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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片机 MSP430智能化天然气表的设计 
方奋奇 ，王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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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介绍基于单片机 MSP430的智能化天然气表的设计。该天然气表可以对天然气流 

量进行计量，同时还可以进行火灾探测、电压监控、漏气检测、通风控制。为了实现预付费功能，方 

便天然气公司的管理，该设计采用非接触式IC卡作为付费介质。 

关键词：天然气表；单片机；IC卡 

中图分类号：TP36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682(2010)02—0030—02 

Design of intellectual natural—gas meter based on single—chip computer MSI．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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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sign of the intelligent natural—gas meter based on sin· 

gle—chip MSP430．The natural—gas meter can measure the natural gas flow，at the same time，it can al— 

SO be used for fire detection，voltage monitoring，leak detection and ventilation contro1． In order to a— 

thieve pre—paid function and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gas companies，the design uses a non 

— contact IC card as a payment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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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天然气是现代家庭中不可缺少的能源之一，随 

着”西气东送”工程的快速开展，对天然气表的使用 

量将越来越大。由于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加快，智能 

化住宅小区应运而生，对多功能的智能化天然气表 

的需求量急速增加。因而，研制、开发符合当前发展 

的智能天然气表十分必要。 

目前使用的天然气表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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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常用天然气表 

其中，在美国等国家多半是使用无线远传表，而 

收稿日期：2009—07—29 

作者简介：方奋奇(1962)，女，甘肃兰州人，大学本科，副教授， 

从事计算机方面的教学工作。 

在欧洲许多国家使用的是有线远传表和Ic卡天然 

气表，近年，日本等国家也开始使用电话网抄表。而 

我国仍然广泛使用传统的机械式天然气表和接触式 

Ic卡天然气表，非接触式 Ic卡天然气表的使用正 

在慢慢增加。 

IC卡天然气表包括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 

接触式 Ic卡天然气表的Ic卡触点在橱房等易污染 

的环境中长期使用，会造成接触不良的现象。而非 

接触式Ic卡天然气表可工作在各种恶劣环境下，且 

非接触式IC卡技术已发展成熟。因而，选择设计非 

接触式 Ic卡天然气表符合目前的现实情况。 

另外，由于我国还有数千万台普通天然气表正 

在使用，更新换代将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因此， 

必须在原有普通天然气表的基础上进行研制。带有 

微机的IC卡智能天然气表在安装上能与原天然气 

表互换，无需额外布线，成本低，从目前看，设计非接 

触式 IC卡天然气表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1 硬件设计 

由于天然气是易燃混合气，并且天然气表的安 

装有地方限制，在天然气表的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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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使用安全。严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任何电火 

花。所以，天然气表一般采用低电压电池供电，要保 

证一节电池使用 3年以上，需要系统功耗很低。所 

以，在设计时 CPU采用 MSP430F413。MSP430F413 

可工作在 1．8～3．6 V，而且耗电电流也特别小，在 

休眠状态下只有十几微安的电流。其内部功能模块 

非常丰富，有 16位的功能模块，也有 8位的功能模 

块，外部接线简单。有5种可选择的低功耗模式。 

是专供仪表使用的控制器，满足天然气表可靠性高、 

功耗低、计量准的要求。 

在设计中，考虑到天然气是易燃混合气体，安全 

可靠性非常重要，因而，增加了火灾探测、漏气检测、 

通风控制等安全保护功能。 

为了提高天然气表的可靠性，满足功耗低、计量 

准的要求，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设计框图如图2 

所示 。 

数据采集模块 

⋯ ⋯  

阀门驱动电路 

通风控制模块 

图2 天然气表硬件组成框图 

2 软件设计 

图3 主程序流程图 

天然气表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低功耗情况下 

CPU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在 中断发生时才将它唤 

醒。主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系统中的中断源有定 

时器 A、火灾探测信号、电压监控信号、IC卡读写操 

作中断信号。当中断发生后，系统立即调用中断处 

理程序进行处理，中断服务程序如图4所示。 

计量过程：当用户用气时，流量传感器将流量信 

号进行差动放大、整形后送人控制器。该信号作为 

定时器 A的输入脉冲，一有信号输入，定时器 A就 

计一次数，当计够 l0次时(1 cm。)，定时器 A发出 
一

个中断信号(CCIFGO)，这时，系统在不到 6 s时 

间里被唤醒，并转入计量处理中断程序进行处理。 

在计量处理时，还要对漏气检测接口进行扫描，看是 

否有漏气现象出现，如果出现，就要立即关阀通风， 

并报警。如果没有才能继续用气，计量。计量过程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该系统中，使用定时读数的 

方法。当没有漏气发生时，先将天然气可用量减去 

1 cm ，再将定时器 A的中断禁止，开启基本定时器。 

基本定时器定时 1 Ills，在定时中断发生后，系统就 

对定时器A中的数据读一次，并将读出数据相加存 

入0220H单元，当0220H单元读出的数据大于 1 

ooo(即 1 cm )时，就将可用量减去 0220H单元读出 

的数据。在可用量减去 10 cm 十次之后，还要对其 

进行显示；若可用量小于5 m ，就要显示“请充值”； 

若可用量小于1 m ，则要显示“欠量”；若可用量为 

0，则关阀，且显示“欠量”。 

图4 中断程序流程图 

Ic卡进入读写器天线的操作范围后，读写器向 

控制器MCU发出中断请求。在读写操作时，需通过 

软件校验密码，检查卡机是否相符，如果卡片类型 

号、序列号都正确，且成功通过了选卡及密码验证， 

则可读人卡中天然气可使用量，向卡片中写入0。 

如Ic卡操作完后，可将读人的购气数送LCD显示， 

并与表中可用量相加，得到新的可用量。 

火灾探测信号、电压监控信号都是以中断形式 

输入的。当有火灾发生或有欠压 (下转第55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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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1)： (t)+ (t+1) 

改进的粒子群算法的速度和位置进化方程为： 

(f+1)= (t)+Cl (f)(p (t)一 (t))+ 

C2r (t)( (t)一 (t)) 

(t+1)= (t)+ (t+1)T(t) 

利用MPSO算法整定PID参数的流程如下： 

(1)确定参数 ，K，， 的范围； 

(2)确定粒子的适应值； 

(3)如果 J >J 。 。，贝0 Jibe =J ，Pi= ：如果 Ji< 

．， be t，贝0 Jgbe。t=J ，P = ； 

(4)更新每个粒子的速度与位置； 

(5)如未达到结束条件，返回(2)。 

被控对象采用二阶传递函数： 

， 、 400 
L J 2 

仿真结果如图 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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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利用改进后的自适应调整 

的 MPSO算法来整定 PID的参数可以取得比遗传算 

法更好的控制性能。改进的 MPSO算法能较快地寻 

找到最优参数，其收敛速度比遗传算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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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出现时，系统转入相应中断程序进行处理。有 

火灾发生时，立即关阀，并声光报警。有欠压情况出 

现时，关阀，发光报警，显示“欠压”。 

3 结论 

该天然气表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天然气表是一 

个计量器具，应具备准确、可靠的性能。同时还考虑 

了天然气表的特殊性(安全及低功耗的特性)，设计 

了火灾探测、漏气检测、通风控制模块。天然气表的 

设计基本达到了要求，经计算，系统的功耗很小，正 

常工作时，工作电流 <20 mA，休眠方式下，工作电 

流 <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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