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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SM7512B的PC机和单片机远程通信 

汪一呜，赵婷丽 

(苏州大学 通信与电子工程系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主要讨论了当接入公共网的远程通信的双方都采用低价位单片调制解调器MSM7512B时，为保证双向通信 

正常进行而需要特别考虑的模式转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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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mo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C and Singlechip Using M SM 75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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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 conversion problems special for the PC and singlechip remote communication are discussed when the both 

parts accessing into the public networks with MSM 7512B—the low price mod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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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7512B是一款单片FSK调制解调器。他符合 

ITU—T V．23标准，可以支持 1 200 b／s半双工或 

1 200 b／s收／75 b／s发 全双工 2种数据传输方式。 

MSM7512B用于控制或单向数据通信比较方便，这样 

的系统往往执行端由小巧的单片机组成，处理控制端 

由计算机组成。如通过网络的远程抄表，远程报警，远 

程检测和远程在系统编程。但如果需要经过模拟接入 

网的远程双向数据通信，问题就不简单了。这就引出 

了如何利用MSM7512B进行PC机和单片机之间的远 

程通信问题。 

1 通信方案与模式 

通信方案应由具体应用决定。当PC机和单片机要 

通过公共电话交换网进行通信时，由于MSM7512B没 

有附加其他功能电路，因此在发起连接端需要加接拨号 

电路 ，在应答连接端需要加接振铃检测电路 。如果连接 

请求是由计算机发起的，其通信方案可如图1所示。 

MSM7512B的14，15脚 MOD1，MOD2是通信工 

作模式控制。当MOD2—0，MOD1—0时，芯片处于 

发送模式，只能以1 200 b／s向外发送数据；而MOD2 

— 0，MOD1—1时 ，处于接收模式 ，可以以1 200 b／s 

的速率接收数据，也可以以75 b／s的速率发送数据。可 

惜MSM7512B没有一种模式可以以75 b／s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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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PC机端和单片机端都采用MSM7512B时，无 

法用全双工发送接收数据。 

图 1 通信方框 图 

然而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双向的， 

如果没有应答确认，通信过程就难以为续。这就引出 

了如何用2个MSM7512B以物理层的半双工实现链路 

层双向通信的问题。也就是说，一方使用MOD2—0， 

MOD1—0，另一方使用MOD2=0，MOD1—1，并且 

这2种模式需要在通信过程中不断转换。 

2 模式转换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根据以上提出的设计方案，通过单向的通信测试 

发现两个方向的单工模式都是可行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半双工通信一定可行，当在连接建立后的通信过程 

中改变调制解调器模式从而改变收发方向时，接收的 

数据就会时而正确时而不正确。显然，在通信过程中 

转变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经过多次反复的测 

试和分析，发现双机的MSM7512B都处于接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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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也就是两者都不发送数据时，一方居然能接收到 

一 些奇怪的数据。这说明如果一方已经从发送模式转 

换为接收模式而另一方还没来得及转换，通信双方将 

单片机 

PC机 

同时处于接收状态 (见图2)，而这时模拟信道上信号 

为零，其上的噪声被MSM7512B误认为是信号加以接 

收，从而导致一些干扰数据的产生进而影响正常通信。 

． 

同时处于收模式 

。 

：： ： { 
收模式 ：： 发模式 ： ： 收模式 

数据 

图2 一般通信时序 

为此需制定新的通信时序，用以保证在通信过程 

中双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接收状态，也就是双方或者 

都处于发送状态 ，或者一发一收。图3表示 了这种新的 

通信时序中PC方发数据，单片机方发应答的情形。其 

中 是数据传输时延，丁 是MSM7512B模式转换时 

延 ，丁 、丁 为避免双方同时处于接收状态而设置的人 

为延迟。单片机方的保存数据仅在接收到正确的帧后 

操作，而若是在等待接收重传帧时则不操作，所需时 

间为丁 。同样 ，PC方的装载数据也是在发送新帧时 

操作，而重传帧时也无需操作，所需时间为丁。。 。 

单片机 

数据 

保存数据，然后转为收模式，如果是否认应答，直接 

转为收模式。对计算机端而言，状态转移过程类似。即 

计算机一收到来自单片机的应答立即改变为发模式，如 

果是确认应答，装载下一组数据，然后延迟丁 时间等待 

单片机准备好接收状态再发数据。如果是否认应答，直 

接延迟丁 时间等待单片机准备好接收状态，然后重发 

数据 。计算机发完数据后也不能立即转换为收模式，而 

应延迟丁 时间保证单片机方在此之前已转移为发送应 

答模式 。显然 ，在链路对称的情况下，假定装载数据和 

保存数据时间相同，应有丁 >丁 。 

收数据i 发应答i _蚰 收数据 

卜 7’ —◆ 数别 ； 收应答 Tied 7’I 发数据 7 
1 1— 一 

图 3 一发一收 图 

在正常收发情况下 (无重传)，对单片机而言，一 

收到来 自计算机的数据，紧接着就改变为发模式，但 

改变为发模式后并不立即发应答 ，而要延迟丁 时间等 

待计算机准备好收状态再发应答。单片机发完应答后 

也不能立即转换为收模式，而应延迟丁 时间保证计算 

机方在此之前已转移为发送模式。如果是确认应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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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确定丁 ，丁 呢?为了保证在通 

信过程中双方不能同时出现在接收状态 (也 

就是双方或者都处于发送状态 ，或者一发一 

收)，则不难得 出如下关系式： 

丁d+ 丁 < 丁2< 丁1+ Td (1) 

丁 + 丁 < 丁1+ 丁l d (2) 

因为丁。 和丁- a都与具体的帧长度有关， 

即与机器速率有关，例如单片机处理数据要 

慢于PC机，因此帧越长，保存数据时间就越 

大于装载数据时间，为保证正确的模式转换， 

丁 随之增加。所以延时值即丁 ，丁 的取值在 

数据传输速率一定时也要依具体的数据长度 

而定。通过实验得出当帧长度为54字节时丁 ，丁 的取 

值为100 ms，50 ms比较合理。而帧长度为100字节时 

丁 ，丁z的取值为200 ms、100 ms比较合理。针对其他 

长度的丁 ，丁 的选取可以用试凑法，测试多组数据比 

较选取较好的。选取的原则就是在保证数据传输可以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选取较小值。 (下转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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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 “样本 2”输入神经网络，对应的网络输出 

为表2中 “气体影响”所在行的5个输出值，其中只有 

Y 一1．1121大于0．85，说明有 “气体影响”故障存在。 

测试结果表明，网络对已训练过的样本有较好的识别 

能力 。 

表2 故障样本网络输出 

故障 网络输 出节点和输出值 

1 2 3 4 5 

基本正常 0．0255 0．0436—0．1091 0．0400—0．1035 

气体影响 一0．0386 1．1121 0．0517—0．0787—0．0499 

抽油杆断脱 0．0904 0．0834 0．9929—0．1200 0．0603 

泵下碰 0．0039 —0．0113 0．0311 0．8556 —0．0949 

供液不足 0．0130—0．0136 0．0050—0．2250 1．2638 

3 结 论 

采用神经网络和专家系统相结合构造新型的神经 

网络专家系统，是智能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将神经 

网络与专家系统结合对油井井下故障进行诊断，是这 

种新型诊断方法的一种尝试。诊断结果表明了该方法 

的有效性 。 

为了进一步提高网络输出的精度，还需要加强对 

样本数据收集、处理的规范化，使诊断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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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输效率 

从图 3的时序图可以看出如下关系 ： 

设帧长度为Ⅳ。字节 ，应 答长度为Ⅳ 字节 ，数据 

传输速率为R b／s。当每字节10个码元时，传输一段 

数据的总耗时71 为 

T ≈ 2T。+ 2T + 2Td+ 

[(Ⅳl+N2)×1o／R]×1 000(ms) (3) 

其中丁 与路径长度和媒介有关，71 与调制解调 

芯片有关，一般均较小。由于传输效率与传输时间成 

反比，因此在 ，Ⅳ ，R取值一定时，式 (3)表明传 

输效率主要由71 决定，flPT。选取越小传输效率越高。 

注意到延时71 是为了保证通信过程中，在收方转变为 

发送模式之前，发方仍处于发送模式，同时也要保证 

在对方数据发出之前转变为接收模式，他的选取只要 

满足关系式 (1)即可，表面上看与传输效率无关，但 

由于71 受到71 的制约，所以隐含着对71 的要求。由 

此可见 ，合理选取模式转换的人 为延迟时间71 和71。， 

是提高传输效率的关键所在。 

采用以上方案，PC机和单片机之间就都可以使 

用MSM7512B正确地进行远程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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