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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的 ROV舰艇阴极保护电位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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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一种新型的*-J-#l于水下机器人 (ROV)的舰船水下电位测量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文章给出了系统的工作原理、系统结构、电路和软件~Jg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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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type of ship underwater cathodic protection voltage measurement system for ROV is put for- 

ward．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ystems princle，architecture，electric circuit implement and software impl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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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舰船因为船体腐蚀，壳板变薄，以致发生水线 

以下局部腐蚀穿孔而漏油、漏水，往往不到修理时 

间而被迫停航，提前安排修理的现象时有发生。不 

仅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严重影响了舰 

船的在航率和战斗力。随着对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现 

代维修理论的重视和应用，海军的修理体制逐渐向 

基于状态的维修 (CBM)方式转变。为了保护船 

体水下部位及其附体免受海水腐蚀，主要采用外加 

电流阴极保护法 (iccPS)和牺牲阳极保护法。当 

舰船的阴极保护系统工作时，水下船体及其附体处 

于受保护状态，船体不会受到电化学腐蚀。为了及 

时了解船体的情况，需要对舰船的阴极保护电位进 

行定期检测。水下机器人 (ROV)携带仪器观察、 

测量和检查水下船体、附件 ，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 

应用，成为水下检测技术发展的方向之一。 

2 系统工作原理 

对水下船体和其他钢质结构体的电位测量一般 

是用参比电极作为传感器 (测量方法如图 1所 

示)，常用的有银 一氯化银参比电极和铜 一硫酸铜 

参比电极，对于同一船体电位两种参比电极之间有 

一 个 差 值，他 们 的 换 算 关 系 为：E银一氯化银 = 

E铜
一 硫酸铜+0．05 V；银 一氯化银参 比电极携带方 

便、不易极化、性能稳定，是 GB／T7387—1999规 

定的水下电位测量参比电极，在现场测量中使用普 

遍。 

图1 船体电位测量方法示意图 

ROV以其经济、安全、作业深度大，能在比 

较恶劣的海况下从事作业等优点，部分替代了潜水 

员的水下工作，受到人们的广泛青睐，ROV水下 

无损检测技术在国外开始得到应用。对人有危险的 

场合，如水下射线探伤和大深度检测，ROV是一 

个理想的平台。ROV检测技术为水下结构的检验 

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进一步完善、丰富和发展了 

水下无损检测技术。 

ROV只是一个水下平台，要完成水下检测修 

理等作业需要相应的工具和仪器来完成功能。ROV 

完成水下保护电位测量需要将参比电极作为传感探 

头安装在 ROV上，探头将电位信号传人电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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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内，有仪器来完成电位的测量与数据处理。 

3 系统结构 

根据水下 ROV检测需求，参考国外 ROV水下 

检测系统结构，我们提出了 ROV水下电位测量系 

统的总体结构。整个系统分为水下和水面两部分。 

水下测量部分是本测量系统的主要部分，包括电位 

信号的输入、信号调理、模数转换、单片机，数据 

传输模块组成。信号调理模块主要是对输入的电位 

信号进行滤波，过滤掉噪声信号。模数转换是将输 

入的模拟信号转换成便于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字 

信号。单片机主要是对数字进行滤波，将确定信号 

写入单片机存储器，并控制信号的传输。水面部 

分，主要是接收水下传来的数据，控制数据的显 

示、存储、打印，并具有一定的人工智能，能够根 

据数据进行分析，并给出提示、建议或报警。还具 

有系统自诊断功能，能够对系统 自身模块、传输线 

路等进行诊断。还能够把测量位置和数据记录在一 

起，便于分析保护电位的分布情况。 

水面部分放置于工作母船或者码头上，水下部 

分随着 ROV与探头一起在水下测量船体或者其他 

水下钢结构的保护电位，如图2所示。 

图2 ROV水下电位检测系统示意图 

4 电位测量仪器电路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水下电位测量系统的水下 

部分实际上是电位测量仪器，主要由单片机、电压 

信号检测／调理／数模转换、数据存储电路串行通讯 

接口电路、CPU监控电路和电源等部分组成一个 

嵌入式低功耗单片机系统，系统方案见图3所示。 

CPU为测量仪器的核心，由于 MSP430系列是 

一 个超低功耗的单片机、可靠性高、该系列将大量 

外围期间整合到片内，便于开发，是仪器以表处理 

器的主流产品，因此我们选用了 MSP430F149这款 

单片机作为我们电位仪的 CPU。MSP430F149是 16 

位的体系结构，寄存器和常数发生器，可使 

MSP430实现了最大化的代码效率。 

图3 水下电位测量仪电路框图 

由于检测的对象是水下船体阴极保护电压，而 

该电压值在 阴极保护系统正常工作时，电压在 

0．80～0．90 V (相对于 一AgCl参比电极)，电压 

值的变化范围是 一2～+2 V，而且电流很小，受检 

测信号变化频率低，对仪器冲击可以忽略。因此检 

测信号经过电容滤波后直接加到 A／D转换电路输 

入端。仪器的指标要求精度是 10 mV ，即0．01 V， 

测量范围是 一2～+2 V，那么 (4／400=0．01 V)， 

2 =512>400，故 A／D转换电路至少是 9位，由于 

信号变化范围是一2～+2，所以需要双极性A／D。 

MAXIM公司 1494是低功耗、4位半模数转换 

器 ADC，集成了 LCd驱动器，工作在 2．7 V至 

5．25 V单电源下。这些器件内部包括内部基准、高 

精度片上振荡器，以及多路复用的 LED显示驱动 

器。单电源工作时，内部电荷泵可以产生负电源， 

用来为集成输入缓冲器供电。ADC可以配置成 ±2 

V或 ±200 mV的输入范围，转 换 结 果 可 以 输 

出 给 LCD或 微 控 制 器 (p,C)。p,C通讯可以通 

过 SPITM／QSP1TM／MICROWIRETM兼容的串口实 

现。MAX1494不需要外部的精密积分电容、自动 

调零电容、晶振、电荷泵及其它双斜率 ADC(普 

遍用于面板式仪表)需要的电路。这些器件还为 

差分信号和基准输入提供了片上缓冲器，可以与高 

阻信号源直接接口。另外 ，这些器件采用连续的内 

部失调校准，提供 >100 dB的 50 Hz和 60 Hz电 

源噪声抑制。其他特性包括数据保持、峰值检测、 

超量程与欠量程检测，以及用户可编程的低电池电 

压监视器。所以 MAX1494是水下电位测量仪器模 

数转换的理想选择，因此我们选择它，图4是它引 

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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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位测得的电位数据除了存储在其内部 

Flash中外，还要水面上实时观察和分析数据，因 

此需要将测量结构传输到水面，由于数据量不是很 

大，串行通讯协议的带宽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由 

于传输距离大于 15 m，不能简单地用 RS一232协 

议直接通讯，我们需要用 RS一485(RS一485传输 

距离大于 2 km)协议，我们采用了 MAX3483E芯 

片来完成协议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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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MAX1494引脚分布图 

5 系统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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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测测量系统软件设计包括本机内固化的程序 

(以下简称为电位仪程序)及在 PC机上运行的 

“水下电位测量仪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程序设 

计。 

水下电位测量仪程序包含有主程序、中断服务 

程序和功能子程序等，其组成框图如图5所示。 

I电位测量系统下位机软件l 
l 

l l l I 
I主控制 MD采样控制 通讯控制程序 Watch Dog控制程序 
l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

． 
通讯中断服务程序

．  

中断服务程序 

图5 水下电位测量系统水下部分软件组成示意图 

主程序主要完成内部 RAM、外部器件等的初 

始化工作，数据采集与滤波，与上位机通讯、执行 

上位机的命令等。中断服务程序包括 P0端口中断 

服务程序和串行通讯接口0和串行通讯 1中断服务 

程序。P0中断服务程序主要负责输入端 口控制。 

串行中断 1服务程序完成水下电位测量仪与计算机 

进行通讯相关的全部操作，如接收指令，对水下电 

位测量仪参数进行设置、将记录数据上传给计算机 

等。串行中断 0主要负责与 SPI接口的 A／D转换 

器之间通信，设置 A／D转换器、读取 A／D转换器 

状态和 A／D转换结果。水下电位测量仪数据采集 

与分析系统是运行在 PC机上 WINDOWS XP环境 

下的一个应用程序。其主要功能是将在水下电位测 

量仪中所保存阴极保护电位测数据采集到 PC机上 

来，并可对其进行存档和处理分析，以便对阴极保 

护系统的工作状况进行判断。在水下电位测量仪数 

据采集子程序中，PC机将根据通讯协议向水下电 

位测量仪发送数据读取命令，此后将接收并以表格 

形式显示水下电位测量仪传送过来的全部记录数 

据。在数据表格中填写检测位置的坐标，如肋骨 

号、水深，每一个检测点测量 5个电位数据，取平 

均值。整条船阴极保护电位数据测量完成后，电位 

的分布图形，其组成框图如图6所示。 

西 

篓 薯羹l 由  案I l 

图6 电位测量系统上位机软件组成框图 

6 结论 

基于 ROV的水下电位测量仪不仅可以用于一 

般水下金属材料的电位检测，还可以用于阴极保护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和牺牲阳极阴极保护)后金属 

材料保护电位的精确测定，而且有利于阴极保护方 

案的合理设计和布置。 

我们研制的基于 ROV的水下电位测量系统通 

过了水密试验、基本性能试验与精度测试，已通过 

技术鉴定，能够测量并记录水下保护电位的数据， 

并能够根据检测结果 自动分析、自动生成检测报 

告。其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工作深度：0—100 m； 

仪器测量精度：±10 mV ；测量范围：一2一+2 

V；数据传输速度：9 600 bps；使用温度：0—50 

oC；适合水下机器人和潜水员用；能够进行数据存 

储、数据打印、数据传输，自动分析监测数据、生 

成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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