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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I MSP430F169的磁性材料磁滞特性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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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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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磁性材料磁滞特性参数的测量原理作了简单的介绍，分析了目前市场上常见B／H磁滞特 

性测量仪的硬件构成。针对目前仪器的不足，提 出了基于TIMSP430F169系统芯片实现磁滞特性测量的 

新方法及其具体实现方案，并详细介绍了电流有效值和频率的数字合成以及高速 A／D的实现方法。实 

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测量方法相比，该方法大大与改善了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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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Method of Hysteresis Character for Magnetic M aterial Based Oll TI M SP430F169 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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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H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310032，China； 

2．CoHege of Mechanical and Energy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Abstract：Briefly introduces the measuring principle of hysteresis character，analysis the hardware construction of B／H measuring 

devices sold in the market，aiming to the shortage of them，puts forward a new method based on MSP430F169 for measurement of hystere— 

sis character and the scheme of reali~ng it．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it improves the system’S performance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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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量原理 周长；，为激励电流。 

饱和磁感应强度 B 、剩磁 B 、矫顽力 H 是磁性 

材料最基本的3个磁滞特性[ ]参数。图 1所示是一条 

典型的磁滞回线，它是 —B平面上的一条闭合曲 

线，图中 为与最大磁化电流相对应的磁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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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磁滞特性 图2 测量原理 

如图2，电流源产生一定频率和强度的电流，此 

时，在磁化绕组内及其周围产生与电流同频率，强度 

与电流成比例的交变磁场。交变磁场经磁环与测量 

绕组耦合，在测量绕组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 e[ 。根 

据磁学理论，磁场强度 和磁环内磁感应强度 分别 

为[ ] 

H =Kh‘l 

式中：Kh=Nh／L；Nh为磁化绕组匝数；L为磁环平均 

收稿日期：2004—12—24 收修改稿日期 ：2005—08—20 

B=Kb。l edt 

式中：Kb=1／(Nb·Ab)；Nb为测量绕组匝数；Ab为样品 

的横截面积；e为感应电动势。 

2 一般 B／H测量仪的硬件构成 

测量仪的硬件构成如 图 3所示。由图 3可知， 

MCU仅负责发送控制指令，数据的计算、分析、保存、 

显示等工作；而所有功能模块在空问上均独立于 MCU 

之外，如 A／D转换电路、高速计数器、压控振荡器、D／ 

A转换电路、S／H电路、模拟开关电路等。分立的功能 

电路带来了以下几个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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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般 B／H磁滞特性测量仪的硬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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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外部压控振荡器工作频率范围的影响，其 

工作频率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一般仅为50 kHz左右。 

(2)集成度低，易受干扰，数据不稳定。 

(3)几乎所有的分立功能电路都通过接口挂在外 

部总线上，通过外部总线与 MCU交换数据，故在线路 

板上接口电路占了很大的面积，加上分立功能电路本 

身，整块线路板的面积比较大。有些频率很高的线， 

如高频振荡源引线，若其引线太长时，就需要考虑其 

天线效应。这就限制了仪器的最高工作频率。 

(4)仪器易成为被干扰对象，其本身又是干扰源。 

(5)励磁电流的频率及有效值精确度不高。 

(6)一般采用8位机，运算和处理速度低，性能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 

3 基于 ，I'I MSP43oFl69的B／H测试仪的硬件构成 

其硬件构成框图如图 4所示，虚线内为 rrI MS 

P430F169 ESJ芯片内部的功能模块 ，虚线外为芯片的外 

围电路。比较图3与图4，省略了高速计数器模块、高 

频振荡源模块、外部频率控制 D／A转换模块、压控振 

荡器模块、电流控制 D／A转换器模块 2、外部积分电 

路、外部模拟开关、采样及 A／D转换模块。 

4 测试实现方法 

4．1 电流的设定 

4．1．1 电流频率的设定 

根据待测元件的实际典型工作情况，设定工作电 

图4 基于 TI MSP430F169的B／H测试仪的硬件构成框图 

流的频率-厂．频率的设定时，通过键盘键人需要的电流 

频率，按“确认”键后，系统 自动对励磁电流的频率进 

行调整。原理如图5所示。 

图 5 励 磁频翠 调整 腺理图 

(1)根据所键人的频率数据，计算出一个周期的 止。 

时间 71。及 ． 4．1．2 电流有效值的调整 

(2)根据采样定律，计算每个周期内的采样点数 通过键盘键人需要的电流有效值，按“确认”键 

及步长 △ ，点数需圆整到整数。 后，系统自动对励磁电流的有效值进行调整，如图6。 

插 佰 槊椭／ 纂  ‘ 囵 匝 H强  插值运算，新构成一个sin(rot)函数表。，为以前设 丫 L_J u} 
定的电流幅值， ： 27r ．

，其中 为一个周期内采样点 L1盥H H H董萋塞 H 墼 
数；i为第i个采样点。放在 RAM中供数字频率合成 图6励磁电流幅值调整原理图 

用，幅值暂为原来设定的有效值下的幅值。 (1)不管目前设定值是多少，首先输出以前设定 

(4)利用片内定时器，每隔 △ 产生一个中断，按 的电流强度。 

顺序循环输出新表中的数据到D／A，进行数模转换。 (2)对实际励磁电流测周期，得到周期 71。． 

(5)经低通滤波器LPF1后，滤掉高频成分，形成连 (3)根据采样定律，计算每个周期内的采样点数 n 

续平滑的正弦波，再经功率放大，形成设定频率的励 及步长△ ，点数需圆整到整数。 

磁电流。 (4)对励磁电流进行多周期采样。 

(6)通过电流取样电阻、LPF2及比较器，利用定时 (5)经滤波后计算有效值，也即均方值。 

器实测电流的频率，并与设定频率进行比较，若误差 (6)与设定值相比较，若误差 e 在允许范围之外， 

6f在允许范围之外，则根据 6f的实际情况，从原 71。加 则根据误差的实际情况，通过片内增量式 PID算法得 

或减 ef，形成新的 。，即 。=T ±ef， =27r／T 。． 出了一个新的控制量 ， ． 

(7)重复步骤(2)～(6)，至频率满足精度要求为 (7)用 ， 及 ，经查表与插值运算，新构成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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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ot)表，放人RAM中，供数字频率合成用。 

(8)N用片内定时器，以每隔一个步长的时间产 

生一个中断，按顺序循环输出表中的数据到RAM，进 

行数模转换。 

(9)经低通滤波器滤掉高频成分，形成连续的平 

滑正弦波，再经功率放大，形成设定频率的励磁电流。 

(10)重复步骤(4)～(9)，直至电流有效值误差 ￡， 

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4．2 磁环参数的测量 

的测量：由于激励磁场与激励电流成比例关 

系，故对激励电流的瞬时值进行采样，经换算后可得 

激励磁场。具体实现是在激励电流的采样电阻上取 

得电压信号后，经 LPF2滤波，经增益可编程放大器后 

直接引入单片机，然后经通道选择，进行采保与 A／D 

转换，所得数据暂存RAM中。 

的测量：由于磁环次级的感应电动势对时间的 

积分与磁感应强度成比例，故对磁环次级的感应电动 

势的瞬时值进行采样，进行换算后可得磁感应强度。 

具体实现是通过磁环的次级绕组经取样电阻获得次 

级感应电动势，此感应电动势经 LPF1后，经增益可编 

程放大器，直接引入单片机，然后经通道选择，进行采 

保与A／D转换，所得数据暂存 RAM中。在一个周期 

采样完毕之后，进行数据处理，包括格式转换，加权积 

分、微分等，最后计算出 、 m、 等参数。 

与 的对应关系的实现： 与 都是采用多周 

期采样，最后把数据按次序拼成一个周期的方法来实 

现各自的波形。实际采样时， 与 是交错采样的， 

即：在第 点先采 ，当下一个周期中的 点到来时， 

再在该点采 ．把 及日 按次序保存在 RAM中，形 

成一个 2×n的矩阵： 

=  

．

·

．

·

．-．． 】 ㈩ 
“ 

T= ．T 

+  

＼√／ 

z+l=( 1)T 

—  

-  

八 ／̂＼ 

＼√／ 

在式(1)中，列下标相同的 与 即是对应关系。 

4．3 高速 A／D采样及其实现 

由于采样信号范围从 1 I-Iz～500 kHz，而要使信号 

失真保持在允许范围之内，则应在每个周期内采集足 

够的点数。 

4．3．1 励磁电流采样频率的确定 

由于励磁电流为标准正弦波，故仅含有极少量的 

谐波分量，取 3次以下谐波分量即可，则： 

一 3 

式中： 为最高谐波频率；̂ 为基波频率。 

则根据奈魁斯特采样定理得： 

一  ：  

式中 为采样频率。 

即若要对电流进行无失真采样，其采样频率必须 

大于6倍的基频，最大工作频率为500 kHz，则采样频 

率必须大于 3 MHZ． 

4．3．2 次级感应电动势采样频率的确定 

感应电动势的波形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对其作 

F兀'变换后，发现其最高谐波分量在基波 l5次左右。 

但是，能量已经非常小。实践证明，9次以上的谐波分 

量可忽略不计。因此，取 9次谐波为最高谐波分量，则 

当基波频率为500 kHz时，采样频率至少为9 MHz． 

4．3．3 高速采样的原理及实现 

由于A／D转换的最高转换速率仅为200 kHz，为 

实现最高为 10 MHz以上的采样速度，采用多周期采 

样，最后合成为一个周期的方案。原理如下： 

如图7，以过零点为基准，每次采样的时间向右延 

迟 ，每次只采一点，当采完 1个周期后，再把数据按 

次序拼成 1个周期。 

首先，通过内部高速比较器与定时器的配合使 

用，测出被测信号的周期，从而计算出每点的采样间 

隔时间 ．其次，根据所采样点在整个周期中的位置， 

z+2=( 2)T 

— — — *  

八 

＼√／ 
图7 多周期采样原理 

给定时器赋值。等比较器找到信号的过零点后，启动 

定时器，由定时器的溢出启动采保及 A／D转换。最后 

在采完 1个周期后，把所有点合成 1个周期。 

4．4 人机交互 

参数的设定可通过键盘输入， — 图形及参数 

输出通过串行通讯由点阵LCD模块进行显示，也可通 

过打印机接口进行打印。上位机可通过 RS一232与 

测量仪进行通讯。 

5 软件设计 

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8所示。 

频率调整：按正弦波，对每一点进行计算，数据经 

D／A输出。再由比较器及定时器 2取得反馈，经与设 

定值比较后进行调整，直至满足要求。 

有效值调整：在频率调整好的基础上，幅度调整 

到允许值范围以内。 

(下转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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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频率必须减少 Ⅳ或者减小 ．减少数据点数会 

引起输出信号失真，而减小分频比则要求采用更快速 

度的E2PROM和DAC，必然提高成本。 

可以将减少数据点数和减小分频比结合。在 

E2pROM和 DAC速度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减小分频比， 

提高共享存储器地址变化频率，从而获得较高频率的 

输出信号。当需要更高频率信号时对共享存储器中 

的数据在时间上进行适当抽取，减小数据点数。抽取 

后要保证每个周期有足够的信号点数(不少于 10点) 

且应为偶数，否则输出信号不平滑。即将可变时钟计 

数器改为可变时钟、可变步长计数器，其中步长就是 

数据的抽取率 ￡，这样输出信号的频率就变为 

fo= (4) 

可编程逻辑器件内部所有逻辑采用 1片 EPM 

7128，用 AHDL语言实现。 

3．2 系统指标分析 

由式(4)可知，输出信号的最高频率与系统时钟、 

分频比、每周期输出的点数有关。当N=200，f=60 

MHz，分频比M=1，每周期输出10点(即数据抽取率 

=20)，则输出信号的最高频率可达6 MHz． 

同样，频率分辨率也与系统时钟、分频比、每周期 

输出的点数有关。最高频率分辨率为f／2OOM，分频 

比越大频率分辨率越高。由原理知，增加分频器位数 

可以提高频率分辨率，实际应用中，使用了24位，分辨 

率理论可达0．015 I-Iz，实际达到了0．1 Hz． 

4 结束语 

由于采用了单片机和CPLD，设计的信号源具有较 

大的灵活性和良好的可扩展性。在实际应用时，单片 

机采用常用MCS8052，CPLD采用 EPM7128，E2pROM采 

用 128 K存储器，输出添加了可编程增益控制器控制 

输出增益，在E2PROM中存储了多种信号样式，同时辅 

助单片机的控制实现多种信号样式的复合(叠加后存 

储在E2PROM中)，对于复杂信号采用计算机导入的方 

法存入E2PROM．因而，基本可以实现各种信号样式， 

以及彼此复合信号、多次谐波信号的复合等类型的信 

号。当系统时钟为60 MHz时，输出信号最高频率作为 

辅助信号源应用在科研开发中效果很好。 

如果在CPLD中设计不同的逻辑并辅以相应的单片 

机程序，则系统也可作其他用途。如果把单片机换成 

DSP，可以方便地观察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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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5页)对H、B采样：包括采样频率的计算、分 

周期采样、相关数据的计算、信道分配、放大器增益的 

调节、滤波、加权积分、插值运算等。 

6 实验结果 

试样材料为MN—ZN铁氧体；试样尺寸为 30 mm 

×14 mm×12 mrn(外径 ×内径 ×宽)。试样质量为 

11．5 g；磁化绕组为 1匝，线径为 12股；测量绕组为 1 

匝，线径为 12股；励磁电流为 500 kHz，0．500 A；测量 

温度为 25℃． 

图 8 主程序流程图 

实验结果数据：B =511．9 mT，B =117．2 mT，日。 

= 13．709 A／m．Um=2581 o 

在测量时发现，若测量时间过长，数据会有变化， 

这是由于磁环在交变磁场作用下，产生温升所致。 

7 结论 

采用TI MSP430F169片上系统来设计磁环参数测 

量仪，具有以下优点：(1)频率大大拓宽。(2)励磁电流 

稳定性好、精度高。电流有效值精度从5 mA提高到 1 

mA左右，稳定性从 ±5 mA提高到±0．5 mA左右。电 

流频率的精度在高频部分有所下降，低频部分有所提 

高，但稳定性很好，从原来的 1％提高到 0．1％左右。 

(3)测得的 日、丑数值的精度高。(4)集成度高，故系 

统工作稳定，数据重复性好。(5)对外干扰小。(6)抗 

干扰性好，MSP430系列单片机为工业机，可在强干扰 

工业环境和环境温度一45～+85。c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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