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M S P430的新型自报式 

水文遥测终端机设计 

水文遥测系统通常由终端机、中继 

站和中心站三部分组成。由于终端机是 

用来直接测量雨量、水位等水文数据， 

是整个遥测系统信息的来源，故其设计 

成为整个遥测系统的关键。遥测终端机 

一 般处于河流上游或者湖泊边缘，分布 

分散，维护起来很不方便，需要长期工 

作在无人值守的环境中，并且往往无交 

流电源提供，需要靠太阳能浮充和免维 

护蓄电池供电，因此在终端机的设计过 

程中低功耗和高可靠性尤为重要。 

现有的遥测终端机通常采用MCS5l 

微控制器作为控制芯片并配以较多的模 

拟电路和逻辑门电路，其设计复杂，功 

耗和可靠性难以得到保证，所以很有必 

要利用新型的性能更高的器件来对终端 

机重新设计。TI公司的MSP430系列集 

成了大量的外围部件，是低工作电压、超 

低功耗、高性能的微控制器，在电池供 

电的便携式设备和仪器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和MCs5 l等其他微控制器相比， 

MPS430具有很多优势：它能够工作在 

1．8—3．6V的宽电压范围内；在 1MHz 

时钟、2．2V电压的典型工作条件下，静 

态电流仅为225 Al具有5种低功耗工 

作模式，在不同的模式下消耗电流为 

0+l～340 A，用中断方式将微控制器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至激活模式下，仅需 

要6 s。本文以MSP430Fl47作为控制 

芯片，同时结合其他外围低功耗器件分 

别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介绍一种新型 

低功耗终端机的设计。 

l 

终螭机工作原理 

终端机采用自报工作方式，在雨量 

或水位数据没有变化时处于低功耗的值 

守模式，此时CPU、主时钟 (MCLK) 

以及内部数字振荡器(DCO)均不工作， 

微控制器仅由低速辅助时钟 (ACLK) 

来驱动，系统功耗很低。当水位或雨量 

变化一个单位或定时发送时，便会使微 

控制器立即进入激活模式，并且启动 

FM发射机发送一次数据，数据发送完 

后再转入低功耗模式，直到下一次发送 

数据。终端机除具有雨量、水位、定时 

发送等基本功NN471、，为了便于维护，还 

具有强发和编程功能，各个功能的描述 

如下。 

·雨量发送 

当雨量计产生一个通断信号时，由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 杨帆 赵利 

雨量传感器输出一个具有一定宽度的雨 

量脉冲信号，此信号作为外部中断，唤 

醒处于低功耗模式的微控制器，在6 S 

内微控制器转入激活工作状态，并控制 

供电电路给处于掉电状态的电路和FM 

发射机供电，使之上电工作。此时微控 

制器将检测到的雨量信号进行累加和保 

存，并读入测量站站址和电池状态，将 

以上数据装帧后传送给FM发射机，由 

FM发射机将数据发送给中继站，发送 

完毕后控制相关电路掉电后转入低功耗 

模式工作。 

·水位发送 

与雨量发送的过程相似，水位发送 

只是当微控制器检测到水位脉冲信号 

后，从水位计上读入此时的水位值，并 

与上次所读入值相比较 。若有变化则读 

入测量站站址、电池状态后发送数据； 

若无变化则直接返回低功耗模式工作。 

·定时发送 

微控制器由内部定时中断唤醒后， 

首先读入编程开关状态 ，依据编程开关 

设置确定由EEPROM中读入水位数据 

还是雨量数据，然后再发送。 

·强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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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强发键并持续0．5s将迫使终端 

机发送数据，以此达到维护和检查终端 

机的目的。 

·编程功能 

通过外部DIP编程开关，可以对终 

端机的站址、是否清除已有数据以及定 

时发送何种数据进行编程设置。由于外 

部EEPROM存储器的擦写次数有限， 

“清除”可使外部EEPROM内的数据更 

换新地址，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 

还可以通过此开关设置定时发送水位数 

据还是雨量数据，或者两者一起发送， 

从而使终端机配置水位终端机、雨量终 

端机或者水文终端机。 

硬件电路设计 

由于硬件电路是主要的耗电部分， 

敞在芯片选择和电路设计过程中主要考 

虑低功耗的因素。终端机硬件电路如图 

l所示，雨量、水位和电压信息分别通过 

各自的传感器接到微控制器的I／O口， 

微摔制器对这些数据进行采集，然后进 

行相应的处理。 

l控制单元 

整 个 硬 件 电 路 的 核 心 是 

MSP430F147微控制器，它控制各个单 

元协调工作，是整个电路主要的耗电部 

分，对它的功耗控制主要是系统交替工 

作于高速、低速两种时钟和通过软件设 

置其不同工作模式来完成，这两部分的 

设置和实现将在时钟电路和软件设计部 

分介绍。 

2电源管理电路 

终端机由太阳能浮充的免维护蓄电 

池供电，该蓄电池除了给FM发射机提 

供+l 2V电源外，还给控制电路提供 

+3V的电源，这就需要电压转换电路。 

Maxim公司的电源管理ICL7663的静 

态工作电流只有l0“A，输入电压范围 

1．5～16V，输出电压范围1．3～16V，由 

于它功耗极低，非常适合于电池供电的 

设备中，敞采用ICL7663可以进一步降 

低终端机的功耗。输出电压可由式 (1)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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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中V 的典型值为 1．3V， 

R．、R，为偏置电阻，用来设置输出电 

压。图l电路中中选择R．=lM Q、R 

= 1．3M Q，经式 (1)计算可得输出电 

压 V。 t 3V。 

输出电流可以通过限流电阻R ，来 

设置，由式 (2)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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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电路中选择R =20 Q，经计 

算输出电流为35mA，满足本设计的要 

求。 

3时钟电路 

在CMOs数字逻辑器件中，功耗与 

系统时钟频率f(ctk)成正比，见式 (3)。 

Jp=L cv 
州  ) 

(3) 

雹 l终端机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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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中C是COMS的负载电容， 

V是电源电压，E(sw)是跳变频率。由式 

(3)可知在负载电容、电源电压和跳变 

频率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要实现低功耗 

就需要降低微控制器的工作频率 。 

MSP430F147的特色是具有两个外部时 

钟 源 ，一 个 为低 速 的 辅 助 时 钟 

(A C L K)，另一个为高速的主时钟 

(MCLK)。ACLK可以使用 32．768Hz 

的手表晶振，它可以给系统提供稳定的 

时间基准并且降低微控制器的功耗，而 

MCLK可以使用4MHz的晶振，并可以 

配置成在需要系统全速工作时由中断唤 

醒，从而高效执行相应的程序和高速处 

理数据。 

4外部存储器和复位电路 

这部分电路采用X i c o r公司的 

X25045，该芯片将可编程看门狗、电压 

监控、EEPR0M集于一体，具有体积小、 

占用I／O少等优点，应用于系统中可以 

简化微控制器系统的设计。芯片采用 

SPI口与微控制器数据交换，通过片内 

可选时间的看门狗定时器可以在微控制 

器程序跑飞或者死锁时复位，这样便提 

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软件设计 

在软件方面，主要通过模式的选择 

和片内模块的使用两方面来降低功耗。 

1 MSP430FI47的低功耗工作模式 

MSP430F147共有5种低功耗工作 

表1不同模式F典型电流值 (“A) 

模式 (LPM0～LPM4)和一个激活模式 

(AM)，任何低功耗的模式都可以由任 

何允许的中断唤醒，从而回到激活模 

式，且转换时间低于6 S。不同工作模 

式在1MHz时钟下的典型功耗见表1。 

MSP430F147的不同低功耗模式是 

通过配置状态寄存器SR中CPUOFF、 

OSCOFF、SCGO、SCG1 4个模式控制 

位来实现的，这四位有效与否的不同组 

合可以达到控制微控制器时钟系统的目 

的。根据终端机的低功耗设计要求，可以 

配置状态寄存器SR使微控制器工 

作于LPM3模式。此时CPUOFF、 

OSCOFF、SCG0、SCG1 4个模 

式控制位的值分别为1、0、1、1。 

在该模式下，C P U 、主时钟 

(M C L K)和内部数字振荡器 

(DCO)均不工作，微控制器仅由 

辅助时钟 (ACLK)驱动，此时工 

作电流仅为2 A，功耗很低。处 

于该模式的微控制器可以由雨量、 

水位等外部中断或者内部定时中 

断唤醒，唤醒后进入激活工作模 

式，此时被关闭的各部分电路将 

对于模拟模块，工作频率对供电电流几 

乎没有影响，而工作电压却有较大影 

响，故对于不使用的模块应该在程序初 

始化时将其关闭，从而通过软件设置降 

低功耗。 

3软件流程 

终端机的软件流程如图2所示。整 

个程序采用查询式结构，分为主程序和 

中断程序。主程序包括端口、变量和内 

部寄存器的初始化以及数据处理。中断 

程序用于响应事件并对相应标志置位， 

恢复正常工作。由此可以在终端 田P软件流程困 

机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激活微控制器， 

不发送的时候则使微控制器进入LPM3 

模式，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功耗。 

2片内模块的考虑 

MSP430F147集成了较多的模拟模 

块，如ADC、Comparator A、SVS等。 

、 —

—＼  (模式) I(AM) I(LPMO) I(LPM2) I(LPM3) I(LPM4) 

电压(V) —＼  

2．2 225 65 ll l 0．1 

3．O 340 70 l7 2 O．1 

然后将参数返回给主程序处理。将微控 

制器从低功耗模式唤醒至激活模式共有 

两类中断：外部中断和内部中断。由于 

雨量、水位、强发信号具有随机性，故 

由微控制器的外部中断响应这三个事 

件。另外由片内定时器产生内部定时中 

断，用于在无水位和雨量变化时定时发 

送数据。对于清除、站址等编程功能，则 

在主程序中通过对外部编程开关的读取 

来完成。 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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