生某些故障的情况下

不至于通信中断，ISO11898给出了的媒体电气故障描述与故障定位，图 2-7给出了总线可

能发生的各种故障。 

下表是对故障影响的描述： 

表 2-2总线故障及影响 

总线故障描述 网络状态 规范性质 

一个节点从总线断开 其余节点继续通信 推荐性 

一个节点丢失电源 其余节点以降低的信噪比继续通信 推荐性 

一个节点丢失接地 其余节点以降低的信噪比继续通信 推荐性 

任何接地屏蔽连接损坏 所有节点继续通信 推荐性 

所有节点以降低的信噪比继续通信 推荐性 

开路和短路故障： 

1． CAN-H断开 

2． CAN-L断开 

3． CAN-H与电源电压短接 

4． CAN-L与地短接 

5． CAN-H与地短接 

6． CAN-L与电源电压短接 

7． CAN-L与 CAN-H短接 
在整个系统内停止工作 可选性 

CAN 1模块

CAN n-1模块

CAN n模块

终端网络

1情况 2情况

3情况 4情况

5情况
6情况

7情况

8情况

9情况

VCC

VCC

CANL C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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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终端电阻的系统的节点继续通信 推荐性 8． CAN-H和 CAN-L在同一处断开

9． 丢失一个终端网络 所有节点以降低的信噪比继续通信 推荐性 

注：（1）对于情况 7，直接短路情况系统将会停止工作。但资料[15]表明由于总线的阻

抗约为 30Ω，网络电缆浸入水中能照常工作。 

（2）对于情况 1和 9，如果采用环行布线，通信将不会受到影响。 

§2-3 CAN的应用层 

相对于物理层、数据连路层，CAN的应用层是 ISO的七层标准模型中用户应用时直

接面对的一层。 

CAN总线的迅速普及不仅得益于它的卓越的特性和极高的可靠性，硬件厂商的支持

也功不可没。英特尔、西门子、飞利浦等公司都推出了基于 CAN 的各种产品，并不断更

新。从结构上看，早期的 CAN 产品只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发送、接收缓冲区容量很小，

而且不区分消息类型，一律接收，这无疑增加了 CPU的负担，所以人们称之为 Basic CAN。

后来出现的 Full CAN 加入了接收过滤器，将不同类的消息放入各自的缓冲区中，从而减

轻了 CPU的工作量。最近，飞利浦公司又推出了 Peli CAN的概念，将缓冲区变为 FIFO

循环队列，并进一步加强了接收过滤功能，将从前有软件开发人员负责的工作转到硬件上

来，使 CAN器件更加智能化，同时也减轻了编程人员的负担。 

对应用层的研究也是 CAN总线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应用所需要的功

能超过了数据链路层所提供的功能，这就需要有应用层来实现。并且对于不同的行业为了

满足设备的互换性，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规范。 

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几种规范包括： 

1． CANOpen 

应用层 CAL 已经被国际用户和制造集团 CiA（CAN in Automation user 

grop）标准化。CANOpen是由 CiA特别兴趣小组使用 CAL提供的通讯服务的一

个子集进行的开发，因此 CANOpen甚至可以在具有低计算性能和存储能力的设

备中使用。CANOpen通讯（CiA DS-301）支持直接的存取设备参数和实时性要

求严格的过程数据通讯。CANOpen设备在结构上大部分和其它总线系统相对应，

所以对应用程序开发者来讲很容易使用。这并非意味着放弃了 CAN 的优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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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到设备的直接通讯。在 CANOpen网络中，所有的站点是对等的，数据交换

可以直接由站（设备）之间组织。 

2． DeviceNet 

DeviceNet是一种低成本的通讯链接，可以连接工业设备（如极限

开关、光/电传感器、电磁阀、电机启动器、过程传感器、条形码阅读

器、变频器、平板显示和人机界面）。它可以降低网络和复杂硬件连线

的成本。直接连接可以改进设备之间的通讯，并能完成不易进行或需

连接硬件 I/O 接口的设备级诊断。当多个复杂设备间的互换可能时，

它还允许简单设备之间进行互换。DeviceNet是一种开放的网络标准。

其规格和协议是开放的，销售商不需要购买硬件、软件和授权来将设

备连接到系统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 ODVA(Open DeviceNet Vendor 

Association)获得 IncDeviceNet的规格。 

另外还有德国慕尼黑的德国联邦军事大学推出的 PCAL（Portable CAN Application 

Layer），Kvaser AB公司的 CAN Kingdom等。 

对于鱼雷行业本身的特殊性，要引进 CAN 总线，就必须制定自己的应用层协议，以

满足产品的互换性和保密性等要求。 

本着科技创新的观点和高科技强军的原则，在以下的两章中我们将讨论把 CAN 总线

引入到鱼雷应用中，运用两个实例来全面反映出 CAN总线的灵活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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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鱼雷电子综合化 

鱼雷自导系统与自动控制系统的不断完善，使得鱼雷的战术性能也在不断

的提高。50年代以前，鱼雷自动控制装置的结构以机械—气压式（机械是敏感

元件和综合放大装置、气动是执行机构）为主，60年代以后发展了功能完善的

电气式鱼雷自动驾驶仪，如美国的 MK46 鱼雷自动驾驶仪，其敏感元件是电动

陀螺仪、压力传感器和加速度计，采用了晶体管和电动舵机。1978年我国第一

套电子式鱼雷深度控制装置研制成功。随着计算机硬件的性价比的提高，以及

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现代控制技术的发展，嵌入式微处理器将成为新型鱼

雷各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鱼雷的制导系统要采用高性能的微处理器芯片，

而且热动力系统、引信装置、电源管理装置等都要运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智能

监控方案，今后的鱼雷将向微机化、综合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随着功能模块的增加及对信息综合化要求的提高，鱼雷电子系统也

相应的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使得硬件设计与软件设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了使这些功能模块能很好的协同工作，并且保证在今后的发展中更容易扩展

和系统升级，研究各模块之间的信息交互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 

  本章将针对鱼雷电子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鱼雷电

子综合化”。在给出鱼雷电子系统组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后，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最后讨论相应的解决方案。 

§3-1鱼雷电子系统的组成 

在给出鱼雷电子综合化系统结构之前，有必要对鱼雷的电子系统加以描述，

鱼雷的电子系统从大的方面可分为制导、电源管理、热动力、引信等几个子系

统。其中最为复杂的是制导子系统，它又可以分为自导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两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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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鱼雷自导系统 

自导系统的形式很多，但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复杂的海战条件下精确命

中目标，它向自动控制系统提供的是目标距离 R、目标方位（x y z）、目标丢失，

目标相对速度等信息,对于更智能的鱼雷自导系统，还会给决策系统提供目标尺

寸、目标识别结果、目标频率等信息，（这对于攻击航母是极为有用的信息）。

这些参数将作为自动控制系统的输入。考虑到操雷试验，若采用总线结构这些

参数也可以很容易的发送往记录仪。对于有主动声纳的自导系统应包括基阵、

接收机和发射机，三者可以由一个模块统一实现，也可以分三个模块来实现。 

二、鱼雷自动控制系统 

鱼雷空间一般有六个自由度。其中包括重心空间运动的三个自由度和鱼雷绕

重心转动的三个自由度。描述鱼雷空间运动需要十二个独立变量，这些变量称

为运动参数。鱼雷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对运动参数的部分或全部进行

自动控制，使鱼雷按战术要求、战术基准弹道航行。 
鱼雷自动控制系统的结构如图 3-1，其中的自动驾驶仪部分是控制的核心，

包括三大部分：信息处理器、伺服机构和测量装置。作为全雷管理系统,我们关

心的是控制装置的结构及其中的信息传递。 

图 3-1鱼雷自动控制系统原理图 

（1）设定/指令装置它发出控制目的的指令信息，用于确定鱼雷运动参数的

“目标值”，该信息可能来自自导装置、线导装置或发射装置的设定，其中前两

个是实时信息，后者可以是固定值（惯导鱼水雷）。指令信息一般包括目标方位

（x  y  z）、目标距离 R、目标与鱼雷的相对速度 V、目标相对于鱼雷的角度

或导引弹道参数等。 

测量装置 

设定/导引指令 信息处理器 伺服机构 舵面 雷体 

自动装置（自动驾驶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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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装置测量装置主要是由敏感鱼雷运动参数的传感器组成，如压力

传感器、速率陀螺、加速度计等，这些传感器能够把深度、加速度、俯仰角等

非电量变为电量，然后经过信号处理后进入信息处理器。我国目前的驾驶仪的

测量部分均为模拟电路实现的，在今后的应用中，信息处理中心是由计算机来

实现，为了减少中心计算机的工作量，提高测量精度和升级换代，对各运动参

数的测量可能也会由专门的具有微处理器的模块来实现。 

下面从误差处理的角度说明未来建立模块测量的必要性。 

对于单自由度速率陀螺仪，在测量时鱼雷角速度为 ϕθψω &&& ++= ，当鱼雷的

水平姿态角θ、ϕ为零时， ϕθψ &&& 、、 分别与对应陀螺仪测量轴重合，陀螺仪输

出近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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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但当θ、ϕ不为零时，上是部成立，出现交连误差。可以证明，当存在θ、

ϕ角时，三个速率陀螺仪的输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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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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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地 1cos ≈θ , 1cos ≈ϕ , ϕϕ ≈sin , θθ ≈sin ,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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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鱼雷作水平航行时 0=θ ， 0αψ = ，测量误差可以忽略。但当鱼雷作大范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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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机动航行时，陀螺就会产生较大的交连误差。如当鱼雷搜索爬潜运动时，则θ

和ψ&均不为零，产生误差信号 ϕ&∆ 使横滚通道产生角ϕ扰动，进而使航向和俯仰

互相耦合也产生扰动。 

事实上，包括用加速度计进行姿态角测量时也会产生误差，而且误差可能

是非线性的，要用模拟电路来解决误差补偿的问题显然是十分复杂的，只有依

靠微处理器来解决。那么如果测量、标度变换、误差补偿和控制计算任务还由

自动驾驶仪的一个处理器进行处理，不但对自动驾驶仪硬件的要求变高，而且

软件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由于微处理器的价格较低、使用起来较为灵活，以

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智能化测量模块将是更佳的选择。 

（3）伺服机构 伺服机构是自动控制系统的执行机构，美国的 MK46 的舵

机采用了三个直流伺服电动机驱动的电动舵机来分别控制横舵、上直舵和下直

舵。目前成熟的伺服系统都采用了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闭环变频调速技术。所

以只要把控制信号δr、δd、δe送给伺服模块，变频调速电机就会按一定的算

法控制舵面达到设定要求。 

（4）信息处理器 信息处理器是自动控制系统的核心，它主要完成各种算

法，其中可能包括弹道计算和三个舵面控制的控制算法，其结构可减化成如图

3-2模型。 

图 3-2信息处理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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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鱼雷自动控制系统结构图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鱼雷自动控制系统分为信息处理模块、深度

测量模块、速度测量模块、伺服模块、陀螺仪模块。如果用总线型拓扑结构把

这些模块连起来，形式如图 3-3。 

三、鱼雷热动力系统 

鱼雷的热动力系统的智能化是鱼雷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由于技术水平的落

后，目前我国在役的鱼雷大多采用了单速制，对动力系统缺乏有效的控制，这

也是制约我国鱼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鱼雷热动力系统，尤其是目前在

研的下一代热动力系统——三组元热动力系统，热动力控制器除了要完成发动

机启动，各个阀的开闭、三组元的混合比例外，还要对鱼雷航行时航速进行控

制。从影响自导作用距离的主要因素来讲，影响作用距离的自噪声干扰电平与

鱼雷的航速 v 和航行深度有关，其中鱼雷噪声的生压级与鱼雷速度的 5 次方成

正比，航速一定时，增加航行深度可以减小自噪声干扰电平，所以从战术的角

度，专家提出了双速制、无级调速等方案，其中还包含：恒深变速控制、恒速

变深控制、变速变深控制等技术要求。由于鱼雷热动力系统的复杂性，要进行

有效的控制，必须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未来的热动力控制器将

由一个独立的模块来完成。事实上独立是相对的，在进行上述控制时，控制器

必须与系统的其它模块有着信息的交互，包括深度和速度信号可以和自动控制

系统共用，而鱼雷的变速或变深指令又是由引导系统下达的，只有通过这种信

息的交互与综合，才能提高未来鱼雷的战术性能。 

如上所述，鱼雷热动力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对于以上技术的研究航海工程

学院 304 教研室已协同其它兄弟单位进行过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成果，

由于要牵涉到很多的试验，所以尚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其中包括我们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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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重要进行讨论的鱼雷热动力系统模拟实验系统的建立。 

四、引信系统 

现代生产的鱼雷除了采用触发引信（如惯性击发器），还广泛采用各种非

触发引信（包括电磁引信、磁引信等）。非触发引信的采用主要是为了提高鱼雷

的命中率及智能化，但就目前情况，鱼雷的引信中还没有引用象自导系统中的

一些目标信息，目标距离等重要的战术信息，如果引信系统中综合考虑到自导

系统中得的一些极为有用的信息，将对引信的智能化是一个新的提高，对于攻

击航母及采用非接触爆炸、垂直命中等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这也再一次证明

了信息综合化的优点。 

五、操雷系统 

鱼雷在进行实验时，为了保证安全，并能记录下鱼雷航行时的某些性能参

数，其战雷头换上了操雷头。以往的操雷是试验中，为了不影响其他部件的工

作，采用了自己单独的测速、测深装置，加上其他一些装置，使得系统变得十

分复杂。而采用我们要讨论的 CAN总线系统，由于它的通信可以是点到点，也

可以是广播方式，是否接受报文信息取决于接收节点，作为记录仪节点，只要

把报文屏蔽字设置为 0FFH 就可以监控总线上的所有信息，其中包括各模块间

发送的信息，及一些用以试验目的的监控信息，在接收如航深、航速信息时是

不占用总线时间的，也就意味着不会改变系统的特性。 

从上面对鱼雷五大组成模块的分析来看，目前鱼雷电子系统还有很多的地

方值得改进。改进的一个方面是，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控制技术，提高各模块

自身的性能，这个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并且各个专业有不同的追求目标；另

一个方面就是从系统设计的角度研究整个系统内各个模块的信息交互与综合，

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实现鱼雷电子系统的综合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本论

文要着重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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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鱼雷电子综合化概述 

从概念上讲，电子综合化是一种计算机连网技术，然而它又不同于一般的

计算机网络，因为一般的计算机网络是要解决用户对网络资源的共享，其主要

的目的是试图解除地理上的约束，解决通讯容量和负载均衡的问题。而用于局

域的实时控制计算机网络，除了各个计算机都嵌入到电子子系统之中这一点外，

它还要满足各个功能子系统的实时性的要求，以及要通过信息交联达到功能综

合的目的。电子综合化特别强调通过严格的故障诊断和提供可代换的资源以达

到高的可靠性、残存性和容错能力。 

航空领域的电子综合化的研究与应用方面较早，在 70 年代，美国空军就

发起了 DAIS(Digital Avionics Information System)计划，提出从系统工程的观点

来统筹设计航空电子系统，到了 80年代，伴随着信息工程、计算机技术、控制

技术、电子技术等的迅速发展，航空电子综合化的发展已趋于成熟，现代飞机

几乎都采用了这种先进技术。目前美国军用飞机上应用的总线有 1553B 和 429

总线，其中的 1553B目前也开始在我国军用飞机领域得以应用。 

有关鱼雷内部通信的研究不多，目前的鱼雷的电子系统还在发展之中，只

是把自动控制系统和自导系统综合成了制导系统，采用的是集中直接控制方式。

为了处理自导模块域自动控制模块的通信，在硬件上采用了并口传输，而驾驶

仪既要处理控制算法，又要处理鱼雷运动参数的采样，如果再考虑到对深度传

感器的温度补偿，采样的标度变换及滤波等，一方面实现起来较为复杂，对微

处理器的要求较高；另一方面这种方式极不利于模块的扩展与升级换代，定型

后的产品容易成为“死”的产品。 

由航海工程学院 304 教研室李诚人老师主持的“九五”预研课题“数字化

鱼雷通信技术”已经对采用 STD并行总线与 RS232串行总线相结合的通信方法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串口通信是解决复杂系统通信的一个有效手段，这在鱼雷

控制系统的发展上是一个突破，但是对于鱼雷这样的不断发展的复杂的系统，

由 RS232组成的通信系统还存在有很多其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使它的通信速

率低、距离近，在 9.6kbps下传输距离为 30m，在其最高通信速率（19.2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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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传输距离仅为 15m；其次，RS232 的抗干扰能力较低，对于对抗鱼雷有限空

间内的强干扰将会显得力不从心；另外对于多机共存时，RS232 组成的通信系

统只能是单主机系统，这种形式一方面使得作为主机的控制器软件上变得复杂，

更为糟糕的一方面是存在了通信的“瓶颈”现象，而且随着系统的扩展，情况

会变得越来越糟。 

随着现场总线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可选方案越来越多，其中的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总线如能引进鱼雷控制系统，将有望解决以上困扰

我们的问题。事实上在汽车、机器人、飞机等类似鱼雷的系统中 CAN总线都得

到了较好的应用，而目前我国研制的舰船通信系统（C4I）中已经采用 CAN 总

线，如果鱼雷也采用 CAN总线，就可以和远端的专家系统建立联系，形成全新

概念的战斗体系。由 CAN 总线组成的鱼雷电子系统将能够象航空电子中的

1553B 一样，发挥信息综合的目的，因此这里我们把该系统称之为的“鱼雷电

子综合化系统”。 

§3-3 CAN总线与 1553B的性能比较 

如上一节所述，航空领域的电子综合化发展较为成熟，其中的 1553B 总

线最具有代表性。而有关资料显示，国际上已有准备将 CAN总线应用于航空领

域的倾向。并且我国已经开始采用 CAN总线，进行飞机机载电源的监控。鱼雷

电子系统部分一直落后于飞机电子系统的发展，如果目前能够以一个较高的起

点开始，将有望提高我国鱼雷的整体水平。下面将对 CAN 总线和 1553B 总线

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 1553B总线系统及其特点 

1553B 系统也是总线型的通信系统，一般包括一个总线控制器（BC）即查

询网络的主站，其他的站点都是远程终端（RT）即从站。采用 1553B总线减小

了电子设备的重量、体积、费用和复杂性。不同于其它的计算机网络，1553B

还有以下特点： 

1． 强调了整个系统的实时性：即传输一个固定不变的消息所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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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1553B的波特率为 1Mbps，比一般的通讯网的波特率高。 

2． 1553B 系统是一种广播分布的网络，可挂接 32 个终端，通过固定的地

址来识别信息。这种结构较为简单，扩展方便，任一远程终端的故障都

不会造成系统的瘫痪，另外可以通过总线控制器的备份提高系统可靠

性。 

3． 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在兼顾实时性的条件下，采用了合理的差

错控制措施—即反馈重传纠错（ARQ）方法。 

4． 为了避免碰撞，1553B 总线采用了指令/响应的方式异步通信，总线上

的所有信息传输都由 BC 发出指令来控制，相关 RT 对指令给予响应。

这种方式非常适合集中控制的分布处理系统。 

二、 CAN总线与 1553B总线的性能比较 

CAN与 1553B都是串行总线，对两者的比较主要包括响应时间与可靠性两

点。 

1．响应时间（Tr） 

响应时间：系统对节点的数据报文作出响应的平均时间，包括从报文到达

从站等待发送开始，直到该报文全部数据发送完毕所需要的平均时间。为分析

方便，作以下假设： 

（1） 报文按分组传送到 RT，每个 RT的平均到达率为λ。 

（2） 1553B站间步行时间W是常数，传播时间包含在W中。 

（3） 到达所有节点（RT）的数据分组长度固定且相等。 

（4） 对每个 RT的数据服务是彻底的并且服务时间是固定的。 

根据与上假设，1553B总线和 CAN总线系统都可以等效为M/D/1系统（泊

松分布服务时间固定排队系统），再根据排队论及相关知识，1553B总线和

CAN总线系统的响应时间 Tr分别为： 

    ( )
( ) ( )Sc

S
S

LTr −
+

−
−

=
1212

1
µ

ρ         3-5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章鱼雷电子综合化 

 26

        ( )S
ST

TT f
fr −
+=

12
                 3-6 

其中，L 为总的步行时间， mWL = ，m 为从站的个数； cµλρ /= ，ρ为业务

强度，λ为报文的平均到达率，c为链路的容量，μ为随机报文的长度；S为系

统的业务强度 ρmS = ；Tf为 CAN 总线有效发送所有位所花费的时间，该时间

是确定的。 
资料[31]对以上两个响应时间进行了模拟，其结果如图 3-4 

图 3-4模拟曲线图 

模拟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 1553B 总线系统是查询网络，它的响应时间较

大，并且随着节点数目的增加而明显的增加；CAN总线系统的网络拓扑多主机

的总线型，采用 CSMA/CD，较好地解决了总线冲突问题，因此它的响应时间

比较小，并且随着节点数目的增加变化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1553B 系统

只能有一个主机，这样所有的通信都要通过它或由它来管理，这样就出现了串

行通信中经常遇见的“瓶颈”现象，并且从站越多，这种瓶颈现象越严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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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响应时间也会越长。CAN总线系统的最大优点就是解决了这一问题。 

2．可靠性 

显然对于 1553B 总线系统，任一个从站出现故障时都不至于造成整个系统

瘫痪，但是其主机（总线控制器）的通信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将瘫痪，在航空

电子系统中只能通过采用备援主机的方法。而 CAN 总线系统是一个多主机系

统，所以任一个节点出现故障都不会造成整个系统的瘫痪，另外还可以做到多

个节点间的相互备份。从这一点来讲 CAN 总线系统的可靠性要高于 1553B 总

线系统。另外在总线故障诊断机制上，1553B 仅可以进行一般的反馈重传纠错

（ARQ）措施，并且为了保证抗干扰性，它要采用变压器隔离的方法以及要有

屏蔽措施。而如第二章中所述，CAN总线系统有着强大的总线故障检测与故障

定位功能，可以采取包括：监视、位填充、循环冗余校验和报文格式检查，对

于未检出的已损报文的剩余错误概率小于报文出错率 4.7×10-11，另外 CAN 总

线采用差分形式通信，提高了抗干扰性。由此可见，通过仔细的设计 CAN总线

系统可以具有比 1553B更高的可靠性。 

当然，性能价格比是另一个重要的指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CAN总

线的性能绝不比 1553B 差，而且 CAN 总线系统价格较为低廉，所以它的性价

比较高。故 CAN总线的应用范围更广。国外对 1553B和 CAN的研究与应用已

经走在了前面，我国对这两种总线的研究也已经开始，加上鱼雷其它相关技术

的逐渐成熟，将 CAN总线引入到鱼雷系统种已成为可能。 

§3-4鱼雷电子综合化系统 

鱼雷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应用在国外的一些鱼雷上已有雏形，图 3-5 是美国

MK46 鱼雷制导系统原理图，它采用了 1 部可编程的计算机 AYK-14 来处理目

标数据与搜索信号，以便向自动驾驶仪、发射机、接收机提供控制信号及时标；

接收机输出信号经过计算机处理后，产生操纵指令信号输送到自动驾驶仪；自

动驾驶仪的输出信号经过计算机处理后，确定搜索程序数据而送给发射机、接

收机与自动驾驶仪；当电源组件的电源与自动驾驶仪的输入信号加到计算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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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计算机开始工作，并建立初始的逻辑条件。显然 MK46 已经运用了信息的综

合技术，其核心部件就计算机，该机算计担负了信息综合的绝大部分任务，整

个系统相当于一个集中式的直接控制系统。计算机的软件是用机器语言（如汇

编语言）辛辛苦苦的编成，对于实际要求而言，计算机的存储器和吞吐量都不

够，要勉强完成任务，往往不得不想尽办法压缩程序，使之成为除编程人员之

外，谁也读不懂的“怪物”。为解决上述矛盾，意大利的 A290鱼雷装有 1部高

性能的信号处理机和 9 部微处理器，使鱼雷操作非常灵活，它可以根据目标运

动状态调整鱼雷速度，以保证鱼雷以最佳速度追击目标，直接命中潜艇核心部

位，具有较高的智能化。 

一、结构设计 

下面将讨论的网络化的鱼雷电子综合化结构，图 3-6 是基于多微处理器及

CAN总线通信的形式，结构十分简单为总线形拓扑结构，有总线把鱼雷的智能

引信模块、接收机模块、发射机模块、线导模块、信息处理中心、伺服模块、

惯导模块 1-3、测深模块、测速模块、热动力模块、电源管理模块、检测/设置

模块、操雷模块、综合管理模块等十几个模块连在一起，热和模块之间均可以

进行通信。每个模块都有微处理器及两个 CAN接口的节点。由于鱼雷是一次性

使用产品（即成败型产品），故其可靠性要求比较高，除了 CAN 总线技术本身

决定其可靠性较高外，在鱼雷系统中，我们采用双总线结构，分为低速的125Kbps

总线（CANA）和高速的 500Kbps总线（CANB），两者相互独立，在物理层，

低速网采用双绞线，高速网采用屏蔽线，前者的最大传输距离为 530m，后者的

最大传输距离为 130m。同热动力模拟试验系统一样系统运行时报文可在任一总

线上传输，当其中一条总线出现不可恢复性错误时，可以转为有一个通道来完

成传输信息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增加很有限的资源和费用下使得系统的可

靠性提高一倍。 

另外我们也可以对上述结构进行改进，可以把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通过其

它总线方式连接，把伺服模块、惯导模块作为信息处理中心的下一级模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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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在结构上虽然较上面的复杂，但是对于报文的规划和协议的制定会变得更加

容易。 

同时该系统可以使如下几种技术的实现成为可能： 

1．引信的智能化，可以利用目标信息选择最佳的引爆时间和引爆位置，甚

至可以避开护卫舰攻击航母。 

2．实现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散结构，有利于降低对信息处理中心计算机性能

的要求，有利于各模块性能的提高与智能化程度。 

3．使得鱼雷的无级调速成为可能。 

4．通过信息的共享，将有利与简化操雷装置结构，使得操雷试验更接近实

际的运 

行情况。 

5．使得鱼雷电子系统与舰艇系统的通信成为可能，为未来的鱼雷远程专家

诊断或程序升级提供了可能。 

6．对战前鱼雷电子系统快速自检和自动配置提供了技术保障。 

7．有利于鱼雷软件的升级及延长鱼雷型号的生命期。 

三、 模块报文规划 

从上面的叙述看，在结构上不难实现鱼雷电子系统的综合化，对于其可靠性

以及时间相应特性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进行了讨论，并和航空电子综合化中

应用的 1553B 进行了比较。作为应用我们还关心其软、硬件的实现问题，对于

硬件的实现将在第五章加以研究，下面关心的是总线的容量是否满足系统通信

要求以及报文的规划。 

由于本课题是预研性质，很难给出所有的报文及相应的细节性问题，但为 

了讨论方便我们首先给出双网结构的鱼雷电子综合化系统主要模块包含的部分

信息，然后估算出总线通信周期。 

部分模块包含的信息如下表（表 3-1） 

     从机                        主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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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引信模块： 

                 系统测试命令      检测/设置模块               

                 引爆指令          信息处理中心或其他          

                 目标距离          接收机模块 

                 测试结果          检测/设置模块 

    发射机模块： 

                 系统测试命令      检测/设置模块 

                 发射频率          信息处理中心 

                 发射指令          信息处理中心 

                 关发射            信息处理中心 

                 测试结果          检测/设置模块 

接收机模块： 

             系统测试命令      检测/设置模块 

                 目标方位          信息处理中心            * 

                 目标距离          信息处理中心            * 

                 目标运动速度      信息处理中心            * 

                 目标尺寸信息      信息处理中心            * 

                 目标频率特征      信息处理中心 

                 接收频率设置      信息处理中心 

                 测试结果          检测/设置模块 

    信息处理中心： 

                 测试命令          检测/设置模块 

                 运动参数信息      接收机                 * 

                 目标尺寸信息      接收机                 * 

                 深度参数 H及H&    深度测量模块            * 

                 速度参数 v        速度测量模块            * 

     伺服摸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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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命令         检测/设置模块 

                 δe信息          信息处理中心            * 

                 δr信息          信息处理中心            * 

                 δd信息          息处理中心              * 

     测深模块： 

                 测试命令         检测/设置模块 

                 请求 H           信息处理中心             * 

                 请求H&            信息处理中心             * 

      热动力模块： 

                 深度参数          测深模块                * 

                 速度参数          测速模块                * 

                 启动命令          综合管理模块 

                 变速指令          信息处理中心 

                 变深指令          信息处理中心 

            注： 表中* 代表周期性报文 ，其他为非周期性报文 

对上表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系统中包含多个主机，每个模块节点都是平等的； 

2．报文可以是点对点的如运动参数，也可以是一对多的如深度、速

度参数； 

3．对于鱼雷这样的实时控制系统，有些报文是周期性的，有些是非

周期性的； 

4．按 CAN 规范，可把报文分为数据帧和远程帧，按性质可把报文

分为命令、应答、数据内容、远程请求等。 

并且从表 3-1 可以看出，由于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各模块完成大部分特

定作业任务。鱼雷中通信数据最多的是信息处理中心；其它的模块如智能引信

模块、电源管理模块等的通信可能在鱼雷整个作战过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

信息；一些测试信息只有在进行鱼雷性能检测或故障检测时采用，在战时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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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而周期出现的如深度、速度信号可以一次传播，信息处理中心、热动

力系统模块和操雷模块同时接收，与其它总线相比节省了系统时间，同时也简

化了鱼雷的结构，尤其是操雷头结构。 

通信容量是电子综合化中很关键的问题之一，在“双网结构的鱼雷电子综

合化”中，每个模块都要可以作为主机发送报文，其中包括周期性报文和非周

期性报文，这里假设有 20个节点，每个节点发送 5个相当于有四个字节的数据

的数据帧，每一个节点在一个周期内要传送 64 位，其占用总线时间（按

125kbit/s）： 

t=(1/125000)×64×5=0.00256s=2.56ms 

对应一个控制周期内，总的通信时间为： 

                   T=2.56×20=51.2ms 

这个时间远小于鱼雷的控制周期，这里虽然没有计算出错、等待等时间，

但上面的计算中也只是按波特率最低的那条总线计算的，采用多层结构时其通

信周期还可以减小。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CAN总线用于鱼雷电子系统是可行的，以 CAN

总线为基础的鱼雷电子综合化的应用将迅速的改变我国鱼雷电子系统的落后状

态，极大的激发各研制单位的积极性和科技创新精神。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本论文不可能对鱼雷综合化系统作更为深入和细致

的研究。但对于物理层硬件和软件应用层接口的实现，在论文后面的章节中进

行了论述，并在实验的基础上给出了实用的硬件电路和接口软件。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四章 鱼雷热动力装置模拟实验系统 

 33

第四章 鱼雷热动力装置模拟试验系统 

鱼雷热动力装置的研制离不开大量的试验，过去采用的直读式模拟仪表进

行相关参数的测量，在测量精度和数据分析能力上已无法满足当前设计的要求，

于是各鱼雷研制单位引进或开发了基于计算机的数据采集试验系统，这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热动力装置的研制能力。我们深入地考察了 874 厂和 705 研究所

等单位引进的有关试验装置，调研中发现，这些系统采用的仍是如第一章所述

的 DDC方式，其信号的传递是 4~20mA模拟信号，虽然在数据的记录与分析方

面有了提高，但是鱼雷热动力试验要求测试计算机与现场要有较远的安全距离，

长距离的信号传输，势必会出现信号的衰减与干扰，所以其测量精度就会大打

折扣。另一个存在的问题是，为了完成不同的试验任务，就要求有不同形式的

组态，由于现有系统自身的特点决定，要组织一次试验往往要花较长的时间进

行准备工作，不利于研究工作的顺利进展。 

因此，我们提出研制适用于我国鱼雷热动力实验技术应用有关的系统，系

统要求不仅可以进行鱼雷热动力装置全机冷车试验。而且可以进行部件试验及

系统仿真试验。系统仿真是进行鱼雷热动力装置研制的另一有效的手段，研究

人员可以借助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全系统或半实物仿真，进而达到优化设计的

目的，但是模型的建立是基于大量的试验，另外模型的校准也需要有试验数据

来支持。 

本章将针对某型鱼雷的三组元鱼雷热动力系统，给出基于 CAN总线的模拟

测试系统方案，新建立的系统将集测试与仿真与一体，可以把试验数据与仿真

模型直接相连，进行试验与仿真的多种形式组合。另外系统的可靠性、实时性、

可维护性、抗干扰能力及可扩展性也是设计中追求的目标。 

§4-1三组元鱼雷热动力系统工作原理 

图 4-1是三组元推进剂鱼雷热动力系统装置的原理图。 

三组元热动力装置主要由：燃料舱、三组元比例调节器、变量泵、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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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推进器、测速电机、系统控制器及海水泵、滑油泵、交流发电机等辅

机部件组成。其工作过程是：HAP、796两种燃料和海水通过比例调节器按一定

的比例混合后，经变量泵把一定流量的燃料供给燃烧室，燃烧室内燃烧产生的

高温燃气通过配气阀进入发动机，发动机做功给鱼雷提供航行动力，另外一部

分动能还将转化为电能，为全雷供电。 

 

 

 

 

 

 

 

 

 

 

 

图

4-1三组元热动力装置工作原理图 

对热动力装置的控制是由系统控制器来完成，其控制内容包括： 

1．点火时间及燃料阀的开启控制； 

2．鱼雷的在稳定航行时的恒速控制； 

3．鱼雷的恒速变深控制、鱼雷的恒深变速控制及变深变速控制； 

4．鱼雷在变深情况下的挤代压力调节等。 

在鱼雷运行中推进器消耗的功率为 

3
ssp nCN •=  

其中 sn 为动力系统工作转速； sC 为与鱼雷航行阻力有关的系数。 

鱼雷热动力系统输出的有效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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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ee HMN ••=η  

其中 gM 燃料秒耗量； uH 燃料热值； eη 系统热效率。对于结构既定的鱼雷装置

pe NN = 故 

( ) 3
1

ges MAn •= η  

当燃料热值一定时，在一定的范围内系数 A 接近稳定值。系统热效率 eη 与

鱼雷航行深度 sD 有关，既： 

( )gss MDfn ,=  

显然，如果秒耗量不变，航深发生变化时，发动机的转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

发动机的功率也随之变化，为了保证鱼雷在航行过程中输出功率的恒定，可以

通过改变鱼雷的秒耗量 gM 即进入燃烧室燃料流量Q，来达到稳定工况的目的。 

( ) ( )ii DnfafQ ,==  

式中α为斜盘倾角； in 为发动机转速； iD 为鱼雷运行深度。 

因此在鱼雷的运行过程中就要根据不同的深度与速度来控制斜盘角α的大

小，以达到控制目的。 

另外在鱼雷变深的过程中，发动机背压将增大，相应的燃烧室压力增大，

最后在比例调节器的出口处的压力也会上升，使得比例调节器两侧的压差ΔP

减小，根据流量公式： 

ρ
PACQ ∆

•=
2  

通过比例流量器的流量将减小，因此在系统控制器中应加入对挤代压力的控制。 

§4-2模拟试验系统技术方案 

本模拟试验系统的设计思路及系统具有的功能描述如下： 

1．可进行全系统的冷车试验与热车试验，能对各部件的参数进行监控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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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显示、存储、分析和故障报警等； 

2．通过建立的各部件的数学模型进行全系统仿真，通过对模型参数的选择，

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 

3．能进行能供系统部件与燃烧室模型、发动机模型及推进器模型联调试验，

既能进行系统的半实物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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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鱼雷热动力装置模拟实验系统结构图 

4．进一步的应用中还包括，实物与模型同时运行，可以对两者的运行结果

进行现场的实时比较，如果采用自校正模型或神经网络模型，也可以进

行模型的校正与训练； 

5．系统由总线连接，形成多主机系统，具有较强的实时性，系统的各种组

合，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配置，并且可以进行功能的扩展； 

图 4-2为鱼雷热动力装置模拟试验系统的结构图。该系统包括五个通用的监

控模块、一台中心计算机及三台监控模拟计算机，各部分通过串行总线组成总

线型拓扑结构，不难看出通信总线在这里成为整个系统的“生命线”，它的通信

容量、传输距离、可靠性、实时性、抗干扰性都是设计中所要关注的，根据系

统功能的要求以及鱼雷热动力系统试验的环境，这里所采用的总线 CAN总线。

考虑到安全性，在该系统中采用了双网结构，有两条总线 CANA和 CANB负责

系统的通信。在正常情况下，根据不同节点的通信信息量，把报文分开在两条

总线上传输；当有任一条总线出现故障时，可以把在该条总线上传输的信息自

动的切换到运行正常的总线上，所以每一条总线都可以独立的完成测试及仿真

任务。 

系统各模块的具体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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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监控模块 1 

主要对燃料舱的温度、压力、燃料量及与挤代源有关物理量进行监视，同时

对一些电液阀进行开关控制，其数据采集的频率较低，控制信息也较少。在典

型的现场总线系统中，对于向这种液体流量、压力、温度的监控是通过智能电

控阀来实现的，一般智能电控阀本身既有温度压力流量的测量处理又有 CAN接

口，而考虑到目前国内尚无这种智能阀，所以本系统中采用了通用的测控模块。 

二、 监控模块 2 

主要完成与比例调节器有关的参数，包括调节器前的三组元的压力、流量

P1、P2、P3、Q1、Q2、Q3，比例调节器后混合燃料的压力、流量 P4 和 Q4，

共 8 个参数。其中的压力测量可采用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输出为模拟

信号，根据以往的试验表明，选用分辨率为 12位的 A/D可以满足研究要求。而

流量的测量可选用涡轮流量计，它的输出为脉冲信号，通过测量输出脉冲的频

率或周期就可以计算出对应的流量值。在实际的测量中，可利用监控模块上的

单片机的外中断和内部定时器来完成流量的测量。监控模块 2的 CAN接口负责

把测量的数据送给相应的监控模拟计算机。 

三、 系统控制器 

系统控制器的作用在上一节中已有描述，它主要接收深度和速度指令与测

量的当前的深度与发电机转速相比较，然后对进而对斜盘泵的控制。在试验时，

深度命令与速度命令来自监控模拟计算机；实时的速度信号可以由监控模块 5

信号可能是来自监控机的数字信号也可以是模拟信号；而速度信号既可以由该

控制器进行测量，又可以是由监控模块 5发来的数据。由于网络系统的灵活性，

其控制算法可以由控制器自身来完成，也可以通过简单的配置实现由监控计算

机来完成复杂的算法，这对于系统控制器算法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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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监控模块 3 

该模块主要完成对燃烧室参数的测试，测试内容包括，燃烧室进出口压力

P5、P6，燃气温度 T1，冷却水流量、温度 Q5、T2。其中 P5、P6的测量考虑到

对燃烧室动态性能研究的目的和以往的经验，两个参数的采样频率定为 500HZ。

其中的 Q5、T2的测试目的是进行监视，根据经验，其采样周期应为 4~8s 

五、 监控模块 4 

模块 4主要测试发动机的相关参数，具体包括：进出口压力 P7、P8，润滑
油的温度、油压 T3，P9。其中的进出口压力信号的采样频率应同燃烧室压
力采样频率一样。 

六、 监控模块 5 

该模块主要测量测功器相关参数，包括发动机转速 N，输出轴的扭距 M，

对于水力测功器可控制其水环厚度。 

七、 监控模拟计算机 1 

监控计算机 1用于测控时主要任务是对监控模块 1、2的测试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显示和记录，对系统控制器参数的记录、显示，系统控制器控制算法计

算，相应电磁阀的开闭控制；用于仿真时计算机运行比例调节器模型、斜盘泵

模型，仿真输出的结果通过总线给下一级仿真模块。 

八、 监控模拟计算机 2 

该计算机主要完成燃烧室参数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显示和记录，同样

该机也可以运行燃烧室模型算法，或边测量边进行模型校正。在仿真时，该计

算机发给计算机 3 的信息为燃烧室出口压力与燃气温度的仿真结果，其发送频

率应和测试频率相当，约为 5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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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监控模拟计算机 3 

为了保障燃烧室、发动机和推进器三者模型运行的实时性，这里采用单独的

计算机完成发动机和推进器的测控和模型的仿真。 

十、 中心计算机 

中心计算机一方面可以在试验之前进行对系统的配置；另一方面在测试时，

该机又是备份机，通过设置报文滤波，可以接收所有的测试信息，甚至可以接

收监控计算机向对应模块发出的控制信息，当监控计算机出现故障时，该计算

机可以进行应急处理，包括发出相应的报警，同时继续记录数据或紧急停车处

理。同样由中心处理机来完成的任务也可以由其它三台监控计算机来完成，这

样就大大的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这一特性体现了 CAN总线的优越性，并且这

一点是 DDC系统所不具有的，而其它诸如 RS-485等串行总线系统也难以实现。 

采用 CAN总线，使得系统的结构大大的得以简化。CAN的单点、多点和广

播方式的信息传送，使得其信息配置又是灵活多样的，而且有利于系统的扩展。

它的多主机特性及报文优先机制，对于系统的应急处理，系统的冗余备份提供

了手段。 

§4-3模拟系统软硬件配置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得出了本模拟试验系统的技术方案，确定由 CAN总线

来组成分布式的试验仿真系统。本节中重点讨论系统的实现问题，内容包括总

线容量的确定及规划，监控模块的选择及系统软件平台的选择。 

一、 总线规划 

在本系统中，采集部分信号大多是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及脉冲信号，由于

用途不同，各信号的系统采样频率是不同的，如用于一般监控的信号燃料舱燃

料的液位、温度，冷却水的温度、压力，润滑油的油温、油压等，其系统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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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秒一次就足够了。而对于比例调节器相关参数 P1、P2、P3、P4、Q1、Q2、

Q3、Q4，斜盘泵的控制信号，推进器的相关参数及发动机排气温度信号，系统

的采样频率在几十赫兹。另一种就是如燃烧室前后压力 P5、P6，发动机进气压

力 P7、排气压力 P8，这些信号变化较快，鱼雷发动机的转速范围约为

1500~3000RPM，即每秒为 25~50转，相应的燃烧室和发动机的压力参数波动频

率也在这个范围内，根据仙农（Shannon）定理：如果随时间变化的模拟信号 f

（t）的最高频率为 fmax，只要按照 f≥2fmax 进行采样，则采样信号可以无失

真的恢复连续信号 f（t），在实际中，总是采取实际采样频率 fs≥(5-10)fmax，

在本系统中考虑到，设计试验时比较关注流量突变时的阶跃响应，把采样频率

定为 500Hz。 

上述的参数中占用总线时间最多的是 P5、P6、P7和 P8，它们均为 12位数

字量，对应 8个字节。燃烧室监控节点把 P5、P6组成一个报文，发动机监控节

点把 P7、P8组成一个报文，如果采用 CAN总线的 2.0B规范，对应两个报文的

长度均为 90位左右，根据系统采样频率为 500Hz，共占用约 90k的通信容量。

另外用于仿真时，监控模拟计算机 2 向监控计算机 3 传送的信息为燃烧室的出

口燃气压力和温度，其占用总线的容量约为 50k。其它信息占用总线时间远小于

上述两种情况。 

在系统设计时，采用了双网结构，并且两条总线的波特率均为 250kbps，任

一条总线均能完成全部的传输任务，传输距离约为 270m。在实际的应用中，可

以把信息量较大报文分在两条总线上传输，或把重要的控制信息单独在一条总

线上传输，其配置是灵活的。 

二、 硬件的配置 

国外 CAN总线的产品较为丰富，有些现场设备如流量阀、压力测量传感器

本身就有 CAN接口。国内大多代理商主要向用户提供通用的 CAN测控模块，

这方面的产品已经比较丰富。 

就本系统大部分的测量是模拟量，并且要求转换的精度可以都选为 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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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方便，5个监控模均可选用三星达公司的 SXD-101测控模块，它有 16

路 12位 A/D单输入，2路 12位 D/A输出，16路 TTL输入，16路 TTL输出及

4路频率测量通道。 

每个监控计算机和中心计算机都应配置一块 CAN通信适配卡，为保障总线

通信的可靠性，要求该卡应为双路光电隔离的智能卡，如研华的 CAN-PC104

卡。 

由于功能的分散，计算机可远离有干扰的现场，以及有冗余机存在，所以本

系统对计算机的性能要求不高，采用目前市场上流行的 PC 机就可满足系统要

求。 

在研究阶段，系统控制器可以用通用测控模块代替，也可以自行开发，自行

开发的模块可以直接应用于下一章中要讨论的鱼雷电子系统。 

可以看出，与原有的系统相比，虽然是增加了现场监控模块，但是采用普通

PC机代替工控机，采用一根双绞线代替以往众多的模拟信号传输屏蔽线，同时

相应的也取消了信号转换柜。如果考虑到该系统所带来的，诸如维护方便、配

置灵活、系统可靠性高及信号的现场处理对精度的提高等众多有点，显然该系

统在性价比上远高于原有系统。 

三、 软件配置 

软件的配置包括应用软件和开发平台，通过上面对系统方案的分析，软件系

统应具有如下功能和特点： 

1．具有较好图形化用户界面，测控软件应支持 WINDOWS9.X/NT 等图形

界面的操作系统。 

2．由于该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较高，因此测控软件的代码执行效率要较高，

并支持多任务、多线程模式。 

3．测控软件的编程要简单，能支持简单的图形界面编程方式，有丰富的显

示、数据处理及分析组件。 

4．用于仿真，测控软件应能够与用户用高级语言编写的仿真模型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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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软件本身能够升级。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软件开发平台的选择上，可采用目前较为完善的图形

化 软 件 编 程 平 台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它是基于图形化编程语言 G的开发环境。LabVIEW整合了与诸如

满足 GPIB、VXI、PXI、CAN、RS－232和 RS－485以及数据采集卡等硬件通

讯的全部功能。LabVIEW利用技术人员所熟悉的术语、图标和概念，使用图形

化的符号而不是文本式的语言来描述程序，所以构建程序方便快捷。LabVIEW

包括丰富的用于数据采集、分析、表达及数据存储的库函数。它还有传统的编

程开发工具，可以设置断点，可以使程序动画式执行以观察程序的运行细节，

还可以单步执行，所以 LabVIEW程序调试起来十分方便。另外还可以用来编写

热动力系统的仿真程序。所有的 LabVIEW 程序，即虚拟仪器（VIS），都包括

前面板（front panel）和流程图（block diagram）两部分。前面板即 VI的图形用

户接口，此接口集成了用户输入，并显示程序的输出。前面板包括旋钮、按钮、

图形和其它的控制（Controls）与显示对象（Indicators）。流程图包含 VI的图形

化源代码，它用于对 VI进行编程，以控制和操作定义在前面板上的输入和输出

功能。前面板包括内置于 LabVIEW VI库中的函数（function）和结构（structures），

还包括与前面板上的控制对象、显示对象对应的连线端子(terminals)。而上一节

中选择的通信卡，供应商都提供有虚拟仪表的驱动程序，因此应用起来十分方

便。LabVIEW的编程使用“所见即所得”得可视化技术建立人机界面，使用图

标表示功能模块，使用图标的连线表示在各功能模块间的数据传递。这样对于

不同的试验任务可以迅速的组建出满足要求的测试系统。 

§4-4系统控制器研究 

传统的鱼雷采用单速制，并且抗干扰性较差，特别是在变深的过程中，其转

速的稳定性差。而攻击目标的的航速与航深往往是变化的，所以为了提高鱼雷

的命中率和战术性能，有必要设计出一套热动力装置的控制器来。 

资料[12]的研究表明，开式循环的鱼雷热动力装置在航行过程中，其转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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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及燃料的秒耗量满足 ( )gss MDfn ,= 的关系。当然转速的变化也与外界的干

扰及发动机的运行有关，所以对于热动力系统控制器就是包括深度信号和速度

的两输入单输出系统。因此设计的系统必须具有以下的功能： 

1．在鱼雷稳定航行时，能够自动消除各种随机干扰，保证发动机转速的稳

定性； 

2．在进行变深航行时，能够使系统的输出转速保持稳定，过度过程不发生

太大的转速偏差； 

3．在变速过程中，能够使系统快速平稳地过度； 

4．在深度和速度要求变化时，能够迅速的过度到新的稳定状态； 

5．能够进行深度和转速的测量，对于深度和速度有专用模块实现时，可以

与专用模块进行通信； 

6．具有点火控制、启动控制和各种阀的控制。 

基于上述功能要求，必须从硬件配置和控制方案两方面进行考虑。 

一、系统控制方案的选择 

热动力系统控制器选择何种控制规律是研究控制器首要解决的问题，可供

选择的控制方法较多,其中包括：PID算法、自适应控制算法及模糊算法（Fuzzy）

等，由于鱼雷热动力装置的结构比较复杂，目前很难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考

虑到硬件的实现，所以该系统采用模糊控制算法。值得一提的是模糊控制器出

现后第一个成功的应用正是热动力控制系统。 

普通的模糊控制器结构如图 4-3，对于普通模糊控制器，其输入偏差及偏差

变化率乘以相应的系数，并量化的过程，即是连续的论域[-e，e]和[-ec，ec]映射

到离散的论域 X={-n，-n+1，．．．，0，．．．，n-1，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取

整运算，这样就会带来±0.5/k1的与此同时±0.5/k2的误差；另外 Fuzzy决策过

程中也会有信息的丢失显现。上述的两过程会出现调节死区，从而导致稳态误

差，亦会引起稳态颤振。 

就本质而言，普通模糊控制器的数学描述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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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是一非线性函数，U是不是 e和 ec的非线性组合，也就是说普通模

糊控制器可以看作是非线性的 PD调节器，没有积分环节，当出现稳态误差时，

就缺少了消除误差的手段。 

 

 

 

 

 

图 4-3普通模糊控制器 

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和稳态颤振，改善普通模糊控制器稳态性能，人们提出了

不少方法。其中的分段中较为实用的有多模分段、高精度 Fuzzy 控制器、及积

分微分 Fuzzy设计方法等，这里对三种方法均简单说明。 

1．多模分段模糊控制器 

多模分段模糊控制有多种形式，如图 4-4的 Fuzzy—PI控制器就是其中之一。

当误差在某一阈值以外时，采用模糊控制，以获得更好的瞬态性能；当误差在

阈值以内时，采用 PI控制，以获得更好的稳态性能，达到消除稳态颤振和稳态

误差的目的。 
 
 
 
 
 
 
 
 
 
 

图 4-4 Fuzzy—PI控制器 

2．高精度 Fuzzy控制器 

高精度 Fuzzy控制器的设计思想是：第一步，对 e 和 ec进行量化，求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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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量化等级 I1与 J1，即 

然后由 I1、J1查表，得到对应的输出量化等级 L1，这样就可以得到输出 u1

为 

这一步即是普通模糊控制器模糊化的过程，存在取整误差；

第二步，就是对取整误差的处理，对误差进行量化，得到 

          ( ) 5.00 112 +−•= eKIeKeI  

          ( ) 5.01102 +−•= ee KJecKJ &&  

再由 I2、J2查同一表，得到 L2，求出 U的修正量ΔU 

         210 LKKU UU ••=∆  

从而得到  UUU ∆+= 12       

显然 U2要比 U1更为精确，经过 n次的修正，就变为 n阶的高精度 Fuzzy控制

器。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可以消除稳态颤振和稳态误差。 

3．带积分微分的 Fuzzy算法 

以上两种方法都能够改善模糊控制器的稳态性能，但是仍有不足之处，两

者的推理部分一般只能进行离线调整，要想得到动态品质好的控制器，就必须

进行多次的调整，而且前者还要确定确定阈值及 PI控制器的参数，后者要确定

修正次数。 

 

 

 

 

图 4-5带积分微分的 Fuzzy算法 

该算法种，不对 e及 ec进行量化，模糊推理以如下公式给出 

de/dt 

k1 

k2 

 

α=α0+kα|E|/

|E|max 

u=αE+(1-α)EC

ku 

ki/s 

5.001 +•= ecKJ e&

1001 LKUU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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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αα K+= 0             ① 

              ( )ECEU αα −+= 1        ② 

其中 0≤α0≤α≤1；0≤kα≤(1-α0) 

当|E|较大时，α值较大，式②中 E 的权值亦大；|E|较小时，α值较小，式

②中 E的权值亦变小，EC的权值变大。当进入稳态响应阶段，E与 EC都比较

小，但由于推理是精确的，就不会产生象普通模糊控制器那样因量化误差而导

致的稳态颤振，并且有利于消除稳态误差。这完全符合人的操作经验，偏差大

时注重偏差的调整；到达平衡点附近，则要重视偏差的变化，并以之为依据进

行相应的调整；进入稳定阶段不会对小的波动视而不见。一般的模糊推理是总

结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新方案则是对推理的抽象，当然这种抽

象使得实现起来更为方便，对 k1、k2、ku 和 ki 进行在线或离线寻优，一般都

能得到理想的动态品质。 

对于本系统，有深度和速度两个输入量，但可以简化为两个控制器，既在变

深过程中，用深度变量来控制速度；在恒深情况或深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采

用速度反馈信号控制速度本身。对于采用哪一个控制器，也可以用模糊算法的

方法确定。 

二、硬件配置 

由于在控制算法上采用了模糊控制，其对计算的要求不高，加上鱼雷有一定

的尺寸限制，实际应用时可采用单片机来实现。在本章中所讨论的模拟试验系

统中，系统控制器不进行转速和深度信号，所以在硬件上仅考虑其输出通道配

置和通信接口。输出通道控制的是步进电机，其电路比较成熟这里不在讨论，

对于接口问题是本论文的一个重点，将在第五章中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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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CAN总线系统的实现 

对于现场总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场一次仪表和二次仪表的研制、现场总

线网络设备的软硬件开发及开放组态技术等方面，如果要进行全面的研究，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本论文只能面向应用，就 CAN总线常用的一些模

块加以研究，重点研究 CAN总线软、硬件接口的实现。 

§5-1网络实现 

CAN的网络实现一般有 3中方式： 

1．微控制器+CAN控制器+CAN驱动器 

2．集成 CAN控制器的微控制器+CAN驱动器 

3．带有 I/O接口的智能 CAN控制器+CAN驱动器 

支持 CAN的器件包括： 

1．集成 CAN控制器的微控制器 

Intel      8Xc196CA/CB                   （16位）CAN2.0B 

Philips    80c592/598                      （8位）CAN2.0A 

          P51XA-c3                      （16位）CAN2.0B 

Motorola   68376                          （32位）CAN2.0B 

          68HC05x4系列                          CAN2.0A 

TI        TMS320F243                      带有 DSP 

Siemens    80C16x(164CI 167CR)                 （16位）CAN2.0B 

           80C537 80C535 80C505                 （8位）CAN2.0B 

2．CAN控制器 

Philips    82c200                    Basic CAN   CAN2.0A 

          SJA1000                  Peli  CAN   CAN2.0B 

Intel      82526                                 CAN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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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27                                  CAN2.0B 

Simens     81C90/91                      CAN2.0A 

3．带有 I/O接口的智能 CAN控制器及 CAN驱动器 

Philips      82c250         驱动器可接 110节点 

           80c150          智能 I/O 125kbps     CAN2.0B 

§5-2系统硬件的设计 

在硬件的设计中我们主要针对CAN控制器的接口实现、通用测控模块、CAN

通讯卡、CAN中继器、CAN的光电隔离实现等加以研究。 

一、CAN控制器与总线的接口 

在 ISO11898中建议的电气连接如图 5-1所示 

 

 

 

 

 

 

 

 

 

 

 

 

图 5-1 ISO建议电气连接 

这种连接是采用分立元件实现，必须经过细致的调节电阻参数，使其满足在显

性和隐性情况下，CANH与 CANL的电平满足如图 5-2的形式。由图 5-2中，

CAN模块

VCC

RX TX

CAN模块

VCC

RX TX

总线

VCC

V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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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t

Vdiff 
隐性位 CANL

CANH

显性位

在隐性情况下，VCANH与 VCANL被固定于平均电平下，Vdiff 近似为零；在显性

情况下以差分形式表示，这样可以达到抗共模干扰的作用，这样的连接形式只

能下挂 30个节点。在实际的应用中，可以选择Philips公司的集成驱动器 82C250，

它可以提供对总线的差动发送和接收功能，通信速率可高达 1Mbps，并可支持

多达 110个节点的连接，采用 82C250还可以提高系统的瞬间抗干扰能力，保护

总线，降低射频干扰（RFI）实现热防护等，82C250与 CAN控制器的连接如图

5-3所示： 

 

 

 

 

 

 

图 5-2 总线位的电平逻辑 

 

 

 

 

 

 

 

图 5-3 82C250与 CAN控制器的接口 

对于不同电源的系统，为了减少共地的麻烦；或为了保证总线的可靠性，

及各模块不受因总线而引起干扰。在设计系统时往往采用一定的隔离措施，图

5-4给出了 CAN总线设计时常用的隔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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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总线的隔离 

二、CAN中继器 

与 RS232相比，在相同传输速率情况下，CAN总线传输的距离要远的多，

（在 10kbps下，RS232为 30m，CAN为 6.7km），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系统，可

能要求有更长的距离，此时采用中继器是必要的，CAN 的中继器可由两片

80C250加逻辑电路实现，图 5-5是一种全透明的中继器的原理图。 

  

 

 
 
 
 
 

 

图 5-5 CAN中继器原理图 

对上图，分别用 R1、T1、R2 和 T2 表示 RXD1、TXD1、RXD2 和 TXD2

的值，高电平为 1，低电平为 0，当系统上电时，中继器两端节点为隐性，所以

此时 R1、R2=1 T1、T2=1，假设左端的节点发出显性信息，此时 T1=1导致的

左端的隐性被显性覆盖，R1=0、T1=1 T2=0 R2=0(T1=1 不变)中继器右端为

显性，此时 R1=0、T1=1、R2=0、T2=0；当左端由显性变成隐性时，

R1=1 T2=1 R2=1，中继器的右端也变为隐性，实现了信息从左到右的传输，

因为中继器的结构是对称的，同样也可以实现信息从右到左的传输。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到延时问题，一般反向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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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小于 82C250 上由 TXD 变化到引起 RXD 变化的延时，在显性变隐性时就

会出现显性到隐性的边缘不稳定现象，甚至出现从隐性到显性的短暂变化，这

种现象与总线的尖峰脉冲及不同节点控制器震荡器频率的轻微变化引起的相位

无差相似，可以通过对采样点数及采样位置的设定加以排除。 

另外，还可以用微控制器结合 CAN控制器及 CAN驱动器组成智能型的中

继器，目前工控市场已有这种产品。 

三、CAN通用节点 

通过上面对 CAN接口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通用型的 CAN节点加

以研究，图 5-6为一个通用 CAN模块的结构： 

 

 

 

 

 

 

 

 

 

 

 

图 5-6 CAN通用模块结构图 

通用型的 CAN模块一般有微处理器、CAN控制器、驱动器、RAM、ROM、

A/D、D/A及 I/O等接口组成。这里外扩的 ROM、RAM、A/D及 D/A可能是集

成在微控制器中。另外其中的看门狗及 EEPROM有着重要的作用，看门狗可以

防止因程序的“跑飞”而引起故障，EEPROM可以存储一些掉电前的需要保护

的重要参数，而且对于 CAN节点，可能还要保存一些节点的配置参数，包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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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字与验收码，报文定义等，目前集看门狗、复位电路与 EEPROM于一体的器

件有 X25045等。一个典型的 CAN通用节点结构图如图 5-6所示。 

除了用微控制器来组成 CAN 节点外，采用带有 CAN 协议的 I/O 模块（如

82C150）也能构成 CAN节点。 

四、硬件设计的几个关键问题 

CAN 接口电路的实现并不复杂，但是有几点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将会事倍

功半。 

1．总线的终端 120Ω电阻对于匹配总线阻抗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设

计时漏掉，将会降低总线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如果总线距离很长，可

能无法通信。 

2．控制器的 TXD1 引脚悬空，RXD1 引脚的电平必须维持在 0.5VCC 上，

否则，将不能满足 CAN 协议要求，如果系统工作环境的干扰较小，而

且传输距离较近，可以如图 5-3直接将其与 82C250的 VREF端连接即可，

而在长距离或有强干扰的环境中，该引脚电位可以有分压电阻提供。 

3．CAN的 Rs引脚与地之间应接入斜率电阻。在高速模式下，该引脚直接

接地，为避免射频干扰，可采用屏蔽线；在低速模式下，一般采用斜率

控制，上升及下降的斜率取决于 Rs的值，倾斜电阻的取值在 10-200kΩ

下较为理想，在实验时当取 Rs=13Kω时，在 125kbps下，我们采用平行

线传输了约 1000m。 

4．对于 SJA1000其中断信号 INT为有高到低的跃变，选用不同的微控制器

时，一定要考虑其响应中断的形式。 

5．在中继器的设计时，门电路的选择遵循门电路的延时与 TXD 变化到

RXD变化的延迟时间相当，而且原则上前者延时不能大于后者延时。 

§5-3接口软件设计 

在测控系统中，对智能模块软件除了基本功能的要求外，还会有以下两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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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首先满足实时性，其次要有良好的模块性与可移植性。对于实时性问题，

目前国外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基于嵌入产品的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如美国的

CMX公司的 ROTS产品 CMX-RTXTM，它可以大大的简化开发过程。另外它还

提供 CAN model-CAN-BUS专家库函数。对于我们前两章研究的鱼雷热动力系

统及鱼雷电子综合化系统，它有一定行业特点，有必要建立专用的库函数，其

中的通讯部分将是本节的重点研究内容。 

在本节中，我们结合目前市场上广泛采用的 CAN控制器 SJA1000为对象，

给出相应的应用编程范例，这里采用 89C51为系统微控制器，所有程序代码为

MCS51汇编语言。 

为了与器件本身的地址对应，这里假设 SJA1000 的首地址为 0000H，其工

作方式为 CAN Basic方式。 

寄存器定义如下： 

        CR EQU 00H  ；控制寄存器 

        CMR EQU 01H  ；命令寄存器 

         SR  EQU 02H  ；状态寄存器 

        IR  EQU 03H  ；中断寄存器 

        ACR EQU 04H  ；验收码寄存器 

        AMR EQU 05H  ；验收屏蔽寄存器 

        BTR0 EQU 06H  ；总线定时寄存器 0 

         BTR1 EQU 07H  ；总线定时寄存器 1 

        OCR EQU 08H  ；输出控制寄存器 

对应 CAN节点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INIT：NOP 

        MOV     DPTR，#CR   

        MOV     A，#01H      

        MOVX    @DPTR，A ；控制器软件复位 

        NOP 

        MOV     DPTR，#A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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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A，#0F7H     

        MOVX    @DPTR，A ；设置验收码控制字 

        MOV     DPTR，#05H   

        MOV     A，#00H      

        MOVX    @DPTR，A ；设置屏蔽码 

        MOV     DPTR，#BTR0   

        MOV     A，#07H 

        MOVX    @DPTR，A ；设置 timer0 波特率位 125kbps 

        MOV     DPTR，#BTR1 

        MOV     A，#0A3H 

        MOVX    @DPTR，A ；设置 timer1 

        MOV     DPTR，#OCR  

        MOV     A，#0AAH 

        MOVX    @DPTR，A ；设置输出控制 

        MOV     DPTR，#CR   

        MOV     A，#06H 

        MOVX    @DPTR，A ；软件置位 

        MOV     DPTR，#CMR   

        MOV     A，#04H 

        MOVX    @DPTR，A ；释放接收缓冲 

        RET 

在控制器的初始化中，位定时和报文滤波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在 CAN控制

器中提供两个总线定时寄存器，其中总线定时寄存器 0（BTR0）可以决定波特

率分频（BRP）和同步跳转宽度（SJW）。总线定时寄存器 1（BTR1）可以决定

位周期宽度、采样点位置（对于有上一节提到的中继器设计时遇到的边缘震荡

问题，如设置恰当的采样点就不会影响通信）和每个采样点进行采样的次数。

相关的计算如下： 

其中的 TSEG1 和 TSEG2 可以确定每位的时钟周期数和采样点位置，如图 5-7

( )10.11.122.143.181 ++++= TSEGTSEGTSEGTSEGtt SCLTSEG

( )10.21.222.242 +++= TSEGTSEGTSEGtt SCLT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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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tSCL 

tb一位时间 

tsync tTSEG1 tTSEG2 

所示。 

 

 

 

图 5-7 位周期与采样点位置 

系统时钟 tSCL按如下公式计算： 

其中 tCLK为控制器震荡器的时间周期。 

由此一位时间 tb和波特率就可以有如下公式给出： 

同步跳转宽度计算如下： 

我们的实验系统采用晶体震荡器的频率为 16MHz，当取 BTR0=07H，

BTR1=0A3H时，按上面公式可以算出其波特率为 125kbps。 

报文滤波是另一个关键问题，报文滤波是由验收码寄存器和屏蔽码寄存器

来完成，对于一个标准格式的报文，能够通过滤波的条件是：验收码位

（AC.7~AC.0）和报文标识符的最高 8位（ID.10~ID.3）必须等于由验收屏蔽位

（AM.7~AM.0）相关屏蔽的那些位。即要满足以下等式，就予以验收： 

[(ID.10~ID.3)=（AC.7~AC.0）]∨（AM.7~AM.0）=11111111B 

对于某一位的滤波逻辑如图 5-8所示。 

图 5-8 一位报文滤波逻辑图 

在标准格式中 ID.2~ID.0已经被屏蔽，因此报文的滤波可以做到一个节点，

通过滤波而只接收某一区间（如例 5-1），或几个区间的报文（如例 5-2）。 

logic  1=acceptance 
logic  0=not acceptance 

acceptance mask bit

message bit 
acceptance code bit

=1 

≥1
&

( )10.1.22.43.84.165.322 ++++++= BRPBRPBRPBRPBRPBRPtt CLKSCL

21 SEGSEGsyncb tttt ++=

( )10.1.2 ++= SJWSJWtt SCLS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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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1设 AMR=00000000B   X表示已被屏蔽 

ACR1=00000001XXX        报文区间为 8H~FH 

ACR2=00000010XXX        报文区间为 10H~17H 

ACR3=00000011XXX        报文区间为 18H~1FH 

显然对于没有公共报文的系统，采用这种方法比较合适，而且经过适当的

设置，可以扩大或缩小报文的区间，但是这样也有一个缺陷，就是节点 2 所接

收的报文的优先级总是会低于节点 1 所接收报文的优先级，一个节点的有几个

滤波区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例 5-2 设 AMR=00000100B 

      ACR=00000001XXX 

这样 ID.5 被屏蔽，即无论 ID.5=0 或 1 报文可以被接收，于是报文区间为

[8H~FH]和[28H~2FH]两段。 

对于共用信息不多，且没有较苛刻的时间要求（两个节点在同一时刻接到

报文），可以采用把同样的数据按不同的报文发送出去。公共信息较多时，有发

送公共信息的要求时，其滤波形式可一采用如例 5-3形式。 

例 5-3  X表示该位被屏蔽 

ID1=0000000XXXXB      报文区间[00H~0FH] 

ID2=000000X0XXXB      报文区间[00H~07H]、[10H~17H] 

ID3=00000X00XXXB     报文区间[00H~07H]、[20H~27H] 

这样三个节点就有一个公共的报文区间[00H~07H]，这样也有一个缺点，如

果以此例中的形式设置，对于较多节点时就难以合理的规划。为了加强报文的

logic 1=acceptance 
logic 0=not acceptance 

≥1 massege bit 

acceptance code bit 
acceptance mask bit 

=1 

&
≥1

acceptance mask bit 
acceptance code bit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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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目前采用了多种方式，其一是采用了 29位的扩展报文 ID格式，另一个

时采取了双滤波形式，Philips公司的 SJA1000控制器就支持该方式，其逻辑图

如图 5-9所示。 

图 5-9 双滤波逻辑图 

CAN控制器（SJA1000）内部提供了包括接收中断、发送中断、出错中断、

超载中断和唤醒中断在内的五种出错中断形式，在硬件上它可以通过中断断口

INT与微控制器的外中断相连接，如何响应 CAN控制器中断及对中断的处理是

CAN 通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下面通过一个中断服务程序软件实例说明 CAN

中断程序的编制方法。 
        ORG     0003H 

     LJMP    INT0 

  INT0：NOP 

        PUSH  A 

        MOV  DPTR，#IR 

        MOVX  A，@DPTR 

        MOV  20H，A 

        JB   00H，RECE ；转接收服务 

        JB   01H，TRANS ；转发送服务 

        JB   02H，ERROR ；转出错服务 

        JB   03H，OV  ；转超载服务 

        JB   04H，WAKE ；转唤醒服务 

 RECE：NOP     
        MOV  R1，#0AH 
        MOV  DPTR，#14H 
 READ：NOP 
        MOVX  A，@DPTR 
        MOV  @R0，A 
        INC  R0 
        INC  DPTR 
        DJNZ  R1，READ 
        MOV  DPTR，#01H     ；清接收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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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  A，#04H 
        MOVX  @DPTR，A 
        POP  A 
        RETI 
ERROR：NOP 
        NOP 
        POP  A 
        RETI 
TRANS：NOP 
        MOV  DPTR，#0AH      
        MOV  A，#ID       ；标示符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A，#NUM  ；RTR &DLC  
        。。。                    ；装入数据 
        MOV  DPTR，#CMR  
        MOV  A，#0DH 
        MOVX  @DPTR，A  ；发送命令 
        POP  A 
        RETI 
   OV：NOP 
        MOV  DPTR，#CMR 
        MOV  A，#0CH  ；消除超载并释放接收缓冲器 
        MOVX  @DPTR，A 
        POP  A 
        RETI 
WAKE：NOP 
        NOP 
        POP  A 
        RETI    

    。。。 

    END 

§5-3 CAN总线试验系统 

为了验证论文对有关 CAN 协议的理解，本文在理论的指导下，设计并实现

了小型的 CAN总线演示实验系统，其结构如图 5-10 



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CAN总线系统的实现 

 60

 

 

 

 

 

 

                     

图 5-10 CAN总线试验系统 

系统包含 4个模块，为了观察有关数据，模块 1与 ADK51开发机相连，其中的

MCCAN模块（原理图见附录 1）采用 89C51+SJA1000+82C250形式，CANDIO

采用具有 CAN协议控制器的 16位 I/O器件 82C150。 

     在MCCAN模块中，89C51的 P1.1、P1.2、P1.3、P1.4与拨码开关相连用

于模拟时间的发生，P1.5~P1.7 与 LED 相连，SJA1000 的地址从 00H 开始，

SJA1000与 82C250之间采用 6N137进行了光电隔离。 

CANDIO模块（原理图见附录 2）中 P0~P16的功能设置为：P0~P3用于设

定 ID号，P4、P10用于产生 DPM分布脉冲，P5、P6用于 A/D转换输入 P7、

P8、P9、P11为 I/O 输入，P12、P13 作为 I/O 输出，P14、P15、P16 用于 A/D

转换。 

在系统调试中，首先进行了两个 MCCAN模块之间的近距离通信试验，通

过实验选定了两个参数，其一为在 125kbps下，总线定时 BTR0为#07H，BTR1

为#0A3H，另一个参数倾斜电阻为 15K，试验证明不加倾斜电阻通信无法进行。 

在短距离通信的基础上，又验证了 CAN 总线的最大距离通信，在实验室

条件下，设定波特率为 125kbps（推荐最大距离 530m），选用普通网线，呈多圈

环形置于计算机机箱附近（模拟干扰情况），试验结果如： 

距离在 900m以下均能正常通信，距离在 1000m以上（环绕圈数约 500圈），

出现发送模块发送一个报文，而接收模块接收到多个重复报文现象，分析原因

为：由于总线距离过长，信号在传输是有延时，接收模块送出的应答信号（ACK）

到达时间晚于发送模块的应答确认时间，故出现重发报文现象。 

MCCAN
模块 1

MCCAN 
模块 2 

MCCAN
模块 3

CANDIO 
模块 

仿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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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行了系统的演示软件的设计，在演示四种情况下的 CAN通信： 

1．S31的 ON、OFF对应 L11、L21亮灭； —〉广播方式  

2．S32的 ON、OFF对应 L12亮灭；      —〉点对点 

3．S21的 ON、OFF对应 L31亮灭；      —〉说明多主机 

4．S33的 OFF对应模块 3向模块 1发送 50次报文。—〉验证报文 

对应上面的试验，个模块的报文滤波设置如下表： 
 AMR ACR 报文区间（高 8位） 

模块 1 00000111 000000111 00H~07H 

模块 2 00000000 00000001 01H 

模块 3 00000000 00001000 08H 

演示系统已调试成功，本演示试验软件由于占篇幅较长，故将在论文附件

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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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在研究生期间，我一直十分关注我国鱼雷技术的发展，并希望自己所学的

知识能够在鱼雷中得以应用，为我国的海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针对鱼雷电子系统及鱼雷热动力测控系统，本人曾先后在《水中兵器》学

会（1998）和《基础自动化》（2001.1）杂志上发表过“网络化鱼雷控制系统”

和“I2C总线在测控系统中的应用”两篇论文。文章讨论了 I2C的性能和在鱼雷

电子系统和鱼雷热动力测控系统中的应用问题，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000年 3月，我参加了航空部第 618研究所的 563M国防重点项目。在此

期间，我对“航空电子综合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并收集了一些相关资料，结

合鱼雷电子系统中所存在问题和目前的技术发展现状，我决定就鱼雷电子系统

的信息综合及具体实现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 

由于时间的仓促，技术资料的短缺和不易得到，实验条件的限制，同时自

身知识和能力的局限以及努力程度不足等原因，论文中又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弥

补和提高。这些不足使我深引以为憾。归纳本论文的有关内容，可总结出以下

几点： 

1．本文通过对大量相关资料的阅读和对鱼雷电子系统的分析的基础上，第

一次提出了“鱼雷电子综合化”的概念，完善并改进了论文“网络化鱼雷控制

系统”的具体内容，提出了我国未来数字化智能鱼雷的发展方向之一。并且首

次把性能优越的 CAN 总线引入到鱼雷电子系统中。但由于本论文没有项目背

景，缺乏经费支持，无法进行一些必要的仿真，故一些更细致的技术细节有待

进一步的讨论。 

2．在鱼雷热动力测试模拟系统的设计中，充分发挥了 CAN 总线作为现场

总线的特点，设计了集测试与模拟仿真为一体的方案，其性能和功能较前面师

兄设计的方案有了较大提高，结构也得以简化，且降低了系统的成本。为本教

研室今后实验室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3．从应用角度出发，本论文对 CAN 总线网络的实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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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互联网收集到不少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CAN 接口的软硬件设

计，并设计了实验演示系统，能够对就 CAN总线的一些特性进行演示，达到了

对 CAN总线验证的目的，为以后的研究与应用奠定了基础。系统的硬件电路、

实验样机、汇编程序清单清参阅论文附录。而对于 CAN在鱼雷电子系统中的应

用，包括 CAN 与 DSP 等器件的接口、鱼雷系统报文的制定等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 

4．本论文涉及的 CAN 总线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它可以用于大多数

工业现场，是远距离多点通信和多机冗余系统的首选方案。另外 CAN总线在民

用方面，是 EMIT（Embedded Micro Internetworking Technology 嵌入式微型英

特网互连技术）中的关键技术，是智能小区管理、网络自动抄表、大厦报警系

统等的底层网络实现的有效手段，并在国外相关领域内得以广泛应用。本文所

设计的接口软、硬件可直接应用于实际。 

5．在论文的完成期间，我充分利用了我校提供的网络资源，大部分重要资

料均是从网上得到，希望诸位师弟在学习与研究中注重网络资源的应用。 

本论文涉及内容较新，加上个人理解能力和水平有限，差错之处再所难免，

恳请予以指正，并希望能有机会协助教研室的老师和诸位师弟们完成以上未了

的工作，为我国的海防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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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工程学院 304 专业，我度过了七年愉快的学习生活，

在此期间我不但从我周围的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少科学知识，而且也和 304 教研

室的多位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的学业即将完成之时，我谨向辛勤培育

和关心我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我的导师钱志博教授和我的“启蒙老师”瑞秀中教授。

钱老师在本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乃至整个研究生学习阶段，给予了我悉心的指

导和帮助，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试验环境，钱老师严谨的治学作风和科研

态度，给予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大学本科期间，我便得到瑞秀中教授的垂

爱，五年间瑞老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广博的知识、严谨求实的工作

作风、锐意创新的科研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在生活和为人处世

上，瑞老师也给予了我耐心的教诲，他慈父般的关怀将令我终生难忘。在此我

再一次向两位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另外，在论文的写作中，我曾就第三章的一些问题向博士生导师李志舜教授

进行了请教，他给予了我细心的指导。在系统的调试过程中也得到了教研室李

启瑞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向帮助过我的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的家人和朋友在生活上给予我极大的关心、支持和鼓励，使得我

能顺利完成论文的研究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最深情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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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1999年 4月在《水中兵器》学会发表“网络化鱼雷控制系统” 

2001年 1月在《基础自动化》发表“I2C总线在测控系统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