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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通用测控系统研制 

李晓宁， 吴立清 
(电子科技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学院，I~t JiI成都 610054) 

摘 要：基于TI公司的高性能单片机 MSP430，研制了一种适合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通用测控系统， 

并运用到创新实践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该系统的主要硬件电路设计作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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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 General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SP430 

LI Xiao—ning． Li—qing 

(School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UESTC，Chengdu 6 1 0054，China) 

Abstract：Combined with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education，this article developed a general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to fi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I’S high performance microchip MSP430， 

which is applied to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got a good effect．This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detail in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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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挑战杯”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嵌入式系统竞赛 

等是面向大学生的较有影响力创新活动，自创办以 

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响应，参加的院校和学生 

数目都逐年增加  ̈ 。本人从 2005年也一直参与各类 

大学生创新教育活动的指导，但在这些活动的开展中， 

由于缺乏一个理想的平台使得整个过程不够系统和规 

范，从而影响了受益面的扩展。因此，建立一种面向这 

类大学生科技竞赛的创颏实践平台显得较为重要。本 

文介绍 自行开发的一个通用测控平台，该平台在创新 

教育活动的开展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2 系统结构 

题的创新实践平台，因此 ，对历届全 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竞赛中的知识点做了一些梳理。从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竞赛来的题目来看，数据采集(第一届的题 目二“多 

路数据采集系统”；第五届的E题“数据采集与传输系 

统”)、测量未知信号参数(第三届的 B题“简易数字频 

率计”，第五届的B题“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第八届 

的 C题“数字示波器”)以及 电机控制 (第五界的 C题 

“自动往返小车”，第七届的 E题“悬挂运动控制系 

统”，第八届的F题“电动车跷跷板”)等题目中的测控 

类知识点比较常见。因此，整个系统包含数据采集部 

分与驱动控制部分。具体的功能模块包括：MSP430 

单片机最小系统、高精度 A／D转换通道、高速 A／D转 

换通道、FPGA高速信号采集系统、外部键盘控制及液 

晶显示模块、电机驱动模块以及其他一些传感器，其功 

能结构如图 1所示 。 

考虑到系统的定位是以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为主 3 系统硬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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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功能模块和接口电路，便于学生进行各类系统的搭 

建和创新 。 

本 系 统 中 所 采 用 的 单 片 机 是 TI公 司 的 

端口模拟SPI 
通信接口 

ADC，DAC 

模块接口 

MSP430 

单片机 

懒盘 Iu器口 L-{ 
图2 MSP430单片机最小系统功能框图 

MSP430F1611，这款单片机内部资源是该系列单片机 

中相对较为丰富的，其内部结构如图3所示 。 

图3 MSP430FI611单片机内部结构框图 

3．2 双路数据采集通道 

3．2．1 高精度数据采集通道硬件电路设计 

高精度数据采集通道利用 MSP430单片机内部集 

成的12位 A／D转换器，使用片内电压基准2．5 V，因 

此最高精度为 0．6 mV，其电路结构示意图如图 4所 

示。 

A／D I I M单S片P4机30 单片机 

图4 高精度 A／D转换通道接口连接示意图 

3．2．2 高速数据采集通道硬件电路设计 

高速数据采集通道硬件电路设计主要分为高速 

A／D转换芯片ADC08351电路设计和 FPGA处理模块 

设计 引。 

(1)高速 A／D转换芯片 ADC08351电路设计。 

高速采集通道采用美国美信公司的 A／D转换芯片 

ADC08351，该芯片采用3．3 V单电源供电，最高精度 8 

位，最高采样速度 42 MHz，ADC芯片的基准电压 

由电位器 R2来调节，在本系统中将其调为 2．5 V。 

一  

为外界模拟电压输入端。PD、OE为芯片控制端， 

在本系统中2个信号均置为低 (这 2个信号同样由 

FPGA给出)，在 ADC芯片的模 拟地 (AGND)和数字 

(GND)，模拟电源电压( )和数字 电源电压(3．3 V) 

之间分别加一个磁珠，目的是为了去除高频外界纹波 

干扰，其电路如图5所示 。 

JP4 3．3 V 

ADC0835 1 

图5 高速A／D转换芯片 ADC08351电路 

(2)FPGA处理模块设计。由于 ADC08351给 出 

的信号数据太快，MS~30的读写速度跟不上。因此， 

采用 FPGA作为一个高速读写设备和 ADC08351配合 

使用，来完成对高速数据的读取。FPGA读取数据的 

基本过程是 ，先 由 FPGA将 ADC08351转换过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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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 FPGA 内部 的 RAM 里 存储 起来，然 后再 由 

MSP430从 FPGA的RAM中读取数据。 

3．3 传感器电路设计 

3．3．1 数字温度传感器的硬件电路设计 

本系统选择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型号为 DS18B20， 

DS18B20的外部电路比较简单，如图7所示。 为单 

片机电源电压 3．3 V， 。。为温度传感器电源电压 3．3 

V，DQ为单总线数据线，对温度传感器的所有操作都 

是通过对该数据线来完成的。 

图 7 DS18B20的外部电路图 

3．3．2 压力传感器的硬件电路设计 

压力传感器采用常见的应变片电阻传感器，其压 

力感应部分 由应 变片 电阻 和另外 3个 电阻 R 、 

尺： 、尺： 构成桥路，当电桥平衡时(即电阻应变片未受 

到压力作用时)，R =R： =R： =R： =R，此时电桥输 

出电压 U。一0；当应变片受力后，R 发生变化，使 

R R： ≠R： R： ，电桥输出电压 Uo≠0，并有 

U。一 ± 1
-~-U ±譬 

电桥输出的微弱电压信号经过一级差分放大电路 

输出 ，再经过两级 LM324运算放大器放大到0～5 

V，0—5 V对应 0～1 020 g，R ：为调零电位器，当电桥 

平衡时，输出电压应调为0 V。 

3．4 驱动控制模块设计 

驱动控制模块主要针对运动控制系统，主要由2 

部分组成，电机驱动部分和反馈部分可根据设计要求 

实现开环或闭环系统。 

3．4．1 电机驱动单元电路设计 

目前市场上的电机驱动芯片品种较多，我们采用 

了性价比较高的L298N。它是意法半导体公司推出的 

一 直流电机驱动芯片，采用标准 TTL电平控制，功率 

电压输入最高可达46 V，输出电流最大可达4 A。 

3．4．2 反馈单元电路设计 

编码器选型一般注意：① 分辨率，即编码器工作 

时每圈输出的脉冲数，是否满足设计使用精度要求；② 

电气接I：I，编码器输出方式常见有推拉输出(F型 HTL 

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 c为 NPN 

型管输出，c2为 PNP型管输出)，长线驱动器输出，其 

输出方式应和其控制系统的接口电路相匹配。 

在本系统中，选择的编码器是 日本欧姆龙公司的 

E6A2．CW5C型，直流 12～24 V电源电压，精度 200 

P／R，集电极开路型(NPN型管输出)，双相输出。连 

接定义如图8所示。由于对精度要求不高，因此精度 

只选择了200P／R。该编码器的外部电路设计非常简 

单，由于它是集电极开路型的，因此只要在 A相输出 

端和3．3V电源之间串连一个 1 kfI的上拉电阻即可。 

然后利用单片机的计数器脉冲捕获功能读取脉冲数就 

可以了。 

+12 V 

图 8 压力传感器测量电路图 

4 结 语 

本文利用该测控平台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近 2年中累计指导了30余名学生 

参与各类电子竞赛，其中2006年 3人获得四川I省电子 

竞赛一等奖，2007年 3人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二等奖 ，3人获得 四川I省三等 奖，同时还 有 6人在 

“英飞凌”杯嵌入式电子设计竞赛、“TI”杯模拟电子设 

计竞赛中分获得一、二等奖，通过竞赛这些学生的工程 

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由于系统 

的通用性比较强，该系统在学生毕业设计和实验教学 

方面也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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