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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的二线制表头在高温下测量精度差、温漂大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在高温下的高精度数显表头的设计方案。分别介 

绍了其软硬件的实现方法，即采用超低功耗微处理器MSP430F4250采集回路中的电流值，采用 24位 ADC转换器 ADS1244进行模数 

转换，最后将经过运算的变送器输出信号值在 LED数码管中加以显示。实测结果证明，该表头在高温下测量精度高、工作可靠、抗干 

扰性强、实用性强，势必会成为无源二线制仪表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超低功耗 微处理器 二线制 高精度 无源表头 

中图分类号：TP216十1 文献标志码：A 

Abstract： Poor accuracy and big drif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wo—wired indicators in measurement under high temperature，thus a 

design strategy for high precise digital indicator has been proposed．The implementing method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are introduced respee— 

tively．In the design，the super—low power consumption microprocessor MSP430FF4250 is used for collecting the circuit values in the loop；the 

24一bit AD converter ADS1244 is used for AD conversion：and the calculated transmitter outputs are displayed on LED．The practical test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dicator features high accuracy，reliable operation，good anti—interference capabiJity and strong practicality under high tempera— 

ture．It will be the future developing trend for two—wired passive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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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二线制无源数显表头是在现场不接外电源的情况 

下，由变送器电流环供电，采集回路中电流值，并且通过 

数码管动态显示工业参数的仪表。随着仪器仪表技术 

与嵌入式技术的发展，以及低功耗微控制器与低功耗器 

件的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进行二线制仪 

表的设计与开发。所谓二线制，是指整个仪表与外界之 

间只有两根连线，仪表的电源和信号线共用这两根导 

线，仪表的供电完全从回路电流中读取。这种二线制具 

有布线简单、可靠性高、无需考虑供电和隔离等特点 。 

但是传统的二线制无源表头存在功耗大、精度低、 

工作温度范围窄等缺点。本设计采用软硬件联合的方 

法，无论是在单片机、硬件芯片、显示方式等的选取上， 

还是在系统的工作模式和系统供电方式等方面，都进 

行了严格的设计、计算和实验。本设计的表头可以在 

高温下达到高精度的测试要求，在军方某测试系统中 

得到应用。本文重点介绍了系统的软硬件设计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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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低功耗、高精度数据采集的方法。 

l 系统工作原理与组成 

本设计表头采用二线制工作，它与变送器共同串联 

在一个回路中，变送器由直流24 V供电，回路中电流是 

4～20 mA。表头采用超低功耗单片机 MSP430F4250为 

主控制芯片。芯片内部自带了l2位的A／D转换模块， 

但是精度不够，因此，采用外部24位 ADC转换器，以实 

现高精度的模数转换及对回路中的电流值进行高精度 

的测量。测量后的数据经过算法换算成各种物理量，显 

示在数码管上。在 4～20—nA电流环中串联一个取样电 

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取样电阻上检测到电压值，稳压 

二极管给系统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源。系统的测量精度、 

满量程、零点等都可以通过按键进行设定。另外，为了 

防止掉电后设置的参数丢失，系统还设计了 EEPROM 

芯片用于存储工作参数，每次上电后，系统自动读人参 

数并进入工作状态 。 

2 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硬件主要 由 CPU模块、LED显示模块 、A／D 

转换模块、电源模块、存储模块、按键模块组成。采用 

4位低功耗高亮度 LED作为显示器件，并采用 24位 

ADC芯片使其具有高达 20位以上的测量精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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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温工作条件下，仍然能保证测量的精度。系统硬 

件组成如图 1所示。 

MSP430F4250 

————— ] l c总线 r—L———主—1 

1竺 兰H  l 
——————]  f cPu模块 l· 一 由源樟操 
A，D转换模块24bItH  l’ I ：：： ：：： 

模拟量 L——————-_J I 

信号调理电路 卜．— 变送器输~4~2OmA 

图 1 系统硬 件组成框 图 

Fig．1 Hardware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2．1 CPU选型与设计 

由于表头不需要外接电源，而通过 4～20 mA电流 

环供电，因此功耗对 CPU选型至关重要。本设计选用 

TI公司最新推出的具有极高性价 比的 l6位微处理器 

MSP430F4250。它具有功耗低、工作温度范围宽、工作 

电压宽、集成度高、在线支持性强等特点；且其独特的 

时钟系统能产生 ACLK、MCLK、SMCLK三种不同的时 

钟信号，可提供不同的工作模式所需的时钟。工作温 

度达到一40～85℃，工作电压为 1．8～3．6 V，休眠下 

电流只有 0．1 txA 。 

2．2 电源设计 

二线制仪表由于电源本身即取自信号线，所以在 

构成本质安全的防爆结构时，具有很大的优势。电源 

电路的设计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很大作 

用。首先在 4～20 mA电流回路中串接一个 25 n的取 

样电阻和一个 3．3 V稳压二极管，为电路 中用到的芯 

片提供 3．3 V电源 。电源电路如图2所示。 

图 2 电 源 电路  

Fig．2 Power circuit 

2．3 信号调理与采集电路 

回路中的4～20 mA电流环提供电源和采集的信 

号，因此，需要对电路中的电流信号进行调理。通过运 

放电路将电流变换成电压信号，并接入A／D转换器中。 

4～20 mA电流可换算成值为0．1～0．5 V的电压。 

ADS12d4是一种低功耗串行 24位∑模数转换器， 

具有精度高、功耗低、使用接口少等特点。一个简单两 

线串行接口提供对该芯片所有的控制。通过串行脉冲 

可以控制数据读写、校准及进人休眠方式，并且单次转 

换时，ADS1244可以被关闭，减少空闲时期的功耗，非常 

适合本系统设计的需要。参考电压 V 设计为0．6 V。 

ME7660是变极性 DC／DC转换器。通过该 DC／DC，可 

以将正电压输入变为负电压输出，以提供给LM258运放 

使用。其信号调理与转换电路如图3所示。 

(a) 信号调理电路 

A 

fb)DC／DC转换电路 

(c) A，D转换 电路 

图 3 信号调理 与转换 电路 

Fig．3 Signal conditioning and conversion circuits 

2．4 E PROM 存储电路 

为了保存设置后的参数，比如量程、零点、显示位数 

等参数以及保证掉电后参数不丢失，表头采用铁电 

E PROM存储器 FM24C64来存储数据。FM24C64为低 

功耗芯片，可以降低系统的总功耗，提高系统稳定性。 

2．5 LED模块设计 

LED显示模块采用 4位 LED动态扫描模式，动态 

刷新，满足低功耗需求。4位 LED的8个段选信号线 

分别接到MSP430的 s。～s 管脚，4个位选信号线分 

别接到 MSP430的S。～S 管脚。 

3 低功耗设计 

由于工作环境为二线制系统，因此，低功耗是系统 

设计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设计的主要任务之一_5 J。回 

路中电流信号为4～20 mA，此信号既作为采集的信 

号，又提供表头工作所需要的全部电源，这就要求正常 

运行时供电回路中的电流小于 4 mA。 

硬件模块中，每一个功能模块都应该选择功耗低的 

器件，这样才能满足整体上低功耗的需求。本系统的压 

降为2．2V，可以点亮4位8段LED数码管显示，整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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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功耗控制在8 mw以下。系统主要器件的工作电流 

值经过估算，总的工作电流为0．916 mA，当电压为3．3 V 

时，变送器的工作电流一般小于2 mA，表头的工作电流 

在1 mAI：2T，因此，本设计方案符合低功耗要求 。 

4 温漂解决方案 

传统的二线制仪表都是工作在常温下的，而且对 

温漂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本系统是工作在条件恶劣 

的高温环境下，如何在高温(60℃)条件下保证采集数 

据的精度，以及如何将系统温度漂移降低，是系统设计 

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该系统选用的都是温漂系数很 

小的芯片。在3．3 V工作 电压下 ，ADS1244的温漂系 

数为2．5~V／~C，真实的电压漂移是 150 V；ME7660 

的温漂系数为 2 txV／~C，真实的电压漂移是 120 IxV； 

LM258的温漂系数为 7 txV／％，真实 的电压漂移是 

420 V。系统的电压漂移在60℃条件下，估算值总计 

是690 IxV，能够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5 系统软件设计 

5．1 软件流程 

系统的软件是采用 C语言编写的，在 IAR Embed． 

ded Workbench开发环境下 ，采用模块化思想进行设 

计。系统的软件程序固化在 MSP430F4250单片机的 

内部 Flash存储器中，整个软件程序包括：数据采集模 

块、LED显示模块、按键模块和数字滤波模块。LED 

显示模块与按键模块功能简单，在此就不再赘述，本文 

重点介绍数据采集模块与滤波模块 。程序流程如 

图4所示。 

开 始 

关闭看门狗 

MsP430F4250定时器、时钟、1／O初始化 

唤醒CPU 

数据采集程序 

数据滤波处理 

CPI3进入休眠模式 

结 束 

(a) 主程序 (b)数据采集流程 

图4 程序流程图 

Fig．4 Flowchart of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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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据采集模块 

ADS1244是基于∑调制器和数字滤波器的串行 24位 

∑模数转换器。ADS1244可以测量差分信号，也可以测量 

单极l生信号，本设计中测量信号加到AIN+和AIN一，并 

将AIN一接地，这样只使用一半的转换器量程，且仅有正 

数字码产生。ADS1244内部自带采样／保持电路，保持电 

容的连续充放电构成采样／保持器。ADS1244以二进制补 

码格式输出24位数据，最低有效位是2V ／2 一1，正满 

量程 输 入产 生 码 7踟 H，负满 量 程 输 入 产 生码 

800000H，其他输人信号产生码在这个范围内。 

就测量温度而言，温度变送器量程为0～100 oC， 

回路中电流为4～20 mA，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一  —  

。 ， 、 

一  一  

、 一  

式中： 为A／D采集电压值；U 为4 mA时电压值； 

为20 mA时电压值 ；rx为测量的温度值 ； 为最小 

温度值；Tm 为最大温度值。 

经过变换后可得 ： 

l T — l1 
= 音 ×( 一 )+Tmi (2) u

m ax
— u min 

A／D采集的电压值为0．889 V，二极管上压降为 

0．70 V，因此 =0．889 V一0．70 V=0．189 V，Umj = 

0．1 V， =0．5 V，Tmi =0，Tm =100，代入式(2)后，计 

算得 =47．25℃。 

5．3 数字滤波模块 

在抗干扰措施中，滤波方法是抑制干扰的一种有效 

途径。常用的软件滤波方法有多种，本文选择中值滤波 

法，即每次采集n个A／D值，去除其中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而取剩余的(N一2)个 A／D转换值的平均值。该滤 

波算法简单实用，可以满足本设计的需求 。 

6 结束语 

本系统选用超低功耗MSP430F4250为 MCU，配合 

外围的低功耗器件，设计实现了两线制无源高精度数显 

表头。 

该仪表能够在60℃环境中工作，由4～20 mA的 

电流环供电，同时采集回路中电流并显示。由于其功 

耗低、工作温度范围宽、采集精度高、成本低等特点，因 

而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该表头已经经过 

严格的环境测试与精度测试，在60 c《=高温下可连续工 

作 72 h，采集精度能达到 ±0．3％。 

实践证明，该系统运行稳定性强、采集数据精度高， 

硬件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整机可靠性高，可以进行推广。 

(下转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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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任务划分和分析 

系统主要划分成如下九个任务：LCD显示 、键盘检 

测、系统和Pc机通信、检测参数和故障状态、读取历 

史参数、修改参数、保存参数、控制开关电源的同步以 

及关断开关电源。 

正常工作状态的任务比较多，如需要监控开关电 

源的各个参数和故障，计算占空比，读取时间并显示， 

对开关电源工作状态中出现的各种突发状态进行处 

理；此外 ，还需要监控键盘状态 ，读取键盘指令。 

友善的人机交互界面非常重要，本系统采取的策 

略是给每帧画面分配 4 kB缓存，240×128点阵需要 

3 840 B，这样还多余256 B。以16×8点阵为一个显示 

块，将整个屏幕划分成 30×8=240个显示块，每个显 

示块用1 B存放要在该位置显示的内容代码(一个汉 

字占两个显示块，汉字代码放在两个显示块对应的两 

个字节的第一个字节中)，故整个屏幕共需要240 B存 

放显示内容的代码，占用一帧画面分配的4 kB缓存的 

最后 240 B。显示时，直接从分配的缓存区的最后 

240 B中读取代码，然后转换成字模进行显示。 

在修改参数的任务中，采用两级缓存的机制 J。 

在光标所在位置，修改的数据保存在 A缓存器中；在 

光标移开后，将修改后的数据写到分配的LCD缓存区 

的最后240 B对应的单元中；在键盘发出保存指令后， 

再将参数写回到 IIC存储器 中。如果键盘放弃 了保 

存，则重新从 IIC存储器中将参数渎到分配的LCD缓 

存单元中。 

3．3 系统资源分配 

资源大致分配情况如下：INTO分配给时钟芯片， 

INT1分配给89C2051以控制同步脉冲信号。定时器0 

用于提供 l S的定时中断，定时器 1资源分配给串口。 

第0组寄存器分配给LCD；第1组寄存器分配给IIC存 

储器的读写；第 3组寄存器分配给键盘驱动和显示历 

史 数据的任务。80H以后的数据存储器分配给堆栈， 

而30H～7FH的空间分配给各个任务，彼此互不占用。 

此外在本系统中，充分利用了 LCD内置 SRAM来 

作为系统的缓存。 

4 结束语 

在开关电源运行过程中出现重大故障时，本系 

统会 自动关断开关 电源。由于中断资源有限 ，本设 

计 中键盘没有采用 中断的机制 ，而是采用在正常工 

作状态中循环检测键盘状态的方法，而这并不影响 

系统的实时性。经过正式 投产 前的测试 和分析发 

现，键盘的响应时间不超过 1 s，能满足检测系统的 

需求 。 

此外本设计中引入了缓存的机制。利用 LCD模 

块内部多余的显示缓存作为系统任务切换时的缓存， 

加快任务切换的速度；在初始化时将所有参数读入缓 

存；修改参数后，采用缓存的机制，只有在确认保存后 

才将参数存入 IIC存储器中。通过以上措施减少读取 

I c存储器的次数。 

本系统已经正式生产并投入运行，使用表明，该开 

关电源检测系统运行可靠、准确，完全能满足测试需 

求，并能有效地保护开关电源。在资源充足的条件下， 

也可以对本系统的RTOS进行优化，通过优化 LCD显 

示驱动，来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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