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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SP43O单片机的智能化电动警报执行终端的设计 
李胜明 高成炳 吕实诚 

摘 要：利用MsP430系列单片机对终端的数据采集及数据传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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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执行终端的硬件设计 

硬件电路主要是微处理器控制系统对警报执行终端的 

信息采集，包括电动机的转速、电动机的输入电压和输入电 

流，其整体框图如图 1所示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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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电动机转速的测量 

MSP43O系列具有 12位 ADC，输入信号可直接送入单 

片机进行 12位 A／D转换而无需外围扩展 A／D转换芯 

片，多种不同的采样模式可以有效降低软件的复杂性。为了 

使MsP430单片机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及更好地去除外界干 

扰信号的影响，对输入信号进行光耦隔离采样，并对交流输 

入信号进行提升，使其信号电平处于0～vcc之间变化，适合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A／D采样范围。MSP43O系列单片机 

的A／D采样精度可达 12位，最高采样速率可达 2o0kbDs， 

具有采棒保持功能的ADC内核，可控制的转换存储和参考 

电平发生器，采样时钟源及转换时序电路可选。可利用其内 

部的参考电平进行A／D 的测试，参考电平从 0～Vcc可选。 

目前大部分警报器为电动警报器，是由三相交流异步 

电机的转动发声，对交流相电量参数的测量可知电机的工 

作状态，如是否有缺相或相电压异常情况出现，以便能及时 

进行检修。 

电动机的转速选用开关型霍尔传感器Ss4l，当磁性物 

件接近时，开关检测面上的霍尔元件因霍尔效应而使开关 

内部电路发生变化，由此识别附近有磁性物质的存在，将变 

化的磁信号转换成电压输出。测量转速的电路原理如图2 

所示。 

图2中LM33l比较器、R2、R3用于调整比较器的基准 

莲  —口— +HT+卜一百==—J-J’ 口 甚tsv 
图2测量转速电路原理图 图3电动机电压测量接法 

电压，设定为 O．25V，当传感器输出电压高于基准电压时， 

比较器输出+5v，反之则输出 0V。 

1。2 电动机输入量的测量 

采用霍尔电压电流传感器测量电动机的输入量，霍尔 

电压电流传感器具有优越的电性能，是一种先进的、能隔离 

主回路和电子控制电路的点检测元件，综合了互感器和分 

流器的所有优点，又克服了互感器和分流器的不足。 

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测量各种类型的电流，从直流电 

到几十千赫兹的交流电，其所依据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霍尔 

效应原理。 

当原边导线经过电流传感器时，原边电流 II'会产生磁 

力线，原边磁力线集中在磁芯气隙周围，内置在磁芯气隙中 

的霍尔电片可产生和原边磁力线成正比的，大小仅为几毫 

伏的感应电压，通过后续电子电路可把这个微小的信号转 

变成副边电流IS，并存在以下关系式：IS Ns= }NP。 

其中：Is一副边电流；IP一原边电流；NP一原边线圈匝数； 

NS一副边线圈匝数；NP／NS一匝数比，一般取 NP=l。 

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副边电流IS，与输入信号 

(原边电流IP)成正比，IS一般很小，只有 1O000mA。如果 

输出电流经过测量电阻RM，则可以得到一个与原边电流成 

正比的大小为几伏的电压输出信号。电动机的电压测量接 

法如图3所示。 

+HT为原边端子，分别接输入的交流电压和地：M为信 

号输出端，输入端串联的电阻 R的大小由下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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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xcel 2OO3成绩质量分析表的设计与制作 
李祥杰’ 杨忠伟 

摘 要 ：本文以我校成绩质量分析表为例。介绍了在Exce1 2o03中．快速进行成绩质量分析的方甚与技巧。 

关键词：图表 成绩分布曲线 成绩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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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gn and Fo珊 atjon of Grade Qllaljt)，Analysis Cllart Based on ExceJ 2O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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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阻de ana1ysis chans 0f our c0uege，the paper presems山e methods and sk．us 0f g阻de aJ18lysis in 

Excd 2oo3． 

Keyw0rd． ChaIt Gmde st曲ution Function G礴de QIlality Analysis 

在进行成绩质量分析和撰写分析报告时，通常做法是 I4：I29)，计算 “平均分”。 

根据需要用手工或计算器计算出总分、平均分、各分数段的 (2)求各分数段及参加考试人数 

人数及所占比例等数据，有时还要手工绘制成绩分布曲线 ① 在“G41”单元格中编辑公式：=c0uNrI1F(D4：D47。 

图。不仅计算制作麻烦，还会出错，曲线图也不美观。而上述 “>=90”)+C0uM1F(I4：I29，“>：9O”)，计算成绩在90分 

的操作完全可以通过 Excel中公式编辑和图表功能来完成。 以上的人数； 

成绩质量分析报告包括“成绩单”和“成绩质量分析” ② 在 “G42” 单元格中编辑公式：：suM(c0uN11F 

两个表，包含学生的 “学号”、“姓名”、“成绩”等基本信 (D4：D47，“>=”＆f8O，901) {1，一1l+C0UN，nF(I4：I29，“>：” 

息 ，成绩分析所需的考试 “人数 ”、“总分 ”、 “平均分 ”、 & {80，9O)) {1，一1))，计算大于等于 80分小于 90分的人 

“各分数段人数”与“所占百分比”等数据。具体设计如下： 数； 

1成绩单设计与制作 ③ 在 “G43”单元格中编辑公式：=suM(couNrI1IF 

1．1页面与格式设置 (D4：D47，“>=”&{70，80}) {1，一1】+COuN11F(I4：I29，“>=” 

启动微软Excel 2o03组件，按“成绩单”表样式进行格 &{70，80}) {l，一1})，计算成绩大于等于 7O分小于80分的 

式设计并完成基本信息的输入 ，其 中把 “D4：D47”和 “I4： 人数； 

I29，’区域命名“成绩，’区域。设置纸张大小、页边距、居中方 ④ 在 “( ”单元格中编辑公式：=suM(c0uNrI’IF 

式等属性，设置打印区域为 “A1：I8”。 (D4：D47，“>=”&{60，70】) {1，一11+COUN1『1F(I4：I29，“>=” 

1．2编辑公式 &{6o，70)) {1，一1))，计算成绩大于等于 60分小于 70分的 

根据 “成绩单”中所需的数据，在相应位置编辑公式。 人数； 

将成绩区域作为数据来源区域，因当前该区域中并没有输 ⑤ 在“( 5”单元格中编辑公式．=C0uNⅡF(D4：D47， 

入数据，所以当公式编辑完成后，单元格仍显示为“空”或 “<6O”)+COuN11F(I4：I29，“<60”)，计算成绩低于6O分 

是“#DIV／0 1”。具体操作如下： 的人数： 

(1)求总分和平均分 ⑥ 在“G46”单元格中编辑公式：=SUM(G41：G45)， 

① 在“G47”单元格中编辑公式：=SuM(D4：D47。I4： 计算参加考试的人数。 

I29)，计算 “总分”： (3)计算各分数段人数及所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② 在“I47’’单元格中编辑公式：=AvERAGE(D4：D47， ① 在“H41”单元格中编辑公式．=G41／$G$46，计算 

成绩在90分以上的人数占考试总人数百分比； 
·

v ·V ·v ·V ·v ·v ·V ．、y· V -、 V ·v -V ·V · V ·V · V · 、 -V ·＼^V ·V ·V ·＼ 

R= 一R 
iD 

VP一被测电压，即电动机输入电压；I 一额定输入电流， 

通常取 1OmA；R 传感器的原边内阻。 

2结束语 

MSP430单片机内部集成了A／D，可实现执行终端的 

数据采集，通过 LED液晶显示各个数据 ，或通过无线传输 

^。 ^ I＼ W  ^ ， 0 

实时发送执行终端的信息状态并进行自我诊断，从而达到 

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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