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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舟绍了调制解调嚣芯片MSM7512B在有线厦无线数 传输中的应用，井给出杯应的硬件电路受软件实现方法 MSM7512B可以 

通过 音额接 口与常规调频投短波电台 (或 GSM 模块 )柏畦．还可 PSTN 相连，实现数据信 的无线丑肓线传辅 造砰可有效地利用现有 

设备 ．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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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目前我们应用的绝大多数电台(除了 一些 GSM 

模块)和 PSTN 公用电话网仍以模拟话音通信为 

主，不能适应当前数字化的要求。为此，我们给 

出一种方案。利用调制解调器芯片 MSM7512B 做 

成 MODEM 通过音频接口与常规调频及短波电台 

(或 GSM 模块)相连，还可与 PSTN相连，实现 

数据信号的无线及有线传输。这样可有效地利用 

现有设备，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传输要求 

2 MSM7 512B 

MSM7512B是日本 OKI公司生产的调制解调 

器芯片，它采用 FSK半双工调制方式，符合 ITu． 

T V．23标准，单电源+3～+5v工作，低功耗 (典型 

值仅 25mW)，稳定 性好，具有片内回音消除电路， 

模拟输出可直接连入 PSTN，并具有 rrL接口， 

可方便地与数字系统及计葬机系统相连。特别适 

合低速数据传输的场合 MSM7512B有 16D1P脚 

及 24SOP脚两种封装形式。其原理框图如图 1所 

币 。 

1 MSM75I21]晾 把图 

Fjg l diagram ofMSM7512B 

3 硬件电路设计 

3．1 有线数据传输 

MSM7512B 可直接用于有线数据传输，典型 

电路如图2所示 其中MOD1、MOD2引脚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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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SM75I2B用 F有瑾 数 传输 的婵 型电鼯 

Fig 2typical circuitofwiretranxradt usingMSM7512B 

工作模式设置。 

3 2 无线数据传输 

为 了实现无线数据传输需在数据设备和模拟 

电台之间增加一块控制板，该控制扳主要完成数 

字系统和计算机系统与模拟电台之间的数模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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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转换。主要由串行口8251、主控制器 AT89C52、 

调制解调器 MSM7512B、RAM6264、电台接口电 

路组成。具体框图见图 3所示 MAX202完成汁 

圈 3 无线数据传输框图 

Fig．3 diagram of口 wi~essⅡaTlsIT1l【 

算机 RS．232串行口信号和 TTL信号的转换，是两 

者能进行异步串行通信。8251为扩展串行口，以 

完成CPU和MODEM之间的通信。计算机系统发 

送数据时首先通过串行口把数据送到控制板并储 

存在 RAM 中，然后在 RTS信号的作用下把数据 

送到 MSM7512B进行调制后，由电台发射出去。 

接收时，电台输出的音频信号经 MSM7512B解调 

后，送到单片机 AT89c52并由 RAM 暂存，然后 

在送入计算机系统中。 

4 软件设计 

从上文中知，有线传输无需程序控制，而无 

线传输 由于有单片机的加入变得较为复杂。因此 

软件设计的任务是在单片机的控制下完成数据的 

正确传输 这包括计算机系统经串行口与单片机 

进行的数据互传，以及单片机和调制解调器之间 

的数据交换。 

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和单片机的数据交换采用 

异步工作方式，它是利用单片机的串行接口于计 

算机系统之间在规定的协议下进行数据交换的。 

由于计算机系统对串行口操作较简单，利用 VB6．0 

调用 mscomm．OCX控件即可实现，因此这里主要讨 

论控制板的实现方式。 

单片机和 MSM7512B之间的数据交换为同步 

工作方式，其收／发转换由MOD1及 MOD2控制。 

另外在发送数据时，控制板还需给出一 P1 信号 

以启动无线电台进行发射。该控制板应用于 GPS 

车辆监控系统的车载台中，AT89C52用于接收GPS 

模块信息，转发至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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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application of the MODEM chip MSM7512B in the wired and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 

is introduced．and gives the realization of hardware circuit and SOftware．M SM 7512B Can coltllect wi血 FM and 

short wave bmadcastiog station an d PSTN，through the audio interface an d realize山e wired an d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So it uses the exiting device efficiently and meets the demand of血e data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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