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MSP430轴径动态尺寸主动测量仪的设计 

刘慕双 张春青 
(河北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机械工程系，承德 067000) 

摘 要 介绍了动态尺寸主动测量仪的机械结构及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的设计方法。以MSP430超低功耗 16 

位单片机为轴类零件动态尺寸测控系统的核心，在加工进给的同时，测得工件的尺寸变化量，经数据处理并与标准 

轴尺寸进行比较，得到零件的最大、最小尺寸及动态加工余量，提高了零件的加工精度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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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 
1 带来的测量误差 

利用现代计算机测量技术，采用先进的动态尺 

寸主动测量方法，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的加工精度和 

生产率，还可以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轴径动态尺 

寸主动测量方法是轴类零件先进的在线测量方式， 

符合现代加工技术的发展方向，较好地解决了机械 

加工现场中存在的高精度与高效率的矛盾。 

1 测量仪机械结构设计及误差分析 

1．1 测量仪的机械结构 

针对传统轴类零件测量准确度低的问题，我们 

研制一种主动测量仪如图1所示。在磨削轴类零件 

的轴颈时，该测量仪有两个固定点和一个可动测头 

与工件接触，加工时随着工件尺寸的变化，测头在弹 

簧力的作用下与工件相接触，位移传感器与测量杆 

相连接 即可测得工件的尺寸变化量信号。利用 

MSP430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优越的性能，对传感 

器的工件尺寸变化量信号进行数据处理，能够实时 

测得被测轴类零件的最大直径及最小直径相对于标 

准轴直径的偏差。在曲轴精磨过程中使用此测量 

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架体；2定位杆 ；3锁紧螺栓；4测量杆；5调节螺母；6传感器 

图 1 主动测量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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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削加工一批轴类零件的轴颈时，采用相对测 

量的方式，首先要用标准轴来标定测量仪，在图2中 

实线圆0是标准轴的一个端面，设其直径为 d，因为 

标准轴尺寸与被加工轴尺寸存在差异，可用较小的 

虚线圆 0 表示被测轴的一个端面其直径为d 。A、 

B为两个固定接触点，c为测头与轴的接触点。由 

测量原理可知测量误差 Ay=d 一AC 。由几何知 

识可以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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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测量误差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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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削加工时，被加工零件尺寸与标准轴尺寸 

存在差异带来的测量误差可用式(1)表示，设标准轴 

的直径分别为 70和460，被加工轴径与标准轴直 

径的差从 390tma变化到90tan可得到图3所示的测 

量误差曲线。从图3中可以看到，当被加工轴径与 

标准轴直径的差分别小于 220~m、llO~m时，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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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测量误差分布图 

误差分别小于0．4btrn及0．1mn．可保证磨削加工的 

测量要求。 

2)测量仪材料的选择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 

本测量仪在加工车间使用，由于机械加工车间 

温度波动大，选用量仪材料时应使其热膨胀系数尽 

量与被测件的热膨胀系数接近，这时测量结果受环 

境温度变化的影响最小，测量误差最小。如采用淬 

火轴承钢 GCrl5制造，其硬度达 63—66 C，有较 

高的硬度和耐磨性。但这种材料的淬火马氏体中有 

残余奥氏体，长期使用中因其产生相变而使体积和 

尺寸变 化，尺寸 稳定 性差。而采 用氮 化钢 (如 

38CrMoAl等)制造，材料经表面氮化处理后表面硬 

度达70HRC以上，内部仍为原来的软组织，不会产 

生相变，故不仅有很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而且有很好 

的尺寸稳定性。氮化钢的热膨胀系数和其他钢相 

同，适合制造在车间使用的测量仪⋯1。 

2 测量仪的MSP430单片机硬件电路设计 

2．1 MSP430超低功耗单片机特点 

MSP430系列单片机，在 1．8～ 3．6V 电压、 

1MHz的时钟条件下运行，因不同的工作模式，耗电 

电流在 0．1～400p．A之间；具有 16个中断源，可将 

CPU置于省电模式，以用中断方式唤醒程序，用中 

断请求将 CPU唤醒，只要6Us，可编制出实时性特 

别高的源代码程序。MSP430系列器件均为工业 

级，运行环境温度为一40～+85℃，适合在工业现场 

中应用L3 J。而且它还具有丰富的片内外设，从而给 

系统的硬件电路开发提供极大的方便。 

2．2 测量仪的 MSP430单片机硬件电路 

基于 MSP430F449单片机的动态尺寸主动测 

量仪的电路图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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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 MSP430F 9单片机的动态尺寸主动 

测量仪的电路图 

电源电路：为了实现MSP430低功耗的优点，电 

路中采用锂电池为单片机供电。如图 4所示 VCC 

处接锂 电池，DV0Cl、AVcc、D l、AVss、DVo：2、 

D 、VREF+分别为单片机的数字电源电压正端、 

模拟电源正端、单片机数字电源参考点、模拟电源负 

端、数字电源正端、数字电源参考点、A／D转换器内 

部参考电源的输出正端。 

复位电路：如图 4所示复位电路接在 94引脚 

上。系统上电后可以可靠的使单片机复位。 

晶振电路：图4中提供了高速和低速两种晶振电 

路，可给单片机内部的不同模块输出3种不同频率的 

时钟。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时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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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电路：位移传感器接在引脚 95上，即模 

拟信号输入端A0。 

3 测量仪软件开发与设计 

3．1 高效的开发方式 

NEta430的开发软件较多，本文采用 IAR公司的 

集成开发环境一 IAR F／nbedded 埴kb日越l嵌入式工 

作台以及调试器C-51~／"。利用单片机本身具有JqYkG 

接口或片内B[ n M ，可以在一台PC机及一个 

JqYkG控制器的帮助下实现程序的下载，完成程序的 

在线调试，实时修改片内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内容，对 

开发人员来说将大大提高程序的调试效率。 

3．2 软件完成的功能 

软件主要完成传感器信号的采集和处理。程序 

包括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主程序完成单片机的初始 

化等功能。中断程序则检测传感器的信号，如果检 

测到传感器的信号就进行A／D转换，并转入数据处 

理程序。如果没有传感器的信号，则系统进入低功 

耗状态。程序流程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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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程序流程图 

在进行在线测量的过程中，机器本身的震动及 

电磁干扰对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产生非常大的电、磁 

干扰，所以如何消除干扰信号取出有效信号，是本 

系统能否研制成功的关键。我们考虑到了MSP430 

系列单片机数据处理的能力高于一般的8位机，因 

此在软件设计中加入了软件滤波功能。 

4 实验数据 

对F413曲轴的磨削过程进行测量，获得动态 

数据D1和作为标准的气动测量仪静态测量结果D2 

见表 1。 

表 1 测量仪测量数据与气动测量仪测量 

数据对照表 

测量位置 D1／mm D2／mm 

1曲 59．216 59．2153 

2曲 59．215 59．2154 

3曲 59．216 59．2158 

4曲 59．217 59．2167 

5曲 59．216 59．2164 

对表 1数据进行分析，系统绝对误差在 ±ltan 

以内，本仪器在承德曲轴连杆责任有限公司第一车 

间使用，其读数准确，未出现误显示、误报警等事 

故，测量准确度达到设计要求。 

5 结论 

以MSP430超低功耗16位单片机为核心，采用 

本文推荐的机械结构设计的轴径动态尺寸主动测量 

仪可以满足轴类零件粗磨或精磨加工时的动态尺寸 

测量的精度要求，减少了废品损失，提高了效率，减 

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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