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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Expansion HAT 

用户手册 
 

产 品 概 述  

Serial Expansion HAT 是一款专为树莓派设计的串口扩展板，可通过 I2C 扩展两路 UART 通道和 8 个可

编程 IO。 

特点  

⚫ 基于树莓派接口设计，适用于 Raspberry Pi Zero/Zero W/Zero WH/2B/3B/3B+ 

⚫ 板载 SC16IS752，可通过 I2C 扩展两路 UART 通道和 8 个可编程 IO，不需要占用额外管脚 

⚫ 通过改变地址跳线可同时接入多达 16 个模块，相当于扩展出 32 个串口 

⚫ 板载多个指示灯，方便查看 UART 扩展接口的工作状态 

⚫ 预留 I2C 控制接口，方便接入其他主控板 

⚫ 提供完善的配套资料手册(提供 C 与 python 例程) 

产品参数 

⚫ 工作电压：3.3V 

⚫ 扩展芯片：SC16IS752 

⚫ 控制接口：I2C 

⚫ 产品尺寸：65mm × 30mm 

⚫ 过孔直径：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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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件 资 源  

SC16IS752 是双通道高性能的 UART 扩展芯片，还能额外提供 8 个可编程 IO 口，支持

SPI 和 I2C 两种接口通信，本模块默认使用 I2C 接口，并可更改 A0 与 A1 的连线方式来改

变 I2C 设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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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标识 描述 

3V3 3.3V 电源 

GND 电源地 

TXDA 通道 A 数据输出端 

RXDA 通道 A 数据输入端 

RTSA 通道 A 请求发送 

CTSA 通道 A 允许发送 

TXDB 通道 B 数据输出端 

RXDB 通道 B 数据输入端 

RTSB 通道 B 请求发送 

CTSB 通道 B 允许发送 

LED 灯 

PWR：电源指示灯 

TXDA: 通道 A 数据发送指示灯 

RXDA: 通道 A 数据接收指示灯 

TXDB: 通道 B 数据发送指示灯 

RXDB: 通道 B 数据接收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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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设备地址设置说明 

A0, A1 列为控制 I2C 硬件地址，通过焊接 0R 电阻选择地址 

它们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格： 

 

详见 datasheet:Page39 

可以看到表中的列出来的地址均为 8 位数据，在实际操作中的 I2C 地址 7 位，所以需要往最低

位移一位。 比如说第一个 A1 和 A0 接到 VDD, 表格中给出来的地址是 0x90(1001 000X), 但

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对应的设备地址应该时，100 1000， 即 0x48. 

【注意】本模块默认焊接 A0 和 A1 到 3.3V，默认 I2C 地址为：0X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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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指 南  

下载例程 

在微雪电子官网上找到对应产品，在产品资料点击下载路径，在 wiki 中下载示例程序： 

 

得到解压包，解压并将程序复制到树莓派中，运行 tree 可看到如下目录： 

   

函数库安装（树莓派需要联网） 

1. 安装 wiringPi 函数库。 

1.1 ctrl+t 打开树莓派终端，输入下面的指令获取函数库 

git clone git://git.drogon.net/wiringPi 

1.2 进入 wiringpi 目录，并安装 

cd wiringPi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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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python 函数库 

2.1 安装 python-dev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dev 

2.2 安装 RPi.GPIO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rpi.gpio 

2.3 安装 smbus 库，I2C 接口库函数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smbus 

2.4 安装 spidev 库，SPI 接口库函数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spidev 

打开 I2C 接口 

1. 执行 sudo raspi-config 

2. 在 Interfacing options 中选择 I2C，启动 I2C 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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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boot/config.txt 中加入如下： 

dtoverlay=sc16is752-i2c,int_pin=24,addr=0x48 

# addr 根据 A0A1 实际焊接方式设置，默认是 0X48 

4. 然后终端执行指令重启树莓派生效： 

sudo reboot 

5. 重启后，SC16IS752 的驱动会加载到系统内核中，此时可以运行 ls /dev 查看一下 

 将会多出如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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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程 序  

本产品提供树莓派 C 语言和 python 示例程序。 

C/GPIO/ 

模块上引出了 8 个 GPIO 口，该示例程序用于测试这 8 个 GPIO。测试的时候，可以将这 8 个

接口接入 8 个 LED 灯做测试。 

 

1. 进入程序目录： 

cd Serial_Expansion_HAT_code/c/gpio/ 

#如果没有把程序放在/home/pi 中，注意更改路径，以实际存放位置为准 

2. 编译并运行程序 

make 

sudo ./main 

3. 运行程序后，程序会依次放在 GPIO 的电平，即一次点亮、熄灭 8 个 LED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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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及文件的作用 

 

其中： 

main.c 为主函数； 

SC16IS752GPIO.c(.h):为操作 GPIO 文件 IO 

Makefile：为编译规则 

程序分析 

在 SC16IS752GPIO.c 文件中实现了如下函数： 

int GPIOExport(int Pin)，导出 GPIO 

int GPIOUnexport(int Pin)，取消导出 GPIO 

int GPIODirection(int Pin, int Dir),设置 GPIO 输出方向 

int GPIORead(int Pin)，读取 GPIO 输出值 

int GPIOWrite(int Pin, int value)，设置 GPIO 输出值 

它们均操作/sys/class/gpio 目录下的文件，从使用说明可以知道 SC16IS752 生成的 GPIO 编

码为 504，生成了 8 个 GPIO，那么编码就为 504 到 511 

 

在主函数 main.c 中： 

GPIO_Init();导出全部 8 个 GPIO； 

GPIO_Exit();取消导出全部的 G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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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ART/ 

做串口通信测试的时候，需要两个树莓派和两个 Serial Expansion HAT，一个做接收端，一个

做发送端。如果没有两个树莓派的话，可以考虑接一个串口模块，然后接到 PC 做测试。将两

个模块以 RXB->TXB, TXB->RXB 的方式连接 

 

1. 进入程序目录 

cd Serial_Expansion_HAT_code/c/uart/ 

##如果没有把程序放在/home/pi 中，注意更改路径，以实际路径为准 

2. 程序分为接收端和发送端，确定要使用的程序，进入程序目录 

cd receive/ 

或者 

cd send/ 

3. 编译和运行程序 

make 

sudo ./uart_receive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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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uart_send 

4. 运行程序之后，如果是接收端，会进入接收状态，终端打印接收到的程序。发送端会立即

发送设置好的字符串。 

目录及文件的作用 

 

示例程序分为接收和发送两个版本： 

其中： 

/receive 为接收程序： 

Makefile:  为工程的编译规则，执行 make，工程将会自动编译并生成可执行文件。 

uart_receive.c:  为接收函数 

uart_receive:  可执行文件，通过执行指令：sudo ./ uart_receive 运行程序。 

由于 wiringPi 库中有现成的串口操作函数，下面提供使用 wiringSerial 库中的函数的操作说明 

/send 为发送程序： 

 Makefile：工程编译规则，执行 make 后，工程会自动编译并生成可执行文件 

 uart_send.c：发送函数 

 uart_send: 编译之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通过执行指令：sudo ./ uart_send 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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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程序 

1. 初始化 Wiringpi 库  

if(wiringPiSetupGpio() < 0) { //use BCM2835 Pin number table 

        printf("set wiringPi lib failed !!! \r\n"); 

        return 1; 

    } else { 

        printf("set wiringPi lib success  !!! \r\n"); 

    } 

2. 打开串口文件，如果打开失败就报错退出： 

  int fd; 

    if((fd = serialOpen (UART_DEV1, 115200)) < 0) { 

        printf("serial err\n"); 

        return -1; 

    } 

3. 清除缓存中的数据，消除缓存中的干扰：   

serialFlush(fd); 

serialPrintf(fd,"\r"); 

4. 发送一串字符串： 

char *buf = "abcdefgh";     

serialPuts(fd, buf); 

5. 关闭串口： 

serialClose(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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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程序 

1. 初始化 Wiringpi 库  

    if(wiringPiSetupGpio() < 0) { //use BCM2835 Pin number table 

        printf("set wiringPi lib failed !!! \r\n"); 

        return 1; 

    } else { 

        printf("set wiringPi lib success  !!! \r\n"); 

} 

2. 打开串口文件： 

if((fd = serialOpen (UART_DEV2, 115200)) < 0) { 

        printf("serial err\n"); 

        return -1; 

} 

其中： 

#define UART_DEV1    "/dev/ttySC0" 

#define UART_DEV2    "/dev/ttySC1" 

3. 接收并打印数据： 

for (;;) { 

putchar(serialGetchar(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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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1. 进入程序目录 

cd Serial_Expansion_HAT_code/pythont/ 

##如果没有把程序放在/home/pi 中，注意更改路径，以实际路径为准 

2. 编译和运行程序 

make 

sudo python receive.py 

或者 

sudo python send.py 

运行程序之后，如果是接收端，会进入接收状态，终端打印接收到的程序。发送端会立即发送

设置好的字符串 

目录及文件的作用 

 

Python 例程只提供串口功能 

接收程序 

1. 打开串口： 

ser = serial.Serial("/dev/ttySC1",115200,timeout=1) 

2. 清除输入缓存中的数据： 

ser.flushInput() 

3. 读取数据，返回缓存区中的字节数： 

ser.inWaiting() 

4. 读取指定字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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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read(ser.inWaiting()) 

发送程序 

1. 打开串口： 

ser = serial.Serial("/dev/ttySC1",115200,timeout=1) 

2. 设置需要发送的数据： 

command = ["a","b","c",",","1","5",0x24,0x48] 

3. 把数据写入串口中： 

ser.write(comm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