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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热敏电阻高精度测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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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快速响应高精度测温的要求，提出了一种基于 MSP430F2013单片机的热敏电阻高精度测温方案。利用单 

片机片上20 ppm(1 ppm=10 )电压基准和 l6位 A／D，辅助以非平衡电桥和过采样的方式，能实现高灵敏度的热敏电阻 

信号激励和数字化；通过多项式拟合的方法矫正非线性能使 系统获得测温高精度。所完成的测温 系统具有集成度高、测 

温精度高、功耗低 、对分立器件要求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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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High Precision Thermistor Temperature 

M easurement Based on M SP430F2013 

NI Xiu—hui，ZHANG Lin—lin，REN Guo-xing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Mc Instrumentation，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s，Qingdao 266001，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requirement of fast·response high—precisio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this paper presented a ther- 

misto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cheme based on the MSP430 microcontroller MSP430F2013．Thermistor signal was excited and 

digitized with the on—chip 20 ppm voltage referenee and 16 bit ADC．Using ratio metric operation，over—sampling method and 3-order 

polynomial fitting calculation，the system realized high—resolution，high accurate tempe rature measurement．This design has the fea- 

ture of simple structure，low cost implementation and low powe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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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测温电路通常需要恒压或恒流源、A／D转换器和高精度运 

放。当测量精度要求较高时，复杂的调理电路和高位数的A／D 

转化器使成本和功耗上升。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很多低 

功耗大规模集成电路，其片上带有多种外设模块可以形成集成 

解决方案，为设计低功耗高精度测温系统提供了硬件基础 。 

利用 MSP430F2013的片上 l6位 A／D和 18 ppm(1 ppm= 

10 )电压基准，辅助以非平衡电桥和过采样的方式 ，能实现高 

精度的热敏电阻信号激励和数字化。所完成的测温系统具有 

集成度高、精度高、功耗低、对分立器件要求低的特点。 

1 热敏电阻和其测温硬件电路设计 

高精度温度测量通常可以使用RTD和高精度热敏电阻实 

现。RTD(尤其是铂电阻)具有卓越的重复性和稳定特性；热敏 

电阻互换性不好，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线性度也很差，但其灵敏 

度很高，响应速度很快，尤其是珠状玻封热敏电阻，这种特性在 
一 些特殊应用中是有价值的(如海水温度剖面测量)。 

在温度采集应用中，需要高分辨率A／D变换器把测量电路 

所含热敏电阻产生的信号进行数字化。MSP430是 l6位单片 

机，其 F2OXX系列具有超低功耗和最高16 MIPS的运行速度， 

MSP430F2013(文中简称 F2013)内部有功能强大的SD16一A(增 

强l6位的乏．A ADC)模块，集成程控增益放大器(PGA)和温 

漂18 ppm的1．2 V参考电压口]，适合做低功耗智能传感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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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处理 MCU． 

系统利用 MSP430F2013进行智能数据采集，从前端传感器 

采集来的数据经过程控增益放大器进行放大，随后进入模数转 

换器进行模数转换，转换完成后进行滤波和校正计算最终获得 

温度结果。 

图1是系统电路图。F2013片上1．2 V电压基准的特点是 

低温漂18 ppm，配置内部缓冲后其 1 mA的输出电流能力也足 

够用于激励热敏电阻电桥。该电压基准既为A／D变换器产生 

基准，同时用于激励热敏电阻电桥，以形成比值测量系统，因为 

比值工作，所以消除测量系统中的漂移误差，该方法是完全 比 

值，电压源变化不降低系统性能 。 

图1 系统硬件电路图 

电路中3个电阻器与热敏电阻 构成一个单臂电桥，电桥 

的作用在于激励出热敏电阻差分电压信号。设计中月。、 、 

均采用7．5 K(1／1000)25 ppm的标准精密金属膜电阻，热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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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阻值3—15 n变化会形成约一0．25一+0．20 V的差分信号 

输出。当SD16一A工作在内部电压基准、增益为 2的差分输入 

模式时，F2013适用 ±0．25 V的输入信号范围，通过 一AADC 

的过采样技术系统能达到所需的 V级测量分辨率。 

F2013的 SD16．A模块不带输入缓冲，其差分输入阻抗在 

PGA增益等于2时约为250 kf／，直接测量输出阻抗为kll级的 

电桥输出时，会造成mV级的测量偏差。为提高测量精度，要在 

外部提供输入缓冲。缓冲运放选用低噪低温漂双运放 。 

系统对前端模拟电路分立器件要求不高，选择温漂、时漂 

小的元器件可以提高系统整体稳定性，各种容差可在单片机软 

件中进行校正。同时系统具有低功耗的特点 ，当运行在 1 MHz 

的时钟条件下，F2013工作电流为220 IxA，其内部的SD16．A模 

块和参考电压模块耗电小于 1．5 mX(采样时峰值电流)。由于 

间断休眠的运行方式降低了系统耗电，系统连续采样温度整体 

运行功耗(包括前端电路)小于 1 mA，适合电池供电的连续温 

度采集应用。 

2 STEINHART—HART方程和测温电路的校正方法 

NTC热敏电阻，其阻值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减小，阻值和 

温度的关系近似于指数关系。使用一些建模技术可以将NTC 

的热敏电阻的精度调制得很高 』。麻省科德角伍德修尔海洋 

学研究所工作的 2名海洋学家在海洋研究 中为了得到精确的 

温度测量方法，通过累试法加上数字直觉，得出 

1／T=A+B(1nR)+C(1nR) (1) 

式中： 指开氏温标的绝对温度；A、B、C是热敏电阻常量参数； 

是热敏电阻的欧姆电阻值；In是 自然对数。 

式(1)即为以2位科学家命名的Steinhart—Hart方程，三阶 

方程可以在 0—100℃的测温范围内达到 ±0．001℃曲线拟 

合 。A、B、C系数必须先根据 3个校准点确定，它们是在有关 

温度量程低端、中点、高端的电阻值。将每对电阻-温度值都插 

入到公式中，产生一组 3方程联立方程式，解联立方程就可得 

到A、 、e该设计中使用MFS1高精度热敏电阻，温漂为0．002 

~C／年，其三阶Steinhart—Hart方程 R-T模型曲线如图2所示，并 

给出了18个实测点和曲线拟合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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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所使用的 MFS1高精度热敏电阻R- 特性曲线 

用一等标准温度表测得摄氏温度，用6位半数字表测得此 

温度下热敏电阻的阻值，在0—40℃温度范围内，18个实测点 

的温度与曲线点最大温度误差为0．026℃，可见方程拟合精度 

高于0．03℃．使用更高分辨率的温度测量设备和更高精度的 

阻值测量设备，还可以获得更高校正精度的R—T模型曲线。 

3阶Steinhart-Hart方程转化计算得到每个 ADC量值与温 

度值对应关系，如图3所示。图中圆点表示实测所得温度和 

ADC量值对应点。 

图3 ADC量值与温度对应曲线 

实际电路中元器件的非理想特性造成了实测点与理论值 

的小量偏差，系统的主要误差源有 电桥电阻的容差和温漂、 

SD16
一

A模块的误差和温漂以及缓冲运放失调电压等。选用高 

精度的电路元器件和硬件校正措施可以将偏差减小，但必然会 

造成成本的上升。 

软件校准是另一种可行的方法：根据实测点计算出拟合函 

数公式(三 阶多项式就可以达 到 0～4o℃温度范 围内小 于 

0．01 oC的拟合精度)，然后在MCU中用此拟合函数计算所测得 

ADC量值对应的温度值。该方法虽然需要测取大量温度和所对 

应 ADC量值，但它使得系统最终测温精度依赖于后期校正工作， 

而不是依赖于高精度的电路元器件。用一等温度计测得93个数 

据点获得三阶拟合函数可使系统测温误差小于 ±0．1℃，低温漂 

的电桥电阻和低噪双运放就可以保证系统最终测温精度为 0．1 

℃．同时MSP430单片机具有较强的运算能力，采用浮点运算实 

现三阶多项式拟合并不耗费系统过多资源。 

3 系统软件设计 

采用 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主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主 

程序初始化部分主要是系统时钟的初始化，使系统工作频率为 

DCO指定的标准 1 MHz时钟；通过 SD16相关寄存器，设定 

SD16工作在开中断连续采样模式、选择差分通道并设内部增 

益为2倍；最后打开1．2 V内部参考电压为外部电桥供电。在 

1 min延时等待输出信号稳定后，打开SD16A开始采样，系统进 

入休眠模式，等待SD16A完成256次采样并退出休眠模式。最 

后将得到的ADC量值通过三阶拟合函数运算得到温度值。 

MCU循环完成该过程，连续得到温度值。SD16A可以达到 

4 K的采样速度，但是过采样需要256次结果 (下转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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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t／366 693)[Ksin(t／366 693)一A]：0 

根据上式求得 的数值： 

K=∑Asin(t／366 693)／∑sin (t／366 693) (6) 

获得K的计算式(6)后，代入表1中波长A和步进脉冲t的实 

测数据，求得 

K=l 585 

最后确定波长标定公式为： 

A=1 585sin(t／366 693) (7) 

为验证波长标定公式的拟合效果 ，使用不同的步进脉冲 t， 

代入到式(7)中，计算对应谱线的波长 A，这些数值可以绘制出 

拟合曲线如图3所示。图中上半部分是拟合曲线，同时标出了 

实测数据点的位置；图中下半部分是拟合残差的分布情况，从 

中可以看出，所有5条谱线的拟合偏差都小于0．1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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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弦曲线拟合及其残差 

得到了波长标定式(7)以后，可以把这个函数关系式写入 

到仪器的测量程序中，便可以进行正常的光谱测量了。这些是 

对1 200／ram光栅所进行的标定工作，随后 ，又对 600／mm光栅 

进行了类似标定。曾经使用多种光源，经过了多次测试，绘制 

了多条光谱曲线，对标定过程进行检验。实验结果达到预期要 

求，标定精度满足仪器设计精度要求。 

4 结束语 

针对自动单色仪这种测量仪器的实际结构，进行了技术分 

析与实验验证，充分表明正弦曲线拟合标定技术是一种很好的 

技术方案。这种方法的标定方程符合光栅的理论方程，无需太 

多的标定点就可以满足仪器的测量精度要求。由于待定参数 

选择适当，大幅度减少拟合运算过程中的计算复杂性，计算量 

与线性拟合相当。基于上述优势，可以预见，这种正弦拟合标 

定技术会获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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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程序流程图 

取平均，系统最终采样速度约为13 Hz，能够有效克服因偶然因 

素引起的波动干扰，提高采样精度，尤其适用于温度等变化较 

缓慢的物理量。 

4 结束语 

该系统硬件设计简单，采用具有很高的集成度的 MCU芯 

片MSP430F2013为核心，片上完成信号放大、A／D转换、软件滤 

波和非线性校正，实现了低成本高精度测温。具有对分立器件 

要求低、低功耗等特点。对热敏电阻高精度测温应用开发具有 

一 定的参考价值。系统温度分辨率超过0．001℃，系统测温误 

差小于4-0，1 qc，实际设计中如果采用更高精度和分辨率的温 

度标定设备和用更多的数据点计算高阶拟合函数，系统会达到 

更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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