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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可程式設計組合邏輯檢測 PC TX 發送起始位元，並在 30 
ns 內將 RS-485 方向轉換為發送

圖 2：起始位啟動一個內部計時器，保持發送中的方向控制，直

到達到停止位的中間位置

多年來 RS-232 一直是個人電腦 (PC) 的串列通

訊標準。每台 PC 上都配有硬體和軟體，用於支援

這一簡單而高效的介面，直到它最終被更快、更複

雜的通用序列匯流排 (USB) 標準取代。不過，由於

RS-232 十分簡單並且不需要授權費，因此 RS-232

對於許多串列通訊應用而言仍然很常見。如今的 PC

作業系統中仍然提供對 RS-232 的軟體支援，並且

可透過將其中一個 USB 使用外接的串列介面卡來獲

得硬體支援，許多供應商都可以提供串列介面卡。

RS-232 的一個限制是連接設備之間的距離相

對較短。RS-485 標準利用差動驅動器 /接收器代替

RS-232 的輸入和輸出來解決此問題。除了少數例外

情況，RS-485 收發器包含輸入 /輸出方向控制，用

於在發送和接收之間切換驅動器，因此使串列介面

僅支持半雙工 ( 一次一個方向 )。這對於旨在處理快

速方向改變的設備來說不是問題。但是，如果要將

RS-485 硬體介面添加到 RS-232 串列輸出中，則需

要實施自動方向控制，管理資料流程的方向更改。

遺憾的是，PC RS-232 介面中沒有任何足夠快的交

握訊號，不能以串列通訊所需的速率來回改變方向。

像 PIC10F320 這樣具有核心獨立周邊 (CIP)

的微控制器 (MCU)，則可以輕鬆解決此問題。使用

PIC10F320 CIP 可減少對外部元件的需求，提供低

成本的解決方案。PIC10F320 中的可程式設計組合

邏輯可用於檢測 PC TX 發送的起始位元。一旦檢測

到發送起始位元，便可以在 30 ns 內切換 RS-485

的發送方向 ( 見圖 1)，同時啟動一個內部計時器來

保持發送中的方向控制，直到達到停止位元的中間

位置 ( 見圖 2)。RS-485 線上的上拉電阻和下拉電

阻用於在停止時間和任何可能出現的閒置時間內將

RS-485 傳輸線保持在空閒狀態。

當發送停止位元不存在時，可以程式設計微控

制器進行檢測來擴展 BREAK 等訊號的發送方向控

制 ( 見圖 3)。內部組合邏輯可以保持發送中的方向

控制，直到 PC 釋放 TX 線。當 TX 線變為高電位時，

如何為 RS-485 介面建立
自動的輸出 /輸入方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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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當發送停止位不存在時，單片機可以進行檢測來擴展信號

的發送方向控制

圖 4：當 TX 線變為高電平時，組合邏輯會在 30 ns 內將方向從

發送切換到接收

To ADM00393 至 ADM00393

To Programmer 至程式設計器

Pins 引腳

圖 5：具有自動方向控制的 RS-485 收發器的電路圖

圖 6：具有自動方向控制的 RS-485 收發器的印刷電路板佈局

組合邏輯會在 30 ns 內將方向從發送切換到接收 ( 見

圖 4)。

圖 5 和圖 6 顯示了典型的硬體設定。請注意，

發送和接收方向控制是分開的，並且接收啟用位元

(/RE) 連接至低電位。由於接收器始終在啟用狀態，

因此將接收所有傳輸的資料。藉由確認收到的每個

字元與發送的字元是否匹配，可以輕鬆檢測到 RS-

485 的匯流排衝突。

配置的 PC 端顯示為 ADM00393 USB 至串列

介面卡的連接。該介面卡為 PC 串列 API 功能提供

軟體介面，為 RS-485 收發器所需的常態 3.3V 或

5V 電位提供硬體介面。

J3 為 燒 錄 器 介 面 支 援 程 式 的 燒 錄， 為

SOT23-6 元件內部電路提供了簡便方法。有沒有必

要將連接器安裝到J3上。透過燒錄器 (例如PICkit 3)

插入接腳 J3 進行機械連接已足夠。

程式開發
MPLAB X 整合式開發環境 (IDE) 與 XC8 編譯

器和 MPLAB 程式配置器 (MCC) 外掛程式有助於簡

化此應用的程式開發過程。所有這些外掛程式都可

以從 Microchip 網站免費下載。

打開 MPLAB X，使用 File>New Project 設定

精靈建立一個 PIC10F320 專案，選擇 C 語言作為

程式設計語言。如果您尚未完成上述步驟，請下

載 MCC 外掛程式 Tools>Plugins Download。透過

Tools>Embedded 功能表選項或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MCC 圖示，啟用 MCC。在 Device Resources 視窗

中，按兩下 NCO1 和 CLC1 將它們添加到專案資源

中。在 System Resources 視窗中選擇系統模組以

及在 Pin Manager 選項卡中選擇 SOT6 封裝時，專

案視窗應如下圖所示。選擇如圖所示的內部振盪器

和 WDT。

按一下 Registers 選項卡，按如下所示選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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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字。

選擇 Pin Module 系統資源並按如下所示配置

接腳。請注意，未使用的 PORT 接腳 A2 和 A3 會配

置為具有弱上拉的輸入，因此它們不會懸空。

的 RS-485 串列傳輸速率除以 9.5 可以得到 NCO1

輸出頻率。這意味著 NCO1 的一個週期為 9.5 位元

時間。範例中顯示的是串列傳輸速率為 38400bps

時的 NCO1 輸出頻率。 

最初未啟用的NCO1將由CLC1中斷從0啟動，

並將在第一個週期結束時將 NCO1 中斷標誌位置 1。

中斷被輪詢，因此未允許 NCO1 中斷。我們將在後

面更詳細地介紹這一點。 

選 擇 CLC1 系 統 資 源 並 進 行 如 下 配 置。

CLCIN1 接腳上的 TX 啟動位下降沿會將置位復位

(S-R) 鎖存置 1。如果 CLCIN1 輸入上的停止位為高

電位 (CLCIN1 和 NCO1OUT)，則 S-R 正反器在第

一個 NCO1 週期結束時復位。如果不是高電位，則

軟體會通過啟動 Gate4 或閘的 CLCIN1 真值輸入來

重新配置 CLC1，以在 TX 訊號上升沿重定 S-R 正

反器。Gate4 或閘輸出反相，確保 S-R 正反器在初

始化過程中保持重定模式。此輸出將在主迴圈之前

選擇 Interrupt Module 系統資源並進行如下配

置。

選擇 NCO1 系統資源並進行如下配置。用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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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系統初始化的最後一步被移除。

程式配置器的最後一步是通過按一下 Project 

Resources 視窗中的 Generate ( 產生 ) 按鈕來產

生程式。當程式產生完成後，剩下的工作就是對

CLC1 初始化、中斷服務程式和主程序進行微調。

我們需要向由 MCC 創建的位於 clc1.c 檔中

的 CLC1 中斷服務程式添加一行。該行用於啟用

NCO1。

此事件，並在該事件發生時停止 NCO1。隨後清除

NCO1 累加器和中斷，準備下一個起始位事件。 

最後一步是確定 STOP 位元是否有效。如果

無效，則 S-R 正反器不會復位，並且 CLC1 輸出

將保持高電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則在 TX 線

(CLCIN1) 變為高電位時，重新配置 CLC 以清零

S-R 正反器。然後軟體無限期地等待此事件。當

它最終發生時，移除重新配置，主迴圈返回等待

NCO1 中斷。

結論
如果想要將 RS-485 硬體介面添加到 PC 的

RS-232 串列埠，可以使用帶 CIP 的 MCU 添加自動

方向控制。本文介紹了使用單個 6 接腳 MCU 建立

自動方向控制的典型硬體設定，並介紹了為此應用

輕鬆開發程式的方法。儘管存在其他解決方案，但

這種方法具有元件更少、成本更低和效能更優的特

點。

最後，必須在主程序中允許中斷，移除 CLC1 

S-R 正反器復位，並添加主迴圈程式，如下所示。

CLC1 中斷啟動 NCO1。在第一個 NCO1 週

期結束時，NCO1IF 標誌位元將置 1。主迴圈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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