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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智能化冲击试验机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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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冲击试验机的工作原理及试验机的关键部件摆锤的打击中心、摆动中心及质心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相互关系，通过推导找 

出了上述三者间的关系，即冲击中心与摆动中心重合，与质心不重合。给出智能化冲击试验机的软、硬件设计方案，选用 ，兀 

公司的 l6位单片机 MsP43OF449为核心，实现试验机的智能化，使测量效率、测量精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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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impact testing machine based on MSP430 

Hall Zhi—ling．Liu Mu—shuang 

(Chengdepetroleum college，ChengdeHebei 067000，Chinal 

Abstract：First I the principle of the testing machine is introduced．Next I the pendul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mpact tes· 

ting machine，the centers of percussion，oscillation and gravity are connected，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is demonstrated I 

the centers ofpercussion and oBc~afion are at the same po intI the center ofgravity is not．Finally，the design ofhardware and 

software is introduced I centered on 16 bite chip microcomputer MSP430F449 of TI corporation，the impact testing machine is 

having intelligence，80 the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of measurement is greatly impm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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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强度是材料最重要的性能参数，通过冲击试验机测 

定其冲击强度。按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开发研制智能化冲击 

试验机，可用于包括热塑性和热固性塑料、填充和纤维增强塑 

料在内的各种非金属材料的性能试验，是各行业和科研单位 

质量检测部门理想的试验设备。 

l 工作原理u 

冲击强度为试样冲击破坏过 

程中所吸收的能量与试样断裂处 

的原始横截面积之比。即用已知 

能量的摆锤打击支撑成水平梁的 

试样，由摆锤一次冲击使试样破 

坏，以冲击前、后摆锤的能量差。 
确定试样在破坏时所吸收的能 图1 冲击试验的工作原理 

量，然后按试样原始横截面积计算其冲击强度。 

图l所示为试验机的工作原理示意图。当摆锤以扬角 

释放时，在没有安装试样的情况下，若忽略摩擦损失，摆锤 

在另一侧上升的角度卢应该和 a一样(a= )。在工作过程 

中，试样的破坏必然损耗能量，同时因机械摩擦、风阻等也要 

消耗能量，从而使摆锤的上升角度口小于释放角度 ，这2个 

角度的差值a一／3反映了冲击过程中试样所吸收的能量及因 

机械摩擦、风阻等而消耗的能量之和，在对摩擦、风阻损失进 

行校正后，可计算出破坏试样所吸收的冲击能量。摆锤在初 

始时刻的位能E为： 

E：mgl(1一COBO1) (1) 

在摆锤制作完成后，为测量摆锤的位能，用一测力传感器 

放置在处于水平状态的摆锤下方，测得力的大小为F，力 F到 

转轴0的距离为L。根据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对 0点外力 

的合力矩应为0，因此： 

mgl=FL (2) 

当忽略机械摩擦、风阻等而消耗的能量，由机械能守恒定 

律，冲击过程中试样所吸收的能量 为： 

=mgl(1一coBa)一mgl(1一co~) (3) 

在摆锤式冲击试验机的设计过程中，摆锤和测控系统的 

设计是关键。设计摆锤时必须满足冲击能量、冲击速度及形 

状风阻等要求，其在国家标准中都有较严格的规定，因此在设 

计过程中首先明确摆锤的振动中心、打击中心与质心三者的 

关系。 

2 摆锤设计 

2．1 摆锤的打击中心 】 

如图2所示，当摆锤撞击到试件后，设撞击前摆锤的角速 

度为 。，在 0 点受到试件给摆锤的反作用力，设其大小为 F， 

至旋转轴心的距离为L，在碰撞过程中角速度发生急剧改变。 

由 。降低到 ，假定材料为刚体，应用质点系碰撞时的微分 

方程，有： 

，0 一，0 o=一L JFdt (4) 

式中：，0为摆锤到旋转轴心 O的转动惯量。 

根据质点系动量定理积分形式。有 ： 

，n 一m／xo0=一J(F+F )dt (5) 

当旋转轴心O点不产生附加的水平约束力，即F =0时， 

则式(5)可写成： 

m／to一，， =一I刚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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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K(4)-qK(6)，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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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L=1o／,,d (7) 

即当打击点距旋转轴心的距 

离为￡时，打击力在旋转轴心 O 

点不产生附加的水平约束力，此 

时O 点的位置即为摆锤的打击 

中心。由式(7)可知，打击中心 

到O点的距离￡与质心到 O点 

的距离z并不重合。 

图2 打击中心 

2．2 摆锤的摆动中 

摆锤的振动周期 由小振幅试验测定，摆动角度0离开 

中心每侧应小于5。，根据动量矩定理口J，有： 

一 rag／sin0=too (8) 

由于振动是微小的，因此sin0~0，这样式(8)可写成 

+ = 0 
1o 

这是谐振动方程式，其周期 为： 

广 一 一 

2订√ 一2√ (9) 
这是摆长为￡。的单摆的周期公式，￡。为等值单摆长。从 

旋转轴心引出一条过质心长度￡。的直线，￡。的另一端即为振 

动中心。￡。即为振动中心到旋转轴心的距离。 

L，=~o／m2 (1O) 

比较式(7)与式(1O)，可知摆锤的打击中心与振动中心 

重合，通过测定摆锤的振动周期即可通过式(9)计算出打击中 

心到旋转轴心的距离，亦为打击中心到旋转轴的距离，其计算 

公式由式(9)转化可得： 

× 

式中：g为 由落体的标准加速度，m／s ；T为摆锤往复1次摆 

动的时间，可由至少5O次连续摆动来确定，摆动角度离开中 

心每侧应小于5。。 

在国家标准硬质塑料简支梁冲击试验方法中规定，摆锤 

旋转轴到试样中心冲击点之间的距离应在摆长L。±1％的范 

围内。因此，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尽量使打击点靠近打击中 

心，从而减小打击时在转轴处产生较大的附加压力。在摆锤 

的设计过程中采用优化设计的方法，这样可减少摆锤试制的 

次数。 

3 测控系统设计 

3．1 测控系统组成 

本塑料冲击试验机的智能化测控系统，选用 1rI公司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44X子系列成员449为核心，该芯片内 

部集成(g)kB的程序存储器及2kB的数据存储器，因此系统不 

必扩展程序存储器，简化了电路，为设计人员保留了设计其它 

接口电路的较大余地，使系统获得优良的综合成本和性能。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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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低电压、超低 

功耗的特点，灵活的时钟源可使器件达到最低的功率消耗。 

该单片机在1．8～3．6V电压、1MHz的时钟条件下运行，工作 

电流在(0．1～400) A之间；具有16个任意嵌套中断源，使用 

灵活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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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a的时间内被激活到正常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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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器件运行环境温 

度为 一40～+85℃，所设计的产品适合运行于工业环境下 。 

试验机测控系统的组成如图3所示。 

图3 试验机测控系统组成 

3．2 硬件设计 

单片机选用 MSP430F449，其内部拥有定时器和端口中 

断，可用端口中断对正、反向两路角度信号进行计数，用定时 

器进行定时中断控制。由于试验中通常要求做成组试样冲 

击，因此需要扩展片外数据存储器保存试验数据，为此扩展了 

RAM6264。为适应系统输人参数较多(标定数据、试样特性参 

数、摆锤特性参数等)的要求，保证试验机具有良好的人机对 

话界面，单片机系统扩展了128×64的液晶显示器。它可显 

示8 x4个 16×16点阵的汉字，便于参数的输人及输人后的 

检查。试验中所用到的一些参数预置在存储器中，可通过键 

盘在菜单上进行选择输人。键盘由一组独立按键组成，通过 

简单的接口电路直接与POD相连，以查询方式工作。 

此外，系统还将串行口通过芯片MAX232与Pc机相连实 

现通讯，可将测量数据准确、高速地传送到Pc机。 

3．3 软件设计 

本试验机的单片机程序根据试验机的功能需求，设置了 

主程序、标定、键处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显示、串行通讯、 

定时中断服务等几个模块 J。 

为实现角度测量及系统控制，在测控系统中使用单片机 

MSP430F449的定时器和端口中断。其中P1．6、P1．7通过对 

正、反两路角度测量信号进行计数而实现角度测量。定时器 

主要用来对角度测量信号的数据采集(计数)进行控制及摆 

锤状态的判断，工作于定时中断方式下。塑料冲击强度试验 

中冲击过程的持续时间一般在2s内，为实时地采集摆锤的角 

度值，保证系统可靠、准确地工作，采样间隔 应较小(系统 

中设定为几个毫秒)。系统通过定时器每隔 产生一次中 

断，在每次中断过程中，首先对系统是否处于冲击状态(冲击 

是否开始、是否结束)做出正确判断，以冲击开始时的释放角 

度值Ot及冲击结束时的上升角度值 作为确定试样冲击强度 

的依据，其公式为式(3)。此功能是通过不断对光码盘传感器 

输出的正、反向两路信号的关系(P1．6、P1．7的计数值之差反 

映出来)进行辨识来实现的。冲击尚未开始以及结束的瞬 

间 ，P1．6-qP1．7的计数值之差为0，此间的过程这一差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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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0，且摆锤冲击与回落时差值的代数符号相反，据此程序 

可做相应的处理。若在一次中断过程中发现冲击尚未开始或 

尚未结束，则做一般的中断返回，重新装载下一次定时中断的 

时间常数 ，启动下一次中 

断；若判断出当前冲击正在进 

行，碉!l等待冲击结束；当判断出 

冲击已经结束时，定时器关闭 

并使中断返回，本次试验即结 

束。冲击过程结束后，进入省 

电模式3，在此模式下，电流在 

10 之内。这样，可使系统最 

大限度的省电。软件设计主程 

序流程如图4所示。 

4 结束语 

图4 主程序流程图 

在明确摆锤的打击中心、振动中心与质心三者关系的基 

础上，通过优化手段设计的摆锤设计准确，避免了传统机械设 

计方法摆锤需经反复调整打孔灌铅的弊端。采用 MSP430为 

核心的测控系统，实现了试验机的智能化，使测量效率、测量 

精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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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灌装量的调整 

由主传动轴驱动正弦机构带动活塞杆左右运动，通过调 

节正弦机构的偏心量的大小 ，即调节活塞杆和正弦机构的连 

接长度来控制活塞杆的行程，从而达到调节所需供液量的目 

的(图4)。在灌装时定量泵和2个单向阀配合使用，活塞杆 

向右运动时定量泵进液，下单向阀打开；而活塞杆向左运动时 

上单向阀打开，定量泵排出液体经输液管进行待包装。 

2 全自动液体包装机的安全使用 

由于这类机器大部分在广大农村地区使用，工人操作时 

安全意识不够，已发生多起手指被截肢的事故。当温度和压 

力调整不太合适时，在热封模头上的横封不粘布上可能粘有 

少量塑料薄膜或塑料薄膜未完全切断，工人习惯上用手去拉， 

这样手来不及收回就发生手部被热封模头夹伤事故，为此在 

热封模头横封位置特意加装一个安全罩(安全罩可用有机玻 

璃制作，在整机调试好再安装，更换竖封不粘布时将安全罩移 

去)，从而有效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图1)。对于已购买与此 

相近类型的液体包装机用户，也可自己制作安全罩来消除安 

全隐患。 

3 结 论 

文章概述 YRB2000型全自动液体包装机的几种常用调 

整方法，对易出现安全事故的地方进行改进设计，这对拥有相 

近类型的包装机用户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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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静叶片内榫头通用车具的设计 

根据车具定位，夹紧方式分析及静叶片结构和设计尺寸 

分析，可见影响工装设计的主要因素是叶身长短、安装角、叶 

片数量，叶身正反方向。为设计出通用车具，主要对以下几方 

面改进：①为满足叶身长短需求，一方面将上、下盘体内圆R 

尺寸按最长叶身设计；另一方面把顶紧工艺头螺栓2和工艺 

头支承台高度(日一h／2)变为沿径向可移动式活块；②顶紧螺 

栓3由压紧叶身变为压紧内榫头，满足叶片数量、安装角、叶 

身正反方向不同的需要；③为满足叶片数量不同的要求，顶紧 

螺栓 1、2、3，各选用48个(叶片数量39～45个)，并编号，保证 

每个叶片至少有 1个顶紧螺栓压紧。 

4．4 静叶片内榫头通用车具图 

设计通用车内圆榫头夹具，夹具体上设计滑槽，根据叶片 

叶身长短用上、下滑块调整叶片定位及夹紧尺寸，改进设计方 

法 ，结构见图 3。 

5 结束语 

静叶片内榫头通用车具设计制造成功的好处： 

· 1O0· 

图3 静叶片内榫头通用车具结构 

(1)降低生产成本，每台车具制造费用2万元左右，每年 

生产20种叶片左右，可节约费用加 万元。 

(2)缩短生产周期，有一劳永逸的效果。 

(3)使用灵活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 

(4)节约库房占地面积 2／5。方便管理工作。 

(5)减轻重复设计、制造，并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6)对类似零件，如燃气轮机行业、汽轮机行业静叶片加 

工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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