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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

在线升级方法，包括：采用通信模块连接上位机

和伺服驱动器，设定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传输

txt文件的通信协议；上位机下载集成环境CCS生

成的txt文件，并将txt文件中的数据发送到伺服

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后，

对flash数据进行擦写，将txt所有的数据擦写到

对应的地址。本发明在升级伺服程序时，不再需

要拆开伺服设备的外壳，不需要采用仿真器连接

伺服设备，而是借用通信端口传输txt文件升级

伺服程序，操作方便，节省维护升本，升级方便，

摆脱对TI仿真器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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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S100：采用通信模块连接上位机和伺服驱动器，设定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传输txt

文件的通信协议；

步骤S200：集成环境CCS生成txt文件，具体包括：

步骤S210：在TI仿真器的CCS集成化编程环境，建立编译器与txt的联系，并对txt文件

进行命名；

步骤S220：修改.CMD文件，使编译器对代码进行4字节对齐编译；

步骤S230：编写升级程序代码，编译后，生成txt文件，txt文件由应答握手区域、数据区

域和结束区域组成；

步骤S300：上位机下载所述txt文件，并将txt文件中的数据发送到伺服驱动器；

步骤S400：伺服驱动器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后，对flash数据进行擦写，将txt文件中

所有的数据擦写到对应的地址。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300包括：

步骤S310：上位机选择需要下载程序的伺服驱动器，并从集成环境CCS生成的txt文件

中选择对应的txt文件进行下载；

步骤S320：上位机将txt文件中的数据发送到伺服驱动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320具体为：

步骤S321：上位机固定发送txt文件第一行中的数据，并对伺服驱动器返回的数据校验

通过后，进入下一步；

步骤S322：上位机将txt文件中的其他数据下载为数据区块数据，并将所述数据区块数

据按照设定的字节大小多次发送，上位机每次发送数据之后均进行数据校验，直至数据发

送完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数据校验为：

步骤A：上位机接收伺服驱动器返回的对接收数据求和的低字节数据后，若返回的低字

节数据正确，上位机发送指示数据，进入步骤B；若当上位机没有收到返回数据或者返回数

据错误，提示出错，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执行步骤S320；所述指示数据用于指示伺服驱

动器继续发送数据；

步骤B：上位机接收伺服驱动器返回的对接收数据求和的高字节数据后，若返回的高字

节数据正确，则进行下一次的数据发送；若上位机没有收到返回或者返回数据错误，提示出

错，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执行步骤S3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通信模块为CAN通信模块或RS485通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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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机器人控制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

在线升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常规的DSP程序下载为通过TI仿真器下载.out文件或者是.hex二进制文件，通过

仿真器下载需要专门的JTAG口，为14位引脚的并口。虽然通过仿真器下载具有速度快的优

点，但是JTAG口一般设计在PCB板件上，由于将JTAG口引出至设备外面，会增加短路风险以

及额外的成本，因此往往不会将JTAG口引出到伺服设备外面，导致在程序升级时，常常需要

拆开伺服设备的外壳，露出JTAG口，用仿真器连接它，才能下载程序，存在操作不便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用于解决现

有技术中DSP程序升级时需要拆开伺服设备外壳露出JTAG口再与仿真器连接进行下载程序

存在操作不便的问题。

[0004]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解决上述问题：

[0005] 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包括：

[0006] 步骤S100：采用通信模块连接上位机和伺服驱动器，设定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传

输txt文件的通信协议；

[0007] 步骤S200：集成环境CCS生成txt文件；

[0008] 步骤S300：上位机下载所述txt文件，并将txt文件中的数据发送到伺服驱动器；

[0009] 步骤S400：伺服驱动器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后，对flash数据进行擦写，将txt文

件中所有的数据擦写到对应的地址。

[0010] 所述步骤S200包括：

[0011] 步骤S210：在TI仿真器的CCS集成化编程环境，建立编译器与txt的联系，并对txt

文件进行命名；

[0012] 步骤S220：修改.CMD文件，使编译器对代码进行4字节对齐编译；

[0013] 步骤S230：编写升级程序代码，编译后，生成txt文件。

[0014] 所述步骤S300包括：

[0015] 步骤S310：上位机选择需要下载程序的伺服驱动器，并从集成环境CCS生成的txt

文件中选择对应的txt文件进行下载；

[0016] 步骤S320：上位机将txt文件中的数据发送到伺服驱动器。

[0017] 所述步骤S320具体为：

[0018] 步骤S321：上位机固定发送txt文件第一行中的数据，并对伺服驱动器返回的数据

校验通过后，进入下一步；

[0019] 步骤S322：上位机将txt文件中的其他数据下载为数据区块数据，并将所述数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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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数据按照设定的字节大小多次发送，上位机每次发送数据之后均进行数据校验，直至数

据发送完成。

[0020] 所述数据校验为：

[0021] 步骤A：上位机接收伺服驱动器返回的对接收数据求和的低字节数据后，若返回的

低字节数据正确，上位机发送指示数据，进入步骤B；若当上位机没有收到返回数据或者返

回数据错误，提示出错，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执行步骤S320；所述指示数据用于指示伺

服驱动器继续发送数据；

[0022] 步骤B：上位机接收伺服驱动器返回的对接收数据求和的高字节数据后，若返回的

高字节数据正确，则进行下一次的数据发送；若上位机没有收到返回或者返回数据错误，提

示出错，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执行步骤S320。

[0023] 所述通信模块为CAN通信模块或RS485通信模块。

[002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0025] （1）本发明在升级伺服程序时，不再需要拆开伺服设备的外壳，不需要采用仿真器

连接伺服设备，而是借用CAN通信端口或RS485通信端口传输txt文件升级伺服程序，操作方

便，节省维护升本，升级方便，摆脱对TI仿真器的依赖。

[0026] （2）本发明在txt文件数据传输中采用了分数据块传输和数据校验方法，保证了数

据传输的快捷和可靠性，开辟了txt文本文件烧写程序的新途径。

[0027] （3）本发明中的伺服驱动器和编码器公用RS485通信接口，通过采集编码器的

RS485通信接口，实现txt文件的下载，只需要2个引脚（485_H，485_L），节省升级程序的成

本。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30] 实施例：

[0031] 结合附图1所示，一种基于txt文件的伺服程序在线升级方法，包括：

[0032] 步骤S100：采用CAN通信模块或者RS485通信模块连接上位机和伺服驱动器，设定

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传输txt文件的通信协议，txt文件由应答握手区域、数据区域和结束

区域组成，数据区域又分为地址区域、长度和有效数据。通信协议为：

[0033] 上位机发送txt文件中应答握手区域的数据；

[0034] 伺服驱动器接收到数据后返回对接收数据求和的低字节数据；

[0035] 上位机收到伺服驱动器返回的低字节数据后，进行判断，如果正确，进入下一步；

如果不正确，或者上位机在预设时间内没有收到伺服驱动器返回的低字节数据，则上位机

报下载错误，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重传txt文件；

[0036] 上位机继续发送指示数据；

[0037] 伺服驱动器返回对接收数据求和的高字节数据；

[0038] 上位机收到伺服驱动器返回的高字节数据后，进行判断，如果正确，进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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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正确，或者上位机在预设时间内没有收到伺服驱动器返回的低字节数据，则上位机

报下载错误，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重传txt文件；

[0039] 上位机发送txt文件中的数据区域的数据，开始下载一个数据区块数据，并将所述

数据区块数据按照预设字节数划分成多个数据块，依次发送每个数据块，直至数据区域发

送完成；

[0040] 上位机发送txt文件中的结束区域的数据，txt文件发送完成；

[0041] 上位机报下载错误，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重传txt文

件。

[0042] 每个数据块发送时，均需要校验伺服驱动器返回的对前面接收数据求和的数据，

并分二次传送求和数据的低字节数据和高字节数据，上位机对返回求和数据进行判断，如

何正确进行下一个数据块的发送。

[0043] 步骤S200：集成环境CCS生成txt文件，具体包括：

[0044] 步骤S210：在TI仿真器的CCS集成化编程环境，选择：

[0045] “Project”-->“Properties”-->“Build”-->“Steps”-->“Post-build  steps”中增

加"${CG_TOOL_HEX}"  "${BuildArtifactFileName}"  -boot  -sci8  -a  -o  "$

{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txt"，建立编译器与txt的联系，并对txt文件进行命名；；

[0046] 步骤S220：修改代码存放和加载位置的.CMD文件，使编译器对代码进行4字节对齐

编译，也就是在分配地址时，以4的整数倍进行分配；

[0047] 步骤S230：编写升级程序代码，编译后，生成txt文件，在flash文件夹下面可以看

到生成的txt文件。

[0048] 步骤S300：上位机下载所述txt文件，并将txt文件中的数据发送到伺服驱动器，具

体为：

[0049] 步骤S310：上位机选择需要下载程序的伺服驱动器，并从集成环境CCS生成的txt

文件中选择对应的txt文件进行下载；

[0050] 如果是采用RS485通信，通过设置串口号与伺服驱动器的设备管理器的串口号关

联；上位机中通过485Init( )函数进行RS485通信模块的配置，包括设置停止位、无奇偶校

验位、不使能中断、使能接收和发送和波特率设置等；还通过485DataReceive( )及

485DataGetSend( )函数，实现txt数据的接收和发送，由于RS485通信是单工通信，需要在

发送完成后将RS485使能管脚置位，便于接收数据。

[0051] 如果是采用CAN通信，上位机中通过CANforDownLoadProgram( )函数进行CAN通信

模块的配置，包括CAN子模块初始化，中断使能，波特率设置，CANID设置等；还通过

CANDataReceive( )以及CANDataGetSend( )函数，实现txt数据的接收和发送。还需要在通

信协议还需要将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关联。

[0052] 例如：上位机发送01  22  33  44  55  66  77  88（01代表1轴，02代表2轴…直到6轴；

后面的22  33  44  55  66  77  88为固定值，连接2轴时发02  22  33  44  55  66  77  88，依次类

推直到6轴）；

[0053] 01轴对应的伺服驱动器返回的数据01  23  34  45  56  67  78  89（01代表1轴，02代

表2轴…直到6轴；23  34  45  56  67  78  89为发送数据22  33  44  55  66  77  88  每个数据+1

后的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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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上位机发送0E  00  5D  00  66  27  00  00（6个轴固定都是这个），是远程帧，帧ID是

00  00  00  18；

[0055] 伺服驱动器返回4E  00  5D  00  00  00  00  00，则上位机进行DSP升级程序的下载。

[0056] 步骤S320：上位机将按照通信协议分块下发txt文本文件中的所有数据到伺服驱

动器，传输完每个数据块，伺服驱动器与上位机采用数据块的数据求和校验，以判断所接收

数据的准确性，具体如下：

[0057] 应答握手区域固定为AA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0  00；结束区域为00  0000  00。

[0058] 例如，本方案中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传输txt文件的通信协议为：

[0059] 固定发送txt文件的文本第一行中的AA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00  00（即应答握手区域），按照一个个字节发送。

[0060] 伺服驱动器将返回BA（伺服驱动器将接收的数据求和的低字节），若返回不是BA或

设定时间内（如5秒）未收到数据，上位机报下载错误，提示：断电后重新传输，伺服驱动器断

电重启后，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重传txt文件；

[0061] 如果上位机收到伺服驱动器返回的正确数据，则上位机发送指示数据（如16进制

的2D，即十进制的45），伺服驱动器将返回00（伺服将接收的数据求和的高字节），若返回不

是00或5秒内未收到数据，报下载错误，提示：断电后重新传输，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后，上

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重传txt文件；

[0062] 若上位机接收到返回的00，则发送txt文件的数据区域的数据，开始下载一个数据

区块数据。

[0063] 比如数据区块数据为64  0B  XX  XX  ……，64  0B为此块数据的大小，由于此块数据

的个数大于256个字节，那么发送完首次256个字节后将等待下位伺服驱动器返回的此256

个字节与之前的数据和（先返回低字节，上位发0x2D，再返回高字节，上位再发0x2D）。同时

上位机需要对此返回的数据和进行比较，不相同，则停止下载，报错，伺服驱动器断电重启

后，上位机与伺服驱动器之间重传txt文件。

[0064] 否则，上位机将继续发送第2次紧接着的256个字节，发送完后等待下机返回的所

有接收的数据和，并判断是否正确，若返回的低字节正确，则发送2D，再接收所发送字节的

数据和的高字节，若正确再发送0x2D；接着再发送下一个256字节，直到发送完这一数据块

的所有数据；

[0065] 按照同样的方法，上位机继续发送下一个数据块，直到最后一个数据块。

[0066] 如果最后一个数据块的数据小于128，则依然是多少数据就发多少字节。发送完后

等待伺服驱动器返回数据和（先是低字节，后是高字节）。若数据和发生溢出，只取一个字的

数据用来比较（即只比较低32位）。

[0067] 发送结束区域数据00  00  00  00，校验通过后，结束。

[0068] 步骤S400：伺服驱动器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后，对flash数据进行擦写，将txt文

件中所有的数据擦写到对应的地址，伺服驱动器判断擦写flash正确后，升级程序完成。

[0069] 尽管这里参照本发明的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

明较佳的实施方式，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将落在本申请公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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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精神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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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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