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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 S P430和MAX 1 452的温度补偿系统设计 
Design of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System With MSP430 and MAX1452 

洒安石油大学)张 浩 孟开元 曹庆年 
Zhang，Hao Meng，Kaiyuan Cao，Qingnian 

摘要：采用 MSP430低功耗单片机和 MAXI452智能芯片。设计一个温度补偿 系统 。对由于温度 变化 而引起的温度漂移误 差进 

行 补偿 ，达到 设 定的温度 值 。 

关键词：MSP430；MAX1452：温度补偿 

中图分类号：TP368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It is temperature offset system designed by the MSP430 which is a system-on-chip of low—power consumption and the 

MAX1452 which is an intelligent chip．It achieves the preset temperatures by compensating the temperature errors which result from 

the temperature va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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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控制中，各种电子器件由于温度变化．经 

常会引起温度漂移误差，从而影响到电子器件的灵敏 

性和精确度，所以消除温度漂移误差就成为工业控制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采用 MSP430单片机和 

MAX1452智能芯片，设计一个温度补偿电路系统．达 

到消除温度漂移的日的。 

1 温度补偿 系统的硬件设计 

1．1使用的主要器件 

MSP430FE425低功耗单片机、MAX1452、MAX405 1、 

74LVC4245A(双电源的电平移位器)、字符型液晶显 

示器 LCD、32768Hz晶振等。 

1．2温度补偿系统的设计思想 

针对电子器件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温度漂移误 

差，通过 MSP430低功耗单片机进行调节，补偿温度漂 

移误差，达到预期状态下的温度。 

MSP430FE425 咂 ：． 
低功耗单片机 

自制键盘 二 >f字符型LcD液晶显示f 

图 1温度补偿系统原理框图 

1-3温度补偿系统的工作原理 

MAX1452芯片内部有一个片内温度传感器，这个 

传感器测量 MAX1452芯片在运行环境下的温度 ， 

MSP430低功耗单片机接受 MAX1452芯片上的温度数 

据，根据已经存储在 EEPROM内的温度数据进行查找 

比较，找到相应温度下的温度补偿值，进行粗调和细 

调，确定用于补偿温度漂移误差的精确值，然后传送回 

MAX1452芯片中，使电子器件的温度漂移误差得到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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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从而可以显示理想条件下的温度。其中，MAX4051 

芯片是选择需要调节的 MAX1452的编号 ．74LVC4245 

芯片是选择对应 MAX1452芯片的输入腧 出方向。 

1．4温度补偿系统的原理图(见图 1) 

1．5温度补偿系统电路图 

图2温度补偿系统电路图 

2 温度补偿 系统 的软件设计 

本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分为 5个模块：初始化模 

块、显示模块、中断模块、调节模块和通信模块。 

2．1初始化模块 

初始化模块主要包含两个子功能模块：补偿模块 

和恢复模块。 

补偿模块：在上电时，从主计算机下载在不同温 

度下的温度漂移误差补偿的数据。 

恢复模块：在复位时，恢复 MSP430断电时的数据。 

2．2显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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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块主要包含 6个子功能模块：初始化数据模 

块、拆分数据模块、组合数据模块、显示初始化模块、 

功能显示模块、温度显示模块。 

初始化数据模块：主要功能是对显示模块中使用的 

中间变量进行初始化(即全部清零)，防止上电或者数据 

改变后，存储异常的数据，从而在显示时m现异常。 

拆分数据模块：液晶显示器 LCD的显示是逐字符 

显示的，所以对于多位数据的显示 ，在显示之前必须 

对多位数据进行拆分，把一个多位数据拆成几个个位 

数据 ，然后根据 MSP430中液晶显示器 LCD的显示规 

则进行显示。 

组合数据模块：在液晶显示器 LCD的某位数据发 

生改变后 ，需要将改变后 的数据保存 并传送 到 

MAX1452，进行温度漂移误差补偿。本模块即完成对 

多个个位数据组合成一个多位数的功能。 

显示初始化模块：为了防止在显示时，液晶显示器 

LCD显示异常数字或者代码，需要对液晶显示器 LCD进 

行清屏，这样可以保证液晶显示器LCD显示的正确性。 

功能显示模块 ：在液晶显示器 LCD的第 6～4位字 

符显示功能部分的数字代码。其中，第 6位字符显示 

选择的MAX1452的编号(0～8)．第 5位字符显示选择 

补偿温度偏移误差的位置(零点或满偏)，第 4位字符 

显示选择所显示温度的状态(显示状态或修改状态)。 

温度显示模块：在液晶显示器 LCD的第 2-0位字 

符显示温度部分的数字代码。其中，第 2位字符表示 

符号(只有在 0。c以下才显示“一”)。第 1～0位字符显 

示温度的数值。 

2．3中断模块 

本模块主要包含3个子功能模块：中断初始化模 

块、中断状态判别模块、中断状态设置模块。由于在 

MSP430单片机中．中断是嵌套调用的，所以在各个子 

模块之间没有明确层次先后顺序，仅按照m现的先后 

顺序确定其之间的相互调用关系。 

2．3．1状态转换图 

“功能”中断 温度为 “修改状态”目 “确定”中断 

“确定”中断或 “取消”中断 “确定”中断或 “取消 ”中断 

图 3中断状态转换图 

2．3．2中断初始化模块 

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在上电或者复位时．清除此 

前的所有中断向量和中断标志位，防止程序在运行过 

程中造成异常。 

2-3-3中断状态判别模块 

在此模块中，要对中断进行判断，并且做出相应 

的响应。在“显示状态”下，允许“功能”中断；在“功能 

调整状态”下，允许“移位”中断、“循环加 1”中断、“确 

定”中断和“取消”中断；在“温度调整状态”下，允许的 

中断与“功能调整状态”相同。对于“复位”中断，在三 

个工作状态下都允许。 

2．3．4中断状态设置模块 

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在“显示状态”、“功能调整状 

态”和“温度调整状态”之间改变时，对温度补偿系统所 

正在运行的状态做出相应的标识，以便在程序运行过 

程中，检测到相应的状态，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响应。 

2．4调节模块 

本模块主要包含 4个子功能模块 ：循环移位模 

块、循环加 1模块 、确定模块和取消模块。 

循环移位模块：主要实现对液晶显示器 LCD显示 

数字的移位控制 ，通过按键实现在液晶显示器 LCD显 

示数字进行循环移动。 

循环加 1模块：实现液晶显示器LCD显示数字的加 

法操作，通过按键在不同的数字区间内进行循环加 1。 

确定模块：主要进行大量的控制和数据操作 ，还 

要调用中断模块和通信模块的功能，实现对数据的传 

输和处理，同时改变温度补偿系统的运行状态。 

取消模块：主要放弃对已经在液晶显示器 LCD上 

改变的数据进行操作 ，返回改变前的状态．同时改变 

温度补偿系统的运行状态。 

图 5写模块的流程图 

2．5通信模块 

在温度补偿系统中，本模块实现了 MSP430和 

MAX1452之间的通信。通过调用本模块，MSP430实现 

对 MAX 1 452的控制和数据交互 ，实现对温度漂移误 

差的补偿。 

本模块主要有 7个子功能模块：初始化模块、重 

初始化模块、读模块 、写模块 、数据计算模块 、地址查 

找模块、控制模块。 

初始化模块：根据 MAX1452的通信协议，本模块的 

功能是在在上电或者复位时对MAX1452进行初始化。 

重初始化模块：根据 MAX1452的通信协议，本模 

块是在 MSP430与 MAX1452进行通信之前(非上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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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正确性。 

读模块 ：根据 MAX1452的通信 协议 ，在从 

MAX1452读出数据时，需要有特定的数据格式，本模 

块实现从 MAX1452读出数据，并且将 MAX1452中特 

定的数据传输格式 ，转化为便于计算或显示使用的数 

据格式的功能。流程图如图4所示。 

写模块：根据 MAX1452的通信协议，在从MAX1452 

写入数据时，需要有特定的数据格式，本模块实现将计算 

或显示数据转化为MAX1452的特定的数据传输格式，并 

写入到MAX1452的功能。流程图如图5所示。 

数据计算模 块 ：本 模块 的主要 功能是对从 

MAX1452读入的数据与 MAX1452中 EEPROM的数 

据进行计算，得出需要达到理想状态下的所要补偿的 

温度的确切值。 

地址查找模块：根据 MAX1452的通信协议，在温 

度补偿过程中，需要根据公式 ，查找不同温度状况下 

零点和满偏的温度补偿值的地址，然后读出相应的数 

据。本功能模块主要实现查找地址的功能。 

控制模块：本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根据 MAX1452 

的通信协议，对其控制指令进行封装 ，使其完成固定 

的功能，便于进行调用。 

3 结束语 

本 文创新点 ：利用 MSP430低 功耗单 片机和 

MAX1452芯片，设计温度补偿系统的结构以及此系统 

中的中断转换状态。 

此系统在调试过程中得到以下补偿数据，如表 1 

所示。 

在此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对温度漂移误差的的补偿，但是 ，补偿的过程是以 

手动调节完成的，在实时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有 

待进一步研究。 

表 1温度补偿数据 

补偿值 
温度 (。C) 

十进制表示 十六进制表示 

一 4o 20 l4 

25 65 4l 

85 lo6 6A 

125 l3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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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载波频率 ，使输出波形为纯正弦。由测试结果 

可见，电压稳定度小于 1％，频率稳定度为 0．05％，总谐 

波含量为 1％。其实验波形如图6所示。若超负载达到 

200％U~，短路保护立即关闭电源，实施紧急保护，从而 

满足了性能指标的要求，采用厚膜驱动电路，具有自 

保护功能，采用硬件和软件双重保护使系统主电路和 

IGBT逆变器的工作更加可靠。控制器采用闭环控制， 

提高了系统的输出精度。 

如果将逆变器作为变频电源，用于交流电机的变 

频调速系统时，则只需改变对 SA8282初始化控制字 

的设定，就能方便地改变输出交流电的频率和工作电 

压，省去了大量的编程工作，还能做到实时控制。由于 

波形为纯正弦波，减少谐波影响，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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