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基于 Cortex-M0+内核 Kinetis无线射频模块 

  的应用研究 

 研 究 生 姓 名  胡宗棠 

 指导教师姓名         王宜怀（教授） 

 专 业 名 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研 究 方 向 嵌入式系统 

 论文提交日期         2014 年 4 月 





基于 Cortex-M0+内核 Kinetis 无线射频模块的应用研究                                          中文摘要 

I 

基于 Cortex-M0+内核 Kinetis 无线射频模块的应用研究 

中文摘要 

无线射频芯片是一种集成微控制器与射频收发器为一体，面向工业控制、智能

家居及远程医疗等领域的 SoC 解决方案。伴随着微控制器技术及无线通信技术的飞

速发展，新的无线射频芯片不断出现。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嵌入式中心从 2006 年开始

对飞思卡尔推出的多款 ZigBee 射频芯片开展研究工作，并先后研发了以 MC1321X

系列芯片为核心的无线节点，为本课题的研究与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飞思卡尔

于 2013 年推出了业内首款融合了 ARM Cortex-M0+内核与 Sub-1G 射频收发器的 32

位高性能的无线射频芯片 KW01。受其委托，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嵌入式中心进行

KW01 的应用基础研究，以便服务于业界。本文是在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上撰写的。 

本文以 KW01 为研究对象，在参考与借鉴实验室多年来设计与研发嵌入式系统

经验的基础上，以软硬件构件化设计为指导，提出一种被命名为 SD-WSN 无线节点

的软硬件设计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内容如下： 

（1）以 KW01 为主控芯片，基于构件化的设计思想，设计与实现了 SD-WSN

无线节点软硬件平台。给出了硬件原理图设计、电路布板图、芯片设备驱动设计及

软硬件测试方法。其中，射频前端电路设计是本课题的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2）根据 KW01 芯片的无线射频特性，对 SMAC 协议栈进行适当的功能裁剪

和优化扩展，将其移植到 SD-WSN 无线节点平台中。 

（3）以 SD-WSN 无线节点为硬件平台，实现 Bootloader，定义合理的数据帧

结构，设计一种可靠、高效和实时的无线重编程机制 WSN_OTAR。 

（4）采用 SD-WSN 无线节点构建一种可调功率的照明控制系统，充分验证本

文研究工作的正确性和实际应用性。 

经过测试及实践表明，本课题实现的 SD-WSN 无线节点平台具有外设接口丰富、

收发数据可靠、系统稳定、代码更新实时、设备驱动软件接口灵活等特点，为无线

传感网络应用领域提供一款性能较高、可实时软件升级、二次开发方便的无线射频

应用解决方案。 

关键词：KW01，ARM Cortex-M0+，Sub-1G，SMAC 协议栈，WSN_OTAR  

  作    者：胡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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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Kinetis Radio Frequency 

Module based on Cortex-M0+ Core 

Abstract 

Wireless radio frequency chip is a kind of SoC solution integrated with 

microcontroller and transceiver,which is mainly targeted for industrial 

controlling,intelligent household and telemedicine.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crocontroller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many new RF chips has been 

released frequently.Since 2006,Freescale Embedded R&D Center of Soochow University 

has taken a deep research into several kinds of ZigBee RF chips which Freescale released 

and developed several wireless nodes using the MC1321X series chips as the core. This 

provides the research and design of this paper with a solid foundation.In 2013,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officially released a high performance KW01 RF chip,which is the 

firstly integrated microcontroller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0+ processer with the 

Sub-1G transceiver.In the same year,entrusted by Freescale, Freescale Embedded R&D 

Center of Soochow University took the applied basic research of KW01 in order to serve 

the industry.This paper is fin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work. 

Taking KW01 as a research object,on the basis of the experiences of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the embedded system from the labatory in many years and guided b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ftware componen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kind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wireless node designing solution named SD-WSN.The main task will be as 

follows: 

(i) Guided by the idea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embedded components,this paper 

presents 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D-WSN wireless node platform,including 

hardware schematic diagrams,PCB diagrams,device driver software and system testing 

methods and so on.Among all these works,the realization of RF front-end circuit is the 

difficult point of the paper while it is also the innovative points of this study.  

(ii)According to RF characteristic of KW01 chip,the paper presents a method,which 

improves and extends the function of the SMAC stack appropriately and transplanted it 

into the platform of SD-WSN wireless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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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Taking the SD-WSN wireless node as the hardware platform and on the premi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otloader and defining proper data frame structure,a wireless 

reprogramming mechanism called WSN_OTAR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And it is 

reliable,low-overhead,of low storage cost and low latency. 

(iv)The correctnes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verified in building an 

kind of lamp controlling system which is variable power by using the SD-WSN. 

The tests and preliminary practice show that the features which was realized by 

SD-WSN wireless node,such as many peripheral interfaces,reliable data sending and 

receiving,stable system,remote codes updating in real time,flexible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provides a wireless RF applied solution.It has many advantages,including high 

performance,software updating timely and easy to develop at second time for application 

fields of WSN. 

Key Words:KW01,Cortex-M0+,Sub-1G,SMAC Stack,WSN-O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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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微机电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sm System，MEMS）、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SoC）、无线通信和低功耗嵌入式技术的飞速发展，孕育出无线传感器网络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WSN），并以其低功耗、低成本、分布式和自组织的特

点带来了信息感知的一场变革[1]。近年来，伴随着微控制器技术及无线通信技术不

断深入发展，系统软硬件设计的可靠性、射频性能的提高及代码更新方式成为目前

无线传感网络应用领域的研究热点。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嵌入式中心从 2006 年开始投

入对构成无线传感网络的无线节点进行理论研究，并先后以 MC1321X 系列的

ZigBee 射频芯片为核心，推出了 MT-ZigBee
[2]和 SD-Z33N

[3]两款无线节点平台，为

本课题的研究与设计提供了良好基础。 

针对无线传感网络的研究与应用趋势，全球知名半导体制造商—飞思卡尔公司

于 2013 年下半年推出了业内首款将 ARM Cortex-M0+内核与 Sub-1G 无线射频收发

器 SX1233 集成在一个模块内的 SoC 解决方案—KW01，该无线射频芯片具有极低

功耗、高性能、高度集成和高可靠等特点，更适用于远距离无线通信领域，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应用价值。由于对无线传感网络节点的研究与应用需要涉及

多个领域知识体系，如无线射频电路设计、嵌入式设备驱动与固件开发、应用开发

工程框架设计和代码更新方式等方面，这将对该款芯片的应用产生一定的影响。此

外，加上 KW01 芯片刚刚发布，可参考的设计开发资料比较少，而且没有任何源码

程序样例，使其推广具有一定的难度。 

基于此现状，受飞思卡尔公司的委托，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嵌入式中心承担起对

该款射频芯片的先期预研发工作。本文首先根据嵌入式硬件构件化设计思想，设计

了 SD-WSN 无线节点硬件平台，详细分析和阐述了最小系统核心电路、电源模块电

路和射频前端电路等硬件构件设计中所涉及的相关技术要点，并给出了相应的软硬

件测试方法；其次，参照嵌入式系统设备驱动软件构件化设计思想，对芯片外设驱

动程序进行一定的抽象与封装，实现了芯片 ADC、FLASH、IIC 和 TSI 等外设模块

驱动软件；然后，对面向工业控制的 SMAC 协议栈进行一定的裁剪与优化扩展，并

移植到 SD-WSN 无线节点上；并通过分析 KW01 芯片 RAM 和 FLASH 数据存储区

域的映射关系，实现了芯片的 Bootloader 固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无线传感网络的

无线重编程机制（ Wireless Sensor Network_Over The Air Reprogramming ，

WSN_OTAR）；最后，以基于 WSN 的可调功率照明控制系统为应用实例，充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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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本文工作的正确性。 

作为全文的引导内容，本章首先对无线传感网络进行了总体概述，接着阐述了

飞思卡尔 Sub-1G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KW01，同时说明了 ARM Cortex-M0+内核高

性能和极低功耗的特点，以及无线重编程机制对无线传感网络应用发展的必要性。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和本实验室在射频芯片方面的研究基础。同

时，引出本文的主要工作内容并阐述了对无线射频芯片 KW01 的研究在 WSN 应用

方面的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最后，简述了本文各个章节的研究内容。 

1.1 课题背景 

1.1.1 无线传感网络概述 

无线传感网络是由一些具备感知周围物理环境信息能力的无线传感节点，以自

组织、多跳方式而构建的系统，并协作地完成采集、处理和传输数据等任务，最终

将信息融合、汇聚至无线网络的中心管理者。每个无线传感节点均由各自的感知单

元、通信单元和微控制单元等构成。 

除了具备传统无线移动网络的动态性、扩展性和间断性等共同特征外，WSN 还

具有低成本、高集成、低功耗、自组织等鲜明的特点。 

一个典型无线传感网络的系统架构模型，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4]，如

图 1-1 所示。其中，感知层主要包括采集各种物理信息的普通无线传感节点以及用

于融合、汇聚和上传本网段无线传感节点所感知信息的传感网关节点；网络层主要

是典型网络通信设施，包括无线通信网络、Internet 和无线局域网络等；应用层则涉

及和具体应用领域相关的应用监控软件，如工业控制、智能农业和环境检测等。 

 

 

 

 

 

 

 

 

 

图1-1 无线传感网络三层体系架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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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伴随着传感器技术、无线通信技术、嵌入式软硬件技术以及芯片制

造工艺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线传感网络已经延伸到了各种应用研究领域，如航天航

空、医疗、军事和家居等。国内外先后提出了“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等新兴

的社会形态发展概念。2012 年 12 月，中国工程院组织起草并发布的《中国工程科

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将智慧城市列为中国面向 2030 年的 30 个重大工程科

技专项之一，国家已经将“智慧城市”的建设列入长期发展战略中[5]。“智慧城市”

的全面建设对无线传感节点的性能、功耗、成本和集成度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1.1.2 飞思卡尔Sub-1G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飞思卡尔（Freescale Semiconductor），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其主要产

品为面向工业、汽车电子、通信和消费电子等领域的嵌入式芯片，包括微处理器，

数字信号处理器，传感器，射频芯片 IC 和电源管理 IC 等[6]。 

自 2001 年起，飞思卡尔便开始研究无线射频技术。凭借其在无线通信领域的多

年积累及芯片设计方面的强大研发能力，飞思卡尔多次向业界推出包括 MC13191、

MC1320X 等多款基于 2.4GHz 的 ZigBee 无线射频收发芯片。2006 到 2007 年之间，

针对 WSN 应用的市场需求，飞思卡尔推出了基于 ZigBee 协议的单 SoC 解决方案，

将无线射频收发器与微控制器（Micro Controller Unit，MCU）集成在一个模块内。

该类解决方案的主要产品为飞思卡尔推出的基于 S08 内核的 MC1321X、MC1322X

和 MC1323X 系列芯片，主要面向于于远程数据采集、工业控制和智能农业等领域。 

2013 年，飞思卡尔向市场推出了一款低功耗、高集成、高性能的无线射频解决

方案—KW01，该芯片主要为工业控制、智能医疗、自动化仪表等领域提供新一代

的 WSN 无线射频模块[6]。与目前市场上诸多的基于 2.4GHz 频段的无线射频集成解

决方案不同，该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位于 1GHz 以下频段通信的 UHF 射频收发器

SX1233和一个具有超低功耗的 32位的MCU（基于Cortex-M0+内核的Kinetis系列），

无线射频收发器 SX1233 的信号频率可通过软件配置，工作于包含 315MHz，433MHz，

470MHz，868MHz，915MHz，928MHz 和 955MHz 在内的多个频段。KW01 是远程

工业监控、自动化仪表检测和智能家居等应用的理想选择。因此，对该款无线射频

芯片的研究与应用将对 WSN 系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1.3 ARM Cortex-M0+内核概述 

ARM公司是一家专注于RISC微处理器芯片内核设计与研发的半导体知识产权

（IP）供应商。它与一般的半导体公司不同之处在于，其只是负责设计芯片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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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并将设计方案转让给半导体供应商，如英特尔、高通、飞思卡尔、索尼、飞利

浦、德州仪器等公司。ARM 公司凭借其出色的芯片研发能力和这种双赢的商业模

式，已经成为全球性 RISC 微处理器标准的缔造者[7]。目前，采用 ARM 架构的微处

理器，已经遍及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网络通信、汽车电子等各类产品市场。据统

计，2012 年，采用 ARM 架构的处理器全球总出货量高达 87 亿片，占全球半导体

市场份额的 32%
[7]。 

2012 年，ARM 公司向业界公开发布了一款拥有全球最低功耗，同时能够提供

较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内核架构—ARM Cortex-M0+。作为 ARM Cortex-M 系列的新

成员，32 位的 Cortex-M0+内核采用较低成本的 90 纳米制程工艺，功耗比仅为

9uA/MHZ，约为目前主流的 8 位或 16 位微控制器能耗的三分之一，却能够提供更

快的任务处理能力。Cortex-M0+内核架构所具有的低功耗、高性能特点促成了新一

代的微控制器面市，并为无线传感网络中大量的无线节点提供高效的传输、处理和

维护能力。半导体行业调研咨询公司 The Linley Group 高级分析师、《微处理器报告》

（Microprocessor Report）高级编辑 Tom R. Halfhill 表示：“众所周知，不断改进功

耗效率、安全性和便利性的物联网将最终改变世界。从自适应室内照明、在线视频

游戏到智能传感器和电机控制，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几乎对任何事物都是有益的。

但是，实现这一切需要极低成本、极低功耗并拥有良好性能的处理器。ARM 

Cortex-M0+处理器为轻量级芯片提供了 32 位的强劲性能，适合于各种工业与消费

应用”[8]。 

ARM Cortex-M0+内核的 MCU 在为用户带来强大的任务处理能力同时，也提供

了优良的可扩展性、兼容性和特性集成，从而能够降低产品研发成本、缩短系统设

计周期、及时响应市场需求。 

ARM Cortex-M0+内核的特点如下[9]
: 

（1）内置中断控制器，并且中断优先级控制方便。 

（2）中断响应及时，高优先级中断。 

（3）高效的 Thumb 指令集，具有较高的代码密度。 

（4）逻辑门数低，最小系统仅需约为 10K 代码。 

（5）具备多种低功耗模式，能耗效率高。 

（6）支持多种嵌入式调试。 

（7）被多种软件开发工具支持，包括 Keil、IAR 以及 CodeWarrior。 

（8）具有较强的软件兼容性，支持 ARMv6 架构、Thumb 指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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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WSN对无线重编程机制的需求 

伴随 WSN 技术的飞速发展，它在消费电子、智能家居、工业监控等应用领域

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在很多基于 WSN 的具体应用场景中，无线传感节点在被部署

后将会长时间处于无人工干预的工作状态。在对无线节点进行软件升级或维护时，

需要对已部署的 WSN 系统进行程序更新。在 WSN 节点规模巨大或者所处环境恶劣

的情况下，以人手工对所有节点进行重编程将是一项极为耗费维护成本的艰巨任务。 

WSN 无线重编程技术是在 WSN 系统首次被部署后，通过无线方式对其进行代

码更新和网络功能再升级的过程。它使得 WSN 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维护性、可扩展

性和灵活性，从而延长了整个网络的生命周期。因此，设计并实现一种高效的无线

重编程机制将对 WSN 应用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课题研究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及微控制器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构建一

种集智能化与节能化为一体的无线传感网络应用系统，国内外许多芯片研发公司纷

纷推出其各自研发的无线射频芯片。 

专注于研发混合信号微处理器的全球领先半导体公司—芯科实验室（Silicon 

Labs）公司，为满足家居和仪表自动化对能耗的需求，推出了其 Si10XX 系列产品。

该系列产品集成了超低功耗的 CIP-51TM 内核的 8 位微控制器 C8051F9XX 及

EZRadioPRO 系列的射频收发器，仅需少量的外围电子元件及 PCB 布板面积即可实

现低能耗、高可靠及低成本的无线收发系统[10]。 

全球最大的模拟电路部件制造商—德州仪器（TI）公司，推出了可支持 1GHz

以下频段通信的 CC1xxx 射频收发器和一款具有精简指令集且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

微处理器相集成的 CC430 无线射频芯片，以满足高性能和远距离传输的需求。 

业界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意法半导体（ST）公司，设计研发的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架构的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为无线传感网络应用市场带来出色的

射频和低功耗微控制器性能。该系列的无线 MCU 具有高达 109dB 的可配置通信链

路总预算和 Cortex-M3 内核的高性能处理能力[11]。 

恩智浦半导体公司为更好地解决无线传感网络中数据可靠传输及高效处理问题，

推出集成了可兼容 IEEE802.15.4 通信标准的射频芯片与具有超低功耗的 32 位增强

型 RISC 处理器的完整解决方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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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基础 

本文作者所在的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嵌入式中心，与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建立了

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是飞思卡尔“大学计划”重点支持的实验室。在 2006 年之前，

本实验室就着手研究 WSN 相关技术，对飞思卡尔公司发布的 WSN 微控制器具有较

为深入的研究，掌握较新的研究技术资料和 MCU 样片，这为我们研究的创新性和

科学性得到了良好的保证。2006 年以后，实验室对 WSN 技术的研究也趋于成熟，

先后完成了 ZigBee 协议栈[13]，WSN 智能照明监控系统[14]、动态可配置 WSN 通用

测控系统[15]及基于 WSN 的中间件[16]等多项研究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实验

室受飞思卡尔委托，在正式对外发布 Kinetis W 系列微控制器芯片之前，着手对该

款芯片进行深入地先期研发，设计相应的硬件评估电路板；根据嵌入式系统软件设

计思想，对芯片外设驱动程序模块进行一定的抽象与封装，开发设备驱动软件；同

时，将面向工业控制的 SMAC 协议移植到微控制器中去；并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无线

传感网络的无线重编程机制WSN_OTAR，提高了WSN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为该微控制器的推广和应用，做好了铺垫。 

1.4 课题设计目的及意义 

对于 WSN 系统应用开发人员，在使用刚发布的微控制器芯片时，必须要对该

款芯片具有一定的应用基础研究。而对于高校或者研究机构而言，若能够在芯片正

式发布上市之前，对芯片进行一定程度的预研发工作，这将会大大缩短业界相关公

司对该款芯片的研发周期，降低投入的开发成本，推动整个行业的向前发展。本文

以飞思卡尔公司推出的基于 Cortex-M0+内核的 KW01 无线射频芯片为研究对象，结

合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构件化设计思想，编写芯片各个硬件外设模块的驱动软件，并

移植了面向工业控制领域的 SMAC 协议栈，同时提出了面向 KW01 芯片的无线重编

程机制 WSN_OTAR。这对 KW01 芯片的推广应用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1）本文根据嵌入式硬件构件化设计原则，设计了基于 KW01 无线射频芯片

的无线节点 SD-WSN，为用户提供了可配置、可裁剪的无线 WSN 节点硬件平台，

有效地提高了硬件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在硬件设计中，对无线射频前端电路、

最小系统核心电路和电源模块电路的设计规范、原则和基础理论进行阐述与总结，

为 WSN 无线节点硬件设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同时，根据嵌入式系统软件设

计规范，对 SD-WSN 无线节点的各个外设模块驱动软件进行了抽象、封装与构件化

设计，给出了功能清晰的对外接口，能够大大缩短用户应用开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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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MAC 协议栈是一种基于 IEEE 802.15.4，并面向工业控制领域的无线传

感网络通信协议。该协议栈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飞思卡尔推出的多款 ZigBee 芯片产

品中。通过对 SMAC 协议栈进行一定的裁剪和扩展，使其移植到 SD-WSN 无线节

点中，在降低数据冲突碰撞的同时，提高了无线传感网络的吞吐量和信道利用率。 

（3）为了提高由 SD-WSN 无线节点所构建的无线传感网络的扩展性和适应性，

同时延长整个无线网络的生命周期，本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小规模无线传感网络的

无线重编程机制 WSN_OTAR。该机制可以在 WSN 系统首次被部署后通过无线方式

对其进行软件更新和网络功能再升级。因此，维护人员无需亲临应用场景现场，即

可完成 WSN 节点中程序的更换，大大降低了维护成本。 

（4）以制作的 SD-WSN 无线节点为核心设计一种可调功率的照明控制系统作

为应用实例，有效验证了本课题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利用实践对理论进行了论证。

同时，本文设计的可调功率照明控制系统对业界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对智能照明

和智能控制领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5 本文主要工作和论文结构 

本文一共分为七个章节，下面给出了各个章节的内容安排：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通过查阅参考文献和其他资料，分析总结了基于

Cortex-M0+内核的 Kinetis 无线射频芯片应用研究的课题背景，同时结合课题背景阐

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各个章节的内容安

排。 

第二章概括总结了基于KW01无线射频芯片的软硬件设计过程中涉及到的基础

知识要点，为本研究课题的深入探讨进行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设计流程归纳。同时，

概述了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结构、SMAC 协议栈优化设计原则，并提出了面向 KW01

芯片的无线重编程技术设计方案。 

第三章搭建了 Kinetis 无线射频模块硬件平台，主要为 SD-WSN 无线节点硬件

电路的设计。根据嵌入式硬件构件化设计原则，给出了包括最小系统核心电路、电

源模块电路、射频前端电路等在内的硬件模块设计方案并对所涉及的相关技术要点

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同时，参照嵌入式系统设备驱动软件的设计思想，对芯片外设

驱动程序进行抽象、封装和构件化设计，实现了芯片 ADC 和 SCI 等外设驱动软件。

最后，结合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平台的测试流程，设计并给出了适用于 KW01 无线节

点的 PC 方测试软件，以验证软硬件平台设计的正确性。 

第四章对面向工业控制的 SMAC 通信协议栈进行一定的裁剪和扩展，并将其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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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到 SD-WSN 无线节点上。在分析与研究基于 Zigbee 芯片的 SMAC 协议栈的基础

上，充分利用 KW01 无线射频收发器的硬件特性，扩展了 SMAC 协议栈的物理层和

MAC 层，同时提取并抽象了 WSN 各层之间的功能逻辑，给应用层提供了规范统一

的调用接口。 

第五章通过分析 KW01 芯片的 RAM 及 FLASH 存储空间映射结构，移植了

Bootloader 芯片固件程序，并结合 KW01 的 MCU 机器码格式，设计无线重编程的

代码分发机制，提出并设计了一种面向KW01芯片的无线重编程机制WSN_OTAR。 

第六章设计了基于 WSN 的可调功率照明控制系统，给出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系统硬件平台设计，节点软件设计以及 PC 方监控软件的设计与实现。以验证了本

文工作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第七章对本文研究工作进行总结，针对本课题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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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基础及设计要点 

在设计与实现一个稳定、可靠的 WSN 应用系统的软硬件平台时，必须具备一

定的理论基础知识。根据 WSN 应用系统的一般设计开发流程，同时结合本研究课

题的设计目标，该系统的软硬件平台设计主要涉及无线射频电路设计、无线网络拓

扑结构、芯片设备驱动设计、无线通信协议栈以及无线重编程技术的相关技术基础。

本章阐述的多个设计方案贯穿了整个研究课题的实现过程，指明本课题的可行性，

并明确了本文的工作方向。 

2.1 无线射频收发电路技术概要 

2.1.1 无线资源的分类及使用 

作为无线电信号传输有效信息的载体，无线电频率资源是分布于自由空间中的

一种宝贵资源。无线电频率的范围从数 3Hz 到 300GHz
[17]，在此频段范围内可以划

分成表 2-1 所示的 11 个频带，而作为商业用途开发的无线电频率只是占其中的一部

分。 

表 2-1 无线电频率的划分和使用[17]
 

频段名称 频率范围 波段名称 波长范围 典型用途 

极低频（ELF） 3～30Hz 极长波 100～10Mm 深海通信 

超低频（SLF） 30～300Hz 超长波 10～1Mm 深海通信 

特低频（ULF） 300～3000Hz 特长波 1000～100km 地波通信 

甚低频（VLF） 3～30KHz 甚长波 100～10km 航海通信，无线电导航 

低频（LF） 30～300KHz 长波 10～1Km 调幅广播，导航信标，业务无线电 

中频（MF） 300～3000KHZ 中波 1000～100m 调幅广播，航海通信，航空通信 

高频（HF） 3～30MHz 短波 100～10m 短波广播，业余无线电，雷达信号 

甚高频（VHF） 30～300MHz 米波 10～1m 调频广播，电视，雷达信号 

特高频（UHF） 300～3000MHz 分米波 1000～100mm 
电视，移动电话，无线网络，卫星通信，

业余无线电，雷达信号 

超高频（SHF） 3～30GHz 厘米波 100～10mm 无线网络，卫星通信，雷达信号 

极高频（EHF） 30～300GHz 毫米波 10～1mm 微波通信，射电天文，遥感，雷达信号 

不同的传输频段，对应不同的无线信号传输特性。频率越低，波长越长，传播

损耗越小，无线信号覆盖范围越广。然而，低频通信资源紧张，目前主要应用于无

线广播通信、电视、导航系统等领域；高频通信资源虽丰富，通信频段较大，但信

号能量衰减严重，抗干扰能力差，通信距离较短，系统成本也相对较高。本研究课

题的主要研究对象—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无线射频收发器，主要工作在

290~340MHz、424~510MHz 以及 862~1020MHz 无线频段[18]，这些频段均属于 U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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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High Frequency，UHF）频段。与目前市场上较为流行的 ZigBee 射频芯片相

比（其信号传输频率为 2.4GHz，工作于 SHF 频段），KW01 无论是在射频传输的可

靠性和稳定性方面，还是在信号系统的成本及实现难度方面，都更符合 WSN 应用

系统的发展需求。 

2.1.2 无线收发设备的工作原理 

无线射频系统由射频接收和射频发送两部分组成，如图 2-1 所示。射频接收机

的典型功能为对接收到的无线信号进行滤波、功率放大、解调等操作，而射频发射

机则是实现基带信号的调制、变频、功率放大等功能。 

 

 

 

 

 

 

图2-1 射频系统结构简图 

1．发射机 

无线电的发射机主要由信号发射源、功率放大器和频率源三大部分组成。其中，

发射源的主要作用为调制；频率源是为调制器和上变频器提供符合通信要求的振动

信号；功率放大器则是将信号发射源输入的信号放大到所需的功率电平，具有无线

信号功率放大作用。 

在射频系统的发射机部分，最为核心的功能就是提供一定频率、一定功率的无

线电波，用以承载无线信号[19]。衡量发射机性能的最主要指标就是信号发射的频率

范围和功率范围。 

2．接收机 

无线电波是通过天线和馈线传至接收机上。无线电的接收机主要由滤波器、功

率放大器（这里指的是低噪声功率放大器）、解调器所组成。滤波器将对接收到的无

线电波进行频率过滤，将符合接收要求的电波信号传至功率放大器[19]。功率放大器

对接收到的无线电进行功率放大以补偿信号在空中的各种损耗。随后，解调器将无

线电信号转换为嵌入式处理器可识别的数字电平信号。 

调制

发射机部分

接收机部分

解调

变频

功率放大

功率放大

滤波

合路器 天线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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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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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射频系统的接收机部分，噪声系数和灵敏度用于描述接收机对微弱信号的接

收能力，是评估衡量接收机性能的主要指标。 

2.1.3 无线功率放大技术 

无线电信号的传输距离一般会受到发送设备的功率、接收设备的灵敏度、自由

空间传输损耗、天线的增益、噪声干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通信距离与发射

功率、接收灵敏度和工作频率有着直接的联系。根据电磁波传输相关理论可知，其

在自由空间传播时的无线通信距离计算公式： 

Lfs = 32.44 + 20*lg(dkm)+ 20*lg(fMHz)dB 

上述公式中 Lfs 为传输损耗，d 为传输距离，频率的单位为 MHz。 对于无线传

感网络系统来说，低发射功率和高通信频率限制了其信号覆盖范围。为扩大覆盖范

围，可通过增强发射功率、提高接收信号的灵敏度和天线增益等方式来增大无线信

号的收发距离以解决无线设备之间的可靠传输等问题。 

1．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PA） 

PA 的作用是将发射机的调制振荡电路所产生的射频信号功率，经过一系列的功

率放大，获得足够的射频功率后，馈送到天线上并辐射至自由空间中[19]。 

2．低噪声放大器（Low Noise Amplifier，LNA） 

LNA 是处于接收机最前端的一个射频模块，其作用为对天线从空中接收到的微

弱信号进行放大，有效地减少了信号中的噪声干扰，从而提高了相对灵敏度，扩大

了接收机侦听无线信号的范围[20]。 

2.2 无线传感网络拓扑 

无线传感网络是一种由大量功耗低、体积小、处理能力有限的无线传感器节点

所组成的，能够用以对被感知对象的物理信息进行实时采集、监测的智能网络系统

[21]。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军事、安防、环境、交通以及家庭生活等领域。作

为影响无线网络可靠传输、数据吞吐量以及信道利用率的重要因素，网络拓扑的构

成是无线传感网络应用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热点研究问题。 

2.2.1 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的基本概念 

在无线传感网络中，终端层主要由大量体积微小、计算能力及通信带宽十分有

限的嵌入式设备模块组成[21]，因此除了需要设计高效的通信协议外，还有必要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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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络拓扑结构优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无线传感网络而言，良好的网络拓扑

结构优化能够提高通信效率，为数据的汇聚与融合、时间同步等方面提供硬件网络

基础，有利于延长整个网络的生命周期。典型的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2-2 所

示。 

 

 

 

 

 

 

 

 

 

 

 

图2-2 典型的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结构 

在无线传感网络中，对网络拓扑结构的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减小无线网络中的数据冲突率，提高通信中数据的可达率。在实际应用环

境中，部署无线传感器节点的网络拓扑将会对通信效率造成直接影响。如果对 WSN

应用系统的终端节点采用过于密集的拓扑结构部署时，将会加剧节点之间的数据网

络风暴，降低通信效率，造成节点的发送能量浪费。 

（2）影响 WSN 系统的生命周期。根据所应用的无线射频芯片的硬件特性，采

用合理的无线网络拓扑结构部署 WSN 系统，可以在保证无线网络连通性和通信数

据覆盖度的同时，节省各个无线节点的发射能量，延长整个网络的生命周期。 

（3）为 MAC 层协议、路由协议提供可靠的物理保障。只有根据 WSN 系统实

际部署的拓扑结构位置，才可确定网络中哪些是路由节点、哪些是终端设备节点。

不同的拓扑结构决定了不同的路由算法以及 MAC 通信协议。 

2.2.2 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结构的分类 

WSN 中的各个通信节点，按照一定的网络拓扑结构构建成一个完整的 WSN 系

统，以完成既定的功能和任务。WSN网络拓扑结构一般有如图 2-3所示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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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三种无线传感网络拓扑结构 

（1）星状网络拓扑结构 

星状结构是一种以单跳（single-hop）方式为通信基础的传统网络拓扑结构[21]。

在该种类型的无线网络中，所有终端节点只能与数据管理中心节点进行数据交互，

而终端节点之间彼此不建立数据连接。所以，这对数据管理中心节点的计算、任务

处理能力及节点资源要求较高，并且只适用于静态路由进行数据帧分发，限制了其

大规模的应用。另外，由于受节点的射频发射功率的限制，节点之间的距离相对较

近，容易产生数据冲突，这将降低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实时性。因此，这种网络拓

扑结构不适合用于构建大规模的 WSN 应用系统。 

（2）网状网络拓扑结构 

网状结构是一种以多跳（multi-hop）方式为数据交换基础，并通过动态路由算

法选择最佳通信链路以进行数据传输的网络拓扑结构。由于在网络中存在多条数据

通信链路可到达目标节点，因此这种类型网络的故障修复能力和系统容错能力较强、

可扩展性较好。另外，WSN 系统以多跳代替单跳传输，节省了其中每个节点发送数

据时的能量消耗，降低了系统整体的功耗输出。然而，因为无线传感器节点数量大、

分布随机分散，且拓扑结构变化无规律，所以在网状网络中进行多跳路由查找以求

全局最优路由路径及路由维护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各个节点间需要交换各自维护

的一张可表示邻居节点关系的局部路由信息表，这将是以高冗余数据传输为代价的。 

（3）混合网络拓扑结构 

混合结构是一种兼具星状结构的简单、易控以及网状结构的多跳和自愈优点，

且适用于构建大规模无线传感网络的分层式网络结构。在该类型的网络中，传感器

节点通过数据管理中心指定或自组织的方式构成了各个独立的簇树（cluster tree），

每个簇树有其相应的簇首（cluster head）[21]。由簇首负责对簇树内的各个节点进行

控制，包括对数据进行汇聚、融合及处理，随后上传给数据管理中心。通过该种网

中心管理节点

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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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拓扑结构构建无线网络，在减少数据帧路由和数据处理开销的同时，降低了网路

中数据传输的负载和能量消耗。 

2.3 硬件设备驱动软件设计规范 

嵌入式系统是软件与硬件的综合体，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相辅相成[22]。对于任

何嵌入式应用系统而言，芯片的硬件设备驱动软件是处于底层硬件与应用软件之间

的一层软件层，直接工作在芯片的各个硬件模块上，为应用软件提供既定的驱动软

件服务。因此，芯片的设备驱动软件开发在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将直接关系到整个嵌入式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可维护性。良好的底层驱动

构件具备如下设计规范： 

（1）封装性：在内部封装实现细节，采用独立的内部结构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

依赖。调用者只通过构件接口获得相应功能，内部实现的调整将不会影响构件调用

者的使用。 

（2）描述性：构件必须提供规范的函数名称、清晰的接口信息、参数含义与范

围、必要的注意事项等描述，为调用者提供统一、规范的使用信息。 

（3）可移植性：底层构件的可移植性是指同样功能的构件，如何做到不改动或

少改动，而方便地移植到同系列或不同系列芯片中，以尽量减缩短开发周期。 

（4）可复用性：在满足具体应用的使用要求时，构件应该在尽量不经过任何修

改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使用。特别当使用同一款芯片开发多个项目时候，底层驱动

构件应做到可复用。可复用性使得调用者在使用构件时不因底层实现的变化而有所

改变。可复用性提高了嵌入式软件的开发效率、可靠性与可维护性。 

2.4 SMAC 协议栈的优化设计原则 

SMAC 协议栈是一种由飞思卡尔公司为其已上市的多款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

而推出的应用软件解决方案，具有低功耗、自组网、动态路由和代码开源等特点[23][24]。

由于飞思卡尔公司目前尚未正式发布 KW01 芯片，市场上还没有任何可应用的网络

通信协议栈。因此，本研究课题在参考之前多款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实现方案的基

础上，结合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硬件特点，对 SMAC 协议栈进行移植与实现，并

提出优化设计方案。其中，协议栈的优化设计原则如下： 

（1）精简设计原则：无线传感网络不同于传统的计算机网络，存在网络中无线

节点的处理性能较低、可用的硬件资源较少、传输带宽不高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

决定了其通信协议栈应尽量精简，不宜过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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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棒性原则：WSN 系统同其他面向工业控制领域的嵌入式系统一样，对

系统的可靠性、实时性及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因此在移植与实现 SMAC 协议栈时，

应尽量保证其物理层、MAC 层中的服务函数能为应用层提供安全稳定的可靠传输

服务，避免在进行函数调用时出现异常状况。 

（3）内存可靠实用原则：对内存的可靠使用是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一个

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对协议栈进行优化时，应以基于链表和指针的队列数据结构来

有效管理节点存储空间，尽量避免使用全局静态数组作为存储拷贝数据的方式；定

义及使用指针时，必须初始化，防止产生空指针；使用申请的内存空间时，检测缓

冲区溢出，并为内存中的缓冲区预留不小于 20%的冗余。 

2.5 无线重编程技术设计方案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大量整合了感知、计算、存储和通信能力的传感器节点以

自组织方式组成的网络，大范围部署在物理环境中，广泛应用于环境监测、地质活

动、建筑物受损情况检测等场景[1]。传感器节点是一种资源受限的嵌入式设备，其

能量、处理能力、存储能力和通信带宽十分有限。 

基于具体应用场景，传感器节点一旦被部署后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无人

工干预的状态[125]。当有必要进行功能扩展或软件升级时，则需要对已部署的整个无

线网络进行代码更新。在网络规模巨大或节点所处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通过人工手

工方式对网络中所有节点进行代码更新将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任务。因此，设计

并实现一种远程可靠代码更新机制是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本文在已搭建的 SD-WSN 无线节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远程代码更新中可靠性

传输、节点资源有限、实时更新和与平台无关性等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一种无线重

编程机制 WSN_OTAR。以下为本机制的设计方案： 

（1）在查阅相关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与研究当前主要的代码分发协议，如

Deluge、MOAP、XNP 等，借鉴这些协议的设计优点。 

（2）通过详细分析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 RAM、FLASH 存储空间结构，设

计 Bootloader 固件程序，以完成对更新代码的重组以确保无线重编程的正确性。 

（3）在研究 KW01 芯片的 MCU 机器码格式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无线重编程过

程中的“总代码摘要”、“代码段”数据帧的结构格式，并设计简化而高效的代码分

发算法，在有效防止网络风暴的同时，提高无线重编程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4）在接收更新代码时，采用代码丢失重传机制和代码重组算法，为无线重编

程的正确性提供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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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计有效的性能评估方案，采用多种单次代码更新实验对本文的研究成果

进行实际与理论的评估分析对比，以验证该设计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2.6 本章小结 

本章的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首先阐述无线射频收发电路涉及的基础知识，包括无线资源的分类及使用、

无线收发设备的工作原理、无线功率放大技术等知识点。 

（2）讨论了目前三种主要的无线网络拓扑结构，给出了其基本概念，同时分析

了这三种拓扑结构的特征和优缺点。 

（3）按照嵌入式系统软件构件化设计思想，给出了硬件设备的驱动软件设计规

范，为 KW01 的芯片驱动软件编写提供了设计原则。 

（4）深入研究 SMAC 协议栈的优化设计方案，同时综合考虑 KW01 芯片的硬

件射频特性，阐述了移植与实现该协议的参考要点。 

（5）探讨了本课题重要研究内容—无线重编程机制的总体设计方案，详细阐述

了该机制的设计流程和相关要点。该流程是本文稍后相关研究工作与实践内容的基

础与设计蓝本。



基于Cortex-M0+内核Kinetis无线射频模块的应用研究            第三章 SD-WSN底层软硬件平台设计与实现 

17 

第三章 SD-WSN 底层软硬件平台设计与实现 

为了简便高效地对基于 Cortex-M0+内核的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相关应用进行

深入研究和探讨，本章设计了以 KW01 射频芯片为核心的 SD-WSN 底层平台。该平

台包含了 SD-WSN 无线节点的软硬件设计两部分。其中，SD-WSN 无线节点的硬件

设计部分，包含了 KW01 无线射频芯片最小系统、Sub-1G 无线射频前端电路以及其

他相关功能电路，为底层设备驱动软件的设计搭建了运行环境载体。同时，遵循基于

构件化的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思想，为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每个硬件外设模块编

写结构清晰、接口明确的底层设备驱动软件。 

3.1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简介 

KW01 芯片是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于 2013 年最新推出上市的一款工作于 1GHz

频率以下的基于 ARM Cortex-M0+内核的无线射频芯片解决方案，可支持工作于包括

290~340MHz、424~510MHz 以及 862~1020MHz 的无线通信频率在内的无线频段。该

芯片具有低功耗、高性能和高度集成等特点，适合应用于智能家居、医疗和工业监控

等对功耗有较高要求的智能远程控制领域，内部硬件资源丰富，其结构框图如图 3-1

所示。具有如下特点[18]： 

（1）内部集成了一个 UHF 射频收发器 SX1233 和一个具有超低功耗的 32 位基

于 ARM Cortex-M0+内核的 MCU，其中 SX1233 与 MCU 通过内部 SPI 接口通信。 

（2）带有 64 字节 FLASH 缓存的 128K 字节 FLASH 程序空间和 16K字节 RAM，

最高总线频率可达 96MHz，并且具有多种低功耗模式，适用于多种远程监控场景。 

（3）采用 60 引脚的 LGA 封装，8*8mm 的尺寸，具有节约外设印刷电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PCB）体积大小的特点，方便产品设计。 

（4）提供丰富的硬件外设接口，具有 SCI、SPI、IIC、TSI 等标准通信接口。并

且，内部集成了低功耗定时器、ADC 采集和 DMA 传输等功能模块，同时可通过软

件编程配置最多可获得 33 个 GPIO，资源丰富。 

（5）无线射频收发器内部集成了双向级联、单向功率放大器（PA，power amplifer）、

低噪声放大器（LNA，Low Noise Amplifier）、收发控制开关、温度传感器以及低电量

指示器等，支持单/双端天线接口等特点，使得无线射频电路外围所需的分立电子元

件较少，简化了射频电路设计的复杂度。 

（6）无线射频收发器具有极低的能耗，处于接收模式下的电流为 16mA，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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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耗电流为 100nA。在 Sub-1GHz 的频段范围内具有 FSK、GFSK、MSK、GMSK 和

OOK 的调制能力。通过软件编程配置，可以设置调节在-18dBm 到+17dBm 范围内的

无线发射功率。具有较高的接收灵敏度，最低至-120dBm（1.2kbps）。 

（7）附带 CRC 校验和 AES-128 安全加密功能。支持多种低功耗的接收模式，

带有 66 字节的发送接收 FIFO，并可进行自动包过滤。 

 

 

 

 

 

 

 

 

 

图3-1 KW01无线射频芯片内部硬件结构框图 

3.2 SD-WSN 无线节点硬件设计 

作为整个 WSN 系统的终端设备、路由节点，WSN 无线通信节点的硬件设计是

否合理、是否通用将直接决定了整个 WSN 系统的健壮性、稳定性和可维护性。在进

行节点硬件设计时，根据嵌入式硬件构件化设计原则，同时充分考虑到系统性能（无

线收发距离、处理任务速度、低功耗模式等）、可扩展性（对外扩展通信接口）和抗

干扰性（屏蔽电磁干扰）等关键要素，设计了能够为用户提供可配置、可裁剪的

SD-WSN 无线节点整体解决方案。SD-WSN 无线节点包含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最

小系统、电源模块、Sub-1G 无线射频电路等其他模块的所有电路。在具体电路设计

时，将各个模块的设计独立为一个硬件单元构件，为其定义功能明确的输入和输出接

口，这样降低了无线节点硬件系统整体的耦合性，方便成型后对系统的整体调试与评

估。 

SD-WSN 无线节点硬件的实物图见附录 C.1 和附录 C.2，在实物 PCB 的各个引脚

上标明了各个管脚的具体作用。SD-WSN 底层平台的硬件结构框图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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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SD-WSN无线节点硬件结构框图 

3.2.1 电源模块构件设计 

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稳定可靠的电源至关重要，是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的重要保

障。在设计嵌入式系统电源模块时，除了要考虑其准确的输出电压之外，还需要充分

考虑所选型的电源转换芯片在额定的输出电压下所能提供的最大负载电流。参考飞思

卡尔公司提供的 KW01 硬件芯片手册的建议，KW01 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为 1.8V 到

3.6V 之间。根据 SD-WSN 硬件平台的总体设计方案，由 SD-WSN 无线节点的扩展外

设底座通过 USB 接口供电，USB 接口能够为其提供 5V 的电源电压，因此可以考虑

选择一款 5V 转 3.3V 的电源转换芯片以简化硬件电路的设计。综合考虑电源转换芯

片的成本、性能、功耗和电压保护等重要因素，选择采用 SPX3819 作为无线节点的

电源转换芯片，其原理图设计如图 3-3 所示。该电源转换芯片可以将 5V 的电源输入

转换为稳定的 3.3V 输出，并能在额定电压下提供 500mA 的系统最大负载电流[26]。 

 

 

 

 

 

 

 

图3-3 电源模块原理图 

基于一些特殊应用场景的要求，SD-WSN 无线节点也可以采用电池供电的方式工

作。使用两节 5 号干电池串联的方式，即可为系统提供 3V 的电压。在无法使用 USB

接口取电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供电方式。 

电源模块

无线射频芯片

最小系统

Sub-1G无线

射频系统

无线收发通道

节点外设

扩展系统

GPIO、SCI、IIC

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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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SD-WSN最小系统构件设计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最小系统是指可以保证内部程序正常运行所必须的最小规模

的外围电路，主要由电源滤波电路、复位电路、调试接口电路和晶振电路等构件组成。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最小系统构件原理图可参见附录 A。 

1．电源滤波电路 

在实际应用中，嵌入式系统需要由大量的电源类引脚提供足够的电流容量并保持

芯片电流平衡，同时所有的电源引脚必须接适当的滤波电容以抑制高频噪音以提高电

路抗干扰能力和系统的稳定性[27]。 

 

 

 

 

 

 

 

 

 

图3-4 电源滤波电路 

图 3-4 为 KW01 最小系统构件中的电源滤波电路。在给 KW01 无线射频芯片提

供额定的电压时，还需要在电源引脚上添加 10uF、0.01uF和 0.1uF的电容来增强KW01

最小系统的电磁容错性，确保系统电源的稳定输入，并降低因电源波动为嵌入式系统

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2．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主要用于在对芯片软硬件调试时提供手动复位。为使嵌入式系统因为软

件因素而出现死机的状况得到及时的修复，因此需要为 KW01 的最小系统构件设计

简单的复位电路。 

KW01 芯片的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因此在芯片正常运行的时候复位引脚呈高电

平状态，有需要时通过外部电路拉低复位引脚以使芯片复位。如图 3-5 为 KW01 最小

系统的复位电路，其中 RESET_B 连接芯片的复位引脚RESET，该引脚通过阻值为

10KΩ的电阻 RR1 上拉至 3.3V 的电源。RESET_B 引脚平时为 MCU 输出高电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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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复位按钮 RK1 后，ResetLight 指示灯亮，该引脚处于低电平状态，使芯片复位。

此外，为了尽量减小电源波动而产生的干扰信号，在电路中添加了值为 0.1uF 的高频

滤波电容 RC1。 

 

 

 

 

 

 

 

图3-5 复位电路 

 

 

 

 

 

 

 

图 3-6 SWD 调试接口电路 

3．SWD调试接口电路 

KW01 无线射频芯片内部集成了基于 ARM CoreSight 架构的 SWD（Serial Wire 

Debug）串行有线调试接口[18]，该调试接口在限制输出引脚和其他可用资源情况下，

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SWD 调试接口仅需要两根线，数据输入/输出线 SWD_DIO 和

时钟线 SWD_CLK 即可实现程序下载和调试功能。图 3-6 为 SWD 调试接口电路。 

4．晶振电路 

晶振电路为嵌入式最小系统及其包含的其他模块提供准确的工作时钟。根据飞思

卡尔公司发布的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硬件设计参考手册，KW01 可选的晶振电路解决

方案一共有三种：外部单晶振、外部双晶振和外部时钟源[18]。其中，使用双晶振或外

部时钟源是一种高成本高精度的 MCU 工作时钟解决方案。 

KW01 内部集成了一个约为 32kHz 的内部参考时钟，其精度相对不高，但经过校

准后可以满足 MCU 的工作要求，包括芯片复位启动时钟和低功耗模式的唤醒时钟等

多种具体应用场景。同时考虑到 SD-WSN 无线节点的成本、稳定性、简化硬件设计

等多个因素，在设计晶振电路时采用外部单晶振方案，如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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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RF外部晶振电路 

该部分使用一个大小为 32MHz 的外部晶振作为 KW01 芯片内部所集成的无线射

频收发器的晶振源输入。通过软件配置，可以将无线射频收发器的时钟分频，同时使

用芯片的 CLKOUT 引脚输出以驱动基于 Cortex-M0+内核的 MCU 正常工作。 

3.2.3 Sub-1G无线射频电路构件设计 

1．无线射频天线选型 

天线是无线设备收发电磁波信号的一种重要电子部件。无论是无线电通信、广播、

电视、雷达、导航、电子对抗、遥感等通信工程系统，凡是利用电磁波来传递信息的，

都要依靠天线来进行工作[19]。因此，射频天线对于无线节点通信也是至关重要，天线

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无线信号收发质量，影响无线信号的收发距离。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天线主要有 PCB 天线、Chip 天线和 Whip 天线。其中，PCB

天线成本较低，但设计难度较大，需要考虑的无线射频因素较多；Chip 天线，即陶

瓷天线，体积小，成本适中，适合用于较短距离通信的应用场景；Whip 天线性能最

好，无线信号放大效果明显，成本相对较高。 

综合考虑信号增益、阻抗匹配、信道带宽、节点尺寸、通信稳定和成本等因素，

本文选用符合 SMA（SubMiniature Version A）标准接口的 Whip 天线作为 SD-WSN

无线节点的射频天线，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的需要。 

2．Sub-1G射频电路的研究与设计 

由于KW01无线射频芯片内部集成了工作于 Sub-1GHz无线频段下的无线射频收

发器 SX1233，相比飞思卡尔公司先前推出的其他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来说，其无线

收发距离更远。同时，鉴于其内部集成了双向级联、单向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

所以在设计无线节点的射频前端电路时，无需考虑采用外扩功率放大器和低噪声放大

器来加强无线信号的增益以增加无线传输距离的设计方案。同时，无线射频收发器

SX1233 可支持两种无线收发工作模式：标准功率输出模式和增强功率输出模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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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大功率无线传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 

另外，又可将天线分为单端天线和差分天线。单端天线又称为非平衡天线，差分

天线又称为平衡天线。KW01 无线射频芯片与飞思卡尔公司之前推出的 MC1321X、

MC1322X 和 MC1323X 系列的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所使用的差分天线不同，KW01

采用的是单端天线接口。因此，不需要使用巴伦（平衡/不平衡变压器）电路进行正

反电压变化。这将简化 SD-WSN 无线节点中 Sub-1G 无线射频前端电路的硬件设计，

降低射频硬件的设计复杂度，缩短芯片应用开发周期。其中，单端天线主要依靠地

（ground）作为参考信号，它的特性阻抗一般为 50Ω
[13]。 

1）射频传输线路的功耗分析 

本课题所研究的 KW01 无线射频芯片工作于 1GHz 以下的无线频段，根据前面章

节的所述无线电频率划分表可知，该无线频段属于特高频（UHF），其波长一般以 cm

为度量单位。所以，在射频电路中，当无线电波长与分立电子元件的几何大小及 PCB

的敷铜导线长度相比拟时，会产生传输线路的特性阻抗，增加电路的辐射损耗，降低

射频源的发射输出功率。因此，在绘制射频前端电路的 PCB 图时，合理选择敷铜导

线的走线宽度将会改变传输线路的特性阻抗，当其与射频源的特性阻抗相匹配时候，

可以有效降低发射功率损耗，从而提高无线节点的收发距离。 

根据半导体特性阻抗的近似表示式[28][29]，同时结合基尔霍夫电压和电流定律理

论公式，作为一级近似，与 PCB 板的厚度 h 相比假定线路的厚度 t 能够忽略，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可利用与线路相关尺寸（w 和 h）以及介电常数  有关的经验公式，

可得一般 PCB 中的传输导线的特性阻抗  为： 

                           
  

        
       

 

 
 

 

  
                   （3.1） 

其中         =376.8Ω 为自由空间的波阻抗，w 为传输导线的宽度，    是由

下式计算公式给出的有效介电常数： 

                
    

 
 

    

 
      

 

 
 
    

         
 

 
 
 

         （3.2） 

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射频电路需要具有 50Ω 的特性阻抗，则可以根据所选用的

PCB 板材类型对应的介电常数、厚度及无线频率，同时结合敷铜传导线的特性阻抗

与介质厚度比 w/h 的规律曲线，可求得线路的设计宽度，从而降低射频系统的有线传

输功率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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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射频低通滤波器模型的分析与设计 

由于在设计射频电路时，对高频信号中的特定频率或频段内的频率分量做加强或

衰减处理是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对无线射频信号进行滤波。 

根据基本电路理论，可以讲滤波器分为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四大类[19]。

针对滤波器的不同种类，主要考虑以下参数特性： 

（1）RF 插入损耗：在理想情况下，插入到射频电路中的滤波器，不应在其通带

范围内引入其他功率损耗[29]。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无法消除滤波器固有的、某种程

度的功率损耗。插入损耗可以定量地描述功率响应幅度与 0dB 基准的差值[29][30]，其

数学表达式为： 

                           
   

  
               

               （3.3） 

其中，  是滤波器向负载输出的功率，   是滤波器从信号源得到的输入功率，     

是从滤波器对信号源的反射系数。 

（2）回波损耗：又称为反射损耗。在高频电路中，反映了由于传输线路阻抗不

匹配而产生的入射波能量反射的比例。 

（3）波纹：从射频电路中的滤波器理论知识可知，通过定义的波纹系数以描述

通带内信号响应的平坦度，并采用 dB 为单位表示响应幅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4）带宽：定义了滤波器对通带内对应于 3dB 衰减量的上边频和下边频的频率

差值： 

                               
      

   
                      （3.4） 

（5）矩形系数：该指标是 60dB 带宽与 3dB 带宽的比值，其描述了滤波器在截

止频率附近响应曲线变化的陡峭程度[30]： 

                         
      

      
  

       
    

  
      

                      （3.5） 

（6）阻带抑制：在理想情况下，都希望滤波器在阻带频段内具有无穷大的衰减

量。然而，在实际射频电路的设计中，一般只能得到与滤波器元件数目相关的有限衰

减量[27]。在实际应用中，为了使阻带抑制与矩形系数建立联系，通常以 60dB 作为阻

带抑制的参考设计值。 

在充分参考三种滤波器衰减系数与无线频率的关系曲线图的前提下，结合 KW01

芯片无线射频收发器 SX1233 的射频特性，在对射频前端电路的设计部分采用椭圆函

数低通滤波器。图 3-8 对比了椭圆函数、二项式（巴特沃斯）及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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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衰减变化曲线[29]。其中，巴特沃斯滤波器具有单调的衰减曲线，在实际设计中比较

容易实现，但想要在通带和阻带之间实现陡峭的过渡衰减变化，则需要更多的分立电

子元件，这会增加硬件设计成本；切比雪夫滤波器可以得到较好的陡峭过渡衰减曲线，

在通带内的衰减曲线有某种程度的起伏（即为波纹），并且其衰减曲线的波纹在通带

或阻带内保持相等的幅度；相比前两种滤波器，椭圆函数滤波器在通带和阻带之间的

过渡变化最为陡峭，缺点在于其在两端具有波纹影响。 

 

 

 

 

 

 

 

图3-8 三种低通滤波器的实际衰减曲线图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射频外围元件数量，降低传输线损耗，并且使滤波器保持良好

的截止频率特性，在设计射频前端电路时采用如图 3-9 所示的 2 阶椭圆函数低通滤波

器模型。 

 

 

 

 

 

 

图3-9 2阶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模型 

由于椭圆滤波器传输函数是一种较复杂的逼近函数，利用传统的设计方法进行电

路网络综合分析需要进行较为繁琐的数学计算。因此本文利用查表计算法，查阅 2

阶 0.1dB 波纹的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模型中的各归一化的值，并根据所需要的无线信

号中心频率及带宽分别算出归一化耦合系数和滤波器耦合系数，从而选择适当地谐振

电感值。然后，依次算出谐振电容及各个耦合电容值并结合前端网络端口的特性阻抗

值进行变换，最终得到理论计算值。2 阶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电路中的各个电子元件

值的具体设计步骤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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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的具体设计步骤 

3）射频匹配网络原理的分析 

由射频电路基础理论可知，要尽可能地实现最大发射功率的传输，必须使得半导

体线路及负载的阻抗与射频源阻抗相匹配。在参考多种典型无线射频收发电路设计的

基础上可知，一般在电路中插入一种无源匹配网络进行阻抗匹配以实现源与负载之间

的最小反射，减小功率损耗，同时降低噪声干扰、增加功率容量及提高频率响应的线

性度。通常认为，匹配网络的作用为实现阻抗变换，即将给定的阻抗值变换为其他更

合理的阻抗值以实现射频电路优化[31]。 

为了实现射频系统的设计目标，同时充分考虑设计成本和系统稳定性等问题，本

文使用较为简单且可靠的双元件匹配网络。根据其元件拓扑结构也将其称为 L 形网络

[30][31][32]。该网络使用两个电抗性元件将负载阻抗转换为需要的输入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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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发射机与天线之间的匹配网络设计模型 

图 3-11 所示为由电容和电感两个分立电子元件组成的简单 L 型匹配网络设计模

型，其中，  为无线信号在当前频率点的输出阻抗，  为天线的输入阻抗，  则为 L

形匹配网络的输出阻抗。为了实现无线信号源与负载之间最大功率传输，需要使信号

源的输出阻抗与负载阻抗共轭相等[32]，即为  与  共轭复数相等。因此，阻抗  的

值等于  与电容 C 并联后再与电感 L 串联： 

                        
 

  
      

       
                       （3.6） 

其中，     是电容的电纳，     是电感的感抗。将无线发射机与天线的

阻抗表示为实部与虚部的形式（即         和         ），则可以将上述表

达式转化为： 

                     
      

             
                             （3.7） 

将（3.7 式）的实部和虚部分开，则可得到两个方程： 

                                                       （3.8a） 

                                                        （3.8b） 

求出（3.8a）式中的  并带入（3.8b）式可得一个关于  的二次方程，其解为： 

                        
    

  
  

   
    

     
 

  
    

                        （3.9a） 

由于  >  ，所以根号内的值为正值且大于  
 。为保证（3.9a）式为正值，选取

该式为正号。将（3.9a）式代入（3.8a）式可得到  为： 

                         
 

  
 

          

    
                      （3.9b） 

将实际设计射频电路过程中的参数，包括信号在当前频率点的输出阻抗  和天线

的输入阻抗  ，代入（3.9a）和（3.9b）式即可得出，L 型匹配网络中电容和电感的

近似参考设计值。 

无线发射机

天 线

C

L

G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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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ub-1G射频前端电路的设计 

根据嵌入式系统硬件构件化的设计原则，并综合考虑信号增益、特性阻抗匹配、

低通滤波、信号反射和辐射模型等多个射频电路设计要素，本文采用二阶椭圆函数低

通滤波器结合双 L 形匹配网络的方式设计射频前端电路，给出了图 3-10 的 Sub-1G 无

线射频前端电路设计方案。其中，通过软件配置，可实现两种无线收发工作模式的切

换。 

 

 

 

 

 

 

 

 

 

 

 

图3-12 Sub-1G无线射频前端电路 

图 3-12 中的 VR_PA(RF)引脚通过一个交流性阻断无源网络后，为发送端的功率

放大器 PA 提供无波动的纯净电源。当处于标准功率输出模式时，KW01 芯片主要通

过 RFIO 引脚来进行无线信号的收发。在该模式下，可提供-18dBm 至+13dBm 范围内

的功率输出，通过软件配置，最小功率调节的增量为 1dB。当处于增强功率输出模式，

RFIO 引脚用作信号接收端，而 PA_BOOST 引脚用作大功率信号发送端，通过编程配

置，可切换 PA_BOOST 端为双向级联或单向发射功率增强模式。在增强功率输出模

式下，可提供-18dbm 至+17dBm 范围内功率输出。 

图中剩余部分的电路为二阶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与双 L 形匹配网络的组合，主要

有以下特点： 

（1）在射频天线和收发复用引脚 RFIO 及大功率发射端引脚 PA_BOOST 之间提

供合理的特性阻抗匹配、阻带抑制，降低传输线上的功率损耗，提高发射功率容量。 

（2）在 L 形匹配电路中，通过使用适当的电容和电感的值进行阻抗变换，确保

发射源与负载之间形成最小反射，实现发射功率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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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所需元件量较少的 2 阶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设计方案，在降低射频电

路的设计复杂度的同时，有效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由于在不同的频率点上，无线信号的输出阻抗也有所差异，同时结合上节给出的

椭圆函数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步骤、L 型匹配网络的模型分析及 ADS 软件调试可得两

种无线收发工作模式下，在 434MHz、490MHz、868MHz 和 915MHz 无线频率下的

无线射频前端电路中电容和电感元件的参考设计值。 

表 3-1 Sub-1G 射频前端电路元件参考设计值 

元件名 434MHz 或者 490MHz 868MHz 或者 915MHz 

 双端 单端 双端 单端 

L1 22nH 33nH 33nH 33nH 

L2 短接 短接 2nH 4.7nH 

L3 12nH 12nH 5.6nH 6.8nH 

L4 12nH 10nH 5.6nH 6.8nH 

C2 10pF 10pF 47pF 6.8pF 

C3 2.4pF 2.4pF 断开 断开 

C4 断开 断开 断开 断开 

C5 15pF 15pF 6.8pF 2pF 

C6 15pF 15pF 6.8pF 7.5pF 

C7 8.2pF 8.2pF 3.3pF 5.6pF 

5）ADS软件仿真结果分析 

史密夫图表(Smith chart，又称史密斯圆图，传输线圆图)是一款用于电机与电子

工程学的图表，主要用于传输线的阻抗匹配上[29]。这种图解法使得在同一个图中简单

直观地显示传输线阻抗以及反射系数。其中，反射系数描述了特性线阻抗和负载阻抗

之间的阻抗失配度。本文利用美国安捷伦公司提供高级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Advanced Design System，ADS）对前面章节设计的 Sub-1G 射频前端电路进行了系

统模拟仿真分析，得到了如图 3-13 的 Smith 圆图仿真以及 S 型散射参量的仿真结果。 

 

 

 

 

 

 

 

图3-13 ADS软件仿真结果图 

在 Smith 圆的仿真结果中，433MHz 的频率点基本处于 Smith 圆图的中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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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RF前端电路的特性阻抗与负载阻抗匹配性较好；在S型散射参量—S11仿真图中，

433MHz 的频率点处的 dBS(1,1)约为-38.7dBm，表示该 RF 电路的回波损耗较少，大

部分发射源能量可以被正常传输至天线处；最后，在 S 型散射参量—S21 仿真图中，

433MHz 的频率点处的 dBS(2,1)约为 0dBm，表示 RF 插入损耗较低，椭圆函数滤波器

在其通带范围内损耗的能量较低。 

3.2.4 SD-WSN无线节点硬件测试方法 

稳定的底层硬件是嵌入式系统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是提高系统健壮性和可

维护性的重要基石[22]。一般来说，制作嵌入式硬件平台需要经过包括系统硬件构件设

计、绘制 PCB 板、电子元件选购、焊接等几个步骤。每个步骤都对最后整个嵌入式

系统能否顺利运行至关重要。因此，使用合理而高效的嵌入式系统硬件测试方法不仅

能快速定位硬件问题所在，而且还能缩短整个嵌入式系统的设计、研发和调试周期，

减小后期的维护成本。根据本实验室多年从事嵌入式系统设计的经验，现总结嵌入式

系统系统测试方法如下： 

1．空PCB板测试 

当拿到已经制好的空 PCB 板时，首先要用万用表测试 PCB 板上的电源和地是否

短路。由于不同的 PCB 制板厂的生产工艺有所不同，所制的 PCB 板质量也有所差别，

导致一些制成的 PCB 可能会出现走线短路这样的问题。如果忽视了这个小问题而直

接在空 PCB 焊接电子元件，那么可能会使电源和地短路，直接烧坏板上的各种电子

元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2．电源模块测试 

第一步测试没问题后，即可进行电源模块的测试。在空 PCB 板上焊接上电源转

换芯片和相关的电容、电阻后，使用万用表测试电源模块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待到输

出电压在 KW01 芯片的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之内（1.8V~3.3V），即可进行下一步的测

试环节。 

3．无线射频芯片最小系统测试 

在保证电源模块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焊接最小系统电路的全部电子元件，包括电

源滤波电容、复位电路、SWD 调试接口电路和晶振电路等。待焊接完后，使用 J-Link

程序烧写器将 GPIO 小灯测试程序下载至 KW01 芯片的 FLASH 程序空间，同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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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WSN 无线节点上的小灯是否可以正常运行。根据嵌入式系统设计与调试的经验，

将最小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原因总结如下：晶振虚焊问题导致嵌入式系统无法正常启

动；没将芯片复位引脚上拉或者其虚焊而导致系统一直复位而无法正常工作；最小系

统电子元件没有完全焊接。 

4．SD-WSN无线节点硬件测试结果 

根据本章阐述的有关SD-WSN节点硬件测试详细步骤，对本课题设计的SD-WSN

无线节点继续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3-2 所示： 

表 3-2 SD-WSN 无线节点硬件可靠性测试 

测试对象 测试方法 测试结果描述 

 

SD-WSN 无线节点 

空板测试 节点 PCB 的电源和地未出现短接 

电源测试 SPX3819 电源转换芯片输出为正常的 3.3V 

最小系统测试 可对芯片进行擦写程序，GPIO 和 UART 模块均正常 

3.3 底层设备驱动软件设计 

3.3.1 基于构件化的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原则 

嵌入式软件构件（Embedded Software Component, ESC）是实现一定嵌入式系统

功能的一组封装的、规范的、可重用的、具有嵌入特性的软件单元，是组织嵌入式系

统的功能单位[33]。嵌入式软件构件可分为底层设备驱动软件构件和应用软件构件。其

中，应用软件构件与底层硬件无关，而底层设备驱动软件构件与硬件密不可分。根据

基于构件化的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原则，同时结合本章之前所阐述的底层硬件构件化

设计思想，可得如图 3-14 所示的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构件层次模型。 

 

 

 

 

 

 

 

 

 

图3-14 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构件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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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驱动软件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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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构件控制具体业务逻辑，涉及相关的应用场景，如面向工业控制、无线

自动抄表、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应用。而底层设备驱动软件直接操控底层硬件的各种寄

存器和芯片引脚，是对微控制器中各个硬件外设模块的一种软件封装，以便上层的应

用软件进行调用。其中，芯片相关文件包含了底层硬件构件所能对外提供的接口和相

关硬件操作宏定义。底层硬件构件包含嵌入式系统最小系统构件、电源模块构件、无

线射频电路构件以及其他扩展外设模块构件。 

本章在设计底层设备驱动软件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依据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抽象、封装、继承和多态等重要设计思想，将

MCU 的每个底层硬件模块抽象为一个硬件设备对象。根据分析、提取每个模块不同

的硬件功能特点，总结相关属性与行为，给出功能定义清晰的对外接口以实现对硬件

设备对象的软件封装，并采用独立的内部结构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在具体命名

底层硬件模块时，要做到模块的头文件与源文件名称统一，并确保其具有唯一性。通

常，以底层硬件模块名作为驱动软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名，例如串口的源文件名和头

文件名分别为 SCI.h 和 SCI.c。 

（2）各个底层设备模块的相关寄存器和参数配置，通过宏定义的方式在相应驱

动软件头文件中实现。在对不同 MCU 进行底层设备驱动软件移植时，无需修改驱动

软件源文件，只需修改对应的头文件即可，提高了嵌入式系统的可移植性和可扩展性。 

（3）在编写底层设备驱动软件时，需要合理设计每个模块中的内部函数和对外

调用函数，同时全面考虑函数参数类型及个数。内部函数仅作用于模块内部，只能由

该模块的其他内部函数或者对外调用函数使用。模块的对外调用函数则供上层的应用

软件构件所调用，同时应用软件只能通过对外调用函数来访问该硬件设备的寄存器、

引脚和内存等其他芯片硬件资源。在定义对外调用的接口函数时，需要给出规范的函

数名称、清晰的接口信息、参数含义与范围的具体描述，增强程序可读性。 

（4）应用软件构件在调用底层设备驱动软件时，尽量减少使用全部变量来传递

参数。应尽可能地使用设备驱动中的对外调用函数访问硬件资源，通过定义回调函数

实现各层之间不相关的行为，以提高嵌入式系统的健壮性和可维护性，避免程序中存

在各种安全隐患。 

3.3.2 底层设备驱动软件详细设计 

KW01 无线射频芯片内部集成了诸多的硬件资源，并具有丰富的外设扩展接口，

包括 FLASH、LPTMR、SPI、IIC、ADC 和 TSI 等[18]。本文在研究应用过程中已实现

了所有模块的底层设备驱动软件。考虑到篇幅所限，本章仅选取 SCI、AD 和 TSI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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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来作为个例进行详细讨论，其他模块的驱动软件函数接口在附录 B.1 给出。 

1．SCI模块驱动软件设计 

串口模块是嵌入式系统底层最为常用的通信模块，由于协议简单、易于使用并且

硬件外设电路简化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嵌入式产品中[22]。本节根据基于构件化

的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原则，给出了 SCI 模块的驱动软件设计方法。 

通常，SCI 具有初始化、接收和发送三个基本功能操作。按照将底层设备驱动软

件构件化的设计思想，将它们封装成三个独立的对外接口函数，上层应用软件构件可

以根据相关功能需求调用对应函数以访问或者操作 SCI 模块中的内部硬件资源。初始

化函数完成串口模块的功能初始化配置，接收和发送函数实现串口模块的通信细节。

因此，将初始化、接收和发送的函数声明和相关寄存器宏定义放置在 SCI.h 的头文件

中，而把它们的函数实现置于 SCI.c 的源文件内。 

SCI.h 头文件中关于初始化、发送单字节和多字节、接收单字节和多字节、发送

字符串等对外接口函数的声明如下所示： 

//初始化 SCI 模块，包括串口号、波特率、中断是否开启 

void SCIInit(uint8 SCINo, uint8 busclk, uint16 baud,uint8 isInterrputFlag);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SCISendOne(uint8 SCINo, uint8 ch); 

//串口发送 N 个字节数据 

void SCISendN(uint8 SCINo, uint16 n, uint8 ch[]); 

//串口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int8 SCIReOne(uint8 SCINo, uint8 *p); 

//串口接收 N 个字节数据 

uint8 SCIReN(uint8 SCINo, uint16 n, uint8 ch[]); 

//串口发送一字符串信息 

void SCISendString(uint8 SCINo,char *p); 

下面以 SCI 模块的初始化函数、发送单字节、接收单字节函数为例进行详细阐述。

由于发送、接收多字节函数以及发送字符串函数只是对发送、接收单字节的简单调用

而已，所以本节不再做赘述。 

（1）SCI 初始化功能函数 

SCI 初始化功能函数主要完成对 KW01 芯片串口模块的串口号、时钟源频率、数

据传输方式、通信波特率和发送接收器使能等初始化任务。在串口模块正确初始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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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确保其正常工作。具体的初始化流程如下： 

首先，根据函数接收到的串口号参数确定 SCI 模块的时钟源选择，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串口 0 不仅可以从芯片内部的 MCGPLLCLK（锁相环时钟）和 MCGFLLCLK（锁

频环时钟）的分频中获得时钟，也能够从 MCGIRCLK（内部参考时钟）直接获取，

而串口 1、2 是直接从总线时钟获取时钟源。同时，将已经确定的 GPIO 引脚使能为

串口收发功能用。 

其次，配置串口模块的通信波特率。一般来说，串口通信波特率通常设置为 4800、

9600、38400、115200bps。根据计算公式 baud rate = BUSCLK/(16*BR)，通过配置的

波特率寄存器 UARTx_BDH、UARTx_BDL，设置所需的波特率，其中 BR 为 BDH

和 BDL 中的分频参数。 

然后，配置 UARTx_C1 寄存器，将串口工作模式为：8 位无校验数据传输。 

最后，配置 UARTx_C2 寄存器，使能串口模块为接收中断，并初始化开启发送

和接收功能。至此，完成串口初始化所有工作。 

（2）SCI 发送单字节功能函数 

在发送单字节的数据时，需要判断 UARTx_S1 寄存器的 TDRE 位是否为 1，如果

为 1 则说明发送数据缓冲区为空，可以往 UARTx_D 中继续填充 1 字节的数据以便继

续发送。 

（3）SCI 接收单字节功能函数 

与单字节的发送过程相类似，在接收单字节时，需要读取 UARTx_S1 寄存器的

RDRF 位是否为 1 以判断接收数据缓冲区是否满，如果已满，则可以从中读取接收到

的数据。在执行完读取操作后，RDRF 位会自动清零以待接收下一个字节的数据。 

2．A/D模块驱动软件设计 

A/D 转换模块（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 Module，A/D），即模/数转换模块，其

功能是将电压模拟信号转换为相对应的数字信号。实际应用中，这个电压模拟信号可

由无线节点外扩的物理传感器和转换电路通过将温度、湿度、压力和亮度等实际物理

量转为而来。再经过 A/D 转换后，MCU 便可处理这些物理量。KW01 芯片内部集成

了一个使用线性逐次逼近算法，采样精度最高可达 16 位的 A/D 转换模块[18]。同时，

该模块具有多达 4 对差分模拟输入，每路有可以分别配置为 16 位、13 位、11 位、9

位种采集精度；具有 24 路单端输入，每路可以分别配置为 16 位、12 位、10 位和 8

位四种采集精度。 

按照嵌入式系统软件构件化设计方法，将 A/D 模块分为 AD.h 头文件和 AD.c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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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根据 A/D 模块的具体应用功能，可将初始化、采样和校正等操作封装成独立

的对外接口功能函数。其中，AD.h 头文件主要包括 KW01 芯片 A/D 模块相关硬件寄

存器和引脚的宏定义以及对外接口函数的声明；AD.c 源文件保留了上述三个功能函

数的具体实现细节。由于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测控现场环境对采样信号产生干扰现象，

在设计与实现 A/D 模块驱动采样软件时，考虑采用中值滤波和均值滤波两种方式以

减小外部干扰对实际采样所产生的影响。AD 模块头文件接口如下所示： 

//AD 转换模块初始化，包括单端或差分输入配置、采样精度选择和采样次数设置 

void ADC_Init(uint_8 diff,uint_8 accurary,uint_8 HardwareAverage); 

//采样相应通道模拟量的 AD 值，函数内部采用中值滤波实现 

uint16 ADCValue(uint8 channel); 

//采用硬件平均滤波，对上述获取通道模拟量的 AD 值进行校正 

uint16 ADCAverage(); 

3.3.3 底层设备驱动软件设计总结 

底层设备驱动软件是整个嵌入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直接操控底层硬件设备

对象，影响系统的实时性、健壮性和可移植性。结合作者研究生期间对嵌入式系统构

件化编程的实际经验以及相关应用项目研发积累，下面将对本章所阐述的底层设备驱

动软件设计进行总结。 

（1）简化设备驱动构件内部设计。实时性是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需要考虑的第

一要素。因此，设备驱动函数内部执行的逻辑不宜过于复杂，代码体积不应该过于庞

大。在设计与实现驱动构件时，应尽量做到代码结构清晰、函数操作简单而独立、减

少循环查询等待操作。 

（2）有效合理使用 MCU 的片上资源。嵌入式系统不同于一般的计算机系统，

其硬件资源有限，一般只有几 K 的内存空间容量。如果在编程时开辟较大的临时缓

存空间，就有可能会使系统内存溢出，导致出现死机现象，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健

壮性。 

（3）对设备驱动软件进行压力化测试。软件测试是一种检查软件正确性、完整

性和安全性的常用评估手段。另外，由于嵌入式系统一般用于正确性要求较高的工业

实时控制应用领域，因此，在完成设备驱动软件设计与实现后，需要单独设计压力化

的测试样例以验证程序的容错性，提高软件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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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面向 SD-WSN 的底层平台 PC 方测试软件 

在设计与搭建 SD-WSN 无线节点底层硬件平台的基础上，为有效验证 KW01 的

芯片设备驱动软件设计的正确性、可靠性、稳定性及可扩展性，本文设计以嵌入式串

口通信为主要传输方式的面向 SD-WSN 底层平台的 PC 方测试软件。 

为提高 SD-WSN 无线节点驱动软件的测试效率，有必要在烧写至节点的 MCU

方软件中集成 KW01 芯片各个硬件模块的驱动软件。MCU 方软件通过解析串口缓冲

区收到的固定格式的命令帧，以决定对芯片哪个硬件模块进行测试。 

这里以对 FLASH 模块的测试方案为例，在成功完成打开串口的前提下，SD-WSN

节点收到 PC 方测试软件发送过来的以“FLASH”对应的 ASCII 码二进制数为类型的

命令帧时，先调用 FLASH 构件的驱动函数 FLASH_ErasePage，对设定的 FLASH 数

据存储区的一页进行擦除；随后将帧内所包含的测试数据通过执行驱动函数

FLASH_Write 写入至该页内；最后，读取该地址内的数据与原先数据对比，将结果

返回给 PC 方测试软件，完成这一次的测试用例。图 3-15 为 PC 方测试软件的界面。 

 

 

 

 

 

 

 

 

 

 

 

 

 

图3-15 面向SD-WSN硬件平台的PC方测试软件界面 

3.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给出本文主要研究对象—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简介，提出了 SD-WSN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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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节点的总体硬件设计方案。 

（2）按照嵌入式硬件构件化设计原则，完成了 SD-WSN 无线节点的硬件电路设

计，主要包括电源模块、KW01 无线射频芯片最小系统、Sub-1G 无线射频前端电路

等硬件构件设计。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无线节点的硬件测试方法，以验证硬件设计的正

确性和稳定性。 

（3）根据嵌入式系统软件构件化设计思想，提出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构件层次

模型，并对 KW01 芯片的各个硬件底层模块进行了应用功能抽象和驱动软件封装。

另外，讨论了基于构件化的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原则，同时结合作者研究生期间参与

项目的实际研发经验，总结了底层设备驱动设计过程中需注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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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SMAC 协议栈的分析及实现 

SMAC（Simple Media Access Controller）协议栈是一种由飞思卡尔公司推出的，

面向无线传感网络应用领域的一种软件解决方案，具有低功耗、高效路由、自组网和

可移植性强等特点[24]。本章借鉴 SMAC 协议栈在飞思卡尔公司先前推出的多款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上的实现方案，同时根据 KW01 芯片的无线射频特性，编写物

理层驱动软件，对 SMAC 协议栈进行移植与实现，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改进方案，在

保证数据可靠传输的同时，提高了无线传感网络的吞吐量和信道利用率。 

4.1 SMAC 协议栈概述 

在无线通信技术、嵌入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无线传感网络的应用

领域已经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 WSN 是由大规模无线节点所组成的面向特

定应用领域的一种分布式网络。由于 WSN 存在拓扑结构复杂、规模巨大、应用范围

较广等特点，一般的系统软件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因此，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

造商飞思卡尔公司推出了一款符合 IEEE 802.15.4 无线通信标准的精简协议栈—

SMAC，其主要面向工业控制、智能家居、智能农业等相关应用领域。该协议栈被集

成于飞思卡尔官方推出的 Beekit Wireless Connectivity ToolKit 软件中，能够为应用开

发者提供相关的编程接口，从而缩短了 WSN 应用的研发周期，减少项目成本支出。 

SMAC 协议栈定义了一种简单、功能全面且支持无线低功耗通信的标准，适用于

诸多 WSN 应用领域。其特点如下[24]： 

（1）提供符合 2.4GHz、Sub-1GHz 通信标准的 PHY/MAC 可扩展的通信接口。 

（2）协议栈中各层设计相对独立，符合高内聚低耦合的软件工程设计原则。 

（3）支持点对点、星形网络拓扑结构。 

（4）MAC 层简单、灵活，扩展性好，组网方式简单。 

（5）完全支持 Beekit 图形化软件配置工具，方便功能的配置或裁剪。 

（6）具有安全码生成机制，并使用符合业界 AES-128 安全标准模型。 

（7）生成目标代码体积小，一般只有 4~8K。 

（8）可为用户应用层提供丰富的扩展接口。 

4.2 SMAC 协议栈的分析 

SMAC 协议栈采用三层网络体系结构，包括最低两层（物理层 PHY、简化的数

据链路层 S-MAC）以及用户自定义的应用层[24]。如图 4-1 所示，为 SMAC 协议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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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框图。 

 

 

 

 

 

 

 

 

图4-1 SMAC协议栈结构框图 

PHY 层调用无线射频芯片的底层设备驱动软件，提供最基本的无线通信能力，

包括无线信道配置、无线数据的收发、无线通信频率的配置、无线射频收发器工作模

式的设置等。该层直接操作物理通信介质—无线通信链路，并为 MAC 层提供基本的

通信服务。因此，在设计 SMAC 协议栈的 PHY 层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高效、

实时的无线通信。 

S-MAC 层为上层的用户应用层提供了可靠的无线通信链路，采用了随机数退避

算法减少冲突以提高通信效率，并负责链路层中数据帧的封装与拆分。 

针对不同厂商的各自应用开发需求，SMAC 协议栈为其提供了用户自定义应用层。

用户可以在该层中注册、添加或修改相应的功能函数以实现具体功能的配置的裁剪。

同时，用户自定义应用层解析 S-MAC 层传递的驱动事件消息类型，并调用相应的操

作以执行具体的业务逻辑控制。 

为了最大程度地对目标代码进行精简，同时提高嵌入式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移植

性，在 SMAC 协议栈的设计中没有定义网络层，将这一层的设计完全开放给用户。

这样，用户可以按照实际的应用情况以及自己的不同需求以实现路由转发功能。 

4.2.1 物理层分析 

PHY 层规定了无线通信物理介质与 MAC 之间的调用接口和相关标准，提供物理

原始数据通信和管理服务。 

1．物理层的工作频段 

为了提高协议栈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SMAC 并没有使用符合 IEEE 802.15.4 的

无线通信标准来定义 PHY 层，而是采用相对开放方式，允许用户根据射频芯片的工

PHY层

S-MAC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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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频率自己定义，这样可支持包括 290~340MHz、424~510MHz 以及 862~1020MHz

等频率在内的“远距离”通信和 2.4GHz 频段的“短距离”通信[19]。 

2．物理层的工作模式 

物理层是通过与射频相关的底层设备驱动软件和硬件实现数据传输和物理信道

的管理，为 MAC 层与物理无线信道之间的通信提供了接口。其中，数据传输包括无

线数据帧的发送与接收；物理信道管理则主要包含了物理信道能量检测（Energy 

Detect，ED），链路质量指示（Link Quality Indication，LQI）和空闲信道评估（Clear 

Channel Assessment，CCA）。物理层的工作模型如图 4-2 所示。RF-SAP 是无线射频

硬件为物理层提供的通信接口，可由底层设备驱动软件通过配置硬件寄存器的方式完

成一次收发；PD-SAP（PHY Data Service Access Point）为两个对等的 MAC 层实体通

信提供数据服务接口[24]，支持三种通信原语，包括通信请求原语（Request）、通信确

认（Confirm）、通信指示（ indication）；PLME-SAP（Physical Layer Management 

Entity-Service Access Point）允许 MAC 层的 MLME 与 PLME 之间传送管理命令，为

可靠、实时的远距离通信提供了基础物理服务[24]。 

 

 

 

 

 

 

 

图4-2 SMAC-物理层参考模型 

3．物理层向上提供的服务 

物理层向 MAC 层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1）激活和休眠无线射频收发器，用于设置射频设备的工作状态。 

（2）信道选择，实现信道迁移、无线通信频率的选择，提高通信质量。 

（3）收发物理数据包，该功能为物理层向上提供的最基本功能。 

（4）选择无线射频收发器的发射功率，用于扩大节点之间的通信范围。 

（5）信道能量检测（ED），测量目标信道的接收信号功率强度，为 MAC 层提供

选择信道的重要依据。 

物理层

（PHY-Layer）

物理层数据服务访问点

（PD-SAP）

无线射频服务访问点

（RF-SAP）

物理层管理服务访问点

（PLME-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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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链路质量指示（LQI），根据接收数据时检测到的信噪比及该信道的能量检

测值来对此时的链路通信质量做出一个相对估算。 

（7）空闲信道评估（CCA），用以检测当前信道是否空闲。通过 KW01 芯片的

相关底层硬件寄存器，可以读取该值。一般来说，通过读取无线射频芯片的底层硬件

相关寄存器以获取信道的信号质量，与某个阈值进行比较，以判断信道是否空闲。 

4.2.2 MAC层分析 

按照 IEEE 802.3 标准定义，在传统的 OSI 七层模型中，数据链路层可分为逻辑

链路控制层（Logical Links Control，LLC）和控制访问子层（Media Access Control，

MAC）[34]。SMAC 协议栈为简化逻辑与设计耦合度，不再对 MAC 层与 LLC 层再进

一步划分，统一视为 MAC 层来处理。 

MAC 层负责通过物理层提供的 PD-SAP 和 PLME-SAP 实现对无线信道的访问，

同时采用线路控制、出错通知和冲突碰撞检测等机制，为整个无线通信过程提供一种

稳定、可靠的链路通信服务。如何解决对无线信道的共享访问是 MAC 层需要实现的

关键技术之一，整个无线网络的性能，包括实时性、稳定性、可靠性都将由 MAC 层

决定。 

1．MAC层工作模式 

同物理层一样，MAC 层为上层应用提供了两种服务：MAC 层数据传输服务和

MAC 层传输管理服务。前者将收到的应用数据帧或命令帧上加入源地址、目标地址、

帧序列号、帧校验和以及帧类型等信息组装成完整的帧后调用 PHY 层向上提供的数

据传输服务实现正确的收发；后者则采用差错控制、数据链路通信管理、帧的寻址和

识别、冲突碰撞检测等管理机制提供可靠、实时的无线通信。 

图 4-3 为 SMAC 协议栈中的 MAC 层工作模型图，为上层提供了数据传输服务

（MAC Common Part，MCPS）和数据管理服务（MAC Sublayer Management Entity，

MLME）。数据传输服务主要实现了 MAC 层的数据可靠传输；数据管理服务包括提

高无线信道利用率、数据链路的建立与维护、各种类型帧的同步以及通信会话事务管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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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SMAC-MAC层工作模型图 

2．MAC层服务 

MAC 层服务用于控制所有对物理层无线信道的访问操作，为实现可靠的通信提

供保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定义多种 MAC 层的帧结构格式，包括数据帧、应答帧和命令帧。 

（2）支持无线通信链路的建立与断开。 

（3）采用简化的随机数侦听冲突检测多路访问机制（CSMA/CA）。 

（4）处理和维护以保证时隙机制 GTS。 

（5）为两个对等的 MAC 层实体提供可靠的通信链路。 

4.3 SMAC 协议栈的实现 

目前，SMAC 协议已经应用于飞思卡尔公司先前推出的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

如 MC1321X、MC1322X 和 MC1323X 这三款硬件平台上。在分析与参考 SMAC 协

议先前在 ZigBee 芯片的实现方案的基础上，根据 KW01 芯片的无线射频特性，同时

结合 SD-WSN 无线节点设备驱动软件，本章在 SD-WSN 无线节点上实现了裁剪和改

进过的 SMAC 协议栈。面向 KW01 芯片的 SMAC 协议，在 S-MAC 层中加入了基于

能量检测的 CSMA/CA 防冲突机制，有效地降低了无线网络中的数据发送冲突率；实

现了基于双链表队列的高效内存管理机制，节约了存储资源，同时提高了嵌入式系统

的整体性能；采用轻量级广播算法以防止同样的数据帧重复转发，大大降低数据风暴；

在设计 PHY 层时，尽可能简化相关功能接口函数的实现，以便向 S-MAC 层提供低

延迟、高效的无线通信服务。 

介质控制访问层
(MAC Layer)

MAC层管理实体服务

访问点（MLME-SAP）

物理层数据服务访问点

（PD-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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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层公共部分数据服务

访问点（MCPS-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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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物理层实现 

物理层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物理层的无线频率与信道设置、物理层数据包收发、

信道的扫描与检测三个部分。 

1．物理层数据单元格式定义 

物理层数据单元(PHY Protocol Data Unit，PPDU)是网络中承载着需要发送数据包

的一种简单格式定义，实现了数据帧在物理层中透明传输的原始形式。它是数据传输

与管理的基本单位。针对不同的硬件系统体系结构，物理层数据单元的定义并不相同。

然而，经过分析与研究多款无线射频收发设备的软硬件设计后，发现其物理层数据单

元格式定义基本一致。因此，对于物理层数据单元定义，可参考飞思卡尔公司先前推

出 ZigBee 芯片的物理层实现。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物理层数据单元格式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物理层数据单元格式定义 

4 字节 8 字节 2 字节 0~255 字节 2 字节 

前导码 同步字 长度（1 字节） 地址（1 字节） 数据 CRC 校验 

同步帧头 目标地址 负载数据 校验和 

同步帧头为任何两个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提供了同步的保障，帧头中的前导码和

同步字均可通过软件编程配置。其中，前导码内容为 1010……或 0101……的序列，

表示物理层的数据通信以高低电平交替的时序形式以实现设备同步确认；而同步字段

并没有固定内容，只需确保两个通信设备物理层中的同步字段内容相同即可。长度字

段和后面相接的负载数据量相对应，表示一个物理层数据单元最大可承载 255 字节的

数据。在物理数据单元中，地址字段一般固定为 0xFF（表示广播地址），数据帧的解

析与封装等操作均由上层处理，而物理层只是对上层提供一种完全透明的数据传输服

务。最后的字段为 CRC 校验和，其由两个字节组成，表示的内容为同步帧头以外的

内容进行 CRC 计算并填充至该字段中。 

2．物理层的无线频率与信道设置 

KW01 芯片的无线射频收发器主要工作在 290~340MHz、424~510MHz 以及

862~1020MHz 的无线通信频率下，本章在设计与实现物理层的底层设备通信驱动库

函数时，主要选择了 433MHz、868MHz 和 915MHz 这三个主要的无线通信频率。按

照前面章节所述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构件设计思想，将无线频率选择因子参数封装为无

线收发设备的一个属性，传入射频频率配置函数以完成频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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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名:PhyPib_SetFreqBand                                                           

//功  能:设置无线射频收发器的工作频率                                          

//参  数:carrierFrequency—工作频率大小             

//返  回:PHY_Status—设置结果状态信息                                                                                     

//------------------------------------------------------------------------------------------------------- 

PHY_Status PhyPib_SetFreqBand(FrequencyBands_t carrierFrequency); 

上述无线频率设置函数的功能是实现物理层通信信道的中心频率配置。为了合理

而有效地使用无线信道资源，以中心频率为基准，继而划分出多个逻辑通道。这里以

915MHz无线通信频段为例，其中心频率为906MHz，该通信频段共有10个逻辑通道，

信道间隔为 2MHz，其逻辑通道与实际通信频段之间的关系为： 

FreqBand = 906 + 2( K - 1)MHz  K=1,2,3……10 

无线射频信道选择函数如下所示，函数参数为逻辑通道号。该函数逻辑实现的依

据为上述公式。 

//------------------------------------------------------------------------------------------------------- 

//函数名:PhyPib_SetCurrentChannel                                                           

//功  能:配置无线射频收发器的通信信道                                          

//参  数:channelNum—逻辑信道号             

//返  回:PHY_Status—配置结果信息                                                                                     

//------------------------------------------------------------------------------------------------------- 

PHY_Status PhyPib_SetCurrentChannel (uint8_t channelNum); 

3．物理层数据收发 

KW01芯片内部集成了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MCU和 Sub-1G无线射频收

发器SX1233，两款芯片设备之间通过SPI接口实现通信访问和多种类型的中断管理。

无线射频收发器内部包含一个大小为 66 字节且 1 字节数据宽度的 FIFO 队列缓冲区

和一字节大小且能够实现并行数据传输的移位寄存器(Shift Register，SR)
[18]。在处于

发送模式下，SR 从 FIFO 中读取待发送的数据并将其以配置的速率传输至调制器；

在处于接收模式下，SR 按位从解调器中读取收到的数据并按字节写至 FIFO 中。FIFO

和移位寄存器的结构框图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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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01 内部集成的 MCU 通过无线射频收发

器 SX1233 所提供 DIO0~DIO5 引脚产生的中断信

号以判断 FIFO 中无线数据的收发状态指示信息，

例如 FIFO 缓冲区满中断、FIFO 缓冲区溢出中断、

数据包发送完成中断等状态提示。KW01 的无线

射频收发器可支持两种不同的无线数据收发工作

模式：流模式和数据包模式。在流模式下，MCU

可通过 DIO2/DATA 引脚实现对数据实时地按位

发送和接收；在数据包模式下，MCU 可一次性从

FIFO 中读取或写入批量的数据字节，并且无线射频收发器底层硬件可自动构建物理

层数据单元中的前导码、同步字、可配置的 AES 加密，CRC 校验和以及数据白化等

字段。处于上述两种模式下，通过编程配置 RegDioMapping1、RegDioMapping2 寄存

器的内容以改变 DIO0~DIO5 引脚所表示的中断源信息。图 4-5 显示了无线射频收发

器在数据包工作模式下 DIO0~DIO5 所表示的中断信号源。 

 

 

 

 

 

 

 

 

 

 

 

图4-5 无线射频收发器在数据包模式下DIOx表示的中断源信号 

 

 

 

  

 

 

 

 

 

 

 

图4-4 FIFO和移位寄存器的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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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层无线数据发送 

在进行无线数据发送之前，需要将数据按照物理层数据单元格式的定义进行组

装。其中，同步帧头由底层硬件完成自动填充；CRC 校验和计算由 KW01 芯片硬件

自动计算并完成添加。 

发送时，首先禁止无线射频收发器的所有中断，设置 FIFO 阈值 FifoThreshold，

然后 MCU 通过 SPI接口将包括数据长度在内的待发送数据写入 FIFO 缓冲区寄存器。

由于 FIFO 缓冲区是一个大小为 66 字节的数据存储区，如果待发的数据长度超过此

限制条件时，必须采用分多次发送策略。由于无线射频收发器的内存资源限制，在

KW01 芯片的中断源中多添加了一个 FIFOLevel 类型的中断。当 FIFO 缓冲区内填

充的数据大于程序预先设定的阈值 FifoThreshold，同时设置收发器为发送模式后，

将发送缓冲区内的数据。根据判断DIO0和DIO1引脚上的 IRQ中断信号类型， MCU

可继续向无线射频收发器的 FIFO 缓冲区传输未发送的数据，直至发送结束。根据

实际调试中的测试结果，同时考虑无线通信的可靠性、实时性以及稳定性等特点，

在 SMAC 协议栈中将 Fifo 发送阈值定义为 25。 

//------------------------------------------------------------------------------------------------------- 

// PhyDataRequest:物理层请求发送数据函数 

//功  能:用于物理层发送数据包                                         

//参  数:pTxPacket—待发送数据的首地址                                

//      :TxMode—无线射频收发器发送模式 

//返  回:PHY_Statue—返回发送数据后的结果                         

//------------------------------------------------------------------------------------------------------- 

PHY_Status PhyDataRequest (phyPacket_t *pTxPacket, uint8_t phyTxMode); 

（2）物理层无线数据接收 

与发送过程相似，对物理层数据单元格式中的前导码及同步字的识别、解析和

过滤是由收发器硬件自动完成的。 

当 FIFO 缓冲区内收到数据时，无线收发器 SX1233 从待机模式进入接收模式开

始执行接收流程。如果收发器对数据包进行 CRC 校验无误，将触发 DIO0 的

PayloadReady 中断，使芯片执行已注册的中断服务例程。在中断服务例程中，通过

读取 FIFO 缓冲区中的前两个字节以进行基于长度和地址的过滤。然后，根据长度

依次读取 FIFO 中的后续数据字节。在跳出中断之前，设置收发器的当前模式为待

机，同时开放总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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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hyDataRxRequest:物理层请求接收数据函数 

//功  能:用于物理层接收数据包                                         

//参  数:pRxPacket—待存放接收数据缓冲区的首地址 

       :phyRxMode—无线射频收发器接收模式                               

//返  回:PHY_Statue—接收数据后物理层逻辑状态                         

//------------------------------------------------------------------------------------------------------- 

PHY_Status PhyDataRxRequest (phyPacket_t *pRxPacket, uint8_t phyRxMode); 

4．能量检测/空闲信道评估/链路质量指示 

KW01 芯片内部集成的 SX1233 无线射频收发器可支持信道能量检测、链路质

量指示、空闲信道评估等物理层基础服务功能。能量检测是通过读取特定的寄存器

值以检测当前无线信道的能量值，其结果为无线信号功率与噪声信号功率的和。空

闲信道评估是在能量检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该值与预先设定的能量阈值相比较，

以判断当前信道是否为空闲。能量检测和空闲信道评估是 MAC 层中信道访问方式

CSMA/CA
[35]机制实现的基础，此内容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链路质量指示是通

过在一次实际的接收过程中对无线信道进行多次扫描检测，以得到信号强度和信道

质量等信息。 

4.3.2 MAC层实现 

1．MAC层帧格式和类型的定义 

参考 IEEE 802.15.4 通信标准中 MAC 层的帧格式定义，同时考虑到无线通信中

数据交互的实时性、可靠性和可扩展性等特点，在 MAC 层定义了数据帧、应答帧

和命令帧。每种 MAC 帧结构中均包含 MAC 帧头（MHR）、MAC 帧数据载荷（MAC 

payload）以及 MAC 帧尾（MFR），如表 4-2 所示。 

表 4-2 MAC 帧格式 

2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1 字节 4 字节 4 字节 可变长度 2 字节 

帧控制信息 帧序列号 帧长度 帧类型 
目的地址 源地址 

帧数据载荷 帧校验 
节点地址信息 

MAC 帧头（MHR） MAC 帧载荷 MAC 帧尾 

（1）数据帧 

数据帧为 WSN 中多个节点之间数据传输和交互的主要承载实体对象。当应用

层将已经处理过的具体数据信息按照特定标准格式组装后传至 MAC 层，MAC 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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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定义的帧结构格式封装成数据帧发送。考虑到实际应用中 WSN 数据传输的可靠

性和实时性特点，填充至MAC数据帧结构中的数据载荷最大不超过 30字节。其中，

MHR 中的帧长度字段表示的即为帧数据载荷的可变长度；帧类型字段则区分该帧

为数据帧；节点地址信息则填入目标节点的地址；MFR 中的帧校验和为所传输数据

的 CRC 计算校验和。 

（2）应答帧 

应答帧是对 WSN 中的某一请求、行为的一种响应回复，为节点之间可靠的数

据传输提供了较为安全的确认机制。应答帧相比数据帧和命令帧，则相对比较简单

且承载的数据量较少。应答帧中没有帧数据载荷这一项内容，并且目的地址和源地

址的内容均设置为 0。当发送节点收到一帧时，主要通过帧序列号和帧类型长度即

可判断该帧是否为目标节点对自己请求的响应与回复。 

（3）命令帧 

命令帧是无线网络管理人员对 MAC 层进行管理与控制的一种重要机制。命令

帧的帧结构定义与数据帧相似，只是帧数据载荷这一项包含的是长度为 2 个字节的

命令字内容，并且帧类型字段中表示的是命令帧。下表列出了 9 种命令帧类型： 

表 4-3 MAC 层命令帧 

命令类型域值 命令类型 

0x01 WSN_IP 地址查询命令 

0x02 WSN_IP 地址设置命令 

0x03 通道查询命令 

0x04 通道设置命令 

0x05 最大转发跳数查询命令 

0x06 最大转发跳数设置命令 

0x07 通信波特率设置命令 

0x08 CSMA/CA 策略查询命令 

0x09 CSMA/CA 策略设置命令 

其它 保留，不作使用 

2．MAC-网络地址二级映射编址 

将每一个无线局域网络（Wireless Local Personal Area Network，WLAN）作为

一个通信网络个体，网络地址即为给无线网络中参与数据传输与交互的每个节点分

配一个全网唯一地址标识符[34]。在 WSN 中，每个通信设备均采用二级地址来唯一

标识，即规定前 4 个字节为网络地址，后 4 个字节为网内节点设备地址。 

结合 WSN 应用开发的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无线节点设备的功能可扩展性，

在每个无线节点的 FLASH 数据存储区定义一个唯一的 8 字节 MAC 地址，与节点网

络地址形成二级映射。此 MAC 地址的前 4 字节表示的是生产厂商标识，后 4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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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示厂内地址标识。如果在某一个无线网络中出现多个节点设备发生网络地址冲

突时，可以通过 MAC 地址重新对这几个节点的网络地址进行编址。 

3．MAC层数据分发算法 

针对 WSN 应用中传输的数据量较低、网络拓扑结构复杂等特点，同时考虑到

无线通信中的实时性、可靠性等要求，在 MAC 层中采用基于定时器的轻量级广播

算法实现对通信中数据帧的传输，并在转发数据帧时通过位图方式禁止重复转发，

有效地避免了网络数据风暴。 

此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重播节点所能覆盖的新通信区域会随着广播数据帧次数的

增加而减少[36][37]，使用一个计时器 t 以表示此数据帧在节点中生命周期。当首次收

到该数据帧时启动计时器，合理选择一个时间阈值 TIME，当 t 大于 TIME 时判断帧

位示图，以决定是否进行接收并转发该帧。同时，通过帧位示图来判断是否重复转

发相同数据帧，使用该方式可在满足节点低存储资源的情况下实现高效的判断。 

具体的实现方式为，MAC 层帧格式中的帧序列号为 8 个 Bit，范围从 0~255，

可表示 256 个帧号。在帧位示图中，每一个位可表示一个帧。如果该位为 1 表示已

经接收过该帧号的数据帧了，为 0 则表示尚未接收过。若采用该方法只需 32 个字节

内存空间即可。该广播算法与一般的洪泛法相比为轻量级，能够在保持 WSN 系统

性能的同时有效减少网络中的数据风暴。图 4-6 为该数据分发算法的流程图。 

4．基于能量检测的

CSMA/CA防冲突机制 

无线资源共享是无线通信

区别与有线通信的一个重要特

点。在通信中，所有的无线信

号只要在接收节点的接收的范

围内，都可以被收到。因此，

在无线通信网络中，每个节点

是以一种广播的形式将无线信

号通过一定的介质传播出去的。

将每一个无线频段划分为多个

信道，可以有效提高无线通信资源的利用率。然而，对于同一个信道，多个节点设

备不能同时发送通信数据，否则将会引起数据冲突碰撞而造成发送失败。 

 

 

 

 

 

 

 

 

 

 

图4-6 基于定时器的数据帧广播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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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量避免无线数据帧因碰撞或信号干扰造成的丢失，同时考虑节点低功耗

和资源有限的特点，在原有的 SMAC 协议栈基础上加入了改进的基于能量检测的

CSMA/CA 防冲突机制，而不使用标准的 CSMA/CA 协议中的 ACK 确认机制和

RTS/CTS 控制分组[35]。其中，能量检测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读取接收节点中 KW01

芯片无线射频收发器 SX1233 的 RegRssiValue 寄存器的 RssiValue[7:0]能量值字段以

获取发送节点对应信道的能量值。根据无线射频收发器参考手册可知，信道空闲时

值最大为 0xBE
[18]。根据实际测试结果所知，信道忙时，该值相应减小。 

此机制利用 KW01 物理层提供的 CCA 管理服务监听信道是否空闲，其中数据

帧间隙采用统一的标准间隙时间，并且为了防止多个相邻的节点同时重传数据帧的

情况发生，在检测信道空闲时增加一个随机分布的时延。通过合理的能量阈值设置，

可分散网络中各个节点重发数据帧的时间，减少碰撞冲突。在最后判断发送失败的

情况下，适当地降低信道空闲的能量阈值，提高数据帧的可达率。如图 4-7 所示为

基于能量检测的 CSMA/CA 放冲突机制流程图。 

 

 

 

 

 

 

 

 

 

 

 

 

 

 

图4-7 基于能量检测的CSMA/CA放冲突机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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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双向链表队列的内存管理机制 

由于无线节点设备的片上数据存储空间比较有限，如何实现对大量的无线收发

数据进行有效和方便的存储管理，将会直接影响整个 WSN 系统的健壮性、可靠性。

参考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的高效内存管理方法与内核数据结构[38]，同时结合无线

通信的实时性、可靠性要求以及 MCU 存储空间有限等特点，本章提出了一种双向

链表队列内存管理机制对 MAC 层中待收发的数据进行有效地管理。 

该机制通过移植 Linux 操作系统内核中的“List.h”文件所定义的多种相关数据

结构和宏定义，实现动态双向链表队列。 

//------------------------------------------------------------------------------------------------------- 

// list_head:Linux 内核数据链表基本结构体 

//功能:用于嵌入编程者需定义的结构体中 

struct list_head { 

 struct list_head *next,*prev; }; 

//------------------------------------------------------------------------------------------------------ 

一般来说，编程人员常用包含指向后一个节点指针的方式定义链表节点数据类

型，而该机制则通过将 list_head 基本数据结构链入已定义的复杂结构体数据结构中

组成链表队列中。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为遍历访问双向链表队列中的每个节点元素节

约 4 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对于 32 位地址来说，一个指针的大小为 4 字节）。如果在

MCU方软件中分配N个节点的链表队列，则访问时相应节约 4*N字节的存储空间。

并且，我们可以从双向链表的任意一个节点起始无差别快速定位、访问和操作每个

节点所包含的数据内容。 

双向链表队列内存管理机制的具体实现是：首先，建立数据和空闲两条双向链

表队列；然后，将程序中分配的数据存储区与空闲链表队列中的每个节点的缓冲区

指针相关联，即将开辟的数组首地址赋给节点中的指针域；最后，当需要获取数据

存储区空间时，从空闲链表队列中得到尾节点并插入数据链表队列中；相反，要释

放数据链队列中的数据存储区时，则将数据链表队列的尾节点插入至空闲链表的首

部。该机制的具体实现框图如图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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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双向链表队列内存管理机制 

根据前面章节所述的基于构件化嵌入式系统软件设计思想，同时考虑整个协议

栈 MAC 层设计的通用性、可扩展性和高效性等特点，定义 TBufNode 数据结构作

为双向链表队列节点的基本数据结构单元，同时调用“List.h”文件中定义的__list_add、

__list_del、__list_splice、list_entry、list_for_each 等宏定义与内联函数[38]设计并实现

基于双向链表队列的内存管理函数 BufListInit()、GetOneNode()和 PutOneNode()。 

//------------------------------------------------------------------------------------------------------- 

// TBufNode:动态链表节点结构体 

//功能:用于为 MAC 层收发数据提供链表节点结构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buf;              //数据缓冲空间    

    uint16_t  size;            //数据缓冲空间大小，由 list 用户确定 

 uint16_t  len;               //实际数据长度，操作时再确定 

 uint8_t   type;              //node 类型，由应用层配置 

    struct    list_head list;       //包含的 Linux 基本链表结构 

}TBufNode; 

//------------------------------------------------------------------------------------------------------ 

（1）双向链表队列初始化函数—BufListInit 

该函数实现的主要功能是：初始化数据链表和空闲链表的头指针，并将为 MAC

层已开辟的数据缓冲区空间地址链入到空链表队列中，以完成初始化（在初始化后

数据链表为空，只有一个头指针）。此内存管理的思想为，从空余链表中获取节点空

数据双向链表队列

空闲双向链表队列

ptrDataListHead ptrDataListTail

ptrFreeListHead

ptrFreeListTail

2.归还缓存节

点至空闲链表

1.从空闲链表中

获取缓存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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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并放入相应的数据链表中，使用完后再将数据链表的节点存至空闲链表队列，

以完成释放。 

//------------------------------------------------------------------------------------------------------- 

//函数名:BufListInit 

//功  能:双向链表队列初始化   

//参  数:struct list_head* ptdatalist—数据链表指针 

//       struct list_head* ptfreelist—空闲链表指针 

//    TBufNode* pnode—数据缓冲区数组首地址 

//    uint32_t dwnum—数据缓冲区数组元素的个数 

//返  回:错误码 

uint8_t BufListInit(struct list_head* ptdatalist,struct list_head* ptfreelist,TBufNode* 

pnode, uint32_t dwnum) 

//------------------------------------------------------------------------------------------------------- 

（2）获取双向链表队列节点函数—GetOneNode 

该函数实现的主要功能是：从已经初始化的空余链表中获取一个节点，并用形

参返回（通过指针的指针方式返回给调用者），函数内部通过结合使用 linux 内核的

内联函数 list_del 和 list_entry 来获取空余链表队列中的节点单元。 

//------------------------------------------------------------------------------------------------------- 

//函数名:GetOneNode 

//功  能:获取链表队列的一个节点空间 

//参  数:struct list_head* ptlist—链表队列指针 

//    TBufNode** ppnode—返回节点指针的指针 

//返  回:错误码 

uint8_t GetOneNode(struct list_head* ptlist,TBufNode** ppnode) 

//------------------------------------------------------------------------------------------------------- 

（3）释放双向链表队列节点函数—PutOneNode 

该函数实现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使用 Linux 内核函数的内联函数 list_add_tail，

将 pnode 指向的节点空间链入空闲链表队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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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名:PutOneNode 

//功  能:归还链表队列一个节点空间   

//参  数:struct list_head* ptlist—链表指针 

//      TBufNode* pnode—返回节点指针 

//返  回:错误码 

uint8_t PutOneNode(struct list_head* ptlist,TBufNode* pnode) 

6．MAC层数据发送与接收 

（1）MAC 层数据发送 

MAC 层数据发送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如果当前节点设备有数据需要发送时，

根据帧类型的不同进行组装，组装后按照本章所述的基于能量检测的 CSMA/CA 防

冲突机制进行无线信道扫描检测。当检测到信道空闲时，将数据发送出去。 

（2）MAC 层数据接收 

当 MAC 层处理由物理层上传的数据时，先对 MAC 帧中的数据载荷进行有效

性和正确性地检查。具体的检查方式为，将除帧尾以外的内容作 CRC 校验，将计算

下来的 CRC 校验值和帧尾的 CRC 值比较，若相同则接收正确，不然接收错误丢弃。

然后，根据解析到的 MAC 帧中的目标节点地址，执行相应的处理过程。 

当目标节点地址标识为本地设备，则进行接收并处理。如果该帧为命令帧，则

根据不同的命令类型做出响应。如果为数据帧，则将数据载荷交由应用层处理。 

当目标节点地址标识为非本地设备，则使用前面章节所述的 MAC 层数据分发

算进行先判断。若节点中的位图显示已经收到过该帧，则将其丢弃；若之前未收到

过该帧则进行接收并将其广播转发。 

4.3.3 SMAC数据收发可靠性测试 

为了验证本章研究工作的正确性和实际应用价值，通过部署由 10 个 SD-WSN

无线节点组成的网状网络为实际应用场景，对 SMAC 协议栈进行可靠性测试。设计

的具体测试方案为，设定 10 个节点之间的间距为 10m，在这些节点中选定位于该

无线网络边缘的两个节点分别为发送节点与接收节点，发送节点分别发送奇数和偶

数个字节的特定字符串数据，检测接收节点是否能够实时正确地收到这些数据。同

时，在设置无线射频收发器为标准功率输出模式情况下，根据对发送节点所配置的

不同发射功率，灵活调节发送间隔，并借助串口调试工具显示接收数据，完成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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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测试结果统计。 

 表 4-4 KW01 SMAC 数据包收发测试结果 

无线频率 发射功率（dBm） 发送间隔（ms） 发送数据包个数 接收数据包个数 

433MHz +3dBm 1000 100 97 

433MHz +3dBm 1000 200 198 

433MHz +3dBm 2000 100 100 

433MHz +3dBm 2000 200 199 

433MHz +6dBm 1000 100 100 

433MHz +6dBm 1000 200 199 

433MHz +6dBm 2000 100 100 

433MHz +6dBm 2000 200 200 

4.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1）分析 SMAC 协议栈在飞思卡尔公司先前推出的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上的

实现方案，并详细介绍了各层的基本服务和工作原理。 

（2）根据 KW01 芯片的无线射频特性，同时参考先前基于 ZigBee 芯片 SMAC

协议栈的实现，提出相应的优化改进方案。 

（3）重点讨论了面向 KW01 芯片的 SMAC 协议栈的各层实现过程，并定义相

关数据结构、编写软件代码实现具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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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面向 KW01 的无线重编程机制研究与设计 

随着实际应用环境的复杂多变，无线传感网络节点在首次被部署后需要进行软

件维护和功能升级，因此无线重编程技术已经成为目前无线传感网络研究与应用的

一个热点问题。在分析与研究目前几种代码分发协议的基础上，并且以本文设计的

SD-WSN 无线节点为硬件载体，本章提出了一种面向 KW01 的高可靠、低存储、低

延迟、低存储和与具体软件平台无关的无线重编程机制 WSN_OTAR。该机制通过

重新设计芯片的 Bootloader 来对更新的代码进行重组以确保重编程的正确性；同时，

根据解析KW01的MCU机器码文件结构，合理地定义代码分发协议的数据帧结构；

在发送数据帧时采用轻量级广播算法，有效防止了网络中产生的数据风暴；并采用

丢失重传策略保证无线重编程的可靠性和正确性。 

5.1 无线重编程机制的研究与分析 

5.1.1 几种WSN代码分发协议的研究与分析 

目前，国内外对代码远程更新已经具有一定的研究，已有的代码分发协议主要

包括 Deluge、MOAP 和 Elon 等。下面介绍几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代码分发协议： 

Deluge 是较早提出的一种多跳代码分发协议，它已经成为嵌入式操作系统

TinyOS 的一种代码更新标准协议[39][40]。该协议依赖于 TinyOS 系统，并且在对目标

节点进行代码更新时需要更新整个 TinyOS 的镜像文件。因而，对无线网络中节点

的传输负载量较大。 

MOAP 是对无线传感网络中一些选中的节点进行代码更新，而不是洪泛至所有

节点。对传输中丢失的数据包，其采用了滑动窗口机制，当节点处于等待丢失数据

包重传状态时，允许重传。 

Elon 是基于 TinyOS 组件的代码分发协议，在更新时需要以组件为单位进行传

输和重组。因此，该协议不仅和 Deluge 一样依赖于 TinyOS 操作系统，而且还包含

了很多无关的冗余代码，增加了更新时的传输开销。 

根据这些协议的更新模式、MAC 层协议、更新范围和跳步方式，对这些协议

进行分类，详细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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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几种代码分发协议的分析对比 

协议名称 更新模式 MAC 层协议 跳步方式 更新范围 

XNP 完全更新 标准 CSMA 单跳 所有节点 

MOAP 完全更新 标准 CSMA 多跳 所有节点 

Deluge 完全更新 标准 CSMA 多跳 所有节点 

RUPNP 完全更新 标准 CSMA 多跳 所有节点 

TinyCubus 模块更新 标准 CSMA 多跳 选中节点 

Elon 组件更新 标准 CSMA 多跳 所有节点 

5.1.2 WSN无线重编程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在 WSN 中节点本身资源受限制、无线传输不可靠，因此将无线重编程技

术应用于实际中，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可靠性传输 

在进行无线重编程过程中，必须确保更新的代码数据被完整地传输至网络中待

更新的节点，并且要保证代码中的每一个字节的正确性。 

（2）资源节约使用 

节点的存储空间资源十分有限，比如 KW01 仅有 16KB 的 RAM 和 128KB 的

FLASH
[18]。因此，无线重编程应该尽量减少对节点存储资源的使用。 

（3）实时更新 

一种高效的无线重编程机制应尽量减少对已运行的应用系统产生影响，因此需

要具有较强的实时性。 

（4）支持异构网络 

由于在同一个 WSN 中的不同节点可能需要各自完成不同的任务，这就需要能

够支持异构网络。通过对节点进行独立编址，可使运行不同应用任务的节点共存于

同一个网络中。 

（5）与平台无关性 

目前，绝大多数代码分发协议需要依托具体软硬件平台。所以，在设计无线重

编程机制时，必须考虑其通用性，尽量减少其对平台的依赖性。 

5.2 WSN_OTAR 无线重编程机制的设计 

本章提出的一种面向 KW01 芯片的高效无线重编程机制 WSN_OTAR，主要包

括 Bootloader、基于 KW01 的机器码生成机制、代码分发协议和代码重组四个部分。

Bootloader 是一种固化在嵌入式芯片 FLASH 或 ROM 存储区域中的独立程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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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确保芯片在每次启动后加载并运行相应的任务。通过计算机端软件的高效处理，

生成对目标节点进行远程更新的机器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无线重编程的实时性；

在代码分发协议中采用轻量级的广播算法，有效地避免了无线网络中产生的数据风

暴；对下载至节点中的代码进行重新组合，保证了更新代码的可执行性和正确性。

图 5-1 为 WSN_OTAR 机制的总体执行过程。 

 

 

 

 

 

 

 

 

 

 

 

图5-1 无线重编程WSN_OTAR机制的执行总体过程图 

5.2.1 Bootloader设计 

Bootloader 是一种使嵌入式系统完成加载启动任务的固件程序。在 WSN_OTAR 

无线重编程机制中，Bootloader 的主要功能是在重新复位后，接收本节点待更新的

MCU 机器码，备份当前用户程序代码并进行代码重组，最后进行异常检测决定是

否跳转至更新后的用户程序区。 

为有效利用 KW01 的有限片上资源，本机制首先对其片上 FLASH 存储空间进

行合理划分。根据对 KW01 芯片存储空间的分析，将 Bootloader 放在中断向量表之

后，其地址范围为 0x0000_0410 至 0x0000_3FFF，中断向量表后预留一定空间。图

5-2 为 FLASH 存储空间的划分和重定位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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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KW01的FLASH存储空间划分与重定位关系图 

通过修改 KW01 的 intflash.ld 链接配置文件将 Bootloader 重定位于和用户应用

程序及中断向量表不冲突的地址中，具体的做法是：在“MEMORY ”标识符中加

入新 Bootloader 的起始地址及区间长度，在“SECTIONS”标识符中定义 Bootloader

地址空间的字节对齐方式和对应的代码段。 

在 KW01 的片上 FLASH 存储区中，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地址中存放这样一个数

据结构，如表 5-2 所示。 

表 5-2 Bootloader 启动参数 

字段名 长度（字节） 相关描述 

UserAppStartAddr 4 保存更新用户程序区的起始地址 

ReprogramSuccess 1 重组更新 MCU 机器码后的成功标志位 

当节点上电或软件复位启动后，若不执行重编程则需从片上 FLASH 中读取这

两个参数变量，然后判断 ReprogramSuccess 值。如果为 TRUE，则直接进行代码接

收处理流程。首先，Bootloader 将当前运行的程序复制至备份用户程序区；其次，

对接收完的MCU机器码进行重组并根据检验和来设置 userAppStarAddr变量；然后，

对本节点进行软件复位；最后，直接从 userAppStarAddr 指定的用户程序区或备份

用户程序区读取并执行本节点的 MCU 方程序。KW01 芯片的 Bootloader 执行流程

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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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Bootloader工作流程图 

5.2.2 基于KW01的更新机器码生成机制 

当需要对已部署的 WSN 应用系统进行软件升级和功能再配置时，更新代码数

据帧的结构、大小将直接影响整个代码更新过程的实时性、可靠性和资源占用率。

因此，有必要在对 KW01 的可执行机器码—HEX 格式文件进行一定的研究与分析的

基础上，设计一种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以提高代码更新效率。 

1．KW01的MCU机器码文件解析 

飞思卡尔半导体公司推出的 Kinetis 系列的 MCU 可采用 Codewarrior 或 IAR 工

具为开发环境[18]。通过以 C 语言编写的应用程序文件同时结合已编译的.lib 外设驱

动库文件经过Codewarrior10.4工具包含的 arm-elf-gcc编译器编译后，最终生成.HEX

格式的 MCU 机器码，具体过程如图 5-4 所示。 

 

 

 

 

 

 

图5-4 KW01芯片的MCU机器码生成过程图 

.HEX（Intel HEX）文件是由一行行符合 Intel HEX 文件格式的文本所构成的

芯片上电或软件复位

判断是否

执行重编程

系统初始化

备份当前

用户代码

执行更新代码

接收流程

代码重组

校验和检测并

置标志位

结束

否

判断上一次

是否重编程过

判断重编程

执行成功

是

否

跳转至

用户程序区

跳转至备份

用户程序区

跳转至

用户程序区

是

否

  

CodeWarrior

链接器

App.c

C语言

CodeWarrior

编译器

  

App.s

汇编语言

App.o

中间目标文件

Driver.lib

外设驱动构件
    

CodeWarrior

编译器

.HEX文件

MCU可执行机器码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6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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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 文本文件，在 Intel HEX 文件中，每一行包含一个 HEX 记录，这些记录由对

应机器码（含常量数据）的十六进制编码数字组成。.HEX 文件中的有六种不同类

型的机器码格式，但总体格式是一样的，如表 5-3 所示。 

表 5-3 .HEX 格式的 MCU 机器码文件 

名称 记录标记 记录长度 偏移量 记录类型 代码/数据 检验和 

长度 1 字节 1 字节 2 字节 1 字节 不大于 20 字节 1 字节 

内容 开始标记“:”  数据类型记录有效 

非数据类型为“0000” 

00-数据记录 

01-文件结束 

02-开始段地址 

取决于类型 开始标记后字

段所有字节之

和的补码 

2．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生成方法 

为降低对 WSN 系统进行无线重编程的复杂性，并提高 Bootloader 对接收到的

节点待更新机器码重组的可靠性，在计算机端设计与实现一种能够生成更新代码管

理链表队列的软件 UpdateCodes_Generator。通过对.HEX 格式的 MCU 机器码文件进

行详细分析可知，与节点的无线重编程过程相关的有记录长度、地址偏移量、记录

类型、数据记录、校验和等字段。其中，记录长度表示该行代码数据记录或文件结

束记录的字节长度；地址偏移量表示以 FLASH 存储区地址为起始值的地址偏移；

记录类型表示后面紧跟的是代码数据记录或文件结束记录；检验和则表示除开始标

记之后的字段所有字节之和的补码。值得注意的是，在 HEX 文件中，数据部分是

以“小端”的方式存储的，这与 MCU 内部的存储方式有关。在这种格式中，字的

低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中，而字数据的高字节存放在高地址中。 

基于上述分析，UpdateCodes_Generator 可逐行遍历.HEX 格式的 MCU 机器码文

 

 

 

 

 

 

 

 

 

 

图5-5 KW01更新代码管理双向链表生成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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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通过计算其中的 FLASH 地址，可确定该行代码位于 KW01 中 FLASH 的哪一页

和页内偏移地址。按照计算获得的页号、页内偏移地址以及.HEX 格式文件的其他

属性，可快速建立一个节点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以准备进行代码分发，如图 5-5

所示。 

5.2.3 代码分发机制的设计 

在无线环境中，代码分发机制提供了一种可靠、高效的代码更新解决方案。根

据实际的应用情况，我们发现在传感器节点部署后对节点程序更新次数比较有限，

因此本文对代码分发的完整性、可靠性、实时性和存储资源利用率方面考虑较多，

对能耗方面相对较少。 

1．代码分发数据帧表示 

为提高无线节点的处理效率及保证代码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因此需要对更新的

代码进行合理划分，将其划分成若干个代码段，每个代码段由一个序号来标识[41][42]。

下面介绍的代码分发机制中我们主要采用两种数据帧结构格式。其中，“总代码摘要”

数据帧是对无线重编程中若干“代码段”数据帧的总体概括，包括代码段的数量、

代码总字节数及版本号等信息；“代码段”数据帧则包含了待更新的代码数据信息，

比如对应的页号、页内地址偏移、FLASH 起始地址等。经过多次实际调试发现，采

用“总—分”的二级关联数据帧结构，可以在确保无线重编程的正确性和可靠性的

同时，也提高了系统代码更新的整体运行效率。其中，对于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

中出现前后 4 个节点处于页内连续地址的情况，将这四个节点的代码内容一起放入

一个代码段数据帧中，页内偏移和 FLASH 地址均使用第一个节点的。 

因此，在 SMAC 协议栈的 MAC 层实现基础上，扩展了“总代码摘要”和“代

码段”数据帧结构的定义。这两种数据帧的 MAC 帧头和帧尾都同标准 MAC 帧中

的一样，而仅对其中的 MAC 帧数据载荷进行了结构定义。 

表 5-4 “总代码摘要”数据帧格式定义 

帧头 帧数据载荷 帧尾 

帧控制信息（2B）+帧序列号（1B）+帧长度

（1B）+帧类型（1B）+节点地址信息（1B） 

代码段的总数量（2B）+代码段校验和（2B）+代

码段总字节数（2B）+版本号（1B） 

帧校验和

（2B） 

表 5-5 “代码段”数据帧格式定义 

帧头 帧数据载荷 帧尾 

帧控制信息（2B）+帧序列号（1B）+帧长度

（1B）+帧类型（1B）+节点地址信息（1B） 

代码段页号（2B）+页内偏移（1B）+FLASH 地址

（4B）+代码段长度 N（2B）+代码内容 

帧校验和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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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代码分成多段进行传输，可以有效减少代码在网络中的分发时间。在网络中，

节点可以通过周期性地交换“总代码摘要”来保证自己拥有最新的用户程序代码，

其中“总代码摘要”中的数据内容部分保存在节点相应的 FLASH 存储空间中。 

2．代码分发算法 

考虑到在无线重编程过程中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可靠性以及 MCU 方软件设计

的复杂性等问题，这里采用 SMAC 协议栈中 MAC 层中的“基于定时器的轻量级广

播算法”实现对“总代码摘要”和“代码段”两种类型的数据分发。通过预先设置

的时间阈值以判断数据帧在节点设备中的生命周期以决定是否接收该帧，并在转发

数据帧时通过使用 32 字节的位图标识已接收到的数据帧以禁止重复转发，有效地避

免无线网络中的数据风暴。数据分发的步骤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首先，在部署与建立无线网络后，通过与 PC 机相连的根节点向目标网络

中的各个节点洪泛“总代码摘要”数据帧，使得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均获知即将进行

代码更新的消息。目标节点收到该类型的数据帧后，执行软复位并设置相关标志位，

使 MCU 进入 Bootloader 模式，同时获取“总代码摘要”数据帧中的相关属性保存

至芯片的 FLASH 存储区。 

（2）等待无线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均进入 Bootloader 模式后，PC 方软件将更新

代码管理链表队列里的 MCU 方机器码组成“代码段”数据帧后分发至各个节点。 

（3）对重编程失败的无线节点进行“代码段”数据帧的重新分发，直至所有目

标节点均更新完成。 

3．代码丢失重传机制 

无线重编程需要有一套代码丢失重传机制来对在接收过程中丢失的代码段进行

及时重传，并且还要考虑到节点的有限存储和传输效率[42]。本文借鉴滑动窗口设计

思想[44]，使用长度为 m 的位图来表示接收的代码段。位图的长度可以从一开始接收

到的“总代码摘要”数据帧的数据内容部分获取。同时选取一个适当的长度为 k（k<m）

的位图来表示当前的窗口长度，用变量 Received_Num 表示已完整接收到的最大代

码段序号。当整个滑动窗口中的每一位都被置 1 后，此窗口向前移动 k 个长度，表

示当前窗口接收代码段完整；若一旦发现窗口中存在缺失的代码段，节点立即发送

丢失重传请求。同时，此机制也确保了节点接收到的代码段是按照 FLASH 地址大

小升序排列的。 

为保证节点意外重启后不丢失已更新的代码段信息，将新的“总代码摘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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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当前已收到的最大代码段序号 Received_Num 保存至 FLASH 临时地址中。当位

图中标识的所有代码段都已经收到（即 Received_Num=m 时），且等待代码重组完

成后，将存至 FLASH 临时地址中新的“总代码摘要”替换原来的“总代码摘要”。

此过程如图 5-7 所示。 

 

 

 

 

 

 

 

 

 

 

图5-7 更新代码存储管理机制 

4．代码重组算法 

在远程节点完整收到所有的代码段数据帧时，节点内部也建立了一个按照

FLASH 地址升序排列的 KW01 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使用链表中每个节点的校

验和可以判断接收到的每段代码内容的正确性。 

当对接收到的更新代码进行重组时，KW01 处于 Bootloader 模式下，并且主要

执行以下几个操作。 

（1）首先，通过调用 FLASH_ErasePage 驱动函数对 FLASH 空间中的备份用户

程序区数据进行擦除，并读取用户程序区的代码数据，使用 FLASH_Write 函数将其

逐页写入至备份用户程序区。 

（2）然后，遍历接收到的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中的节点，通过节点中的页号

及页内偏移定位 FLASH 存储空间地址，调用 FLASH_ErasePage 驱动函数擦除对应

的页面数据，并将原来页面的代码数据替换为队列节点中的代码内容。重复该步操

作，直至遍历完链表队列中的所有节点。 

（3）其次，通过读取用户程序区中的每一页内容与校验和进行比较，以确保芯

片 FLASH地址空间中用户程序区所包含代码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并置位有效标志。 

（4）最后，Bootloader 程序对芯片进行软复位重启，使其重新回到用户程序运

1 2 3 4 5 ... m6 7 8

1 1 1 1 1 0 0 1

滑动窗口，其长度为k

Received_Num

Received_Num+1 Received_Num+4

当Received_Num=m时，

替换Flash中的总代码摘要

总代码摘要:

代码段位图:

当滑动窗口的每一位都为1时，向前移动窗口

版本号代码段数量 ...

Received_Num+2 Received_Nu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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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状态，以便执行更新后的用户应用程序代码。 

图 5-8 为代码重组算法的具体执行过程图。以链表队列中的第一个节点为例，

将 KW01 用户程序区的第一页进行擦除，并写入对应的更新代码数据内容。 

 

 

 

 

 

 

 

 

 

 

 

图5-8 代码重组算法执行过程图 

5.3 WSN_OTAR 的评估与测试 

作者设计的实验主要以单次更新实验为主。单次更新实验测试了当对程序某个

特定部分进行增量编程时，WSN_OTAR 所需的传输和时间开销。考虑到作者在工

程实践中对远程节点进行调试、性能优化和软件升级中遇到的几种常见情况，因此

本章设计了 4 种单次更新场景来进行实际测试，以评估 WSN_OTAR 的性能，主要

包括： 

更新 1：在 main 函数中，增加一个空循环用于延迟。 

更新 2：在 MCUInit 函数中，使用 TPMInit 函数对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更新 3：在 MCUInit 函数中，增加 UartInit 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更新 4：在静态函数 WriteAppInfoProc 中，增加 FLASH_ErasePage 对 FLASH

擦除。 

在以上更新实验中，更新 1 是在嵌入式系统调试中常遇到的一种情况，即在当

前程序执行点延迟一段时间以等待外部事件发生；更新 2~4 概括了节点需要远程功

能升级和提高稳定性的情形，如增加串口、定时功能和添加擦除 FLASH 的操作。 

同时，在实验室内部署 5 个 KW01 无线节点，具体的方法为，将这 5 个节点排

列成 2*1*2 的矩形拓扑结构，为了减少节点间距过近带来的影响，固定节点之间的

KW01更新代码

接收链表:
ptr_Head

ptr_Tail

0x34 16字节 1C102…

校验和 Flash地址 长度 代码内容

0xE9

0x3FFF

16字节 8187…

校验和 Flash地址 长度 代码内容

0x41 16字节 FDAD…

校验和Flash地址 长度 代码内容

......

0x0000_CFFF

备份用户程序区

（包含中断向量表）

……

页号

页号

页号

1

1 1.根据页号调用

Flash_Erase擦除对应的页

 

2.将接收代码管理队列中的“代码内

容”通过使用Flash_Write函数写入

至对应用户程序区中

第1页

1

偏移

偏移

偏移

0

1

2
0x0000_7FFF

0x0000_3FFF

0x3FFF

0x3FFF
用户程序区

（包含中断向量表）

0x0000_8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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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为 5m。使用上述 1~4 更新的测试场景结合 PC 方软件与根节点，同时不改变无

线网络拓扑结构，对 WSN_OTAR 无线重编程机制进行测试评估。对于每一种测试

场景的实验重复进行 5 次，取 5 次的平均时间为实验结果，然后进行下一种场景的

实验。在每次实验中，MCU 更新代码镜像文件均从 PC 方软件通过 USB 接口传至

根节点，然后再由根节点分发至该无线网络中所有其他节点。以更新实验 1 总共所

需的 10.2K 代码容量为例，按照理论计算，无线传感节点的帧载数据内容最多可包

含 42 字节更新代码内容，即可附带 2 行 MCU 机器码数据（每行代码大小为 16 字

节），因此需要“代码段”数据帧 10.2K/32=322 个加上“总代码摘要”帧和其他类

型的帧，平均需要传输 360 个帧。以平均每帧使用 1s 时间传输广播帧，因此共需要

360s 的时间。采用单播传输机制，所有节点平均共需收发共 20 个重传帧，考虑到

有可能失败，预留 30 个帧，因此缺失帧重传时间在正常的情况下平均共需 30×

1s=30s 的时间。因此，最终估算的时间约为 360s+30s=390s。图 5-9 为基于 WSN 的

无线重编程 PC 方软件运行界面。 

 

 

 

 

 

 

 

 

 

 

 

图5-9 基于WSN的无线重编程PC方软件 

5.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1）研究目前几种 WSN 代码分发协议，对比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并提出当前

WSN 无线重编技术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2）分析 KW01 芯片的 RAM 及 FLASH 存储空间映射结构，设计并实现用于

使芯片硬件系统完成加载启动任务的固件 Bootloader 程序。 



基于Cortex-M0+内核Kinetis无线射频模块的应用研究        第五章 面向KW01的无线重编程机制研究与设计 

67 

（3）深入分析基于 Cortex-M0+内核的 KW01 芯片的 MCU 机器码编译生成过

程，解析机器码的格式，提出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生成方法。 

（4）综合考虑代码远程更新中的完整性、可靠性、实时性和存储资源利用率等

多个因素，提出一种面向 KW01 芯片的代码分发机制的设计，包括代码分发数据帧

表示、代码分发算法、代码丢失重传机制及代码重组算法等多个部分。 

（5）最后，通过实际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此机制在对节点无线重编程过程的可靠

性、实时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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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应用实例—可调功率的照明控制系统 

前面章节对 SD-WSN 底层软硬件平台、SMAC 协议栈及无线重编程机制

WSN_OTAR 的设计细节和要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章在对 SD-WSN 无线节点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的 SMAC 协议栈软件编程框架，构建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

基于 WSN 的可调功率控制系统，用来验证以 KW01 芯片为核心的 SD-WSN 软硬件

平台的正确性、可靠性及健壮性。 

6.1 系统概述及构成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将“绿色照明”列为十大节能重点工程之一，为缓解

能源紧张状况，各地政府全面推进“绿色照明”工程，加大对高效节能产品的支持

和推广力度。然而，我国现有的城市、楼宇照明控制系统普遍存在控制复杂、精度

不高、维护困难、成本巨大等问题，迫切需要一套能集智能性、高效性、节能性为

一体的智能照明监控系统。 

我国传统照明控制大多采用以电缆线为主的人工或定时器控制方式[45]。这两种

控制方式都必须在铺置电缆的基础上，依靠照明管理员的人工手动控制，总得来说

成本投入高，而且无法做到精确化、智能化、节能化管理。采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

则可解决这些问题，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同时，可有效节能减排，构建绿色环保社会。 

目前，不少灯具制造厂商为响应国家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相关政策，推出多

种类型的节能灯，并在电子整流器上预留出相应的电气信号接口，以方便第三方研

发智能控制器厂商设计实现节能控制系统[46]。针对这一特点，本设计方案采用以

KW01 为核心的 SD-WSN 无线节点作为终端监控设备，结合自主设计的比较器扩展

电路模块，可以与灯具的电子整流器实现无缝对接，大大简化扩展硬件系统的设计

复杂度，使用户在完全无需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对企业楼宇照明设备的按需调控，

有效地节约其用电成本，减少其能耗支出，使企业照明管理进入智能化、节能化、

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管理阶段。图 6-1 为楼宇照明控制系统的组成结构图。第一层为

终端监控层。一个节能灯由一个无线节点负责监控，包括检测灯的电流电压值、调

控灯的功率、传输数据等。若干个无线节点组成了一个 WSN 内部网络，每个内部

网络中具有一个或多个路由节点负责融合汇聚该网络内的数据信息[47][48]。因此，可

通过对无线节点的地址编址以达到对节能灯进行单灯及区域化控制。 

第二层为路由层。该层中的路由节点收到下层终端节点采集到的信息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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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传输方式，比如串口、CAN 总线、以太网等，发送至 PC 方控制应用软件。

经过解析返回数据帧格式结构，即可将终端节点的实时状态信息显示给用户。同时，

该层也接收用户的命令，并将其分发给位于第一层的各个无线节点。 

 

 

 

 

 

 

 

 

 

 

 

图6-1 楼宇照明控制系统结构框图 

6.2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为了验证本课题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在已进行的研究工作基础上，

使用以 KW01 芯片的 SD-WSN 硬件平台为传输实体，以基于 KW01 的设备驱动程

序及改进的 SMAC 协议栈为软件编程框架，并结合基于.NET Framework 4.0 的 PC

方控制应用软件实现相应的应用需求。 

本文设计与实现的可调功率照明控制系统的设计要点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利用 SD-WSN 无线节点和可调功率外设扩展底座组成了节能灯的监控节

点，其中可调功率外设扩展底座见附录 C.3。通过软件编程控制 KW01 芯片引脚的

PWM 输出信号，结合外设比较器电路模块，调节灯的输出功率大小。由于 KW01

无线射频芯片具有性能较高、任务处理能力较强、功耗较低等特点，本系统的路由

节点同样也采用了 KW01 无线射频芯片作为主控芯片。 

（2）本系统通过利用基于.NET Framework 4.0 框架编写的 PC 方监控软件，并

结合 SD-WSN 无线节点，完成面向楼宇照明的智能控制系统。其中，PC 方监控软

件与 SD-WSN 无线节点之间通过串口实现稳定可靠的有线通信。用户可通过使用该

软件可实时获取终端层中无线节点感知到的相关物理量信息，同时也能向位于终端

层的照明设备发送各种类型的控制命令。 

区域1 区域2路由节点 路由节点

路由节点

有
保
障
传
输

楼宇照明触控系统

第一层

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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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D-WSN-ZN 扩展底座硬件设计 

6.3.1 电子整流器的电气接口分析与研究 

为了使 SD-WSN 无线节点能够和灯具中的电子整流器实现无缝对接，需要设计

一种无线节点的扩展电路用来作为无线节点与整流器底板之间传输电气控制信号的

中间媒介。本课题选取以三一纳米科技生产的纳米节能灯为研究对象，其整流器底

板预留出的电气控制信号引脚如图 6-2 所示。 

下面将对以上主要的电气信号管脚的作

用进行详细地阐述 

（1）FIRE 管脚：用于点火启动，点火

方式为在该引脚上输出 1KHz 的方波。 

（2）BUCK-OUTPUT 管脚：输出节能

灯的当前工作状态电压反馈量。根据电压反

馈值的范围，可判断灯的当前所处的状态。 

（3）BUCK-CURRENT 管脚：输出节

能灯的负载电流值，接上分压电阻后可用作 POWN_CON 管脚输出的有效电压信号

的比较值。 

（4）POWN_CON 管脚：输入主控设备对节能灯进行功率控制的电压信号。 

（5）INPUT-VOLTAGE 管脚：输出市电整流降压而来的电压。这里，市电压就

是节能灯的接入电压，通常为 220V。当市电电压低于 220V 时，市电压检测信号就

会低于 1.6V。该管脚电压输出范围在 0~3.5V 之间。 

6.3.2 扩展外设电路的设计 

根据上述对整流器底座接口的分析与研究，同时综合考虑开关灯控制、功率调

控、DC-AC 控制、灯具工作状态电压反馈、市电低压检测、电流检测反馈及温度控

制等功能需求，本文设计采用以运放模块为核心的扩展电路外设实现上述功能。由

于实际应用环境的限制，对比较器芯片参数具有如下的要求： 

（1）芯片模块的工作电压范围为+3V~+30V。 

（2）芯片模块的输入电流为 5mA。 

（3）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精度为 3mV 以内。 

（4）低功耗，功耗必须限制在 500mW 内。 

（5）芯片模块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105℃。 

 

 

 

 

 

 

图6-2 节能灯整流器底板各信号管脚说明 

整

流

器

底

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FIRE

BUCK-OUTPUT
BRIGED

LED
BUCK-CURRENT

KONG
KONG

POWN_CON
BUCK_SATE_D

COLSE-BUCK
INPUT-VOLTAGE

KONG
GND
+15V



基于Cortex-M0+内核Kinetis无线射频模块的应用研究        第六章 面向KW01的无线重编程机制研究与设计 

71 

综合上述要求，由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 LM224 运放模块具有供电电源电压范围

宽，静态功耗小，成本低廉等特点[49]，本文选用该运放模块作为扩展电路的核心。

在设计时，SD-WSN-ZN 扩展底座主要采用双运放模块，其中每个运放模块又对应

四路比较器，每路比较器可实现对节能灯的各种电气信号进行相应监控。 

 

 

 

 

 

 

 

 

 

 

图6-3 运算放大器U3模块原理图 

图 6-3 中的运算放大器 U3 第一、二路比较器执行的逻辑比较相似，正端所接

的均为由 15V 通过电阻分压所得的电压值作为比较的参考电压值，而负端则分别通

过能够实时反馈节能灯当前工作状态的 INPUT-VOLTAGE和热敏电阻上的电压值以

控制两路输出端的信号值。而第四路则通过调控无线节点的 PWM 脉冲宽度，同时

对比 BUCK 电路当前反馈电流对应的电压值，以控制引脚 POWER_CON 的输出信

号。 

（1）U3 模块的第一路比较器（引脚 1~3）：检测市电电压 

第一路比较器正端所接的 VINPUT_VOLTAGE 从市电整流降压而来，负端所接的是从

15V 工作电压中分压而来的 1.6V 电压。经过比较器进行逻辑比较后，在引脚 1 端输

出 0V 或 5V 的电压检测信号。实际执行的逻辑比较后的输出为： 

(VINPUT_VOLTAGE>1.6V)→VRC1=0V；(VINPUT_VOLTAGE<1.6V)→VRC1=5V 

经过电路分压转换后，实际等效于当节能灯的市电电压低于 115V 时候即可检

测到低压状态，运放模块 U3 的引脚 1 端输出低电平信号；相反，市电电压超过 265V

时候，引脚 1 段输出高电平信号。由此，SD-WSN 无线节点模块即可实时检测节能

灯上当前输入的市电电压范围，以减少因工作电压过高或过低对灯具造成的损坏。 

（2）U3 模块的第二路比较器（引脚 5~7）：检测整流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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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路比较器的正端所接的是由 15V 电压经过电阻 R23、R24 分压后的 1.36V

电压，负端接的是 15V 经过电阻 R29 及热敏电阻 RT1 分压的值，即为 V6=15V×

RT1/(RT1+R29)。其中，RT1 热敏电阻型号为 FH-BWF103F3950FA-A，是负温度系

数的热敏电阻常温下(25℃)阻值为 10KΩ，并且电阻值根据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因

此，第二路比较器的执行逻辑后的输出为： 

(V6>1.36V)→VTEMP=0V；(V6<1.36V)→VTEMP=5V； 

随着节能灯工作时间的延长，灯具的温度会逐渐上升，当温度高于一定的值时，

会影响灯具的使用寿命。因此，根据 RT1 热敏电阻的温度-阻值特性曲线，设定当

温度高于 57℃，SD-WSN 节点可通过 PWM 降低节能灯功率，以达到降温效果。 

（3）U3 模块的第三路比较器（引脚 8~10）：悬空，作为预留接口 

（4）U3 模块的第四路比较器（引脚 12~14）：调节灯输出功率 

第四路比较器的正端所接的是 SD-WSN 无线节点的 PWM 输出量在经过电阻

R18、R19、R35 分压后脉冲信号，负端所接的为经过节能灯反馈电流转换而来的负

载电压值。经过比较器执行逻辑比较后的输出为： 

(V13>V12)→VPOWER_CON=0V；(V13<V12)→VPOWER_CON =5V； 

其中，PWM 的频率不变，当 PWM 的脉宽变大时功率输出就变大，相对应脉

宽变小时镇流器的输出就会变小。根据节能灯的电气特性，并且经过实际调试后可

知，在设定无线节点的 PWM 模块频率为 2.4KHz 的条件下，通过软件配置脉宽为

60μS 时，节能灯处于满功率的工作状态；将脉宽配置为 30μS 时，节能灯则为半功

率的工作状态。 

 

 

 

 

 

 

 

 

 

图6-4 运算放大器U4模块原理图 

与 U3 模块的功能不同，图 6-4 中的运算放大器 U4 模块执行类似的比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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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路比较器负端均接的为节能灯当前工作状态电压反馈量 BUCK-OUTPUT，而

正端均通过使用电阻对 15V 电压分压而得到各路的参考比较电压值。最后，SD-WSN

节点通过各路输出量的取值范围来执行相应的任务。 

（1）U4 模块的第一路比较器（引脚 1~3）：检测灯的工作状态 SATE_A 

(VBUCK_OUTPUT>5.66V)→VBUCK_SATE_A =0V； 

(VBUCK_OUTPUT<5.66V)→VBUCK_SATE_A =5V； 

当 3.34V≤VBUCK_OUTPUT<5.66V 时，说明灯处在异常状态，需要 MCU 重新点火；

当 5.66V ≤VBUCK_OUTPUT<9.87V 时，说明灯在正常工作状态。 

（2）U4 模块的第二路比较器（引脚 5~7）：检测灯的工作状态 SATE_B 

(VBUCK_OUTPUT>3.34V)→VBUCK_SATE_B =0V； 

(VBUCK_OUTPUT<3.34V)→VBUCK_SATE_B =15V； 

当 VBUCK_OUTPUT<3.34V 时，说明灯处在异常状态，通过输出 15V 来打开外部电

路中的三极管，从而关闭整流器的 BUCK 电路。相反，VBUCK_SATE_B=0，三极管无

法打开，BCUK 电路正常工作。 

（3）U4 模块的第三路比较器（引脚 8~10）：检测灯的工作状态 SATE_C 

(VBUCK_OUTPUT>10.59V)→VBUCK_SATE_C =0V； 

(VBUCK_OUTPUT <10.59V)→VBUCK_SATE_C =5V； 

当 9.87V≤VBUCK_OUTPUT<10.59V 时，说明灯处在异常状态，需要降低灯的输出

功率；当 VBUCK_OUTPUT＞10.59V 时，此时为过压状态，SD-WSN 节点需要在经过延

时后通过 CLOSE_BUCK 脚会输出高电平信号，关闭整流器的板上的 BUCK 电路。 

（4）U4 模块的第四路比较器（引脚 12~14）：检测灯的工作状态 SATE_D 

(VBUCK_OUTPUT>9.87V)→VBUCK_SATE_D=0V； 

(VBUCK_OUTPUT<9.87V)→VBUCK_SATE_D=5V； 

当 5.66V≤VBUCK_OUTPUT<9.87V 时，说明灯处在正常状态；当 9.87V≤VBUCK_OUTPUT 

<10.59V 时，此时为过压状态，需要执行和第三路比较器同样的控制，唯一的区别

是延迟的时间不同。 

6.4 无线终端节点与路由节点应用软件设计 

按照嵌入式系统软件构件化设计思想，并充分考虑到系统设计的健壮性、可靠

性和可扩展性等方面[50]，可将系统总体划分为四层以实现分层设计，同时也验证了

本文前面章节所研究的有效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无线终端节点和路由节点的软硬件

总体设计结构图如 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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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终端节点作为 WSN 系统中的终端设

备，不仅需要直接操控灯具的电子整流器设备，

而且还需负责 WSN 网络中可靠传输通信。因

此，在设计与实现其应用软件时，需要充分考

虑软件系统的健壮性和稳定性。此外，由于需

要将无线终端节点和扩展底座“嵌入”至灯具

的电子整流器底板上，为了尽可能的减小市电

对 KW01 芯片造成的电磁干扰，有必要在无线

节点的 PCB 板上套一块金属屏蔽罩[27]。无线终

端节点的程序执行流程如图 6-6 所示。 

 

 

 

 

 

 

 

 

 

 

 

 

 

 

 

图6-6 无线终端节点MCU方软件执行流程图 

路由节点作为 WSN 系统的数据管理中心设备，负责将终端节点感知到的各种

物理参数汇聚、融合并通过可靠的有线传输方式传至 PC 方软件；同时侦听用户发

送的监控命令数据帧，将其分发给 WSN 系统中的目标节点。其程序执行流程图如

图 6-7 所示。  

 

 

 

 

 

 

 

图6-5 节点软硬件总体设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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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路由节点应用软件执行流程图 

6.5 PC 方监控软件设计 

图 6-8 所示的为可调功率照明控制系统的 PC 方监控软件界面。该软件既适用

于工人将无线终端节点和电子整流器装配时的出厂调试，也适用于照明管理员对楼

宇照明设备的监控、检测及节能方案的选择。为满足上述需求，该软件在用户登录

验证后分别为两类用户提供不同的用户界面。工厂生产人员可以利用该软件有效验

证终端节点对整流器测控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为出厂的产品提供质量保证，降低维

护成本支出。照明设备管理员可根据实际的需要通过手动和自动控制对已部署的照

明设备进行智能监控，提高楼宇照明的管理智能化，减少用户的能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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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可调功率照明测控PC方软件界面 

6.6 本章小结 

为验证本文前面章节的基础研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课题设计并实现了可调

功率的照明控制系统。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介绍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概念及系统的总体分层架构。 

（2）以本研究课题成果—SD-WSN 无线节点作为 WSN 系统的终端设备，同时

结合芯片设备驱动软件及 SMAC 协议栈，阐述了本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 

（3）根据本章所述的纳米节能灯的实际应用功能需求，同时结合灯具电子整流

器的硬件特殊性，分别阐述了 SD-WSN-ZN 扩展底座的硬件具体设计，无线终端节

点及路由节点的应用软件设计。最后，给出了可调功率照明控制系统的 PC 方监控

软件设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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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7.1 全文总结 

飞思卡尔公司推出的业内首款基于 Cortex-M0+的 KW01 无线射频芯片主要面

向工业控制及智能家居应用领域，具有硬件资源丰富、处理性能强大、超低功耗等

优势。作者所在的实验室受飞思卡尔公司委托，针对目前嵌入式产品应用研发和高

校教学的需求，本研究课题对该款无线射频芯片的基本模块及开发方法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并按照嵌入式系统软硬件的构建设计原则，设计制作了一款以 KW01

芯片为核心的 SD-WSN 无线节点，同时完成该芯片底层各个硬件模块的设备驱动软

件设计。在完成每个设备驱动构件设计后，通过 PC 方测试软件验证了本设计方案

的正确性。为了提高 SD-WSN 无线节点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参考 SMAC 协议栈

在 ZigBee 芯片上的实现方案，同时针对 KW01 芯片的硬件特性，对 SMAC 协议栈

进行了裁剪和移植，并提出了优化改进方案。本文选择当前研究热点—无线重编程

技术，在分析与研究了当前几种 WSN 代码分发协议的基础上，设计了面向 KW01

的无线重编程机制—WSN_OTAR，提高了 WSN 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在前

面研究的基础上，以 SD-WSN 无线节点为终端设备，构建了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

基于 WSN 的可调功率控制系统以验证本研究课题的正确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本文

的工作总结如下： 

（1）深入研究 WSN 相关技术，查阅参考文献，了解 WSN 系统的应用特点和

网络层次架构。在此基础之上，并参考本实验室之前对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的软硬

件设计方案，提出了以 KW01 无线射频芯片软硬件平台设计为核心的课题研究，同

时明确了本课题的设计目的、意义及主要研究工作内容。 

（2）设计制作了以 KW01 无线射频芯片为核心的 SD-WSN 底层软硬件平台，

同时给出了芯片各个硬件模块的设备驱动软件实例。根据嵌入式硬件系统构件化设

计原则，完成了芯片硬件最小系统、Sub-1G 无线射频前端电路、电源模块等硬件的

设计，详细阐述了硬件设计中的知识要点，并给出了嵌入式硬件设计的一般设计原

则及规范流程。按照嵌入式软件构件化思想，在完成搭建 SD-WSN 硬件平台的基础

之上，为 KW01 无线射频芯片的各个外设硬件模块编写高质量的设备驱动软件，包

括 GPIO、SCI 和 A/D 等外设模块，并总结了编写设备驱动软件的原则与方法。 

（3）以 SD-WSN 无线节点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 SMAC 协议栈在之前多款

ZigBee 无线射频芯片的实现方案，对 SMAC 协议栈进行移植与实现，并根据 K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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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的硬件射频特性，提出相应优化改进方案。在对该协议的物理层、MAC 层进

行深入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并考虑实际应用情形，分层对 SMAC 协议栈进行设计

与扩展，加入了 MAC 层数据分发算法、基于能量检测的 CSMA/CA 防冲突机制、

双向链表队列的内存管理机制等，提高了 SD-WSN 无线节点的实际应用价值， 

（4）在分析与研究当前几种代码分发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面向 KW01

的无线重编程机制 WSN_OTAR。通过分析 KW01 芯片的存储空间映射结构，设计

芯片的 Bootloader 以确保代码重组的正确性；根据 KW01 芯片的 MCU 方机器码文

件结构，定义代码分发协议数据帧结构；按照数据帧类型的不同，灵活选择多种广

播算法，实现对更新代码数据帧的可靠高效传输；采用基于更新代码管理链表队列

的代码重组算法为代码更新的正确性提供可靠的保证。最后对 WSN_OTAR 进行性

能评估以验证该设计的实际应用性。 

（5）结合本课题设计与实现的软硬件资源，以 SD-WSN 无线节点为核心构建

了一种可调功率的照明控制系统，通过该实际应用实例以验证本课题研究的正确性、

可靠性和应用价值。 

7.2 课题展望 

虽然通过研究与实践，本课题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由于工作量较大且毕业设

计时间有限，本课题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改进： 

（1）低功耗是 ARM Cortex M0+内核芯片的主要应用研究特点之一。由于时间

的限制，本文对 SD-WSN 无线节点的低功耗机制的分析与研究较少，这是本课题下

一阶段的重点研究内容。 

（2）本课题在对 SMAC 协议栈研究过程中，对动态路由及无线安全两个方面

进行了精简，为了提高实际应用价值，还需要在这两方面展开细致的讨论。 

（3）在设计无线重编机制时，对代码分发的完整性、可靠性、实时性及资源存

储利用率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与研究，而对能耗方面考虑较少，例如如何减

少重编程时对 FLASH 的擦写次数、如何降低代码重组时对目标节点的 FLASH 进行

擦写而产生的能耗等问题。 

（4）由于无实时操作系统程序单任务执行，无法完全发挥 KW01 芯片的性能

优势。本课题下一阶段将对飞思卡尔公司推出的轻量级实时操作系统 MQXLite 进行

深入剖析，并移植到该款芯片中，运行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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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KW01 最小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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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SD-WSN 无线节点文件列表 

B.1 SD-WSN无线节点底层软件平台文件列表 

类型 文件名 功能及主要函数 

芯片相关文件 

KW01Z128.h 对 KW01 芯片的硬件映像寄存器名进行定义 

sysinit.c 对芯片进行初始化，设置芯片工作时钟频率及看门狗模块 

isr.h 
中断服务处理程序与中断向量表头文件和源文件 

isr.c 

硬件设备驱动构

件相关文件 

SCI.h SCI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SCIInit、SCISend1 与

SCISendN、SCIRe1、SCIReN 和 SCISendString SCI.c 

SPI.h 
SPI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SPIDrvWrite、SPIDrvRead 

SPI.c 

Flash.h FLASH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FlashInit、

FLASH_ErasePage 和 FLASH_Write Flash.c 

IIC.h IIC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IICInit、IICSendOne 与

IICSendN、IICReOne 与 IICReN IIC.c 

AD.h AD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ADC_Init、ADCValue、

ADCAverage AD.c 

TSI.h TSI 模 块 构 件 的 头 文 件 和 源 文 件 ， 包 括 TSI_Init 、

TSI_Get_value16、TSI_set_threshold、TSI_Irq_Enable 等 TSI.c 

通用文件 

Type.h 程序中的类型相关定义头文件 

GeneralFun.h 
通用函数，包括延时函数、位操作函数等 

GeneralFun.c 

B.2 SMAC协议栈移植与实现的主要函数列表 

层次 函数头名称 函数功能描述 

物理层函数列表 

PHY_Status PhyPib_SetCurrentChannel (uint8_t channelNum) 设置无线收发器物理信道 

PHY_Status PhyPib_SetFreqBand(FrequencyBands_t 

carrierFrequency) 
设置无线收发器工作频率 

PHY_Status PhyDataRequest (phyPacket_t *pTxPacket, uint8_t 

phyTxMode) 
物理层请求发送数据函数 

PHY_Status PhyDataRxRequest (phyPacket_t *pRxPacket, uint8_t 

phyRxMode) 
物理层请求接收数据函数 

PHY_Status PhyPlmeSetTxRxStateRequest(PHY_Status stateMode) 设置物理层逻辑运行模式 

Bool PhyPlmeCCARequest(void) 物理层 CCA 信道检测 

Bool PhyPlmeEDRequest(uint8_t *Energy) 物理层信道能量检测 

uint8 PhyPlmeLQIRequest(void) 获取当前信道的链路质量 

uint8_t PhyPib_SetCurrentPhyMode(uint16_t phyMode) 设置无线收发器工作模式 

uint8_t PhyPib_SetCurrentTransmitPower(uint8_t pwrLevel) 设置无线收发器发射功率 

uint8_t PhyTimeTimeoutIndication (void) 物理层超时事件应答 

MAC 层函数列表 

Bool CSMACAByED(uint8_t macMinBE,  

                  uint8_t macMzxCSMABackoffs) 

基于能量检测 CSMA/CA 

算法实现 

uint8_t MLMESendMACFrame(uint8_t buflen, txPacket_t 

*psTxPacket ) 
通过 PHY 层发送 MAC 帧 

uint8_t MLMEMakeCommandFrame(Bool IsSecurity,  

                     Bool IsFramePending, 

                     Bool IsACK, 

                     Node_info Dest,  

                     MACPayloadStruct CommandPayload,  

                     txPacket_t *psTxPacket) 

生成命令帧 



基于Cortex-M0+内核Kinetis无线射频模块的应用研究                                               附录 

85 

uint8_t MLMEMakeDataFrame(Bool IsSecurity,  

                     Bool IsFramePending,  

                     Bool IsACK,  

                     Node_info Dest,  

                     MACPayLoadStruct DataPayload, 

                     txPacket_t **psTxPacket) 

生成数据帧 

uint8_t MLMEMakeACKFrame(Bool IsFramePending,  

                     uint8_t ACKSN,  

                     txPacket_t **psTxPacket) 

生成应答帧 

uint8_t MLMEFramePro (void) 
处理 MAC 帧，采用基于定

时器的数据帧广播算法 

SMAC_Status MLMERadioInit(void) 初始化 MAC 层的参数 

uint8_t MLMENodeAddrSet(uint16_t netid,uint16_t nodeid) 配置节点地址 

uint8_t MLMEMacAddrMapping(uint32_t addr1,uint32_t addr2) 关联节点地址与 MAC 地址 

SMAC_Status MLMERXEnableRequest(rxPacket_t *gsRxPacket, 

uint32_t Timeout) 
配置 MAC 层的接收中断 

SMAC_Status MLMEPacketConfig(packetConfig_t *pPacketCfg) 配置帧格式结构参数 

节点内存管理函数 

uint8_t BufListInit(struct list_head* ptdatalist,struct list_head* 

ptfreelist,TBufNode* pnode, uint32 dwnum) 

初始化双向存储管理 

链表队列 

uint8_t GetOneNode(struct list_head* ptlist,TBufNode** ppnode) 从队列中取内存 

uint8_t PutOneNode(struct list_head* ptlist,TBufNode* pnode) 将释放内存归还至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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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硬件实物图 

附录 C.1 SD-WSN双端无线节点实物图 

 

 

 

 

 

 

 

 

 

 

 

 

附录 C.2 SD-WSN单端无线节点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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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3 SD-WSN-ZN扩展底座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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