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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2011-12-12 

一、TMS320VC5402 开发板及其实验概述 

硬件环境：TMS320VC5402 开发板；XDS100-USB2.0 V2 仿真器；软件环境：CCS4.2.3。 

1.1、TMS320VC5402 开发板硬件资源 

SRAM：ISSI61LV6416(64K*16)。通过 CPLD 选择作为数据存储器。 

CPLD：EPM7032AE。扩展 DSP 数据存储空间、IO 空间时作为 DSP 和外设接口。 

10M 网口芯片：RTL8019AS ，网络滤波器 20F001N。 

USB 芯片：SL811HST。同过跳线帽可选择工作模式 HOST/SLAVE。 

音频接口芯片：TLV320AIC23。 

MP3 编解码芯片：STA013。 

MCU：STC89LE58RD+。程序下载用，和 DSP 通过 HPI 接口通信，作为 DSP 外部程

序存储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利用单片机烧录程序。此时单片机充当 DSP 的片外存储

器。TMS320VC5402 芯片片内 ROM 包含了 Bootloader 程序。单片机和 DSP 的 HPI(主机接

口)相连，系统上电后，程序从片内 ROM 的 FF80H 开始执行，然后跳转到 Bootloader，

bootloader 将单片机中的用户代码引导到系统存储器中。此方法缺点是不能在线调试。 

 

1.2、开发板详细硬件电路 

（1）TMS320VC5402 

共 144 个引脚。 

电源引脚：1.8V 给 CPU 内核,3.3V 给 I/O 口,GND; 

时钟引脚：X2,X2/CLKIN 接 20M 晶振；CLKMD1,CLKMD2,CLKMD3 接固定电平 110，

设定了系统上电后时钟工作模式为 1 倍频模式，即 20M；CLKOUT 输出 CPU 的机器周期，

TOUT 为定时器输出信号，开发板均悬空。 

控制引脚： 

RS:接到 89C58 的 P12 口； 

MSTRB：外部存储器选通信号，接到了 CPLD EPM7032 的 IO 脚 3; 

PS,DS,IS 分别为外部程序、数据、IO 选通信号，分别接到 EPM7032 的 IO 脚 8、6、5； 

IOSTRB:I/O 选通信号，接到 EPM7032 的 IO 脚 2； 

MP/MC 接 GND，芯片上电时工作在微计算机模式； 

网口芯片 RTL8019 中断请求引脚 IRQ 接到 CPLD 反相后接到 INT0; 

U 口芯片中断中断请求引脚 USBINT 接到 CPLD 反相后接到 INT1; 

INT2 接了 HPI 通信口的 HPIINT; 

INT3 接按键； 

IAQ、IACK、MSC、HOLDA 悬空；READY、HOLD、NMI 接高电平； 

注意：IS 是选择 IO 空间用的，配合地址线确定外设的基地址；IOSTRB 是选择外设用的。 

数据引脚：D0-D15;挂接的外设有：SRAM ISSI61LV6416 的 D0-D15;按键模块 74HC573

的 D0-D7;USB 芯片 SL811 的 D0-D7;网络芯片 RTL8019AS 的 D0-D15。 

地址引脚：A0-A19,只用了 A0-A15,A16-A19 悬空。挂接的外设有：SRAM ISSI61LV6416

的 A0-A15;网络芯片 RTL8019AS 的 SA0-SA4 接 A0-A4;USB 芯片 SL811HS 的 A0。 

JTAG 引脚：TCK,TDI,TDO,TMS,TRST,EMU0,EMU1/OFF。 

串行口引脚：共两组串行口引脚，分别接到外设上。 

第一组：BCLKR0,BFSR0,BDR0,BCLKX0,BFSX0,BDX0，连接到音频接口芯片 TLV320AIC23

连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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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BCLKR1,BFSR1,BDR1,BCLKX1,BFSX1(悬空 ),BDX1,连接到 MP3 编解码芯片

STA013，连接如下： 

 

主机接口引脚：HCS，HAS（接高电平），HDS1，HDS2，HBIL，HCNTL0,HCNTL1,HR/W

（接高电平），HRDY(悬空 )，HINT/TOUT1(接到了 TMS320VC5402 的 INT2 引脚上

P66),HPIENA(接高电平)，HINT/TOUT1，HD0-HD7。引脚连接如下： 

 

通用 I/O 引脚：XF 接到 LED 灯负极，BIO 接到 MP3 编解码芯片 STA013 的 REQ 引脚。 

（2）CPLD 引脚扩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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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程序空间细节：PS 接到 CPLD 后悬空，开发板没有使用外部程序空间。 

外部数据空间细节：外部数据空间存储器只有 SRAM。 

MSTRB=0，选通外部存储器，DS=0 选通数据存储器。 

RW=1, 使 得 MEMWR=1,MEMRD=0 ， 对 SRAM 进 行 读 操 作 ； RW=0, 使 得

MEMWR=0,MEMRD=1，对 SRAM 进行写操作。 

外部 I/O 空间细节：外部 I/O 空间有按键模块、网口模块、USB 模块、LCD 模块。 

IS=0 选通外部 I/O 空间（选通 CPLD 中 38 译码器，38 译码器选通各 IO 的片选信号）。 

15-0b  

KEYOE 地址为：X000 XXXX XXXX XXXX=0X8FFF。  

USBCS 地址为：X001 XXXX XXXX XXXX=0X9FFF，USB 地址 A0。 

USB 芯片寄存器地址 X001 XXXX XXXX XXXA0,地址为 9FFFH,9FFEH。 

NETCS 地址为：X010 XXXX XXXX XXXX=0X2FFF，网口地址 A4-A0。 

网口芯片寄存器地址 X010 XXXX XXXA4 A3A2A1A0 地址范围 2000H-201FH。 

LCDCS 地址为：X011 XXXX XXXX XXXX=0XBFFF。 

 

（3）开发板外设电路 

按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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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M 模块 

 
网口模块 

IOCS16B 接到高电平，网口芯片采用 16b 总线模式。 

USB 模块 

 

 

芯片引脚： 

数据线：D0-D7 直接连到 DSP 的 D0-D7;D+,D-接到 USB 接头 

地址线：DSP 的 IS 和高位地址线通过 CPLD 得到 USBCS，A0 直接接到 DSP; 

控制线：USBRST 接到 89C58 的 P14；DSP 的控制线通过 CPLD 控制 IORD/IOWR；M/S 通

过跳线帽 JP1 选择高低电平（加跳线帽为低电平），控制芯片工作在 MASTER/SLAVE 模

式;DACK 接高电平，设置芯片不工作在 DMA 模式；DMA 中断信号 DRQ 悬空；CM 倍频

使能，接低电平不倍频；中断请求信号 INT 通过 CPLD 反相后接到 INT1; 

 

3、存储空间结构 

开发板 MP/MC 接低，所以 TMS320VC5402 复位时工作于微计算机模式。存储空间结

构通过 PMST（Processor Mode Status）的三个控制位设置（MP/MC,OVLY,DROM）。开发板

软件例程设置为 MP/MC=0,OVLY=0,DROM=0，存储空间如下： 

程序存储空间 

 0000H-EFFFH 外部存储器 

 F000H-FEFFH 内部 ROM 

FF00H-FF7FH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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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80H-FFFFH 中断矢量表 

数据存储空间 

          0000H-007FH,存储器映像寄存器/暂存寄存器 

0080H-3FFFH,内部 DARAM 

4000H-EFFFH,外部存储器 

                    F000H-FEFFH,外部 ROM 

                       FF00H-FFFFH,外部存储器 

 

三、第一个实验：闪烁灯 

3.1、第一个 C 语言工程实例：LED 闪烁 

开发 DSP 的 C 语言应用程序需要用到四种类型文件：（1）.c 文件。主要程序代码文件。

(2).asm 汇编语言文件。程序的中断向量分配（复位、定时器、程序入口等）。（3）.h 头文件。

DSP 存储映射寄存器地址等（不一定必须，要根据使用资源确定）。(4).cmd 命令文件。定义

堆栈、程序、数据的存储空间等。 

另外还有库文件（rts.lib），可以消除一部分 warning。 

实验步骤: 

a.打开软件。建立工程文件夹，打开 CCS 的 Code Composer Studio v4，打开软件时会提

示选择 Workspace 存放地址，存放到新建的工程文件夹即可。 

b.新建工程。File->New->CCS Project，设置工程名和存放地址。Next，Project type 选择

C5400 直至 Finish。 

c.新建文件。Copy 文件 main.c,cpu_reg.h 和 CVETORS.ASM,链接命令文件(.cmd),库文

件（.lib）到工程目录下。文件就自动加入工程了，不需手动点击加入。 

d.新建配置文件。Target->new target configurition，给 File 输入任意名字，点击 finish，

将生成配置文件。修改配置文件， connection 选择仿真器类型为 XDS100V2 USB 

emulator;Device 选择 TMS320C5402，点击 SAVE 便完成修改。 

e.编译工程。Project->build active project，等待编译直至通过； 

f.调试工程。Target->debug active project，便通过 JTAG 将代码下载到 DSP 中进行在线

调试。 

 

3.2 第一个 DSP 汇编语言工程实例：流水灯 

功能：通过对 IO 口复位、置位实现 led 灯闪烁 

a.打开软件。打开 CCS 的 Code Composer Studio v4。打开软件时会提示选择 Workspace 存放

地址; 

b.新建工程。File->New->CCS Project，设置工程名和存放地址。Next 直至 Finish; 

c.新建汇编文件。File->New->C Source Fil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main.asm; 

在新建的 main.asm 输入如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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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命令文件 File->New->C Source Fil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INRAM.cmd; 

在新建的文件中输入如下代码： 
-e CodeStart 

MEMORY  { 

 PAGE 0: 

  RESEVE:   org   00h    len = 0x80  

  PAGE 0: 

  PROG1:    org = 0x0100    len = 0x1200 

 PAGE 0: 

     VECT:     org = 0x0080,  len = 0x80 

 

 PAGE 1: 

  RESEVE1:   org   00h   len = 0x1300     

 PAGE 1: 

  DARAM2:   org = 0x1300   len = 0x400 

 PAGE 1: 

        DARAM1:   org = 0x1700   len = 0x2900 

}                   

                                                   

SECTIONS{ 

        .text :  >       PROG1   PAGE 0 

        .cinit : >       PROG1   PAGE 0 

        .switch: >       PROG1   PAGE 0 

        .vectors:>       VECT    PAGE 0 

         

        .const:  >       DARAM1   PAGE 1 

        .bss  :  >       DARAM1   PAGE 1 

         

        .stack : >       DARAM2   PAGE 1 

        .system: >       DARAM2   PAGE 1 

        .data :  >       DARAM2   PAGE 1       

        } 

 注意-e CodeStart 为程序入口，代码中必须要有。 

d.新建配置文件。Target->new target configurition，给 File 输入任意名字，点击 finish，将生

成配置文件。修改配置文件，connection 选择仿真器类型为 XDS100V2 USB emulator;Device

选择 TMS320C5402，点击 SAVE 便完成修改； 

e.编译工程。Project->build active project，等待编译直至通过； 

f.调试工程。Target->debug active project，便通过 JTAG 将代码下载到 DSP 中进行在线调试。 

 

四、TMS320C5402 内部资源 

4.1TMS320C5402 时钟系统 

   如同其他 CPU，TMS320C5402 时钟信号可以通过外部时钟源接到 X2 脚引入，也可以使

用内部振荡器（将晶振接入 X1,X2 脚，一般用无源晶振）。开发板使用 20M 无缘晶振，利

用内部振荡器产生时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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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片内 PLL 通过软件方式和外部引脚 CLKMD1, CLKMD2, CLKMD3 共同管理。 

不同外部引脚状态对应于不同的时钟方式，可作为复位时钟；软件方式写入时钟方式寄

存器 CLKMD 可以改变系统时钟，可作为工作时钟。一般 DSP 系统程序存储在外部低速

EPROM，上电时利用低速复位时钟将外部存储器中程序调入内部快速 RAM,然后通过软件

切换到高速时钟，系统正式工作。 

开发板 CLKMD1, CLKMD2, CLKMD3 接入恒定电平 110，对应于时钟倍频状态，

PLL*1=20M*1=20M。 

若要通过软件方式改变 PLL 的倍频，则需要先将 PLL 工作方式从倍频方式切换到分频

方式，再切换到倍频方式。步骤如下： 

1、复位 PLLNDIV,选择 DIV 方式。                  asm("  STM   #0000h,CLKMD "); 

2、检测 PLL 状态是否为 DIV 方式。                     while(*CLKMD & 0x01 ); 

   3、确定 PLL 的频率，计算时钟方式寄存器 CLKMD 的值，并写入。例如选择 4 倍频，

则 PLLMUL=4,PLLDIV=0,PLLCOUNT 设置为 21，PLLON/OFF=1,PLLNDIV=1,PLLSTATUS

为只读位设为 0，则 CLKMD=0X40C7。       asm("  STM   #40C7h,CLKMD ");                      

其中 PLLCOUNT 为计数器初值，为 PLL 的操作提供时间。一旦 PLLNDIV 被置位，则

计数器从当前值开始减 1 计数，当计数值减到 0 时，再进过 6 个 CLKIN 周期和 3.5 个 PLL

周期的时间，新的 PLL 方式开始工作。 

 

4.2 通用 I/O 引脚 

TMS320C54X 只有两个通用 I/O：/BIO,XF。 

其中/BIO 是输入引脚，用作分支转移的输入控制引脚。用此方式控制转移可以防止外

部中断对时间要求严格的循环程序的干预。XF 是输出引脚，用来控制外设。XF 位在寄存

器 ST1 中，操作方法为： 

SSBX XF;   对 XF 置位 

RSBX XF;   对 XF 复位 

开发板将/BIO 引脚接到 REQ,XF 接发光二极管负极。对 XF 复位操作可点亮 LED，置

位操作可熄灭 LED。 

 

4.3 设定等待状态和工作模式 

TMS320VC5402 两个控制 CPU 等待状态的部件 

 软件可编程等待状态发生器。软件等待状态寄存器 SWWSR(software wait status 

register)，数据空间地址为 0028H;软件等待状态控制寄存器 SWCR,地址为 002bH。  

 可编程分区转化逻辑电路。分区转化控制寄存器 BSCR(bank select control register),地址

为 0029H。 

PMST:处理器工作方式寄存器。其中 MP/MC 是用软件（区别与 MP/MC 引脚）设定 DSP 工

作模式，IPTR,OVLY 设定存储空间位置。 
  asm("  stm   #00a0h, PMST  "); //MP/MC = 0, IPTR = 001,ovly=0   

 

4.4 中断系统 

 中断方式位 INTM：用来屏蔽或开放所有可屏蔽中断。INTM=0(开放所有可屏蔽中断)。 

中断屏蔽寄存器 IMR,可以用来开关中断允许。在系统初始化时先关断中断允许，将片

内外设配置好后再开启中断允许。 

中断标志寄存器 IFR,当相应中断出现时，IFR 中的相应的中断标志置 1。 

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关键字 interrupt，后面加上中断名称，然后在中断向量表中注册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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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例如： 
interrupt void  timer0(){;} 

interrupt void  int3 (){;} 

在中断向量表中注册为： 

 .ref  _timer0 

.ref  _int3 

tint0: BD _timer0  ;TINT0, SINT3 

 NOP 

 NOP 

int3: BD  _int3      ;INT3, SINT8 

 NOP 

 NOP 

 DSP中断由硬件器件或软件指令请求。TMS320VC5402硬件中断可由如下信号产生： 

INT0-INT3引脚 

RS引脚 

 

4.5 定时器 

TMS320VC5402 有两个定时器 

 定时器主要由三个寄存器控制：TIM,PRD,TCR，主要设置两个寄存器 PRD,TCR。TCR

的 TSS 位控制定时器的开启关闭，TRB 重新加载，以 PRD 加载到 TIM，TDDR 值加载到

PSC。 

定时周期=CLKOUT*(TDDR+1)*(PRD+1)。 

定时器初始化步骤（非中断）： 

1. TCR 的 TSS 位置 1，关闭定时器; 

2. 装载 PRD; 

3. 初始化 TCR 中的 TDDR，TSS 置 0 打开定时器，TRB 置 1 重新加载； 

定时器初始化步骤（中断）： 

1.TCR 的 TSS 位置 1，关闭定时器; 

2.装载 PRD; 

3.初始化 TCR 中的 TDDR，TSS 置 0 打开定时器，TRB 置 1 重新加载； 

 4.将 IFR 中的 TINT 置 1，清除未处理完的定时器中断； 

 5.将 IMR 中的 TINT 置 1，开启定时器中断； 

 6.将 INTM(ST1 第 11 位)置 0，开启总中断； 

 7.写中断服务程序。 

  

4.6串口 

TMS320VC5402的串口为 McBSP(Multi Channel BUFF Serial Port)多通道带缓冲

串行口，共两个；串口 0连到音频接口芯片 TIC320AIC，串口 1接到 MP3编解码芯片 STA013。 

 串口引脚功能：DX 为发送引脚，CLKX 为发送时钟引脚，FSX 为发送帧同步引脚； 

DR 为接收引脚，CLKR 为接收时钟引脚，FSR 为接收帧同步引脚。 

配置寄存器： 
//McBSP Memory Mapped Registers 

#define SPSA0         (unsigned int *)0x38 

#define SPSD0         (unsigned int *)0x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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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DRR20         (unsigned int *)0x20 

#define DRR10         (unsigned int *)0x21//数据接收寄存器 

#define DXR20         (unsigned int *)0x22 

#define DXR10         (unsigned int *)0x23 

 

#define SPSA1         (unsigned int *)0x48 

#define SPSD1         (unsigned int *)0x49 

#define DRR21         (unsigned int *)0x40 

#define DRR11         (unsigned int *)0x41 

#define DXR21         (unsigned int *)0x42 

#define DXR11         (unsigned int *)0x43 

// McBSP Subaddresed Registers 

#define SPCR1          0x00 

#define SPCR2          0x01 

#define RCR1           0x02 

#define RCR2           0x03 

#define XCR1           0x04 

#define XCR2           0x05 

#define SRGR1          0x06 

#define SRGR2          0x07 

#define PCR            0x0E 

//配置值宏定义 
#define SPCR10_VAL     0x0000 

#define SPCR20_VAL     0x0200 

//2 words per frame 

#define RCR10_VAL      0x0140 

#define RCR20_VAL      0x04 

//2 words per frame 

#define XCR10_VAL      0x0140 

#define XCR20_VAL      0x04 

#define PCR0_VAL       0x01 

//初始化函数 

//函数: 读串口寄存器 

//功能： 将子寄存器掩码地址addr写入SPSA0寄存器中 

//      返回子寄存器配置值SPSDO    

//细节： #define SPSA0 (unsigned int *)0x38 

//     #define SPSD0 (unsigned int *)0x39 

unsigned int read_subreg0(unsigned int addr) 

{ 

       *(SPSA0)=addr; 

       return(*SPSD0); 

}  

 

//函数: 写串口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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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将子寄存器掩码地址addr写入SPSA0寄存器中 

//      将子寄存器配置值写入SPSDO寄存器中    

//细节： #define SPSA0 (unsigned int *)0x38 

//     #define SPSD0 (unsigned int *)0x39 

void write_subreg0(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val) 

{ 

      *(SPSA0)=addr; 

      *(SPSD0)=val;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McBsp0_init() 

{ 

 

     write_subreg0(SPCR1,0); 

     write_subreg0(SPCR2,0); 

 

     write_subreg0(SPCR1,SPCR10_VAL); 

     write_subreg0(SPCR2,SPCR20_VAL); 

     write_subreg0(PCR,PCR0_VAL); 

 

     write_subreg0(RCR1,RCR10_VAL); 

     write_subreg0(RCR2,RCR20_VAL); 

     write_subreg0(XCR1,XCR10_VAL); 

     write_subreg0(XCR2,XCR20_VAL); 

     delay(10); 

      

     *(DXR10)=0; 

      

     /*now enabl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write_subreg0(SPCR1,SPCR10_VAL|1); 

     write_subreg0(SPCR2,SPCR20_VAL|1); 

     delay(10); 

      

     *(IMR)|=0x0010;    //开接收0中断     

}      

void delay(int k) 

{ 

   while(k--); 

} 

//中断方式处理接收数据 
interrupt void  codec_ch0_in() {;} 

 

五、TMS320VC5402开发板实验 

内部资源实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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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外部 SRAM数据读写 

定义指针指向外部 SRAM： 
unsigned   int  *ExRamStart = (unsigned  int *)0x4000; 

读取 SRAM数据到 a： 

a=*ExRamStart;//注意要在文件级定义，不能在函数中定义 

写数据 b到 SRAM 

*ExRamStart=b; 

指针地址增减 

*ExRamStart+=1; 

查看存储器内容操作： 

Vie->memory 就会弹出存储器显示界面，可以选择类别（Pro,DATA,IO）,选择地址，选择

显示方式等。 

 

5.2、串口 0驱动音频接口芯片 

录音回放模式：串口 0 接收音频接口芯片 TLV320 送来的数据，再把数据送回串口 0 驱动音频

接口芯片发声。 

警报模式：将锯齿波数据送给串口 0驱动音频接口芯片发出警报声。 

问题：不下载软件，不运行软件时，phone仍然可以传出 MIC头声音。 

 

5.3USB模块 

向 2G的 FAT32文件系统 U盘写入数据。 

采用的 USB 主从设备控制器为 SL811HS,支持 USB1.1 协议，支持全速 12Mbps 和 1.5Mbps

的 USB传输。 

文件结构： 

COMMON.H定义了 DSP寄存器地址，定义了 USB描述符； 

COMMON.C定义了 delay(int k)函数。 

 

HAL.H文件 

功能：定义 SL811在 DSP总线的 IO空间地址 

HAL.C文件 

功能：定义 SL811Read,SL811Write 

 

SL811.H文件 

功能：SL811寄存器地址宏定义 

SL811.C文件 

功能：SL811基本函数如 SL811_Init(),check_usb() 

 

HPI32.C文件 

功能：定义对 U盘 FAT32文件系统的操作函数。 

HPI32.H文件 

功能：C文件的头文件。 

 

5.4FIR 

调试时需要使用 CCS4中的图形显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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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ebug界面中 tools->Graph->single time，即可弹出图形显示界面。 

参数设置如下： 

 

在 FIR 程序运行中，图形显示效果如下： 

 
程序分析如下： 

程序生成输入信号存放在 fIn,经过 25 级 FIR 低通滤波器后将数据存放在 fOut。FIR 实

现过程采用线性缓冲法。 

代码如下： 
#include <math.h> 

 

#define FIRNUMBER 25//滤波器级数 

#define SIGNAL1F 1000 //信号1初始相位 

#define SIGNAL2F 4500//信号2初始相位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 

 

float InputWave();//产生信号的函数 

float FIR();//FIR处理函数 

//FIR系数 

float fHn[FIRNUMBER] = { 0.0,0.0,0.001,-0.002,-0.002,0.01,-0.009, 

                       -0.018,0.049,-0.02,0.11,0.28,0.64,0.28, 

                       -0.002,-0.002,0.001,0.0,0.0, 

                       -0.11,-0.02,0.049,-0.018,-0.009,0.01, 

                     }; 

float fXn[FIRNUMBER] = { 0.0 };//线性缓冲区 

float fInput,fOutput;//暂存值 

float fSignal1,fSignal2;//信号1相位 

float fStepSignal1,fStepSignal2;//信号2相位 

float f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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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i; 

float fIn[1024],fOut[1024];//数据缓存区 

int nIn,nOut; 

 

main() 

{ 

 nIn = 0; nOut = 0;//输入输出数据个数计数值 

 f2PI = 2 * PI; 

 fSignal1 = 0.0; 

 fSignal2 = PI * 0.1; 

// fStepSignal1 = 2 * PI / 30; 

// fStepSignal2 = 2 * PI * 1.4; 

 fStepSignal1 = 2 * PI / 100; 

 fStepSignal2 = 2 * PI * 1.5; 

 while ( 1 ) 

 { 

  fInput = InputWave(); 

  fIn[nIn] = fInput; 

  nIn++; nIn%=1024; 

  fOutput = FIR(); 

  fOut[nOut] = fOutput; 

  nOut++;     

  if ( nOut>=1024 ) 

  { 

   nOut = 0;  /* break point */ 

  } 

 } 

} 

 

float InputWave() 

{ 

 for ( i = FIRNUMBER-1;i > 0;i-- ) 

  fXn[i] = fXn[i-1];//样本向下移位，最新样本存入缓冲区顶部 

 fXn[0] = sin((double)fSignal1)+cos((double)fSignal2)/6.0; 

 fSignal1+=fStepSignal1;  

 if ( fSignal1>=f2PI ) fSignal1-=f2PI; 

 fSignal2+=fStepSignal2; 

 if ( fSignal2>=f2PI ) fSignal2-=f2PI; 

 return(fXn[0]); 

} 

 

float FIR() 

{ 

 float f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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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um = 0; 

 for ( i = 0;i<FIRNUMBER;i++ )//实现FIR乘加过程 

 { 

  fSum+=(fXn[i] * fHn[i]); 

 } 

 return(fSum); 

} 

 

六、其它 

存储映像寄存器 MMR（memory mapped register） 

数据存储空间中 0000H-007FH 包含有 CPU 寄存器和片内外设寄存器。其中 CPU 寄存

器地址为数据空间 0000H-001FH,片内外设寄存器地址为数据空间 0020H-005FH。 

1、 常用 CPU 寄存器 

#define IMR           (unsigned int *)0x00//interrupt mask reg 

#define SWCR          (unsigned int *)0x2b//软件等待状态控制 reg 

2、 常用片内外设寄存器 

时钟 PLL 模块 

#define CLKMD         (unsigned int *)0x58//时钟方式寄存器 

 

串行口存储映像寄存器（McBSP） 

//McBSP Memory Mapped Registers 

#define SPSA0         (unsigned int *)0x38 

#define SPSD0         (unsigned int *)0x39 

#define DRR20         (unsigned int *)0x20 

#define DRR10         (unsigned int *)0x21 

#define DXR20         (unsigned int *)0x22 

#define DXR10         (unsigned int *)0x23 

 

#define SPSA1         (unsigned int *)0x48 

#define SPSD1         (unsigned int *)0x49 

#define DRR21         (unsigned int *)0x40 

#define DRR11         (unsigned int *)0x41 

#define DXR21         (unsigned int *)0x42 

#define DXR11         (unsigned int *)0x43 

// McBSP Subaddresed Registers(在寄存器SPSDx中，地址为0X39H,0X49H) 

#define SPCR1          0x00 

#define SPCR2          0x01 

#define RCR1           0x02 

#define RCR2           0x03 

#define XCR1           0x04 

#define XCR2           0x05 

#define SRGR1          0x06 

#define SRGR2          0x07 

#define PCR            0x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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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空间 

对 I/O 访问时需要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IOSTRB,IS,R/W）。其中 IOSTRB,IS

用于选通 I/O 空间，R/W 控制访问方向。 

开发板使用的 I/O 空间寄存器 C 语言写法，如按键： 

#define KeyReg   port8FFF  

ioport unsigned int  KeyReg; 

#define K1    0xFE//KeyReg的bit位掩码 

#define K2    0xFD 

#define K3    0xFB 

#define K4    0xF7 

#define K5    0xEF 

#define K6    0xDF 

#define K7    0xBF 

#define K8    0x7F 

 

参考书目： 

1、TMS320C54x 系列 DSP 指令和编程指南（TI DSP 系列中文手册） 

 

 

后续学习想法： 

一、外设实验 

[YS]程序下载实验。下载失败，没找到原因。 

[YS]LCD接口。没有符合接口的 LCD。 

[YS]MP3实验，PCM格式和 WAV格式歌曲播放实验。需要使用网络接口。 

[YS]网口收发实验。调试失败，没找到原因。 

[YS]UDP实验。调试失败，没找到原因。 

[YS]ICMP实验。调试失败，没找到原因。 

[YS]TCP实验。调试失败，没找到原因。 

[YS]深入学习理解 USB模块及其 HOST/SLAVE实验。 

二、深入学习 DSP 方向的实验，如 FIR,IIR,FFT 等； 

三、DSP 详细存储结构，DSP 汇编，CPU 架构； 

四、论坛，书籍；官方文档；芯片和软件的使用（硬件和软件环境）；学习笔记。 

五、DSP在语音处理方向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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