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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机控制螺旋钢箍机所加工成型的螺旋形钢箍 ，能够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文中开创性的将 MSP430用于螺旋钢箍 

的微机控制系统中，设计了基于高性能单片机的螺旋钢箍数字控制系统。该系统功能齐全，性能先进，具有动态显示，语音 

提醒等功能，经实践检验 ，该系统为钢箍加工 自动化开创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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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lix steel hoop made by the helix stee1 hoop micro～control systems can boost up the capability which the building 

resists quake． This paper inaugurates using MSP430 in the helix steel hoop micro—control systems and designs the helix steel hoop 

micro—control systems based on the high—capab ility single chiD microcomputer．Th e function of the systems iS wel1-found and its per- 

formance iS advanced． It has the function of dynamic display and sound warning etc． It is examined by fulfillment that it found the 

precedent for the steel hoop processed auto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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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微型计算机在工业过程控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高性能 

单片机 的应用 ，近年来更是一种趋势，但用于建筑机械并不多 

见．而用于专门的钢箍成型控制系统则是首创。 

抗震能力是建筑物的一项重要指标．并且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特殊建筑如此．就连普通建筑也有具体的指标。钢箍是建 

筑物混凝土浇筑过梁、立柱不可缺少的构件，它起到加固的作 

用，在任何一项建筑工程中，其用量都非常大。然而，迄今为止， 

钢箍成型的方法基本上是采用手工弯曲。这种方法效率低，工 

人劳动强度大，成品尺寸误差大，而且只能弯曲单匝的平面钢 

箍 ，难以弯曲多边形立体钢箍。用单匝平面钢箍加固的混凝土 

梁、柱，其抗震性能差。我们研制的螺旋钢箍成型机，采用微型 

计算机控制，能够按照操作员的指令自动的、成批的弯曲各种 

技术要求的螺旋型钢箍，当然加工平面钢箍就更简单了。所谓 

螺旋型钢箍，它是由若干匝(可根据具体要求加工，一般为6～1O 

匝施工较为方便)单箍相连而成，用一条不间断的钢筋弯曲而 

成。工地施工时首先套在钢筋骨架上，然后拉伸开来成螺旋状 

绕于骨架之上，再绑扎定位，使其成为一体．使建筑物的抗震性 

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本文简要介绍其微机控制系统的系统结构及开发过程。 

2工作流程 

在螺旋钢箍成型机的系统中，钢筋行进的轨道上装有测量 

轮，并通过滚轴与传感器相连测量其进料长度，当行进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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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钢箍之某边长)时，断开快、慢进料电磁离合器，停止进 

料．启动制动离合器，停 O．5秒后启动弯曲器。因为弯曲器在 

压弯钢筋的过程中，钢筋会向前抽动，虽然其量很小，也影响 

加工精度。另外，停止进料后，由于机械传动机构的原因，有抖 

动现象 。马上弯曲也会造成误差 ，必须有短暂的稳定时间 ，待 

稳定下来之后再行弯曲动作。因此在弯曲过程中需保持制动 

状态，一直到弯曲动作完毕。弯曲器通过与之相连的滚轴与传 

感器相连(见 图 1)，当弯到规定角度(钢箍的某个弯角)时 ，断 

开弯曲电磁离合器，再重新进料、弯曲。每次进料的长度就是 

钢箍的边长 ，弯曲的角度是钢箍的角度 ，各边长和角度值可以 

不同(具体数据可根据施工要求确定)。当完成由若干匝所构 

成的一个螺旋形钢箍时，断开进料、弯曲离合器，启动切刀切 

断钢筋。到此，一个螺旋形钢箍完成。系统自动继续做下一个， 

直到该批作业全部完成。每批作业的数量、钢箍的形状(钢箍 

的边数)、尺寸(各边长可任意 ，各角度可任意)可 由操作人员 

通过控制系统的操作界面输入。 

图 1 

3控制系统结构 

本产品其控制系统在设计中选用了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 

产的超低功耗 16位单片机 MSP430F1222作为核心处理器。 

MSP430系列微控制器将大量的外围模块整合到片内．特别适 

合于开发和设计单片机控制系统。其总体性能和内部及外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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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都大大超过了MCS一51等8位MCU。其在电池供电的低功耗 

应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工作电压在 1．8 3．6 V之间．并且具有 

非常高的集成度，通常在单个芯片上集成有 l2位的A4)、比较 

器、多个定时器、片内 USART、看门狗 、片内振荡器、大量的可产 

生中断的 I，O端 口及大容量的片内存储器 ，一般单片就可以满 

足大多数的应用需要。 

MSP430F1222本身具有三个 8位的I／O即 Pl、P2、P3。原则 

上，这三个口均可用作并行I，0接口。但在本产品中．由于螺旋 

钢箍控制系统使用了较多的I，0端口作为控制和信号传输．而 

所需的按键和 LED显示又比较多 ，如采用 I／O端口直接连接的 

形式将导致口线紧张。所以，在此次设计中我们采用了 CH452 

接口芯片来扩展键盘和显示电路。 

目前常用的键盘 LED接 口 芷=片有并行和串行两种 ．具 

体型号如：8279、7279、7289等。其中，串行接口芯片目前是 

市场主流，本 系统选用 了南京沁恒电子公司的键盘及 LED 

接 口芯片 CH452。该芯片最大的特点是采用 Izc总线 ，最低 

只需占用 2根 I／O线。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是一种由 PHILIPS公司开 

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 ，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Izc 

总线产生于 80年代，最初为音频和视频设备开发．如今已经 

在 Ic中广泛使用。I2C总线最主要的优点是其简单性和有效 

性 。由于接口直接在组件之上，因此 I2C总线占用的空间非常 

小，减少了电路板的复杂度和芯片管脚的数量，降低了开发 

成本。总线的长度可高达 25英尺，并且能够以 10Kbps的最 

大传输速率支持 40个组件。目前I2C总线实际上已经成为一 

个国际标准 ，在超过 100种不同的 Ic上实现而且得到超过 

5O家公司的许可认证 。 

CH452内置时钟振荡电路，可以动态驱动 8位数码管或者 

64只LED，具有 BCD译码、闪烁、移位、段位寻址、光柱译码等 

功能；同时还可以进行 64键的键盘扫描；CH452通过可以级联 

的4线串行接口或者2线串行接口与单片机等交换数据；并且 

可以对单片机提供上电复位信号。芯片支持3．3V和5v供电， 

有 28脚和 24脚两种封装形式 ．引脚说明见参考文献中 。 

显示器采用 8位高亮红色 LED数码管组成，除了显示 

0—9十个数字外．我们用显示 n代表个数，；代表匝数，Ln 

代表边数，L1代表第一边，n 代表第一夹角，等等。从而在 

设定工作额定值时，有形象的显示提示，方便工人操作。输 

入输出硬件结构如图 2所示。 

图2 

4系统工作模式 

该系统具有 自动和手动两种工作模式。 

在 自动模式下，系统根据输入的数据 自动成批的完成螺旋 

形钢箍、多边形平面钢箍的加工控制。 

手动模式主要完成对钢筋(盘圆)的矫直和弯曲特殊要求 

的异形钢箍，进料长度、弯曲的角度由操作员通过按键手动控 

制。矫直钢筋时，达到长度要求，单片机发出指令，启动切刀将 

钢筋切断，继续矫直下一条。每条钢筋的长度和每批作业的条 

数可由操作人员通过控制系统的操作界面输入完成。 

显示器显示输入的数据，在运行期间即时显示工作状态． 

已经完成的个数、匝数及边数等。作业完成则显示 END表示结 

束。如图 3所示。 

数 匝数 边数 ． ． 

]L_I口5口| E几b 
图 3 

不论在哪种模式下，若在运行期间出现机械故障(如钢筋 

卡住、主动力问题等)及电源问题都会报警，操作人员可按暂停 

键停机，待排除故障后按工作键继续运行，完成没做完的任务． 

或复位重新开始。 

另外，软件对输人数据进行安全检查，对错误数据也提供 

语音报警提示 。 

5软件结构及设计 

5．1控制软件结构 

设进料长度为 l，弯曲角度为 0，计数脉冲个数为n，有如下关系： 

，=O．614Xn (ram) (1) 

0=0．36xn (度) (2) 

对于设定钢箍边长为L，弯曲角度为@，计数脉冲数分别为： 

， 

(个) (3) Ⅳ2 个 (4) 

式中的系数是由驱动轮直径决定的常数。每个螺旋钢箍都 

有若干匝多边形钢箍构成 ，每一匝可为等边或不等边，各角度 

相等或不等，一批作业钢箍的个数可由操作员设定，完成一个 

后启动切刀切断钢筋接着做下一个，直到全部完成本批作业， 

软件主要结构框图如图4所示。整个软件采用了模块化结构设 

计，结构紧凑 ，运行速度快，可扩充性强。 

5．2输入输出软件结构 

MSP430系列中F15X／F16X集成了I2C模块，其他型号没 

有集成 ．但由于 I2C总线协议非常简单，因此可以通过软件来模 

拟．具体方法可参考文中。 

CH452定义了加载字数据、读取按键代码等 16条操作命 

令．均为 12位，MSP430单片机通过I／O口线模拟I2C通信协议 

串行发送 12位命令字。LED显示时，单片机首先在总线上送出 

3位数据指定数据寄存器的地址然后再发送 8位显示码。键盘 

扫描和去抖动由 CH452自动进行，当有键按下时，MSP430单片 

机在 SDA上检测到下降沿中断请求。中断后 ，单片机发出读取 

按键代码命令，并从 SDA接受按键代码。CH452所提供的按键 

代码为 7位 。位 2～位 0是列扫描码，位 5～位 3是行扫描码，位 6 

是状态码(键按下为1，键释放为0)。 (_F转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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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 

进行了仿真和分析，提出了合理的参数取值区间，对进行雷达 

信 号 处 理 和 目标 检 测 研 究 有 一 定 的 参 考 作 用 。 

作者的创新：在稳态卡尔曼滤波条件下，对互耦跟踪环路与单测 

距环路性能进行 了对 比和仿真 ，并提出合理显著 性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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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框图如图5、图6N示。 

图4 图5 图 6 

6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螺旋钢箍微机控制系统的硬件结构和软件设计及 

其各部分的功能。本文作者创新点是：螺旋形钢箍可以增强建筑物 

的抗震性能，将MSP430用于螺旋钢箍的控制系统中为钢箍加工 

自动化开创了先例。该系统功能先进，可靠性高，稳 韭E好，抗干扰 

能力强。文中介绍的MSP430及其接口电路。实践证明是—种较好 

的设计方案。特别适合单片机口线极度紧张的情况。经现场运行 ． 

使用效果良好 ，不失是一种较新颖的实用性强的控制系统实现方 

案，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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