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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智能型流量积算仪 

李亚南，姜印平，李志丹 

(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 天津 300072) 

摘 要：针对目前国内许多测量天然气的场合还在大量应用机械式罗茨流量计的现状，本文研制了一种基于零功耗脉冲传感 

器的智能流量积算仪。积算仪将罗茨流量计的计量原理与单片机结合起来，采用先进的电子线路和软件，开发成具有多种功 

能、数字显示的智能型表头。经过理论推导和实验研究，证明这种智能流量积算仪能够在低功耗和高精度2个方面取得很好的 

效果，并且设计方案切实可行，已经逐步在市场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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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flow totalizer based on M SP430 single chip microcontroHer 

Li Yanan，Jiang Yinping，Li Zhidan 

(Department ofAutomation，扎 咖 University，扎 300072，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a great deal ofmechanical Roots flowmeters are widely used in nat- 

ural gas flow measurement，an  intelligent flow totalizer based on zero power pulse sensor Was developed．The fl0w to- 

talizer combines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 of Roots flowmeter with single chip microprocessor，adopts advanced e· 

lectronic circuits an d software，an d is developed as a muhifunctional，digital display intelligent meter head．Th eoret- 

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 prove that the intelligent flow totalizer has favour~le performance in low power 

an d hiSh accuracy．Th e design is feasible an d the totalizer is being applied step by step in the market． 

Key words：MSP430F149；flow totalizer；Wiegand sensor；meter factor 

1 引 言 

至今为止，工业用流量仪表种类多达60余种，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到目前还没有一种对任何流体、任何量程、 

任何流动状态以及任何使用条件都适用的流量仪表，每 

种流量仪表都有它特定的适用性，也有其局限性。选择 

合适的流量仪表也就变成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这就 

需要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仔细而深入地考虑并权衡许多 

与测量问题有关的因素。本积算仪将罗茨流量计的计量 

原理与单片微机结合起来，采用先进的电子线路和软件， 

开发了一款具有多种功能、数字显示的智能型表头。 

该装置提高了流量计在气体流量测量中的准确度。 

利用零功耗磁敏传感器从根本上降低了流量计的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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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流量计的使用寿命；对理想气体的修正有效地实 

现了温度压力补偿，提高了流量计的精度。研制新型流 

量计的同时尽量降低成本，使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 

2 系统硬件设计 

控制核心单元选用的是美国JrI公司生产的单片机 

MSP430F149，图1所示为本文系统的结构框图。系统控 

制器为一片MSP430F149单片机。外部模块包括压力检 

测、温度检测、脉冲信号检测、电源模块、键盘模块、液晶 

显示模块、标准电流输出、时钟芯片等。 

JrI公司生产的 MSP430F149是 16位 RISC结构 FLASH 

型单片机，配备12位A／D、硬件乘法器、PWM、USART等模 

块，多种低功耗模式设计，非常适合于低功耗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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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Fig．1 System structure 

对于具有温压补偿的流量计来说，它的准确与否直 

接影响流量参数的测量精度。为了得到较高得测量精 

度，采用了数字式温度传感器 DS18B20对温度信号进行 

采集 ，然后再进入 MSP430单片机的 A／D转换模块转换 

为数字量。DS18B20数字传感器的测温系统简单、测温 

精度高、连接方便、占用口线少等优点。输出的是带有正 

负号的 12位数字信号。 

压力传感器选用 MC系列压力传感器，需要有恒流 

源供电，本系统选用恒流源控制芯片 LM334。在采集压 

力时，恒流源控制芯片LM334工作，给压力传感器提供 

大约1 mA左右的电流，这样，压力传感器就能够精确的 

检测到电压，进入到放大电路的输入端。MSP430F149内 

部带有 12位的A／D转换模块 ，对于2．5 V的基准，分辨 

率可以达到0．6 mV。 

脉冲信号的检测采用的是韦根传感器，其工作原理 

是：传感器中的双稳态功能合金材料在交变外磁场的激 

励下，磁化方向瞬间发生翻转，而当外磁场撤离后，它瞬 

间恢复到原有的磁化方向。这种传感器的最大特点是： 

无须使用外加电源(零功耗 )、无机械触点 、无震动影响 

等，适用于微功耗仪表。传感器工作时无须使用外加电 

源，适用于微功耗仪表；可实现超低速(零速)检测；传感器 

与永磁体间的可工作距离大，可以达到15 mm，输出不低于 

3 V；30 mm时，仍然可以输出100 mV以上；工作温度范围 

宽达一80～+260 oC，基本上满足流量计的工作要求。 

为了能够实现流量信号的远传需要将流量信号转换 

为4～20 mA的标准电流信号，也就是标准电流输出单 

元。本单元的核心部分是采用 AM402芯片来实现的，单 

片机通过调整占空比将流量信号转换为管脚的 PWM脉 

冲，然后再经过 AM402转换为标准的 4～20 mA电流信 

号进行远距离传输。在使用 4～20 mA输出时需要使用 

24 V电源供电。 

数据存储功能可以通过键盘设定起始存储时间，智 

能仪表将根据人为设定的起始存储时间每隔一天保存一 

次数据，数据存储期间起始时间可重新设定，保存的参数 

包括时间(年，月，日，时，分)、累积流量、瞬时流量、仪表 

系数、温度、压力。数据存储单元采用64 K bit非易失性 

铁电存储器 FM24CL64，这种存储器读写次数无限制，掉 

电数据保持 10年，写数据无延迟，采用先进的高可靠性 

的铁电制造工艺。 

在没有流量信号时，把单片机设置为低功耗模式，工 

作电流只有几个微安；如果有流量信号到来，则进入中断 

把单片 机唤 醒，进 入工 作状 态，平 均工作 电流大 约 

400 A，对于容量为 16 Ah的锂电池来说，能够保障积 

算仪正常工作4～5年，这一点已经在实际的应用中得到 

了验证。图 2为电池电压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在最初的几年里电池电压变化缓慢，从第 4年开始逐渐 

衰减，此时需要更换新的电池。 

图2 电池电压随时间变化曲线 

Fig．2 Curve of battery voltage VS．time 

3 数学模型与软件设计 

3．1 数学模型 

为了说明真实气体与理想气体的差异程度，定义压 

缩系数Z，它是用来衡量实际气体接近理想气体程度的 

参数 ： 

Z=PWnRT (1) 

可以改写为： 

P = =z =z 尺 =z N (2) 

争= 
令 K =K +AK，AK为实际状况和标准状况下仪表 

系数的偏差。则 ： 

=  =  ·一△K／K1 AK／K 
^+△ +  ̂ 一 

由于 AK／K 一 0，所以1一AK／Kb 1 

4  3  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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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F ：Fk。 

因此，检测出脉冲频率／后 ，再依据折算因子 k，即可 

算出标况下的脉冲频率 。有了 之后，就可以按照已知 

的函数关系计算得到标况下的仪表系数 。 

t 
F b Fk F F 

、 、 

． 

一

Kb —KJ—k ， 

式中：K = ／k，称之为折算仪表系数。 

3．2 软件设计 

软件的主流程图如图3所示。单片机在上电和复位 

的时候，先要执行初始化程序。然后，依次判断功能模块 

的标志位，当标志位有效时，执行该功能模块的程序，如 

标志位无效，则跳过向下执行。当程序执行到最后，再循 

环返回到初始化之后。 

图3 主程序流程图 

Fig．3 Programme flow chart 

标准电流模块和 RS485通信模块标志位是由扫描拨 

码开关部分所决定的；数据存储部分通过不断地读取 

DS1307来判断是否到了预先设定的存储时间，到存储时 

间后进人数据存储子程序。 

如果脉冲频率．厂较低时相对误差达到 1．25％，可见 

误差不可忽略，因此采用直接采集方法有着很大的缺陷。 

为了弥补直接采集脉冲产生误差过大的缺陷，在小流量 

时采用测周期转换频率的方法，就是测得相邻2个脉冲 

之间的周期r，将之取倒数，即得脉冲频率。 

RS485通信实现了数据的远程传输，使得人们不必 

直接到现场去查看各种仪表参数，通过观看通讯界面即 

可获得当前和历史数据。对脉冲频率算法上的改进使仪 

表的精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本智能仪表方便地实现了 

PC与多台流量计测量仪表的串行通信功能，采用 VB6．0 

做成的通信界面操作简单 叮靠，可以将仪表所存储的历 

史数据保存到文件中进行数据库管理。 

流量计积算仪表回传数据时即可在主机上引发 On． 

Comm()事件，首先判断接收数据的完整性，然后将数据 
一 次全部读到所定义的变量参数中，分别取出各个字节， 

解析出意义，在屏幕上显示，同时利用 VB的文件操作， 

将数据存入随机文件中，文件路径可以自由选择，同时可 

以通过年、月、日进行历史数据查询。本智能仪表已经实 

现了连续存储512组数据，存储时间可以随时改变。 

4 结束语 

本智能流量积算仪已经在华北、东北以及南方的部 

分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同类产品相比，硬件结构简 

单、软件功能强大，大大降低了仪表的故障率。可以适应 
一 30 aC的低温，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通过零功耗的 

磁敏传感器，使流量信号的可靠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除 

了可以与罗茨流量计配合进行各种数据处理以外。还可 

以与其他脉冲型仪表进行匹配，进行数据处理。利用压 

缩系数z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修正，实现精确的温压补 

偿，使流量仪表工作智能化、科学化，成本较低，更具市场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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