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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SN 的智能气象传感器设计及应用 

中文摘要 

传统的气象站采用有线方式获取数据，它的传感器都采用不同的接口（如 RS232、

RS485 等）与系统对接，这无疑给传感器的维护和更新换代带来了不便，此外如果传

统的气象传感器更新换代一两个传感器就可能需要更换一整套气象设备，从而增加了

气象站的成本开销。无线传感网技术（WSN）以及微控制器技术已经日趋成熟，为

气象传感器的更新换代带来了契机。相对而言，无线方式较有线方式方便了很多，并

且成本降低了许多。本实验室受气象相关部门委托，将无线传感网技术与气象传感器

相结合，统一了各种不同的接口，可方便气象站对传感器的升级和维护。无线传感网

技术还可以将气象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迅速上传到互联网上，以供观测人员进行远程

监控。因此，设计出一种基于 WSN、可方便更新换代、可无线通信的智能传感器具

有实际意义。 

本文通过对支持 ZigBee 通信技术的芯片进行分析与筛选，采用 Freescale 公司生

产的 MC13213 芯片。通过设计相应的硬件接口电路，屏蔽了气象站中的温度、湿度、

风速、风向、雨量、气压六种主要传感器的接口，统一成 ZigBee 无线接口，预留出

有线传感器接口以供扩展。此外，本文设计并给出路由节点与传感器节点之间的通信

协议，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无线路由节点统一发送到服务器，可以配合侦听程

序和服务器端 Web 进行调试。最终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给用户，并且给出了传感器

的物理量回归和配置方法。该系统可以方便地接入新型的智能传感器，解决了气象站

更新换代成本较为昂贵的实际问题。另外，该系统还可以灵活选定不同型号的主控器，

方便后续的数据接入互联网。 

本论文实现了一整套基于 WSN 的智能气象传感器解决方案。该方案接口统一、

组网方便，最终按照气象局的规范发送气象数据，并实时显示相应的气象信息。实践

证明：所设计的基于 WSN 的智能气象传感器可以实现系统的预期功能，减少传感器

更换及铺设有线电路的成本，为智能气象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WSN，智能气象，传感器，ZigBee，MC13213 

作    者：李  涛 

指导老师：王宜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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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Weather Sensor based on WSN 

Abstract 

Recently the traditional way to get weather station data is on wired. Different sensor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 uses an interface (such as gray code, RS232, RS485)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o send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o the intelligent weather station. 

In that case, it is inconvenience to increase and repair the sensor, and the cost of the sensor 

has been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echnology of th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and microcontroller has been more matured, and brings an opportunity for upgrading 

meteorological sensors. Commissioned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meteorological, our 

lab releases a solution of intelligent weather station which is to combine the meteorological 

sensors with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and unify the interface of different sensors, and it will 

facilitate the maintenance and upgrade of the weather station. In addition, we can send the 

data from the weather sensor to the Interenet by the technology of WSN. By this way, the 

observers can remotely monitor the meteorological station.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design 

an intelligent sensor based on WSN to make it easier to collect meteorological data. 

To facilitate the programming of programmable sensor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chip which is based on ZigBee technology, we decided to use 

Freescale’s MC13213 chip. By designing the circuit of hardware interface, this project 

unifies the interface of temperature, humidity, wind speed, wind direction, rainfall to the 

radio frequence (RF) interface, and reserve interface for expansibility in the future.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a communication protocol. First we send the data from the sensor to 

the route node, and then the data is sent to PC and displayed on screen to convenience the 

listener and Web side Debugging. In addition, we also provide a method to config and 

return physical. Thanks to new intelligent sensor, weather station can now reduce the cost 

of updating and maintainance. We can also choose various main controllers freely and 

subsequently upload data to the Internet. 

In this paper, it has realized a solution of meteorological sensors intellig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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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will unified interface, convenient network, and ultimately send meteorological 

dat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rms of the Bureau of Meteorology and displaying the 

real-time weather information. Practically, the sensor performs well in the intelligent 

weather system. The method can reduce the cost of cable deployment and sensor upgrade, 

and provide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eteorology.  

Key Words: WSN，Intelligent Weather，Sensor，ZigBee，MC13213 

Written by Li Tao 

 Supervised by WangYi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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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智能气象是结合物联网、互联网应用、气象采集、电子信息等技术为一体的，可

配置和可测试的工程类项目。目前，气象部门所使用的智能气象站，都可以通过 GPRS

进行无线数据通信，主控采集器也都可以采用 ARM、Linux 等嵌入式技术。但是，

传感器与主控器之间的接口基本上都采用 RS485、RS232、CAN 等不同的有线通信接

口，而这些接口的不统一导致了智能气象站的维护、升级成本不断增加。在现代化的

气象站中，如果一套智能气象站想要更换一两个不同型号的传感器，气象局可能就需

要更换一整套的智能气象设备。并且通过实地考察，大部分气象站的传感器与采集器

之间都采用有线的方式进行传输，这些线路大部分都深埋在地下。因此，如果传感器

的线路出现问题，维修人员需要把有线设备挖出土壤进行维修和更换，其过程极其繁

琐，维修成本也较高，所以采用无线传输具有一定的优势。 

苏州大学飞思卡尔实验室从 2004 年开始从事 WSN 研究，先后以 WSN 开发了多

大型科研项目，如智能路灯、舞台灯光、太湖水质监测、智能水表等，积累了丰富的

无线传感网经验，具有开发本项目的实力。 

本课题受县级气象站委托，将无线传感网应用到气象站实例中，实现气象部门的

气象传感器的更新换代。在气象站的传感器上安装智能节点，实现传感器的可控制、

可调试、可配置。在借鉴智能路灯和太湖水质监测两个项目的基础上，以软硬件构件

化设计思想为指导，设计了一款智能的传感器节点。本文将详细分析设计过程中所涉

及的电路相关基础知识与技术要点。 

本章作为本文的导引，从气象站的历史与现状出发，结合智能气象的国内外发展

情况，提出基于 WSN 的智能气象这一概念，其次讲述了智能气象的主要技术并指明

整个课题的需求与创新点，最后简述了论文每个章节的内容。 

1.1 课题背景 

自古以来，人们对气象的监测一直从未停歇过，总结出“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

里”的天气俗语。对于现代的气象预报，必须要有足够精确的气象信息才能准确预报

天气，而在传感器这一领域上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传感器精度越来越高。正所谓“好

马配好鞍”，一个高性能的传感器如何做到智能最大化是本课题所要研究的内容，下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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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无线传感网WSN技术概要 

无线传感网[1][2][3]（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简称“传感网”，是一种较

为成熟的通信技术，即无线传输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的有效结合，同时也可以进行实时

监测、感知环境、采集气象等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无线传感网由多个放置在被监测区

域内的具有一定距离传输能力、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与感知物理量能力的微型传输节点

组成。各个节点之间通过短距离的无线通信技术形成一种自组织的路由网络系统，最

终将数据传输到服务器。其主要目的是采集、处理和保存感知对象的主要信息，并且

将该数据上传给远程的服务器，以一种人性化的方式将数据传输给观测者。无线传感

网由传感器、感知对象和观察者三种独立的要素组成[4]。WSN 就是将这三个要素逻

辑上联系起来，将实际的物理量与传感器的模拟量结合在一起，从而减少了人与大自

然直接接触。人们可以通过 WSN 直接感知客观世界，从而极大地利用了现有网络的

功能来增强人们认识世界和感知世界的能力[5]。 

传感器监测区域

传感器
节点

路由节点

管理网关

 
图 1-1 无线传感网组成 

如图 1-1所示，一个较为典型的无线传感网WSN包括传感器节点（SensorNode）、

路由节点（Route Node）以及管理网关（Management Gate）三部分 [6]。在数据传输

过程中如果需要传输较远的距离，应配有相应的中继节点（Relay Node）[7][8]以扩大

传输距离。在无线传感网中，这些节点通过携带传感器和功率放大器，使得系统的感

应能力和传输功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在整个传输过程中，传感器节点采集数据，中继

节点进行数据传输，最后通过数据的多跳传输将数据传输到路由节点，路由节点负责

接收数据并且将数据传输给管理网关。通过管理网关，用户可以对 WSN 系统的节点

进行配置、发送命令以及收集数据。WSN 具有低成本、低功耗等特点，因此，在特

殊环境中升级数据采集方式以及实现数据采集的自动化具有很好的应用场景。可以预

见，将来 WSN 会成为测控以及监测系统最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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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基于WSN智能气象概要 

现有的气象站大多是采用人工方式或者用铺设好的有线方式进行数据采集。以传

统人工的方式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数据的准确性不一定会得到保证，因为人犯错误

的几率较大而且人的主观能动性比较强，不确定因素太多，最终将会被历史淘汰；而

使用有线方式采集数据的气象站受到环境、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所描述的智能气象技术融合了 WSN 技术与传感器技术，并建立基于 WSN 的智

能传感器网络。在现有的气象技术基础上，进行高效开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不断

扩展智能化的服务范围，志在推广嵌入式在实际领域的应用，减少人工带来的不确定

干扰与运营成本，为气象部门提供便利。使得气象部门能够在低成本、高质量的前提

下采集环境中的气象信息，更好地服务大众。 

通常意义上的智能气象系统是由风速、风向、气温、雨量、气压、太阳辐射、相

对湿度等多种传感器、数据采集器、数据处理软件系统、后端软件系统、电源管理系

统为一体的智能气象观测系统。本课题所描述的智能气象系统将通信技术、计算机技

术及硬件接口技术结合到统一的硬件基础上，将各种传感器的接口统一成无线接口。

从有线到无线，是通信技术的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以前我们都采用电话座机通信，

而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采用手机进行无线通信。本文将 ZigBee 作为传感器节点与路

由节点之间的通信方式，通过 ZigBee 通信进行智能气象仪器的智能检测、智能数据

采集以及智能数据切换。 

1.1.3 智能气象的近况及国内外发展 

在智能化迅速发展的潮流下，国内外涌现出很多智能气象站。而这些气象站也存

在优缺点，了解国内外的气象站的近况及发展现状能够为本课题提供理论依据。 

1．气象站的近况 

我国气象站的研发工作开始于 20 世纪中后期，至今已经有了 60 多年的历史。60

年代初期，中央气象局主持研制了无人气象站。该气象站在青海省试点了五个站台，

运行达 10 年之久。80 年代初期，由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大气探测所组织，采用卫星

的中继传输方式，研发出手机平台，并且在多个省份试验了长达 1 年之久。到了 90

年代后期，我国第一批自动气象站设计成型，并且获批在常规业务中使用[9]。气象站

之所以得到迅猛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实际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要素。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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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单片机等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使得传输数据的方式得到了简化、成本得到了降低，

效率得到了提高，使得数据能够准确、高效的传输，逐渐满足气象站的实际功能需求。

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厂家对气象站做了深入研究，智能气象站的雏形渐渐涌出，但仍有

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气象站数据传输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利用卫星以无线或者利用

电信以有线的方式进行传输，都存在传输代价极高、维护成本昂贵等弊端，不能很好

的适应气象行业节约成本的要求。本文就是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设计一种通用性较

好、性价比较高的智能传感器。 

2．智能气象在国内的发展情况 

我国气象行业的标准主要是规范气象行业的地面探测系统。在这些标准中，智能

气象站采集的数据包括能见度、风向、风速、降水量、气温、温度、气压、湿度、地

表温度、地下温度、光照度等要素。气象行业的规范保证了气象数据的有效运行，提

高了气象站的运行效率，使得各个站的气象数据能够有效的整合到一起。但是，目前

不同厂商制造的传感器型号多之又多，而各个气象要素不能够完全统一。虽然同一要

素的传感器的接口基本统一，但是由于各个厂商生产的采集方式都不相同，所以相互

之间更换和添加都比较困难。同时，在各个厂商中，都配备了自己的上位机解析软件，

不能够形成统一的数据处理协议。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下文总结目前我国的智能气象

站具有以下优点和缺点。 

1）国内智能气象站的优点 

（1）对于同一个种类的传感器，各个厂家的接口相差不大，能够直接通用，并

且只要兼容了一家，就基本可以兼容大部分的厂家生产的该类传感器，同一种传感器

相互之间是可以通用的； 

（2）各个上位机解析软件最终上传的数据依照国家气象规范进行统一，能够保

证上传数据文件的兼容性； 

（3）系统较为成熟稳定，能够长时间的运行，能够在较多的气象站中使用。 

2）国内智能气象站的缺点 

（1）各个厂商的采集器的标定值基本不相同，不能相互之间通用； 

（2）通信标准不统一，导致不同要素之间的传感器需要各种不同的接口。主要

以有线的 RS485 总线为主要接口，也有不少使用的是 RS232 或者 CAN，相互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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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的通用。而且有线设备线路一旦老化损坏，在替换有线设备的时候极其复杂，

需要将整个深埋地下的设备进行拆除和替换； 

（3）缺乏软硬件上下兼容性，往往更换一个不同厂商的气象传感器都需要更改

整套气象设备以及配套的上位机解析软件。质量标准不同，软件设计层次不同，不能

够很好的使用同一套上位机解析软件。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厂商之间的仪器、上位机均不能很好地兼容。每个开发商

开发的仪器只能使用自己厂商的气象配套的仪器或者气象软件。通俗来说，就是一套

气象设备很难与其他厂商的气象仪器相结合或者相互通用。例如，在一套智能气象站

中添加另一个厂商的气象仪器，从而进行不同厂商的仪器进行数据进行对比的实验，

如果将它们的数据整合到同一台计算机上进行数据比对是极其困难的。但经过理论研

究，将传感器接口进行统一化管理，可以减少传感器报废的数量，降低维修和替换的

成本，否则采用不同厂商的系统则会增加铺设线路的成本以及电力损耗的成本。 

例如：金湖县气象站采集点使用江苏无线电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产品以及华云

技术开发公司的两套智能气象站对最基本的气象要素进行采集[10]。但是该智能气象站

必须采用两台不同的 PC 机软件进行采集，这样大大增加了检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工

作量，同时降低了工作效率；其次，如果两个厂商的仪器以及观测设备都需要对传统

的采集器进行升级和配套设备的更换，就需要对两套设备进行升级和配置。但是由于

软件的不同和上位机软件的差异，就必须为这些新型传感器配置两整套上位机显示程

序，观测人员需要分别对其进行监测和维护；最后一点，在生成数据时，两套软件不

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只能通过生成不同的数据文件，或者采用两套服务器系统进行

采集，然后进行数据上传。可见这种采集方式大大增加了观测人员的工作量和运营成

本，而且在设备维护和维修上产生了双倍的成本。 

3．智能气象在国外的发展情况 

在国外，智能气象也得到很好的应用。其中，北欧国家的气象仪器做的最好。以

北欧的芬兰为例，芬兰 VAISALA 生产的气象设备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其他厂商都

以兼容该厂商的传感器接口为标准接口[11]。该厂生产的设备都具有一定的模块化结构，

传感器之间可以相互兼容，增加设备的同时只要添加相应的测试要素即可。同时新增

加的要素会跟着资料文件上传，具有很好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现在美国、日本、俄罗

斯、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智能气象站的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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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要素多。美国地面气象站的智能遥感系统可以探测 7 种基本参数和 16

种附加参数。俄罗斯的 M-107 可以测量 13 项气象要素。法国的“西蒙”可以测量 64

项要素[12]。 

（2）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例如法国的德尔塔系统重量只有 15 公斤。芬兰

的智能气象站重量只有 7.5 公斤，最大耗电只有 1 瓦。 

（3）电池耐力持久。美国、俄罗斯、法国等采用的智能气象站都携带有风力发

电站或者太阳能发电板，能够工作 3-5 年时间。日本的岛上气象浮标采用空气电池，

可持续工作一年[13]。 

综合国内外的智能气象站技术与基本现状，本课题重点在研究一种基于 WSN 的

软硬件结合、测量要素可扩展、不同厂商的气象传感器可更换、最终生成同一种数据

传输格式文件的智能气象仪器，同时在此基础上设计一种基于传感器的测试校准软件。

通过对各个厂商的设备进行有效的处理，将上位机的标定程序进行完善，实现一种基

于 WSN 的能够适应多种厂商的智能气象采集器。 

为了能够合理解决本课题研究的数据不统一等问题，本文依照现有的气象行业规

范，制定底层气象仪器的通信协议，对风速、风向、降水量、气温、湿度、气压等几

类典型的气象要素进行数据传输格式的研究。为了实现本课题的功能，本论文设计了

可适应了不同的传感器的气象采集器硬件设备。具体的项目内容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设

计。硬件设计包括接口的设计以及传感器模块设计；软件设计包括通信协议、MCU

（Microcontroller Unit）程序、上位机演示程序和测试程序。 

1.2 WSN-IWS 相关技术概述 

本文所涉及技术主要有 ZigBee 技术、GPRS 技术及传感器标定与校准技术。前

两项技术的综合使用就可以很好地实现短距离和长距离传输传感器数据，下面分别对

这两项技术及传感器校准技术进行概述。 

1.2.1 短距离传输ZigBee技术 

ZigBee 技术是一种适合于短距离传输的通信方式，传输距离一般在 100m 左右，

通过功率放大器可以扩宽到 1~2 公里左右。ZigBee 可以嵌入到各种工控设备中，同

时可以支持定位算法。ZigBee 一词来自于蜜蜂的八字舞，作为一种无线通信技术，

ZigBee 的突出特点是低功耗、低成本、低速率、协议简单。ZigBee 是在 IEEE8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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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协议上建立起来的，专注于微型设备之间的通信，如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

单片机与 PC 机之间通信等，其功耗低到可以让设备在不供电的情况下使用寿命长达

8 个月到 1 年之久。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长距离通信成本的提高，使得社会迫切

需要低成本的短距离的通信技术，这就促使 ZigBee 技术得以产生。由于 ZigBee 在短

距离通信上的突出优势，在推出不久，就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同时，ZigBee

技术可以支持数万个传感器节点的相互通信。由于 WSN 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

输节点的数量，即传输节点越多，WSN 所携带的功能越强大，所以 ZigBee 技术对于

需求节点较大的 WSN 非常适合[14]。 

1.2.2 远距离传输GPRS技术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简称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是一种基于

移动通信系统 GSM（Global System of Mobile communication）的分组交换技术，可以

提供端点到端点的、广域网的无线远程连接。GPRS 采用按流量计费的方式，可以在

保证数据正确通信的前提下，将系统费用降到最低。GPRS 传输速度相对较快、出错

概率较小、新建 TCP/IP 连接时间较短，因此采用 GPRS 传输数据能够很好的实现数

据的实时性。GPRS 可以稳定地传输较大的音频和影像文件，除此之外还具有以下特

征：误码率较小，能够较好地确保数据的传输稳定性和正确性；能够保持持续连线，

在新建的连接中，不管多长时间，只要不断线都可以保证发起端随时发送数据。因此

GPRS 技术比较适合于远程监测系统，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无线传感网中。 

1.2.3 传感器标定与校准技术 

对于任何一种传感器，在投入使用之前都要经过标准标定程序进行全面严格的性

能标定。标定好的传感器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通常的使用期限为一年）或者经过维

修过后，也必须经过标准的校准流程进行校准，以确保传感器的各项技术指标能够达

标。对于传感器的标定，实际上就是利用精度较高的标准仪器对传感器进行量的确定

的过程，从而确定传感器的输入的模拟量与输出值之间的对应的线性或者非线性关系。

根据系统的不同用途可将传感器的标定分为静态标定和动态标定。 

1.3 WSN-IWS 的需求及工作创新点 

了解智能气象的项目需求，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在本小

节中分别对这两方面进行简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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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WSN-IWS项目要求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对气象要素的很多方面进行了规范，就气压、温湿度、风向

风速、降水量等主流传感器进行讨论，并且允许扩展传感器。 

1．气压监测 

采用定时观测、连续记录。仪器自动监测时，将每分钟的气压值进行保存，记录

每小时最高值、最低值以及采集时间。当一天结束时，对本站气压的日极值及采集时

间进行记录。气压以 kPa 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采集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 

2．温湿度监测 

温度和湿度集成在一个传感器上。温度测量的要点包括日最高、最低气温及平均

气温。气象仪器进行自动检测时，每分钟、每小时平均温度需要进行记录。以摄氏度

为单位，取一位小数。湿度采用集成的湿度仪监测每分钟、每小时的平均湿度，每小

时最小湿度及采集时间。相对湿度采用百分比为单位，以一位小数为有效位数[15]。 

3．风速和风向监测 

风速风向指的是距离地面 10m 高度的风速风向值。需要测量 2min、10min 的平

均风速和最高风速，使用采集器进行记录。风速以 m/s 为单位，取一位小数；风向以°

为单位或者以风向方位为基本单位。风向方位有：北、北东北、东北、东东北、东、

东东南、东南、南东南、南、南西南、西西南、西、西西北、西北、北西北、静风。

当风向为静风时，风速采用 0m/s 为当前风速[16]。 

4．降水量监测 

在有降水的天气中，一般测量每天 8 点和 20 点的前 12 小时的降水量；使用翻斗

式雨量计测量。测量每分钟、每小时、每日降水量；以 mm 为单位，保留一位小数。 

1.3.2 WSN-IWS工作创新点 

从以上的项目需求可以看到，有些传感器像风速风向传感器，需要放置在特定的

高度上，这样加大了布线的成本。本系统针对这些人工较难控制的方面，设计一种基

于 WSN 的智能传感器。在了解现有气象软件的基础上，将通用的不可配置的传感器

与 MCU 芯片相结合，并对 MCU 进行编程，设计出一种可以将大部分传感器接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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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的智能设备，并且结合现有的嵌入式技术，制作可测试、可校准的上位机程序。

同样通过该系统可以将数据通过主控器传送给互联网，从而减少了有线方式带来的维

护和维修成本。采用基于 WSN 的智能气象传感器可以很方便的在较高的地方放置传

感器，也不需要进行布线，省去了大量的人力。 

1.4 论文章节安排 

本文一共分为七个章节，每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绪论。首先阐述研究的课题背景，包括 WSN 的技术概要、国内外智能

气象站的近况，总结了现如今国内外气象站的优缺点。然后推出一种新的模式，将无

线传感网和气象结合起来，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气象站做出了客观综合的评价，最后阐

述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内容。 

第二章 IWS 系统整体设计。制定系统总体方案，通过对系统体系架构的设计需

求和设计方案的讨论，将整个系统涉及到的技术做简要概述。 

第三章 IWS 通信协议设计。在理解硬件的基础上，制定通信协议，将协议进行

通用化设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隔离上下层，能够让相邻上下层之间的接口完成较

好的对接。在后期的开发和维护中，能够更好的进行兼容性开发。 

第四章 IWS 硬件设计。采用嵌入式硬件构件化的思想进行系统设计，重点放在

智能气象的扩展板硬件设计上，并且根据过往项目的开发经验，总结出硬件设计的心

得体会，主要内容包括硬件芯片的选型、硬件采集电路及硬件心得体会。 

第五章 IWS 软件设计。基于底层硬件，设计 MCU 软件，将底层驱动和应用软

件进行综合阐述，以软件构件化思想为指导，来封装 MCU 的底层驱动与各个传感器

模块的驱动。 

第六章 配置与测试软件设计，通过对配置软件做简要说明，阐述上位机软件的

整体设计思路，对智能气象项目及实验结果进行详细展示。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总结全文以及后续工作的内容。将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

结，客观的指出了本文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尚待研究和实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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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IWS 系统整体设计 

本章首先对 IWS 的整体方案做简要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系统体系架构做了深

入的理论研究，然后根据气象的智能化需求，按照气象行业的标准，给出了智能气象

的体系结构，最后讲述系统各个单元及技术分析。 

2.1 IWS 系统设计要求和方案 

IWS 系统需要符合一定的设计要求，在遵循系统设计原则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设

计方案，使其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实际应用场合。按照整体性原则设计 IWS 系统，

更易于功能实现与扩展。 

2.1.1 IWS系统设计要求 

IWS 以智能节点为核心、以计算机编程为基础、软件与硬件紧密结合，可适用于

多种项目场景。在设计 IWS 系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性，只有在符合了稳定性

的基础上，才能考虑系统的可移植性、可维护性以及可扩展性。因此，稳定性是实现

本项目的前提。 

1．稳定性 

智能气象系统所处的环境大部分是一种开放的环境，偶尔会出现山区的环境，要

考虑到山区路面复杂，将无线传输的稳定性做到最好才能保证数据的稳定性；而且在

气象数据中，每一次的实时气象值都需要在系统中存储，所以在系统中要有对数据进

行一定的质量控制以及历史查询功能，才能够确保数据的稳定性。对于传感器，常用

长期稳定性描述传感器的稳定性。所谓的传感器稳定性是指在常温环境下，经过较长

的时间间隔，如一天、一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内传感器的输出较为稳定。 

2．可移植性 

IWS 系统需要具有一定的可移植性。可移植性指的是一段程序从一个软件应用到

另一个软件上的能力。通常编写程序要考虑到其他的使用情况，这样做的程序才是有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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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维护性 

在节点程序烧入芯片之后，对于一些应急的问题必须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修改。

例如，在程序烧写完成之后，对于节点的地址、节点的传感器类型等一系列的节点属

性，能够方便的通过 PC 机的测试程序进行修改，使得软件硬件都能达到较高的可维

护性。 

4．扩展性 

在系统中，不能单单考虑系统中的几个传感器，要兼容到多种传感器。根据接口

的通用性思想，可以动态地配置系统接口，便于使用不同规模和不同功能需求的智能

气象系统，使得系统具有可扩展性。 

5．性价比高 

在做项目的同时，要考虑到项目的开发成本、硬件成本，前期可以投入较多的资

金进行试验性的研究，后期就要更多的考虑成本问题。本文画电路板时就采用一定的

冗余，将几种传感器集成到一块电路板上，这样在使用时，只针对性地焊接部分电路

就可以应用到实际项目中。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兼顾了通用性，使得 IWS 节点性

价比更高。 

2.1.2 IWS系统设计方案 

要想达到以上的系统要求就需要对系统的开发方法和关键技术进行可持续研究。

围绕该核心思想对软硬件协调化进行实际研究。 

1．软硬件协调设计 

嵌入式虽说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但是嵌入式系统一般都是面向具体的应用领域

且具有一定应用的专用系统。软件设计和硬件设计是无法分开的。将软件和硬件之间

协调好能够更好的加快工作进度以及实现任务分工。在本系统中，首先要确定软硬件

之间的协议。一个好的协议相当于一个纽带，协议确定好了既可以先设计软件，也可

以先设计硬件。同时，如果在实际的大项目中，定好了协议就可以将高端软件和底层

软件分配给不同的人，各人各自处理自己的软硬件部分，并且在接口上进行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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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该项目出

现问题或者错误，能够及时地定位错误。

这样既能够快速的定位错误，也避免了上

下层软件独立开发时接口难以对接的问题，

软硬件的开发方法如图 2-1 所示。 

2．构件化设计方法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通常将一个或者几个模块封装成独立的构件，满足高内聚、

低耦合的特点。构件要对用户透明化，用户只需要对构件的函数进行调用，参数的填

写，无需考虑内部的细节，就可以通过该构件实现相应的功能，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开

发难度、周期和成本。构件化的思想在软件和硬件中都可以进行采用，构件与构件之

间通过功能接口来彼此衔接。构件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大部分的软硬件开发项目中，

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增加项目开发的效率、项目开发的复用性，但是该技术在嵌入式领

域中还未得到完全的采纳，需要对其进一步推广。总而言之，本文采用的构件化设计

思想对于本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3．内存优化技术 

对于上层应用来说，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处理协议帧数据的时候，需要将

协议之间的数据进行重新拷贝、重新解析，这种做法在内存中消耗资源相对较大，对

CPU 处理速度相对较快的 PC 机还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到了嵌入式系统中，就需要考

虑数据优化的问题了，因为 MCU 没有那么多资源，不能够允许过多的内存浪费。因

此，本系统通过优化数据的传输过程，不进行协议帧拷贝，而是直接通过数组指针操

作，传递数据地址，从而减少消耗 MCU 的内存资源。 

这种操作具体体现在接收和发送无线数据帧的时候，例如，在 RAM 中初始化 4

个链表，分别代表接收空、接收数据、发送空、发送数据链表。在接收到数据的时候，

先从“接收空”链表中取出一个空数据帧结构体，将接收数据的首地址存入该结构体，

再将该结构体存入“接收数据”链表中，由主循环中进行处理数据操作。发送数据也

采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2.2 系统体系结构及硬件单元模块 

智能气象传感器设计的目标是将传感器做成一个通用的可更换的无线模块。该模

硬件设计

软件设计

通信协议

元件、电路测试

软件模拟件测试
 

图 2-1 软硬件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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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对于大部分的传感器都是通用的，以实现一种可方便更换的传感器采集器。下面从

智能气象整个大项目向进行概述，接着引出智能传感器的概述。 

2.2.1 系统体系架构 

根据上述的资料分析，综合开发经验，将传感器设计成基于 WSN 的模式，一共

分为以下几个系统框架部分。系统结构采用三层结构，如图 2-2 所示。智能传感器通

过自主设计的网络协议进行方案的具体实施，将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发送到服务器上，

使得所有在互联网上的设备都可以访问。数据上传到服务器上之后，服务器通过侦听

程序进行接收和处理，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入到数据库中，用户可以通过网页访问的形

式对数据进行查看。 

Internet 数据交互

服务器

移
动
基
站

网关   

GPRS模块
CPU

 
图 2-2 系统整体框架结构 

（1）网关系统：网关主要负责将底层节点的数据进行拆包、封包上传给上层应

用，主要涉及到的技术有 GPRS 模块的控制、ARM 内核、MQX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移

植、硬件的电路技术以及电池供电技术等[17]。 

（2）传感器节点系统：将各个传感器接到同一种型号的模块上，对气象要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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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时采集，在运行中响应远程命令，还可以进行自动保护。 

（3）远程显示系统：通过 WEB 或者 PC 机实现交互式操作，直接通过浏览器查

看当前的气象信息。 

本文主要侧重于研制出一套通用的传感器节点系统，使其能够在大部分的项目中

可以使用，主要通过一个路由节点接收数据，将该数据通过串口传送给网关。由于采

用的是串口通信，基本上所有的芯片都可以使用串口进行通信，所以本文所设计的系

统可以方便地在任何芯片上进行移植，只需要芯片具有足够大的资源，例如，RAM

内存足够大，FLASH 足够大，CPU 处理速度足够快等。 

2.2.2 传感节点及路由节点 

传感器由上下两层组成。上层为通讯与管理模块，包括组网、电源管理、功耗管

理、传感器配置、数据采集或转换等模块；下层为传感与采样模块，包括传感器硬件

电路、AD(Analog Digital)放大电路、输入捕捉引脚等。传感器的框架结构如图 2-3 所

示。s 

传感器 MCU 节点所需要的功能有：软

件上可以执行网关下达的控制及查询命令，

根据命令改变每个传感器的参数配置/采样

间隔；硬件上带有常用的传感器的接口如

（AD 采集、串口、输入捕捉、I/O 口），根

据制定的协议将数据上传到网关，并能让网

关识别，进而通过网关上传到因特网进行后

台 H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人机交互

界面）识别。 

2.3 关键技术分析 

在制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要完全避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只能

想办法尽量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以下讲解相关的技术方案。 

2.3.1 硬件构件化设计思想 

构件是指基于对象技术、符合规范标准且完成某特定独立功能、可重复且具有标

准接口的功能实体[18][19]，构件是核心，是复用是必要的手段。在嵌入式系统发展的

 

ZigBee

CPU电池

放大器

传感器接口电路

传感器
 

图 2-3 节点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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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通常都是由一位工程师来独自承担，软件在整个

工作过程中所占的工作比例比较小，在科技水平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软件的代码量越

来越多，嵌入式开发人员也由当初的一个人发展成为一个团队，所以每个团队都需要

对所设计的东西进行构件化，使得硬件在开发完，进入下一个应用开发阶段时，避免

做大量重复的工作。嵌入式硬件构件是指将一个或多个硬件功能模块、电源电路以及

功能描述符封装成一个完整的实体，并且提供输入输出接口引脚的定义。 

利用硬件的构件化对嵌入式系统硬件设计时，应该对硬件进行合理的分配，按照

一定的要求设计构件的个体，最后对其进行组合，形成完整的嵌入式硬件设计。这样

在其他项目中也可以将该构件进行复用，为后人铺垫，也省去了自己每次都从零开始

做起的时间。 

2.3.2 嵌入式软件构件化设计思想 

在嵌入式行业中，嵌入式的软件还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硬件上面不能说是最擅

长的，但是为了提高软件的可重用性和可移植性，就必须要充分理解和应用软件的构

件化技术。提高软件代码质量和生产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复用好的代码，软件构件技术

是提高软件复用的重要方法，也是嵌入式软件研究的重点。构件是可以重用的实体，

包含了规范的接口和功能，能够供额外的机构组装和使用。嵌入式底层的驱动操作是

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可以这么说，任何一款嵌入式产品都离不开一套通用的构件化驱

动程序。一般情况下，该驱动程序可以在任何编译器上进行移植，在任何项目上都可

以使用。可以说底层驱动构件与硬件密不可分，是硬件驱动程序的构件化封装。 

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分析了智能气象传感器的整个系统框架，依据系统设计的模型，给出了

系统的设计方案，详细阐述了软硬件构件化的编程方法、编程规范和软硬件的体系结

构。采用构件化思想编写代码，有助于提高软件的可重用性和可移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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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IWS 通信协议的设计 

做好协议上下层的接口规范是项目有序、高效进行的最重要保证。气象局对各气

象站的上传内容格式做了规范，但是对于气象采集器内部的数据传输格式则由采集器

厂商自己制定。本章主要针对智能气象的传感器节点与路由节点的通信协议进行了研

究与设计，以方便后续项目的开发。 

3.1 IWS 分层模型 

OSI（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开放系统互联）标准定义了七层的网络模型，

分别是：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传输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物理层。虽然

OSI 最终被 TCP/IP 所取代，没能得以推广，但是 OSI 定义的七层网络模型仍是值得

参考的。OSI 的制定目标是：对不同厂商、不同层次、不同操作系统的网络进行互联，

本文也是参照这个模型对 IWS 的分层协议进行设计的。 

本文所采用的是 ZigBee 无线通信方式，精简了中间的多个层次，极大地方便了

开发和扩展，系统的层次结构如图 3-1 所示。 

物理层(PHY) 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

运输层

会话层

表示层

应用层

数据链路层
（MAC）

网络协议层
（NAT）

高端应用层
（APP）

WSN智能气象
协议

OSI模型

IEEE 802.15.4

 
图 3-1 通信协议的层次模型 

智能气象的通信模型包括 4 层，物理 PHY 层、链路 MAC（Media Access Control，

介质访问控制）层、网络安全层和应用层，这些层次根据 OSI 的参考模型进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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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部分协议由 IEEE 组织进行联合制定，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此协议的基础之上

进行应用协议的扩展。 

3.2 IWS 层次结构 

智能气象传感器通信协议的设计需要考虑到相邻层次之间的耦合性以及通用性，

本节主要讲解各个层次的主要功能和详细设计。 

3.2.1 物理层PHY 

物理层（Physical，PHY）主要负责无线信号的调制和解调，以及直接操作无线

射频模块的发送与接收[20]。与此同时，向上兼容为 MAC 层提供服务。PHY 主要由

射频收发器以及 MCU 相关的控制模块组成。PHY 层数据服务从无线射频模块的物理

信道上收发数据流，PHY 管理并维护与物理层相关的数据流。 

PHY 层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功能： 

（1） 低功耗的射频收发器； 

（2） 信道能量检测（Energy Detect，ED）； 

（3） 监测收发数据包的链路质量指示（Link Quality Indication，LQI）； 

（4） 空闲信道评估（Clear Channel Assessment，CCA）； 

（5） 收发实际数据； 

信道能量检测 ED 的主要功能是为上层提供信道选择的理论依据[21]。主要是用来

测试接收数据中信号的功率强度，通常用该功能进行 ZigBee 节点通信质量的检测和

定位节点的方位。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将该能量指标提取出来，通过该能量指标，对

传感器节点的方位进行距离定位。 

链路质量指示 LQI 为网络层或者应用层提供了接收数据帧时无线信号的强度和

质量信息。与信道能量检测不同的是 LQI 针对信号进行了解码处理，反应了信噪比。

同时，MCU 将这个信噪比指标连带物理层数据一起提交给网络层处理[22]。 

空闲信道评估 CCA 用于判断信道是否空闲。IEEE 联合标准组织定义了三种不同

的空闲信道评估模式：第一种为简单的判断信道的通信能量，当信号的能量低于某一

个阈值时，就认为是空闲信道，可以进行数据发送；第二种通过无线信号的特征来判

断信道是否空闲，这个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扩频信号特征和载波频率；第三种

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的综合，同时检测信号强度和信号特征，给出信道是否空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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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链路MAC层 

链路 MAC 层主要是采用物理层提供的服务，来进行设备之间的数据帧传输。

MAC 层提供两种服务：MAC 层数据服务和 MAC 层管理服务。两者保证 MAC 协议

数据单元在物理层的数据正确收发之后，后者通过维护一个存储 MAC 子层协议状态

相关信息表来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行。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节点设置了 MAC 地址，该地址参照 PC 机的 MAC 地址的

定义方式，定义了适用于 ZigBee 的 MAC 地址。MAC 地址一共有 8 个字节，前 4 个

字节为传感器节点出厂时的厂商标识，后 4 个字节为厂商内部自定义的物理编址。在

所有的系统中，该地址是唯一的，且不可以擦写。只有在出厂时 MAC 地址未设置的

情况下，可以修改一次。 

3.2.3 网络协议层 

网络协议层是将物理层和链路层上传的数据进行二次处理，通过设计对应的节点

编号方式，使得节点和网络能够在不同局域网内识别及处理，通过这层可以很好地处

理各个节点对应的数据，减少节点需要处理其他节点的数据，形成一对一的数据传输。 

1．网络协议层概述 

以上讲述的物理层和链路层包含了 IEEE 802.15.4 中主要的协议子层，这两层一

般不需要修改，由芯片厂商设计好硬件，来服从该标准的协议。网络协议层的主要功

能包括：（1）射频收发器在固定的频段接收到数据，根据数据中设定的目标地址和目

标网络号进行有效的判断该数据帧是应该转发还是接收，例如，如果是同一网段的数

据，进行接收，判断是否是自己的数据，如果是，进入应用层进行处理，如果不是自

己的数据，则转发该数据。（2）一个网络中包含一个路由节点，该节点从传感器节点

中接收数据，然后根据数据的网络号进行数据处理，并且将该数据提供给网关。（3）

从应用层接收的数据包，进行数据的封装和处理，并且将源网络地址以及目标网络地

址添加到数据帧中，然后交给射频收发器，最后将数据发送出去。 

在网络层中，将每一个节点的地址设置成 6 个字节。传感器节点的地址为网络地

址（2 字节）+网内地址（4 字节）的格式，对该节点的网络地址进行以下的约定，从

而便于对节点的地址进行分类的标识：（1）网络节点规定网络地址取值范围为 1~10、

网内节点地址取值范围 10~100，作为内部测试使用，对于后续的实际产品出厂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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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地址一定要大于 10，网内地址一定要大于 100。（2）一个局域网内主控器的路由节

点的地址固定为 X.10，X 为网络地址，10 代表该节点是放在主控器上作为主控节点

的地址，同样也是测试路由节点的地址。例如，52 号主控器中，该局域网的网路地

址就为 52，主控器中路由节点的地址为 52.10，局域网中传感器节点的地址范围为

52.101~52.65535。 

2．网络协议层通信帧格式 

网络协议层主控器与节点的通信帧格式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主控器与节点的数据通信格式 

帧长 应用返回 网络地址 网内地址 命令 命令内容 校验 

1Byte 4Byte 2Byte 
路由

1Byte 

预留 

1Byte 

网内地址 L 

2Byte 
1Byte n Byte 1Byte 

（1）帧长：该字段包含了从该帧长度字段算起，到校验位结束的该帧实际的所

有字节长度（帧长最大为 255 字节）。 

（2）应用返回：该字段主要为了区别不同命令所发送的内容，每次启动一次传

输，都会将该字段进行递增，从而区分不同的命令。 

（3）网络地址、网内地址在上面已经说明。 

（4）路由字段：该字段主要针对数据的路由方式而制定的字段。对于任何一个

节点所收到的数据，只有在该帧的网络地址相同的情况下才会处理数据，如果网络地

址不相同，直接丢弃该帧，等待下一次数据的接收。本系统主要实现了以下 4 种路由

方式，如表 3-2 所示： 

注意：“转发一次”是指节点收到帧后，向信道中转发一次该帧，然后记录相应

帧号，当再次接收到该帧后，不再转发该帧。本措施是为了防止 ZigBee 局域网中的

网络风暴的发生。 

（5）命令字：取值范围 0~0xFF。命令内容：根据不同的命令字得到不同长度的

命令内容，视命令字而定；由于论文篇幅有限，本文只列举出典型的命令加以说明。 

（6）校验码：单字节内容的累加和，为了检验数据传输的正确性。累加和的校

表 3-2 主控器与节点通信的路由方式 

路由值 路由方式 节点收到该帧所做的操作 

0x0A 不路由 不再转发，一般该路由方式用于测试节点； 

0x0B 泛洪路由 无条件转发一次； 

0x0C 递增路由 将数据的网内地址与自身的网内地址进行比较，如果大于则转发，否则不转发； 

0x0D 递减路由 将数据的网内地址与自身的网内地址进行比较，如果小于则转发，否则不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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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法是将发送方的数据全部或者所有字节的二进制码进行累计算术求和，并且将该累

加和的数值不考虑进位，最终将一个字节的累加结果作为校验码进行校验[23]。 

3．网络层功能 

网络层的功能主要包括连接网络和断开网络。在一个新的传感器节点接入到同一

网段中时，只有通过与网络路由节点进行通信才能初始化为新的网络节点，从而进行

通信。新的节点在初始化时，就已经确定了一个网络地址和网内地址。路由器通过接

收同一网段中的数据，通过识别数据帧中的地址进行区分哪一个节点的数据。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传感器节点加入或者退出同一个网络有两种方式，主控

器主动方式和节点主动方式。主控器主动方式是主控器中的路由节点需要对所有网段

中的节点进行广播，广播之后，节点做出响应，通常是给定路由器网段中节点的范围，

将节点进行轮询获得节点的信息。节点主动方式是节点需要不停地发送自己的信息给

路由节点，直到路由节点对其做出响应。 

首先节点在接入到路由节点可以通信的距离之后，获取路由的信息。接着发送请

求，请求加入到该网段中，在这个通信距离中，具有接收能力的路由节点会自动返回

一个带有信标的数据帧，信标中含有数据的能量信号，从而获得最佳的通信节点。如

果收到多条返回帧，通信节点选择能量值最好的节点作为自己的父节点。 

在节点请求退出该网段时，传感器节点首先检查自己是否已经注册到该网络中，

如果确定已经加入到该网段，传感器节点发送断开请求，不管路由节点是否做出响应，

传感器节点将 Flash 中所有关于该网段的信息清空。 

3.2.4 应用层 

应用层所指的是与项目相关的应用层数据。在应用层中，用户需要对系统的功能

进行定义，采用命令字的形式。命令字为一个字节，用户可以添加或者删除自定义的

命令。系统规定，凡是应用层的命令中命令字字段都为 0x00，以此来区别其他系统

命令，系统命令字如表 3-3 所示。 

表 3-3 网络协议层命令举例 

命令字 命令含义 命令内容 应答内容 

0x00 应用层数据 根据应用层命令而定 节点收到数据后，应答命令字为 0xA0 的应答帧。 

…… …… …… …… 

0xA0 应答帧 应答字(1Byte)  应答帧无需再次应答 

应用层主要负责从网络协议层接收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解析，并且判断该数据



基于 WSN 的智能气象传感器设计及应用                                       第三章 IWS 通信协议设计 

21 

 

属于哪一类应用，命令内容如表 3-4 所示。 

表 3-4 应用层命令内容 

应用层帧长度 应用层命令字 应用层命令内容 

1Byte 1Byte n Byte 

（1）帧长度包含应用层所有字节的长度； 

（2）应用层命令字和命令内容举例如表 3-5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正常的系统

应用命令的命名方式、使用方式以及返回参数。 

表 3-5 应用层命令格式 

应用命令字 命令含义 命令内容 应答 

0x00 传感器开关查

询 

n 个传感器的开关状态查询：0 代

表所有传感器；非 0 代表对应的

传感器序号输出 

节点在接收到数据正确返回对应传感器的

开关状态，返回的命令字为 0xA1。 

…… …… …… …… 

0xA1 传感器开关状

态查询应答 

传感器编号（1Byte）+开关状态

（1Byte，0 关；1 开）。 

主控器路由节点接收到数据无需再应答。 

0xA2 AD 值查询应

答 

M 组×（通道号（1Byte）+AD 值

（2Byte）） 

主控器路由节点接收到数据无需再应答。 

0xA3 传感器类型查

询应答帧 

传感器类型（1Byte） 主控器路由节点接收到数据无需再应答。 

0xA4 传感器参数查

询帧 

传感器类型（1Byte）+传感器参

数（NByte） 

主控器路由节点接收到数据无需再应答。 

3.2.5 IWS传感器接口协议 

在智能传感器芯片上接上气象传感器，通过设置该芯片传感器的类型，可以将该

芯片制定为任意类型的采集器。在将传感器连接好以后，高层业务软件要对这些数据

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以下的协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智能传感器的物理量协议，通过

该协议可以直接进行高端编程以及业务软件的制作。 

1．设计原则 

本系统采用“整进整出”的原则，将每一个传感器的字段设置成相同长度，预留

足够多的字节长度，从而使得该传感器的通用性、扩展性和兼容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设计时，每一个节点对应于一个或者几个传感器，而这些传感器的信息需要通过后

续的节点测试软件将节点配置成相应的传感器类型。 

2．传感器数据内容 

所有传感器都采用 18 个字节的数据来传输相应的物理量，每个传感器的最后一

个字节都代表该传感器的类型，倒数第二个字节对应该传感器数据的质量控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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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标识详见 3.3 节，传感器的数据帧的格式如表 3-6 所示。 

表 3-6 传感器数据格式 

字段 通道号 AD 值 通道号 AD 值 …… 类型开关 质量标识 类型标识 

内容 1Byte 2Byte 1Byte 2Byte …… 1Byte 1Byte 1Byte 

举例 0x01 0xF3E2 0x02 0x021F …… 0x01 0x09 0x03 

3.3 IWS 数据质量控制 

不管是智能气象采集器还是终端业务软件，为了保证观测数据的质量，应该对智

能气象站进行数据质量的控制和管理。同时，智能气象采集器也需要质量检查。检查

的内容包括各个要素的最值、允许的变化速率等。 

3.3.1 嵌入式软件中的数据质量控制 

根据国内外相关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控制流程，综合气象站的处理流程和数据要

求，制定了适用于当前智能气象的质量控制。 

1．数据质量控制标识 

表 3-7  质量控制的标识 

标识值 标识对应的描述 

0 “正确”：数据没有超出传感器物理量所给定的所有限制。 

1 “存疑”：数据是不可信的。 

2 “错误”：错误数据，已经超出给定的界限 

3 “不一致”：一个或者多个参数不一致；不同的要素不满足规定的标准 

8 “缺失”：缺失数据的。 

9 “没有检查”：该变量的值没有经过任何数据控制检查 

N 没有传感器，无数据 

数据质量控制过程中，需要对采样的瞬时值是否经过数据质量控制以及质量控制

的结果进行标识，这种标识用于定性地描述数据的可信度，标识的定义见表 3-7。 

注意：对于物理量，若采集器因为传感器原因或者通信原因引起的缺失，在回发

数据时给出缺失，即对应的质量控制为“8”；如果数据质量控制判断错误时，则对应

的值仍然给出，相应的质量控制标识为“2”，但错误的数据由高端软件来决定是否参

加后续的计算或者统计。 

2．传感器数据控制方式 

一个“正确”的数据，应该在传感器对应的物理量的测量范围内，且该数据跟前

一个时刻的差值要在允许的控制范围内。几种主要的传感器的判断条件见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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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正确”的物理值得判断条件 

传感器物理量 传感器测量范围 允许的最大变化值 

温度 -75℃~80℃ 2℃ 

相对湿度 0%~100% 5% 

风向 0°~360° 无 

风速 0~75m/s 20m/s 

光照 无 无 

降水量 0~10mm/min 无 

气压 400hPa~1100hPa 0.3hPa 

根据每一个传感器标识的正常测量范围，判断每一个物理量正确与否。如果超出

则标识“错误”。如果数据未超出，则先标识“正确”，等待后续判断。 

每次采样后，物理量与前一个采样值做比较。若变化量未超出允许的变化范围，

标识“正确”；如果超过，则标识“存疑”。标识“存疑”的物理量可以标识后进行上

传，标识“正确”的物理量检查完成之后直接上传。通过该方法执行之后，能够将部

分噪声点消除。 

3.4 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了 IWS 的通信协议，分析了通信协议的的层次结构。该协议考虑了接

口统一、系统兼容、构件封装等设计原则。并且通过借鉴 OSI 七层模型，设计了 IWS

的层次模型。然后着重讲述了几种常见气象传感器的设计方案，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简要概述本章内容如下： 

（1）通过分析 OSI 七层模型，设计了 IWS 的层次结构，并且从整体上概述了该

通信协议。 

（2）按照各层的功能对每一层的协议进行说明，包括物理层、链路层、网络协

议层、应用层。 

（3）该协议实现了数据质量控制的各项指标，同时阐述了质量控制的方法和规

范，并且给出了各类传感器数据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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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IWS 硬件设计 

该 IWS 系统的硬件设计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硬件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后

期开发的效率，在硬件设计时要考虑到系统通用性，这样才能为后续的开发奠定坚实

的基础。硬件设计主要包括芯片的选型、扩展底板与传感器采集电路的设计等。本章

按照硬件构件化思想，最大限度地提高硬件的可复用性，兼顾到多种气象要素，也预

留了供后续扩展的接口。本章重点阐述了 MCU 芯片的选型、扩展底板的设计与各类

传感器的采集电路，最后总结了硬件设计的心得体会。 

4.1 MCU 芯片选型 

在嵌入式设计中，芯片的选型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直接影响产品的

性能和日后的扩展。在选型时主要考虑：芯片的模块要满足功能需求，必须综合考虑

芯片内部集成模块性能、I/O 引脚数目、RAM 及 FLASH 大小，同时考虑工程的规模、

开发环境难易程度、芯片的成本和性价比等，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选择

恰当的芯片[24][25]。 

4.1.1 芯片简介 

本文的传感器节点是采用符合 IEEE 802.15.4 标准（该标准针对的是 ZigBee 协议

的物理层和 MAC 层）的芯片，也可以称之为 ZigBee 芯片。这款芯片主要的生产厂

家有 TI 和 Freescale。 

TI 公司的第二代 ZigBee 开发平台运用最多的是 CC2530，它兼容了 IEEE 

802.15.4 的 MAC 标准，在芯片上集成了射频模块、FLASH 存储器（8KB 的 RAM 和

32/64/128/256KB 等可选择的 Flash）和微控制器（8051 内核），还包含了 AES-128 协

处理器、看门狗、掉电自启动模块电路以及 21 个通用 GPIO 口。CC2530 还携带了

Z-STACK 开源协议栈，在无线通信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Freescale 公司在 ZigBee 的解决方案中，提出了一整套芯片的解决方案，具有代

表性的第二代产品有 MC1321x 系列的产品。该产品集成了低功耗 2.4G 射频收发器和

8 位的处理器芯片，并且将芯片大小集成到 9*9*1mm 的 71 引脚的 LGA 封装中。将

射频收发器和芯片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大大减少了成本，虽然芯片成本增加了，但是综

合来考虑，整个系统开发的成本得到了很大的缩减，具有很高的性价比。MC13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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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包括 MC13211(1KB/16KB)、MC13212(2KB/32KB)、MC13213(4KB/60KB)等 [26]。 

本项目以芯片稳定性、可靠性、体积以及开发环境等综合因素作为出发点，根据

功能最大化原则，选择使用 Freescale 的 MC13213 作为智能气象传感器节点的主要核

心芯片。 

4.1.2 MC13213芯片概要 

MC13213 芯片是将射频芯片 MC13192 和 8 位微控制器 MC9S08GT60 结合在一

起的综合性芯片。MC13192 是 Freescale 公司推出的符合 IEEE 802.15.4 的射频数据调

制解调器。该芯片可以为 MCU 芯片提供时钟，通过标准的 4 根线的 SPI 与 MCU 进

行通信，该芯片的输出功率可以通过 MCU 编程来决定。MC13192 一共有 64 个内部

寄存器，GT60 作为 MCU 通过 SPI 来访问这些寄存器，把命令发送给 SPI 控制器完

成控制和数据传输操作。同时，MC13192 工作在 2.4GHz 的 ISM 频段，每 5MHz 分

割一个信道，分别将 2.4GHz 的频段分为 0~15 通道共 16 个通道，可以表示的范围为

2.405GHz~2.480GHz，数据传输的速率最高达到 250kb/s。MC13213 的芯片内部连接

比较简单，如图 4-1 所示。 

 

 

 

 

 

 

图 4-1  MC13213 芯片内部结构 

4.2 硬件电路及电路分析 

整个智能气象的系统采用构件化分层的结构，将核心板、智能气象扩展板分开讲

述。由于核心板的设计和制作具有一定的开发难度，而且这部分一个人比较难以独立

完成，所以本项目采用已经成型的核心板，硬件设计的时候主要针对核心板的引脚部

分设计扩展板。核心板主要包括：主控芯片的最小系统、无线功放模块。只需要预留

出外围接口，这些外围接口本章节将重点讲解。在嵌入式开发中，依据构件化思想设

计硬件很重要，只有将每个任务细分下来，再进行分工开发，这样才能各自做好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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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将采集的接口，串口通信模块等外围的电路设计为构件化模块，使其具有很

高的灵活性、可扩展性以及可移植性。传感器节点的硬件主要模块如图 4-2 所示。 

本文重点设计的扩展板有通信模块（主要包括：串口模块、RS232 转 USB 模块）、

传感器采集模块、电源模块。 

为了保证该文硬件设计的模块化和可重用性，硬件设计时参照了以下的硬件构件

化设计规范进行规范性设计。硬件设计的原则有：（1）构件名称及构件内的元器件命

名要简洁、合理。（2）每张电路图下面要有详细的文字描述，以方便后面的人能够更

好的使用。（3）将每个构件进行框图显示，让自己及他人对构件能够看的清楚。（4）

构件实体和描述要能在软件中找到，并且将其进行关联。 

电源模块

无线通信模块

射频电路设计

微处理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
统设计

通用接口
各种附加接

口

数据采集模块

传感器

A/D转换器

 
图 4-2 传感器硬件模块 

4.2.1 扩展底板的设计 

扩展板接口主要是对核心板的引脚进行对接，以及提供核心板的供电电源。接口

的排针间距为 2.54mm。该扩展板基本包含了核心板对外的所有接口及功能。接口引

脚的内容主要包括：指示灯模块、串口模块、RS232 转 USB 的接口模块及通信模块

接口。扩展板的接口电路，如图 4-3 所示。 

从图 4-3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设计构件时，我们将构件的对外网标写在框图的外

面，这样可以使得其他人在使用时，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在描述该构件时，尽量将构

件的所有功能都描述出来，从而方便二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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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ZIGBEE 底座接口构件原理图 

1．指示灯模块 

指示灯包括电源指示灯、串口指示灯以及测试指示灯，均采用 510Ω的限流电阻。

如图 4-4 所示，指示灯模块较为重要，它可以简单显示系统是否正在运行、程序是否

已死机。 

 

 

 

 

图 4-4  指示灯模块 

2．复位电路及USBDM写入器接口 

Freescale 的 HCS08 系列的 MCU 采用背景调试模块（Background Debug Module，

BDM），调试模块如图 4-5 所示，该写入器其实只需要 4 根线，但是使用 6 根线的原

因是：4 根线成一个正方形，如果正反面插反的话，很容易出现短路的情况，而且不

容易辨别方向，而采用 6 根线的方式，在使用时，大大减少了插错的概率。而且将地

跟电源放在同一边，即使插错了也不会使得电源和地对接起来，从而防止短路。考虑

到写入器的接口对于核心板来说，体积显得过于庞大，所以在设计核心板的时候，去

掉了 BDM 写入器接口，将 BDM 的四个引脚引到外围的扩展接口，可以用底座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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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口对程序进行写入。 

 

 

 

 

 

 

 图 4-5 复位电路及 BDM 调试接口电路 

3．串口模块设计 

RS232 是 MCU 通信中最常见的通信方式，其电路图如图 4-6 所示。考虑到大部

分的智能传感器采用的都是 RS232 电平信号，本文采用的 RS232 接口进行通信，由

上面的扩展电路图可以知道，ZigBee 芯片引出的是 TTL(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

电平。 

 

 

 

 

 

 

 

 

 

 

图 4-6  TTL 电平转 RS232 电平电路 

TTL 电平有一个缺点，就是通信距离太短，理论上只有 7 米，而且信号不稳定，

TTL 电平只有高低两种电平状态，而 RS232 电平则有比较好的传输特性，数据不容

易出错，而且采用负逻辑转换电路对 TTL 电平进行转换，这样大大提高了传输的准

确性，且可使得传输距离达到 15m 以上。从过往项目经验中得知，在使用串口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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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需要考虑许多问题，例如串口驱动如何识别、串口电平如何转换、如何将 TTL 电

平转换为 USB 可识别的电平。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到 TTL 电平是转换成 USB 还

是 RS232
[27]。 

在实际项目中，串口相当于 MCU 与 PC 机的通信接口，所以采用串口模块进行

调试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例如在写入器无法调试的时候，可以用串口打出调试信息，

这样方便工程师对问题进行定位及部署下一步操作。但是，如果在调试诸如气压传感

器这样的利用串口进行采集数据的传感器时，无法通过串口进行调试，不过遇到这种

情况可以采用无线通信方式调试。 

4．电源及滤波电路 

 

 

 

 

 

 

 

 

图 4-7 电源电路 

电源模块为扩展板提供了 5V 和 3.3V 的工作电压。如图 4-7 所示的电源和滤波电

路中，采用 LM2576T-ADJ 电源转换芯片。该芯片采用 TO-220 封装，一共有 5 个管

脚，芯片输出电压是可调节的（即 ADJ 的含义），其参数为：输入电压 3.5~40V；输

出电压 1.23~37V；输出电流 3A；振荡器固定频率 52kHz；具有热关闭和限流保护功

能[28]。通过其芯片手册的参考电路以及工作原理的理解，推出输出电压的公式为：

Vref*(1+R2/R1)，其中 Vref=1.23V
[29]。电源转换的工作原理为：根据典型电路可以得出

4 脚出来的反馈电压为 Vref，通过调节 R1 和 R2 进行输出电压的调节。我们采用实验

室常用的 12V 电源作为输入电压，通过计算及经验得出，当 R1=1K，R2=3.1K，此时

的输出电压为U=1.23*(1+3.1/1)=5.043V，电压约为5V，同理得出当R1=1K，R2=1.7K，

输出电压为 3.3V
[30]。本文采用两路电源转换，得出 5V 和 3.3V。5V 主要为核心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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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必要的电源，3.3V 主要用作传感器的参考电压[31]。 

4.2.2 采集模块的硬件原理设计 

采集模块是该项目硬件部分的主要模块，分为 AD 采集、格雷码、脉冲计数等主

要接口。通过这些接口，采集器可以采集相应的传感器的物理量。这些接口在每块扩

展板上都有，只是在使用时，可以根据不同的传感器进行焊接部分元件，从而达到缩

减成本的目的，本小节主要讲解采集模块的电路图。 

1．温湿度采集电路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是根据铂电阻的电阻值随着温度变化而进行线性变化的原理

来测定温度的。铂电阻 Pt100 在 0℃时的电阻值为标准的 100Ω，在校准的时候，我

们可以以 0℃作为基点温度，在温度 t 时的电阻值 RT为：RT=R0[1+α ×t]。在该式子

中，α 为常量，可以通过标定求出该值。由于 Pt100 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良好的复现

性，采用 Pt100 作为测量温度的传感器可以精确测量出温度特性曲线，在一定测量范

围内，温度和电阻的阻值是成线性关系的。由于电压的变化极其微小，我们通过放大

电路，对差分电压进行放大，再经过 MCU 的 AD 引脚进行数据采集并处理，从而得

到相应的温度值。温湿度采集电路如图 4-8 所示。 

 

 

 

 

 

 

 

 

图 4-8  温湿度传感器的采集电路 

构件名称：温湿度传感器放大电路 

构件说明：该构件的功能是对电压差进行放大并输出。 

(1)LM324 工作温度范围在-25 度到 85 度之间。 

(2)LM324 参考工作电压为 3V~3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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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感器端作为采集输入，放大器端作为采集输出。 

(4)稳压管 TL431 的作用是将 5V 的电源输入稳压成 2.5V 输出。 

(5)通过调节 R7/R5 的比例关系控制第一级放大倍数，通过调整 R9/R10比例关系控

制第二级放大倍数。 

(6)LM324 单电源输入放大的最小比例为 1 倍，最大比例为 100 倍。LM324 输入

端最小的放大电压数是 0.03mV，输出端最大的输出电压因不同的电源而不同。LM324

的参考电压公式：Vout=Vin(Pt-R7/Pt-R5+1)×(Pt-R9/Pt-R10+1)。 

(7) 如果条件允许，电桥的其中一个电阻 Pt-R3 可以采用可调电阻，阻值保持在

0~200Ω左右，通过 R3（通常被称作调零电阻）可以调整输入的差分电压信号大小。

如图 4-8 所示，LM324 为集成运算放大器，该放大器一共有 4 路。放大电路的原理分

析如下：R2、R3、R4 和 Pt100 构成传感器的测试电桥，为了保证输出的电压能够比较

稳定地输出，电桥的输入电压通过 TL431 稳压管进行稳压，稳压后的电压值恒定在

2.5V。当 Pt100 根据不同温度体现不同电阻值时，电桥之间可以产生电压差，从而产

生一组差分信号，该差分信号通过 LM324 的一组运放电路放大之后，再次经过另一

组运放电路，产生二级放大之后输出电压，该电压值即为 MCU 通过 AD 引脚采集的

电压值。放大倍数举例说明如下： 

如果R8的电阻是 10kΩ，R7的电阻是 62kΩ，则第一级放大倍数为(1+ R7/ R5)=7.2。

R9 的电阻是 10kΩ，R10 的电阻是 10kΩ，则第二级放大倍数为(1+ R9/ R10)=2 所以该

路放大倍数为 7.2×2=14.4 倍。 

如果 MCU 测得的 AD 值为 930（AD 的分辨率为 10 位二进制数），则对应的电

压值 U=3.3V×（930/1024）=3V。而电路的放大倍数根据上面所举的例子，得出电路

图中的电压放大倍数为 3×10=30 倍，得出电压差为 U0=0.1V。根据电路的计算得出

该 Pt100 的电阻值为：RPt100=(2.5×10/11+U0)/((2.5-(2.5×10/11+ U0))/(1000))。通过查

表的方式可以查得当前的温度值。 

本文所采用的温湿度传感器是将温度传感器的铂电阻与湿度传感器结合在一起。

湿度传感器采用的是湿敏电容传感器。湿敏电容是具有很强感湿特性的电介质，其电

介质常数随湿度变化而变化，它主要应用在气象站中。本文所采用的湿度传感器测量

的是相对湿度，单位为百分比%。取值范围在 0~100 之间，反映的物理量为 0~1V。

本文通过使用 LM324 的另一组放大电路，将 0~1V 放到三倍到 0~3V，供 MCU 的 AD

引脚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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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速和风向采集电路 

测风传感器由风向传感器和风速传感器组成，目前我国气象站使用的测风传感器

有不同的型号，本课题主要采用的是 ZQZ—TF 系列测风传感器，该传感器具有抗风

强度大、测量范围宽、互换性好、电路寿命长、工作可靠、抗雷电干扰能力强等多种

优良性能[32]。 

风向传感器由风标板、七位格雷码盘、红外发光二极管以及光敏三极管构成光电

变换电路。风向传感器的感应元件为风标板组件，角度变换电路为格雷码盘加光电电

路。当风标板按照风向的改变而转动时，带动格雷码盘旋转，每转动一个单位角度，

位于光电变换电路就可以输出一组格雷码值，一共为 7 位，经过整形电路整形之后输

出到 MCU 的引脚。由于每组格雷码都有 7 位，相当于需要消耗 MCU 的 7 个引脚，

每位格雷码只有两个值，“0”和“1”，根据这 7 个引脚从而得出一个 7 位的二进制数，

通过查询十进制与格雷码的转换表，我们可以知道当前的十进制的值。风向一共有

360°，将 360°进行 128 等分，可以得到风向的分辨率为 360°/128 =2.8125°,也就

是说当前的风向值就是当前的十进制的值乘以 2.8125°所求得的角度。根据气象标准，

以北指向为 0°，顺时针接着是东、南、西，分别对应 90°、180°、270°[33]。 

 

 

 

 

 

 

 

 

 

图 4-9 风速风向传感器接口 

风速传感器由三个轻质的锥形风杯、截光盘和红外光电变换电路组成，能够测量

0.4~50m/s 范围内的风速，并且能够提供很好的线性特征。测量风速时，风杯通过风

的力量进行旋转，带动截光盘切割光电变换电路的红外光束产生一组脉冲。每旋转一

圈产生 14 个脉冲。输出的脉冲速率与风速成正比关系。风速计算公式为：V=0.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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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为 Hz，V 的单位为 m/s。风速与风向传感器的接口电路如图 4-9 所示。 

74HC14 是一款高速的 CMOS 器件，74HC14 引脚兼容肖特基 TTL 系列。74HC14

一共有 6 组施密特反相器，可以将缓慢变化的输入信号转换成清晰、无抖动的输出信

号。主要用于脉冲及波形整形器。74HC14 的典型供电电压值为 5V，有 14 个引脚， DIP

封装[34]。 

3．电阻型传感器采集电路 

设计该组电路主要是为了适应电阻型传感器的应用，例如光敏电阻、热敏电阻等

类似的以电阻为传感元件的传感器，该电路设计主要是通过电压测量传感器的电阻值，

电路图如 4-10 所示。 

 

 

 

 

 

 

 

图 4-10 电阻型传感器 

该电路以 VCCREF 和芯片的参考电压引脚 VDD相连，通过测量 AD 引脚处的电

压就能计算出传感器的电阻值，从而根据公式计算出对应的物理量。 

4．雨量传感器采集电路 

降水是从云中降落或从大气沉降到地面的液态或者固态的水汽凝结物，包括：雨、

雹、雪、露等。在一段时间内的降水总量用降水所覆盖的水平地表面的垂直深度来表

示。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液态降水以及降雨，衡量降水的单位是毫米，精确到 0.1mm。

本文采用的是 SL3-1 型雨量传感器，该传感器是由上海气象仪器厂有限公司生产。该

传感器由雨量筒和计量装备组成，采用翻斗式计数法。SL3-1 雨量传感器测量降水主

要采用筒中的双翻斗，在最下面的漏斗中安装有一块小型的干簧管，主要靠下面的磁

铁吸附干簧管来进行采集，当有雨水落下的时候，雨水通过漏斗流淌到翻斗，雨水的

翻斗的一边装满水之后就可以翻转一次，当翻转时干簧管被磁珠切割了一次，从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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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这样就可以送出一个导通脉冲，通过 AD 采集器进行采集，采集器记录的脉冲就

是 0.1mm 的雨量。翻斗翻转的次数，就是采集器采集的脉冲的次数，这样就可以计

算某个时间段内的雨量总和。 

 

 

 

 

 

 

 

 

 

图 4-11 雨量传感器 

雨量传感器的信号为开关信号，对开关信号的处理就是将开关信号改变为一个可

以被输入捕捉口识别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 [35]。图 4-11 中的光电隔离采用

TLP521-1 型号的光耦，可以将雨量传感器的信号和采集器之间的信号相隔离。这样

做的好处是将信号与脉冲相隔离，从而使得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降低信噪比，隔离信

号中的噪声。由 TLP521-1 的数据手册可知，TP521 的正常工作电流为 10mA，底板

的供电电压为 5V，所以限流电阻的阻值 R3=5V/10mA=500Ω，我们采用 330Ω，因为

这个电阻为常用电阻，同理 TP521 的压降为 0.4V
[36] 。所以 R4 的阻值为

R4=(5V-0.4V)/1mA=4.6kΩ，R4 采用 4.7kΩ（常用电阻）。电路输出后采用 74HC14 施

密特触发器将其整形成数字电路的矩阵脉冲，从而提高信号的准确性。 

5．气压传感器采集电路 

气压传感器采用的是国外的 Vaisala 公司生产的 PTB220 型气压传感器。该类型

智能传感器是全补偿式数字气压传感器，可以进行校准调试，具有较宽的工作温度和

气压测量范围[37]。该传感器的传感元件为硅电容压力传感器，具有很好的重复性、滞

后性和长期稳定性。PTB220 的工作原理是基于 RC 震荡电路，通过压力传感器和温

度传感器做连续的测量，通过传感器内部芯片的压力线性补偿和温度补偿获得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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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压值[38]。 

4.3 硬件设计心得 

在整个系统中，硬件是基础部分，是软件运行的平台，为了保证硬件高可靠性和

稳定性，必须对硬件电路图作仔细的研究，不能拿来直接使用，要深入理解其原理，

才能设计出符合要求且较为理想的电路，方便出现问题时，可以很好地定位。在系统

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都是因为缺少对电路的理解、硬件设计经验不

足所导致的。作者通过总结研究生阶段所做的项目以及本项目的实践，总结出硬件设

计的宝贵经验。 

4.3.1 硬件电子电路分析方法 

本文在分析电路时，学习到很重要的电子电路知识，其中集成运算放大电路的特

点决定了一个放大电路的好坏，而对一个放大电路的电路分析和电路布局是由放大倍

数决定的。理想的运算放大器具有“虚断”和“虚短”的特性，这两个特性对于分析

符合线性特性的运算放大电路十分有效[39][40]。 

1．虚短 

“短”的意思就是两个输入端之间短路，由于运放的电压增益十分高，因此正向

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在理想状态下可以近似看成输入的电压差很小，相当于“短路”。

在分析电路时，可以将输入端的两端看成短路，近似看成等电势。 

2．虚断 

“断”的意思相当于断路，也就是开路，由于运放的电压差输入的电阻极大，一

般的理想电路，输入的电阻都在 1MΩ以上，所以输入端的电流通常都在 0 毫安左右。

故通常将运算放大器的输入两端看成开路，输入端两端电流可以近似看成 0mA。 

4.3.2 硬件设计体会 

通过 WSN-IWS 的硬件原理图设计、PCB 布线、电路板焊接和测试，作者总结了

一些硬件设计的经验。 

（1）在硬件设计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需要完成什么样的设计要求，明确功能

需求，根据实际应用进行总体的硬件设计，在设计时要考虑硬件的可扩展性。按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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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项目的需要，对硬件进行布板。以往就有过项目在设计前欠考虑，浪费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导致返工。 

（2）将整个硬件系统分成几个通用的模块，并对几个模块进行分区分段，在布

板的时候也可以用印刷线对电路分割。这样在焊接测试的时候，可以分模块进行测试。

这样也可以很有效的将模块进行构件化。在设计 PCB 之后，可以用打印机进行 1:1

打印，然后将原件一个一个地进行安置，并且考虑元件的位置大小是否合适。最后进

行定稿。 

（3）为了让电子元件具有很好的抗干扰特性，应选用合适的电容，尤其是在涉

及到高频方面的电路，对电容的精确性要求极其高。 

4.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的是智能气象的硬件设计，包括雨量、温度、湿度、风速、风向和

气压六个气象要素的相关硬件接口及电路，同时该章也简要讲述了几种传感器的采集

方法、工作原理和技术指标，最后总结了硬件设计体会。本章主要讲解的是 IWS 系

统的硬件部分，为后续的底层驱动编写与软件设计提供了实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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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IWS 软件设计 

本论文的第四章主要讲述了该系统的硬件设计部分，本章将对该系统的软件设计

进行详细的阐述。在开发语言上，汇编语言虽然作为传统的嵌入式编程语言，有着较

高的执行效率，但是其可移植性和可读性太差，开发产品的周期太长，并且在升级方

面有着较大的困难。而 C 语言有着包容多种高级语言的特点，并且具备可嵌套汇编

的特点，非常适合在嵌入式应用领域的开发，同时 C 语言开发速度快、编译效率高、

具有较高的可移植性，而且可以直接实现对硬件的操作[41][42]。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

增加了软件的可读性，所以本系统在开发 MCU 端程序的时候采用的主要是 C 语言。

本系统使用飞思卡尔的 CodeWarrior 10.4 集成开发环境，该环境在 Eclipse 框架下集

成了编译、链接、管理和软件仿真调试等功能，可以完成本项目的建立和管理、程序

的编译链接、目标代码的生成等一系列的开发环节。本项目在以上的环境下进行嵌入

式编程，包括 IWS 的底层驱动、采集模块的驱动以及传感器应用程序的设计。 

5.1 IWS 软件整体概述 

MCU 方程序主要包括底层驱动和应用层传感器采集程序的设计。底层驱动实现

了 MCU 的基础功能。应用层数据采集程序实现了多种传感器的接口，包括温湿度、

风速风向、光敏热敏、雨量、气压等。其中有些接口可以适用多种不同接口的传感器，

同时实现各种传感器之间的切换，体现该节点程序的多样性。 

5.2 IWS 软件结构 

为了增强软件的复用性，本系统采用的框架结构借鉴 Linux 对驱动程序的分层模

型，即设置了硬件相关层（PDD，Platform Dependent Driver）、硬件抽象层（HAL，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和硬件无关层（MDD，Model Device Driver）。PDD 层是

跟寄存器以及内核平台相关的代码，根据硬件模块的通用性和特点，实现基本的驱动

功能。PDD 主要是由与硬件平台相关的代码构成。HAL 是从硬件接口抽象出来的，

将底层与硬件相关的部分单独设计为接口，这不仅适应了操作系统对不同硬件的需求，

而且该层将硬件之间的差别降到最小。硬件抽象层的目的是为了隐藏与硬件平台的接

口相关的细节，为操作系统提供虚拟硬件平台，使得硬件驱动具有独立性，可以在多

个平台上进行移植。MDD 层实现的是与硬件平台无关的功能，该层主要通过调用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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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抽象层实现软件的编程。因此本传感器节点的软件框架分为 3 个层次结构：底层驱

动层、通信协议层以及应用层，其中底层驱动属于 PDD 层，通信协议层以及应用层

属于 MDD 层，而 HAL 层嵌套在这两层之间，图 5-1 所示的为该传感器节点的软件

框架。 

应用层 根据用户应用需求，解析命令并作相应操作

通信协议层 将应用层的数据封装，并操作驱动层

将驱动层的信息进行解析交给应用层显示

底层驱动层
芯片上电初始化

通信模块的初始化：SPI和无线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驱动初始化：IO、AD、PWM
 

图 5-1 传感器节点的软件框架结构 

底层驱动层主要是为芯片配置各个模块寄存器的初始值，该层包括芯片上电初始

化、采集模块初始化、通信模块初始化以及 Flash 模块初始化。在本项目中，底层驱

动层主要包括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初始化（提供无线模块的通信接口）、

射频模块初始化、时钟初始化、串口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时钟“嘀嗒”初始化、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模块初始化以及 FLASH 初始化。在初始化这些模块

的时候需要注意，一定要先将总中断关闭，防止被其他中断打断，初始化结束之后还

需要开放总中断。 

通信协议层主要的功能是： 

1）通过 RF（Radio Frequency）中断，接收来自固定频段的数据，对该数据进行

目标地址的解析，如果是该节点的数据则进行接下来的数据处理，如果不是则根据数

据帧中的标识位确定是丢弃还是转发。 

2）完整接收一帧数据，在芯片从 RF 接收中断接收到一帧完整数据之后，将该

帧数据压入到接收数据队列，此处采用了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在主循环中对该帧数据

进行读取，并且对数据进行校验与处理。校验成功之后对数据进行分包解析，解析之

后的数据发送到通信协议层。 

3）对于从串口接收来的数据，进行同样模式的处理，将数据进行解析发送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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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协议层，由于串口只是用来调试和测试命令的转发，所以该层在通信协议层中主要

用来测试该节点的属性。 

4）解析完成之后，执行相应的应用层操作，操作完成之后，对该帧数据进行应

答，并且进行封装数据，封装的时候，将该帧的目标地址和源地址进行反转。最后将

二进制帧交给底层驱动发送出去。 

应用层主要实现以下功能：从通信协议层接收到数据，对数据进行解析，判断该

命令是否是应用层命令，如果是控制命令，执行相应的控制指令，如果是数据应用层

命令，则执行相应的应用层命令，并且返回相应的反馈信息。 

5.3 IWS 底层驱动 

该层主要是底层驱动，可以直接操作底层寄存器，是构建嵌入式系统的基石，因

此该层的稳定性对整个系统的设计尤为重要，设计过程中必须遵循稳定性和可移植性

的思想，考虑函数接口的设计，需要充分预留函数的入口和出口。 

5.3.1 MCU芯片初始化 

在 ZigBee 芯片内部集成了 MCU 和 Modem 两个模块，在硬件设计的时候只需要

一块晶振，供 Modem 使用，该 Modem 同时可以为 MCU 提供外部时钟。在芯片刚启

动时，MCU 优先使用内部时钟，然后开启 Modem 的时钟，最后 MCU 将时钟源切换

到这个晶振输出的外部时钟源。在这个过程中，MCU 首先要对内部时钟进行配置，

控制 Modem 的输出频率，然后 MCU 切换到这个外部时钟源。芯片初始化需要做如

下配置： 

（1）先关总中断，然后关看门狗。看门狗是个定时器，当定时器的计数器溢出

时，会引起芯片复位。在产品的开发阶段，看门狗是不需要启用的，但是在产品的最

终阶段应该将看门狗打开，放置 MCU 死机，从而提高产品的稳定性。 

（2）初始化 SPI 通信接口。由上文中的芯片内部结构图可知，该芯片分为 MCU

和 RF 模块，它们之间的通信主要是通过 SPI 接口。SPI 接口初始化成功之后，就可

以对 RF 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主要包括对 I/O 口的初始化、开放 RF 的接收中断、

设置发射器的功率、设置时钟的输出功率、设置通信的通道号。 

（3）设置无线模块的射频收发器的时钟输出功率。 

（4）将 MCU 的时钟源由内部切换成外部，使其总线时钟为 4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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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SPI驱动接口 

由上文可知，SPI 是链接 MCU 和 Modem 之间的桥梁，是发送无线数据必不可少

的通信纽带。MCU 和 Modem 内部已经采用 4 线制的 SPI 进行内联。MCU 方作为主

机对 Modem 从机发送命令。通过查询 MC13213 的芯片手册，我们可以了解到如何

去操作射频收发器。SPI 是一种挤出式的传输，在主机给从机发送命令时，主机将该

字段填入 SPI 的数据寄存器，接着触发 SPI 的发送过程，从机在收到该数据之后会将

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回发给主机，注意此处的数据并不是该帧的返回数据，而是上一帧

的返回数据，也就是说从机在接收到命令之后，返回数据时会再次触发发送过程将数

据发给主机。而主机只要在这个阶段启动接收函数就可以了。本项目将 SPI 驱动做了

简化，发送和接收函数都只使用了一行代码。因为大部分的 Modem 命令就是一个字

节，所以在接收和发送函数上可以做精简化的处理，SPI 的头文件如下所示： 

//SPI 初始化，配置 SPI 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以及工作模式等 

void SPIInit(void); 

//SPI 主机向从机发送一个字节的命令，参数必须采用一个字节。 

#define SPISendOneByte(data)  {SPI1D = data; while (!(SPI1S_SPRF));} 

//SPI 作为从机接收一个字节，参数必须采用一个字节。 

#define SPIReceiveOneByte(data)    {data = SPI1D;} 

5.3.3 RF驱动接口 

RF 收发模块，即 Modem 模块，是在底层驱动中至关重要的一层，在产品开发阶

段，主要是调试该驱动的寄存器，因为该驱动直接关系到该收发芯片的通信质量、通

信频段以及通信距离。在前期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对该驱动进行调试和配置，本文在

基于前几届师兄工作的成果上，直接进行了使用。该驱动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函数：

1）初始化函数；（2）发送和接收数据函数；（3）接收中断函数。由于 Modem 的功能

比较强大，除此之外还应具备一些其他的配置函数从而让用户能够更好的使用该

Modem 模块，例如能量检测、链路质量检测、CSMA/CA 等一系列的特殊功能的函数，

这些函数在我们实际使用中，如果有特定需求才会使用到[43]。 

MC13213 的物理层的发送接收有两种传输模式，分别是流传输（Stream）和包

传输（Packet）。从字面上可以理解出来，流传输就是单个字节，一个字节一个中断，

类似于串口中断一样，在接收到一个字节产生一次中断服务例程，这样做的话操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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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会比较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很多。而 Packet 模式传输过程中，发送和接收都

采用了一段缓冲区（TX RAM），在数据发送过程中，先将数据存入到缓冲区中，然

后直接写入发送命令进行发送。接收时，数据放在缓冲区（RX RAM）中，然后使能

IRQ 中断通知 MCU 接收数据。RF 驱动主要含有以下的接口函数。 

//RF 初始化函数，参数包括设置通道号、发送接收缓冲区、回调函数等 

void RFInit 

(uint8 u8PAValue, uint8 u8Freq, uint8 u8Channel, struct list_head* prfdatalist, struct list_head* 

prffreelist, RFFrameCallBack prfframecb); 

//查询当前通信的信道 

uint8 RFChannelReq(void); 

//设置通信频率，取值在 0~15 之间 

uint8 RFChannelSet(uint8 u8Channel); 

//射频输出的功率，可以控制收发距离的远近，默认为 0xFF 

void  RFPAOutputAdjust(uint8 u8PAValue); 

//发送数据 

uint8 RFSendData(const TxPacket* ptpkt); 

//采用 CSMA/CA 算法进行发送数据 

uint8 RFSendDataByCSMACA(const TxPacket* ptpkt, uint8 maxNB, uint8 maxBE); 

//接收数据 

uint8 RFRecvData(RxPacket* prxpkt); 

//通道能量检测 

uint8 RFEnergyDetect(void); 

//报告最后一次接收数据的链路质量检测值  

uint8 RFLinkQuality (void); 

//中断服务例程 

void  RFIrqIntProc(void); 

5.3.4 Flash驱动接口 

Flash 是用来存储程序的器件，同样也是需要驱动来对其进行配置和操作的。Flash

内的数据掉电后仍可以保存，写入器可以对其进行写入，但要在写入程序之前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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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擦除，如果芯片加密，将不能擦除成功，必须用写入器对芯片进行解密。要对 Flash

内的数据进行修改的话，需要对 Flash 模块进行配置，然后写入。在嵌入式产品中，

产品的配置信息和代码都存放在 Flash 中。所以每次当配置信息修改的时候，还需要

对固定的 Flash 区域进行烧写，这样断电之后才可以保存。 

MC13213 内部集成了一块 60KB 的 Flash，包括 59348 字节的高块 Flash 和 1920

字节的低块 Flash。高块的 Flash 作为非优化的变量是要进行保护的，而低块的 Flash

是不需要进行保护的。Flash 主要含有以下的接口函数。 

//初始化 Flash 模块，设置时钟 

void FlashInit(uint32 busclk); 

//Flash 擦除某页 

uint8 FlashPageErase(uint8 pageNo); 

//Flash 写入函数 

uint8 FlashByteWrite(uint8 *buff,uint16 pageNo,uint16 startAddr,uint16 len); 

5.3.5 AD模块驱动接口函数 

MC13213 一共有 8 路 AD 采样通道，转换的精度可设置为 8 位或者 10 位。当总

线时钟为 2MHz 时，采样精度为 10 位时，AD 采样的速率为 71.4kHz。AD 模块需要

配有中值滤波函数和均值滤波函数。现在有些芯片的 AD 模块都具有硬件滤波模块，

而没有硬件滤波模块的 AD 模块需要采用软件滤波，这样才能使得 AD 采样更准确。

中值滤波采用 3 次 AD 值，按大小排列，取 3 个采样值的中间值的方式进行滤波。均

值滤波是把多次采样值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滤波后的输出值。本文结合了两种滤波，采

用多次的中值滤波采样值进行均值滤波，这样做可以使得 AD 值更加准确，AD 模块

的接口函数如下所示： 

//AD 模块初始化，一共有两个模块（ADC0、ADC1），参数取值 0 或者 1 

void ADCInit(uint8 bitNumber);               

uint16 ADCValue(uint8 channel);             //1 路 A/D 转换函数 

uint16 ADCMid(uint8 channel);              //1 路 A/D 转换函数(中值滤波)  

uint16 ADCAve(uint8 channel, uint8 n);       //1 路 A/D 转换函数(均值滤波)  

//综合滤波。通道 channel 进行 n 次中值滤波,求和再作均值,得出均值滤波结果 

uint8 ADCAveEight(uint8 channel, uint8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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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IWS 采集模块驱动 

理解传感器的原理对于编写传感器采集函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本项目的传

感器的编程原理，下面做简要说明。 

5.4.1 温湿度传感器驱动设计 

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是集成在一个模块上的，该传感器的实物图如图 5-2 所

示，该传感器可内部调节传感器参数。接口采用的是 9 针的传感器接口，该传感器温

度系数较大，即该传感器灵敏度较大；电阻率较大、性能稳定、材料易于保存；测温

精度高、复现性好。 

 

 

 

 

 

图 5-2 温湿度传感器实物图 

1．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元件采用的是铂电阻，型号为 Pt100，采用四线制的连接方式。铂电

阻在 0℃时的电阻值为 100Ω，在校准的时候，以该指标作为调零基准进行校零。在

温度为 t℃时，铂电阻的电阻值为： 

                    

在该公式中， 、 为该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系数。对于绝大多数金属导体， 、 并

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温度函数。但是在一定范围内， 、 可以近似地看成一个

固定的常数。通过标定，可以求得该值。Pt100 型号的铂电阻作为测量温度的传感器，

具有比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电阻的阻值在一定范围内与温度成线性关系。配有

2mA 的恒流源使得测得的 AD 电压值和温度呈现一个线性的关系，通过 A/D 数模转

换，得到相应的温度值。 

在编程时， 的参考值为 0.00390802； 的参考值为-0.000000580。从电阻对照表

中可以看出 Pt100 在常温 0~100℃之间变化的线性度非常好，该电阻的阻值可以近似

看做：Rt=100(1+   )，当温度变化 1℃时，Pt100 阻值近似变化为 0.39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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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使用 Pt100 作为温度采集器时，都会使用 LM358 运算放大器对其模拟信

号进行温度采集，即进行 A/D 转换。A/D 的值处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 A/D

值的滤波处理，二是 A/D 值向实际温度转换。由于干扰或者电路上面的噪音存在，

在采样过程中会出现采样信号与实际采样信号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会导致信号的上

下波动，为了减少这方面所造成的测量误差，在设计采样时采样 18 个点，然后再消

去这些点中偏差较大的两个极值点，即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再对剩下的点取平

均值，这样经过滤波之后的 A/D 值的转换结果比较接近真实值。在对数值进行滤波

处理之后，还需要将 A/D 值转换成温度值，常用的方法有查表法和公式法。查表法

比较麻烦，而且精度不高，而且每经过一个值都轮询一次阻值转换表，大大增加了处

理数据的时间；公式法比较简单，只需要通过标定去确定比例值α 、β 即可，对于线

性比较好的传感器比较适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应提供手段对温度系数进行调整。

得到温度之后，一般还要对实际温度和目标温度进行实时的控制，要有一定的控制算

法，如：模糊控制、PID 调节等。 

2．湿度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上电极采用的是一层多孔的感应膜，能够透过水蒸气；传感器下方的

电极为一对电极，引线是一对电极，基板是玻璃。湿敏材料采用的是高分子聚合物，

该聚合物的电介质常数因湿度的变化而变化，当相对湿度增大时，湿敏电容量随之增

大，反之则减小，电容通常在 48~56pf。该传感器中通过一定的转换电路把湿度传感

器的电容值变化转化成电压值的变化，湿度传感器的范围为 0~100%，同时对应输出

的电压值为 0~1V，呈一一对应的关系。然后通过 AD 通道采集，就可以获得当前的

湿度值。 

5.4.2 风速风向传感器驱动 

风速一般以精确到 0.5m/s，或者采用整数 knots 为单位（即海里/小时，符号为

kn），风速小于 1kn 的时候应该标识为“静风”，同时此时的风向值应该标识为 0。风

速风向传感器的实物图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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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风速风向传感器 

1．风向传感器 

风向传感器主要由内部的格雷码盘、风标板、红外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组成。

格雷码又叫循环码，主要通过格雷码盘每转动一个角度，七位格雷码数据线就输出一

个数据。每组格雷码有七位，代表一个风向。在此说明采用格雷码的原因，在两位的

二进制数中，0b01 代表 1，0b10 代表 2，这两个二进制数为相邻的数，而如果通过控

制每一位来输出二进制数时，需要改变两位（第一位由 0 变为 1，第二位 1 变为 0），

这样大大增加了机械的复杂性，而格雷码是这样一种编码，这种编码使得任意两个相

邻的代码都只有一位二进制数不同，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也仅有一位数不同，又称循

环码。这样使得该数字系统沿着一定顺序变化，每次改变，只改变一位二进制数。这

样可以避免电路的混乱或者出错，减少了机械的复杂度，也使得错误得到有效的避免。

而格雷码的计算方法也可以从下面的规律得出。 

表 5-1 格雷码 

十进制 0 1 2 3 4 5 6 7 8 9 

二进制 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 1001 

格雷码 0000 0001 0011 0010 0110 0111 0101 0100 1100 1101 

从简单的四位的格雷码可以看出二进制与格雷码之间的关系： 

Gn=Rn，n 代表位数， 

Gn-1=Rn⊕Rn-1， 

… 

在该式中，⊕表示异或，其运算规则如下： 

0⊕0=0，0⊕1=1，1⊕0=1，1⊕1=0， 

例如在表 5-1 中 5 的格雷码 R(0,1,1,1)转换成二进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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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1⊕0,1⊕1⊕0, 1⊕1⊕1⊕0)=G(0,1,0,1) 

有了这个关系我们就可以对风向的格雷码进行编程转换。转换函数如下所示： 

//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 

static int GraytoErjinzhi(int x) 

{ 

int y = x; 

while(x>>=1)  

{ 

     y ^= x; 

    } 

    return y; 

}  

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来获得当前的风向值，此处不再赘述。 

2．风速传感器 

风速信号采用 MCU 输入捕捉的方式进行采集。通过记录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沿跳

变，就可以用软件检测出该输入信号的周期和脉冲宽度。输入捕捉属于 TPM 定时器

模块，在初始化时，将该模块设定为输入捕捉功能，捕捉方式为上升沿捕捉，记录相

邻的两个不同机型的沿变化的时间，就可以测得当前信号的频率。 

5.4.3 雨量传感器驱动 

雨量传感器是通过测量空气中的降水量来

获得相应的降水信息。本文研究的是液态水及

降雨。一般降水量应当读到 0.2mm 的精确度，

最好读到 0.1mm。在气象领域，测量的是每小

时、每 3 小时和每日的降水量。对于应用来说，

要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测量精确的值，需要较高

的采集频率。雨量传感器的实物如图 5-4 所示。 

雨量传感器采用输入捕捉对其以计数的方

式进行统计，当数据达到一定数量时，计数器

 

 

 

 

 

 

 

 

图 5-4 雨量传感器 



基于 WSN 的智能气象传感器设计及应用                                           第五章 IWS 软件设计 

47 

 

会自动清零。 

5.4.4 气压传感器驱动 

气压传感器采用的是智能传感器，该传感器自身的散热比较好，具有较好的耐温

和长期的稳定性。通过计算机的串口，可以对气压传感器进行配置，串口的配置参数

见表 5-2。 

表 5-2 RS232 的配置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 

停止位 1 

数据流控制 无 

该气压传感器有 SMODE 发送模式和

MMODE 测试模式。通过 SMODE 命令可以设

置或者检查气压表的发送模式。该传感器一共

有四种发送模式：STOP、RUN、SEND和POLL。

在 STOP 模式下传感器处于被动上传的状态，只

有在传感器发送命令的时候，气压传感器才会

返回相应的数据。在 RUN 模式下，气压传感器

通电之后就会一直连续不断地输出气压值。在

SEND 模式下，气压表通电后自动地输出一条单一的信息。POLL 模式下允许和多个

气压表进行通信。本气象节点编写的时候，在 SEND 模式下工作。当 MCU 通过串口

发送“SEND\r”的时候，传感器返回相应的气压值，气压传感器实物如图 5-5 所示。 

5.4.5 传感器数据平衡处理 

通过计算可测得对应的线性关系，以温度为例，温度数据是一种典型的连续信号，

在将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的过程中，对于外界的干扰以及噪声点的误差，采用一种合

适的滤波手段将大大提高采样的精度和准确度[44]。通过研究本系统并结合历史经验，

采用滑动平均滤波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处理采集数据。滑动滤波，即将连续采样的 N

个连续数据，转换成一个队列，队列采用数组的方式存储，队列的长度采用一个常数

N。每次采样的数据放入到队尾，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将队首的元素替换掉，把队列

中的数据进行算术平均即可得出滤波后的结果。N 的取值一般在 0~15，滑动滤波算

法的代码如下： 

 

 

 

 

 

 

 

图 5-5 气压传感器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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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N 6 

uint16 DataBuff[N]; 

uint8 i=0; 

uint16 PingHuaFilter( uint16 Data) 

{  uint8 j=0; 

   uint32 Sum=0; 

   Data_Buff[i++]=Data; 

   if(i=N) i=0; 

for(j=0;j<N;j++) 

{ 

     Sum+= DataBuff[j]; 

} 

return (uint16)(Sum/N); 

} 

5.5 传感器节点应用程序设计 

节点应用程序的关键技术在于无线接收数据以及数据处理，这就涉及到三个内容。

首先要有对数据的接收函数，将一帧数据完整地接收下来，接着就要考虑到如何对数

据进行处理，如果有多帧数据同时接收，如何很好的处理数据帧之间的关系。在程序

成熟的后期遇到内存不够用的问题，总结之后发现是对芯片内存分配的情况不太了解

所导致的。根据上述情况，分别对节点程序相关的内容进行说明。 

5.5.1 传感器节点接收函数设计 

在节点应用程序中编写接收函数时，需要考虑到只要无线局域网中有节点发送数

据，所有节点都会收到数据，每个节点在接收到其他数据帧的时候，需要及时地对数

据进行检测，检测该数据是否为自己的数据，是否与自己的 ID 相匹配，是自己的数

据则处理，如果不是自己的数据，则进行抛弃，该中断服务例程的流程图如图 5-6 所

示。在帧与帧之间的间隔上，本系统采用时间作为判断对象。当 MCU 发现两个字符

之间的间隔超过一定的时间间隔的时候（一般设定在 10~20ms 左右），则判定两个字

符串属于两帧数据，再根据帧头的数据长度进行判定数据帧的正确与否，每次成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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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字节都更新记录的时间点，以方便判断下一个字节的到来。在实际应用中，无线数

据采用间隔发送的方式，所以相邻数据之间必定有一定间隔。 

无线字符

是否是本节点
数据

是否是第一次
访问

是

否

是

记录当前时间

记录当前时间
否

是否超时20ms

是

记录第一个字符
记录为长度n

否

将字符存到节
点

长度n减1
n是否为0

是否
将
该
节
点
存
入
链
表

 
图 5-6 无线接收流程图 

5.5.2 链表接收处理 

链表是嵌入式领域中最常见、最简单的数据结构。本系统采用的链表对数据帧进

行存储和解析数据帧。首先要对链表进行初始化，接着在中断接收函数中，当进行接

收数据前，取出空链表中的空闲节点。等到接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时，将该帧数据转

化成结构体存入到数据链表中。在主循环中，读取数据链表中的节点数据，如果节点

数据不为空，则将该节点的数据发送给通信层进行数据解析，解析完数据之后执行相

应的操作。采用链表的好处在于，可以对数据的元素进行动态地创建并且随时可以插

入链表中。在开始时无需在内存中占用连续的存储区，使得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大

小，这样符合了嵌入式开发中精准的原则。 

5.5.3 MC13213存储空间解析 

在进行项目开发的后期，曾经遇到过程序由于 RAM 空间不够无法编译成功以及

已经编写的函数在执行时未能按照相应的代码执行等问题。经过排查之后发现，这些

问题都是由于内存浪费太多而不够使用而导致的，所以在写本论文时越发想对

MC13213 的内部空间的地址进行深入解析，只有了解了内存中或者 Flash 中的数据存

储 的 方 式 才 能 更 好 的 理 解 程 序 的 编 写 。 MC13213 的 存 储 主 要

有.data，.text，.bss，.rodata，.vectors 等段。芯片可寻址的范围为 0x0000~0xFFFF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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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64K 的寻址空间。如图所示为 MC13213 的所有可寻址范围的数据类型。该芯片的

RAM 的范围为 0x0080~0x107F 一共 4KB，该区域存放的是.data，.bss，堆和栈 4 个

区域。在程序中，全局变量根据是否初始化为 0进行区分，如果初始化非 0存放在.data，

初始化为 0 存放在.bss 中，之所以如此分配是因为全局变量在内存中存放时，如果有

初始值就要提前保存到 Flash 中，程序上电启动之后加载到内存中，如果全局变量初

始化为 0，在 Flash 中只要记录初始化为 0 的全局变量的总个数即可，在芯片上电启

动之后只有在内存中开辟相应大小的内存块即可，这样即节省了 Flash 的空间也加快

了内存数据加载的速度。 

RAM区 4KB

常用寄存器

特殊寄存器

FLASH 1920字节

FLASH 59348字节

0x0000

0x0080
0x007F

0x1080
0x107F

0x1800
0x17FF

0x182C
0x182B

 
图 5-7 MC13213 寻址内容 

.data 初始化为非0的全局变量

堆，供程序动态申请空间

.BSS段，初始化为0或者未初始化的
全局变量

栈，存放临时变量

0x0080

0x107F
 

图 5-8 MC13213 内存区的分配情况 

在编程时，应合理使用内存资源，防止栈被击穿，如果发现程序执行的代码出错，

或者进入函数时的参数出错，就要考虑内存中的栈是否已经击穿，往往栈击穿会使得

数据出错或者函数参数无法带入。 

5.6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述了智能传感器的软件部分，包含底层驱动、采集模块驱动及应用软

件。首先，将芯片中必备的底层驱动进行说明，然后根据传感器的原理以及软件构件

化原则，编写相应的采集模块驱动，将接口进行封装，最后给出了传感器节点的应用

程序的主要技术细节和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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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配置与测试软件设计 

本章实现的是传感器节点测试与配置软件。本测试软件将采集到的信息进行解析

并处理，同时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入后台数据库方便后续的查询和管理，也可方便进行

传感器的校准。该软件是作者以 VS2010 为开发环境，运用 C#开发语言独立开发的

基于串口通信方式的测试校准软件，软件设计的初衷是面向多种测试项目。该软件结

合协议的特点，通过简单的配置方式就可以完成对复杂任务的控制，达到程序通用性

的目的。 

6.1 PC 软件主界面 

如图 6-1 为整个系统软件的欢迎界面。该软件一共有七个主菜单：实时监测、管

理工具、通信状态、数据监测、历史数据统计、参数设置及帮助，每个菜单下面有不

同的窗口以及选项。主界面是欢迎界面，点击“开始监测”时，会进入实时监测的主

界面。 

 

 

 

 

 

 

 

 

 

 

 

 

 

 

 

图 6-1 IWS 测试软件欢迎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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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监测软件设计 

监测软件是显示给操作员监测的窗口，主要完成数据的实时监控、实时记录与查

询、历史数据统计分析以及传感器管理等功能。大部分的数据存储工作都由监测软件

来完成。在这里主要对监测软件做简要说明，监测软件的主界面如图 6-2 所示。监测

软件主界面的串口设置处有一个蓝色的无线图标。串口正常运行时，该图标为一个动

态的无线标志，如果串口打开失败，该标志为静态图标。若串口无法打开，则检查串

口的通信情况，查看串口是否被其他设备占用。 

 

 

 

 

 

 

 

 

 

 

 

 

 

 

图 6-2 IWS 测试软件主界面 

图 6-2 展现的是智能气象站的自动演示功能。该功能用于演示气象站物理量

的信息。该功能可显示当前六种传感器的实时数据及数据变化曲线，同时在此基

础上对数据进行监控。 

6.1.2 实时监测界面 

该程序启动之后，默认显示实时监测窗口，以及基本要素观测选项，通过点击基

本要素监测按钮也可以出现该界面。由于该程序模块较多，以下简要讲述几个重要的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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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要素观测 

该模块以控件的方式将风向、风速、温湿度、气压以及雨量六种要素进行动态显

示，从控件中可以直接读出最近一次的气象值以及各要素的物理量。 

2．变化曲线 

为了能够比较直观的显示温湿度、气压和风速等物理量的变化趋势，如图 6-2，

实时监测窗口下半部分显示的是一小时内选中的物理量数据变化。选中曲线图上面的

按钮就可以显示点中要素的曲线图，默认情况下是温度的曲线。选中要素之后，按钮

下方的曲线范围会处于可用状态，通过这两个可以选择要显示的曲线的范围，即曲线

图纵坐标的取值范围。例如，主界面中温度设定的范围为 0℃~100℃，操作员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对范围重新设定，曲线上每一个点上面都会显示相应的物理量信息。 

3．统计信息 

该模块用于显示该气象站运行的开始时间及当前时间。如图 6-2 所示，右侧“应

监测次数”表示的是从程序开始监测到当前时间的分钟数（数据每分钟采集一次），

这是通过代码自动实现的。“成功监测次数”，是从程序开始时间到当前时间的成功采

集的次数，这是通过接收到成功数据帧，计算成功次数得到的。“监测成功率”即成

功采集的概率，根据成功的次数占所有应该监测的次数的百分比而求得。 

6.1.3 串口通信监视窗口 

串口通信监视窗口，实时监视的串口通信数据，此数据分为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当数据出现异常时，可以通过该窗口对数据进行正确性比对，调试界面如图6-3所示。 

该串口在调试过程中对于编程人员非常有用，通过该窗口可以了解数据的实际情

况，若发现数据不对或者出现其他问题时，编程人员可以对该窗口进行查看，从而找

出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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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串口调试窗口 

6.1.4 物理量回归的动态校准实现 

动态校准主要包含以下功能：采集 AD 值、对该值的物理量进行输入、计算该点

的物理量回归参数、将回归参数写入数据库、通过 ZigBee 通信将回归参数写入芯片

内以计算出相应的物理量。本章节重点说明如何通过 AD 值及其物理量得出回归参数。

物理量回归参数的界面如图 6-4 所示。 

 

 

 

 

 

 

 

 

 

图 6-4 物理量回归的动态校准界面 

第一次校准时，根据节点返回的参数进行校准，或者清除旧的校准参数，输入新

的对应物理量(m1,n1)、(m2,n2)。根据方程 y=kx+b 可以算出对应的斜率 k 和常数 b

的数值。输入初始值之后，动态回归曲线会根据这两个参数得出当前的 AD 所反映的

物理量，与此同时“写入”和“校准”按钮被程序使能。如果经过实际测量发现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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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量计算出来的数值与实际数值不符（如图 6-4 的 10℃），可以单击“校准”按钮对

数据进行校准，系统会弹出一个要求输入实际物理量的对话框，假设当前温度为 15℃，

输入数值 15 即可。这样会产生一个新的校准点（239,15）然后根据最近的点计算出

新区域的 k 和 b，最后点击“写入”按钮将该数值和参数写入微控制器。MCU 接收

到这些点后对原先拥有的数据进行插入排序，MCU 根据 AD 值附近的两个点进行物

理量回归的计算。 

实际操作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而定，使用手持设备获取和校验实际坐标点，用

于矫正基准点的物理量。多次测量之后，可以获取每个分段的回归点，将这些点用直

线连接起来，就可以构成回归曲线。一般而言，只有两个点的回归结果很难接近真实

的非线性回归曲线，所以需要进行反复地校准，才能使的非线性的直线曲线接近实际

曲线。 

6.2 配置软件设计 

通过点击菜单栏中的配置软件，可对每个智能气象站进行参数配置。配置过程中

需要用到一定的存储技术。具体来说，配置软件用于配置相应的参数信息（包括系统

参数配置和节点参数配置），然后分别将配置好的结果保存到相应配置文件中。注意，

在进行参数配置的时候，一定要在得到节点的确认信息的前提下，才能对配置信息进

行保存。系统参数配置主要包含与系统相关的信息，该类信息是对整个系统的参数进

行配置，所以不需要节点响应。例如系统内节点的 IP 范围、系统的网段等。节点参

数配置主要包括对应节点的属性的配置。在进行节点参数配置时，需要选择节点的网

段和网络地址。节点配置的参数主要有节点的网络号、节点的 MAC 地址查询、节点

的 IP 地址以及节点传感器的开关状态。 

6.2.1 XML文件的读取与解析方法 

配置软件主要是将配置的结果存储在目标文件中，从而方便读取。本软件采用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的文件格式来存储配置内容。

XML 是可以在不同应用之间交叉使用的数据结构，XML 仅仅是一种文本文件，能够

通过简单的编辑器进行文件读取，其最大的优点是在于非常适合客户端程序的数据交

换，而且由于该文件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可非常方便地供程序员查阅和编辑[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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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ML文件的存取 

XML 的存取有多种方式，例如纯文本、数据库等方式。其中，纯文本方式是最

基本的，该方式将数据存入到文本文件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直接读取数据，或

者通过 DOM 或 SAX 接口与其他程序进行连接，也可以在网页中显示。由调研得知，

纯文本方式最适合于当前的应用。 

2．XML文件的解析 

XML 文档的解析可以通过 XML 相应的解析器来进行解析。根据文档格式的不

同，可以分为 SAX 和 DOM 解析器。SAX 由事件来驱动，通过串行方式进行处理。

DOM 则根据文档内容建立层次化数据结构，给用户提供一个操作文档的节点接口。

通过对两种方式的研究与分析，得出在进行 DOM 操作时，可以更好的将一个整体分

割成单个对象（例如注释、属性、元素等），然后在内容中将其建立成一个树形的结

构，从而方便开发人员多次使用该文档中的信息[47]。 

6.2.2 传感器设备的配置参数 

通过配置软件界面可以对嵌入式设备进行参数配置。配置软件主界面主要包括

传感器信息、网络信息配置、引脚功能配置等信息。配置功能的主界面如图 6-5 所示。 

 

 

 

 

 

 

 

 

 

图 6-5 配置功能主界面 

1．传感器信息显示 

传感器信息主要包括设备名称、设备的版本号、设备的厂商名称、设备的版权信

息等。这些信息主要多为文字的信息，存储在 PC 机上，通过 PC 进行配置和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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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为了显示系统当前的信息。 

2．传感器地址配置 

传感器地址参数主要包括本采集器的 MAC 地址、本采集器的 IP 地址、默认网

络路由等。传感器地址参数主要用于配置该传感器在网络拓扑中的位置，在使用测试

软件进行配置之后，需要通过显示系统数据来实现系统的功能。通过配置节点的地址

也可以很方便地对节点进行设置。 

3．传感器类型配置 

传感器类型配置界面也可以查询传感器类型，同时也可以对节点的传感器类型进

行查看和修改，这部分是针对该项目的一个应用程序，如果项目改变，就需要在该窗

口中改变项目的主要功能。 

6.3 系统数据库管理 

测试软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存储被测节点的历史数据信息，因此对于数据库的

设计和使用极其重要。常用的数据库有微软的 MSSQL、开源的 MYSQL 和微软的

ACCESS 等。结合两年的项目开发经验，发现 ACCESS 数据库比较便捷，只要安装

了微软的 OFFICE 套件就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查看和操作，而其余的数据库都需要安装

数据库对应的管理软件才可进行数据操作，比较繁琐，因此本软件采用 ACCESS 数

据库进行操作。数据库的管理主要实现的是对历史数据的回顾和用户信息存储。本项

目中的数据库主要有发送记录表、接收记录表和节点历史信息表等。 

6.3.1 发送和接收记录表 

发送和接收记录表用于对每条上行或者下行的数据进行存储，这样是方便程序员

对所有运行的数据进行记录，了解数据的通信情况。发送记录各字段的定义如表 6-1

所示。 

表 6-1 发送记录表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允许为空 是否为主键 说明 

ID 自动编号 否 是 ID 标识 

RevCMD 文本 否 否 数据内容 

NetID 数字 否 否 网段号 

NodeID 数字 否 否 网内号 

Data 文本 否 否 发送或者接收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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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传感器节点的历史信息表 

该表与传感器节点的实时信息很相似，主要用于对节点的历史信息进行分析和匹

配，能够更好地显示出供用户了解节点的历史信息，各字段的定义如表 6-2 所示。 

表 6-2 传感器历史数据信息表 

字段 数据类型 是否为空 是否为主键 说明 

NetID 数字 否 否 网段号 

NodeID 数字 否 否 网内号 

AD1 数字 否 否 AD 值 

MAC 文本 否 否 MAC 地址 

UpdateTime 时间 否 否 更新时间 

6.4 传感器的标定 

传感器的标定以温度为例，根据温度传感器的原理可知，对于模拟量的回归，在

使用之前必须对传感器进行标定，就是根据实验测量的结果，计算出 AD 值与特定的

物理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F(x)。由于各个物理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即使测量的很

精确，采集到的 AD 值也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因此选择一个合理而稳定的参考

值，对物理量回归与标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选择几组不同的数据进行调整，从而取

得稳定的参考值。以温度传感器为例，温度传感器的 Pt100 电阻阻值跟着温度成正比

的关系，先通过几个值对 AD 的特性曲线进行初步判断，然后在测试程序中对测量的

AD 值进行补差。由于温度正比于 AD 值，最终校准结果会越来越接近真实值[48]。 

同时，在测量前要对 AD 取样进行滑动变阻器调整，使得 AD 值趋于准确。表

6-3 为同一个传感器在不同的时刻，在同一个温度下测量出的 AD 值和温度值之间的

关系。 

表 6-3 AD 值与温度的关系 

温度值 30℃ 35℃ 40℃ 50℃ 55℃ 60℃ 70℃ 

第一组 228 268 277 325 341 356 396 

第二组 232 270 285 309 325 380 412 

6.5 质量控制理论的实现 

为保证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对智能气象的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一块，

包括对多智能气象采集软件、测试软件和配置软件等各部分的质量控制。智能气象采

集软件应实现检查数据质量、存储各要素极值范围、控制允许变化速率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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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量的合理性验证 

确保每次采样的物理量都在正常的传感器测量范围之内是衡量物理量合理的标

志。测试软件应检验采样值是否超出传感器额定范围，如果超出则将该值删除，且并

不进行下一步的计算[49]。 

2．采样时间一致性的检查 

通过检验相邻采样值的变化，检测出不真实的跳变点。每次采样后将该值与前一

次的物理量进行比较，如果差值大于设定的值则说明当前的采样值需要标记为“疑问”

值，且不能用于平均值的计算。如果结果是有较大的噪点，则将连续的 1~2 个采样点

不用于计算平均值。对于有些物理量变化的差值可以参照以下的参考值：气温<2℃；

湿度<5%；风速<20m/s；大气压力<0.3hPa 等[50]。 

6.6 本章小结 

本章讲述了上位机软件的整个体系框架、配置软件的设计和校准软件的设计，可

在此基础上扩展其他功能。目前该测试软件已经基本完成，并进行了相应的测试，达

到了设计的预期目标，可以使气象传感器稳定可靠地运行，并在智能气象数据采集器

的鉴定和校准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降低了系统维护的成本，提高了数据的采集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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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7.1 全文总结 

WSN 技术的发展、物联网的日趋成熟为智能气象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的技术方

案，使得改变传统的人工采集方式成为可能。本文针对气象站在更换和维护传感器的

流程较繁琐、价格昂贵的问题，设计了一套便携式的、可远程调试的智能气象传感器。

通过将传感器和芯片进行智能整合，利用现有技术对芯片进行编程设计出了智能气象

传感器，自主研发了一整套测试系统。对于本论文的内容可以总结如下： 

（1）分析国内外的智能传感器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总结出传统气象站的

弊端，提出了研发智能气象的必要性。在学习相关论文和研究现有气象技术的基础上，

对智能气象传感器进行设计。根据气象的设计需求，阐述了智能气象设计的技术要点

和工作创新点，最后给出了系统的整体框架结构。 

（2）通过对智能气象的实际需求，提出一种通信协议的分层模型，并根据智能

气象传感器的特点进行通信协议的设计。首先对智能气象的整体通信格式进行约定，

然后对每层的功能和协议帧格式进行简要概述，最后对数据的质量控制给出了衡量标

准。 

（3）按照六种传感器的采集原理及接口，详细分析和设计了传感器的扩展底板

的各个模块的硬件接口电路。充分考虑到扩展性的问题，减少了硬件成本的投入，可

适应于多种复杂环境。然后，根据传感器的采集原理，设计相应的传感器采集驱动，

为传感器的智能化提供了解决方案，对于数据量过大的情况采用了链表的方式进行接

收，大大减少了无线数据的误码率。 

（4）根据智能传感器的需求，设计人性化的 PC 端测试软件。该软件为传感器

的标定和测试提供了一种较为智能的方式，方便了工作人员的单独校准和测试。同时，

通过坐标动态校准可以使得数据更为精确。 

（5）通过实地监测，本文所设计的智能气象传感器节点符合气象站的初步要求，

系统运行状态良好，设计的高端测试和校准软件能够很好的省去现场测试的繁琐，为

气象采集的智能化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技术方案。同时，本文设计的路由节点通过串

口将数据发送给 PC 机，在其他项目中可以将数据发送给主控器，具有较好的可移植

性，方便后续项目或者其他项目的借鉴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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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课题展望 

本文所设计的智能气象传感器虽然已经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但是由于时间较短

以及现有的条件较为欠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在后续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1）考虑的要素较少，虽然在几类主要传感器上进行了设计和研究，但由于条

件有限，不能找全所有的传感器。在传感器的兼容性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不能完全

适应所有的传感器，本文做的工作不够完全彻底，可以在后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设计适

应性更强的传感器。 

（2）对于节点的程序可以实现 Bootloader，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用无线的方式更

新程序，省去每次采用写入器烧录程序的繁琐。即使在复杂的环境下，也可以实现远

程代码更新。 

（3）目前的测试软件主要在 PC 机上进行，在通用嵌入式手持设备还有很大发

展空间。可以考虑在 Android 手机上编写出人性化的界面，以方便工作人员对传感器

进行测试与校准。 

（4）由于本系统的 MCU 方软件是在无操作系统的环境下以单任务的方式运行

的，在执行传感器采集时需要等待采集完成后才能上传，影响了数据采集的实时性。

本课题的下一阶段的工作是将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MQX 移植到智能气象传感器

中，从而让智能气象传感器可以多任务并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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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MCU 程序文件列表 

附录 A.1 MC13213 芯片的底层驱动文件列表 
类型 文件名 功能及主要函数 

与节点程序相关的

文件 

MC13213.h 对 MC13213 芯片内部寄存器的统一宏定义 

MCUInit.c 对芯片进行初始化，设置芯片工作频率 

isr.h 中断处理子程序与中断向量表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RF 中断、

串口 SCI 中断等。 isr.c 

sci.h SCI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SCIInit、SCISend1 与

SCISendN、SCIRe1、SCIReN、SCISendString、SCISendNumber sci.c 

spi.h SPI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SPIInit、

SPISendOneByte、SPIReceiveOneByte spi.c 

flash.h Flash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FlashInit、

FlashPageErase 和 FlashByteWrite flash.c 

InCapture.h 输入捕捉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TPMChInit、

MyEnableTPM1ChInInt 与 MyDisableTPM1ChInInt InCapture.c 

adc.h AD 模块构件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包括 ADCInit、ADCValue、

ADCMid 与 ADCAve adc.c 

构件通用文件 

Type.h 类型定义头文件 

GeneralFun.h 
通用函数，包括延时函数、位操作函数等 

GeneralFun.c 

附录 A.2 智能气象的应用文件列表 
类型 文件名 功能及主要函数 

项目相关文件 

Main.c 应用层主函数 

ZigBee.h 与 ZigBee 协议相关的函数，包括 RecvZigFrame、

ZigFrameRfProc、ZigAddrReq ZigBee.c 

comm.h 
通信层数据处理 

comm.c 

Sensor.h 传感器采集驱动，包括 THSensor、WDSSensor、LLSensor、

RSSensor 等函数 Sensor.c 

项目通用文件 

CMD.h 命令头文件 

Bufflist.h 
通用的链表文件，包括 BufListInit、GetOneNode、PutOneNode 

Buffli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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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硬件实物图 

B.1 传感器节点硬件实物图 

 

 

 

 

 

 

 

 

 

 

 

 

 

B.2 PC路由节点硬件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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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PT100 温度与阻值对照表 

温度  

℃ 

0 1 2 3 4 5 6 7 8 9 

电阻值（Ω） 

-40 

-30 

-20 

-10 

0 

84.27 

88.22 

92.16 

96.09 

100.00 

83.87 

87.83 

91.77 

95.69 

99.61 

83.48 

87.43 

91.37 

95.30 

99.22 

83.08 

87.04 

90.98 

94.91 

98.83 

82.69 

86.64 

90.59 

94.52 

98.44 

82.29 

86.25 

90.19 

94.12 

98.04 

81.89 

85.85 

89.80 

93.73 

97.65 

81.50 

85.46 

89.40 

93.34 

97.26 

81.10 

85.06 

89.01 

92.95 

96.87 

80.70 

84.67 

88.62 

92.55 

96.48 

0 

10 

20 

30 

40 

100.00 

103.90 

107.79 

111.67 

115.54 

100.39 

104.29 

108.18 

112.06 

115.93 

100.78 

104.68 

108.57 

112.45 

116.31 

101.17 

105.07 

108.96 

112.83 

116.70 

101.56 

105.46 

109.35 

113.22 

117.08 

101.95 

105.85 

109.73 

113.61 

117.47 

102.34 

106.24 

110.12 

114.00 

117.86 

102.73 

106.63 

110.51 

114.38 

118.24 

103.12 

107.02 

110.90 

114.77 

118.63 

103.51 

107.40 

111.29 

115.15 

119.01 

50 

60 

70 

80 

90 

119.40 

123.24 

127.08 

130.90 

134.71 

119.78 

123.63 

127.46 

131.28 

135.09 

120.17 

124.01 

127.84 

131.66 

135.47 

120.55 

124.39 

128.22 

132.04 

135.85 

120.94 

124.78 

128.61 

132.42 

136.23 

121.32 

125.16 

128.99 

132.80 

136.61 

121.71 

125.54 

129.37 

133.18 

136.99 

122.09 

125.93 

129.75 

133.57 

137.37 

122.47 

126.31 

130.13 

133.95 

137.75 

122.86 

126.69 

130.52 

134.33 

138.13 

100 

110 

120 

130 

140 

138.51 

142.29 

146.07 

149.83 

153.58 

138.88 

142.67 

146.44 

150.21 

153.96 

139.26 

143.05 

146.82 

150.58 

154.33 

139.64 

143.43 

147.20 

150.96 

154.71 

140.02 

143.80 

147.57 

151.33 

155.08 

140.40 

144.18 

147.95 

151.71 

155.46 

140.78 

144.56 

148.33 

152.08 

155.83 

141.16 

144.94 

148.70 

152.46 

156.20 

141.54 

145.31 

149.08 

152.83 

156.58 

141.91 

145.69 

149.46 

153.21 

1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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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格雷码与二进制对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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