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0· 《测控技术))2009年第28卷第9期 

基于 MSP430单片机控制的近红外光谱仪用光源 

张银桥 ，张小超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在使用近红外光谱仪器对农产品成分的含量进行测量时，光源的稳定性对测试结果非常重要。介 

绍了一种使用单片机控制的光源稳定系统，它通过 AD采集反馈电压，运用数字PID算法，通过控制 DA 

输出来调整 NMOS场效应管的导通情况，从而达到稳定卤素灯工作电流的目的。该光源系统工作稳定 

可靠，控制精度优于0．02％，可作为近红外光谱仪专用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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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P430 M CU-Based Light Source for NIR Spectrometer 

ZHANG Yin—qiao，ZHANG Xiao—chao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se a NIR spectroscopy which is equipped with a stability light source to 

measure the composition cont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A stability light source system which is controlled 

by a microcontroller is introduced．At first，it collects the~edback voltage through an AD converter，and then it 

uses a di6tM PID algorithm to get the output value．According to this，the microcontroller controls a DA 

conve~er to adjust the NMOS FET working state to stable the current of halogen lamp．The system is stable and 

reliable，and the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0．02％ ．It can be used as a dedicated light source for NIR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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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近红外光谱仪器的探测器精度越来越高，与 

此同时，人们对目标对象含量的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而光源的细微变化都可能极大地影响测量精度，尤 

其对低浓度的成分来说，更有可能会出现错误的结果， 

所以光源的稳定性对于测试精度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近红外光的波长范围介于 0．8—2．5 m，由黑体辐射 

定律可知，在3 000℃左右的色温下近红外谱区的辐 

射效率很高，因此一般用卤素灯⋯。本研究所提出的 

光源采用的是德国 OSRAM公司的 12 V卤素节能灯 

杯，平均寿命达4 000 h。本设计目的是为自主研发的 

近红外光谱仪开发一款稳定可靠的配套光源。 

1 系统总体设计 

光源控制系统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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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 自动检测与控制技术。 

件部分包括单片机工作电路、AD采集电路、DA控制 

电路、卤素灯工作回路和反馈电路；软件部分包括 Pc 

与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反馈信号的采集、滤波、数字 

PID控制和 DA输出。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而 赢 

群  
光源控制系统 光谱仪系统 

图 l 系统框图 

系统上电初始化完毕后，单片机将 PC下达的卤 

素灯工作电压与 AD采集得到的反馈信号一起经数字 

PID算法处理得到控制输出，经 DA输出给场效应管 

的栅极，从而对反馈电压进行调整，形成闭环系统。由 

于反馈电压采至于卤素灯工作回路里的低阻值精密电 

阻，也就相当于得到了反馈电流，从而实现了控制电流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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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硬件设计 

该系统采用了美国 TI公司的超低功耗处理器 

MSP430F169型单片机。它采用“冯 ·诺依曼”结构， 

RAM、ROM都位于同一个地址空间内，最大寻址地址 

为62 KB(60 KB Flash，2 KB RAM)。内部集成有 1个 

硬件乘法器、1个精确的模拟比较器、2个具有捕捉／比 

较寄存器的定时器、8路外部和4个内部 l2位A／D转 

换器、片内看门狗定时器、2个串行通信接口以及48 

个 I／O引脚，每个 I／O口分别对应输入、输出、功能选 

择、中断等多个寄存器，功能口和通用 I／O口可复用， 

增强了端口功能和灵活性，提高了对外围设备的开发 

能力 。 

2．1 反馈电路 

反馈电路如图 2所示：其中 AIN2+是反馈取样 

点，接入 AD芯片的输入端，该处的电阻为 20 W、0．1 

Q、1％精度的铝壳电阻。反馈电压通过运放 U3A放 

大后，与DA输出经过比较器U3B后，驱动IRFP150的 

栅极。具体过程如下：当卤素灯回路电流增大时，铝壳 

电阻端电压上升，则放大器 U3A的输出上升，导致比 

较器 U3B的输出减小，IRFP150的导通 电流也就减 

小，即抑制了卤素灯回路电流的增加变化，反之亦然。 

2．2 数据采集部分 

考虑到自主研发的光谱仪的信噪比为4 000：1， 

光源的稳定精度又一定要优于仪器的信噪比，因而将 

设计精度要求设定为 0．02％。12位 AD的精度相当 

于1／4096—0．024％，16位 AD精度相当于 1／65536— 

0．015％，所以MSP430F169自带的l2位AD精度不能 

满足设计要求，因而需要外接更高精度的16位 AD，本 

设计采用了AD公司推出的 16位高性能、低功耗 ∑一 

A A／D转换器 AD7705，它具有增益可编程放大器，可 

通过编程直接测量传感器输出的微弱信号 J。 

AD转换电路如图3所示，其工作电压可以选择 3 

V或5 V，考虑到MSP430F1 69采用3．3 V供 电，因而 

图 2 反馈电路图 

AD7705也采用 3．3 V供电，以免需要电平转换。2．5 

V的参考电压通过 AD584来提供，并接了2个滤波电 

容来提高抗干扰能力。DIN、DOUT则通过上拉 5．1 

k12电阻来保证逻辑的可靠性。AD7705印刷电路必 

须讲究布线技巧，布线的好坏直接影响数据的转换精 

度，经验表明，AD7705应该布设在一个相对独立和集 

中的区域，器件面用覆铜作接地平面，起到屏蔽作用。 

数字区和模拟区尽可能在底面分开布线，模拟接地与 

数字接地应只在一个点连接在一起，以避免出现接地 

环路，并用屏蔽网格技术加以屏蔽，最后要以星形结构 

接人系统公共接地点。图中 SGND即为数字地，GND 

即为模拟地，二者通过跳线端子短接于一点。所有电 

源都要加电容去耦电路，电容尽量靠近芯片的电源输 

入端 ，如图中的 ， 。等。 

2．3 控制输出部分 

控制输出部分采用了宽工作电压，单输出通道，并 

行接口16位 D／A转换器 DAC8541，其与MSP430F169 

的接口电路如图4所示。DAC8541与 MSP43OF169的 

连接线比较多，布线时应优先走线。 

图3 AD采样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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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DA与 MSP430F169的接口电路 

2．4 数据传输部分 

本设计采用 MSP430F169的 USART模块通过 

RS232串口与 PC进行通信。芯片选择了 Maxim公司 

的MAX3221 J，当 FORCEON为低电平且 FORCEOFF 

为高电平时，开启自动掉电关闭功能：即当 MAX3221 

的输入端没有接收有效信号时，片上电源和驱动器将 

自行关闭，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只有当有效电平送至 

任意一个 RS-232接收器输入端时，系统才会再次开 

启。 

3 系统软件设计 

单片机程序流程框图如图5所示。 

单片机上电经过初始化后进入待命状态，当PC 

发出期望的控制电压和 PID参数，单片机便进入串口 

中断程序，读取完这些设定值的同时由串口向Pc返 

回接收到的数据和 PID处理结果，以保证参数传输的 

完整、可靠和控制过程的可监测。在串口中断程序结 

束前打开 AD7705的中断，单片机便再次进入待命状 

态。当 AD7705转换完成后，就会进人相应的中断服 

务程序，先清 AD中断标志，再关中断，然后按位读取 

AD转换结果并转换成十六进制数，再进行滤波后，采 

用数字 PID控制算法得到控制输出量，由DAC8541并 

行输出。 

主程序开始 

设置单片机时钟 

初始化单片s0'U／oEl 

初始化串口通信 

初始化AD 

初始化DA 

循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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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单片机程序流程框图 

3．1 AD77O5设置说明 

考虑到单片机读取 AD7705转换结果的时效性要 

求很高，所以采用通过监控其硬件 DRDY引脚的状 

态，来确定数据寄存器是否已更新，一旦 DRDY引脚 

变成低电平，就表明数据寄存器数据已经更新完毕，可 

以读取。所以将该引脚连接至 MSP430F169的带中断 

功能的一个 I／O口就可以实现中断监控方式。 

AD7705一共有8个片内寄存器，均通过器件的串 

行口进行访问，需要注意的是 AD7705是串行 AD，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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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读写，都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本设计主要涉及 

到的是通信寄存器、设置寄存器、时钟寄存器和数据寄 

存器。 

通信寄存器主要设置操作的目标寄存器类型、读 

写操作，以及AD通道选择。在器件复位后，其通信寄 

存器处于待命状态，对所有的寄存器的操作都是由先 

写通信寄存器开始，而这个写操作决定着下一次操作 

的目标寄存器是哪个寄存器，以及对该寄存器采取的 

操作是读还是写。 

设置寄存器主要是设定工作模式、增益和极性选 

择。本设计初始化设定值为 0X40，即为 自动标定模 

式，增益为1，单极性，滤波。值得注意的是初始化时 

设定 AD7705为 自动标定模式，当 自动标定完成后， 

AD7705会自动将工作模式跳转为正常工作模式，因 

而不需要再次设置该寄存器。 

时钟寄存器主要是设置工作时钟、分频选择以及 

输出数据更新频率。本设计初始化设定值为0X04，即 

选择工作时钟为 2．4576 MHz，不分频，输出更新速率 

为5O Hz。 

数据寄存器是一个 l6位的只读寄存器，它存储着 

最新的 AD转换结果，单片机就是通过读此寄存器获 

得 AD转换结果。 

3．2 数字 PID算法 

数字 PID算法是整个光强控制程序的核心，相对 

于位置式PID算法而言，增量式 PID算法的计算误差 

对控制量影响小，控制精度高。 

计算公式为 

aV(后)=Ae( )一Be(k一1)+Ce(k一2) 
，r 

其中，A= [1+ I S+ ]； = [1+2 ]；C= 
， J S 』S 

71． 

]； 为采样周期； 为微分时间； 为积分时间。 
l S 

上述的计算公式已经看不出是 PID的表达式了， 

也看不出 P、I、D作用的直接关系，只表示了各次误差 

量对控制作用的影响。数字增量式 PID算法只需要储 

存最近的3个误差采样值 e(k)、e(k一1)、e(k一2)，相 

比必须将系统偏差的全部过去值 e(j)( =1，2，3，⋯， 

k)都存储起来的位置式 PID算法，极大地节省了内存 

空间。 

4 实验与结果分析 

图6是考察光源控制效果的实验数据，PC给定的 

控制目标电压为9．7 V，数据保存的时间间隔设定为 l 

s，所以横坐标每3 600个点也就对应1 h，此次实验持 

续时间为8 h之多。另外，控制精度约为：(9．7008— 

9．6992)／9．6992=1．65e一4。有研究表明：光源在其 

电源打开约 15 min以后稳定性变好 ，而图中的横坐 

标每一小格为 15 min，由此可见，光源系统的控制部分 

能在小于光源开机稳定时间内将光源控制在期望值的 

允许误差内，没有额外增加等待时间，提高了实验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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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720l 14401 21601 28801 

时间／s 

图6 光源控制稳定性实验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设计完全满足了设计要 

求。目前该系统已经作为自主研发的近红外光谱分析 

仪专用光源，极具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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