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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舟绍了一种偿携武高精度流量计． 是以T1的MSP430F449寿拧制芯片．配胄显示懊l嘘、犍拉懂块、信 t 
息捡删l硬输入摸块等 本文还具[萃闸述了恢 税量计的工作厚理、息捧设计及硬件电路设计桕软件设计 泼滩量计适用于备件 计 

复杂耳境 井可以和其他上下游设备结合．实现流盈控制的高槠度疑{舞带方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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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取代传统仪表的常规逻辑电 厂 ]— m 栅 I 兰=-．—一 J 
线路，开发新一代的具有某种智能的灵巧仪袅。已成为仪 l 广 L —了 』叫 !竺 【 
嵌开发领域的新趋势。Mcu(微控制器或单片机)及嵌入式 I h惦l r ：_] ] 
系统等的问世和性能的不断改善，大大加快了仪器仪表微机 L — 1 l l I 
化和智能化的进程。MCU奉身具有体积小，功耗低．价格便 L 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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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等优点，崩它们开发备类智能产品具有J苦I捆短、成本低等 图一 流域}十纽戚框嘲 

优点，因此在计算机和仪表一体化设计中有着更大的优越性 约20—3O嗍，有无外接电i匾【均可正常工作 这魁为流量汁设 
和潜力 计的键盘与LCD ·起形成菜单式的人机变_互界 i，可以手动 
1 总体设计 输人流量计测量所黼的释种参数 

本文介绍的是~]YISP430F449单片机开发的新型便懈式高 为了精确计景，在流嚣计设引’时々门外接r】)s】302实时 
精度流量计，能够在线测量管道内流体流量．并且舟动定R寸 时钟芯片．以提供精确的时钟朱弥补MsP43o系列单片机没有 
定量控制流体流最和瀣度航测；其基本原理是 依靠部件旋 实时模块的缺陷 该实时时钟芯片采玎j三线申行输A／输出 

转，用磁敏传感器产生电脉冲信号，井送至由 机构成的 的 式与单片机相连 流量计在使)Nmt瓣存储部分参数，为 
流挺计算装鬣进行处理。它采用电池作供电电源．功耗低， 此使用了带 l c总线的EEPROM。 

体积小，重磨轻．满足了便l搠式的糯要．而且在必婪时可以 2 硬件设计 
采用外带电源供电。 2．1核心单J{机MSF430F449 
流量计组成框图如图一所示 该流鬻计共有三种输入 MCU最终采用了MSP480F449 MSP430F449是TI公司最近 

量，分别为模拟输人量 (4—20mA) 热电阻 (PtlO00)模拟 推出的具有极高性价比的16位MCU．其有功耗低、存储容摄 

1 输入璧以及m千流量计算的脉冲量。而流量计的输出量有两 夫、集成度高、在线支持性强等特点。MSP430F449属于一种 
种．分别为脉冲最和模拟搬(4—20mA)。通俯接13采用RS485 中低端的单片机，运用非常贝衍，具有2K字节的RAM．60K 
串行通信总线．流案计的输出和数据通信仅在有外接电源时 字节的FLASH，48个1／0口，三个 16位定时器、一个看门狗 

I 工作，无外接电源时 ；工作．评采用光电隔离。该流量计采 定时器，两个串行通讯[】．一个集成LCD驱动模块，一个模／ 
I 用【 cD进行数据显示。LCD为字段型显示，g位8段．字体高 数转换模块(̂DCl2)，一个16位的硬件乘法器-MSP430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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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常的工作模式外，还具有五种低功耗模块。 
2．2信息检测及输入部分 

温度和其它被转换的模拟量要进行实时处理，故应采用 
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可以依次转换所选的转换通道并重 
复进行。每次转换结束，转换结果被存放在ADC12MEM中，中 
断标志ADCI2IFG置位，产生中断服务请求并对数据进行处 
理。采用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可以节约软件开发量和时 
间。 

为提高温度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A／D转换后采用 
数字滤波来消除信号中混入的无用成分，以减小随机误差。 
因为温度变化较为缓慢，故采用中值滤波，连续采样N(N由 
测量周期和采样频率决定，本仪表定为奇数)次 信息检测 
就是对流体流量的检测，是需要根据流体特性来进行的，要 

根据现场温度采取补偿措施才能保持高的计量精度。为了精 
确地测量温度，采用PtlO00热电阻，其精度可以达到0．1℃。 
通过MSP430F449本身带有的ADC12模块，将采集到的温度进 

行A／D转换。ADC12转换内核带有一个转换结果寄存器；采 
样速度快，最高可达到200ksps；具有1 2位转换精度，一位 
非线性微分误差，一位非线性积分误差；内置采样与保护电 
路；有多种时钟源可以提供给ADC12模块，而且模块内置时 
钟发生器；内置温度传感器。 
MSP430F449的ADC参考电压共有六种情况可供选择，对 

与实际情况相对应，使用了外部输入的参考电压。ADCI2模 
块有四种转换模式：单通道单次转换、单通道多次转换、序 
列通道单次转换、序列通道多次转换。因为对次后排序取中 
位置，得到的值通过查表可最终确定温度【3】。最终精度达到 

了0．1℃，满足了设计要求，在实际使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而关于流量变送器件的设计方面，采用的是磁敏传感器。 
为了在低功耗下使用流量传感装置，采用了zP系列零功耗磁 
敏传感器。它是一种工作时无需外加电源的新型传感器，为 
双磁极交替触发工作方式 输出信号幅值与磁场的变化速度 
无关，可实现 “零速”传感，使用寿命在2O亿次以上，可以 
通过增加小磁体的数量来提高精度。zP系列传感器输出信号 

电流很小，通过电路进行后级处理。输出脉冲信号通过 
74HC132进行整形后，被送入单片机进行计数。 

2．3电源设计 

整个电路由四节锂电池供电，除了可以用电池供电外还 
可以通过直流输入端由小型的变压器供电。由于TI单片机的 
供电电压比其它模块低，只有3．6V，因此选择L31A作为 
MSP430F449的稳压芯片。为保证正常工作，电源电路中还配 
有电池电量检测装置，在电池电量比较低，可能会影响到正 

常工作的情况下及时报警，提醒更换电池。采用MSP430F449 
内置比较器模块，无须外加专门的电池检测芯片，只需两个 
电阻就可以完成此功能。 

2．4键控模块 

根据功能上的需要，键控模块能实现的主要操作如下： 
使用前先设定流体流量流速、流体总流量、流体温度等， 

并且在使用中根据情况进行停止、加大(减少)流量等操作。 

另外，为了提高整机的安全性能，还配有由于异常情况造成 
的流速过快而产生的压力超标的报警装置，报警的同时停止 

并禁止所有操作。 

到 160段显示。这里只需将LCD的引脚与单片机的LCD输出 

引脚直接相连，简化了电路的设计。 

3 软件设计 

MSP430F449的内核结构来自具有高透明格式的精简指令 
集 (RISC)的设计思想。指令分为硬件实现的内核指令和利 

用这一硬件结构具有更高效率的模拟指令，使用起来非常方 

便。在本系统中，单片机在完成初始化任务 (设置标志位、 

定时器、比较器和看门狗的工作方式)后，就进入睡眠状态， 

进而处于低功耗工作模式，任一中断可将其唤醒，转而执行 
相应的子程序。单片机的工作，大多数的操作都设置成中断 
方式，在闲置期间单片机处于超低功耗工作模式，大大降低 

了整机的功耗，本流量计主程序流程图如图二所示。在进入 

测量周期后 (本文中定为5s)，计算周期内温度、读取流量 
的脉冲数、计算流量，并进行数据显示和通信。 

图二 主程序流程图 

4 结束语 
在流量计的设计中，由于选用了超低功耗的MSP430单片 

机作为控制芯片而且其它的外围芯片功耗也很低，同时在软 

件设计中也充分采用了MSP430F449的多种节能工作方式，从 
而使得整机在工作中的功耗很小，可完全满足电池供电的要 

求 此外，由于MSP430F449单片机功能强大，外围芯片数目 
少，而且所有的元器件均选择贴片式，从而大大地减小了仪 

器的体积。并且在设计中采用了Ptl000热电阻，其精度可以 

达到0．1℃。同时依靠软件进行温度误差修正，而且在需要 
时可以外加一步进电机作为动力装备，可以使流体流量控制 

更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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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显示模块 
在MSP430F449中存在一个LcD马区动模块，驱动方式有静 作者简介 

态、 MUx、3MUX、4Mu支。四种。LCD显示缓存器为20字节，在 傅江辉 (198o一)，东华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主要 
4Mux方式下，所有的显示缓存器都用于段驱动，这时可以达 研究方向：单片机应用与开发、网络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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