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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气体浓度监测及无线传输系统 

王晓雷，吴必瑞，蒋 群，毋炳鑫 

(中原工学院电子信息学院，河南郑州 450007) 

摘要：针对环境的气体浓度监测要求，设计了一种以 l6位单片机 MSP430F449为主控制系统的气体浓度监测及无线 

传输 系统，详细叙述了系统设计原理与软硬件的实现方法。系统通过单片机控制半导体气敏元件检测出气体的浓度值。 

借助无线通信芯片nRF2401，实现对环境中的气体浓度实时采集、测量、无线传输和上位机通信功能。该系统的显著特点 

是体积小、携带和测量方便、稳定性强、测量精度高，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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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0f Gas Density M onitor and W ireless 

Transmission System Based on MSP430 

WANG Xiao—lei，WU Bi-rui，JIANG Qun，WU Bing—xin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monitor requirements about gas density in environment，this paper designed a wireless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gas density monitor based on 16 unit MSP430F449 that act as a key control system．It introduced the system structure 

and the design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detail．This system measured the gas density through the SCM controled semiconductor 

gas sensors．With the help of nRF2401，it realized the functions of real—time acquisition measurement，wireless 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n microcomputer．This system has the features of small volume，convenient to tote and measure，strong stability， 

high precision and favourable apply fore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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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半导体气敏元件组成的气敏传感器能检测环境 中某种 

气体及其浓度，从而对环境进行检测、监控 。将 16位低功耗 

单片机 MSP430F449作为核心控制器件 ，采用无线通信技术，实 

现远程监控，克服了电缆传输信号的一些缺点，使单片机连接 

的外围电路简单，整个系统体积小，在实际工作场合稳定可靠。 

1 系统的结构及硬件设计 

· 1．1 系统结构 

气体浓度监测系统以MSP430F449单片机为主控制器件。 

根据已测量的反映实际浓度的电压值计算出气体浓度，利用无 

线收发模块nRF2401构建的无线收发系统，完成了信号的无线 

传输。采用MAX3485作为电平转换，实现单片机 Pc主机之问 

的串行通信，并用 VB6．0开发了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图1为 

系统结构框图。 

1．2 MCU的选择 

控制系统以 MSP430F449为主控制器件。MSP430F449是 

16位 MCU，具有功耗低、存储容量大、集成度高 、在线支持性强 

等特点。MSP430F449运用非常灵活，具有2 K字节的RAM，60 

K字节的Flash，48个I／O口，3个16位定时器，1个看门狗定时 

器，2个串行通讯口，1个集成LCD驱动模块，1个模数转换模 

块(ADC)，1个 16位的硬件乘法器。MSP430F449除了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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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外，还具有 5种低功耗模式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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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固— M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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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1．3 气体传感器的结构原理 

气体传感器能把气体成分、浓度等各种物理特性变为电信 

号。气体浓度传感器的选择要满足对被测气体以外的共存气 

体或物质不敏感，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宽响应动态范围，同时 

在被测气体浓度较高时，有较好的线形响应值，性能稳定，传感 

器能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等要求。作为气体敏感材料的半 

导体氧化物应用最广泛的是二氧化锡和三氧化二铁。它们的 

敏感机制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以二氧化锡为代表的表面吸附控 

制型，另一种是以三氧化二铁为代表的体效应型 。半导体气 

敏元件的测试电路图如图2所示。 

图2中，R 为负载电阻，串联在传感器中，对串联回路加工 

作电压 (5 V)，在加热丝两端加电压。在洁净空气中，传感 

器的电阻较大，在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较小，当在待测气体 

中时，传感器的电阻变得较小，则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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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与器件的电阻值 R。之间的关系如下 ： 

Ro=( 一 L)R ／VRL 

式中： 为测量电压，一般取值为5 V；VR 为负载电压。 

图2 半导体气敏元件的测试原理图 

1．4 信号调理模块 

信号调理模块负责将气敏元件的输出信号调理成标准的 

电压或电流信号，送入 MSP430F449进行数据采集。对于气敏 

元件输出的信号，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信号范围在0—5 V之间。 

选择2．5 V正参考电源 ，在信号进入 MSP430F449的I／O 

El之前，为了保持波形不变，需经过电阻分压 ，同时经过二阶低 

通滤波器滤掉高次谐波 ，为保护单片机不被烧坏，需加入稳压 

管，以确保电压不超过2．5 V． 

1．5 无线通信芯片 nRF2401的接口电路 

nRF2401是单片射频收发芯片，工作于2．4～2．5 GHz ISM 

频段，芯片内置频率合成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和调制器 

等功能模块，输出功率和通信频道可通过程序进行配置。芯片 

能耗非常低，以 一5 dBm的功率发射时，工作电流只有 1O．5 

mA，接收时，工作电流只有 18 mA．具有多种低功率工作模式， 

节能设计更方便。其 DuoCeiverTM技术使 nRF2401可以使用 

同一 天线 ，同时 接 收两 个 不 同频 道 的 数 据。nRF2401与 

MSP430F449之间的接口电路如图 3所示，其中 nRF2401芯片 

的CE、CS、DR1和PWR—UP管脚分别与MSP430F449单片机的 

P1．1、P1．2、P1．3和 P1．0管脚进行连接。P1．0、P1．1和 P．3管 

脚只是用来控制 nRF2401芯片的工作状态，而 P1．2管脚用来 

指示nRF2401是否接收到数据，由于P1口的管脚有中断功能， 

因此可以将 P1．2管脚设置成中断方式。由于 nRF2401的 SPI 

口只有 1个数据管脚(Data)，因此将 Data管脚分别与 MSP430 

单片机 SPI口的数据收发管脚连接⋯。 

P1．O PWR—UP 

P1．1 CE 

MSP43OF449 
P1．2 CS nRF2401 

McU 
P1．3 DRl 一 

， 

P3．2 
Data P3

．3 

图3 MSP430F449与 nRF2401的接口电路 

1．6 RS一485通信接口电路 

RS一485总线发送时使用两根线，两根线上的电压相反， 

当A线上的电压高于 B线时，为逻辑 1；当B线上的高于 A线 

时，为逻辑0。MAX3485芯片把信号转变成 RS一485标准需要 

的电平发送到计算机或终端，从计算机或终端的接收的数据然 

后给 USART0。串 口USART0经过 MAX3485，其电路图如图4 

所示 。其中，芯片的 1管脚与 MSP430F449的 P2．4相连，作为 

通信电路的数据接收；4管脚与 MSP430F449的 P2．5相连，作 

为通信电路的数据输出。RE与 DE短接并一同接人 P1．1，由 

P4．2作为 MAX3485芯片的使能端 。 

l R0 Vcc 8 i l 。 
．4压『TXD0 

7 I RE A 
3 DE B 

] 月 4 DI GND ．5八 RXD0 

图4 RS一485通信接口电路图 

2 系统的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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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由中断完 

成，可使单片机绝大部分时间处于低功耗状态，充分发挥了 

MSP430系列单片机低功耗的特点E6]。整个程序包括的子模块 

有：A／DC测量浓度模块、键盘控制模块及 LCD显示模块、无线 

收发模块等几部分。具体的软件流程图如图5所示。 

(a)中断服务程序 (b)主程序 

图5 软件流程图 

2．1 A／DC测量浓度模块 

A／DC测量模块采集来 自信号调理电路的气体浓度信号。 

MSP430F449有4种转换模式，如采集单点气体浓度的信号值， 

则选用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如需要采集多点，可选用序列通 

道单次转换。转换摸式的选择主要通过设置相应的 A／D转换 

的寄存器来实现。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通过定时器A来完成， 

就是在每次定时器A中断到来时，读取 A／D采集得到的数据， 

在读数据之前先停止 A／D转换，在读取数据完毕后启动 A／D 

转换，如果得到数据，则设置一个标志位通知主程序，告诉主程 

序已经得到新的数据。 (下转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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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z的参考信号 e 及测量信号e ，并将参考信号 e 经由积分电 

路得到信号e ． 

3．3 同步解调模块 

采样模块对测量信号e 与参考信号 及信号 进行采 

样，取采样时间为 10 S．数字?昆频模块中，采样后的参考信号 

e 分别与测量信号e 与信号 相乘。滤波模块滤掉高频分 

量，得到 ，和P． 

3．4 数据处理模块 

经过上述过程，得到离散的，和P的值，算出相位差△西的 

值，与预设的相位差相比较，输出测相误差图像。计算出平均 

测相误差和方差。 

经过建模仿真，得出仿真图像如图4所示。 

^  

jl1】{ 

靶 
蘸 

图4 测相误差图 

由仿真图像可知，使用该方法最大的测相误差是0．25。。 

对MATLAB产生的误差数据取平均，可得测相误差为0．02。，误 

差标准方差为 0．09。。在激光测距系统中，按精尺 1 m计算，最 

大的测距误差为0．69 mm，平均测距误差为0．056 mm． 

4 结束语 

由上述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混频技术结合同步解调原理测 

量相位差，取得了很高的测量精度，并大大减小了数据运算量， 

在需要高速高精度的测相场合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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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键盘控制模块及 LCD显示 

键盘模块主要负责气体浓度报警值的设定 ，同时将采集的 

浓度值送 LCD显示。MSP430F449内部自带一个 160段的液晶 

(LCD)驱动器，液晶显示缓存器各个位与液晶的段一一对应。 

存储位置位则可以点亮对应的液晶段，存储位复位液晶段变 

暗。段、公共极输出控制能够自动从显示缓存器读取数据，送 

出相应信号到液晶玻璃片上。 

2．3 无线收发模块 

无线收发模块的软件设计主要实现 MSP430F449单片机与 

nRF2401芯片之问的通信，从而实现数据的无线传输。首先， 

必须对芯片的4种工作模式既收发模式、配置模式 、空闲模式 

和关机模式进行操作。整个软件设计包括初始化程序、管脚模 

拟程序和数据收发程序。 

2．4 上位机及通信模块 

MSP430F449与Pc之间的串行通信完成人机交互控制。物 

理层采用RS一485通信接口，通信协议采用标准的MODBUS— 

RTU通信规范。上位机软件利用 VB6．0编程，VB6．0的 

MSComm通信控件提供了标准的事件处理函数、事件和方法，用 

户不必了解通信过程中的底层操作和API函数，从而比较容易、 

高效地实现串口通信。主要完成的功能包括：与MSP430F449实 

时通信；数据库建立(采用 ADO技术)；显示环境中的气体浓度 

值；历史数据的存储与查询；打印气体浓度值报表等。 

3 结束语 

文中介绍 了以半导体气敏元件为传感元件，MSP430F449 

为主控制系统的气体浓度监测及无线传输系统。经实践证明， 

该系统能够很好地实现气体浓度的监测和传输等要求。 

MSP430F449单片机可用 c语言来完成程序设计，大大提高了 

开发调试的工作效率。系统具有成本低、功耗低、抗干扰能力 

强等特点。无线传输系统与现有电缆传输信号相比，避免了复 

杂的现场连线，应用灵活，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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