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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一种应用调制解调节器芯片 MSM7512B构建单片机 多机通信 系统 

的硬 、软件设计方案。该多机通信 系统的通信软件根据 OSI参考模型有关协议进行 

设计 ．包含 物理层 、数据 链路层 、应 用层 三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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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的工业现场实时监控系统采用多台单片机构成一个集散的多机通信系统。为了 

便于布通信线，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常采用串行异步通信方式。常有以下几种 串行异步多机 

通信的硬件结构。 

由单片机的串行 口加上差分总线驱动器或长线驱动器 ．构成一个 1：n的多机通信系 

统⋯。这种方式只能适台于主机呼叫从机的情况 ，主机 只能通过巡查方式 与各从机交换数 

据。为了从机也能呼叫主机 ，有人提出增加一根“呼叫线”来实现主机与从机之间的双向呼 

叫 ，但这样叉给远程布线带来麻烦。随着调制解调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性价 比较高且适台 

于单片机的单片调制解调蒋片，为以双绞线为传输介质的多机通信系统提供了条件，从而容 

易实现集散的实时监控多机通信系统。在此，介绍基于 OKI公 司生产的 MSM7512B调制解 

调芯片 的单 片机多机通信系统的硬件构成及通信软件设计原理。 

围 I 单片机多机通信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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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统硬件构成 

该系统的硬件构成简单(如图 1所示)，每一单片机将其串行 1：3的 RXI)(串行接收)、TXD 

(串行发送 )引脚分别与 MSM7512B的 RD、xD引脚相接；MSM7512／3实现数字与音频信号的 

转换；总线上可以挂接 Ⅳ个单片机 ；从理论上讲 ，挂在总线上的单 片机是对等的，即任何两 

个单片机之间均可进行通信；系统的逻辑拓朴结构由软件决定 ．本系统选用星形结构。 

MSM7512B是 一 个 1200bps 

半 双工 FSK 调 制 解 凋 器 芯 片 。 

它具 有与单 片机接 1：3简单 、软 

件编程简单 、采用单一 +5V电 

源等特点 在该 系统的硬件构 

成 中 ，需 要 一 个 MSM7512B 的 

外围电路适应挂接从机 的个数 

不定 、每个调制解调器 的耦合 

变压 器的负载不定 、耦合 变压 

器本身阻抗 的不一致等情况。 国2 MSM7512B实用外国电路 

图 2所示 MSbI7512B实用外围电路。 

图 2中 Al是发送信号放大器 ，调节 R2IRI的大小可以改变发送电平，A2是射随器．主 

要用来消除耦合变压器阻抗变化带来的影响 ，A3是接收信号放大器，调节 R5[R4的大小可 

以改变接收电平 ，Rl1与 RI2是满足 MSM7512B正常工作的一个条件 ，即 blSM7512B的发送 

端 AO输出信号 。返 回其一半(Vxo，2)到接收输入端 AI。 

2 通信 软件 的设计 原理 

Intel 8051的串行 口通过调制解调器 MSbI7512B构成一个总线型网络 ，而在实际应用时， 

又通过通信软件将其组织为一个主从式的星形结构。主机 由一个单片机构成，从机由分布 

在各监控点的单 片机构成 ，在通信软件设计 中，大部分通信软件模块在主机和从机中是相同 

的 ，可 以通 用。 

2．1 通信 协议 

在设计协议时 ，参考了 OSI参考模型，设立了三个协议层 ：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和应用 

层 。 

(1)物理层协议 。设计物理层协议 时采用了单片机(Intel 8051)的串行 1：3异步通 信方 

式 。Intel 8051的串行 口控制寄存器中的 SM2是多机控制位。当其串口以方式 2(或方式 3) 

接收时，若 SM2： l，只有接收数据第 九位 D9=l时 ，数据才装入接收缓冲器(SBUF)中，并将 

接收中断标志位置位 Ri：l同时向 CPU发出中断请求 ；著 I)9：0，数据不装入 SBUF，Ri=0 

不产生 中断，信息将抛弃。若 SM2：0，则接收数据的 D9不论是 0还是 1，都产生 R／：1中 

断标志，接收数据都装^ SBUF̈ 。根据这一功能 ，约定发送地址信息时 ，D9=l；发送数据信 

息时 ，I)9：0；并在初始化时，使所有的从机 SM2置位监 听总线上是否有地址 信息 一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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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有地址信息 ，就以中断方式接收 ，并与本机地址相 比较 。若相 同，则准备接收数据；不相 

同，则保持 SM2置位(SM2：1)，继续监听。 

(2)数据链路层 协议 。数 据 链路 层协 议 参 

考 HDLC的协议 ，在 帧格 式 和通 信 过 程 控 制 

上作出一些变化 ：取消帧同步字段，用 长度字段 

来控制帧的结束。数据链路层帧格式如图 3所 

示 。 

I字节 【 字节 t字节 l～t6字节 2字节 

二二[ 二]= 臣 圈  

图3 数据链路层帻格式 

数据链路层帧数据在物理层是按字节以异步方式传送的。通过长度字段表示帧的总字 

节数；长度字段可以为 1字节(最高位为 0)，或 2字节(第一字节最高位为 1)。这样对于控 

制帧和短数据帧可以用单字节长度字段 ，而对于长数据帧双字节长度字段可以使信息数据 

长达 16kb字节。控制字段用于传送帧类型、通信控制命令和数据块链接信息等 ，其格式与 

HDLC协议相同。信息字段长度是可变的，可根据实际传送数据量的多少和通 信实时性要 

求来由应用层决定。帧校验码字段为 CRC校验码 ，采用 + + +1为生成多项式。 

其校验码的生成和接收校验过程都由数据链路层的校验软件来完成。数据链路层帧类型与 

I-IDLE协议一样 ，也分为监督帧、无编号帧和信息帧三类 。监督帧主要用于流量控制 。无编 

号帧用于链路的建立 、释放及一些现场控制信息。 

为了保证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数据链路层的数据传输服务既可面向连接，也可 

面向无连接 。面 向连接 时无保 持 连接 要求 由于本 多机通 信 系统 的调 制解 调 器芯片 

MSM7512B的波特率不高，在传输较大的数据块 ，占用总线的时间较长，影响紧急的信息的 

传输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打断已建立的数据链路去响应紧急的信息请求。之后 ，重 

新连接并从断点处继续传输数据块的数据。 

(3)应用层协议。应用层主要用于通信的管理。根据本多机通信系统的要求 ，将之组 

织为一个主从式的星形网络结构。主机与从机之间可进行双向呼叫连接传输数据 ，而从机 

之间不能直接进行呼叫连接通信。对于一些变化缓慢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现场信息(比如 日 

程记录)用面向连接的数据块方式通信；对于报警信息和一些重要的控制反馈信息采用从机 

以中断方式激活应用层程序并面向无连接通信。 

2．2 通信 软件的设计 要点 

(1)物理层软件。物理层通信软件主要包括 Intel8051的串行 1：3的初始化程序模块、串 

行 1：3的中断服务程序模块和 MSM7512B的状态设置程序模块。 

物理层的发送服务把数据链路层提供的数据帧按字节发送出去 ，数据帧存放在指定 的 

发送缓冲区中。其接收服务把接收的字节放人接收缓 冲区中，当一数据帧接收完后告知数 

据链路层的接收程序 。 

(2)数据链路层软件。数据链路层软件主要包括数据链路层协议程序 、CRC校验程序 

及出错处理程序。数据链路层协议程序是由链路 的建立 、释放 ，数据，紧急数据 ，与物理层接 

1：3等 16个服务原语于程序组成。服务原语子程序的人1：3参数由应用层程序装填 。 

CRC校验程序采用逐位移位异或算法进行校验码的编码和检验。对于每一帧数据除了 

地址字段不参与校验 ，其余各字段均进行校验。 

数据链路层的出错处理程序把错误分为不可恢复和可恢复两类。对于可恢复错误采用 

重发原则，对不可恢复错误采取拒收原则。不可恢复的错误包括不可识别数据帧、响应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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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恢复错误包括信息帧出错 、CRC校验错等。 

(3)应用层软件。应用层软件主要包括数据发送 、数据接收、通信管理程序。通信管理 

程序的一个任务是通信过程控制 。对于通信过程的控制是设计一个调度程序来实现的，调 

度程序主要任务是维护进程表。各个进程在表中位置决定了其处理的优先权 ，特别指出是 

在出错后优先权排序算法既考虑系统的最大时延，又考虑到紧急数据对总线 的需求。主机 

进度 表的维护允 许人 的参与 ，其人 机 界面 由主机 的主程序完 成。 

3 结 论 

用 FSK调制解调节器芯片 MSM7512B构成一个 以双绞线为传输介质的单 片机多机通信 

系统。该系统的硬件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 、容易实现等特点。在设计其通信软件时，我们 

引用了 OSI参考模型的有关理论 ，制定了相应的三层协议。用数据链路来提高 MSM7512B 

的传输可靠性 ，达到 了预期效果。 

系统调试的条件为 lO台从机，每台从机控制 2个物理量、监控 4个紧急信号。在此条 

件下 ，通信软件满足 了2个物理量预测控制的信息需求 ，也达到 了4个紧急信号的时延指 

标。经过试运行测试 ，该多机通信系统达到 了预定的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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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Microcontroller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MSM7512B 

(Dept．of Automation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Yuzhou Univ．，Chon ng 400033，China) 

Abstracts：The d∞i of haMware and s0nware for a mum·controller communication s~tem which is 

made by application of nlodom control chip MSM7512B is introduced
．
The software of this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designed according 1o the protocol cncemed of OSI Reference Model，and it 

includes three parts：physical layer，data linker layer and application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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