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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M75 12B的数据通信技术 

The Dat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MSM7512B 

傻碑 马 翔 汪秉支 
(华中科技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武汉 430074) 

摘 要 介绍新型单片调制解调芯片 MSM7512B以公用电话网实现远程数据通信技术 ，并以火灾远程报警仪为例介绍了 51系列单片 

机和该芯片的通信接 13电路及相关软件实现，同时还简要介绍了用无线射频和专用通信线路方式实现数据通信的技术。指 出了该芯 

片在工业控制 、远程抄表、家庭安防等领域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数据通信 远程通信 调制解调器 公用 电话网 无线射频 

Ahaa'aet The remote data conmmnicationtechnologyimplemented byllsingthe new si,w,le chipmodemMSM7512Bthrough publictelephone networkis 

presented．With the remote~rre al I1g device as 811 example the c0ⅧmllIlm i仰 interface circuit between 51 Series si,cle chip computer and this chip 

is introduced．The relate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is also siren．In addition。the data conmmnication technology ofllsing radio frequency and dedicated 

conmmnication line&re introduced briefly．The applica tion prospects ofthis chip in process control。ren~te meter Radil1g and home security aIeas a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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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工业现场，用于完成现场相关过程的实时监控 

和数据采集的单片机系统(即下位机)较多。为了实现 

生产过程的集中监测、控制和管理，需要把各台下位机 

系统的相关检测或监控信息传输到中心机房或实现下 

位机之间的相互通信。实现信息交换有多种方式 ，其 

中主要考虑的问题是信息交换的可靠性 、线路复杂性 

及距离远近等因素。在一些实际应用场合，中心机房 

和下位机或下位机和下位机之间距离较远 ，直接用串 

行口 RXD、TxD或增加线路驱动器等办法，通信也较难 

实现。而选用单片调制解调芯片来实现远距离数据传 

输 ，不失为一种简单可行的方式。 

由 MODEM(调制解调器)芯片构成的单片机远程 

监控系统可以借助于企业内部的电话交换机网络，甚 

至公用电话交换机网络，不受地点和时间限制，就可远 

距离地传输监控信息。 

文献[2，3]介绍了SS173K222L芯片和 ST7536芯片 

来实现远程数据通信，但是这两种调制解调芯片的外围 

接口电路及通信程序较为复杂，基于此，作者采用了 OKI 

公司的新型单片调制解调芯片MSM7512B，使得通信接口 

电路大大简化，程序编制简单，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 

于远程控制系统、家庭安全系统等场合。该芯片和单 

片机构成的接 口电路简单，通信速率可以满足工业监 

控系统的要求，获得广泛的应用。 

1．1 芯片的主要特点 

① 符合 1TU—T V．23标准，1200bps通信速率 ， 

半双工的通信方式 

② 单电源：3—5V 

③ 低功耗：工作模式：25n1V(典型值) 

掉电模式：0．1mV(最大值) 

④ 具有片内回音消除电路 ，大大简化了外围电路 

⑤ 其模拟输出可直接驱动 60012通信电路 

⑥ 采用 3．579 545MHz晶振 

MSM7512B具有 16脚 DIP封装，其引脚如图 1所 

示。其中，MODI与 MOD2引脚控制芯片的工作模式如 

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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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SM7512B元件管脚图 

1 M 12B芯片功能 1
．2 工作原理介绍 

MSM7512B是 OKI公司新推出 MODEM芯片，可用 MSM7512B包括调制和解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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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SM7512B工作模式 

MOD2=0，MOD】=0，MSM7512B工作于调制方式。 

XD输入为“0”、“1”的数字调制信号 ，AO对应输 出频率 

为“2 100Hz”、“1 300Hz”的 FM模拟信号。Rs是模拟信 

号输出的使能控制端。 

MOth：0，MOD ：l，MSM7512B工作于解调方式。 

Aj输入频率为“2 100Hz”、“1 300Hz”的 FM模拟信号， 

RD对应输出解调后的⋯0’、“1”数字信号。CD是输入 

检测的指示端。 

MOO2=1，MOD =1，MSM7512B工作于 掉电方式。 

此时 MSM7512B功耗仅有 0．1mW。 

1．3 通过电话线实现数据远程传输 

以目前应用较广的水、电、煤气的自动抄表系统为 

例，介绍 MSM7512B通过电话线实现数据传输过程。 

在自动抄表系统中，用户与抄表分站之间距离较 

近，一般通过 RS一485接 口传输数据，各个分站与抄表 

总站之间距离较远，一般通过 电话线和 MODEM传输 

数据。通过电话线把数据远传的装置分为主叫和被叫 

两部分。主叫方 (即抄表总站)拨通被叫方的电话号 

码 ，要求被叫方 (即抄表分站)传输相关的抄表数据。 

此时被叫方检测到振铃信号后，不断发送数据给主叫 

方。主叫部分和被叫部分电路如图4、图5所示。 

在该系统中，MSM7512B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 

当主叫单片机检测到开始传输数据 的触发信号 

后，通过 MOD 与 MOD2将 MSM7512B设置为解调模式 

(准备接收发送方的数据)，单片机处于接收状态 ，然后 

控制 J 闭合，MSM7512B与电话线连通。等待 2s后 ，单 

片机控制双音多频发生器 HT7512A，产生的双音多频 

IYI~F信号送入 MSM7512B的外部信号输入端 EAI，经 

MSM7512B内部放大后从 AO输出端 向电话线路发送 

被叫方电话号码的 IYI~F信号。被叫单片机通过光耦 

检测到振铃信号后 ，将 MSM7512B置为调制模式，单片 

机处于发送状态。然后，控制 J2闭合，MSM7512B与电 

话线接通，主叫和被叫两个单片机通过 电话线实现了 

连通，即可开始传输数据。数据传输完成后，J1与 J2 

断开，主叫、被叫与电话线分离。 

该工作过程是基于主从式通信方式 ，采用“一台主 

机，多台从机”的“一对多”的网络结构 ，适用于批量数 

据的远程传送。 

在实际应用中，还有一类远程数据传输，其特点是 

数据通信突发性强、实时性高、数据量小(多为一些状 

态信息)，如火灾远程报警系统等。此时，下位机不断 

巡检监测线路 ，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向上位机发送故障 

线路的编号，供上位机进行相应的故障处理。在该类 

应用中，网络结构仍是“一台主机，多台从机”的“一对 

多”形式 ，但是通信过程和抄表系统的通信过程不一 

样 ：下位机自身拥有发送信息的主动权，成为主叫方 ， 

而上位机则响应下位机的呼叫，接收上传的故障信息， 

成为被叫方。这两种不同应用要求的通信协议互异， 

而单片 MODEM和单片机的接 口电路 、MSM 7512B的基 

本工作过程是一样的。 

1．4 无线数据传输中的应用 

MSM7512B芯片将需要传输的数字信号经过 K 

调制后，形成“1 300Hz”和“2 100Hz”的 FM模拟信号，该 

模拟信号通过无线发射模块调制到高频载波上 ，并发 

射出去。在接收方通过无线接收模块，接收到的高频 

信号被解调成相应的“1 300Hz”和“2 100Hz”FM模拟信 

号，再通过 MSM7512B芯 片解调 出对应 的数字信 号。 

其应用框图如图2所示。 

图 2 MSIW／512B在无线数据传输 中的应用原理图 

这种无线数据传输的方式为许多受现场条件 限 

制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油 田数据测 

量中，需要对分散在野外油井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 

处理。由于野外没有有线电话，在这种场合一般采用 

无线射频的方式来传送数据。由于发射 电台一般不 

可以处理数字信号，就需要用 MSM7512B把数字信号 

调制为模拟信号后送往电台发射。反之 ，接收方也需 

要用 MSM7512B将接收到的 FM模拟信号解调为数字 

信号。又如在称量重物的吊钩秤加上该无线发送模 

块 ，可以方便 、快捷地获取起重机吊钩上重物的质量 

信号。 

1．5 通过专用线路实现数据传输 

RS一485通信网络是传输数据的一种常用方式， 

但这种传输方式在距离较远的应用中误码率较高 ，有 

的应用还需要加中继，通信线路对信号的影响大。此 

时可用 MSM7512B芯片代替 RS一485接 口芯片，从图 3 

可以看出，这种传输方式是隔离的，其大大增强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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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输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它的缺点是数据传输速 

率只能达到 1 200bps，仅适合低速应用的场合。 

ToMclJ To舳铘 

图3 MSM7512B通过专用线路进行 

线数据传输 的原理框 图 

2 火灾远程自动报警仪中的实际实用 

下文介绍 MSM7512B芯片在该系统 自动巡检各 

路烟雾传感器的信号 ，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 (触发信 

号)，马上拨打监控机房的电话 ，在呼叫成功后 ，发送 

相关故障传感器编号 的信 息，位于主控机房的火灾 

事故处理主机接收到报警 信号后 ，向值班员发 出报 

警信息。 

该系统 由火灾事故巡检仪(即下位机 ，原理电路见 

图4)和火灾事故中心处理机(即上位机，原理 电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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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叫方 电路 图 

图 5 被叫方 电路 图 

图5)组成。先对监测的每个传感器编号，以便事故发 

生时可以及时定位。下位机通过 P2口检测 7路传感 

器信号。一旦出现灾情，P2口相 应的位线电平被拉 

低，此时下位机发现 P，不等于255，便开始拨打被叫方 

的电话号码，再检测被叫方是否回送相应的载波检测 

信号(即 CD信号)，一旦被叫“摘机”(即发送 CD=0信 

号)，主叫便发送当前巡检过程中检测到灾情的传感器 

的编号，然后等待被叫发确认字 ，并通过呼叫延时、校 

验和重发机制 ，确保上、下位机通信的可靠性。 

通信过程的程序流程框图如图 6、图7所示。 

图6 主叫方程序框图 

图 7 被 叫方程序框 图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系统可以有多台事故巡检 

仪监控多个烟雾传感器，若 2台以上巡检仪同时检测 

到各自管辖的区域发生火灾 ，此时会出现多个主叫方 

呼叫一个被叫的情况 ，产生资源争用现象。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忙音检测和一定的延时等待机制来解决。忙 

音检测电路参见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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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有着良好的可扩展性，通过一定的接口电 

路扩展 ，可实现每台故障检测单片机巡检更多的故障 

线路。 

依据以上原理设计的故障巡检系统已投入运行，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3 结束语 

基于芯片 MSm512B构成的远程通信系统和其它 

的远程通信方案比较，具有距离不受限制 、可靠性高、 

接口电路简单等优势，在诸如水、电、煤气 自动抄表系 

统 ，电力负荷监控仪，IC卡电话 ，家庭安防系统，电话 

计费器，遥控、遥调、遥测仪表远距离数据传输中都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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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流量计在自来水厂流量测量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Turbine Flowmeter in Flow Measurement in W aterworks 

全 是 跃 

(柳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柳州 545001) 

摘 要 流量仪表的使用有好有坏，若仪表的安装、维修得当，则能长期使用；若使用中注意了仪表注意事项，则能使仪表运行持久。 

文中提出了在 自来水厂的流量测量中应用涡轮流量计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 流量测量 水厂 涡轮流量计 注意事项 

Ab 日ct The operations offlowmeters can bein different conditions-some are good and some are bad．1heinstrun~ntsmay operate stabIyinlongterm 

iftheinstallation andmaintenance have beenwell done and allthe caudonsin oper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Some ofthe cautions ofoperation oftur- 

bine flowmeters in waterworks are stat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Flow nlE坦飘lrerIlem Waterworks Turbine flowmeter Cautions 

对于 自来水厂，流量测量非常重要。对 自来水厂 涡轮，当流体通过涡轮叶片时，流体的流动使涡轮旋 

的取水和供水的流量进行测量 ，可以为经济核算和水 转。流体的流速越高，涡轮的转速就越高。在规定的 

处理系统的诊断提供依据 ，从而达到有效地进行水生 流量范围和一定的流体粘度下 ，涡轮的转速与流体的 

产的操作与控制。多年来 ，人们在努力寻找经济适用 流速呈线性关系。因此，只要测出涡轮的转速或转数， 

的流量计 ，以期经济而准确地解决 自来水厂流量测量 就可以测出流过管道的流体瞬时流量或累加流量。实 

的问题。 际上，涡轮叶片由高导磁系数的材料制成 ，叶片不远处 

经多年的实践、探索，发现对于大多数自来水厂涡 的磁感应转换器由线圈和磁钢组成，涡轮旋转的同时， 

轮流量计 已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而且经济性好。 叶片周期性地扫过磁钢，使磁路的磁阻发生周期性的 
一 般 ，对于 口径不大于 lm的 自来水管道 ，所需涡轮流 变化，线圈中的磁通量也跟着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线圈 

量计的价格也就 1万元左右，因此随着涡轮流量计测 中便感应出交变电信号。交变电信号经前置放大器放 

量技术的 日益成熟与性价比的 日益提高，涡轮流量计 大后，送往流量显示仪进行流量指示或累积。基本公 

已越来越受到 自来水行业的青睐。 式如下： 
，

一  

1 涡轮流量计的测量原理 所以
， 

J

口： 
在流体流动的管道内，安装一个可以 自由转动的 式中：

．
厂为交变电信号的频率 ；q为流过管道的流体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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