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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SP43O的新型热量表 

宋清龙’ 

摘 要 ：利用超声波在流动的液体中顺流与逆流的时间差来测量滚速。采用MsP43O控制器设计了一种新型热量表．此热量 

表可以避免传统热量表的阻塞问题 。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 。对用户供热信息进行监控。 

关键词： MsP43O TDc—GP2 Frr1Ooo s72lA 

中图分类号： TP2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422(2oo9)02—0143_02 

Heat Meter Based on MSP43O 

Song Q．mgl0llg 

Abstract： 

Kevw0rd： 

Ultrasonic，s character is travd—time—diIlference be een downstre锄 and upsh 锄 ．The heat meter makes use 0f【he 

principle to measure velocity of fl0w．11I1e paper designs a new kind 0f h阻I meter wl】ich contml1er ad0pts MSP43O 

田1e he．at rneter can av0id the 0bstmcti0n pmbleIll 0f the traditi0nal heat meters，so the system c0tlld monit0r iJ bml— 

ation in the absence of the user． 

MSI)430 TDC—GP2 frr1Ooo s721A 

由于传感器是表贴式的，所以热量表可以避免传统热 

量表的阻塞问题。热量表还设计了与外部通信的接口，可以 

与无线抄表系统相接合，可 以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实现对 

用户供热信息进行监控。 

1时差法测量原理 

通过检测流体流动时对超声波束的作用来测量体积的 

流量，超声波时差检测需要完成正反 2个方 向的时间检测， 

检测结果之差可换算成被测液体的流速，流量的求解可利 

用 TDC—GP2内部的硬件乘法器系数校正功能实现。检测的 

流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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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时差检测流程图 

2 TDC—GP2的温度测量单元 

TDC—GP2是 ACAM公司通用 rDC系 列的新一代 产 

品。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小的封装，尤其适合于低成本的工 

业应用领域。GP2具有高速脉冲发生器，停止信号使能，温 

度测量和时钟控制等功能。 

GP2内部有4个温度测量端 口，可以最多测量 2对传 

感器和参考电阻，即在超声波热表的设计时，可以分别测量 

冷水和热水的温度。温度测量的精度可以达到 16位有效 

精度，相当于 O．O04。C 。实际上这个温度测量单元的原理是 

通过测量温度电阻传感器对参考电容的放电时间变化实现 

的。测量所需的传感器是 l0oO 以上电阻。需要指出的是 

进行一次完整的温度测量，包括所有的计算在内，其功耗小 

于 2．5 As。若每 3O秒钟进行一次温度测量，平均电流消 

耗只有 O．08 uA。 

3通信的硬件电路 

M—BuS是热量表产品中广泛支持的一种通信方式，是 

一 种可靠、开放、低成本的总线通信方式。 

TsS72lA是 11推出的一种用于 M—BUS从机的专用收 

发器芯片。其特点：①满足国际ENl434—3标准；②具有动 

态电平识别的接收逻辑；③无极性连接；④支持远程供电， 

从机可由总线或后备电池供电：⑤支持 UART协议：半双工 

下波特率可达 96o0 ：⑥可提供 3-3v稳压源。如图 2所示。 

图2 s721A硬件电路 

4 超声波接收与处理电路 

超声波接收电路的关键部分是信号放大，由于要考虑 

增益、带宽和噪声等综合因素，一般采用多级放大。 

由于热量表采用电池供电，所以要求放大器的功耗要 

小。采用功耗较低的运放0P37，带宽63MHz，供电电流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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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weaver使用技巧 

张 影 

摘 要：结合在日常教学中所总结的经验．介绍一些DIeamw朗ver的使用技巧。 

关键词：Dreamweaver 使用技巧 网页设计 

中图分类号： TP393．0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1OO2—2422(2oo9)02—0144-J02 

Skills 0f Dre锄 、代aver 

zhang Yillg 

Abstract： 1’he paI)er presents lhe using skiUs of Dreamweaver fmm daily teaching experiment． 

Keyword： Dr咄 nWeaver Using Skms Webpage Des 

Dreamweaver是美国 Macromedia公司开发的集网页制 标记)。 

作和网站管理于一身的所见即所得的网页编辑器。具有强 (2)只产生换行的效果，不产生段落，可以任选下列一 

大的编辑功能，能够方便地实现对网页刨作的灵感，使设计 种操作： 

者不必编写H rML代码就能够实现用JavaScript和DHTML ① shm+Enter键： 

才能实现的特效。 ② 选择菜单命令“In Bert／special ch眦cters／nne 

1让网页紧贴浏览器窗口的顶部和左边 Break”： 

当在页面中插入了对象 (如文字、表格、图片等等)，即 ③ 在代码视图HTML文档中相应位置添加<br>标记。 

使设置了左对齐或顶端对齐，在浏览时还是和页面左边或 3将内层表格壁紧贴外层表格壁 

顶端有一定的距离。要让网页紧贴浏览器窗口的边缘。需 首先将外层表格的“Ce11Pad(单元格边距)”设置为 

在<b0dy>标签中加参数“margjn” 如： “O”，其次将 内层表格 “widtll”和 “Height” 分别设为 

<bo(1y bgc0lor=”#oo66cc”lext=”群O0oOoo”lefIM n=0 t叩Mar罾n= “1o0％”，最后再拖动边框使内层表格完全贴着外层表格。 

o 4 添加透明 flash 

其中IeftMargin和topMarg分别指左边界和顶部边界。 用Dreamwe ve 打开网页
， 找到要设置透明的 FLASH， 

或在页面属性对话框中，设置“ (左边界)”和“Top(顶 添加代码： 

部边界)”均为 “O”。 <param narne： mode value：一tr姐sp8ren > 

2硬回车与不产生段落换行 5导入数据 

(1)硬回车：不仅换行还产生一个段落 (即<p>和饰 > Dre锄 ea 。提供了导入功能，可以将文字资料或表格 

2mA，组成二级放大电路来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放大，具体 

电路如图 3。 

VCC 

第一、二级的放大增益分别为20dB，这两级的放大增 

益为 4OdB，放大后的信号是不能直接做为 GP2的STOP信 

号，只能识别冲脉信号，所以还要对放大了的信号进行处 

理，把其变成数字信号。由于GP2的测量的是开始信号与 

结束信号之间的时间差，要求上升沿尽量的陡，所以必须使 

用高速比较器。采用MAⅪM公司的高速比较器MAX9140 

来实现模拟信号的数字化 (如图4)。 

VCC 

图4信号调理电路 

热量计是内嵌微处理器的智能化测量仪表，与传统的 

机械式仪表相比具有结构简单、安全可靠、实时性好、灵敏 

度高；功耗低，操作简便，抗干扰好、安装维护方便、测量精 

度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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