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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型单片机的智能涡街 

流量计转换电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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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以 MSP430型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涡街流量计转换电路的设计与开发，涡街传感器前置放大 

板送出的脉冲信号进行采集处理并送 D／A转换模块进行标准4--40mA输出。重点对硬件电路设计、软件实现等内 

容进行了阐述。经现场考核运行表明，技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3-作可靠，解决了以往转换电路存在的功耗大、性能 

不稳定等问题。性能接近同类进口产品的水平，成本远低于同类型进口产品，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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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onversion Circuit for Intellect Vortex Flowmeter Based on MSP430 

XIE Li—ping ， PIAO Xing—zhe2 

(1．MeterFactory ofLiaoyangPetroleum FiberCompany，LiaoyangLiaoning 111003，China； 

2．Engineering College，Skenyang University ofTechnology，Liaoyang Liaoning 111003，Ct~ina) 

Abstract：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version circuit to an intelligent vortex flowmeter were introduced．The converter 

used MSP430 microcontroller as the main component．which collected ，processed the pulse signal from the pre—amplified circuit and 

sent out 4～4O mA standard sign a1．The design of hardware circui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ftware Was sta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y index has m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 with the character of reliability，which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large wastage of 

power and low stability．Its performance can be comparable with that of the S&ITIe import products．And its cost is much lower．It has 

a goo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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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街流量计是目前化工生产过程中普遍使用的 

流量测量仪表，其转换电路是智能涡街流量计电路 

设计的关键。利用 MSP430型单片机作为核心部 

件，合理选择外围器件进行电路设计，实现了低功 

耗、智能化、模块化、标准化，并具有功能组态、参数 

设定、故障诊断、数据修正等功能。解决了以往流量 

计的功耗大、性能不稳定问题。同时，整机成本同国 

外同类型产品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l 电路的功能及单片机的选择 

收稿日期：2003—12—11 

作者简介：谢立平(1969～)，女，辽宁台安县，工程师。 

由于转换器是2线制 24 V(DC)在现测量智能 

型仪表，设计有 CPU、D／A转换电路、通讯接口电 

路、显示电路等环节。根据石油化工生产现场提出 

的技术要求，必须保证整个仪表在 4 mA以下能够 

正常工作。因此，功耗的大小是电路研制能否成功 

的关键。经过对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低功耗单片机的 

筛选，我们 选择 了美 国德 州仪器 (TI)公 司的 

MSP430F147，它是 16位RISC结构的FLASH型单 

片机，具有超低功耗的特性。该芯片有48个 I／O端 

口、片内集成 l6位计时器、UsART通讯模块、模拟 

比较器等功能模块，利用该芯片对涡街传感器前置 

放大板过来的信号进行脉冲测量、误差修正、各种流 

量、电流代码及光柱数计算，并把这些信号送 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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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及 420 mA输出。转换器的电路功能如图 1所 

示。 

I 
LCD 卜' M~430 A／D转换电路 

{ 
EEPROM lflAG接口l 一 按键 

Fig．1 The hardware ruction chart of converter 

图 1转换器硬件功能框图 

2 硬件 电路实现 
2．1 系统时钟及电源 

当 MSP430的主时钟 MCLK正常工作时，取 

XT2IN为 4 M：非正常工作时，取 DCO为 4 M左 

右，外部供电为 24 V(DC)。电源监测是本流量计 

电路设计的独特之处，通过 MSP430内嵌的模拟比 

较器模块进行模拟信号电压的比较，实现对电源故 

障的监测。外部电源通过 MSP430的 P2．3管脚引 

入单片机，它同P2．4的1．25参考电压端进行比较， 

比较器输出端 P2．2同P2．1相连，采用 MSP430软 

件查询P2．1的电平，实现电源监控。这种利用软 

件代替硬件的设计方法，既降低了整机电路的功耗 

又降低了硬件成本，同时也提高了仪表的稳定性。 

2．2 D／A转换电路 

MSP430输出的数字信号送 D／A转换模块转 

换，变成 4～20 mA输出。D／A转换模块采用美国 

Analog Device公 司 的 AD421转 换 元 件，它 同 

MSP430采用 SPI模式通讯，采用三线制主工作模 

式。 

2．3 脉冲输出电路 

抗干扰能力是考核仪表的一项主要参数。为了 

减少脉冲输出信号受外界干扰，脉冲输出电路采用 

日本 NEC公司的 PS2932光耦隔离电路。MSP430 

对脉冲输出进行控制。MSP430的 P4．3为脉冲输 

出选择位，低为允许系统自检脉冲输出，高为允许原 

始脉冲频率输出。P4．2为系统 自检脉冲输出及原 

始频率输出控制，低为不允许原始频率输出，高为允 

许。通讯时脉冲输出禁止，默认输出原始脉冲 这 

种设计是本电路的又一与众不同之处，使整机稳定 

性明显高于同类其他产品。脉冲输出电路原理如图 

2所示 

(丁)40Il 

Fig．2 Th e schematic diagram of outPut pulse circuit 

图 2脉冲输出电路原理图 

2．4 显示及按键电路 

按键及显示器是实现人机对话的媒介。显示电 

路采用段式液 晶显示 LCD，内置 的液 晶驱动器 

PCF8576同主MSP430采用 IIC模式通讯。IIC总 

线采用单主模式控智 LCD显示，其时钟和数据传送 

的速度小于 100 kHz。键盘采用 4按键制，分别是 

LEFT键、RIGHT键、+键及 一键，LEFT 按键中断 

进入菜单，在菜单中定时查询键值，所有按键均为低 

电平有效。 

3 软件实现 
全部软件采用 C语言编程，正常工作时为低功 

耗状态，采用 Timerb捕获中断方式进行实时测量， 

Timerb的定时中断用于控制流量计算、电流输出及 

累积量存贮时间间隔，不断监控键盘中断，随时进行 

菜单操作。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 

Fig．3 Th e main flow—chart scheme 

图 3主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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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初始化 

初始化分为两部分，(1)上电初始化，完成初始 

化硬件、系统自检及时钟设定；(2)功能软件应用初 

始化，主要为调用相关功能软件时对相应寄存器或 

要应用到的硬件进行初始化。 

3．2 数据采集及处理 

测量中断由timer-b捕获／1~较器 0的捕获中断 

实现，其 内部不再嵌套任何 中断。定时 中断 由 

timer—b 16位计数器溢出中断产生，其内部只嵌套 

测量中断和 SPI中断。在中断竞争时，测量中断比 

SPI中断优先级高，而 SPI中断时间保持在 200 ffs 

以内时，不影响测量。测量和定时中断是本设备工 

作的基础和关键，二者的中断优先级在中断向量中 

除电源监控和看门狗中断外级别最高。在定时中断 

中，系统实现了传感器监测、计算、输出、存储、键盘 

中断判断等功能。 

3．3 IIC通讯 

Microchip公司的 24LC02B型 EEPROM具有 

掉电保护功能。EEPROM主要用于存贮累积量、管 

道直径及流体种类等仪表参数。每次掉电 MSP430 

都从 EEPROM 中读人各种仪表参数，每当修改完 

菜单参数后，存贮到EEPROM中，同时以一定的时 

间间隔向EEPROM 存人累计量数值。MSP430同 

EEPROM及 D／A模块 AD421采用 IIC模式通讯。 

因MSP430本身不具有 IIC总线接口，故需软硬件 

模拟实现。模拟 IIC通讯接口是本软件设计的主要 

任务之一。硬件模拟：①P3．7：SCL(SIX；LK)，小 

于100 kHz；P3．6：SDA(P3．5：EEPROM 写禁止，低 

有效)②I／O口管脚方向寄存器 PnDIR复位，通过 

设置管脚方向，可以实现 IIC总线所需的输出电平。 

当管脚方向为 input时，相当于输出高电平；当管脚 

方向为 output时，相当于输出低电平，实现了open 
— drain输出功能。软件模拟：数据传送的开始和结 

束、应答位、传送数据格式及传送模式按照 IIC通讯 

模式进行。软件模拟数据传送的开始程序如下： 

void START(void) 

{P3DIR&= ～SDA； ／／SDA=l 

—

NoP()； 
一

NoP()； 
一

NoP()； 
一

NoP()； 

P3DIR & = ～SCL： ／／SCL=1 

一

NoP()； 
一

NoP()； 
一

NoP()； 

while((P3IN& SCL)!= SCL)；／／wait for 

slaver release the clock line 

IIC-delay()； 

P3DIR I= SDA； ／／SDA=0 

IIC-delay()； 

P3DIR I= SCL： ／／ L=0 
’ 

一

NoP()； 
一

NoP()； 
一 NoP()； 
一

NoP()； 

＼， end *， 

4 结束语 
本设计方案中硬件电路以MSP430作为核心部 

件，适当扩展外围电路组成，并巧妙地利用了软件代 

替硬件技术，简化了硬件结构，降低了成本，同时提 

高了仪表的智能化程度、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辽化分公司仪表厂试验并经聚 

脂一厂、尼龙厂现场考核运行表明，本产品技术指标 

达到设计要求，接近进口同类产品的水平。智能涡 

街流量计开发研制的成功，填补了中油集团该仪表 

产品的空白。由于生产成本远低于同类型进 口产 

品，因此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和广泛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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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阀开度随压力和流量设定值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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