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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 S P430单片机的智能同步开关控制系统 
The Control System of Intelligent Synchronous Vacuum Switch Base on MSP430 

(河南教育学院电路与系统重点学科)来清民 张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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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一种基于 MSP430F449单片机的智能同步开关控制 系统，该系统通过对 电网的相 电压、相 电流进行采样 ，利用过零 

信 号控制 高压 开关接 通 和 断开 的时 间 ，使得 开关的 主 触 头分 别在 电压 的过 零 点 附近合 上 ，在 电流 的过 零 点 附近 断 开 ，消除 

容性 负载 的浪 涌 电流和 感性 负载 的感应 电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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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MSP430F449 microcontroller in the control system of intelligent synchronous vacu． 

um switch。 this system can control turn-on and turn-off time of the high voltage switch making use of the zero-pass signal and by 

adopting phase voltage and electric current of the electrical network． ， it Can be connected when the voltage is zero and it can be 

broken away when the electric current iS zero． then it can eliminate the wave—like electric current with capacitive load and the in． 

ductive voltage with inductive load 、this system can also figure out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phase voltage and electric current and 

power factor．monitoring tIle run parameter of the electrical network an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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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同步开关是用于接通、分断电力系统及对各种故障进行保 

护控制的必备部件，广泛应用于各类电网的供配电系统中。但 

是，传统的同步开关的动作相位是随机的，在接通和分断电力系 

统时容易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和很高的感应电压．降低开关设 

备的使用寿命和电力系统的供电质量。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 

发展，人们对同步开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利用微处理技术 

使其智能化，提高开关的通断性能和保护能力。本文就是利用微 

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设计的智能同步开关控制系统。 

1 智能同步开关的基本原理 

同步开关的操作机构是典型的机械系统，其操作机构是连 

杆与锁扣的能量供应系统 ：因此操作过程环节多、累计运动公 

差大、响应速度缓慢及可控制性差。对交流信号效应时间的分 

散性达毫秒级 而智能同步开关操作系统依赖计算机微处理技 

术和电力电子器件的控制，可以大大提高开关的响应速度和精 

度，达到较高的可控性和可靠性，实现智能化同步操作。智能同 

步开关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控制开关接通和断开的时间．使得开 

关的主触头分别在电压的过零点附近合上，在电流的过零点附 

近断开。从理论上讲 ，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容性负载的浪涌电流 

和感性负载的感应电压。为了实现开关触头的同步操作．控制 

系统通过微处理器采集电网的电压和电流信号，经过处理得到 

准确的电压和电流的过零点，作为控制开关通断的时间基准。 

当接到用户的开、合闸命令后。控制系统以相应的电压电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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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时刻为基准，经设定的延时后发出控制命令，驱动操作电路 

对开关的触头进行操作，以使得开关主触头在接下来的电压或 

电流过零点时刻完成操作。为了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和了解电 

网运行的状况，控制系统也能对电网的电压、电流、功率等运行 

参数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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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硬件系统结构 

2 系统的硬件结构 

智能同步开关控制系统的硬件结构如图 1所示。主要包含 

微处理器核心模块、输入信号处理模块、键盘显示模块、RS232 

串口驱动模块、功率输出驱动模块和输出信号反馈模块。 

2．1微处理器核心模块 

微处理器核心模块是智能同步开关的核心部分．由 

MSP430F449和外围电路构成。它根据用户的命令．完成对输入 

信号的A／D转换、处理和计算，输出控制信号，控制高压开关的 

主触头在电压的过零点附近闭合．或在电流的过零点附近断 

开。并驱动LCD显示屏显示电网的各种运行参数。 

2．2输入信号采集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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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P430F449片内的 A／D转换器 ADC12，采用逐次逼近原 

理，具有 12位分辨率，其中高 2位由电阻网络获得，低 10位由 

电容网络获得，最高采样速率可达每秒 2 x105次。ADC12有内 

置的采样保持电路，有 8个内部模拟输入通道，每个通道可独立 

选择内外正负参考电压源。片内有 l6组采样寄存器。其中一个 

16位寄存器存放转换结果，一个8位寄存器存放采样通道号、 

参考电压选择及序列标志。用户可以预先设置好通道顺序及参 

数，并用序列标志指明序列的结束位置，这一结构可以减少采样 

控制软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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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输入电压和电流采样电路 

三相电压信号采用分压电路采集，三相电流信号由电流互 

感器采集，电路如图 2所示。输入的电压和电流模拟信号先进 

行二阶滤波，以滤除高频干扰信号 ，然后通过交直流变换将正 

弦波信号转换为与其幅值成正比的直流信号，以利于微处理器 

的ADC模块采样。输入的电压、电流信号经过滤波后，在输入 

电压比较电路就可得到对应的占空比为 50％、频率为 50Hz的 

方波信号，方波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是交流电压和电流的过 

零点．过零检测电路如图 3所示。电压或电流过零点检测的原 

理如图 4所示。当方波从 E点输入后 ，通过 CR组成的微分电 

路产生向上的尖峰脉冲和向下的尖峰脉冲，这两个尖峰脉冲分 

别与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对应。上升尖峰脉冲由D3整流后 

送到比较器 G的正输入端，从而使比较器 G输出一个正脉冲； 

下降尖峰脉冲由D4整流后送到比较器 H的负输入端，则比较 

器 H也输出一个正脉冲。这两个正脉冲通过反相后加到与门 I， 

最后在I输出一个同步脉冲，作为过零点检测的依据。图3中 

采用了施密特触发器以防止输出方波在输入信号过零点附近 

产生频繁跳变，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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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过零检测电路 

为了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及时了解电网运行的状况，控制 

系统也能对电网的各种运行参数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显示。 

4 系统的软件设计 

智能同步开关控制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实时控制系统，在运 

行中要保证采样、计算、保护、控制和通信等诸多任务及时、有 

序、高效的完成。因此在程序设计上，采用 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 

合编程．C语言构建软件系统的整体框架，中断处理、定时器等 

用汇编语言实现。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的实时性和可 

靠性。 

UO1 

E 

F 

G 

H 

I 

L 

、̂＼ 
L 

L 

＼ 、 、 
L 

．／ ， 
] n ] 

] ] 

I } I l l 

图4过零检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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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主程序流程图 

系统软件设计主要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将全部功能划分为 

主模块及功能模块。在具体实现时则采用中断与查询相结合的 

办法，运用任务调度的设计思想，优先级高的任务通过中断来实 

现，而低优先级的任务则通过设置和查询标志的方法来调用各个 

功能模块。整个系统软件由主程序、过零检测处理程序、键盘中 

断服务程序、数据采集处理子程序、显示程序、开关控制程序和 

通信程序等模块构成。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讨论并给出主程 

序和数据采集程序的流程图。主程序主要完成系统初始化装置 

自检、查询等工作．主程序流程图如图5所示。数据采集程序主 

要进行对电网的电流和电压的采样和滤波处理。在每—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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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前一个周期采样点计算一次电压、电流数字量有效值和有 

功、无功功率，在每 16个周期后对 电压、电流数字量有效值做一次 

平均滤波处理，计算出实际值并刷新，在每32个周期后进行有功、 

无功数字量的平均滤波与刷新。数据采集程序如图6所示。 

图6数据采集程序流程图 

5 结论 

本文的创新点是采用了MSP430F449单片机作为设计方 

案的核心，因此 MSP430F449单片机片上丰富的外围功能模块 

使得外围电路得以大大简化，从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运行可靠 

性。经实验表明，智能高压同步开关有以下优点：1、提高开关的 

寿命和性能 ；2、改善电网电能的质量；3、避免配电设备的脱扣 

的误动作；4、减少电网设备的瞬态过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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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gsm(datas，no)； 若发送失败，则终端重启后再次尝试发 

送 ／ 

return(a)； 

} 

其中，gprs()模块具体实现相关数据的 gprs方式发送；gsm() 

具体实现相关数据的SMS方式发送。 

软件是按照层次化、模块化设计的原则，使各层之间的关联 

尽量少。做到无论下层软件具体如何变化与修改，只要接 口不 

变，便不会影响到上层软件。 

4 结束语 

该系统现已投入使用。现场运行表明，这种遥测终端工作稳 

定、数据传输决、实时性好、误码率低。除了取用水量、水位的测量 

传输之外，还可用于雨量、温度等的测量，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作者创新点：根据GSM与GPRS各自的特点，在进行 

系统重要参数设置或更新时，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和可 

靠，采用SMS(Short Message Service)通信方式；在进行数据传送 

时，首选 GPRS通信方式 ，当 GPRS拨号失败后 ，SMS作为另外 
一 种选择传送数据。这样，可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安全性与 

稳定性 ，亦可节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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