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 10
实验：调试实时系统

实验： 调试实时系统
10.0 目标
本实验的目的是连接机器人将用于探索其世界的碰撞传感器，参见图 1。还将使用
线传感器。
1. 您将使用数组实现最低限度的侵入式调试。
2. 您将把碰撞传感器连接到微控制器。
3. 您将学习如何实现 SysTick 周期中断。
4. 您将使用中断来实现多线程。
5. 您将通过将数据存储到微控制器的闪存 ROM 中来实现黑盒记录器。
小知识：中断对于嵌入式系统非常重要，它提供了实现实时行为和多线程的机
制。

图 1. 位于机器人前部的碰撞传感器

10.1 入门

10.1.4 本实验所需的组件

10.1.1 从下面的软件工程起步
浏览以下 3 个工程：
PeriodicSysTickInt （使用中断触发 LED）
Flash （将数据存储到闪存 ROM 中）
Lab_Debug （本实验的开始项目）

数量

组剑描述

制造商

型号

1

MSP-EXP432P401R
LaunchPad

TI

MSP-EXP432P401R

6

Bump switches

JiangNiu

1

JN_LSA_2RSLKBO1
Reflectance Sensor
Array

12

0.5in 2-56 screw

12

2-56 nut

10.1.2 参考资料
Meet the MSP432 LaunchPad (SLAU596)
MSP432 LaunchPad User’s Guide (SLAU597)
JN_LSA_2RSLKBO1 line sensor datasheet
BumpSwitch.png mechanical drawing of switch
10.1.3 阅读材料
Volume 1 Sections 2.7, 6.2, 6.9, 9.1, 9.2, 9.4, and 9.6
Embedded Systems: Introduction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或
Volume 2 Sections 2.4, 3.9, 5.1, 5.4, and 5.7
Embedded Systems: Real-Time Interfacing to the MSP432 Microcontroller"

表 1. 本实验所需部件
注： 我们选择传感器的采样率为 100 Hz，因为 10 ms 比该机器人中使用的电机的
时间常数（100 ms）短约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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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所需实验设备
示波器 （至少 10 kHz 的 1 个或 2 个通道采样）
逻辑分析仪（至少 10 kHz 的 4 个通道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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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系统设计要求
本实验的第一个目标是使用 SysTick 中断实现线传感器测量； 请参阅第 6 模块。
与实验 6 类似，您应该每秒 100 次采样 8 位传感器。但是，必须在 SysTick 中断
服务程序（ISR）的执行中使用传感器执行所有输入/输出。特别是，必须使用后续
SysTick 中断实现执行测量所需的 1 ms 延迟。在本实验中，此中断的优先级无关
紧要，因为它是唯一的中断。 但是，一旦我们将其它实验集成在一起，这将是一
项高优先级的任务，因为测量需要是实时的。
第二个目标是在机器人上放置一至六个碰撞传感器，并将它们连接到微控制器。碰
撞传感器允许软件知道机器人是否和在哪里与障碍物相撞。图 1 显示了一种可能
的配置，图 2 显示了一个碰撞传感器的特写。

b)

Debug_Dump 函数接收两个参数并将数据保存到 RAM 中。 要记录两个
8 位 参数 (8 位 碰撞传感器数据 和 8 位 线传感器数据)。您的系统应允许
至少 256 次测量（512 字节）。
每当新测量完成时，您的 SysTick ISR 将每秒调用 Debug_Dump 100 次。
由于数组有 256 个条目，因此这种基于 RAM 的记录允许最多 2.56 秒的
调试。一旦数组已满，转储指针（或索引）将回绕到开头并覆盖最旧的数
据。 这样，在任何给定时间，数组中都有最后 2.56 秒的传感器数据。

第四个目标是扩展转储操作以将传感器数据连续存储到微控制器的闪存 ROM 上，
实现黑盒记录器。闪存 ROM 大于 RAM，但它也是有限的。因此最终，ROM 空间
将填满。更具体地说，您将使用 128 kibibytes 的闪存 ROM（地址 0x00020000 至
0x0003FFFF）。这些地址位于 Flash Bank1 中。您的程序将驻留在 Flash Bank 0
（地址 0x00000000 至 0x0001FFFF）中，允许您在写入 ROM 的同时执行代码。
如果记录 200 字节/秒，则可以将数据保存 655 秒或大约 11 分钟。
您将实现另外两个调试函数：
a)

b)

Debug_FlashInit() 将擦除 128 kibibytes 的 flash ROM，地址
0x00020000 到 0x0003FFFF。擦除 ROM 将数据设置为 0xFF。您可以
选择从 32 字节到 512 字节的任何块大小。设 2n 为您的块大小。在 128k
空间有 217/2n 块。如果块的数据是 0xFF，则该块被认为是空的。
函数 Debug_FlashRecord() 将 2n 个字节记录到闪存 ROM 上的下一个
空闲块中。稍后您可以使用调试器观察记录的数据。

Note: 线传感器测量和 RAM 记录将在 SysTick ISR 中进行，但所有闪存操作必须
在主程序中进行。线传感器生成 8 位数，碰撞传感器生成 8 位数。在 100 Hz 的采
n
n
样率下，系统产生 200 字节/秒。 因此， 每 0.05*2 秒您将写入 2 个字节到闪存
ROM。当 ROM 在 655 秒后满了，您应该停止 ROM 记录。

图 2. 瞬时接触开关允许碰撞检测。
第三个目标是开发一种称为转储的最小侵入式调试工具。转储是一种将战略信息
记录到全局数组中的软件技术。它被归类为最小侵入性，因为与转储之间的时间
（100ms）相比，在数组中存储数据的时间（~1μs）较短。. 在机器人操作期间，
软件写入数组，当实验完成时，您使用调试器来观察值。
您将编写两个调试函数来实现转储。
a) Debug_Init 初始化 ar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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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实验准备
您学习了如何在模块 6 的实验中连接 JN_LSA_2RSLKBO1 线路传感器。您还学习了
如何在模块 8 中连接开关。在本实验中，您将把碰撞开关连接到机器人的前部，
并将它们连接到 LaunchPad。您可以使用 2-56 螺钉和螺母将碰撞传感器定位在机
器人前部的边缘。图 3 显示了六个传感器的一种可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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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mp5

Bump4

Bump3

Bump2

Bump1

Bump0

在每次 ISR 执行期间触发端口引脚都是很好的调试方式。将传感器数据放入存储
器监视窗口并使用调试器和示波器验证传感器的行为与实验 6 类似。

10.4.2 连接碰撞传感器
您可以实现正逻辑或负逻辑。您可以实现内部电阻或外部电阻。
Note: 如果您打算使用 Wifi 实验，我们建议使用 P8.7-P8.3，P8.0 引脚作为六个
碰撞传感器，因为这些引脚不会与 Wifi 实验发生冲突。如果您打算使用边沿触发
中断实验，我们建议将引脚 P4.7-P4.2 用于六个碰撞传感器，因为这些引脚会引起

边沿触发中断。

图 3.连接到机器人前部的碰撞传感器（底视图）。

10.4 实验步骤
10.4.1 使用 SysTick 中断读取线传感器
您将使用 SysTick 中断在后台执行线传感器输入。如果 SysTick 中断发生在 1000
Hz（每 1ms），则在 ISR 执行一次
1. 将 P5.3 置为高电平（点亮 8 个红外 LED）
2. 设 P7.7-P7.0 为输出，并置为高电平
3. 延时 10 µs
4. 设 P7.7-P7.0 为输入
您将上述四个步骤定义为函数 Reflectance_Start(),并在 SysTick ISR 中每隔十次
调用此函数。测量的第二部分发生在随后的 ISR 中
5. Read the 8 位 sensor result
6. Turn off the 8 IR LEDs (P5.3) low
7. Store the data into a shared global variable
您将步骤 5 和 6 定义为函数 uint8_t Reflectance_End()。步骤 7 将在 SysTick
ISR 中发生。如果您以 100 Hz 的频率对线路传感器进行采样，则会有 8 个
SysTick 中断，在此期间软件不执行任何操作，一个中断调用 Reflectance_Start
（），一个中断调用 Reflectance_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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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编写一个函数来初始化碰撞传感器，Bump_Init()。该函数只需设置适当的端
口引脚，并根据需要启用内部电阻。第二个函数，uint8_t Bump_Read()，读取
开关并返回一个 8 位结果。每次 SysTick ISR 执行对 Reflectance_End()的调用
时，您还应该调用 Bump_Read()，并且应该将结果放在共享的全局变量中并设置
信号量。
Note: 在后续机器人移动的实验中， 在调用 Bump_Read()后。您将在 SysTick
ISR 中处理冲突。因此，碰撞事件的最坏情况延迟将是 10 毫秒。
10.4.3 调试转储
实现调试转储有许多设计选择。您可以创建两个 8 位数组，一个用于线传感器，
另一个用于碰撞传感器。或者，您可以创建一个 16-bit 阵列并将两个传感器读数存
放成一个 16-bit 数据值。规格要求至少 256 个记录，但如果您愿意，可以增加此
值。 MSP432 微控制器具有 64 kibibytes 的 RAM，这种调试功能应该只使用一小
部分可用 RAM。另一种选择是使用指针还是索引来访问数组。这通常涉及执行速
度和软件风格之间的权衡。您可以实现这两者，并观察每个版本生成的汇编代码。
为减少干扰，我们建议您选择执行速度最快的方法（即最少的汇编指令）。
定量测量调试工具的侵入性的一种方法是计算实现 Debug_Dump()所需的汇编指
令数。更好的方法是使用示波器和未使用的端口引脚，如 Program10_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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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Program10_1(void){ uint8_t data=0；
Clock_Init48MHz()；
Debug_Init()；
LaunchPad_Init()；
while(1){
P1->OUT |= 0x01；
Debug_Dump(data,data+1)；// linear sequence
P1->OUT &= ~0x01；
data=data+2；
}
}
10.4.4 黑盒记录器
在调试黑盒记录器时，我们建议您首先使用简单的主程序，如 Program10_2 和
Program 10_3。这样您就可以分别测试两个功能。使用调试器验证 ROM 是否已
正确编程。
// Driver test
#define SIZE 256 // feel free to adjust the size
uint16_t Buffer[SIZE]；
int Program10_2(void){ uint16_t i；
Clock_Init48MHz()；
LaunchPad_Init()； // built-in switches and LEDs
for(i=0；i<SIZE；i++){
Buffer[i] = (i<<8)+(255-i)； // test data
}
i = 0；
while(1){
P1->OUT |= 0x01；
Debug_FlashInit()；
P1->OUT &= ~0x01；
P2->OUT |= 0x01；
Debug_FlashRecord(Buffer)；
P2->OUT &= ~0x01；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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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Program10_3(void){ uint16_t i；
Clock_Init48MHz()；
LaunchPad_Init()； // built-in switches and LEDs
for(i=0；i<SIZE；i++){
Buffer[i] = (i<<8)+(255-i)； // test data
}
P1->OUT |= 0x01；
Debug_FlashInit()；
P1->OUT &= ~0x01；
i = 0；
while(1){
P2->OUT |= 0x01；
Debug_FlashRecord(Buffer)；
P2->OUT &= ~0x01；
i++；
}
}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测量函数的执行时间。计算 ROM 编程实现的最大数据速
率（块中的字节数除以写入块的时间）。此数据速率将比 200 字节/秒的数据生成
速率快得多。但是，根据缓冲区的大小，编程一个缓冲区可能需要或不需要超过
10 毫秒。
当将黑盒记录器与传感器测量值集成时，使用 SysTick ISR 中设置的共享全局标志
(Semaphore) ，当缓冲区满时。您将读取主程序中的标志，以了解何时进行下一
次调用 Debug_FlashRecord()。确保系统以正确顺序正确记录所有数据的一种方
法是测量实际的线路和碰撞传感器输入，但记录在 Program10_2 中生成的测试数
据。使用测试数据可以查看是否有任何点丢失或重复。你的最终主程序会有这种行
为。
while(1){
if(Semaphore==1){ // wait for flag to be set
P2->OUT |= 0x01；
Debug_FlashRecord(Buffer)；
P2->OUT &= ~0x01；
Semaphore = 0； // clear fla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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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疑难解答
碰撞传感器不起作用：
•
•
•

•

•

按照模块 8 中的说明检查接线
使用电压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查看信号
查看调试器中的端口寄存器
•

Flash 存储不起作用：
•
•

运行 Flash 项目代码测试硬件
观察 Flash 项目以了解如何调用低级驱动程序

10.6 请思考

增加记录时间的一种技术是仅在数据发生变化时存储数据。但是，在此方
案中，您需要记录数据和数据更改的时间。在 SysTick ISR 中递增的全局
变量可以以 ms 为单位保持系统时间。
临界区是软件行为，它取决于两个看似无关的代码片段的相对执行情况。
例如，在 ISR 中执行 P2-> OUT ^ = 0x01 然后在主程序中执行 P2-> OUT
^ = 0x02 将由于临界区而产生错误。在两个不同的线程中共享公共端口会
生成一个临界区。您可以重写 LaunchPad 驱动程序代码（LaunchPad.c
） 以使用 bit-banding，这将删除一些临界区。
您可以在项目中包含 UART0.c 并创建一个额外的调试功能，将闪存
ROM 中记录的数据转储到串行端口。然后，您可以运行 PuTTY 或
TExasDisplay 等程序来查看数据。此功能允许您在 PC 上捕获数据以进
行报告编写和文档编制。

10.8 接下来是哪些模块？
这是本课程中中断的第一次使用。以下模块将基于此模块构建：

在本节中，我们列出了完成本实验后要考虑的思考问题。这些问题旨在测试您对本
实验中概念的理解。
•
•
•
•
•
•
•

在本实验中，我们只存储了数据，但不是数据采样的时间。在这个应用程
序中为什么我们不节省时间？
当我们将线传感器和碰撞传感器接口分类为实时时，它意味着什么？ 为
什么这些实时输入是的重要？
为什么我们应该使用内部电阻代替外部电阻来实现碰撞接口？
我们将延迟指定为最大 10 毫秒。什么是平均延迟？我们怎样才能重新设
计这个以减少延迟？
为什么将红外 LED 关闭 90％并且仅在 10％的时间内开启是好的设计？
擦除 ROM 会发生什么？ 如果 ROM 位已经为 0 会发生什么，我们尝试将
其编程为 1？
假设我们在制造机器人时调用 Debug_FlashInit()，但是主程序的后续运
行不会擦除 ROM。 ROM 中会记录什么？即，如果我们删除并稍后恢复
电源，这些数据会发生什么？

模块 12) 连接电机到机器人。
模块 13) 使用计时器创建 PWM 信号，使用中断管理多个软件任务。
模块 14) 在开关触点上立即对软件任务使用边沿触发中断。

10.9 您应该已经学会
在本节中，我们将回顾您应该在本单元中学到的重要概念：
•
•
•
•
•
•

使用中断实现多线程
使用全局变量在线程之间进行通信
访问数组时优化执行速度
创建最低限度的侵入式调试工具
使用端口引脚和示波器施行执行分析
擦除并编程 flash ROM 以记录调试数据

10.7 其它挑战
在本节中，我们列出了您可以执行的其它活动，以进一步探索此模块的概念。您可
以扩展系统或提出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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