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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布式多微处理器系统的动态自动定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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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传统分布式多微处理器系统需要在安装时替每个处理器设定地址的不便，提出一

种简洁的通信协议及总线结构。通过这个协议，系统会在每次开机或重置时，自动为每一个处理器设

定唯一的地址，大大地减免了系统安装及维修时需人工设置地址带来的麻烦。该协议已在澳门邮政

局的自动化邮政信箱系统中运行了2年。

    关键词 多微处理器 自动定址 分布式系统 邮政信箱

引 言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微处理器的价格变

得愈来愈便宜，这一点促使了多微处理器系统的广泛

应用。对于分布式的多微处理器系统，为了通信上的

方便，一般会赋予每个处理器一个唯一的地址;因此，

在分布式多微处理器系统中，地址的设定以及存储便

成为系统设计的一部分。

    目前常用的地址设定及存储方法，一般可分为生

产时设置及安装时设置两种。前者包括生产时直接

把地址写在产品的存储器内，或使用硬件序列号等

(如DALLAS公司的DS2401、计算机以太网的网络

卡等);后者主要是安装时通过设定一些开关(如双列

直插式开关)或跳线，也可通过安装时再编程等(如一

些非即插即用的接口卡、GSM电话的SIM卡)，以确

定唯一的地址。

    直接把地址写在微处理器的程序内是一个最简

单的方法，但每一片处理器的程序都不一样，往往需

要为每一片处理器的程序重新编泽/汇编、连接，在批

量生产时需要特别设备，而且亦会为调试、排错及日

后的维护升级等带来不少的麻烦。使用将地址写人

非易失存储器(如EEPROM)的方法可解决部分维护

升级的问题，但每一片存储器都是独特的，对于大量

生产仍有很大的麻烦。使用硬件序列号是不错的方

法，但需增加一些较繁杂的协议，以将地址通知系统

的其他部分。

    事实上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在安装时设置双列

直插开关或跳线。该方法简单易用，而且所有处理器

的程序都相同，有利于大量生产;但由于每一个处理

器在安装前都必须由人来逐一设定地址，在较大型的

系统中难免引入人为的错误，使得安装后的调试工作

量大大增加。

    由于不同的解决方案各有其优缺点，而且这些方

案仍然存在不少技术上的限制，因此，我们尝试提出

一个动态自动定址通信协议。通过这一通信协议，解

决微处理机地址设定的问题，以降低系统的成本及调

试的时间。这一设计是基于自动化邮政信箱进行的，

亦可适用于其他同类型系统。

1 自动化邮政信箱系统

    邮政信箱是国际上通行，受邮政用户欢迎的邮政

服务，能有效地解决因搬迁或邮件体积较大(如报纸、

杂志等)而引致邮件丢失的问题。这种服务是在某一

特定地点(例如邮局内)设置一系列编上号码的邮箱

供用户租用。用户可以把租用的邮箱编号作为自己

的邮寄地址(例如澳门大学租用了澳门邮政信箱

3001号)，寄往该地址的邮件会存放在邮局的信箱

内，等候用户亲自到邮局提取。因此，用户必须不时

亲身到邮局查看邮箱，才能够知道邮箱内是否有邮

件。

    “自动化邮政信箱系统”是一个邮政信箱增值服

务系统，是为了避免用户往返奔波检查邮箱中是否有

待领邮件而设计的。该系统提供了自动查询，用户能

够在任何地方，通过电话或计算机，便能得知是否有

待领的邮件;也可在每当有邮件在信箱内出现(从没

有邮件到有邮件的情况下)，通过现有的通信技术(寻

呼机、移动电话、电子邮件等)，通知客户有邮件到达。

    系统由邮件检测单元、数据收集、用户资料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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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户服务、交互式语音电话咨询等各部分组成，如

图1所示。其中硬件部分的邮件检测单元及数据采

集系统是一个由数千个微处理器组成的典型分布式

多微处理器系统。这数千个微处理器中的绝大部分

是邮件检测单元中的控制器。这些分布在每一个邮

箱内的检测单元以每32个或以下为一组，通过数据

收集器的一个端日(亦是一微处理器系统)与数据收

命令(入)
  命令
(1字节)

命令(出)
  命令
(1‘全节)

数据
  响应

(1字节)

集部分连结，如图2所示。

                    移动电话 电话

                      图3 命令传播

口自己已定址。如此传递直至最后一个单元为止，图

4及图5分别表示组中非最后及最后单元的定

址时序。最后单元的设定是通过将该单元的命

令(出)线强制置“0"。协议中的各命令及响应格

式如表1所列。

    从图4、图5及表 1中可见，当端口发出重

置命令后，便可收到一系列的响应。这些响应带

有连续的地址，直至收到最后一个单元的响应。

因此，协议在为各邮件检测单元设定地址的同

时，亦为端「I提供了该组检测单元中所连接单元

的个数，并可在系统上电或重置时分辨出未能正

常运作的检测单元而及时报警。

        表 1 命令及响应格式

图 1 自动化邮政信箱系统 命令及响应部分 地址部分

2 } 3 } h } 5 } 6 } 7

2 动态自动定址协议

    由图2可见，各单元是通过两组单向总线

相连，其中的共享式总线为数据总线。检测单

元的数据(邮件检测状态、对各种命令的回应

重置命令

定址响应
001:组L
000:非至 后单元

发命令者地址:0̂ 31,端口为31

已定址单元地址:0-31

电源

命令(入) 0001 n-1

数据

命令(出) 000} n

图4 第n个(非最后单元)检测单元的定址时序

电源

            图2 一组邮件检测单元数据收集

等)会通过数据总线传到数据收集端日;链型的总线

则为传送命令而设，各种命令(重置、自检、邮件状态

检测等)通过命令总线，像奥运火炬一样，从收集端口

经各检测单元一个一个地往下传，直至最后一个检测

单元为止，如图3所示。两组总线皆为串行总线。

    每当系统启动或收到重置命令时，各数据收集端

口便会向与其连接的一组邮件检测单元发出重置命

令。第一个检测单元从命令(人)线上收到并确认为

重置命令后，会从命令中取出地址部分，加1后作为

自己的地址，再将重置命令连同自己的地址从命令

(出)线送往下一个单元。同时，通过数据总线知道端

命令(入) 000 1 n

数据 001】 n

命令(出)

      图5 第n个(最后单元)检测单元的定址时序

总 结

    通过这一动态自动定址协议对数千个微处理器

设定地址，由于每个检测单元都是完全相同的设备，

因此在安装及维修时可随意抽取及互换使用检测单

元，从而节省逐一设定地址及由于人为设定错误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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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大量人力。事实上，该自动化邮箱系统在安装时

并未出现因地址设定错误而引起的工时损失。在2

年多的运行时间里，维修保养时亦未因地址设定问题

而引起系统故障及服务中断。

    总结这一协议的优点如下:

    今各单元地址由系统自动设定，节省安装工时

及费用;

    令 减免人为的地址错误，防止系统中出现拥有

相同地址的单元而出现信息混乱;

    今 系统中央处理机可自动取得每一组中单元的

个数，可随需要而自由组合单元个数，无需另行设定;

    令 每一个单元可以使用相同的物理结构及程

序，便于大量生产及减少备件的储备;

    今维修保养时，可即时对怀疑损坏部件更换及

互换，缩短停机检修时间;

    今经过实践安装运行，证明了该协议的有效性

及可靠性。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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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时间综合信息的快速置数技术

浙 江 工 业 大 学 洪一池

浙江建达科技有限公司 谁一萍

    微控制器应用场合，为减少体积、功耗与成本，

1/O端口一般不配备扩展电路。当需要显示与按键

时，就会感到1/O端口数量不够。此时，按键设计应

结合具体需要，既少占用端口，又便于用户操作。有

些设备采用组合键增加按键功能，有的利用按键序列

实现不同命令。根据优化编码原则，使用频率高的操

作应尽量简单，而组合键和按键序列的方法有时也使

用户感觉不够便捷。下面介绍只用增、减两个按键，

利用软件技术实现适应用户心理的大范围快速增减

置数。

功能分析与设计

    希望按键数目少，置数方式往往采用2个按键各

作增1/减1的方法，其缺点是大范围置数需要较多

时间，使用不便。为减少置数时间，有的设备另加1

个按键选择置数位，例如采用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再自动回复到千位的方法，被选中的位以数字闪烁表

示。这种方式的不便之处是换键操作次数多，同时，

多占用1个微控制器口位。比如，用户需要将当前显

示数值20改变大2000,假设缺省置数位在个位，则

需先用“选择置数位”按键1次来选择十位，按“减1"

键2次将2改为。。再按“选择置数位”键2次来选

择千位，按“增1"键2次将。改为2。共需按键6次，

换键4次。有些设备置数时，采用按键自动重复技

术，即按键不放超过一定时间后，自动由慢到快，变速

增加或减少。但是，这种先慢后快的功能设计与用户

操作需求不够协调。用户需要将当前数值20改变为

2000，其操作心理是应该快速到达200。附近的数值，

再缓慢调整到精确目标点;而先慢后快的自动功能设

计却是先让用户觉得增值太慢而心急，后让用户害怕

停止点偏离太远(又得慢慢地才能到达精确目标点)。

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方法仅采用一增一减2个按键;

而根据用户按键状态所反映出的心理信息，设置不同

的增量单位，使操作能按照用户的意愿方便地实现。

    设用户最快的按键速率能达到4次//S，每次按键

闭合时间约100 ms，断开时间约150 ms。用户可能

有如下几种操作:

    今较高频率的按键操作;

    今低频率的按键操作;

    令按住按键不放。

    分析用户操作时的心理:如果与目标点的差距较

大，用户期望尽快靠近，肯定以较快的速率按键，表示

了大范围粗调的要求;如果差距较小，用户则会以较

慢的速率按键，反映出小范围细调的心态，以期到达

准确位置;按住按键不放，说明用户需要持续调整。

所以，用户按键方式的不同可以反映用户对增量的需

求，利用2次按键之间的时间间隔t arr与按住按键不

放的时间t}。给出的时序信息，就可获取用户的操作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