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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NRF52840 Eval Kit 是一款基于 nRF52840 的蓝牙 5.0开发套件，板载树莓

派和 Arduino 兼容接口，带多种资源。 

NRF52840 支持新一代蓝牙技术 5.0，相比蓝牙 4.0，数据通信速度可提高到

2倍，可达 2Mbps，传输距离更远，可扩大到原来的 4倍距离。 

NRF52840 支持蓝牙 MESH 和 2.4GHz 协议，可控制更多的设备，使用范围更

广。 

NRF52840基于 ARM Cortex-M4F架构设计，拥有 1MB Flash和 256kB RAM，

运行速度可达 64MHz，可运行小型 RTOS。 

1.1 NRF52840 Eval Kit 概述 

 

【接口简介】 

1.Arduino接口：方便接入各种 Arduino扩展板(Shield) 

2.Raspberry Pi GPIO接口：方便接入树莓派扩展板 

3.USB TO UART 接口 

4.USB接口：nRF52840的 USB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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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pin SWD调试接口：方便接入 ARM Debugger 进行烧录和仿真 

6.3.3V或 5V电源输入输出接口：可用于对外供电或外部接入给模块供电 

【器件简介】 

7.Core52840：nRF52840 核心模组 

8.CP2102：USB转串口芯片 

9.蜂鸣器 

10.RT9193-33：电平转换芯片 

11.光敏传感器 

12.按键：复位和用户自定义按键 

13.LED指示灯：  

PWR：电源指示灯  

RXD/TXD：nRF52840 串口收发指示灯  

LED1~LED4：用户自定义指示灯 

14.电源开关： 

切换到 USB：USB 接口供电  

切换到 Battery：CR2032电池供电 

15.NFC天线接口 

16.TF卡槽 

17.CR2032电池座 

【跳线/焊点说明】 

18.跳线帽  

短接跳线：板载外设接入到示例程序指定的 I/O 

断开跳线：可改为使用连接线接入自定义的 I/O 

19.电流测试焊点  

默认焊接 0欧电阻，断开 0欧电阻后可测试板子电流大小 

1.2 Core52840 概述 

* 主控芯片：nRF52840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6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 有效通信距离：150m(空旷地)，40m(室内) 

* 传输速度： 2Mbps，1Mbps，500kbps 和 125kbps 

* 工作频段：2.4GHz 

* 工作电压：2.0V ~ 3.6V (推荐 3.0V) 

* 工作温度：-40℃ ~ +85℃ 

* 存储温度：-55℃ ~ +125℃ 

* 产品尺寸：18mm × 13.5mm 

* 天线接口：板载天线 

1.3 nRF52840 概述 

* 蓝牙 5.0，IEEE 802.15.4-2006，2.4 GHz 多协议收发器 

* 兼容 nRF52，nRF51，nRF24L和 nRF24AP系列 

* ARM Cortex-M4F 32位处理器(带 FPU，64MHz) 

* 1MB flash和 256kB RAM 

* 48个 GPIO口 

* 2个双线接口(I2C 兼容) 

* 1个 I2S 数字音频接口 

* 12 位/200KSPS ADC 

* 1个 USB2.0接口 

* 1个 QSPI 串口(32Mbps) 

* 4个 SPI主接口，3个 SPI从接口 

* 2个 UART接口 

* 4路 PWM接口 

* 1个 SWD接口 

* 工作电压范围(1.7V~5.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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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发环境搭建 

 本章主要介绍如何搭建开发环境，如何下载程序；通过本章的学习，即可快

速入门 NRF52840的基本使用。 

 一般情况下，NRF52840 采用 nRFgo Studio 来烧录 HEX固件，比如蓝牙协议

栈的 HEX 固件。但是由于 nRFgo Studio存在 Jlink驱动版本兼容等问题，导致

nRFgo Studio 在一些电脑上用不了，本次搭建开发环境采用命令行的方式代替

nRFgo Studio，可避免 nRFgo Studio的兼容性问题。 

2.1 安装 Keil 以及软件开发包 

 从 Keil 官网下载安装包，并安装，安装完成后，还要进行注册，否则只能编

译生成 256kB以下的固件。 

 Keil 安装成功后，还需安装相应的 pack，NRF52840的 pack已保存到资料包

中，点击 NordicSemiconductor.nRF_DeviceFamilyPack.8.17.0 即可进行安装。 

2.2 安装 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4.10a 

 如果需要测试蓝牙 MESH例程，则需安装该开发环境，否则可忽略该步骤。该

安装包已保存到资料包，直接安装即可，无需注册。 

2.3 安装串口驱动 

 开发板上设计了 USB转串口电路，使用的 USB转串口芯片是 CP2102，在使用

前需要安装该驱动，如果计算机已经安装了 CP2102 的串口驱动，则无需安装，

可直接跳过此步骤。 

 CP2102 驱动已经保存到资料包，根据计算机位数，以及系统选择合适的驱动。 

⚫ 双击驱动安装程序“CP210xVCPInstaller_xxx”，弹出驱动安装界面。 

⚫ 点击下一步，直至程序安装完成。 

驱动程序安装成功后，将 USB 数据线连接电脑与开发板 USB 转串口接口，进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8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入到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点击“端口(COM 和 LPT)”，可看到新接入的

串口的端口号，表示串口驱动安装成功。 

2.4 安装 Jlink 驱动 

 NRF52840采用 Jlink下载器下载程序，需要安装 Jlink驱动，该驱动除了进

行下载外，还将被 nRF5x-Command-Line-Tools 识别，用于擦除 NRF52840Flash，

下载蓝牙协议栈等，建议安装 V6.22 版本以上的驱动，版本过低将不被识别，

Jlink驱动已保存到资料包，双击便可进行安装，但注意，在安装过程中，可能

遇到安装 Keil 后已经安装了 Jlink 驱动的情况，因此，在安装界面中，记得勾

选，覆盖已安装的 Jlink驱动，如下图所示。 

 

2.5 安装 nRFx-Command-Line-Tools 

 该安装包已保存到资料包，双击便可进行安装，安装完成后，打开控制台，

输入 nrfjprog -v可检验是否安装完成，若安装完成，将显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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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装手机 APP 

完成以上步骤后，如果需要在手机端进行蓝牙调试，还需要安装: 

nRF Connect:作为手机端的基本调试工具，它没有针对各个实验的图形界面，

用户观察到的是原始的数据，nRF Connect 可以显示 RSSI 曲线图，可以同时连

接多个从机，功能强大，同时通用性和兼容性也很强，是调试的重大利器。 

 nRF Toolbox:手机端调试 BLE的工具，nRF Toolbox是针对部分实验使用的

专用调试工具，它的优点是针对支持的实验有专门的图形界面，如心率计，温度

计等，可以直观地看到具体的心率曲线、温度曲线。缺点是目前只支持部分实验，

工作不是很稳定，有时不能成功连接服务。 

2.7 裸机外设的 Demo 程序下载 

 在搭建好开发环境后,便可小试锋芒，本教程采用的官方最新版本的 SDK(SDK 

15.2版本)，支持蓝牙 5.0。 

 SDK 包中包含大量例程，其中的例程又分为不跑蓝牙协议栈的裸机程序和带

蓝牙协议栈的程序，其烧录下载方式有区别，具体区别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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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跑蓝牙协议栈的裸机程序:通常指的是不使用蓝牙通信的程序，仅仅使用

了蓝牙的片上外设，该例程存放在 SDK中的路径为: 

nRF5_SDK_15.2.0_9412b96\examples\peripheral\ 

在 SDK路径下，有以下例程，包含了常用的片上外设例程，如下图所示: 

 

 下面以流水灯为案例，学习官方例程中片上外设的使用: 

点击 blinky->pca10056->blank->arm5_no_packs->blink_pca10056.uvoptx， 

用 Keil 打开该工程文件，即可打开流水灯例程，在打开的例程中，点击以下按

键进行编译: 

 

 正常情况下，编译 0 error，0 warning，编译完成后，点击右边的魔术棒按

钮，进入配置界面： 

 

点击 Debug 选项卡，点击 Settings，选择 J-LINk/J-TRACE Cortex 下载调试选

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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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Settings，点击 Debug选项卡，Port栏选择 SW： 

 

之后，点击 Flash Download选项卡,勾选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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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后，点击确定，配置完成。 

 当配置完成后，采用 ARM Debugger(Jlink)连接 PC机及 NRF52840 Eval kit，

之后点击下载，即可将裸机程序下载至 NRF52840。如下图所示: 

 

 下载完成后，可看到 NRF52840 Eval Kit 的 4个 LED灯循环点亮。 

注意：此时 LED3与官方 SDK不兼容，做本实验时，需将 L3用杜邦线连接至

P1.05，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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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带蓝牙协议栈的 Demo 程序下载 

 与裸机程序不同的是，带蓝牙协议栈的程序的下载是需要下载蓝牙协议栈，

下面将以蓝牙串口透传为例，演示下载带蓝牙协议栈的 Demo 程序，具体操作如

下所示： 

 *首先，需要对片上 Flash 进行擦除，擦除的方式为:打开 Window 控制台，

采用 ARM Debugger(Jlink)连接 nRF52840与 PC机，连接后，输入以下命令即可

擦除 Flash: 

 

 *擦除 Flash 后，下载蓝牙协议栈，一般只有在擦除片上 Flash 之后才能下

载蓝牙协议栈，下载方式如下所示，点击进入: 

nRF5_SDK_15.2.0_9412b96->examples->ble_peripheral->ble_app_uart->pca1

0056->s140->arm5_no_packs-> ble_app_uart_pca10056_s140.uvprojx，打开串

口透传例程后，选择 flash_s140_nrf52_6.1.0_softdevice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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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下载，即可下载蓝牙协议栈。 

 *下载完成蓝牙协议栈之后，下载应用程序，选择 nrf52840_xxaa 选项卡: 

 

之后下载步骤同裸机 Demo程序下载步骤。 

2.9 关于下载的补充说明 

 官方推荐的下载器为 Jlink，本教程配套的实验也是采用 Jlink 下载器，但

是实验表明，如果不是正版 J-link V9.0 及以上的下载器，容易下载或擦除出

错，情况如下图所示： 

 

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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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 

 

情况 3 

 Jlink 也读不到芯片，如下图所示： 

 

 在此情况下，可尝试使用 ST-Link，E-Link 进行下载，笔者在采用 J-Link读

不到芯片的情况下采用 ST-Link，E-Link均能读取到芯片并成功进行下载。 

 但是采用 ST-Link，E-Link 进行下载时，只能采用 Keil 进行下载，如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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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T-Link Utility 也会读取不到芯片，下面将讲解如何采用 Keil结合 ST-Link

擦除 Flash，下载蓝牙协议栈，蓝牙应用程序，裸机程序，下载 MESH 程序等的方

法。 

注意：下载蓝牙协议栈的编程算法与下载蓝牙应用程序(或裸机程序)的编程

算法不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下 载 蓝 牙 协 议 栈 时 编 程 算 法 须 选 择 为 nRF52xxx_UICR 和

nRF52xx_SoftDevice Erase，如果选择了 nRF52xxx_UICR和 nRF52xx，则不能全

盘擦除 Flash。 

 

下载蓝牙协议栈时选择的编程算法 

 下载应用及裸机程序时编程算法须选择为 nRF52xxx_UICR和 nRF52xx。 

 

下载裸机及蓝牙应用程序时选择的编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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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l结合 ST-Link全盘擦除 Flash： 

-首先：下拉选项框选择为： 

 

 

-接着：点击 Flash->Erase即可全盘擦除 Flash： 

 

• Keil结合 ST-Link下载裸机程序： 

-首先：确保芯片没有下载蓝牙协议栈，如果下载了蓝牙协议栈，则需要

先进行全盘擦除：全盘擦除的过程请参考 Keil 结合 ST-Link 全盘擦除

Flash的步骤。如果没有下载蓝牙协议栈，则跳过该步骤。 

-接着：打开裸机 Keil工程文件，选择 ST-Link下载器,选择 SWD下载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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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击 load即可下载: 

 

•  Keil结合 ST-Link下载带蓝牙协议栈的程序： 

  -首先：为保险起见，需全盘擦除 Flash，擦除过程请参考前面部分。 

  -接着：选择为 ST-Link下载方式，选择以下下拉框： 

 

  点击 load，即可下载蓝牙协议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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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选择蓝牙应用程序下拉框： 

 

  -最后：点击 load，即可下载蓝牙应用程序： 

 

• Keil结合 ST-Link下载 MESH程序： 

-首先：由于蓝牙 MESH的官方开发环境并不采用 Keil，并且官方蓝牙 MESH

的开发环境 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4.10a 只支持 Jlink下

载，因此，需要先采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编译获得蓝牙

MESH的 hex 文件。 

 

-接着：打开已一个 NRF52840裸机 Keil 工程，查看 Objects 文件存放路

径，将编译好的 hex文件放置在工程文件夹的 Objects文件夹下：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20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然后：将 Name of Executable 命名为 hex文件的名称，注意命名必须

带有 hex 后缀： 

 

  -最后：选择 ST-Link 下载方式，点击 load，即可下载蓝牙 MESH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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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建和配置裸机工程 

 通常，对 NRF52840 进行开发时，要用到 SDK,SDK包已存放到资料包中，SDK

通常指的是外设及蓝牙协议栈的 SDK，Zigbee，Thread，Mesh有专用 SDK，下面，

将采用外设及蓝牙协议栈的 SDK讲解如何配置裸机工程操作外设。 

 本次 SDK 采用 SDK V15.2，新建工程也可以参考 SDK 解压包以下路径下的

keil工程: 

nRF5_SDK_15.2.0_9412b96\examples\ble_peripheral\ble_app_template\pca1

0056\s140\arm5_no_packs\ble_app_template_pca10056_s140.uvprojx 

3.1 SDK 包文件夹介绍 

 在新建工程之前，对 SDK包下的文件夹进行介绍，有助于后面的理解: 

 

 注意，本教程采用 MDK5开发环境，可直接用 MDK5打开工程文件，不需要安

装 MDK4 工程需要安装的文件。 

 下面将介绍 SDK 文件夹下的主要文件夹: 

 *Compoents:包含了开发时需要用到的各种库，开发裸机，BLE，或是 2.4G的

程序，都要用到 Components 文件下的文件，Components的目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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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mples:该文件夹存放的是 SDK中所有的例程，包含 BLE主机，BLE 从机，

BLE主从一体机，芯片外设等例程。 

 由于 Example中的每个例子都包含了多个开发环境的工程和多个芯片的工程，

使用时间需要注意区分，下面以“蓝牙心率计”的 demo 为例说明如何打开

nRF52840 在 MDK5开发环境下的工程。 

 “蓝牙心率计”的 demo在 SDK中的路径是: 

nRF5_SDK_15.2.0_9412b96\examples\ble_peripheral\ble_app_hrs\pca10056\

s140\arm5_no_packs\ble_app_hrs_pca10056_s140.uvprojx 

 其中一些路径的含义为: 

 PCA10056:官方开发板中 NRF52840对应的开发板名称为 PCA10056。 

 S140:本次采用的是最新的蓝牙协议栈，使用的是 S140协议栈。 

 arm5_no_packs:本次使用的是 MDK5 开发环境，需要打开 arm5_no_packs 目

录下的工程。 

 *Integration 和 modules:Integration 中存放的是“旧版本的”芯片外设驱

动程序，modules中存放的是新版本的外设驱动程序。 

 在 SDK15.0 之前，芯片外设驱动程序都是存在 Component 文件夹下的

drivers_nrf目录下。从 SDK15.0开始，Nordic 开始重新编写外设驱动程序，并

命名为“nrfx”，新版本的外设驱动程序保存在 modules目录下；而旧版本的外

设驱动程序则保存在 Integration 目录下，名称也改为“nrfx”。“旧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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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外设驱动程序和“新版本的”芯片外设驱动程序可以同时整合使用。 

3.2 新建工程模板 

 本教程采用的工程目录规范如下: 

首先，工程目录下有以下文件夹： 

 

 工程目录中，有 DRIVER，SDK，TEMP，USER 文件夹。 

 *DRIVER 文件夹主要保存硬件外设驱动，如开发板外接的 MPU6050 等外设驱

动文件，属于用户自己建立的文件。 

 *SDK 文件夹则主要从官方 SDK 中选择部分文件，选择的部分文件夹如下： 

 

 以上便是 SDK文件夹下选择的文件，实际上，只需用到官方 SDK 中这些文件

即可。components 包含了开发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各种库，external 包含了各种

第三方库，如 freertos 库等，integration 包含的是旧版本的外设驱动程序，

modules包含的是新版本的外设驱动程序。 

 *TEMP 属于编译过程中的中间文件，该文件夹下的文件可删除。 

 *USER 则为用户文件，当涉及到用户工程时，所需要用到的用户文件，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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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不同用户工程，所用到的 SDK，DRIVER，TEMP 文件夹及其文件都是相同

的，不同的是用户工程文件夹下的应用层文件，IDE 对应的工程文件等，所以，

USER 文件夹下保存的是用户对应的不同工程的文件夹及文件，这样设计，一方

面节省内存，另一方面，当用户想从某个例程中建立自己的工程时，可轻便地完

成。 

 以上便是新建工程模板的主要结构。 

3.3 新建工程 

 建立工程存放文件夹和拷贝库文件之后，就可以开始建立工程了。 

Keil 建工程的方式请网上百度，下面主要讲解建工程过程中主要的注意事项: 

第一，用户外设驱动文件放在 DRIVER文件夹下,如下图所示: 

 

第二，用户新建的工程尽量放在 USER路径下,并注意命名，如下图: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25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第三，用户应用层函数尽量放在路径:USER/用户工程文件夹/APPLICATION 文件

夹下： 

 

第四，keil 工程文件尽量放在 IDE文件夹下: 

 

第五，生成的 obj文件尽量放在 TEMP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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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建立的工程文件尽量满足以下结构，与官方工程文件文件夹结构保持一致。 

 

第七，注意器件包版本，选择的器件包版本尽量与官方 examples 工程中的器件

包版本保持一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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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更多细节请参考官方例程中 keil工程的设置细节。 

 

第四章 GPIO 输出驱动 LED 

 本章，将讲解如何操作 NRF52840的 GPIO，讲解库函数中配置 GPIO，GPIO置

位，清除和状态翻转函数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编写流水灯的程序。 

 本章需要使用的例程为: 001_LED 

4.1 软件设计 

4.1.1 GPIO 简介 

NRF52840 的 GPIO 具有以下特性： 

•每个 GPIO 端口最多 32个 GPIO引脚 

•可配置的输出驱动强度 

•内置上拉和下拉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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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 GPIO 的高电平或低电平可触发唤醒 

•任意 GPIO 可触发跳变沿中断 

•PPI任务/事件系统可以使用任意 GPIO口 

•可以通过 PPI和 GPIOTE 通道控制一个或多个 GPIO输出 

•所有引脚都可以单独映射到外设接口，以实现布局的灵活性 

4.1.2 库函数介绍  

 涉及到 GPIO操作的几个主要库函数分别为: 

nrf_gpio_cfg_output()    //配置GPIO为输出电平 

nrf_gpio_pin_set()       //驱动指定的GPIO输出高电平  

nrf_gpio_pin_clear()    //驱动指定的GPIO输出低电平 

nrf_gpio_pin_toggle()   //翻转指定的GPIO的输出状态 

NRF_GPIO_PIN_MAP()      //将端口和引脚编号映射到数值 

 其中，NEF_GPIO_PIN_MAP()将端口和引脚编号映射到数值指的是将 P0.0 至

P0.31映射为 0至 31，将 P1.0至于 P1.15映射为 32至 47。 

4.1.3 流水灯实验 

 下面将进行代码编写,此处代码对应的提供的例程为: 001_LED。 

 首先，查看 led.h文件，如下所示，主要宏定义了 LED引脚编号映射到的数

值的宏，以及 LED_On(),LED_Off()函数，如下所示: 

#ifndef __LED_H__ 

#define __LED_H__ 

 

#include "nrf.h" 

#include "nrf_gpio.h" 

 

#define LED0  NRF_GPIO_PIN_MAP(0,13) 

#define LED1  NRF_GPIO_PIN_MAP(0,14) 

#define LED2  NRF_GPIO_PIN_MAP(0,19) 

#define LED3  NRF_GPIO_PIN_MAP(0,16) 

 

void LED_On(uint32_t led_number); 

void LED_Off(uint32_t led_number); 

 

#en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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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查看led.c文件，如下所示，主要实现了LED_On()函数和LED_Off()

函数： 
#include "led.h" 

void LED_On(uint32_t led_number) 

{ 

    nrf_gpio_cfg_output(led_number); 

    nrf_gpio_pin_clear(led_number); 

} 

void LED_Off(uint32_t led_number) 

{ 

    nrf_gpio_cfg_output(led_number); 

    nrf_gpio_pin_set(led_number); 

} 

 最后，查看main.c文件，如下所示，将4个LED不断亮500ms，灭500ms，实

现了LED的控制。 
int main(void) 

{ 

    while (true) 

    { 

        LED_On(LED0); 

        LED_On(LED1); 

        LED_On(LED2); 

        LED_On(LED3); 

        nrf_delay_ms(500); 

         

        LED_Off(LED0); 

        LED_Off(LED1); 

        LED_Off(LED2); 

        LED_Off(LED3); 

        nrf_delay_ms(500); 

    } 

} 

4.2 硬件设计 

 NRF52840 Eval Kit 板载 4个 LED:LED1，LED2，LED3，LED4,4 个 LED分别

接入到 P0.13，P0.14，P0.19，P0.16，如下表所示： 

UART GPIO 

LED1 P0.13 

LED2 P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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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3 P1.09 

LED4 P0.16 

其中，官方 SDK中 LED3接入到 P0.15，与官方例程不兼容，若要使用官方 SDK且

需要使用到 LED3，则需要将 SDK中的 LED3的引脚改 P1.09，其余 LED 与官方 SDK

均兼容，开发板原理图 LED部分如下图所示: 

 

 

 其中，Header 4X2为 NRF52840与 LED灯连接的跳线，接上跳线帽(L1，L2，

L3，L4 跳线帽)则连接了 LED的阴极与处理器的 GPIO口。 

编译，并且下载，下载成功后，可以观察到，4 个 LED 亮 500ms，灭 500ms，

不断循环进行。 

第五章 串口收发 

 本章将介绍 NRF52840的串口收发功能，介绍 NRF52840串口收发数据的操作，

NRF52840 能够发送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并且，当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相应的数

据到 NRF52840时，NRF52840 Eval Kit上相应的 LED将相应地点亮或熄灭。 

 本章要使用的例程为：003_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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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软件设计 

5.1.1 SDK 介绍 

首先，NRF52840 串口部分结构如下图所示： 

 

串口支持全双工通信，支持自动硬件流控制，支持奇偶校验和第 9个数据位

的生成，串口直接通过 TXD和 RXD寄存器进行收发数据，采用 1位停止位。 

在 NRF52840 中，与串口相关的引脚:RXD,CTS,RTS,TXD 等是通过分别配置寄

存器 PSEL.RXD,PSEL.CTS,PSEL.RTS,PSEL.TXD 来映射。 

5.1.2 库函数介绍  

 在库函数中首先专门定义了一个用于串口初始化的宏:APP_UART_FIFO_INIT，

该宏定义展开如下： 

#define APP_UART_FIFO_INIT(P_COMM_PARAMS, RX_BUF_SIZE, TX_BUF_SIZE, 

EVT_HANDLER, IRQ_PRIO, ERR_CODE)                              \ 

do                                                                  \ 

{                                                                   \ 

    app_uart_buffers_t buffers;                                \ 

    static uint8_t     rx_buf[RX_BUF_SIZE];                  \ 

    static uint8_t     tx_buf[TX_BUF_SIZE];                  \ 

                                                                    \ 

    buffers.rx_buf      = rx_buf;                              \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32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buffers.rx_buf_size = sizeof (rx_buf);                  \ 

    buffers.tx_buf      = tx_buf;                              \ 

    buffers.tx_buf_size = sizeof (tx_buf);                  \ 

ERR_CODE = app_uart_init(P_COMM_PARAMS, &buffers, EVT_HANDLER, 

IRQ_PRIO);              \ 

} while (0) 

 在该宏定义中，APP_UART_FIFO_INIT封装了 app_uart_init()函数，同时它

也定义了串口接收和发送缓存，串口接收和发送缓存的大小等。 

 在该宏定义中，app_uart_buffers_t结构体变量 buffers,buffers 用来保存

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app_uart_buffers_t 结构体声明如下: 

/**@brief UART buffer for transmitting/receiving data.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 rx_buf;      /**< Pointer to the RX buffer. */ 

    uint32_t  rx_buf_size; /**< Size of the RX buffer. */ 

    uint8_t * tx_buf;      /**< Pointer to the TX buffer. */ 

    uint32_t  tx_buf_size; /**< Size of the TX buffer. */ 

} app_uart_buffers_t; 

 APP_UART_FIFO_INIT 宏是一个带参数的宏，共有 5个输入参数和 1个输出参

数，应用程序调用宏时需要相应的输入参数，同时，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输出参数

获取宏执行的结果，即错误码。 

 第 1 个输入参数，P_COMM_PARAS：指向串口的通讯参数配置结构体，

app_uart_comm_params_t 结构体的声明如下: 

/**@brief UART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holding configuration settings 

for the peripheral.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rx_pin_no;    /**< RX pin number. */ 

    uint32_t                tx_pin_no;    /**< TX pin number. */ 

    uint32_t                rts_pin_no;   /**< RTS pin number, only used 

if flow control is enabled. */ 

    uint32_t                cts_pin_no;   /**< CTS pin number, only used 

if flow control is enabled. */ 

    app_uart_flow_control_t flow_control; /**< Flow control setting, 

if flow control is used, the system will use low power UAR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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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CTS signal. */ 

    bool                    use_parity;   /**< Even parity if TRUE, no 

parity if FALSE. */ 

    uint32_t                baud_rate;    /**< Baud rate configuration. 

*/ 

} app_uart_comm_params_t; 

 第 2 个输入参数:RX_BUF_SIZE：接收缓存大小。 

 第 3 个输入参数:TX_BUF_SIZE：发送缓存大小。 

 第 4 个输入参数:EVT_HANDLE：串口时间句柄。 

 第 5 个输入参数:IRQ_PRIO：中断优先级。 

 输出参数 ERR_CODE：错误代码，用于向应用程序反馈串口初始化的结果。 

 以上便是串口初始化宏 APP_UART_FIFO_INIT 的介绍，当串口初始化完成之

后，介绍串口中断处理函数，串口中断的类型有以下几种，如下所示: 

 typedef enum 

{ 

    APP_UART_DATA_READY, 

    APP_UART_FIFO_ERROR, 

    APP_UART_COMMUNICATION_ERROR, 

    APP_UART_TX_EMPTY, 

    APP_UART_DATA, 

} app_uart_evt_type_t;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的编写要遵循相应的格式，本次串口中断处理函数的格式

如下: 

void uart_error_handle(app_uart_evt_t * p_event) 

{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COMMUNICATION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mmunication); 

    } 

    else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FIFO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de); 

    } 

} 

 以上便是串口初始化以及串口中断函数的主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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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串口点灯、回显 

main.c，uart.c，uart.h 等相应的文件中的串口的定义，实现，调用等。 

uart.h: 

#ifndef _UART_H_ 

#define _UART_H_ 

 

#include "nrf.h" 

#include "nrf_gpio.h" 

#include "app_uart.h" 

#include "nrf_uart.h" 

 

#define RX_PIN_NUMBER  NRF_GPIO_PIN_MAP(0,8) 

#define TX_PIN_NUMBER  NRF_GPIO_PIN_MAP(0,6) 

#define CTS_PIN_NUMBER  NRF_GPIO_PIN_MAP(0,7) 

#define RTS_PIN_NUMBER  NRF_GPIO_PIN_MAP(0,5) 

 

#define UART_HWFC APP_UART_FLOW_CONTROL_DISABLED 

 

#define MAX_TEST_DATA_BYTES     (15U) 

#define UART_TX_BUF_SIZE 256 

#define UART_RX_BUF_SIZE 256 

 

extern app_uart_comm_params_t comm_params; 

 

void uart_error_handle(app_uart_evt_t * p_event); 

 

#endif 

uart.c: 

#include "uart.h" 

 

app_uart_comm_params_t comm_params = 

{ 

    RX_PIN_NUMBER, 

    TX_PIN_NUMBER, 

    RTS_PIN_NUMBER, 

    CTS_PIN_NUMBER, 

    UART_HWFC, 

    false, 

    NRF_UART_BAUDRATE_115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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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uart_error_handle(app_uart_evt_t * p_event) 

{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COMMUNICATION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mmunication); 

    } 

    else if (p_event->evt_type == APP_UART_FIFO_ERROR) 

    { 

        APP_ERROR_HANDLER(p_event->data.error_code); 

    } 

} 

main.c: 

#include "nr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app_uart.h" 

#include "app_error.h" 

#include "nrf_delay.h" 

 

#include "nrf_uart.h" 

#include "nrf_uarte.h" 

 

#include "led.h" 

#include "uart.h" 

 

/** 

 * @brief Function for main application entry.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err_code; 

 

    

APP_UART_FIFO_INIT(&comm_params,UART_RX_BUF_SIZE,UART_TX_BUF_SIZE

,uart_error_handle,APP_IRQ_PRIORITY_LOWEST,err_cod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printf("\r\nUART example started.\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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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true) 

    {         

        uint8_t cr; 

        //Get Data from the port! 

        while (app_uart_get(&cr) != NRF_SUCCESS); 

        //Then put data to the port 

        while (app_uart_put(cr) != NRF_SUCCESS); 

        switch (cr) 

        { 

            case '1': 

            { 

                printf("\r\n LED0 ON \r\n"); 

                LED_On(LED0); 

                break; 

            } 

            case '2': 

            { 

                printf("\r\n LED0 OFF \r\n"); 

                LED_Off(LED0); 

                break; 

            } 

            case '3': 

            { 

                printf("\r\n LED1 ON \r\n"); 

                LED_On(LED1); 

                break;                 

            } 

            case '4': 

            { 

                printf("\r\n LED1 OFF \r\n"); 

                LED_Off(LED1); 

                break; 

            } 

            case '5': 

            { 

                printf("\r\n LED2 ON \r\n"); 

                LED_On(LED2); 

                break;                 

            } 

            case '6': 

            { 

                printf("\r\n LED2 OFF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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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_Off(LED2); 

                break; 

            } 

            case '7': 

            { 

                printf("\r\n LED3 ON \r\n"); 

                LED_On(LED3); 

                break;                 

            } 

            case '8': 

            { 

                printf("\r\n LED3 OFF \r\n"); 

                LED_Off(LED3); 

                break; 

            } 

            case 'q': 

            { 

                printf("\r\n Exit! \r\n"); 

                while (true); 

            } 

            case 'Q': 

            { 

                printf("\r\n Exit! \r\n"); 

                while (true);                 

            } 

            default: 

            { 

                printf("\r\nPlease input correct command\r\n"); 

                break; 

            } 

        } 

    } 

} 

 其中，在主函数中，采用到了串口的重定向，通过 printf函数即可向串口发

送数据。当程序开始时，将发送” \r\nUART example started.\r\n”；在主循

环中，当串口接收到相应的数据后，将发送相应的 LED灯亮与灭的提示，并改变

相应的 LED灯的状态。 

 具体操作为:当接收到 1时，点亮 LED1，当接收到 2时，熄灭 LED1；当接收

到 3时，点亮 LED2，当收到 4时，熄灭 LED2，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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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硬件设计 

 在串口引脚连接上,NRF52840 Eval Kit 的硬件原理图中，串口部分的设计如

下所示: 

 

 其中，H1，H2为串口的跳线帽接口，只有当 H1，H2连接上跳线帽(即连接上

跳线帽 TX和 RX,若还需进行硬件流控制，则还需要连接跳线帽 CTS和 RTS)之后，

USB转串口的接口才与 NRF52840芯片连接上了。 

 采用 USB转串口芯片的好处是，无需额外的 USB转串口工具，仅需要采用 USB

线连接到电脑与 USB 即可即可，如果按照了步骤 2.2进行了驱动的安装，打开设

备管理器即可查看相应的串口号。 

 在本次设计中，相关引脚定义如下: 

UART GPIO 

CPTX P0.06 

CPRX P0.08 

CPRTS P0.25 

CPCTS P0.07 

 其中，官方 SDK 中 CPRTS 定义的引脚为 P0.05,但在 NRF52840 Eval Kit 中，

CPRTS 定义的引脚为 P0.25，若要使用 NRF52840 Eval Kit的 SDK且需用到串口

的硬件控制流，则需要更改 CPRTS引脚定义为 P0.25。 

 编译，并下载程序，下载完成后，将 USB 线连接 NRF52840 Eval Kit 的 USB 

TO UART 口与 PC 机 USB 口，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相应的 com 口，可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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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F52840 通过串口发过来的数据，此时通过串口分别发送 1 与 2 至 NRF52840，

则 LED1 相应地点亮，熄灭，如下图所示： 

 

第六章 SPI 

 本章将介绍 NRF52840的 SPI接口的应用，首先将介绍 SPI的一个测试实例，

即把 SPI 的接口的 MISO与 MOSI连接在一起，进行回环测试，接着，将 NRF52840

驱动一块 0.96inch 的 OLED，并说明其中的注意事项。 

 本章要使用的例程为: 004_SPI(Example)，005_SPI(OLED) 

6.1 软件设计 

6.1.1 SPI 介绍 

NRF52840 的 SPI 接口对应的引脚可自由分配，SPI 主控制器提供简单的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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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包括用于发送数据的 TXD寄存器和用于接收数据的 RXD寄存器。 

NRF52840 的 SPI 的主机结构示意图如下所示： 

 

其中，RXD-1和 TXD+1分别说明了 TXD和 RXD的双缓冲版本。 

 对于 SPI 通信而言，数据是有传输时序的，即时钟相位(CPHA)与时钟极性

(CPOL)的组合： 

 CPHA 的高低决定串行同步时钟是在第一个时钟跳变沿还是在第二个时钟跳

变沿数据被采集，当 CPHA=0时，在第一个跳变沿进行数据采集。 

 CPOL 的高低决定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电平，CPOL=0，为低电平，CPOL=1，

为高电平。 

SPI 的 4中工作模式对应如下图所示: 

 

在 NRF52840 中，默认采用 SPI_MOD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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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库函数介绍 

 介绍 SPI通信中常用到的几个库函数： 

●首先是库函数：nrf_drv_spi_init() 
ret_code_t nrf_drv_spi_init(nrf_drv_spi_t const * const p_instance, 

                            nrf_drv_spi_config_t const * p_config, 

                            nrf_drv_spi_evt_handler_t    handler, 

                            void *                       p_context); 

 在该库函数中，有几个参数,分别是: 
*//@param[in] p_instance Pointer to the driver instance structure. 

该参数用来确定使用的是哪个 SPI，NRF52840 可分配 4个 SPI供外设使用。 
//@param[in] p_config   Pointer to the structure with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该参数是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传入初始化的参数。 
*//@param     handler    Event handler provided by the user. If NULL, 

transfers 

该参数是中断回调函数，当发送完成，或者接收完成，将进入到该函数中，若在

初始化的时候将该函数参数设置为 NULL，则不会进入到中断回调函数当中。 

*//@param      p_context Context passed to event handler. 

该函数为传递到中断回调函数的参数。 
NRF_SUCCESS                 //初始化成功 

NRF_ERROR_INVALID_STATE   //已经初始化过 

NRF_ERROR_BUSY              //可能存在 SPI类实例化了相同的 ID 

以上参数为该函数可能返回的结果。 

 ●接着是库函数: nrf_drv_spi_transfer() 

__STATIC_INLINE 

ret_code_t nrf_drv_spi_transfer(nrf_drv_spi_t const * const 

p_instance, 

                                uint8_t const * p_tx_buffer, 

                                uint8_t         tx_buffer_length, 

                                uint8_t       * p_rx_buffer, 

                                uint8_t         rx_buffer_length); 

 在该库函数中，有几个参数，分别是: 
*//@param[in] p_instance  Pointer to the driver instance structure. 

该参数是 SPI类的实例化对象。 

*//@param[in] p_tx_buffer Pointer to the transmit buffer. Can be NULL 

//if there is nothing to send. 

该参数是 SPI的发送缓存区 

*//@param     tx_buffer_length Length of the transmit buffer. 

该参数是SPI发送缓存区的长度 

*//@param[in] p_rx_buffer  Pointer to the receive buffer. Can be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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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re is nothing to receive. 

该参数是SPI接收缓存区 

*//@param     rx_buffer_length Length of the receive buffer. 

该参数是 SPI接收缓存区的长度。 

 该库函数应用于启动发送与接收 SPI数据时使用。 

 下面，将通过两个 SPI应用的例程来体会 NRF52840的 SPI接口的使用: 

在两个例程中，spi.h文件与 spi.c文件均相同，如下所示: 

spi.h: 
#ifndef _SPI_H_ 

#define _SPI_H_ 

 

#include "nrf.h" 

#include "nrf_gpio.h" 

#include "nrf_drv_spi.h" 

#include "nrf_log.h" 

 

#define SPI_INSTANCE  0 

#define TEST_STRING "Nordic" 

#define CS_PIN     NRF_GPIO_PIN_MAP(1,12) 

#define MOSI_PIN   NRF_GPIO_PIN_MAP(1,13) 

#define MISO_PIN   NRF_GPIO_PIN_MAP(1,14) 

#define SCK_PIN    NRF_GPIO_PIN_MAP(1,15) 

extern nrf_drv_spi_t spi; 

extern volatile bool spi_xfer_done; 

extern uint8_t m_tx_buf[]; 

extern uint8_t m_rx_buf[sizeof(TEST_STRING) + 1]; 

extern uint8_t m_length; 

void spi_event_handler(nrf_drv_spi_evt_t const * p_event, 

                       void *                    p_context); 

void spi_write(const void * data, size_t size); 

 

#endif 

spi.c: 
#include "spi.h" 

#include "ssd1306.h" 

 

nrf_drv_spi_t spi = NRF_DRV_SPI_INSTANCE(SPI_INSTANCE); 

volatile bool spi_xfer_done; 

 

uint8_t       m_tx_buf[] = TEST_STRING; 

uint8_t       m_rx_buf[sizeof(TEST_STRING) + 1];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43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uint8_t m_length = sizeof(m_tx_buf); 

 

/** 

 * @brief SPI user event handler. 

 * @param event 

 */ 

void spi_event_handler(nrf_drv_spi_evt_t const * p_event, 

                       void *                    p_context) 

{ 

    spi_xfer_done = true; 

    NRF_LOG_INFO("Transfer completed."); 

    if (m_rx_buf[0] != 0) 

    { 

        NRF_LOG_INFO(" Received:"); 

        NRF_LOG_HEXDUMP_INFO(m_rx_buf, strlen((const char 

*)m_rx_buf)); 

    } 

} 

 

void spi_write(const void * data, size_t size) 

{ 

    APP_ERROR_CHECK(nrf_drv_spi_transfer(&spi, data, size, NULL, 0)); 

} 

6.1.3 SPI 回环测试 

在 SPI回环例程中，main.c中的内容为： 
#include "nrf_drv_spi.h" 

#include "nrf_gpio.h" 

#include "app_util_platform.h" 

#include "nrf_delay.h" 

#include "app_error.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rf_log.h" 

#include "nrf_log_ctrl.h" 

#include "nrf_log_default_backends.h" 

#include "spi.h" 

int main(void) 

{ 

    APP_ERROR_CHECK(NRF_LOG_INIT(NULL)); 

    NRF_LOG_DEFAULT_BACKENDS_INIT(); 

    nrf_drv_spi_config_t spi_config = NRF_DRV_SPI_DEFAULT_CONFIG; 

    spi_config.ss_pin   = CS_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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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_config.miso_pin = MISO_PIN; 

    spi_config.mosi_pin = MOSI_PIN; 

    spi_config.sck_pin  = SCK_PIN; 

    /* 

    Doesn't print what to send or what received in SPI 

    */ 

    //APP_ERROR_CHECK(nrf_drv_spi_init(&spi, &spi_config, NULL, 

NULL));  

     

    /* 

    Print what to send or what received in SPI 

    */ 

    APP_ERROR_CHECK(nrf_drv_spi_init(&spi, &spi_config, 

spi_event_handler, NULL)); 

 

    NRF_LOG_INFO("SPI example started."); 

    NRF_LOG_FLUSH(); 

    while (1) 

    { 

        memset(m_rx_buf, 0, m_length); 

        spi_xfer_done = false; 

        APP_ERROR_CHECK(nrf_drv_spi_transfer(&spi, m_tx_buf, m_length, 

m_rx_buf, m_length)); 

        while (!spi_xfer_done) 

        { 

            __WFE(); 

        } 

        NRF_LOG_FLUSH(); 

        nrf_delay_ms(500); 

    } 

} 

6.1.4 SPI 驱动 OLED 

在 SPI驱动 OLED例程中，主要讲解 SPI驱动 OLED的注意事项，并讲解其底层驱

动的实现。 

 注意事项: 

1.NRF52840采用 SPI驱动 OLED的过程中，当初始化 SPI的时候，尽量不要带有

中断回调函数，如下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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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n't print what to send or what received in SPI 

*/ 

//APP_ERROR_CHECK(nrf_drv_spi_init(&spi, &spi_config, NULL, NULL));  

 

/* 

Print what to send or what received in SPI 

*/ 

APP_ERROR_CHECK(nrf_drv_spi_init(&spi, &spi_config, spi_event_handler, 

NULL)); 

2.若带有中断回调函数，则必须在 SPI读写中加入适量的延时，如下所示： 
void Singl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nrf_gpio_pin_clear(DC); 

    //if SPI is busy Frequently,delay here 

    nrf_delay_us(30); 

    spi_write(&cmd, sizeof(cmd)); 

} 

 在OLED底层驱动函数中，最主要的就是写命令，写数据函数，如下所示: 

写命令函数： 
void Single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nrf_gpio_pin_clear(DC); 

    //if SPI is busy Frequently,delay here 

    //nrf_delay_us(30); 

    spi_write(&cmd, sizeof(cmd)); 

} 

 

写数据函数： 
void Single_Data(unsigned char dt) 

{ 

    nrf_gpio_pin_set(DC); 

    //if SPI is busy Frequently,delay here 

    //nrf_delay_us(30); 

    spi_write(&dt, sizeof(dt)); 

} 

在写命令和写数据函数中，spi_write()函数定义在spi.c中。 

以上便是NRF52840采用SPI进行回环测试以及点亮OLED的程序设计的关键点。 

6.2 硬件设计 

 在 SPI 硬件设计中，主要通过 Arduino 接口将 SPI接口引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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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在本次设计中，引脚定义与官方 SDK中的定义有差异，主要体现在本

例程定义的 SPI 引脚与官方 SDK 不一致，若需要使用官方 SDK 应用到 NRF52840 

Eval Kit，则需要修改相应的引脚定义。 

 在本次设计中，相关引脚定义如下： 

SPI GPIO 

SPI_CS P1.12 

SPI_MOSI P1.13 

SPI_MISO P1.14 

SPI_SCK P1.15 

编译，并下载程序，下载成功后： 

在 SPI 回环测试例程中:SPI 的 MISO 端口将接收到 MOSI 端口发送过来的数

据。如下图所示,此时发送端发送的是 Nordic，同时接收端也接收到 Nor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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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LED 测试例程中，OLED将显示如下图像: 

 

第七章 I2C 

本章将介绍 NRF52840 的 I2C 接口的应用，首先将介绍 I2C 检测从机地址的

应用，即当有器件接入到 I2C总线上时，主机将能扫描到该从机地址，以确保 I2C

通信正常；接着介绍 NRF52840通过 I2C接口驱动 BME280检测温度，湿度，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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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强等数据，并打印到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观察。 

本章要使用的例程为 : 006_I2C(Scan Device)， 007_I2C(BME280)，

008_I2C(MPU6050 3D COUBE) 

7.1 软件设计 

7.1.1 TWI 介绍 

在 NRF52840 中，带有 TWI接口(two wire interface),该接口可与 I2C设备

进行通信。 

NRF52840 的 TWI 接口对应的引脚可自由分配，TWI 主设备与 I2C 接口兼容

(当传输速率在 100kHz 和 400kHz 范围之间)，NRF52840 的 TWI 内部结构设计如

下图所示: 

 

TWI 主机设备通过触发 STARTTX 任务和 STARTRX 任务开启通信传输，通过触

发 STOP 任务停止通信传输，如果从机设备触发了 NACK信号，则 TWI 主机设备会

发生 ERROR event。 

注意，如果有其它设备和 TWI有相同的 ID，并且要使用 TWI，则需先禁用其

它设备，禁用具有相同 ID的设备并不会重置其寄存器，因此，为确保操作正确，

需先禁用与 TWI具有相同 ID的设备。 

7.1.2 库函数介绍 

 介绍 I2C通信中常用到的几个库函数： 

●库函数：nrf_drv_twi_init(); 

ret_code_t nrf_drv_twi_init(nrf_drv_twi_t const *        p_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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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f_drv_twi_config_t const * p_config, 

                            nrf_drv_twi_evt_handler_t    event_handler, 

                            void *                       p_context); 

在该库函数中，有 4个参数，分别是: 
//@param[in] p_instance     Pointer to the driver instance structure. 

该参数表示I2C类实例化的对象，因为NRF52840可分配2个I2C接口 

//@param[in] p_config       Initial configuration. 

该参数是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传入初始化的参数。 
//@param[in] event_handler  Event handler provided by the user. If 

//NULL, blocking mode is enabled. 

该参数是中断回调函数，当发送完成，或者接收完成，将进入到该函数中，若在

初始化的时候将该函数参数设置为 NULL，则不会进入到中断回调函数当中。 

//@param[in] p_context      Context passed to event handler. 

该函数为传递到中断回调函数的参数。 
NRF_SUCCESS                 //初始化成功 

NRF_ERROR_INVALID_STATE   //已经初始化过 

NRF_ERROR_BUSY              //可能存在 SPI类实例化了相同的 ID 

以上参数为该函数可能返回的结果。 

●库函数：nrf_drv_twi_rx(); 
__STATIC_INLINE 

ret_code_t nrf_drv_twi_rx(nrf_drv_twi_t const * p_instance,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             p_data, 

                          uint8_t               length) 

该库函数的作用是接收从机的数据，并保存到缓存中。 

在该库函数中，有以下参数： 

//@param[in] p_instance Pointer to the driver instance structure. 

该参数为I2C类实例化的对象，因为NRF52840可分配两个I2C接口，通过实例化

的对象确定是哪一个接口。 

//@param[in] address    Address of a specific slave device (only 7 

//LSB). 

该参数为7位从机器件地址。 

//@param[in] p_data     Pointer to a transmit buffer. 

该参数为将要发送的数据的缓存的指针。 

//@param[in] length     Number of bytes to send. 

该参数为将要发送的数据的长度(字节) 
//@param[in] no_stop    If set, the stop condition is not generated 

//on the bus after the transfer h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llowing 

//for a repeated start in the nex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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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为是否产生停止位，如果设为 1，则不产生停止位，允许下次重新开始传

输；如果设为 0，则产生停止位。 

●库函数：nrf_drv_twi_tx(); 
__STATIC_INLINE 

ret_code_t nrf_drv_twi_rx(nrf_drv_twi_t const * p_instance, 

                          uint8_t               address, 

                          uint8_t *             p_data, 

                          uint8_t               length); 

该库函数的作用是将缓存中的数据发送到从机当中。 

该库函数的参数与库函数 nrf_drv_twi_rx()参数意义相同。 

 ●库函数: nrf_drv_twi_init(); 
ret_code_t nrf_drv_twi_init(nrf_drv_twi_t const *        p_instance, 

                            nrf_drv_twi_config_t const * p_config, 

                            nrf_drv_twi_evt_handler_t    event_handler, 

                            void *                       p_context); 

该库函数的作用是初始化 I2C,在使用 I2C设备之前，要先初始化 I2C 设备。 

在该库函数中，有以下参数： 

//@param[in] p_instance      Pointer to the driver instance structure. 

该参数为I2C类实例化的对象，因为NRF52840可分配两个I2C接口，通过实例化

的对象确定是哪一个接口。 

//@param[in] p_config        Initial configuration. 

该参数定义了I2C初始化的参数，比如SCL，SDA引脚，I2C速率，I2C中断优先级

等。 
//@param[in] event_handler   Event handler provided by the user. If 

//NULL, blocking mode is enabled. 

该参数定义了中断处理函数，比如数据发送完成中断，接收到数据后的中断

等。 

//@param[in] p_context       Context passed to event handler. 

该参数定义了输入到中断处理函数的参数。 

 以上便是 I2C 的常用库函数，下面，将分别介绍 I2C 扫描从机设备，驱动

BME280，驱动 MPU6050 等相关例程。 

7.1.3 I2C 扫描从机设备 

 I2C 扫描从机设备的例程：若有设备连接到 I2C 总线，则其从机地址将被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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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到，I2C 扫描从机器件地址的程序为: 

for(address=1; address<=TWI_ADDRESSES; address++) 

{ 

 err_code = nrf_drv_twi_rx(&m_twi, address, &sample_data, 

sizeof(sample_data)); 

 if (err_code == NRF_SUCCESS) 

 { 

  detected_device = true; 

   

  device_address = address; 

   

  NRF_LOG_INFO("TWI device detected at address 0x%x.", address); 

   

  NRF_LOG_FLUSH(); 

 } 

} 

 该程序主要遍历从机器件地址，若 I2C主机能够从遍历到的某个从机地址成

功收到数据时，则确定该从机地址有效，认为扫描到从机设备，将把该从机设备

地址打印出来。 

7.1.4 I2C 读取 BME280 数据 

 I2C 驱动 BME280 例程：BME280 是博世公司发布的一款集成温度、湿度、气

压，三位一体的环境传感器，本例程将采用 I2C驱动实现官方库的底层接口，读

取温度，湿度，气压等数据。 

 博世公司官方提供的 BME280在官方 GitHub 当中： 

https://github.com/BoschSensortec/BME280_driver 

根据描述可知，该传感器可通过 I2C驱动，也可通过 SPI驱动，并且，要驱动该

传感器，只需要实现相应的 I2C/SPI 读写函数即可，要实现的 I2C/读写函数如

下所示(以下部分内容来自 GitHub的 README 页面)： 

int8_t user_i2c_read(uint8_t dev_id,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reg_data, uint16_t len) 

{ 

    int8_t rslt = 0; /* Return 0 for Success, non-zero for failure */ 

    /* 

     * The parameter dev_id can be used as a variable to store the I2C 

https://github.com/BoschSensortec/BME280_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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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of the device 

     */ 

    /* 

     * Data on the bus should be like 

     * |------------+---------------------| 

     * | I2C action | Data                | 

     * |------------+---------------------| 

     * | Start      | -                   | 

     * | Write      | (reg_addr)          | 

     * | Stop       | -                   | 

     * | Start      | -                   | 

     * | Read       | (reg_data[0])       | 

     * | Read       | (....)              | 

     * | Read       | (reg_data[len - 1]) | 

     * | Stop       | -                   | 

     * |------------+---------------------| 

     */ 

    return rslt; 

} 

int8_t user_i2c_write(uint8_t dev_id, uint8_t reg_addr, uint8_t 

*reg_data, uint16_t len) 

{ 

    int8_t rslt = 0; /* Return 0 for Success, non-zero for failure */ 

    /* 

     * The parameter dev_id can be used as a variable to store the I2C 

address of the device 

     */ 

    /* 

     * Data on the bus should be like 

     * |------------+---------------------| 

     * | I2C action | Data                | 

     * |------------+---------------------| 

     * | Start      | -                   | 

     * | Write      | (reg_addr)          | 

     * | Write      | (reg_data[0])       | 

     * | Write      | (....)              | 

     * | Write      | (reg_data[len - 1]) | 

     * | Stop       | -                   | 

     * |------------+---------------------| 

     */ 

    return rs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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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NRF52840 的相关的库函数实现该 I2C 读写程序为： 

int8_t user_i2c_read(u8 dev_id, u8 reg_addr, u8 *reg_data, u16 len) 

{ 

    ret_code_t err_code = 

nrf_drv_twi_tx(&m_twi,dev_id,&reg_addr,1,fals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err_code = nrf_drv_twi_rx(&m_twi,dev_id,reg_data,len);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return err_code; 

} 

 

#define MAX_WRITE_LENGTH  200 

int8_t user_i2c_write(u8 dev_id, u8 reg_addr, u8 *reg_data, u16 len) 

{ 

    ret_code_t err_code; 

     

    uint8_t write_data[MAX_WRITE_LENGTH]; 

     

    if(len>MAX_WRITE_LENGTH-1) 

    { 

        err_code = 1; 

        return err_code; 

    } 

     

    write_data[0] = reg_addr; 

     

    memcpy(&write_data[1],reg_data,len); 

     

    err_code = nrf_drv_twi_tx(&m_twi,dev_id,write_data,len+1,fals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return err_code; 

} 

相关的实现方法如以上两个程序所示。 

 再看到 main函数中初始化 BME280的操作程序: 

struct bme280_dev 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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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8_t rslt = BME280_OK; 

 

dev.dev_id = BME280_I2C_ADDR_SEC; 

dev.intf = BME280_I2C_INTF; 

dev.read = user_i2c_read; 

dev.write = user_i2c_write; 

dev.delay_ms = user_delay_ms; 

 

//before you init bme280, you can choose to do a selftest 

rslt = bme280_crc_selftest(&dev); 

if(rslt == 0) 

{ 

 NRF_LOG_INFO("BME280 self test pass\r\n"); 

 NRF_LOG_FLUSH(); 

} 

 

rslt = bme280_init(&dev); 

if(rslt == 0) 

{ 

 NRF_LOG_INFO("Init Success\r\n"); 

 NRF_LOG_FLUSH(); 

} 

else 

{ 

 NRF_LOG_INFO("Init Fail,Please Check your address or the wire you 

connected!!!\r\n"); 

 NRF_LOG_FLUSH(); 

 while(1); 

} 

/* 

 Using normal mode to read the data 

*/ 

stream_sensor_data_normal_mode(&dev); 

在程序中，首先定义了一个 bme280_dev 结构体变量，接着，对该结构体变量

首先进行初始化赋值，将实现的函数名传递到相应的函数指针当中，接着，进入

到初始化自检函数 bme280_crc_selftest(),如果初始化自检函数通过，则

bme280 输出数据正常，继续进行下一初始化操作，当初始化操作完成后，调用

stream_sensor_data_normal_mode(&dev)函数读取 bme280 传感器寄存器数值并

进行计算，最后，在 stream_sensor_data_normal_mode()函数中不断循环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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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e280_get_sensor_data()函数和 print_sensor_data()函数不断循环获取并

打 印 bme280 传 感 器 的 数 据 。 注 意 到 该 程 序 仅 仅 需 要 重 写

user_i2c_read(),user_i2c_write(),user_delay_ms()函数即可获取并打印数

据。 

7.1.5 I2C 读取 MPU6050 数据 

在 I2C读取 MPU605数据例程当中，主要讲解 MPU6050底层驱动函数的实现，

I2C读写，I2C写入等函数的实现，如下所示： 

u8 IIC_Write_1Byte(u8 SlaveAddress,u8 REG_Address,u8 REG_data) 

{ 

    ret_code_t err_code = user_i2c_write(SlaveAddress, REG_Address, 

&REG_data, 1); 

     

    return err_code; 

} 

 

u8 IIC_Read_1Byte(u8 SlaveAddress,u8 REG_Address,u8 *REG_data) 

{ 

    ret_code_t err_code = user_i2c_read(SlaveAddress, REG_Address, 

REG_data, 1); 

     

    return err_code; 

} 

 

u8 IIC_Write_nByte(u8 SlaveAddress, u8 REG_Address, u8 len, u8 *buf) 

{ 

    ret_code_t err_code = user_i2c_write(SlaveAddress, REG_Address, 

buf, len); 

     

    return err_code; 

} 

 

u8 IIC_Read_nByte(u8 SlaveAddress, u8 REG_Address, u8 len, u8 *buf) 

{ 

    ret_code_t err_code = user_i2c_read(SlaveAddress, REG_Address, 

buf, len); 

     

    return err_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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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程序可知，相关函数是通过 user_i2c_read()函数与 user_i2c_write()函

数实现的，实现相关底层 I2C读写函数，上层应用便可较为方便地移植过去，提

高程序的复用率。 

7.2 硬件设计 

 下面讲解 I2C接口相关的硬件设计，在 NRF52840 Eval Kit当中，通常采用

Arduino接口的 I2C 接口连接外设，其相关原理图如下: 

 

本次设计中的 I2C 引脚分配与官方 SDK 引脚分配一致，本次 I2C 引脚分配如

下: 

I2C GPIO 

SCL_PIN P0.27 

SDA_PIN P0.26 

由于 NRF52840 的 I2C 接口可分配到任意引脚，所以，如果需要修改 I2C 的

引脚分配，直接修改即可，即:在 I2C.h中，修改如下部分: 

#define SDA_PIN    NRF_GPIO_PIN_MAP(0,26) 

#define SCL_PIN    NRF_GPIO_PIN_MAP(0,27) 

 编译，并下载，下载完成后，可观察到以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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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C扫描从机器件地址例程：接入BME280，下载006_I2C(Scan Device)程

序，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相应的串口，复位后，将显示以下数据: 

 

 在该次实验中，扫描到了BME280的器件地址，同时，将通过OLED进行显

示，如下图所示: 

 

 *I2C读取BME280数据例程：接入BME280，下载007_I2C(BME280)程序，下载完

成后，将在OLED显示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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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C读取MPU6050数据例程：接入MPU6050，下载008_I2C(MPU6050 3D COUBE)

程序，下载完成后，将在OLED显示如下数据(立方体3D显示尚不稳定): 

 

第八章 NFC 

 本章将介绍NRF52840的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的使用，主要介绍

如何通过NFC启动手机APP的实验，演示NRF的基本使用。 

本例程需要用到的应用程序：022-NFC(Launch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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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软件设计 

8.1.1 SDK 介绍 

NFC 启动手机 APP 例程示例了如何使用 NFC 天线在支持 NFC 并运行 Android

（4.0 或更高版本）或 Windows Phone（8.0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上启动应用程

序。 

当例程运行时，它会初始化 NFC标签并生成带有 AAR和 Windows LaunchApp

记录的 NDEF消息，这两个消息都是为启动 nRF Toolbox应用程序而准备的消息。 

然后，用该消息设置 NFC库函数用以感应外部 NFC。该程序处理的唯一事件是 NFC

事件。 

该例程演示了 Launch app message generation 模块的基本用法: 

NFC 启动应用程序消息包含了两条记录：Android 应用程序记录（AAR）和

Windows LaunchApp 记录。 这些记录分别在 Android设备和 Windows Phone 设

备上启动应用程序。 要在任一设备上启动应用程序，两个记录都必须包含在消

息中。 还可以生成仅包含其中一条记录的消息，该消息仅适用于 Android 或

Windows Phone。Android 应用程序记录（AAR）包含带有 Android程序包名称的

字符串。 Windows LaunchApp 记录包含带有 Windows应用程序 ID的字符串。 

该例程来源于官方 SDK，已整理至资料包中:022-NFC(Launch APP) 

8.1.2 库函数介绍 

 在 NRF52840的 NFC库中，官方只提供了 lib文件，没有提供完整的源文件，

在 SDK中，lib文件路径为:\components\nfc\t2t_lib\nfc_t2t_lib_keil.lib, 

下面，将主要介绍该 lib文件的相关使用: 

●库函数：nfc_t2t_setup(); 

ret_code_t nfc_t2t_setup(nfc_t2t_callback_t callback, void * 

p_context); 

该库函数是 NFC初始化函数。 

该库函数有 2个参数，分别是: 

//@param[in] callback     Function pointer to the call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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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是一个函数指针，指向NFC的中断回调函数，当有NRF设备靠近时，将触

发该回调函数。 

//@param[in] p_context    Pointer to a memory area used by the callback 

//for execution (optional). 

该参数为传入中断回调函数的参数。 

●库函数：nfc_launchapp_msg_encode(); 

ret_code_t nfc_launchapp_msg_encode(uint8_t const * 

p_android_package_name,uint8_t android_package_name_length, uint8_t 

const *p_win_app_id, uint8_t win_app_id_length, uint8_t *p_buf, 

uint32_t * p_len); 

该函数是编码 NFC信息的函数。 

该参数有 6个参数，分别是: 

//@param[in]  p_android_package_name,Pointer to the Android package 

name string.If NULL, the Android Application Record will be skipped. 

该参数是安卓APP的名称的字符指针 

//@param[in]  android_package_name_length,Length of the Android 

package name. 

该参数是安卓APP的名称的字符长度 

//@param[in]  p_win_app_id,Pointer to the Windows application ID 

string (GUID).If NULL, the Windows LaunchApp record will be skipped. 

该参数是Windows应用的名称的字符指针 

//@param[in]  win_app_id_length,Length of the Windows application ID. 

//@param[out] p_buf,Pointer to the buffer for the message. 

该参数是Windows应用的名称的字符长度 

//@param[in,out] p_len,Size of the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message 

as input. 

//Size of the generated message as output. 

该参数可作为输入或输出，作为输入时，表示可用缓存的长度，作为输出时，表

示编码生成的信息的长度。 

●库函数：nfc_t2t_payload_set(); 

该函数的作用是将已编码的信息写入 NFC端 

ret_code_t nfc_t2t_payload_set(const uint8_t * p_payload, size_t 

payload_length); 

该函数有两个参数，分别为: 

//@param[in] p_payload        Pointer to the memory area in RAM 

//containing the payload to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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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参数为已编码的缓存区的首地址 

//@param[in] payload_length   Size of the payload in bytes. 

该参数为已编码的缓存区的长度 

●库函数：ret_code_t nfc_t2t_emulation_start(); 

该参数的作用是启动 NFC传输，没有参数，直接调用即可。 

8.1.3 NFC 启动手机 APP 

 下面将介绍 NFC 启动手机 APP的例程： 

 首先，将 APP的名称存储到数组中: 

Andoid Phone APP 名称: 

static const uint8_t m_android_package_name[] =  

{'n', 'o', '.', 'n', 'o', 'r', 'd', 'i', 'c', 's', 

'e', 'm', 'i', '.', 'a', 'n', 'd', 'r', 'o', 'i', 

'd', '.', 'n', 'r', 'f', 't', 'o', 'o', 'l', 'b', 

'o', 'x'}; 

Windows Phone APP 名称: 

static const uint8_t m_windows_application_id[] =  

{'{', 'e', '1', '2', 'd', '2', 'd', 'a', '7', '-', 

'4', '8', '8', '5', '-', '4', '0', '0', 'f', '-', 

'b', 'c', 'd', '4', '-', '6', 'c', 'b', 'd', '5', 

'b', '8', 'c', 'f', '6', '2', 'c', '}'}; 

定义初始化回调函数，当检测到 NFC接触体时，将进入到该回调函数，并且，

靠近 NFC 接触体时，NRF52840 Eval Kit上的 LED0点亮，远离 NFC 接触体时，

NRF52840 Eval Kit 上的 LED0熄灭。 

 该回调函数如下: 

static void nfc_callback(void * p_context, nfc_t2t_event_t event, 

const uint8_t * p_data, size_t data_length) 

{ 

    (void)p_context; 

 

    switch (event) 

    { 

        case NFC_T2T_EVENT_FIELD_ON: 

            bsp_board_led_on(BSP_BOARD_LED_0);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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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NFC_T2T_EVENT_FIELD_OFF: 

            bsp_board_led_off(BSP_BOARD_LED_0); 

            break; 

        default: 

            break; 

    } 

} 

 在 main 函数中，启动 NFC的流程为: 

1.配置中断回调函数，初始化 NFC; 

2.编码 NFC信息； 

3.将 NFC 信息加载到 NFC标签端； 

4.启动 NFC； 

 程序如下所示: 

int main(void) 

{ 

    uint32_t len; 

    uint32_t err_code; 

    //Init log 

    log_init(); 

    //Init led 

    bsp_board_init(BSP_INIT_LEDS); 

    //set NFC with a callback 

    err_code = nfc_t2t_setup(nfc_callback, NULL);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provide available buffer size for encoding function 

    len = sizeof(m_ndef_msg_buf); 

    //Encode launchapp message into buffer 

    err_code = nfc_launchapp_msg_encode(m_android_package_name, 

                                        sizeof(m_android_package_name), 

                                        m_windows_application_id, 

                                        sizeof(m_windows_application_id), 

                                        m_ndef_msg_buf, 

                                        &len);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Set created message as the NFC payload 

    err_code = nfc_t2t_payload_set(m_ndef_msg_buf, len);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Start sensing NFC field 

    err_code = nfc_t2t_emulation_start();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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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1) 

    { 

        NRF_LOG_FLUSH(); 

        __WFE(); 

    } 

} 

8.2 硬件设计 

 在本次硬件设计中，NFC 接口相关引脚不可重新分配，NRC 硬件设计和官方

SDK兼容，NFC设计相关原理图如下所示： 

 

 其引脚分配为： 

 

NFC GPIO 

NFC_1_PIN P0.09 

NFC_2_PIN P0.10 

 测试例程:首先，在手机端打开 NFC(需手机支持)，并且手机需要安装 nRF 

Toolbox APP，安卓端的 APP已经保存到资料包中，苹果端需要从应用商店下载，

安装好 App后，连接上 NFC线圈，编译，下载，当下载完成后，将手机 NFC端靠

近 NFC线圈，此时手机上的应用 nRF Toolbox APP会自动启动，同时开发板上的

LED1会点亮，将手机 NFC端远离 NFC线圈，开发板上的 LED1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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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蓝牙 

本章将介绍蓝牙的使用，将分别介绍蓝牙从机，蓝牙主机，蓝牙主从一体机

的使用。相关例程请参考 Part-2-Bluetooth-Slave-Device，Part-3-Bluetooth-

Master-Device，Part-4-Bluetooth-Master&Slave-Device。 

9.1 实验准备 

 在进行实验之前，须先搭建好相关运行环境，并做好相关硬件准备。 

9.1.1 开发环境 

 至少安装以下工具： 

 *MDK5.25：注意，未激活的 MDK 对编译生成的 hex 文件大小不能超过 256k，

注意激活 MDK。 

 *Jlink驱动:Jlink 驱动除了下载，调试程序之外，还被 nRFx-Command-Line-

Toools所识别，用于擦除 Flash，在下载异常时，擦除 Flash将能起到很好的效

果。 

 *nRFx-Command-Line-Toools：该工具主要用于擦除 Flash使用，通常，当重

新下载蓝牙相关程序的时候，需要先擦除一次 Flash，先下载 SoftDevice，再下

载蓝牙程序。 

 *手机端测试软件：nRF Toolbox 

 *苹果手机(需 IPhone4S 及以上)或安卓手机(手机硬件支持 BLE，同时

Android系统为 4.3 及以上)。 

 其它相关注意事项，以及详细步骤等，请参考“第二章 开发环境搭建”。 

9.1.2 下载协议栈 

 因为 Nordic 的 nRF52840 是将蓝牙协议栈(SoftDevice)和应用程序分开的，

所以下载的时候需要分成两部分下载。 

 *擦除 Flash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65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不带蓝牙功能的程序不需要下载蓝牙协议栈(SoftDevice)，如果已经下载了

蓝牙协议栈(SoftDevice)，还需下载不带蓝牙功能的程序，则需擦除蓝牙协议栈，

否则下载会出现以下提示： 

 

 在所提供的例程中，以下分别为带蓝牙协议栈(SoftDevice)与不带蓝牙协议

栈(SoftDevice)的例程： 

 

 *下载蓝牙协议栈 

 首先擦除 Flash，可通过 nRFx-Command-Line-Tools 擦除 Flash，按照第二

章的步骤安装好后，打开 CMD控制台，输入以下命令即可擦除 Flash： 

 

如果擦除 Flash失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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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尝试采用 SEGGER J-Flash Lite V6.34g 进行擦除，如果安装了 Jlink，则

该工具可在开始菜单中找到： 

 

需先采用 Jlink(ARM Debugger)连接 NRF52840 Eval Kit与 PC机，再打开该工

具后可识别设备，如下图所示： 

 

点击 OK 进入，再点击 Erase Chip即可擦除 Flash，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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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擦除 Flash 之后，需下载蓝牙协议栈，推荐采用 Keil 下载蓝牙协议栈，

下载方法如下： 

 选择带有 SoftDevice 的例程(即带蓝牙协议栈的例程)，用 Keil 打开，例如

本 次 打 开 蓝 牙 串 口 透 传 的 例 程 ， 在 Project Targets 框 中 选 择

flash_s140_nrf52_6.1.0_softdevice 

 

 选择好后，点击下载即可下载蓝牙协议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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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牙协议栈下载成功后，只要不擦除 Flash，下载一次即可，如果后续擦除

了 Flash，并且还要继续使用带蓝牙协议栈(SoftDevice)的例程，则需重新下载

协议栈。 

9.2 蓝牙从机实验 

9.2.1 蓝牙串口透传 

 下载： 

 *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串口透传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该例程位于 Part-2-

Bluetooth-Slave-Device\USER路径下。 

 *用 Keil打开 SlaveDevice-Bluetooth-To-UART(APP)例程，点击编译按钮编

译工程，观察编译输出栏，如果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为止。

编译后生成的 HEX文件位于 TEMP文件夹下。 

 *点击下载键进行下载。 

 实验演示： 

 *程序下载完成并运行后，板上指示灯 LED1 闪烁，表示正在广播。 

 *打开手机端蓝牙。 

 *打开手机上的 nRF Toolbox，并点击进入 UART，如下图： 

 *点击 Connect，将自动扫描可用蓝牙，点击 Nordic_UART进行连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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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成功后，板上指示灯 LED1 将常亮，表示已经和主机(手机)建立连接。 

 *编辑要发送的数据： 

  

 编辑完之后，点 DONE完成数据编辑。 

 *接下来便可用手机发数据给开发板了，开发板接收到数据后，将自动转发到

串口，下面依次点击 123456789，串口调试助手将收到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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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的接收窗口就可以看到手机通过蓝牙给开发板

发送的数据。 

 *此外，在 APP右上角，有 3个点，点击后，再点击 Show log,可查看到手机

通过蓝牙与开发板的通信记录： 

 

 *此时，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至手机 APP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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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便演示了 PC机串口调试助手通过蓝牙与手机 APP互相收发数据的过程。 

9.2.2 蓝牙防丢 

 下载： 

 *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串口透传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该例程位于 Part-2-

Bluetooth-Slave-Device\USER路径下。 

 *用 Keil打开 SlaveDevice-Bluetooth-Proximity(APP)例程，点击编译按钮

编译工程，观察编译输出栏，如果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为止。

编译后生成的 HEX文件位于 TEMP文件夹下。 

 *点击下载键进行下载。 

 实验演示： 

 *程序下载完成并运行后，板上指示灯 LED1 闪烁，表示正在广播。 

 *打开手机端蓝牙。 

 *打开手机上的 nRF Toolbox，并点击进入 UART，如下图： 

 *点击 Connect，将自动扫描可用蓝牙，点击 Nordic_UART进行连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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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成功后，板上指示灯 LED1常亮，表示已经和主机(手机)建立连接。 

 *连接成功后，将显示如下界面：  

 

 此时，点击 APP 上的指示灯控制按钮，可以控制开发板上 P0.15 引脚电平的

高低，观察实验现象时可将引脚 P0.15 通过杜邦线连接至 L3，可观测到指示灯

LED3的亮灭情况。点击删除按钮则可删除当前设备。 

 *此时，按下开发板上的按键 S1，手机会播放铃声；再次按下按键 S1，手机

会停止播放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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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手机远离开发板，手机检测到开发板离开手机蓝牙 BLE 信号的接收

范围时，会给出提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9.2.3 蓝牙 Beacon(支持微信摇一摇) 

 Beacon 通过使用低功耗蓝牙技术,构建成一个小型的信息基站，可以应用在

室内导航、移动支付、店内导购、人流分析、物品跟踪等所有与人在室内流动相

关的活动之中。 

 Beacon 并非蓝牙技术联盟(Bluetooth SIG)所指定的标准，常见的指定标准

为 Apple 的 iBeacon 和 Google的 Eddystone。 

 下载： 

 *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串口透传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该例程位于 Part-2-

Bluetooth-Slave-Device\USER路径下。 

 *用 Keil打开 SlaveDevice-Bluetooth-BEACON(WeChat)例程，点击编译按钮

编译工程，观察编译输出栏，如果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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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后生成的 HEX文件位于 TEMP文件夹下。 

*注意，对比官方 SDK(ble_app_beacon),该例程在官方基础上经过修改，主

要为(74-77行): 

APP_COMPANY_IDENTIFER 修改为:0X004c 

APP_MAJOR_VALUE 修改为:0x00,0x0A 

APP_MINOR_VALUE 修改为:0x00,0x07 

APP_BEACON_UUID 修改为:0xFD,0xA5,0x06,0x93,\ 

0xA4,0xE2,0x4F,0xB1,\ 

0xAF,0xCF,0xC6,0xEB,\ 

 *点击下载键进行下载。 

 

 实验演示： 

*首先打开手机微信，进入微信摇一摇，由于没有检测到周围有 iBeacon 设

备，所以不会显示周边选项，如下左图所示。 

 *程序下载完成并运行后，板上指示灯 LED1 闪烁，表示正在广播。 

 *此时再次打开手机微信，进入微信摇一摇，将检测到 iBeacon设备，显示出

周边选项，如下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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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摇一摇微信，将获取周边信息，点击可进入，进入后的页面如右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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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摇出的网页需要用户自定义，相关操作请查看微信官方链接： 

https://zb.weixin.qq.com/intro.xhtml 

*以上便是微信摇一摇的示例，此外本实验使用的是微信开放的测试 ID，如

下： 

Attributes Value 

UUID FDA50693-A4E2-4FB1-AFCF-C6EB07647825 

Major 10 

Minor 7 

 

https://zb.weixin.qq.com/intro.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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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蓝牙鼠标 

本次实验使用了 HOGP profile(HID over GATT Profile)实现鼠标，HOGP 是

利用 BLE 的基本协议 GATT来实现 HID host 与 Device的交互。 

下载： 

 *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下，该例程位于 Part-2-

Bluetooth-Slave-Device\USER路径下。 

 *用 Keil 打开 SlaveDevice-Bluetooth-HIDS-MOUSE(APP)例程，点击编译按

钮编译工程，观察编译输出栏，如果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为

止。编译后生成的 HEX文件位于 TEMP文件夹下。 

 *点击下载键进行下载。 

 实验演示： 

 *程序下载完成并运行后，板上指示灯 LED1 闪烁，表示正在广播。 

 *此时开启手机端蓝牙，搜索到 Nordic_Mouse 设备后进行连接，手机和

NRF52840 Eval Kit 建立连接后，LED1将常亮。 

*此时，将 P0.11，P0.12，P0.24，P0.25 分别连接按键(按下接地)，如下图

所示： 

 

按下按键后，在手机屏幕上将显示鼠标的移动，相关引脚及其功能如下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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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Pin KEY 功能 

P0.11 KEY1(左) 鼠标左移 5个像素 

P0.12 KEY2(上) 鼠标上移 5个像素 

P0.24 KEY3(右) 鼠标右移 5个像素 

P0.25 KEY4(下) 鼠标下移 5个像素 

对应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如果 PC 机具有蓝牙功能，并且其蓝牙支持 BLE，则可实现相同功能，其操

作同手机端。 

*如果需要使用 Arduino扩展板(Accessory Shield)上面的 Joystick 作为鼠

标控制键，则需要做以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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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pca10056.h 中的按键映射修改为: 

 

9.2.5 蓝牙键盘 

本次实验使用了 HOGP profile(HID over GATT Profile)实现键盘，HOGP 是

利用 BLE 的基本协议 GATT来实现 HID host 与 Device的交互。 

在本次实验中，开发板与主机(手机或电脑)连接后，按下开发板上的 KEY1键

模拟键盘输入，在手机或计算机上打开一个记事本或其它的输入窗口并让其处于

输入状态，按下 KEY1 按键后，会逐个输入”hello”字母。如果蓝牙连接到 PC

机中，此时按下计算机键盘上的“CapsLock”键(大小写切换键)，开启大写，开

发板上的 P0.15对应的引脚会输出低电平。关闭大写，开发板上的 P0.15 对应的

引脚会输出高电平(可将引脚 P0.15通过杜邦线连接至 L3观察实验现象)。 

下载： 

 *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下，该例程位于 Part-2-

Bluetooth-Slave-Device\USER路径下。 

 *用 Keil打开 SlaveDevice-Bluetooth-HIDS-KEYBOARD(APP)例程，点击编译

按钮编译工程，观察编译输出栏，如果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

为止。编译后生成的 HEX文件位于 TEMP文件夹下。 

 *点击下载键进行下载。 

 实验演示： 

 *程序下载完成并运行后，板上指示灯 LED1 闪烁，表示正在广播。 

 *此时开启手机端蓝牙，搜索到 Nordic_Keyboard 设备后进行连接，手机和

NRF52840 Eval Kit 建立连接后，LED1将常亮。 

*此时，打开任一文本输入框，本次实验打开的是微信文本输入框。 

*在手机打开文本输入框后，多次按下 KEY1(P0.13)，将依次输入 

“h”,“e”，“l”，“l”，“o”，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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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CSCS 自行车速度及节奏(模拟数据) 

 CSCS 自行车速度及步调(模拟数据)实验演示了开发板通过 BLE发送速度、踏

频、骑行距离、累积骑行距离、齿轮比等数据给手机。 

 其中，发送的数据是软件模拟的数据，基于 Cycling Speed and Cadence 

profile，每秒发送一次，当开发板和手机连接后，手机上的 APP(nRF 

Toolbox)将显示数据的变化。 

下载： 

 *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下，该例程位于 Part-2-

Bluetooth-Slave-Device\USER路径下。 

 *用 Keil 打开 BlueTooth-CSCS(APP)例程，点击编译按钮编译工程，观察编

译输出栏，如果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为止。编译后生成的 HEX

文件位于 TEMP文件夹下。 

 *点击下载键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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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演示： 

 *程序下载完成并运行后，板上指示灯 LED1 闪烁，表示正在广播。 

 *打开 nRF Toolbox，并点击进入 CSC(Cycling Speed and Cadence)，如下

左图所示： 

 *点击 Connect，将自动扫描可用蓝牙，点击 Nordic_CSC 进行连接，如下右

图所示： 

 

 *连接成功后，此时手机 APP上将会显示自行车车速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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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蓝牙主机实验 

9.3.1 主从心率计(模拟数据） 

 在本次主从心率计实验中，使用到了 2 块开发板，其中 1 块作为主机使用，

另一块作为从机使用。 

下载： 

本次实验下载分为主机下载和从机下载。 

 *主机与从机开发板均需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下，该例程位于 Part-3-

Bluetooth-Master-Device\USER路径下，其中，主机的例程为 Master-Link-To-

Slave-By-HRS(Master)，从机例程为 Master-Link-To-Slave-By-HRS(Slaver) 

 *分别打开主机与从机例程，点击编译按钮编译工程，观察编译输出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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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为止。编译后生成的 HEX文件位于 TEMP

文件夹下。 

 *分别下载主机程序与从机程序到相应的开发板。 

实验演示： 

*首先，主机与从机通信示意图如下： 

 

 *程序下载后，分别将主机与从机上电，当主机与从机程序在运行时，主机将

主动连接从机，主机连接从机成功后，可观察到主机和从机的 LED1 将点亮，表

示成功建立了连接。 

*此后，从机将发送数据给主机，主机收到数据后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至 PC

机，数据如下图所示，为从机发送给主机的血糖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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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蓝牙主从一体实验 

9.4.1 BLE 中继实验 

在本次实验中，将演示开发板工作于主从一体模式： 

*开发板作为主机时，将主动连接一个下载了 RSCS跑步速度及步调程序的开

发板。 

*开发板作为从机时，将和手机相连。 

*在主从一体中，蓝牙中继，既作为主机连接从机，接收从机发送过来的数据；

同时，又作为从机，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至手机端，如下图所示： 

 

 在本次实验中，至少需要两块开发板，其中一块作为 RSC从机，其中一块作

为 Relay。 

 此外，为了描述方面，定义了 Realy与 Device两种设备： 

 Realy：同时作为主机与从机，作为主机时可以连接从机设备，接收从机设备

发送过来的数据，作为从机可以和手机相连，并将数据发送给手机。 

 Seneor：仅作为从机，在本次实验中，可以是 RSC(跑步速度与步调)或 HRM(心

率计)实验程序。 

下载： 

本次实验下载分为主机下载和从机下载。 

 *主机与从机开发板均需做好 9.1中相应的实验准备。 

 *进入到蓝牙主机应用程序 Keil 工程文件夹下，其中，主机的例程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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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Master&Slave-Device\USER 路径下，该例程为 Master&Slaver-

Realy(Master)，从机例程为 Master&Slaver-Realy (Slaver) 

 *分别打开主机与从机例程，点击编译按钮编译工程，观察编译输出栏，如果

有错误或警告，修改程序，直到编译成功为止。编译后生成的 HEX文件位于 TEMP

文件夹下。 

 *分别下载主机程序与从机程序到相应的开发板。 

 *注:在本机实验中，从机程序为 RSC(跑步速度与步调)，除此之外，从机程

序还可以是 HRM(心率计)，如下图所示： 

 

实验演示： 

*首先给 Relay 上电，当程序运行后指示灯 LED1 和 LED3 常亮，表示主机正

在进行扫描，从机正在进行广播。 

 *接着给 Device 上电，运行后 LED1开始闪烁，表示正在进行广播，接着 LED1

常亮，表示 Device 已经和主机建立连接。 

Relay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说明 

LED1 常亮表示主机部分正在进行扫描(即使连接上从机依然会继续扫描) 

LED2 常亮表示主机已经和从机(本实验从机指 RSC，HRM设备)建立连接 

LED3 常亮表示从机部分正在进行广播 

LED4 常亮表示从机已经和主机(本次连接的主机指手机)建立连接 

 注意：此时 LED3与官方 SDK不兼容，做本实验时，需将 L3用杜邦线连接至

P1.05，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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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说明 

LED1 闪烁表示正在广播，常亮表示已经和主机(本次连接的主机指主从一

体设备)连接成功 

 *接下来采用手机连接 Relay 从机部分，手机打开 nRF Toolbox，点击 RSC， 

点击 Connect，选择 nRF Relay进行连接，连接成功后，Relay上的 LED3熄灭，

LED4点亮，此时，手机将收到 Relay从 Seneor 转发过来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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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串口调试助手将输出相关数据： 

 

 

第十章 蓝牙 MESH 

本快速入门指南使用 Nordic的 nRF5 SDK for Mesh快速演示蓝牙组网过程，

并向介绍一些基本概念。本次将采用官方 MESH SDK 中的例程 light-switch 

examples进行演示，更多详细的操作，需参考官方蓝牙 MESH SDK及其文档。 

蓝牙网格配置文件规范由 Bluetooth SIG 开发和发布。 它允许一对一，一

对多和多对多通信，它使用 BLE协议在网络上的节点之间交换消息。只要它们处

于彼此的直接无线电范围内，或者有足够的设备可用于监听和转发这些消息，那

么节点之间就可以彼此进行通信。 

最终用户应用程序（例如灯具控制）是在网格模型规范中定义的客户端-服务

端网格模型的帮助下定义的。 

开关灯示例程序(light-switch examples)演示了蓝牙组网的主要部分。 

该例程包含以下子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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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witch Server：是 1个简约的服务端，实现了 1个 Generic OnOff server 

mode模型，是用来接收状态数据并用来控制 LED1的亮灭的。 

Light Switch Client：是 1个简约的客户端，实现了 4个 Generic OnOff client 

mode 模型，当用户按下 4 个按键中的任意一个按键时，亮灭信号将被发送至设

定的目标地址。 

Mesh Provisioner：是 1个简单的配网器。该配网器连接了网络中的所有节点。 

此外，配网器还在这些节点上配置网格模型实例的绑定和发布以及订阅设置，以

使配网设备能够相互通信。 

这 3 个例程将分别作为客户端，服务端，配网器的运行程序。 

本次将采用 NRF52840 Eval Kit 的 4个按键来进行相关操作，4 个 LED灯来

反映相关的操作对应的状态。 

配网器: 

KEY1：开始进行配网 

LED1 亮：正在进行配网 

LED2 亮：进行配网设置 

客户端： 

进行配网的过程中: 

LED1-LED4：闪烁 4次表示配网已完成 

配网和配网设置均完成后: 

KEY1：发送信息到地址奇数组(address:0xc003)以打开其 LED1 

KEY2：发送信息到地址奇数组(address:0xc003)以关闭其 LED1 

KEY3：发送信息到地址偶数组(address:0xc002)以打开其 LED1 

KEY4：发送信息到地址偶数组(address:0xc002)以关闭其 LED1 

服务端： 

进行配网的过程中: 

LED1-LED4：闪烁 4次表示配网已完成 

等配网和配网设置均完成后: 

LED1：反映变量 OnOff的状态(LED 为低电平时点亮) 

LED1亮：OnOff 的数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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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1灭：OnOff 的数值为 1 

下图给出了我们将在此演示中设置的网状网络的整体视图,括号中的数字表

示配网器分配给这些节点的地址。 

 

 MESH 网络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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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要求： 

至少需要 3块 NRF52840 Eval Kit 开发板来运行本例程。 

* 1块开发板用来运行客户端的例程 

* 1块开发板用来运行配网器的例程 

* 至少 1块开发板用来运行服务端的例程 

软件要求： 

1.nRF Mesh SDK：nrf5_SDK_for_Mesh_v2.2.0_src，下载并解压该 SDK 

2.BLE SDK：nRF5_SDK_15.0.0_a53641a，下载并解压该 SDK 

3.nrfjprog，推荐用来刷写 Flash，可以使用 nRFx Command Line Tools for 

Windows下载安装。 

4.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4.10a(蓝牙 MESH的例程采该 IDE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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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解压后的文件夹需要在统一路径下，编译的时候，编译器会主动寻找

BLE SDK 下的文件，如下图所示，否则编译会报错：  

 

下载文件： 

1.将 NRF52840 Eval Kit 连接至 PC机 USB接口，注意区分服务端，客户端，配

网器。 

2.采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 4.10a 打开对应的例程， 

配网器例程位于: 

MESH\nrf5_SDK_for_Mesh_v2.2.0_src\examples\light_switch\provisioner\ 

light_switch_provisioner_nrf52840_xxAA_s140_6_0_0.emProject 

服务端例程位于: 

MESH\nrf5_SDK_for_Mesh_v2.2.0_src\examples\light_switch\proxy_server\

light_switch_proxy_server_nrf52840_xxAA_s140_6_0_0.emProject 

客户端例程位于: 

MESH\nrf5_SDK_for_Mesh_v2.2.0_src\examples\light_switch\proxy_client\

light_switch_proxy_client_nrf52840_xxAA_s140_6_0_0.emProject 

3.打开对应的例程后，编译相关例程： 

依次点击 

build->Build light_switch_provisioner_nrf52840_xxAA_s140_6.00，或者直

接按键盘上的快捷键 F7即可进行编译,如下图所示: 



NRF52840 Eval Kit 用户手册   

92 

版本：V1.0.2，日期：2019 年 01 月 29 日 

 

 

4.下载例程： 

 依次点击 

Target->Download light_switch_provisioner_nrf52840_xxAA_s140_6.0.0 即

可下载。 

 

5.此外还可以进行调试： 

 依次点击 Debug->go即可进行调试，或直接按快捷键 F5即可进行调试，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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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该例程的相关的操作： 

 配网器，客户端，服务端下载对应的例程后， 

1.将所有设备上电，按下复位按键，进行复位。 

2.配网器操作：按下配网器的 KEY1 开始进行配网，配网器首先配网和配置

客户端，并把地址 0x100 分配给客户端节点；然后连接服务端，连接到第一个服

务端则分配 0x101地址，连接到第二个服务端则分配 0x102地址，以此类推。并

且在此过程中，会记录客户端节点地址，服务端节点地址，并把服务端节点地址

分为奇数组和偶数组。 

3.等配网器上的 LED1 稳定地亮起一会后，意味着所有未配网的设备已经接

入到网络，现在可以通过客户端上的按键来改变服务端上面的 LED1 的亮灭状态

了。 

4.按下 KEY1：发送信息到地址奇数组(address:0xc003)以打开 LED1 

5.按下 KEY2：发送信息到地址奇数组(address:0xc003)以关闭 LED1 

6.按下 KEY3：发送信息到地址偶数组(address:0xc002)以打开 LED1 

7.按下 KEY4：发送信息到地址偶数组(address:0xc002)以关闭 LED1 

 8.此过程中，可以通过 J-Link RTT viewer 连接配网器和客户端来观察相关 

数据输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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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便是蓝牙 Mesh 的一个简单实例。 

 配网器除了可以是蓝牙设备之外，还可以是手机，接下来，将讲解如何采用

手机 APP 作为配网器进行配网，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下载相应的客户端和服务端程序到对应的开发板。 

 2.手机(安卓或 IOS)下载 nRF Mesh app，作为配网器。 

 3.手机作为配网器连接客户端和服务端。 

 4.在手机上设置按键控制的服务端。 

 5.按下客户端的 KEY1点亮相应的服务端的 LED1。 

 6.按下客户端的 KEY2熄灭相应的服务端的 LED1。 

下面将介绍程序执行流程： 

 配网器程序的执行流程: 

 配网器连接并配置网络节点来设置蓝牙 mesh网络，它实现了蓝牙 MESH网络

的多层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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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网器首先采用已知的 UUID 组网并配置客户端设备，然后组网并开始配置

服务端设备。 

 以下图片展示了典型的配网器配网和配置客户端服务器的过程。 

 

 客户端程序执行流程： 

 在 MESH 中，客户端在 MESH网络中起着控制作用，客户端有 4了 KEY用来控

制服务端的 LED1的亮灭，该程序实例化了 2 个通用的 OnOff client 对象，配网

器配置了该客户端与服务端进行通信。 

 服务端程序执行流程： 

 服务端例程初始化了 1个通用的 OnOff server 对象来控制 LED1 的状态。配

网器配置了服务端与客户端进行通信，并且，当服务端的 LED 状态发生变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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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送信息到客户端，服务端的的初始化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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