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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智能水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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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提高用水管理的自动化水平，如何为供水部门提供一种有效的监管手段．是供水部门一个亟 

待解决的课题。使用具有通讯功能的智能水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智能水表的设计方案，着重阐述了系统的硬件构成及软件流程，并介绍了 MSP430的 

单片机及外围器件的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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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 I igent W ater Meter on M SP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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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automation level and effective controlling method for 

water supply sections．The intelligent water meter with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it．The design of the water meter based on MSP430 MPU is given in this paper． 

Also，the hardware organization and the software flow are introd uced here，along with the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MPU and it’S peripher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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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水表，人工抄表和收费一直是两个效率很低的环节。在我国普遍采用“先用水后收费”的管 

理方式，用户拖欠水费的现象时常发生，供水部门缺乏用水管理的有效手段。作者开发的基于嵌入式智 

能系统的新型水表是目前解决传统水表缺陷的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 

由于民用水表不同于工业用仪表，必须要满足低功耗、低成本的要求。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选择 

了德州仪器(TI)公司的MSP430F413超低功耗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开发了一种远程通讯端口的智能 

水表。这种水表除具有传统水表的功能外，还具有与楼宇中继器通讯、预存水费、欠费提示、欠费停水等 

功能，大大提高了用水管理效率。 

l M8P43O单片机简介 

TI公司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控制器，它们具有 16位 RISC结构，CPU 

的16个寄存器和常数发生器使MSP430微控制器能达到最高的代码效率。灵活的时钟源可以使器件达 

到最低的功率消耗。数字控制的振荡器(DCO)可使器件从低功耗模式迅速唤醒，在小于 6 its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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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活到正常的工作方式。MSP430的16位定时器是应用于工业控制如纹波计数器、数字化电机控制、 

电表、水表和手持式仪表等的理想配置。内置的硬件乘法器大大加强了其功能并提供了软硬件相兼容的 

范围，提高了数据处理能力。MSP430单片机具有如下特点： 

1．1 低电压、超低功耗 

MSP430系列单片机，在 1．8～3．6 V电压、1MHz的时钟条件下运行，工作电流在(O．1～400) A 

之间；具有 16个可以任意嵌套中断源，使用灵活方便；将 CPU置于省电模式时，用中断方式可唤醒程 

序，唤醒时间只要 6 s，编制出的源代码程序实时性较高。 

1．2 强大的处理能力 

MSP430系列单片机，为 16位RISC结构，具有丰富的寻址方式(7种源操作数寻址、4种目的操作 

数寻址)、简洁的27条内核指令以及大量的模拟指令；大量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 

运算；还有高效的查表处理方法；有较高的处理速度，在 8 MHz晶体驱动下，指令周期为125 s。这些特 

点保证了可编制出高效率的源程序。 

1．3 丰富的片内外设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各成员都集成了较丰富的片内外设。它们分别是以下一些外围模块的不同 

组合：看门狗(WDT)、定时器 A(Timer—A)、定时器B(Timer—B)、比较器、串口0、1(UsARTO、1)、硬件 

乘法器、液晶驱动器、8路 12／16位 ADC、48个 I／o端口、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可在线仿真的 

FLASH内存，7路PWM输出，以及内嵌的LCD驱动等。本设计所选用的主控芯片MSP430F413就包 

含了：12位 A／D，精密模拟比较器，硬件乘法器，2组频率可达 8 MHz的时钟模块，2个带有大量捕获／ 

比较寄存器的 16位定时器，看门狗、两个可实现异步、同步和多址访问的串行通信接口，能直接驱动液 

晶多达 96段等。 

1．4 高效的开发方式 

MSP430支持在线仿真和编程，所配编译器功能强大；具有 FLASH存储器，利用单片机本身具有 

JTAG接口或片内BOOT ROM，可以在一台PC机及一个JT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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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P430系列器件均为工业级的，运行环境温度为一4O～+85℃，因此很适合作为便携仪表和水、 

电表的主控芯片。 

2 系统硬件的组成 

智能水表以MSP430413单片机为主控芯片，采用 RS一485总线方式进行通信，将各种信息送入主 

控端。水表能够按用户预付费自动开阀送水，当预付费用完后自动关阀停止供水，从而达到了“先买水、 

后用水”、实现“分散使用、集中管理”的目的，节省了供水部门的人力物力，提高了效率。水表主要由以下 

几个单元电路组成：传感器电路、阀门控制电路、抄表电路、显示电路、电源管理电路、故障处理电路、数 

据备份电路及时钟电路等，具体电路结构见图 1。 

2．1 流量传感器电路的设计 

流量传感器采用于簧管式的流量传感器，干簧管用来采集水流量信号。在普通转盘计数的水表中加 

装干簧管和磁铁，干簧管固定安装在计数转盘附近，永磁铁安装在计数盘位上，当转盘每转一周，永磁铁 

经过干簧时，干簧管的簧片开闭一次，由此输出一个计量脉冲，然后对这个脉冲记数，得到总水量。主控 

芯片采用计脉冲的方式，对 2路流量传感器送来的计数脉冲进行计数。当检测到2路依次脉冲信号时才 

能确定为一个单位水量，如果 2路流量传感器同时吸合则为故障情况，并作用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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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功耗智能水表硬件结构图 

2．2 液晶和键盘接口电路的设计 

针对用户使用的一般情况，水表采用的是段式液晶显示器，它可以显示 6个字符，其中第一位为状 

态标志，后五位为流量数。为了延长液晶显示器的使用寿命，驱动方式选用了 4MUX驱动方法，示意图 

见图 1。为了便于操作水表，分别设有三个功能开关：k1显示当前月用水量；k2显示剩余水量；k3显示 

总用水量。 

2．3 数据备份电路的设计 

为了保证系统在掉电后不丢失信息。本表又外扩了一片新型寄存器；4 K(512×8 bit)铁电寄存器 

FM24 C04，它既拥有RAM技术的优点，又具有 ROM 技术的非易失性特点，是目前唯一的一种非易失 

性 RAM。铁电存储器和其它非易失性存储器相比显示出多项优点，首先是写入速度快，铁电存储器可 

以跟随总线速度写入，写入后无需任何等候时问，而常用的 EPROM需要等几个 ms才能写入下一数 

据。 

2．4 抄表电路的设计 

为了便于对入户的水表进行集中管理，本系统采用了适用于信号的远传的两线制 RS485通信方 

式。RS485通信方式中主节点一般最大可以带 127个负载，这样对于一个单元楼仅仅安装一个楼宇中继 

器即可，这样大大节省了设备的投资。 

2．5 时钟电器的设计 

PCF8563是低功耗的CMOS实时时钟／日历芯片，提供一个可编程时钟输出，一个中断输出和掉电 

检测器，所有的地址和数据通过 I C总线接口串行传递。最大总线速度位 400 Kbit／s，每次读写数据后， 

内嵌的字地址寄存器会自动产生增量。所有 16个寄存器设计成可导址的 8位并行寄存器，但不是所有 

位都有用。前两个寄存器(内存地址 00 H，01 H)用于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内存地址 02 H一08 H 

用于时钟计数器(秒一年计数器)，地址 09 H一0 CH用于报警寄存器(定义报警条件)，地址 0 DH控制 

CLKOUT管脚的输出频率，地址0 EH和0 FH分别用于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和定时器寄存器。该器件采 

用I C总线方式和MSP430处理器相连，可实时获取秒、分钟、小时、日、月、年等信息，编码格式为BCD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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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软件的开发 

为了降低系统的功耗，水表系统的软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主程序、数据采集中断子程、键盘显 

示中断子程、数据存储中断子程、用户用水量统计中断子程、电磁阀控制子程等模块。由于篇幅所限，图 

2中仅给出了主程序和用户用水量统计中断子程流程图。为了进一步降低系统的功耗，系统功能子程均 

采用中断方式来实现。实时用水量每隔 1 s用中断计数器统计脉冲个数，再通过换算公式获得当前和总 

的用水量，当前的用水量和总的用水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Q当前一K1 M 

Q总一Q总+Q当前 

a)主程序框图用户 b)用水量统计中断子程框图 

图 2 智能水表软件部分程序流程图 

4 结论 

本文利用廉价的超低功耗单片机设计完成了一款可以实现远传功能的智能家用水表的设计。在实 

际调试和试验过程中，仪表工作可靠，满足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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