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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MSP430F449的 甲醛检 测仪 设计 
葛化敏，叶小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信息与控制学院，南京210044) 

摘要：为了准确实时地在线测量甲醛浓度，采用英国DART公司最新的电化学甲醛浓度传感器， 

结合低功耗高性能单片机 MSP430F449与24位高精度的△一∑A／D转换器ADS1232，设计了带温度 

补偿功能的高精度在线实时甲醛检测仪。该测试仪具有测量精度高、速度快、使用方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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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H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682(2009)03—0097—03 

Design of formaldehyde detector based on M SP43OF449 

GE Huamin，YE Xiaoling 

(School ofInformation＆Control under Na ng Univenity of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Abstract：To measure formaldehyde content rapidly，A form aldehyde detector with temperature COB． 

pensation function is designed based on MSP430F449．ADS1 232 and a latest sensor of formaldehyde 

made in England and is low—power real—time high—precision and conv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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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甲醛(HCHO)是一种具有高挥发性、无色、具有 

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具有较高毒性的物质，世界卫生 

组织(WHO)和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均将其列为潜 

在危险致癌物和重要的环境污染物。目前的甲醛测 

量仪因测量方法与原理的不同不易实现在线的快速 

准确测量，因此，研制实时的甲醛浓度测量仪实现对 

日常生活与工作环境中甲醛浓度的快速准确测量，对 

提醒人们及时改善环境条件、保护人们身体健康具有 

重要的意义。 

1 系统硬件设计 

1．1 甲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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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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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甲醛的测量方 

法很多，但能够实现快速实时 

测量的传感器较少，相比较而 

言，英国 DART公司生产的电 

化学式甲醛气体传感器是真正 

能够不需要任何气体采样或者 

ADc 气体泵抽取而能够实现现场实 

时连续测量的电化学传感器。 

它由包含两个电极的燃料电池 

传感器组成，当被测介质被内 

部的采样系统吸收后，工作电 

极通过外电路将电子释放到计 

数电极，产生一个与甲醛浓度 

对应的线性电流，在计数电极 

随着氧的减少而消耗，内电路由电解液中的离子流 

来实现。由于传感器输 出电流为微安 (2 000 nA／ 

ppm)电流信号，因此，需要设计电流到电压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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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对其进行转换放大，其放大电路的具体参数 

及转换放大原理图如图1所示。在系统中的高精度 

测量放大电路设计中，反馈电阻选为470 k12，同时 

并联一个4．7 的钽电容在没有反向响应时间的 

情况下降噪。 

电解液的消长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为了 

提高测量精度，引入温度补偿，在环境温度为5～40 

℃范围内，其补偿关系如图2所示，系统设计中，考 

虑到环境温度变化范围不是很大，选择查表法对其 

进行补偿。 

HCHO sensor-effect of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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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传感器环境温度变化与输出电流变化关系图 

1．2 24位高精度 A／D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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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DS1232基本组成结构框图 

ADS1232是 TI公司生产的高精度串行输出的 

24位A／D转换器，其组成结构如图3所示。内含低 

漂移、低噪声的可变增益放大器和环境温度检测传 

感器，板上低噪声 PGA提供 1、2、64或 128可选增 

益，从而能够支持 -4-2．5 V、4-1．25 V、4-39 mV或 

4-19．5 mV的满量程差动输入电压。它由一个 3阶 

的△一 调节器和一个 4阶的数字滤波器构成，具 

备23．5位有效分辨率。可采用振荡器或晶振提供 

外部时钟，此外，ADS1232还提供内部振荡器，无需 

使用外部组件。可支持10 SPS和8O SPS两种数据 

速率，在采用内部振荡器或者采用4．915 2 MHz晶 

振时，当SPEED管脚为低电平时，速率为 10 SPS，系 

统对5O Hz与 60 Hz信号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当 

SPEED管脚为高电平时，速率为 80 SPS。输人多路 

复用器可接收双通道 (ADS1232)差动输入，通过 

A0与 TEMP端来选择是对模拟输入信号进行 A／D 

转换还是对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进行转 

换，通过测量温度传感器(温度系数为 379 I~V／~C， 

在25℃时输出电压为 111．7 mV)输出电压的大小 

来确定环境温度，实现环境温度的补偿。ADS1232 

既可进入低功耗的待机模式，也可完全关闭进入断 

电模 式。可通 过简单 的引脚 驱动 控制来执 行 

ADS1232的所有功能。数据通过易于隔离的串行 

接口输出，A／D转换的结果可以以串行输出的方式 

直接送给MSP430F449进行处理。 

ADS1232可以连续不断的转换模拟输入信号， 

当DRDY／DOUT引脚为由高变为低电平时，新的转 

换数据已准备就绪，随着 SCLK引脚的每个上升沿 

对应输出一位数据，最高位(MSB)首先输出，依次 

输出24位转换数据，然后，DRDY／DOUT输出保持 

最后一位的状态，为了读取下一次转换的新数据，可 

通过主机检~mJDRDY／DOUT引脚，当24位数据输出 

后，强制使DRDY／DOUT输出为高电平(第 25个脉 

冲置DRDY／DOUT高电平后)，当新的数据转换结束 

后，其DRDY／DOUT由高变低，重新输出新的转换数 

据，其转换数据输出时序图如图4所示。 

图4 A／D转换器转换数据输出时序图 

1．3 单片机MSP430F449 

MSP430F449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TI)开发的 
一 款超低功耗 16位 RISC混合信号处理器，具有高 

性能模拟技术及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集多种领先 

技术于一体，其主要特点有：低工作电压 1．8～3．6 

V；超低功耗，活动模式 280 A@1 MHz，2．2 V；待 

机模式 1．1 IxA；掉电模式(RAM数据保持)0．1 A。 

从待机到唤醒的响应时间不超过6 s。具有 3个捕 

获／比较寄存器的 16位定时器：定时器 A、定时器 

B，两个 串行通信模块 USART0／1，可软件选择 

UART／SPI模式，内部含有 12位 A／D转换器，可在 

线串行编程，不需要外部编程电压，驱动液晶能力可 

达 160段，FLASH存储器容量达到 60 kB，RAM为2 

kB。考虑到芯片内部 12位 A／D不足以满足测量精 

度的要求，选择了 24位的 A／D转换器 ADS1232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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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测信号测量的 A／D转换器，其转换结果以串行 

输出的方式直接送给 MSP430F449进行处理，其 

MSP430F449与 A／D接口的连接原理如图5所示。 

：  

图5 MSP430F449与ADS1232的接口原理图 

1．4 其他部分 

测量结果通过外接的LCD显示，这里选用价格 

低廉、使用简单的段式液晶显示，由于 MSP430F449 

片内具有段式液晶驱动模快 ，采用 3MUX驱动方 

式，液晶所需的模拟电压由外部提供，通过外接的等 

值电阻产生，LCD控制逻辑可以通过软件以内存位 

的操作形式来实现。报警器件采用红色发光二极 

管，当测量值超过报警值时，红色二极管发亮。为了 

提高测试仪性能，电源部分采用模拟电源与数字电 

源分开的设计方式。 

2 系统软件设计 

初始化于程序 

+ 

启动 ADS1232 

+ 

数据采集子程序 

● 

数据处理子程序 

◆ 

显示子程序 

+ 

报警子程序 I 

图6 系统程序流程框图 

序流程如图6所示。 

采用 IAR公司的集成 

开发环境 Embedded Work— 

bench进行系统开发。该系 

统软件设计采用模块化的程 

序结构，主程序包括初始化 

模块、启动 A／D转换器模 

块、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 

模块(含温度补偿)、显示模 

块。软件设计方面还采用了 

看门狗技术，设置软件陷阱 

技术、数字滤波等技术，以提 

高仪表抗干扰能力。系统程 

为实现系统的低功耗，对外部接口、定时器等部 

件初始化后，MCU进入休眠状态。MSP430的低功 

耗工作状态有 5种，这里选择 LPM0模式，此时 CPU 

图 7 A／D转换程序 流程 图 

处于休眠状态，定时器、输入／输出端口等可以独立 

运行 ，任 何一 个 模块 可 以通 过 中断 唤醒 CPU。 

MSP430F449应用了增强型锁频环技术 FLL+模式， 

其优点是硬件能自动调整 DCO频率，支持时钟配置 

的超低功耗应用。通过软件调节 DCO的频率，保证 

ADS1232转换时间与速率。A／D转换模块的工作 

状态流程如图7所示。 

数据采集和处理模块完成对甲醛浓度的测量和 

数据处理，通过查表法进行温度补偿处理，显示模块 

将测量结果通过液晶屏显示i贝0得的甲醛含量；报警子 

程序将测得的甲醛浓度与设定的参考值比较，如果所 

测值高于报警值，则通过发光二极管发出报警信号。 

3 结束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13益提高，设计一种简便、 

灵敏、快速、准确、经济的甲醛在线实时检测系统是 

社会所需，人心所向。目前还没有一种较为理想的 

甲醛现场快速检测方法，分光光度法受水浴或浓硫 

酸等操作条件的限制，电化学检测法对样品预处理 

要求较高，色谱法受仪器设备限制，以前的甲醛传感 

器检测成本高、寿命短。笔者设计的甲醛检测仪避 

免了上述甲醛检测方法的不足，具有测量速度快、测 

量精度高，不需要其他的附属设备或试剂、使用方便 

等特点、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与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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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4为输入层节点个数， =10为隐含层节点 

个数， 为第 个节点的闽值，ne ，o5为第p个样本 

输入下隐含层的第 个节点的输入和输出。 

对输出层单元，则： 
10 

删：=∑ 一0 
』=1 

D：=g(ne )= 

1+exp(1∑ 7o5—9 ) 

式中k：2为输出层节点数，0 为输出层第 k个节点 

的阈值，net：，0：为第 P个样本输入下网络输出层的 

第 k个节点的输入和输出。 

② 计算每个样本P的输出误差 E。 
1 

2 

E =÷∑( 一 ) 
=l 

式中k=2为输出层节点数， 网络 目标输出值，即 

导师信号，D：为节点实际输出值。 

若误差达到指定要求，学习结束。否则，进入下 

面第③步，即从输出层反向传播，逐层修改权值直到 

误差满足要求为止。 

③ 反向传播调整各层权值和阈值 

输出层权系数调整： 
= 0：(1—0：)( 一0：) 

嗾(t+1)= (t)+ + [ (t)一 (t一1)] 

(t+1)= ( )+ + [ (t)一 (t一1)] 

隐含层权值的调整： 

=  (1一of)∑ P P 

似 (t+1)= (t)+ O + [ (t)一 (t一1)] 

(t+1)= ( )+ 0l+ ( )一 (t一1)] 

3 模型的仿真 

从河南某造纸厂随机采集 100组数据，按照2．2 

节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预处理后作为样本数据，其 

中前70组样本用于网络的训练，后 30组用于检验 

网络的泛化能力。为了防止网络训练开始就陷入局 

部最小，选择 0附近的一组随机数作为网络的初始 

权值，并使这些权值和的绝对值小于 1。建立网络 

以及网络的算法编程采用 MATLAB库函数，根据 
·+ --~-··-4-·-。。+一··—+一··—’卜 ” 

2．3节原理网络训练，待网络学习结束后冻结权值， 

然后对网络进行泛化，最后得白度 、残氯泛化仿真结 

果如图3所示。由泛化曲线可以看出，网络测量值 

与实际化验值误差小，故该模型较为准确真实，能够 

用于实际生产过程对象的在线测量。 

4 结束语 

样水数 

图3 白度、残氯泛化仿真曲线 

该文提出的基于改进BP算法的神经网络漂白过 

程软测量方法具有结构和算法简单、易实现的特点，同 

时，克服了常规 BP神经网络算法收敛速度慢的缺点， 

实现了纸浆白度和残氯的在线测量，其测量结果较为 

准确，实时性较好，有助于生产过程的优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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