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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低功耗微处理器MSP430 

为核心的热计量表设计 

呼曦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宝鸡 721006) 

摘 要：介绍了一种新型热量表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给 出了以超低功耗微处理器 

MSP43OFXXX为核心的热量表硬件电路，同时给出了流量传感器的应用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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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房屋建筑规模巨 

大，住宅建设量大而且面广 。至今仍呈上升趋 

势，而且这个上升趋势还将持续2O～3O年。在这 

种情况下，把 “大锅饭”式的采暖包费制．改为 

按实际使用热量向用户收费，无疑是缓解煤电能 

源紧缺矛盾的有效手段。为此．本文介绍了一种 

新型热量表的设计方法。该热量表是一种分户热 

量计量装置，它由无磁热水流量计、温度传感器 

和微功耗单片机组成的积算仪等三部分组成。仪 

表安装在系统的供水管上。并将温度传感器分别 

装在供、回水管路上。一段时间内用户所消耗的 

热量为所供热水的流量和供回水的焓差乘积对时 

间的积分。热量表利用该原理并通过热水流量计 

测量逐时流量并用温度传感器测量逐时供回水温 

度，再将这些数据输入积算仪进行积分计算，就 

能得出用户所用的热量。 

1 热量表的流量检测 

1．1 多流无磁热水流量计 

所谓流量．就是在单位时间内流经热量表的 

热载体 (水)的体积或质量。本系统中的流量检 

测单元是用来测量流量的装置．它能输出与流量 

大小成比例的脉冲信号给积分计算单元。 

多流无磁热水流量计的结构主要由热水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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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底座、导流座、滤网、叶轮盒、出水导流座、 

传感器感应膜片等组成。其工作原理是：热水进 

入表壳底座，经导流座、滤网后流进叶轮盒冲动 

叶轮盘旋转，再经出水导流座流出表外。叶轮盘 

上端的传感器感应膜片与传感器作相对旋转运 

动，以输出与流量大小成线性比例关系的脉冲信 

号给积分计算单元。 

多流无磁热水流量计壳体采用优质黄铜，经 

硬模铸造、锻造、数控机床加工后，要求其机械 

强度好、尺寸精度稳定一致。机芯部分可选用进 

口耐热、耐磨工程塑料和元件，并应使用寿命 

长、计量精度高。整表的耐压强度、测量误差、 

压力损失等要完全符合行业标准。 

多流无磁热水流量计不同于一般的热水表。 

它应具有如下特点： 

◇发讯原件采用非磁性材料的金属膜片．避 

免了一般干式水表的磁性元件吸附管道类杂物而 

影响精度和易受外磁场干扰等现象。无磁的含义也 

由此而来。 

◇机芯部分在表壳内可360。旋转．可适应热 

量表不同安装位置。 

◇流量计的机芯和上壳体可组成完整可拆卸 

的计量机构总成，便于安装维护。 

◇机芯选用耐热、耐磨的工程塑料和元件 ， 

使用寿命长、计量精度高，适于热水工况。 

1．2 流量传感器 

流量传感器的机械结构外形见图1所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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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固定在同一个轴上的两个叶轮盘组成．并由一 

个齿轮组驱动。为了简单，齿轮在图l中未画出。 

当有水流动时，齿轮带动两个叶轮盘旋转。两个 

叶轮盘是由非导体材料组成的。每个叶轮盘的表 

面有一半面积涂敷着铜或其它金属导体材料。在 

两个叶轮盘安装有互成120。的三个独立感应器 ． 

当敷铜层通过感应器上方时，叶轮的旋转信号即 

可被检测出来。 

感 层 

图 1 流 量 传 感 器 的机 械 结 构 

1．3 传感器硬件电路 

图2为感应式传感器的硬件电路原理图。电 

路中的感应器被安装在两个机械叶轮盘之间 f见 

图1)，每一个传感器均具有对应的信号选通线和 

共用的触发信号线，每路晶体管的集电极输出应 

连接在一起。 

在触发端 (TRIGGER)施加一个正脉冲时， 

即可将相应的同步选择线 fSELECT)置为低 电 

平，同时起动被选择的LC振荡器。当叶轮盘上的 

敷铜层不在感应器上方时。振荡在持续一段时间 

后即会消失，即无阻尼振荡；相反，当叶轮盘上 

信号选通 

触发信号 

图2 感应式传感器的硬件电路原理图 

的敷铜层在感应器上方时。振荡则持续很短时间 

就消失 ，即阻尼振荡 ，这是因为铜层吸收了储存 

在感应器内的能量。以上两种振荡状态即可在传 

感器输出端 (SENSOR—OUT) 输出数量不等的脉 

冲上升沿和下降沿。其中无阻尼振荡时有一个脉 

冲上升沿和下降沿，而阻尼振荡时则有二个脉冲 

上升沿和下降沿。根据以上分析，三个感应器将 

在传感器输出端 (SENSOR—OUT) 输出脉冲流， 

积分仪通过软件处理这些脉冲流。即可计算出系 

统的流量。 

2 Ptl0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是利用贵金属 “铂”的电 

阻随温度单调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厚膜铂电 

阻元件的感温材料是铂膜导带。它均匀地分布在 

陶瓷基片上。该传感器以铂作为感温材料、以微 

电子厚膜工艺制作 ，整个器件由Ptl000感温元 

件、引线电缆和不锈钢保护管构成．经过测试和 

精确配对可制成热表专用温度传感器。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热交换系统中。用 

于采集水温并发出温度信号。温度传感器的探头 

保护管采用导热良好且坚固耐磨的材料制造。 

在同一热量表上应采用 “配对温度传感器”。 

即分别用来测量热交换系统的人口和出口温度的 

温度传感器的计量特性应当一致或相近。 

与Pt1000厚膜铂电阻配对温度传感器是热量 

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测试温度及完成热量计算 

的基础元器件，其测量范围为一20℃ +150~(2。 

D00系列Pt1000元件是上海都华实业有限公 

司的高阻值铂电阻敏感元件。其温度每变化1℃。 

电阻值变化3．8Q。而且具有灵敏度高、热响应速 

度快、引线电阻影响小等特点。 

3 热量积分仪 

热量积分仪亦称热量积分计算器，可接收来 

自流量传感器和配对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并进行 

热量计算、存储、显示和远传的部件。 

3．1 热量积分仪的工作原理 

本系统中的热量积分仪通过采集外部进水温 

度传感器的温度信号、回水温度传感器的温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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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以及管道流量传感器的流量信号，并通过对这 

些信号进行处理来计算热流体从入口到出口所释 

放或吸收的热量。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一r1 一r1 

q J下o gm△ J'rOPqv△̂ 

式中：Q为释放或吸收的热量，J或W．h； 

q 为流经热量表的水的质量流量，kg，h； 

q 为流经热量表的水的质量体积，m h； 

P为流经热量表的水的密度，kg，m ； 

Ah为在热交换系统的入口和出口温度下水的 

焓差值J／kg： 

为时间 ，h 。 

图3所示是本热量表的原理结构框图。 

进水温度传感器 

流量传感器 

LCD液晶显示 

CpU 

超低功耗单片机 

RS485通讯接口 

回水温度传感器卜_—叫 卜—叫 电源控制 

图3 热量表原理框 图 

3．2 超低功耗微处理器MSP430FXXX 

系统中的主控芯片采用美国德洲仪器公司的 

16位超低功耗微处理器MSP43OFXXX。该芯片内 

含比较器，采样分辨率可达0．O1cI=。而且片内自 

带LCD驱动模块，可驱动96段液晶进行显示。利 

用片内FLASH还可进行实时数据保存。也可以采 

用内部时钟系统进行计时。该芯片为电池供电型 

测量应用带来终极解决方案，它可使设计人员能 

同时连接模拟信号、传感器和数字器件。 

超低功耗微处理器MSP430FXXX的主要特性 

如下： 

◇低电源电压范围，1．8—3．6 V： 

◇超低功耗 ，工作模式时为250 MIPS， 

待机模式时为0．8 A，关闭模式 (RAM保持)时 

为0．1 A； 

◇具有五种功率节约模式； 

◇6 s内可从待机模式唤醒； 

◇具有16位RISC体系和125 ns指令周期： 

◇带有多个捕获，比较寄存器的16位定时器； 

◇集成有96段LCD驱动器： 

◇带有串行通信接口 (USART)，可通过软件 

选择异步UART或同步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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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定时器可支持实时时钟： 

◇带有节电检测器； 

· ◇带可编程电平检测的电源电压管理，监控； 

◇内建可在线烧录 (in-system programmable) 

闪存，可用于程序代码的变更、现场升级和资料 

记录 ： 

◇型号系列化 ，选型范围广 。 

所有的MSP430器件均基于一个正交l6位 

RISC CPU内核 ，其灵活性在于其具有l6个可寻址 

单周期16位CPU寄存器、27条指令以及7种均采 

用双重取数据技术 (DDI~)的一致性寻址方式。 

DDrT可在每个时钟脉冲内对存储器进行两次存 

取操作．而不再需要复杂的时钟乘法和指令流水 

线方案。除了能够降低功耗和减小CPU尺寸之 

外 ，当与现代程序设计技术 (如计算分支)以及 

高级语言 (如C语言)一道使用时，MSP430体系 

结构的微处理器尤为有效。表1所列是MSP430所 

使用的7种寻址方式。 

表1 MSP430的7种寻址方式 

寻址模式 语法 说明 

寄存器寻址 Rn 寄存器内容即为操作数 

变址寻址 x(Rn) (Rn+X)指向操作数，x存于后续字中 

符号寻址 脚 R 轩 麒 钟  

绝对 寻址 &ADDR 指令后续字包含绝对地址 

间接寄存器寻址 @Rn Rn为指向操作数的指针 

间接增量寻址 @Rn+ Rn为指向操作数的指针。取数；L~Rn再加一 

立即寻址 w 嚣 含立即效M使用了啾增 

3．3 硬件电路 

MSP43O令共有51条指令。其 中核心指令有 

27条，代码效率很高且速度快。应用MSP430设 

计的新型热量表的电气原理图如图4所示。 

图4中，RT1和RT2分别为热交换系统入 口和 

出口的温度传感器，Ll、L2、L3分别为流量传感 

器中的感应器1—3，U1为模拟多路开关 。U2为 

CPU芯片MSP430FXXX。温度传感器检测出热交 

换系统入口和出口的温度后，经过模拟多路开关 

后送给CPU的A／D转换端 口，流量信号则送入 

CPU的P1．0端口，两路信号在CPU内经过软件解 

算后。将在CPU内的存储器中保存并从端口输出 

到LCD显示器T218010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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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智 能热量表的 电气原理图 

新型热量表远传通讯接口一般采用RS一485接 

口或M—BUS接口，以实现远程控制和集中抄表， 

这里不再赘述。 

4 结束语 

该热量表采用整体式结构、单片机自动检测 

技术、微功耗设计和无磁非接触式流量检测技 

术，因而该表安装简单，无需调试。实际应用证 

明，利用该方法设计的热量表性能稳定可靠 ，使 

用效果 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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