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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控制的温度采集系统的设计 
A Desig n Of Temperature Collection System Based On MSP430 

(南京工业大学)何术利 洪厚胜 
HE Shu·-li HONG Hou·-sheng 

摘要：本文介绍了利用 MSP430F413单片机实现温度采集的一种方法，并将卡 尔曼滤波应用于测量 系统，提 高了系统的测量 

精度，移植了 MODBUS协议，使本系统可以和具有支持标准 MODBUS协议的上住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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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method of temperature collection based on MSP430F413 Microcontroller and apply Kalman filter to 

temperature measurement，improved the precision of the system，And transplanted MODBUS protocol to MSP430F413 Mierocontroller， 

SO it ca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ain controller which sustain MODBUS protoc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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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温度是工业生产中常见和最基本的参数之一．在生产过程 

中常需对温度进行监控。采用单片机进行温度检测、数字显示、 

信息存储及实时控制 ，对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节 

约能源等都有重要 的作用 。 为此 ，我们设计 了一种采用 

MSP430F413单片机控制的温度采集系统，并移植 MODBUS协 

议于本设计，使本系统可以和具有安装标准 MODBUS协议软件 

的上位机通讯，便于温度数据存储等。 

2 系统硬件设计 

2．1系统接口电路 

图 1给出系统整体接 口电路，图中省略了 MSP430F413的 

最小外围系统电路及电源模块。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经温度 

变送模块转化为 0—5V标准的电压信号 ，由VIN进入电压／频率 

(vm转换模块，转换为 0—100 kHz的频率输出至 MSP430F413， 

经 MSP430F413采样计算后显示在液晶模块上。本设计所用液 

晶模块显示为 CM240128 CM240128是一个中英文文字与绘图 

模式的点矩阵液晶显示模块，内建 512KByte的 ROM字形码， 

可以显示中文字型，数字符号，英，日，欧文等字母，并且内建双 

图层的显示内存 ．在文字模式中可接收标准中文文字内码，直 

接显示中文而不需要进入绘图模式以绘图方式描绘中文 ，可以 

节省许多微处理器时间。 

设置 P4端口为液晶显示模块数据输入口。 P3．o_-P3．3引 

脚为输出，P3．4为输入。P3．0定义为 RS，P3．1定义为／WR，P3．2定 

义为／CS1，P3．3定义为／RD，P3．4定义为 BUSY，判断液晶模块是 

否为忙。 

由于 MSP430F413没有通讯接口，所以要进行通讯必须用 

I／O口模拟，本设计用 P2．1口做为 RXD接收数据，P2．5口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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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D发送数据。 

图 1系统接 口电路 

2．2键盘设计 

键盘采用矩阵式薄膜键盘，共 20个，其中用一片 741．5138 

译码器用于键盘的列选择，其 6根线可以扩展 20个按键，节省 

了系统的I／O口。键盘接口采用行列扫描的方法实现，在系统工 

作时使用 口中断方式实现键盘输入。而 MSP430F413的P1、 

P2口均可用于对外部事件的中断处理。本设计中 MSP430F413 

的P2口接键盘，提高了MCU的效率。 

2．3 V／F模块设计 

系统用v，F’转换芯片将 0—5V电压信号转变成频率输出至 

单片机，既节省了 IO口，也节省了AD转换芯片，降低了系统成 

本。压控振荡器 LM331是一电压频 率转换芯片，它的突出特点 

是把模拟电压转换成抗干扰能力强，可远距离传送并能直接输 

入计算机的脉冲串。由MSP430单片机的Timer模块检测输入 

频率以实现A／I)转换功能。LM331使用了温度补偿能隙基准电 

路，因而具有极佳的温度稳定性，同时该器件的脉冲输出可与 

任何逻辑形式兼容 ；LM331可单 、双电源供电，电压范围为 5— 

40V；满量程范围 1Hz～100kHz；最大非线性误差为 0．01％。 

LM331其电Jl五频率对应关系为： 

FO--KVi，其中 K=R 2．09Rt*Ct*RL)，Rs=RsI+Rs2 

为了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在输出部分加了一片光耦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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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提高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有利于信号的远距离传输。 

3 Modbus协议 

3．1协议简介 

Modbus协议lT业领域全球最流行的协议。Modbus支持传 

统的 RS一232、RS一422、RS一485和以太网设备。许多工业设备。 

包括 PLC，DCS，智能仪表等都在使用 Modbus协议作为它们之 

问的通讯标准。 

控制器通信使用主一从技术，即仅一设备(主设备)能初始 

化传输(查询)。其它设备(从设备)根据主设备查询提供的数据 

作出相应反应。从设备回应消息也由 Modbus协议构成 ，包括确 

认要行动的域、任何要返回的数据、和错误检测域。 

3．2传输模式 

Modbus分为两种传输模式一AscII(美国标准信息交换代 

码)和 RTU(远程终端单元)模式。控制器能设置为两种传输模 

式中的任何一种在标准的 Modbus网络通信。用户选择的模式． 

包括串口通信参数(波特率、校验方式等)，配置每个控制器的 

时候 ，在一个 Modbus网络上的所有设备都必须选择相同的传 

输模式和串口参数。 

本设计中所用传输模式为 RTU传输模式。 

RTU模式传输格式如表 1所示。 

表 1 Modbus—RTU传输模式 

l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数 数据l 数据n CRC高字 CRC低字 
I 8Bit 8Bit 8Bit 8Blt 8Bit 8Bit 8Bit 

实际发送中每个字节的格式如下： 

· 1个起始位 

·8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 1个奇偶校验位．无校验则无 

· 1个停止位(有校验时)，2个 Bit(无校验时) 

使用 RTU模式，消息发送至少要以 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 

间隔开始。 传输的第一个域是设备地址 ，如OxO1。 在最后一 

个传输字符之后。一个至少 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标定了消息 

的结束。一个新的消息可在此停顿后开始。整个消息帧必须作为 
一 连续的流转输。如果在帧完成之前有超过 1．5个字符时间的 

停顿时问，接收设备将假定下一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域。 

3．3基于MCGSE的 Modbus移植 

MCGSE的 Modbus—RTU设备构件把寄存器的通道分为只 

读 ，只写 ，读写i种情况，只读通道用于把设备中的数据读入到 

MCGSE的实时数据库中，只写通道用于把 MCGSE实时数据库 

中的数据写入到设备中，读写通道既可以从设备中读数据．也 

可以向设备中写数据。MCGSE可操作的数据类型有：1输入继 

电器 (位操作只读)；0输出继电器(位操作 ，可读可写)；3输入 

寄存器(字 ，双字，只读)；4输出寄存器(字，双字，可读可写)。 

本设备构件可操作的几种 Modbus寄存器类型的读写和从 

设备的寄存器对应关系及功能码如表 2所示。移植时需要注意 

的是。MCGSE中的地址和实际下发的地址相差 1．即选择地址 

1，则下发的命令是 0 

表 2 Modbus寄存器类型及功能码 

寄存器类型 功能 设备寄存器 读功能码 写功能码 

1输入继电器 开关量输入．只读 C0il[] 2号功能码 无 

0输出继电器 开关量输出，读写 CoilShad[] l号功能码 5号功能码 

3输入寄存器 数值量输入，只读 Reg[] 4号功能码 无 

4输出寄存器 数值量输出，只写 Regshad[] 3号功能码 6号功能码 

对于 4字节数据．用 l0号 

功 能码下 发批写命令． 

4 软件设计 

系统程序框图如图 2所示。系统初始化，显示开机画面之 

后开启基本定时器，用于定时唤醒单片机采样并显示实时温 

度。显示完温度后进入低功耗模式 3，等待外部键盘中断和定时 

器中断，中断返回后再次进入低功耗模式 3。从而降低了电能消 

耗。MODBUS子程序用于响应主控制器的查询 ，上报测量温度 

数据等。 

频率采集滤波采用卡尔曼滤波法。卡尔曼滤波能解决最佳 

线性过滤和估计的问题，通过状态方程和递推方法进行处理。它 

以最小均方误差为准则，用前一个估计值和最近一个观测数据 

来估算，适用于实时处理。因此，我们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时 

间差进行滤波处理。 

单片机不同于计算机 ，其计算能力有限，为了能将卡尔曼 

滤波应用于单片机必须对卡尔曼滤波进行简化。把发酵罐看成 
一 个系统 ，然后对系统建模。由于采样时间非常短。温度变化不 

大，因此本文假设 K时刻跟 K一1时刻的温度相同。所以A=1。没 

有控制量，所以 u(k)=0。因此简化后的卡尔曼模型为： 

x(klk一1)=x(k一1Ik一1) ⋯⋯⋯⋯⋯⋯⋯⋯(1) 

P(klk一1)=P(k-llk一1)+Q ⋯⋯⋯⋯⋯⋯⋯ (2) 

X(klk)=X(klk-1)+Kg(k)(Z(k)-X(kIk-1)) ⋯⋯⋯⋯⋯⋯ (3) 

Kg(k)=P(klk-1)／(P(klk一1)+R) ⋯⋯⋯⋯⋯⋯(4) 

P(klk)=(1-Kg(k))P(klk一1) ⋯⋯⋯⋯⋯⋯⋯⋯⋯⋯⋯ (5) 

其中X(klk一1)是利用上一状态预测的结果 。X(k一1 Ik一1)是上 
一 状态最优的结果 ，P(klk一1)是 X(klk一1)对应的协方差 。P(k一1Ik一 

1)是 X(k一1Ik一1)对应的协方差，Q是系统过程的协方差 ，z(k)是 

k时刻的测量值，z(k)=H x(k)+V(k)，V(k)表示测量的噪声 ，它被 

假设成高斯白噪声，其的协方差为 R，Q为 W(k)(过程噪声 ，它 

被假设成高斯白噪声)的协方差，(这里本文假设它们不随系统 

状态变化而变化，在算法中设置了 Q=0．001，R=I)。 是卡尔曼 

增益。为了令卡尔曼滤波器开始工作。我们需设定卡尔曼两个 

零时刻的初始值．及 x(0l0)和 P(Oio)。这里设定 X(OlO)为初次测 

量值，P(OIO)为 2。 

图2 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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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设计采用了压频转换技术实现 A／D转换．并可以进行信 

号的远距离传输．用 6个 I／O口和一片 74LS138扩展了 2O个矩 

阵式键盘，节省了系统 10口和开发费用。移植了MODBUS协 

议．使系统可以和具有安装标准MODBUS协议软件的上位机 

通讯．便于温度数据读取，存储等。本系统可以和PLC等其他控 

制器同处一个总线，扩大了其使用范围．根据不同需要本设计 

可应用于多种温度检测系统。本文创新点为移植了基于 

MCGSE的 MODBUS协议于 MSP430单片机 ，使本系统可以挂 

接在标准的 MODBUS网络上，做为从设备和主设备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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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适合于嵌入式系统的应用。本系统使用 Boa实现Web服 

务器程序主要通过对 boa．eonf和 mime．types文件进行修改来 

实现。boa．conf位于 use 0a／examples／目录下，在文件中完成的 

工作包括指定端口、服务器运行的用户和组属性、服务器名称、 

HTML文档的根 目录、最大用户连接数、网页的字符编码以及 

支持的文件类型等。mine．types位于 use 0a／examples／目录下， 

该文件定义了 Boa支持的文件类型及此种文件的类属。 

本文作者创新点：在基于建立无缝的企业信息集成的发展 

趋势、32位嵌入式处理器系统与工业以太网技术相互结合的先 

进控制理念下，本文提出的高性能嵌入式工业以太网监控系统 

的设计方案 、重点分析并实现了新型嵌入式工业以太网监控装 

置的硬件架构和嵌入式软件体系。 

本项 目预计可产生经济效益约 6O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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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总线技术应用200例》 
现场总线技术是现代工厂、商业设施、楼宇、公共设施运行、 

生产过程中的现场设备、仪表、执行机构与控制室的监测、控制装 

置及管理与控制系统之间的数字式、多点通信互连的，数据总线式 

智能底层控制网络。 

现场总线技术保证了现代工厂、商业设施、智能楼宇、公共设 

施(自来水、污水处理、输变供电、燃气管道、自动抄表、交通管理 

等)，高可靠、低成本、安全绿色生产运行，同时易于改变生产工艺，多 

品种生产过程。 

本书200个应用案例，介绍了profibus、FF、CANbus、De- 

viceNET、WorldFIP、INTERbus、CC．Link、Lo．nWorks及 OPC、工 

业以太网、TCP／IP在石油、化工、电力、冶金、铁路、制烟、造酒、制 

药、水泥、电力传动、机械、交通、设备管理、消防、自来水厂、电解 

铜、电解铝、继电保护、粮仓及储运、汽车检测、油库管理、造纸、气 

象、远程抄表、电缆生产、暖通空调、电梯、楼宇自动化及安防、 
⋯ ⋯

，各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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