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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及其控
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
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装置包括：
微处理器单元、
电
源转换单元、
存储管理单元、
外设管理单元、
串口
扩展单元。
电源转换单元选用转换效率高LM2672
电压转换芯片，
微处理器单元控制电源转换单元
工作状态 ；
存储管理单元选用SD卡作为存储介
质，
当SD卡处于待机状态时 ，
微处理器单元关闭
SD卡工作电源，
使其进入低功耗状态；
外设管理
单元选用导通内阻低CMOS场效应管，
设计外设电
源开关电路，
微处理器单元控制外设管理单元工
作状态 ；
串口扩展单元选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
WK21XX系列芯片，
扩展控制器串口数量，
微处理
器单元通过修改WK21XX寄存器改变其工作状态。
该方法具有结构简单、
通用性强和稳定可靠等特
点，
广泛应用于低功耗控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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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微处理器单元以及与其连接
的电源转换单元、
存储管理单元、
外设管理单元、
串口扩展单元；
微处理器单元，
用于根据接收的水下滑翔机状态数据和环境信息对其它各单元进行功
耗管理；
电源转换单元，
用于将电池电源进行电压转换，
给其它各单元供电 ；
存储管理单元，
用于存储滑翔机状态数据和环境信息；
外设管理单元，
用于通过场效应管对传感器进行通电管理；
串口扩展单元，
用于微处理器单元与传感器和外部设备的串口通信。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处理
器单元选用具有多种低功耗管理模式的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微处
理器单元根据水下滑翔机的不同工况，
选择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用于降低水下滑翔机控制
器的功耗。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存储管
理单元采用SD卡；
SD卡的电源端与场效应管的漏极连接，
场效应管的源极与电源连接，
场效
应管的栅极与微处理器单元连接；
场效应管的漏极通过电容C1接地。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设管
理电路采用两个场效应管Q1、
Q2；
场效应管Q2的栅极通过电阻R2与微处理器单元连接；
Q2的
源极接地，
还通过电阻R3与栅极连接；
Q2的漏极与Q1的栅极连接；
Q1的源极连有电源，
Q1的
源极还通过电阻R1与Q1的栅极连接，
Q1的漏极与电源连接，
用于连接外部设备，
还通过电容
接地。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场效应
管Q1、
Q2分别为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和N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
导通电阻均低于
0 .1Ω。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串
口扩展单元选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WK21XX系列芯片，
用于扩展控制器串口数量。
8 .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微处理器单元根据水下滑翔机的工况触发相应的低功耗模式，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外
设管理单元、存储管理单元和串口扩展单元的处于不同工作状态，
实现水下滑翔机控制器
的低功耗。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微
处理器单元根据工况触发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具体如下：
1)当水下滑翔机在下潜和上浮工况时，
微处理器单元间歇处于低功耗模式；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中电压转换芯片的使能引脚，
使电压转换芯片处于待机状态；
控制外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控制存储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的栅极，
使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截止，
与场效应管漏
极连接的SD卡处于待机状态；
控制串口扩展单元中串口芯片的控制寄存器，
使串口扩展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2)当水下滑翔机通信阶段工况时，
微处理器单元处于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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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源转换单元中电压转换芯片的使能引脚，
使电压转换芯片处于工作状态；
控制外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控制存储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的栅极，
使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导通，
与场效应管漏
极连接的SD卡处于工作状态；
控制串口扩展单元中串口芯片的控制寄存器，
使串口扩展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控制方法，
其特征在于控制外
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若微处理器单元发送的控制信号为高电平，
N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2导通，
即P沟
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栅极的电压为低电平，
则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的源极和
漏极导通，
实现对供电电压为5V外设供电 ，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若微处理器单元发送的控制信号为低电平，
N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2，
即P沟道增
强型CMOS场效应管Q1栅极的电压为高电平，
则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的源极和漏极
截止，
实现对供电电压为5V外设断电 ，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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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置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方法，
对水下滑翔机控制器的微处理器
单元、
电源转换单元、
存储管理单元、
外设管理单元、
串口扩展单元进行低功耗设计，
属于工
业控制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水下滑翔机是一种将浮标、
潜标技术与水下机器人技术相结合而研制出的一种无
外挂推进装置、依靠自身浮力驱动的新型水下移动观测平台，
其具有低噪声、低能耗、
投放
回收方便、制造成本和作业费用低、作业周期长、作业范围广等特点，
已逐渐成为一种通用
的水下监测手段。
[0003] 水下滑翔机主要功能包括海洋环境参数测量功能、
自主滑翔运动控制功能、测量
路径规划功能、测量数据存储与远距离传输功能等。水下滑翔机的应用可有效提高海洋环
境的空间和时间观测密度，
增强海洋环境的综合监测能力。
由于水下滑翔机长时间对海洋
环境参数进行工作，
水下滑翔机控制器的低功耗技术是水下滑翔机的关键技术，
研究水下
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技术，
对水下滑翔机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问题，
本发明提出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方
法，
作为水下滑翔机的关键技术，
为水下滑翔机控制器降低功耗提供了重要保障。
[0005]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装
置，
包括微处理器单元以及与其连接的电源转换单元、存储管理单元、外设管理单元、串口
扩展单元；
[0006] 微处理器单元，
用于根据接收的水下滑翔机状态数据和环境信息对其它各单元进
行功耗管理；
[0007] 电源转换单元，
用于将电池电源进行电压转换，
给其它各单元供电 ；
[0008] 存储管理单元，
用于存储滑翔机状态数据和环境信息；
[0009] 外设管理单元，
用于通过场效应管对传感器进行通电管理；
[0010] 串口扩展单元，
用于微处理器单元与传感器和外部设备的串口通信。
[0011] 所述微处理器单元选用具有多种低功耗管理模式的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
[0012] 所述微处理器单元根据水下滑翔机的不同工况，
选择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用于降
低水下滑翔机控制器的功耗。
[0013] 所述存储管理单元采用SD卡；
SD卡的电源端与场效应管的漏极连接，
场效应管的
源极与电源连接，
场效应管的栅极与微处理器单元连接；
场效应管的漏极通过电容C1接地。
[0014] 所述外设管理电路采用两个场效应管Q1、
Q2；
场效应管Q2的栅极通过电阻R2与微
处理器单元连接；
Q2的源极接地，
还通过电阻R3与栅极连接；
Q2的漏极与Q1的栅极连接；
Q1
的源极连有电源，
Q1的源极还通过电阻R1与Q1的栅极连接，
Q1的漏极与电源连接，
用于连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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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设备，
还通过电容接地。
[0015] 所述场效应管Q1、
Q2分别为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和N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
管，
导通电阻均低于0 .1Ω。
[0016] 所述串口扩展单元选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WK21XX系列芯片，
用于扩展控制器串口
数量。
[0017] 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控制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8] 微处理器单元根据水下滑翔机的工况触发相应的低功耗模式 ，
控制电源转换单
元、
外设管理单元、
存储管理单元和串口扩展单元的处于不同工作状态，
实现水下滑翔机控
制器的低功耗。
[0019] 所述微处理器单元根据工况触发相应的低功耗模式具体如下：
[0020] 1)当水下滑翔机在下潜和上浮工况时，
微处理器单元间歇处于低功耗模式；
[0021]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中电压转换芯片的使能引脚，
使电压转换芯片处于待机状态；
[0022] 控制外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0023] 控制存储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的栅极，
使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截止，
与场效应
管漏极连接的SD卡处于待机状态；
[0024] 控制串口扩展单元中串口芯片的控制寄存器，
使串口扩展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0025] 2)当水下滑翔机通信阶段工况时，
微处理器单元处于工作模式；
[0026]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中电压转换芯片的使能引脚，
使电压转换芯片处于工作状态；
[0027] 控制外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0028] 控制存储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的栅极，
使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导通，
与场效应
管漏极连接的SD卡处于工作状态；
[0029] 控制串口扩展单元中串口芯片的控制寄存器，
使串口扩展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0030] 控制外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0031] 若微处理器单元发送的控制信号为高电平，
N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2导通，
即
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栅极的电压为低电平，
则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的源极
和漏极导通，
实现对供电电压为5V外设供电 ，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0032] 若微处理器单元发送的控制信号为低电平，
N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2，
即P沟
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栅极的电压为高电平，
则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的源极和
漏极截止，
实现对供电电压为5V外设断电 ，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003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34] 1 .实现电路简单、
硬件成本低。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方法选用外设丰富
的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进行设计主控电路，
大大节省了外围电路设计，
使水下滑翔机控制
器电路设计简单，
降低硬件成本。
[0035] 2 .控制器功耗低。
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方法利用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
进行低功耗模式设计；
利用转换效率高电压转换芯片进行电源电路设计，
降低电源转换的
损失；
存储管理单元设计电源开关电路，
使存储管理单元在待机状态时，
使其功耗降到几乎
为0W；
外设管理单元利用导通电阻低的CMOS场效应管进行设计，
若外设处于待机状态时，
使
其功耗降到几乎为0W；
串口扩展单元利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WK21XX进行设计，
若外扩串口
处于待机状态时，
使其进入低功耗模式，
降低水下滑翔机控制器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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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图；
[0037] 图2(a)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微处理器单元低功耗设计示意图一；
[0038] 图2(b)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微处理器单元低功耗设计示意图二；
[0039] 图3是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电源转换单元低功耗设计示意图；
[0040] 图4是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存储管理单元低功耗设计示意图；
[0041] 图5是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外设管理单元低功耗设计示意图；
[0042] 图6是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串口扩展单元低功耗设计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44] 本发明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包括：
微处理器单元、
电源转换单元、
存储管
理单元、
外设管理单元、
串口扩展单元。
[0045] 微处理器单元选用外设丰富的STM32F4微处理器，
具有多种低功耗管理模式，
根据
控制器工作状态进行工作模式划分，
主要包括：
正常工作模式、低功耗模式。
电源转换单元
选用转换效率高电压转换芯片，
降低电源转换的损失，
当电源转换电路不需要工作时，
微处
理器单元可以利用使能引脚，
将其处于待机状态，
降低控制器功耗。存储管理单元选用SD卡
作为存储介质，
当SD卡处于待机状态时，
微处理器单元利用电源开关电路关闭SD卡工作电
源，
使其进入关闭状态；
外设管理单元选用导通内阻低CMOS场效应管，
设计外设电源开关电
路，
若外设处于待机状态时，
微处理器单元关闭外设工作电源；
串口扩展单元选用具有低功
耗模式的WK21XX系列芯片，
若外扩串口处于待机状态时，
微处理器单元使其进入低功耗模
式，
降低水下滑翔机控制器功耗。
[0046] 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方法，
包括微处理器单元、
电源转换单元、
存储
管理单元、
外设管理单元、
串口扩展单元。
[0047] 微处理器单元选用外设丰富的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进行设计主控电路，
其具有
多种低功耗管理模式。
[0048] 水下滑翔机微处理器根据水下滑翔机的不同工况，
选择不同的低功耗模式，
降低
水下滑翔机控制器的功耗。
[0049] 所述电源转换单元选用转换效率高电压转换芯片进行设计电源电路，
微处理器单
元根据低功耗模式控制电压转换芯片具有使能引脚，
若电源电路不需要工作时，
需要使电
压转换芯片处于待机状态。
[0050] 所述存储管理单元设计电源开关电路，
微处理器单元根据低功耗模式通过控制存
储管理单元设计电源开关电路，
实现对存储单元控制。若存储管理单元处于待机状态时，
微
处理器单元将存储管理单元的电源电路关闭，
减少水下滑翔机控制器功耗。
[0051] 所述外设管理单元选用导通电阻低的CMOS场效应管设计外设管理电路。
[0052] 所述外设管理电路，
微处理器单元根据低功耗模式通过控制外设管理电路，
实现
对外设管理。若外设处于工作状态时，
外设管理电路处于打开状态；
若外设处于关闭状态
时，
外设管理电路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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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串口扩展单元选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WK21XX系列芯片，
扩展控制器串口数

量。
[0054]

所述WK21XX系列芯片，
微处理器单元根据低功耗模式分别控制扩展串口的工作状
态。若扩展串口处于工作状态时，
WK21XX系列芯片处于工作状态；
若扩展串口处于关闭状态
时，
WK21XX系列芯片处于低功耗状态。
[0055] 本发明涉及以下两项关键技术：
[0056] 1)外设电源关闭技术。
本发明采用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和N沟道增强型CMOS
场效应管设计外设电源关闭电路，
利用3 .3V控制电压，
可以实现对5V、
12V外设进行电源控
制，
其工作效率高于智能电源开关芯片，
而其硬件成本低于智能电源开关芯片。
[0057] 2)控制器低功耗技术。
本发明对水下滑翔机控制器的微处理器单元、
电源转换单
元、存储管理单元、外设管理单元、串口扩展单元进行低功耗设计。微处理器单元选 用
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进行低功耗模式设计；
电源转换单元利用转换效率高电压转换芯片
进行电源电路设计；
存储管理单元设计存储器电源开关电路；
外设管理单元利用导通电阻
低的CMOS场效应管进行设计；
串口扩展单元利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WK21XX进行设计。微处
理器单元对各个单元进行功耗管理，
使其降低整个控制器的功耗。
[0058] 如图1所示，
本发明一种水下滑翔机控制器低功耗设计方法包括：
微处理器单元、
电源转换单元、
存储管理单元、
外设管理单元、
串口扩展单元。
[0059] 如图 2 (a) ～图 2 (b) 所示 ，
微处理器选 用STM32F405VGT6微处理器 ，
电阻 R1与
STM32F405VGT6微处理器的37脚相连，
电阻R2与STM32F405VGT6微处理器的94脚相连，
设定
STM32F405VGT6启动方式为：
用户FLASH启动。低速晶振Y1分别于STM32F405VGT6微处理器的
8、
9脚相连，
高速晶振X1分别于STM32F405VGT6微处理器的12、
13脚相连，
高速晶振为系统高
速总线提供时钟，
低速晶振为系统低速总线提供时钟。控制器的复位电路选用看门狗芯片
MAX6370设计电路，
MAX6370的5、
6脚连接到VCC，
设置看门狗超时周期，
当系统程序执行顺序
发生错误时，
控制器利用看门狗电路进行复位。STM32F4系列微处理器具有低功耗模式，
当
其他单元进入待机模式时，
微处理器进入低功耗状态，
使其整个控制器功耗最低。STM32F4
系列微处理器利用IO引脚和数据总线对电源转换单元、
存储管理单元、
外设管理单元、
串口
扩展单元分别进行控制。
[0060] 如图3所示，
本发明电源转换单元利用转换效率高电压转换芯片LM2672M-5 .0进行
电源电路设计，
其转换效率最高为96％，
电容C2、C3、C4为滤波去耦电容，
F1为电子保险丝，
当工作电流过大时，
F1开路，
保护控制器。将LM2672M-5 .0的5脚(ON/OFF)与微处理器的IO引
脚相连，
若电源电路不工作时，
将LM2672M-5 .0的5脚为低电平，
则LM2672M-5 .0进入待机状
态，
消耗功率降到最低。
[0061] 如图4所示，
本发明存储管理单元选用SD卡作为存储介质，
利用导通电阻低P沟道
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设计电源开关电路，
C1为滤波电容。
当SD卡处于待机状态时，
微处理器
的IO引脚控制电源开关电路关闭SD卡工作电源，
使其进入关闭状态，
消耗功率降到最低。
[0062] 如图5所示，
本发明外设管理单元选用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和N沟道增强型
CMOS场效应管设计外设电源关闭电路，
微处理器利用IO引脚与Q1栅极相连，
利用3 .3V控制
电 压 (en_Press_5V) ，可以实现对供电电 压为5V外设进行电 源(Press_5V) 控制，若en_
Press_5V为高电平，
N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2导通，
即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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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电压为低电平，
则P沟道增强型CMOS场效应管Q1的源极和漏极导通，
实现对供电电压为
5V外设供电。
[0063] 如图6所示，
本发明串口扩展单元选用具有低功耗模式的WK2124进行设计。
晶振Y1
连接WK2124的19、
20脚，
为其提供时钟；
R2与C4构成复位电路；
R3为上拉电阻，
WK2124的默认
状态为高电平，
若WK2124接收到数据时，
WK2124的10脚输出低电平。WK2124的2脚(SCS)、
3脚
(SCLK)、
4脚(SDIN)、
5脚(SDOUT)与微处理器的SPI控制器相连。WK2124外扩4个串口都独立
具有低功耗模式，
若每一个外扩串口处于待机状态时，
微处理器利用SPI控制器，
使其进入
低功耗模式，
降低水下滑翔机控制器功耗。
[0064] 本发明包括以下步骤：
[0065] 微处理器单元根据水下滑翔机的状态数据和环境信息得到不同工况；
[0066] 微处理器单元根据工况触发相应的低功耗模式，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外设管理单
元、
存储管理单元和串口扩展单元的处于不同工作状态，
实现水下滑翔机控制器的低功耗。
[0067] 其中，
水下滑翔机的状态数据包括采集的信息；
[0068] 环境信息包括采集的信息。
[0069] 工况包括：
[0070] 1 .下潜阶段；
[0071] 2 .下潜切换至上浮；
[0072] 3 .上浮阶段；
[0073] 4 .上浮切换至通信；
[0074] 5 .通信阶段；
[0075] 6 .通信切换至下潜。
[0076] 1)当水下滑翔机在下潜和上浮工况时，
微处理器单元周期性(每隔若干秒)处于低
功耗模式，
相邻两次低功耗模式的间隔期间用于采集传感器数据，
全部单元仍处于工作模
式。
[0077]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中电压转换芯片的使能引脚，
使电压转换芯片处于待机状态；
[0078] 控制外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0079] 控制存储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的栅极，
使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截止，
与场效应
管漏极连接的SD卡处于待机状态；
[0080] 控制串口扩展单元中串口芯片的控制寄存器，
使串口扩展单元处于待机状态；
[0081] 2)当水下滑翔机通信阶段工况时，
微处理器单元处于工作模式；
[0082]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中电压转换芯片的使能引脚，
使电压转换芯片处于工作状态；
[0083] 控制外设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Q1的栅极，
使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0084] 控制存储管理单元中场效应管的栅极，
使场效应管的源极与漏极导通，
与场效应
管漏极连接的SD卡处于工作状态；
[0085] 控制串口扩展单元中串口芯片的控制寄存器，
使串口扩展单元处于工作状态。
[0086] 3)下潜切换至上浮、
上浮切换至通信、
通信切换至下潜等切换状态时，
微处理器单
元处于工作模式，
控制电源转换单元、
存储管理单元和串口扩展单元处于工作模式，
与2)相
同。
[0087] 其中，
外设管理单元外接传感器以及GPS模块，
根据各外设数据采集的时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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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需的设定时间内控制对应的外设管理单元处于工作模式，
数据采集时间结束则回到低
功耗模式。
[0088] 上述方案使得控制器功耗达到0 .3W，
现有的控制器功耗为0 .7W，
大幅度地降低控
制器功耗，
提高了水下滑翔机的续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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