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MSP430单片机和神经网络 

的原油三相计量装置 

I 学 工 宁⋯ ⋯ 
摘 要 研制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神经网络的原油三相计量装置。该装置将单片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相结合用于原油三相 

计量 ，首先应用 MATLAB软件环境下专 门BP神 经网络工具箱 学习动I练原油三相计量样本点数据 ，得 到原油三相计量 的 BP神 

经网络软件模型，然后综合单片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将该软件模型嵌入到MSP430单片机实现原油三相计量．计量值由 

LED显示电路显示。实验结果表 明：该装置计量原 油三相体积流量误差小于 0．1m3／s。该装置克服 了传统仪 器难以建立精确数学 

模型等缺点，可方便计量原油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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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hree-phase measuring device of crude oil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monolitI1ic computer MSP430 and neural network
． 

The device tIlat combined the technology of monolithic computer with the artificial neurM network Was used in the three—phase mea． 

surement of crude oil．First of al1．tIle samples data of three～phase measurement of crude oil were learnt and studied by the use of the 

toolbox of BP neural network in the SOftware MA nAB．Th an by the combination of monolithic computer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echnologies．tIle software model was inserted i13．tIle monolitIlic computer MSP430 SO as to realize the three—phase measurement of 

crude oil．witIl the measuring values shown by display circuit LED．Th e experimental resul~ of this device indicate that the errors of 

measuring three--phase volume flowing rate are less tIlan 0．1 m3／s．Th e device has overcome some defaults like being di衢cult to build 

up precise math model by traditional equipments．thus making山ree--phase measurement of crude oil more convenient． 

Key words monolithic computer MSP430；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three—phase measuring device of crude 0il 

引 言 

原油三相(油、水、气)计量技术在油田开采，尤 

其是边际油田和海上油田具有特别重大的经济价 

值。原油三相计量主要装置是多相流量计f】J，但由于 

原油在流动过程中流型复杂、成分多变等原因，使得 

应用传统方法很难建立其精确的数学模型，造成原 

油三相计量技术开发研究极其困难 ，到目前为止很 

少有实用性较好的原油三相计量装置。 

随着计算机技术、单片机技术以及神经网络技 

术的飞速发展。智能式将成为原油三相计量装置发 

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基于 MSP430单片机和神经网 

络的原油三相计量装置，是将单片机和人工神经网 

络技术相结合用于原油三相计量的一种智能式装 

置。它综合了MSP430单片机技术[21智能化以及人工 

神经网络技术无需精确数学模型[31的优点，首先应 

用 MATLAB软件环境下专门BP神经网络工具箱学 

习训练原油三相计量样本点数据 ，得到原油三相计 

量的BP神经网络软件模型，然后将该软件模型嵌 

入到 MSP430单片机实现原油三相计量，计量值由 

LED显示电路显示。该装置具有体积小、无须精确 

数学模型、无放射性等特点。 

工作原理 

系统采用 MSP430单片机与 BP人工神经网络 

相结合的方法对原油三相进行计量。所用传感器为 

频率、压差、压力传感器。由于单片机运算速度及存 

储空间限制，人工神经网络的学习、训练、识别等全 

过程不可能全在单片机中运行 。因而，将传感器采 

集得到的原油三相计量样本点数据在 PC机中由 

MATLAB软件[5,61环境下专门的BP神经网络工具箱 

学习训练。得到 3—11—11—3结构BP神经网络，一个 

3神经元的输入层，用以输入对原油三相计量有较大 

影响因素的频率、压差、压力值 ；一个 3神经元输出 

层 。用以输出原油三相(油、水 、气)体积流量。两个双 

隐含层结构，第一隐含层与第二隐含层神经元数目 

均取 1 1，其根据经验公式f1)选取： 

n =、／ +a (1) 

式中， 为隐含层神经元数目，n为输入神经 

元数 目。m为输出神经元数 目，a为 1～10之间常 

数。根据公式有n =、／ +a ，隐含层神经元数目 

在 3～13之间，经 MATLAB实际学习训练，隐含层神 

经元数 目取 11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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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层激活 函数采用 tansig，输出层激活函数 

采用Durelin。训练结束后，得到如下信息： 

(1)神经 网络输入层维数 ： =3(频率 、压差 、压 

力)； 

(2)神经网络的隐含层 1神经元数 目：NI=I1； 

(3)神经网络的隐含层 2神经元数 目：Ⅳ2=11； 

(4)神经网络输出层维数：N3=3(油、气、水体积 

流量1： 

(5)输入层到隐含层 1的网络权值数 目：net．iw 

{1，1}=NlxM； 

(6)输入层到隐含层 1的网络阈值数目：net．b(1) 

= Ⅳlx1： 

(7)隐含层 1到隐含层 2的网络权值数 目：net． 

1w{2，1}=N2xN1； 

(8)隐含层 1到隐含层 2的网络阈值数 目：net．b 

(2)=N2x1； 

(9)隐含层 2到输出层的网络权值数 目：net．1w 

f3，2}=N3xN2； 

(10)隐含层 2到输 出层的网络 阈值数 目：net．b 

(3)=N3x1。 

在得 到以上神经 网络的重要参数后。就可 以编 

写神经网络计算软件并将其嵌入到 MSP430单片机 

中。在编写神经网络计算软件 中，神经元各计算节点 

需要用到以下公式： 
3 

a1嘲 (∑ 垌]+6 (2) 
i= 1 

11 

嘲 (∑ 0 ]) (3) 
= 1 

11 

a3[i]=f2(∑w3[i]~th ]) (4) 
i= 1 

式 中： 为 网络输入频率 、压差 、压力值 ；0 ， 

嘲为隐含层神经元输 出；％嘲为神经网络输 出，即 

原油油、气、水体积流量； 嘲，W 嘲为隐含层神经元 

权值 ，W 为输 出层神经元权值 ；bl[i]，b 2 为隐含层 

神经元 阈值 ，6 嘲为输出层神经元 阈值 ；函数 ()， 

()分别为隐含层激活函数 tansig： 

( )= 一1 (5) 
l+e 

和输出层激活函数 purelin： 

( )= (6) 

通过 以上知识，就可 以将单片机与神经网络技 

术结合在一起。MSP430单片机通过内部 A／D转换 

模块将频率、压差、压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送人神 

经网络计算子程序即可得到相应条件下原油油、气、 

水体积流量计量值。 

设 计 

1 硬件设计 

该装置主要由传感器模块、MSP430单片机模 

块、LED显示模块、串口电路模块 4部分组成。硬件 

电路结构框图如图 1。 

l传感器 }__一 MSP430 显 路 
单片机 

+ —_．J串口电路 

图 1 硬件 电路结构框图 

传感器模块采集频率、压差、压力等非电量模拟 

信号送至MSP430单片机，MSP430单片机通过内部 

A／D转换模块将频率、压差、压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 

值送入神经网络计算子程序 ．即可得到对应的原油 

油、气、水体积流量计量值。LED显示电路显示油、 

气、水体积流量计量值。串口电路模块用于与计算机 

进行通信 。 

2 软件设计流程图 

该装置软件流程图如图 2。单片机上电后或复 

位后，启动 A／D，循环采样频率、压差、压力信号各 

10次后，取其平均值滤波，送入神经网络计算子程 

序，网络输出油、气、水体积流量计量值由LED显示 

电路。 

图 2 流 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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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 进 

在得到以上神经网络的重要参数后，编写神经 

网络前将计算子程序嵌入到 MSP430单片机中，各 

隐含层神经元计算节点实现公式f2)(3)。由于单片机 

中的算术运算均借助于内部硬件电路实现 ．tansig 

激活函数中 指数函数运算的存在．一方面，庞大 

的运算量仅依赖于单片机内部乘法器，累加器等硬 

件实现，无疑大大加重了单片机硬件的负担。在单 

片机中运行此函数，必然大大降低单片机硬件的运 

行速度。另一方面，e 指数函数运算结果若完全存 

储必然占用单片机大量的数据存储空间；若不完全 

存储，必然影响后面神经元的计算，以致影响网络输 

出数据精度。基于此，提出一种多项式拟合函数 的 

方法改进 BP神经网络算法中S型激活函数tansig， 

用以保证在计算精度允许的范围内提高运算速度。 

多项式拟合不同区间的tansig函数，通过 MATLAB 

提供的polyfit()实现。该函数的调用形式为 ：p= 

polyfit(x,y,n)。得到如表 1拟合多项式。 

将多项式拟合函数曲线与 tansig函数曲线绘制 

于同一幅图中观察其拟合度，拟合结果如图3，为便 

于观察，n∈[-5，5】时，tansig函数曲线用实线表示，多 

项式拟合函数曲线用点表示。 
】 

0．8 

O．6 

O．4 

O．2 

O 

- 0．2 

- 0．4 

- 0．6 

— 0．8 

— 1 
一  

图 3 拟合结果 

由图 3拟合结果可见．表 1多项式拟合tansig 

函数是正确可行 的。 

表 1 拟合多项式 

表 2 实验结果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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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基于MSP430单片机和神经网络的原油三相计 

量装置实验中采用多项式拟合函数的方法改进算法 

中 S型激活 函数 tangsig与直接应用 S型激活 函数 

tangsig的神经网络，输出得到的原油三相计量值实 

验结果如表2。 

实验结果表明，该装置计量原油三相体积流量 

误差小于 0．Im3／s，可方便实现计量 。且采用多项式 

拟合函数的方法拟合 BP神经网络中S型激活函数 

tansig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基础上明显提高了速度。 

结 论 

基于 MSP430单片机和神经 网络的原油三相计 

量装置具有体积小、无须精确的数学模型、无放射性 

等特点。实验数据表明该装置计量体积流量误差小 

于 0．1m3／s。应用多项式拟合函数的方法改进 BP神 

经网路算法 中 S型激活函数 tangsig．在计算精度允 

许的范围内提高了运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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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田开发专标委气田开发分标委召开标准宣贯会 

2008年 4月 11日．由油气田开发专标委天然 

气田开发分标委、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西北气矿共 

同举办的 “气田开发标准宣贯暨有水气田开发技术 

研讨会”在成都邛崃召开。来自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气工程研究院的专家、川西 

北气矿江油、梓潼、邛崃三个作业区以及研 究所的技 

术负责人及部分技术干部、一线班组长共计54人参 

加 了会议。 

会上，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 

工程师贺伟对行业标准 《气藏开发设计调整方案编 

制技术要求》及《气藏动态分析技术要求》所涉及的 

主要 内容与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等进行 了详尽的讲 

解；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何晓东则以需持续 

稳产的平落坝气田为例。从地层边水的动态特征、规 

律、开发调整方案的编制多层面进行了分析。 

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有效提高了与会人 

员对有水气藏开发的认识．增强了气井动态分析能 

力．同时也坚定了两级机关坚持气田排水采气工作 

的信心，为川西北气矿在有水气田开发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指导。 

(肖侠摘 自《中国石油网》) 

中国石油举办 HSE培训班 

2008年4月21日至22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约 120名总经理、副总经理 

在北京中国石油干部管理学院．参加了为期两天的 

HSE培训班学习。据了解，200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将分6大片区8个班次对下属 128家企业 

的领导班子进行 HSE体 系培训 。此次培训班即为这 

一 培训计划的首个班次。培 训班开办的《中国石油 

HSE专题讲座》、《环境保护》等专题讲座引起学员 

们的兴趣。本次培训班聘请的授课教师。既有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质量安全环保部的主管人员。也 

有 国际知名公 司的专家 以及 国内知名 学府的学者 ． 

是 一次系统学习 HSE体系的好机会 

(肖侠摘 自《中国石油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