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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电机功率因数测量系统 

王晓雷，吴必瑞，蒋 群 

(中原工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 要：介绍以 MSP430超低功耗 16位单片机为核心的交流电机功率因数测量系统，并对该系统的测量原理做了详细 

的说明。在逆变器供电条件下，互感器检测电机 的线电压、相电流，经信号调理电路后，由 MSP430测量单相电流及 电压之 

间的相位差，通过计算求得功率因数。利用 430F449内置的定时器的捕获功能计算功率因数，其电路 简单、稳定可靠，且测 

量的精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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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asurement System of Electromotor Power Factor Based on M SP430 

WANG Xiaolei，WU Birui，JIANG Qun 

(Zhong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Zhengzhou，450007，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a measurement system of electromotor power factor taking MSP430 as a core and giv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to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 of this system．in condition that the inverter is supplied with power，line vol 

tage and phase current of electromotor measured with transformer after crossing signal conditioning circuit，phase difference of 

angle between single current and voltage will be measured with MSP430 and then the power factor will be get through calcu— 

lating．We use the timer of MSP430 to measure power factor．This circuit is simple and high—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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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尤其是单片机技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及 

各种新型传感元件的迅速发展和日臻成熟 ，微机技术在电 

力系统中的普及应用，使电力系统的测量和监控技术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对电动机运 

行期间的功率因数进行检测，以便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来 

提高功率因数，从而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若三相负载不 

平衡，为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三相电机的功率因数值，可通 

过采样三相交流电中任意一相相电流以及另外两相线电 

压之间的相位差得 到三相系统的功率因数。MSP430系 

列单片机是一种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 (Mixed Sig— 

nal Processor)，它具有低 电压、超低功耗、强大的处理能 

力、系统工作稳定、丰富的片内外设、方便开发等优点，具 

有很高的性价比，在工程控制等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范围。使用 MSP430实现对电机功率因数等 电力参数的 

测量 ，不但提高了测量的精度和 自动化水平，而且降低了 

系统的功耗[1]。 

1 功率因数与相位 

电机的功率因数 COS 值是相 电压与相 电流的余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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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设三相的电压分别为 U ，U ，U。，电流分别为 I ，I ， 

I ，则它们的表达式如下： 

UA— UMsin“ ；UB— UM(sin“ 一 120。) 

UA— UM(sin tat+ 120。) 

Ia— IM(sin“ 一 )；IB— IM(sin“ 一 一 120。) 

Ic— IM(sin“ 一 + 120。) 

上式中：UM表示每相电压 幅值；I 表示每相电流幅值； 

∞表 示角频率； 表示相电流滞后相电压的相位差角。图 1 

给出了三相输电线路的相电压、相电流的矢量图。 

图 1 相 量 关 系图 

对于三相对称的电源，若 电机的功率因数为 1，即等 

效总负载为纯阻性 ，则各相电源的相电流必定与其相电压 

同相 ，相位差 一0。，而当电机的功率因数值不为 1时，电 

流向量与电压向量之间将存在一定的夹角 西，感性负载时 

角滞后 0。～90。，容性负载时角超前 0。～一90。。因此准 

确检测线电压与线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即可测量出电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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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数角 。 

2 相位差 计算原理 

相位差 的计算原理是利用输入 2路信号过零点的 

时间差，以及信号的频率来计算 2路信号的相位差 j。 

2．1 频率的测量 

首先测量单路输入信号频率 ，方法是记录 1路方波信 

号 2次连续上升沿触发的定时器计数值 t 和 t ，计算 出 

2次 上升沿计数器差值 At—t 一t。，以定时器工作频率 

为参考，求出输入信号的频率为 F 一 ／／XN 。 

2．2 信号相位差的测量 

运用 TI的 MSP430F449的捕获功能，捕获 2路信号 

的过零点，记录定时器这一时刻的计算值 ，计算出它们之 

间的时间差。TI公司的所有的 FLASH型单片机都含有 

Timer A，它是程序的核心。Timer A由1个 16位定时 

器和多路比较／捕获通道组成。 

2路信号的相位差 A一360。×At／T ，其中，At—AN ／ 

，c。 ，AN 为 2路信号的上升沿分别触发计数器的差值；T 

为输入信号的周期。由相位差的计算可简化为 ： 

△ = 360。×At／AN 

3 系统硬件结构 

测量系统以 MSP430F449单片机为核心，主要由电压 

电流检测电路、信号调理电路、时钟电路、电源电路和显示 

电路组成 。其系统结构图如图 2所示。 

图 2 系统硬 件 结 构 图 

3．1 电压 、电流检 测 电路 

为实现强、弱电的隔离 ，提高抗干扰能力，检测逆变器 

供电条件下的相电流以及两相的线电压，分别采用电流互 

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嘲。由于逆变器供电不平衡，造成三相 

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相位差不一致，影响功率因数测量的 

最终因数是相位，除频率变化造成的相位改变外 ，还有互 

感器的相差及交流采样时电流和电压不能同步采样造成 

的相差，这些因素造成的相差实际上是一个常数。 

3．2 信号调理电路 

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经运算放大器和 转换器，把 

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转化的 

1 8O 

电压信号进行放大、施密特整形，把交流信号转化为方波 

信号，输入到单片机 Timer A的 TA1，TA2输入端。这 

样测信号相移就变成测信号边沿之间的时间宽度问题， 

MSP430F449单片机很容易实现。 

3．3 时钟 电路 

时钟电路用于产生单片机工作所需的时钟信号，该系 

统采用内部时钟模块，外接晶振方式，振荡频率主要由石英 

晶振的频率决定。单片机内部具有时钟模块，能实现超低 

功耗应用 。振荡器和系统时钟发生器的主要设计 目标是廉 

价和低功耗。为达到系统廉价，外接器件缩减到只有一个 

普通晶振。在数字系统中，系统功耗与频率成正比，所以使 

用低频晶体和和含有倍频器的振荡器可以满足时钟系统速 

度与低功耗这 2个要求。该系统的时钟电路是用一频率为 

32 768 Hz的晶振来固定整个电路的频率来实现。 

3．4 显 示 电路 

MSP430F449带有内部 LCD驱动模块，直接将液 晶 

显示屏连接在芯 片的驱动端口即可，电路结构极为简单。 

LCD具有功耗低、体积小、质量轻、超薄和可编程驱动等 

其他显示无法比拟的优点。由点阵液晶显示器件与相应 

的控制器、驱动器装配成的显示模块的种类较多 ，其功能、 

指令、接 口定义及引脚并无统一标准，具体使用时应加以 

选择 。 

4 软件设计 

MSP430F449单片机内部具有多个时钟源，可以灵活 

地配置给各模块使用以及工作于多种低功耗模式 ，降低控 

制电路的功耗提高整体效率 ，其具有 内部 自带有高精度 

12为 ADC12、一个集成 I CD驱动模块、硬件乘法器以及 

Timer A和 Timer B定时器等。 

相电压和相电流的相位差 测量程序由主程序和中 

断程序组成。主程序完成各程控器件初始化、清零显示 

器、设定时钟频率等功能，然后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相位 

测量中断。中断服务程序完成频率、相位差的测量 ]。其 

流程 图如图 3所示 。 

此系统的软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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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由中断完成的优点是使单片机绝大部分时间处于低 

功耗状态 ，充分发挥了 MSP430系列单片机微功耗特点， 

降低了仪器的功耗。相位的测量需要对输入信号的周期 

和相位差值分别采样 ，周期的采样使用 CCR0来捕获同一 

输入信号相邻的 2个周期的上升沿，在第一个上升沿到来 

时触发 CCR0中断，清零计数器并开始计数；当第二个上 

升沿到来时再次触发中断，保存计数值。为了防止中断冲 

突，提高测量的精度，采用滞后捕获的方法。即电流信号 

上升沿到来时，禁止 CCR0，一直等到 CCR2捕获到电流信 

号的上升沿为止，这时捕获到的 2个上升沿不在同一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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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由于实测计数值和实际相位差计数值两者之间的差 

值为整数倍，从而能够得用已测到周期值算出 2路信号相 

位差的实际计数值。为了提高测量的精度要求，可以在程 

序中使用长度为 2O的样本循环队列，而每个样本是 40次 

周期采样和 60次相位差采样的平均值。 

5 结 语 

图 3 程序 流程 图 

经实践证明，采用 MsP430单片机技术对电机功率因 

数进行高精度测量，既可以改变传统的测量方法，同时又能 

实现电机功率因数的在线检测，对提高电机的运行，改善其 

性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采用测量单相电流及电压之间 

的相位差来得到三相系统的功率因数的检测方法，无需判 

断相序 ，可适用于不同的电机接线方法，在实际应用场合工 

作稳定可靠。MsP430F449单片机超低功耗存储量大，工 

作电压非常低，只要 1．8～3．6 V即可以工作 ，十分适用于 

电池供电的工频数字相位测量。该测量系统的相位测量绝 

对误差≤2。，具有频率测量及数字显示功能；相位差数字显 

示的相位读数为 0。～180．0。，分辨率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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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21嵌入式操作系统完成。下表是 AES模块分别在 

ST21和 Windows XP两个 平 台下对 视音频数 据流进 

行加／解密操作所使用的时间。 

表 2 不 同平 台下 AES加／解密 用时对 照表 

由上表可以求出在资源相对有限的嵌入式环境中， 

本设计的加密速率约为 6．0 Mb／s，解 密速率约为 

5．2 Mb／s。可以满足视音频数据流的应用需求。 

5 结 语 

AES高级数据加密算法不管是从安全性、灵活性 

还是效率等方面都优于传统数据加密算法，而且 AES 

算法对内存的要求低，很适合应用于计算资源有限的领 

域，比如嵌入式产品和手持设备，具有很高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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