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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低功耗热能表的研制 

赵伟国，李文军，黄震威 

(中国计量学院 计量测试工程学 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设计了一种基于 MSP430F413单片机的低功耗热能表．介绍了流量与温度的检测电路及低功耗 

电路的设计．系统软件设计中采用缩短 CPU的运行时间，避免浮点运算，合理切换 MSP430的工作模式以及 

利用 I／O口控制外围模块供 电等方法，降低 了仪表的功耗．实验表明，设计 的热能表在较低的功耗下精度优 

于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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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low—power consumption heat meters based on MSP430 

ZH AO W ei-guo，LI Wen-j un，H UANG Zhen—wei 

(College of Metrology and Measurement Engineering，China Jil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A low-power consumption heat meter based On the MSP430F413 microprocessor was designed．The 

measurement circuit of flow，the temperature and the circuit of low-power consumption were introduced．In 

order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the running time of CPU was minimized；the floating—point operation was 

avoided；the operating mode of MSP430 was switched reasonably；and the power supply for modules controlled 

by IO port was designed specially．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is above 2 

under low-powe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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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居民采暖一般按住宅面积来计量收 

费 ，导致了用户节约能源的意识较差 ，从而造成 了 

大量能源浪费．当前，我国市场上也出现一些热能 

表_1 ]，采用了低功耗 MSP430单片机作为主控 

制器降低 了系统的功耗 ，但是成本较高 ，不利于产 

品市场化_3“]．因此 ，研究低功耗高性价 比的智能 

型热能表具有实用意义． 

1 热能表的原理与组成 

热能表是用来测量供热系统供给环境热量多 

少 的仪表．其测量原理为，当热水流经仪表时，通 

过流量传感器测量 的流量和温 度传感器测量 的 

进 、出水温度 ，以及水流时 间，计算并显示 出供热 

系统释放的热量．其数学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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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 ． ．K ． (1) 式 ‘2 中，得到体积流量 q ‘ 

式中：Q_ 释放热量； 一 水的体积流量； 水 

的密度；K一 进、出水温度的焓值差；卜 水流时间． 

热能表主要包括流量传感器及供水、回水测 

温传感器和积算仪．在进水、回水管道分别装有 

Pt 。。。的热电阻，用来测量供水和回水温度．流量 

传感器安装在供水管处，用来测量热水的体积流 

量．积算仪将采集的温度和流量信号进行处理，将 

计算的热量显示在 LCD上．系统结构见图 1． 

热能表 

图 1 热能表结构图 

Figure 1 The structure of heat meter 

2 热能表参数的测量 

2．1 流量信号的测量 

流量信号的检测采用叶轮磁铁和零功耗磁敏 

传感器组成涡轮流量传感器实现．当一定量的流体 

通过管道时 ，磁铁发生转动并在其周围产生交变的 

磁场，磁敏传感器中在交变外磁场的激励下，磁化 

方向瞬间发生翻转，由此感生出电脉冲信号，从而 

将流量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在某一流量范围和一定 

粘度范围内，涡轮流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脉冲频率 

与通过涡轮流量计的体积流量 成正比．即 

厂一kq。 (2) 

式中，k是涡轮流量传感器的仪表系数． 

由于涡轮流量计在小流量时仪表系数的非线 

性而导致流量计整体精度的降低．在本设计中，采 

用软件线性化对仪表系数进行修正，可以有效地 

提高流量检测的精度 ，见 图 2[5]．将 q ，q。，q。流量 

点的仪表系数存储在单片机的 FLASH中，使用 

线性插值来获取当前流量的仪表系数，然后代入 

gl g2 g 

图 2 仪表 系数线性化 图 

2．2 温度信号的测量 

温度的测量采用 Pt 。。。铂热电阻传感器，电路 

见图 3．该电路使用恒流源为 Pt 。。。供电，将温度 

信号转为电压信号l_6]，然后通过 AD7705将电压 

信号转为数字量．单片机通过 IO口读取采样结 

果，计算得到进水、出水铂电阻的阻值，然后按照 

铂电阻在 0~850℃随温度变化的关系计算出温 

度l_7]．具体数学模型如下 ： 

R 一R。(14-at4-bt ) (3) 

式中： 

a一 3．968 47× 10 ／℃ 

6一 一 5．847× 10 ／℃ 

AD7705的时钟由 MSP430单片机的时钟输出 

脚提供，当AD7705在睡眠模式时，单片机停止对其 

时钟的输出，使AD7705的消耗电流降至10脏 右． 

100 uA 

恒流源 

100 uA 

恒流源 

AD7705 M SP430F4l3 

Is l AINl+MCLKI MCLK 

享 。 J 
AIN． DIN P2-3 

S Rt2 

AIN2+ D0UT P2．4 

DRDY P2．5 

l SCLK P2 6 AIN2
．  

图 3 温度测量 电路 

Figure 3 The circuit of th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3 智能积算仪的设计与研究 

智能积算仪主要对来 自流量传感器、温度传 

感器的信号进行处理、计算后，获取累积热量、累 

积流量、进水温度、出水温度等重要参数，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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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CD显示器上． 

3．1 电路设计 

图 4所示为智能积算仪的电路结构图．其核心 

采用 TI公司的低功耗 16位单片机 MSP430F413．该 

单片机具有 5种(1pm0一lpm4){~功耗模式，供电电压 

在 1．8～3．6 V之间变化，其 自带 16K的 FI ASH 区 

用于应用程序的存放和重要数据的掉电保护，具有 

LCD、看门狗、定时器等外围设备接 口．因而不需过 

多的外部电路就可以满足积算仪的要求 ]．流量信 

号通过整形、光电隔离后，与单片机的可中断的 IO 

口P1．2相连，使 CPU有更多的时间处于低功耗模 

式．进、出水温度信号通过 AD转换，与单片机的 IO 

口相连．由于温度采样时系统功耗大，而实际温度采 

样时间间隔较长(2O S左右)，因此在温度测量电路 

通过控制 T1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实现对温度测量 

电路间歇供电，从而大大降低功耗_g_11_． 

螽 

进水温度 
热电阻 

回水温度 
热电阻 

3V 

Tl 

亟遁 卜 
I I I l l I I I I 

图4 智能积算仪的电路图 

Figure 4 The circuit of intelligent Integrating meter 

人机 界 面 采 用 LCD 液 晶 段 码 显 示 器 ，与 

MSP430单片机的液晶接 口连接，减少了外围器 

件及功耗，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两个按键分别实 

现显示内容的切换和系统参数的设置，与单片机 

可中断的 IO 口连接 ，不仅能够实时地响应按键 ， 

同时可以使 CPU更多时间工作在低功耗模式． 

3．2 程序设计 

软件的设计以测量的精确性和低功耗为主要 

目标．软件主要包括温度采集模块，流量累积模 

块 ，热量累积模块 ，显示和键盘处理模块． 

温度采样模块首先判断是否有热水流通，如 

果有热水通过，系统就开通温度采样电路供 电的 

三极管 ，见 图 4，然 后单 片机采 样进水 和 出水 温 

度．这样可以使系统在没有流量时，无需采集温 

度，从而可以大大降低系统的功耗．由于 AD7705 

工作时电流较大，在温度采集结束后，通过软件控 

制其进入休息模式并关掉对 AD7705的时钟输出． 

流量累积模块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关系到整个 

仪表的精度．该软件模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对流量对应的脉冲数的累积．第 

二部分是在主程序中对流体体积的累计．这样保证 

了系统工作在低时钟频率(32 kHz)情况下，也能够 

实现对大流量信号的精确计量．热量累积模块完成 

了热量累积．热量的累计不是采用检测到一个脉冲 

就累计热量一次，而是当体积流量累积到一定时，根 

据当前进、出水温度，算出相应的热量，然后进行累 

积．这样就减少了多次浮点运算产生的误差及系统的 

工作时间，提高了仪表的精度，降低了系统的功耗． 

键盘处理模块主要是仪表系数等系统参数的 

设置和温度 、流量和热量等测量结果 的显示．通常 

LCD显示在按键 4 S后 自动关闭，使显示模块尽 

可能少工作 ，以减小系统的功耗． 

4 结 语 

本设计以低价位的 MSP430F413低功耗单 

片机为主芯片，采用低功耗的硬件、软件设计思 

路，设计了具有远传功能的智能型低功耗热能表． 

用标准电阻测试 ，温差误差小于 0．05℃．采用标 

准流量装置 ，所测流量误差小于 1 9／6．计算得出热 

量的误差小于 2 ，因此该热能表达到了行业标准 

2级精度口 ．该仪表睡眠状态时电流小于 15“A， 

A／D转换时 电流小 于 200“A．采 用 2 Ah的电 

池，至少可以工作 6年以上，见图 5．研究低功耗 

设计思路和方法 ，对于其他仪器仪表及测控 系统 

的低功耗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 5 热能表实物图 

Figure 5 The object picture of heat meter 

— 

阻压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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