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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SP430单片机和 DS18B20的数字温度计 

张 军．陈慧丽 

(郑 州科技 学院 河 南 郑州 450064) 

摘要 ：为了在工业生产及过程控制 中准确测量 温度 ．设计 了一种基于低功耗 MSP430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 。整个 系统 

通过单 片机 MSP430F1l21A控 制 DSI8B20读取温度 ，采用数码管显示 。温度传感 器 DSI8B20与单片机之间通过 串口 

进行数据传输。MSP430系列单片机具有超低功耗 ，且外 围的整合性 高，DS18B20只需一个端 口即可 实现数据 通信 ，连 

接方便。通过多次实验证明．该系统的测试结果与实际环境温度一致，除了具有接 口电路简单、测量精度高、误差小、 

可靠性高等特点外，其低成本、低功耗的特点使其拥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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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0f digital thermometer based 0n MSP430 MCU and DSl81120 

ZHANG Jun，CHEN Hui—li 

(Universityfor Science&Technology ZhengZhou，Zhengzhou 45006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accurate measuring temperature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 control，a digital 

thermometer based on MSP430 MCU iS designed．The system uses MSP430Fl 121A MCU to control DS18B20．and gets the 

temperature data，which is displayed on the LED．Th e temperature sensor DS 1 8B20 an d MCU transmit data through serial 

communication．MSP430 series has ultra—low power and high integration，DS18B20 only needs one port to achieve data 

communication．Th rough many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this system is consistent with actual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Th e system ha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face circuit simple，high measuring accuracy，minor error，hi gh reliability，besi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cost and low power make it having vaster applica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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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测量是从金属(物质 )的热胀冷缩开始 ，常用的检测 

方法有 电阻式 、热 电偶式 、PN结型 、辐射型 、光纤式及石英谐 

振 型等。这些检测 方法都是基于温度 变化引起其 物理 参数 

(如电阻值 ，热 电势等 )变化 的原理 。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工 

艺的提高．出现了多种集成的数字化温度传感器【1】。 

这里提出一种基于MSP430单片机[21的小型测温系统设 

计 方案 ．主控 制器采用 MSP43O单片 机 ，数 字温度传 感器 

DS18B20通过单总线(1-wire)与单片机连接 ，系统结构简单 ， 

抗 干扰能力强 ，适合 于恶 劣环境下测量 现场温度 ，可应用于 

仓库测温 、楼字空调控制和生产过程监控等领域 。 

1 数字式温度计的总体设计 

该系统 以单片机为数字温度计的主控 制器 ，以集成数字 

温度传感器为温度信息采集单元，液晶显示器及其驱动元件 

为显示单元。系统 的基本组成框图如图 1所示。 

2 硬件组成 

系统 的主控制器选用了 TI公司的单片机 MSP430Fl 1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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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 

图 1 系统 的基本组成框图 

Fig．1 Basic composition block diagram of system 

温度传感器选用了 DALLAS公司数字式集成温度传感器 

DS18B20．采用 2位共阴极 LED数码管以及 2个 CD4511译 

码器实现温度 显示I 。系统的整体设计 电路如图 2所示 。 

2．1 主控制器 

MSP430FI 121A具有独特 的超低功耗设计 ，具有 5种低 

功 耗模 式 。给 低 功 耗 仪 表 设 计 带 来 了很 大 方 便 。 

MSP430F1121A型单片机为Flash型，可反复编程，且内部集 

成了A／D转换器 ．特别为智能式仪表、电池供电便携设备而 

设计 。MSP430F1121A特性I引如下 ： 

1)高效 16位 RISC内核 ，l6位精简指令结构 ，27条指令 ， 

125 ns指令周期时间．绝大多数指令可在 1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2)1．8 3．6 V低电压供电，有多种省电模式，功耗特别低， 

一 颗电池可工作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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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MSP43O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原理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igital thermometer based on MSP430 MCU 

3)同其他微控制器相比，带 Flash的微控制器可以将功 

耗降低 5倍，既缩小了线路板空间又降低了系统成本； 

4)6 的快速启 动时问可延 长待机 时间并使启 动更 加 

迅速 ，降低 了电池 的功耗 ； 

5)内含 l2位快速 ADC／Slope ADC，只需外接 1个 电阻 、1 

个电容即可实现高精度斜率 A／D转换； 

6)片内资源丰富，有 ADC，PWM，若干TIME，串行 口，看 

门狗，比较器，模拟信号，强大的中断功能； 

7)SP430系列产 品可以提供 多种存储 器选择 ，从 l4位 

ADCs到 I D驱 动电路 的混 合信号外设 ．简化 了各类应用 中 

MSP430的设计 ： 

8)ESD保护 ，抗干扰力特强。 

2．2 译码驱动及显 示单 元电路 

为了直观地显示出数字系统的运行状态以及工作数据 ． 

系统 的显 示 模 块 中采 用 LG5Ol1AH 共 阴极 LED数码 管 ． 

CI)451l作为显示 译码 电路 ，由 CD451l把输 进来的二进制信 

号翻译成 十进制数字 ，再由数码 管显示 出来 ，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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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温度传感器[~-71 

单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B20可以把温度信号直接转 

换成数字信号 ，每片 DS18B20含有唯一的 64位序列号 ，测温 

范 围是一55～+125 oC，完全符合系统要求。 

DSI8B20数字温度计提供 9位温度读数，指示器件的温 

度信息经过单线接 口送人 DSI8B20或从 DS18B20送出，和 

MCU之间 只需一条线连接 ．读写和完成温度变换所需 的电源 

可 以由数据线本身提供而无需外部电源。由于每个 DS18B20 

有唯一 的系列号 (silicon serial number)，因此 ，多个 DS18B20 

可存在于同一条单线总线上 ．此特性可以应用于 HVAC环境 

控制建 筑物设备 或机械 内的温度 检测 以及过程监 视和控制 

中的温度检测。 

数字温度传感器 DS18B20有如下特性： 

1)独特的单线接口只需 1个接口引脚即可通信： 

2)多点 (muhidrop)能 力 使 分 布 式 温 度 检 测 应 用 得 以 

简化 ： 

3)测量范 围从一55一+125℃增量值为 0．5℃； 

4)以9位数字值方式读出温度； 

5)在 1 S(典型值)内把温度变换为数字。 

DS18B20采用 3引脚 PR一35封装．其内部结构框图如图 

4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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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系统 4．7k( 

Fig．3 Display system 。-，。‘ 

图 3中的 D、C、B、A为 BCD码输入端，分别与主控制器 

MSP430FI121A相应的 ldO端 口连接 ， 为消隐功能端 ，行 

为灯测试端。LE为锁存端。 

单片机 MSP430F1121A对 DSI8B20测量后的数据进行 

控制处理 ，以 8421BCD码的形 式传送 至 CD45l1，CD45l1把 

BCD码转换为十进制数码送到数码管中显示。 
图 4 DS18B20内部结构框 图 

Fig．4 Intemal structure diagram  of DS18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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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软件设计 

3．1 系统程序 

系统的程序主要包 括主程序 、读 出温度子程序 、温度转 

换命令子程序、计算温度子程序和显示数据刷新子程序。 

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实时显示温度、读出并处理 DS18B20 

的测量温度值，温度测量每 1 S进行一次。其程序流程如图5 

所示。 

塑旦里墨主：堡壁l 

墨 

出温度值，温度计算处 
显示数据刷新 

发温度转换开始命令 

图5 DSl8B20温度计程序流程图 

Fig．5 Program flow chart of DS18B20 thermometer 

DS18B20采用单总线方式传输数据 ，对时序的要求 比较 

严格。MSP430单片机的控制操作不同于5l系列 ，它的I／O 

El有方向控制及输入输出寄存器，读写操作要分别控制。以 

DS18B20为 例 ，给 出在 MSP430系列单 片机语 言编 译环境 

work．bench下部分程序代码。 

Mainloop bis．b #001h，&PIOUT；定义 端 口 

call #reset
_

DS18B20；初 始 化 

nov #100．rl0 

call #delay 

call #send
_

cc：跳 过 ROM 

nov #10o．rl0 

call #delay 

call #send
一

44；温度 变换 

mov #100．r14 

call #delayl 

nov #l00．r14 

call #delay1 

call #reset DS18B20 

nOV #100，rl0 

call #delay 

call #send
_

ce：跳 过 R0M 

mov #100．rl0 

call #delay 

call #send
_

be：读暂存 器内数据 

nov #l0oO．rl0 

call #delay 

mov 舢 h．r13 

mov #O00h，r12 

— - 108- 

mov #o．r15 

mov #100，rl0 

call #delay：调用时序程序 

cal1 #read
_

data：读数据 

call #chulichengxu：调用温度 处理程序 

ca1l #xianshiehengxu；调用显示程序 

3．2 DS18B20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命令和时序 

DS18B20工作过程中的协议如下 ： 

1)初始化 ； 

2)R0M 操作命令； 

3)存储器操作命令： 

4)时序 。 

主机使用时间隙(time slots)读写 DS1820的数据位和写 

命令字的位 。 

由于DS18B20采用单总线协议方式．即在 l根数据线实 

现数据的双向传输，而对 MSP430Fl121A单片机来说 。硬件 

上并不支持单总线协议 ．因此 ，必须采用软件方法模拟单总 

线的协议 时序 。完成对 DS18B20的访 问。 

DSI8B20在 1根I／0线上读写数据，因此。对读写的数据 

位有着严格的时序要求。DS18B20有严格的通信协议来保证 

各位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该协议定义了初始化时序、读时序、写时序。 

3．3 温度数据的计算处理方法 

从 DS18B20读取出的二进制值必须先转换成十进制值， 

才能用于字符的显示。因为DSl8B20的转换精度为9—12位 

可选的。为了提高精度采用 l2位。在采用 l2位转换精度时。 

温度寄存器里的值是以0．062 5为步进的。即温度值为寄存 

器里的二进制值乘以0．o62 5，就是实际的十进制温度值。一 

个十进制值和二进制值之间有很明显的关系，就是把二进制 

的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 节组 成一个字 节 ，这 

个字节的二进制值化为十进制值后 ，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 

分。小数部分因为是半个字节 ，所以二进制值范围是0一F，转 

换成 了十进制小数值就 是 0．062 5的倍 数(O～l5倍 )，这样需 

要 4位的数码管来显示小数部分．实际应用可以采用 l位数 

码管来显示小数，可以精确到O．1℃。 

4 系统调试 

4．1 硬件检测和调试 

硬件调试比较简单．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由于主控制 

器(MSP430F1121A单片机)部分是集成在利尔达单片机技术 

有限公司MSP430仿真器 FET上的。因此主要是对 DS18B20 

测温模块以及 LED数字显示模块进行硬件检测和调试。 

4．2 软件调试 

本程序采用单片机 MSP430的语 言编写 ，用 IAR System 

公 司开发 的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O Kickstart 

编译器编程调试。进入 IAR Embedded Workbench集成环境， 

然后在该环境下建立～个项目．进入源程序编辑界面。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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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进行源程序的编辑，编译结束后 ，源文件编译通过之后，将 

生成目标代码。最后进入CSPY调试环境，如图6所示。 

图 6 CSPY工作界面 

Fig．6 Wo~ing interface of CSPY 

在 CSPY环境中，分别进行主程序、读出温度子程序、温度 

转换命令子程序、计算温度子程序、显示数据刷新等子程序的 

编程及调试．通过观察寄存器的窗口来判断从 DSI8B20数字 

温度计读取的数据是否准确。由于该数字温度测试仪的时序 

要求比较严。把握读写时隙才能准确地测量出温度数值。因此 

在 CSPY工作环境下，通过观察程序运行的结果来断定程序的 

正 确 以及 准 确 度 。在 出现 错误 时 返 回 IAR Embedded 

bench工作界面，重新对程序进行编写和修改。 

4．3 整体调试 

通过硬件和软件的调试后 。连接各个模块。由于主控制 

器 模 块 采 用 MSP430仿 真 调 试 器 FET， 其 集 成 有 

MSP430F1 121A单片机以及与其相关的外围模块，通过计算 

机串口连接并由计算机的串口供电(实际工作电压为 2．5 v)， 

进入相关的调试控制程序后对单片机进行管理和操作。 

温度测量以及显示模块焊接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由直流 

稳压电源提供 3 V的电压。通过数据线将 3个主要模块连 

接，DSI8B20数字温度计的数据端与 MSP43OFl121A单片机 

的数据端连接 。为了保 证温度数据 的正 常读取 ．必须将 二者 

的接地端短接，以保证其电势相等。接通电源后，由计算机进 

入 MSP430调试环境 ，运行程序 ，这时 LED数码管开始显示 

⋯00(程序的开始复位信号)，然后显示由DS18B20检测的温 

度数值。整体的调试过程必须一直调试到能正常的显示温度 

值，而且在有温度变化时显示温度能改变就基本完成。 

5 结 论 

在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温度测试仪的设计中。在低功 

耗设计方面，首先是选择低功耗元件。从单片机、传感器和 

LE D显示器及其驱动电路。都尽量选择市场上功耗最低的产 

品；其次在硬件电路设计方面，降低系统工作电压；再次 ．是 

软件设计融入低功耗思想，核心的方法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需要的工作完成，然后立即进入休息状态，不论在工作还 

是休息状态，立即关闭不必要的模块，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功 

耗，例如，采样间歇状态时，关闭单片机内部除看门狗定时器 

之外的所有模块，切断传感器和放大器的供电。将外部存储 

器置于休眠状态，只有显示器处于活动状态，最大限度地降 

低了功耗。这些低功耗的措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成功地控 

制了MSP430单片机的温度测试仪的功耗。使用 MSP430为 

核心构成的便携式系统 ，MSP43O单片机的温度测试仪电池 

的使用寿命可以比基于一般 CPU的系统延长 3～5倍。在降 

低成本 的措施方 面 ，满足性 能的前提 下 。尽量选择 低成本元 

件 ，显示部 分采用 了 CIM5ll进行驱动显示 ，温度测量采用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具有线路简单，体积小的特点。因 

此用它来组成一个测温系统 ．在一根通信线上可以挂多个数 

字温度测试仪，十分方便。相比其他的温度传感器，该系统设 

计具有结构简单、分辨率高、可调节的特点，且无需硬件同步 

时钟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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