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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MSP 4 3 0的人 工 气候 箱神 经 网络 PID控 制 系统 

王晓雷，吴必瑞 

(中原工学院 电子信息学院，郑州 450007) 

摘 要： 针对人工气候中温湿度控制系统结构复杂、精度不够高以及响应速度慢等 问题 ，提 出以 -I1公司的超低 

功耗 btSP430单片机为主控制器件，采用 DS18B2和 HM1500测量系统的温湿度，用 BP神经网络智能算法自动 

整定 PID控制参数的人工气候箱控制系统，着重介绍了系统控制算法构成及软件设计。实验表明，该控制系统 

结构简单，具有响应速度快、精度高和鲁棒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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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耗特点，其实用性很强。 

人工气候箱是一种模拟自然环境变化的设备，用 

于创造局部人工气候，模拟 自然环境，使温湿度和光 

照模拟自然规律变化，创造小气候 ，以寻求农作物的 

最佳生长条件，探索其生长发育规律，获取优质、高产 

技术⋯。人工气候箱是一种非线性耦合滞后系统，由 

于对象是温度和湿度，并且其中放人的物体的质和量 

都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控制对象会出现大迟延、大惯 

性和不确定等现象 J。现行的人工气候箱控制系统 

大都采用常规的 PID数字控制，但控制对象是变化 

的，PID控制不具有自适应性。国内大多数厂家所生 

产的人工自然环境控制系统仍采用模拟电子控制线 

路，其线路复杂，设定界面不够直观，有的虽然已采用 

微机控制技术，但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不高，性价比 

缺乏市场竞争力。对于小气候的大容量滞后与时变 

非线性等特性，有文献提出使用基于自适应模糊逻辑 

系统的非线性预测控制算法，但其控制精度和效果不 

太令人满意。国外的有些控制系统算法采用专家系 

统，此算法设定各项参数无章可循，操作管理人员只 

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论上无法保障，因此对于操作 

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本文提出以 ．I1公司的超 

低功耗 16位单片机 MSP430为主控制器，实现神经网 

络PID控制及系统的温湿度测量等功能。实验表明， 

该控制系统具有结构简单、工作稳定、功能强和 低功 

收稿日期：2008—05一o9 

作者简介：王晓雷(1979一)，男，郑州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E—mail)www．218@126．corn。 

通讯作者：吴必瑞(1982一)，男 ，福建宁德人 ，硕士生 ，(E—mail) 

waterok007@ yahoo．corn．ca。 

1 硬件系统设计 

人工气候箱需要控制箱体 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 

度。光照是通过各种 Et光灯照明实现，采用开关控 

制，实现简单，核心问题是温度和湿度控制的精度以 

及响应速度等 J。系统采用．I1公司的超低功耗 l6位 

单片机 MSP430作为整个人工气候箱系统的核心，其 

内部具有多个时钟源，可以灵活地配置给各模块使 

用，以及工作于多种低功耗模式 ，降低控制电路的功 

耗，提高整体效率。系统设计分为温湿度测量采集、 

MSP430控制器和输出执行机构3部分。控制器系统 

运行时，采样温湿度值，并与当前阶段的温湿度设定 

值比较后得到相应控制量 ，控制量作用于输出执行模 

块，从而实现温湿度的调控。温度升温采用电加热 

器，降温采用冷机 ；湿度加湿采用超生波电加湿器，去 

湿采用排湿风扇 ]。系统总体设计框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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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 

图 1 系统硬件结构图 

Fig．1 System hardware structure diagram 

1．1 温度检测器件 

温度检测器件采用 DS18B20集成式温度传感器， 

其外围接口简洁，采用单总线结构，集温度变换电路、 

模数转换电路和单总线驱动器于一身。DS18B20与 

传统的热敏电阻相比，能够直接读出被测温度，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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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实现 9～12位的数 

字值读取或写入 DS18B20的信息仅需一根总线。总 

线本身可以向所有挂接的DS18B20芯片提供电源，而 

不需额外的电源。 

1．2 湿度检测器件 

温度计算曾采用干湿球法，但计算湿度比较复 

杂，且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软件 

编程复杂，必须严格注意操作时序，因此该系统的湿 

度传感 器选用线性 电压输 出式集成 湿度传感器 

HM1500。其主要特点是采用恒压供电，内置放大电 

路，能输出与相对湿度呈 比例关系的伏特级 电压信 

号，响应速度快，重复性好，抗污染能力强。由于它是 

线性 的 电压 输 出湿度 检 测模 块，所 以能 直接 与 

MSP430芯片直接相接。运用最小二乘法可以求出其 

输出电压 与相对湿度 RH之间的关系为 

Uo = 1．171 1+0．023 77RH 

1．3 驱动电路 

系统电路设计中用到的执行器为双向可控硅、继 

电器和接触器等。这些都是采用开关量控制，而开关 

量在控制过程中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干扰信号，因此必 

须考虑隔离问题。相对的每一路控制输出电路设计 

包括光电耦合隔离和驱动两部分。系统的输出电路 

设计中，电加热器、风机和加湿器等均由双向可控硅 

驱动，光照度由若干根 日光灯管提供，采用分极控制， 

由继电器控制驱动。外电源控制采用接触器控制。 

当温度失控或报警仍没有外部操作时，程序通过控制 

接触器 自动切断电源。 

1．4 串行通信接口电路 

串行通信接 口是控制系统板与外界通信的基本 

电路，是为实现与上位通信及在以后的软件维护和升 

级时准备的。RS一232使用的是串行通信方式，采用 

MAX3221芯片把从 USART0过来的信号进行电平转 

换后输出到计算机终端，把计算机或者终端发来的数 

发送给 USART0。 

2 系统控制算法 

采用 BP网络的 PID控制作为人工气候中温湿度 

控制系统的控制器，此控制算法包括经典的 PID算法 

和 BP神经网络的多变量学习算法H J。基于 BP网络 

PID的人工气候箱控制器结构如图2所示。 

经典的 PID控制器直接对被控对象进行进环控 

制，并且以3个参数 ，K和 为在线调整方式，其控 

制算法为 

“(．1})=“(k一1)+ 。[e(．1})一e(k一1)]+ 

图 2 BP网络的 PID控制器结构 图 

Fig．2 BP neue~ ne~ork PID con~ller schematic diagram 

神经网络根据系统的运行状态，调节 PID控制器 

的参数，达到某种性能指标的最优化。通过控制器的3 

个可调参数 、K 和 通过神经网络的自学习与加 

权系数调整，使输出对应于某种最优控制规律下的PID 

控制器参数。 

采用 3层 BP网络，网络输入层的输入为 

D ”=x(j) ( =1，2，⋯， ) (2) 

式中的输入变量个数 取决于被控系统的复杂度。 

网络隐含层的输入和输出为 
，̂ 

删 ．1})=∑埘 “ 
0 (3) 

D (k)= ne￡ (k))(i=1，2，⋯，Q) 

式中 埘 ’一隐含层加权系数； 

上角标(1)，(2)，(3)一代表输入层、隐含层和 

输出层。 

隐层神经元活化函数取正负对称的Sigmoid函数。 

网络输出层的输入输出为 

删 (．1})=∑埘 D (．1}) 

oi (k)=g(删 ’(k))=Kp 

D (k)=K (4) 

Q (k)=Kd 

(f=1，2，3) 

由于 ，K， 不能为负数，所输出层神经元的活 

化函数取非负的 Sigmoid函数。 

取性能指标函数为 

(．1})=[rin(．1})一yout(．1})] ／2 (5) 

按照梯度下降法修正网络的权系数，即按E(k)对 

加权系数的负梯度方向搜索调整，并附以搜索快速收 

敛全局极小的惯性项，则 

△ 3：一J，7 + 埘 (．1}一1) (6) 
． 

awii 

式中 J，7一学习速率； 
一

惯性系数。 

—

OE(
—

k)一
—

OE(
—

k) 
—

O．eC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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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y (
(

k

|i}

) 求 知
，所 以近似用符号函数 sgn 

取代，由此带来的计算不精确的影响可以通过 

调整学习速率 叼来补偿。由式(1)和(4)式可求得 ． 

=e(|i})一e
，

(k
，

-

，

1) 

k = ) (8) D ()一 

=e(|i})一2e( 一1)+e(|i}一2)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网络输出层权的学习算法为 

Awt3~=aAwt~ (|i}一1)+叼 D (|i}) 

6} )-e( gn(器  aau (k) e￡ (9) 
(1=1，2，3) 

同理，可得隐含层加权系数的学习算法为 

△ 2 (后) ： △ fk一1)+ D f后) 

3 

= 厂 (net~ )(|i}))∑ 3 (|i}) (10) 
I=l 

(i=1，2，⋯，Q) 

式中 g (·)=g(x)g(1 一g( ))； 

(·)=(1一f ( ))／2。 

应用 MATLAB仿真环境，对提出的算法进行仿真， 

并与常规的PID控制算法进行比较，图3给出了仿真 

的结果。它表明，采用本文的控制算法具有超调小、响 

应速度快、精度高和鲁棒性好等优点。 

时l圃／s 

图3 仿真结果图 

Fig．3 Simulate result diagram 

3 系统软件设计 

该系统的软件是在 IAR Embedded Workbench开 

发环境下采用 C语言编写的，采用模块化程序设计。 

传感器DS18B20是按其通信协议编写的，包括初始化 

程序、读程序和写程序。湿度传感器HMI50输出电压 

信号经MSP430内部自带的12位ADC，选用合适的参 

· 81· 

考电压，即可测量系统的湿度。整个程序的子模块包 

括键盘控制模块、DS18B20测温模块、HMI50测湿模 

块和 BP网络的 PID控制等几个部分 。软件流程图 

如图4所示。 

lA，D采值计算湿度值 

皇 匠因  

i- 
I BP网络的PI啦制 I 

◆ 
求输出控制蘸招嗡 出 

(a)温度控制流程图 

黎 嚣。 
● 

采样输入输 出值， 
井计算差值 

● 
计算各神经元j禽人， 
输出及PID参数 

■ 

l由经典PI D公式计算出 

’ 

线谰疆葡权索矧 

(b)BP网络 的PID控制流程系统 (c)湿度控制流程 图 

图4 软件主要程序流程图 

Fig，4 Flowchart ofmain program 

4 结束语 

人工气候箱固有的滞后、时变和非线性等特点， 

使得精确的数学模型很难建立，传统的PID控制对这 

类对象的控制效果并不理想。文中提出采用 BP神经 

网络智能算法，克服了传统方法难以获得精确模型、 

计算量大、获得的参数对系统敏感等问题。选择超低 

功耗特性的、功能强大的 MSP430单片机为主控制器 

件，外围电路设计简单，使整个系统具有精确、可靠 

和先进的性能。经实验调试，系统 的温度误差 ±为 

0．4cC，湿度误差为2％RH，高于人工气候箱的控 

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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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结果记录表 

4 结束语 

试验证明，本系统可以实时测试联合收割机籽粒 

损失，方便地调节阀值电压和截止频率等重要参数 ， 

而且当作物和工况变化时，可以通过改变参数来调节 

系统适应所收割的作物或工况，真正做到了实时测试 

籽粒损失，既方便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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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DF Type Grain Loss Measurement System 

LI Jun—feng，ZHAO Guo—qing 

(Department of Physics&Electronic Engineering，Handan College，Handan 056005，China) 

Key words：This virtual instrument measurement system uses the grain loss sensor made by the author，charge amplifier， 

wavebook516，uses DASYLAB program ming the measurement code，and carries out an indoor simulation experiment ac- 

cording to real operating mode．It is proved that this system can discriminate the grain loss from the straw which is origi- 

nally discharged form the back of the combines quite exactly．Th is paper perform s dynam ic online test of grain loss at 

home firstly，Th 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experience and data as well as new ideas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virtual instrument 

technique in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Abstract：virtual instrument system；grain loss；sensor；sensor indoor simulation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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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ural Network PID Control System of Artificial 

Climate Chest Based on M SP43O 

WANG Xiao—lei．WU Bi—rui 

(College of Electric and Information，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 ct：In order to SOlVe many kinds of problems that baroque system under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inadequate accu- 

racy and the lower response speed in the Artificial Climate Chest，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ystem includes a core device 

based on MSP430 ，meanwhile it adopts DS18B2 an d HM1500 as there measure system and neural network PID control 

system as its control arithmetic，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trol arithmetic and the software design．Experiment indicates 

this controller based on PID—like neural network has response speed to be fast precision hign and more robust an d ad印 - 

tive． 

Key words ：neural n~twork；PID；MSP430；sensor；artificial climate c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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