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 1 1月 农 机 化 研 究 第 1 1期 

基 于 MSP 4 3 0单 片机 的新型 杀 虫灯试 验及 探讨 

周小云 ，黄 璜 

(湖南农业大学 a．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b．农学院，长沙 410128) 

摘 要： 害虫的防治技术一直是农 、林业生产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新型节能物理防治方法具有现实意义。 

为此 ，介绍 了灯光诱杀害虫的原理和现有灯光诱杀技术存在的不足，并对现有杀虫灯利用 MSP430单片机进行 电 

路改进试验 ，用 l6种时间组合控制灯光频闪时间。试验结果显示 ：亮 2rain灭 1rain的时间组合效果最好 ，且功耗 

小 ，优 于普通杀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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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 日益突出，严重制 

约着农业的发展。为提高农产品品质，在合理使用农 

药的同时，农作物虫害物理防治技术成为一种趋势； 

而其中的杀虫灯技术是近来使用较为广泛，效果较好 

的一种。它利用害虫的趋光、趋波特性，对害虫进行 

诱集，并使其被杀虫灯的高压电网触杀，从而达到降 

低田间成虫基数，降低田间产卵量，最终达到压低虫 

口基数的目的。此灯应用地区广泛，因此对杀虫灯进 

行优化和节能改进设计是适应无公害农产品需求，积 

极响应节能节电国策的一项研究，具有积极的经济 、 

社会 、生态意义。 

1 试验的提出 

昆虫趋光行为过程中的生物光电效应作用本质 

导致了光波光强对昆虫的趋性导向控制和刺激致晕 

扑灯，实现了趋光昆虫的捕集和灭杀。利用这一原 

理，人们已提出并且发明了多种农业害虫的趋光诱杀 

方法。但是对灯光诱杀害虫的办法，一直存在有争 

议，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灯光诱虫技术也在不断的 

进步和发展。 

佳多频振式杀虫灯，是在广泛吸收了黑光灯和高 

压汞灯等诱虫灯的优点而研制成的一代新产品。该 

灯分段选用了320～400nm波长的光源，使诱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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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更佳的状态，对多种害虫都有很好的诱杀效 

果，但也存在易误杀天敌和高能耗的问题。 

萤火虫通过频闪的光亮来联络伙伴，吸引异性。 

这个特点也带给我们启示：是不是频闪的灯光状态对 

于害虫的吸引力更强?频闪是否有利于节能?目前 

的杀虫灯夜间使用时一直都是处于常亮状态，还没有 

任何试验表明杀虫灯处于频闪状态时对害虫的吸引 

力有何影响?而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低功耗杀虫灯 

的改进试验能够获得杀虫灯处于频闪状态时对于害 

虫的诱杀数据，能够分析出杀虫灯的频闪状态对于害 

虫的诱杀能力，并有助于降低功耗。 

2 改进措施 

本试验是针对型号为 Ps—l5Ⅱ／H佳多频振式杀 

虫灯进行改进，增加了节能优化控制电路，进行稳定 

的频闪开关控制。利用 Protel 99SE制作的控制电路 

图，如图 1所示；印刷电路板如图2所示。 

为降 低 功 耗，笔 者 选 用 了 MSP430单 片机。 

MSP430系列是一个 16位的、具有精简指令集的、超 

低功耗的混合型单片机，它在 1996年问世，由于它具 

有极低的功耗、丰富的片内外设和方便灵活的开发手 

段，已成为众多单片机系列中一颗耀眼的新星。 

在试 验 当 中，还用 到 了 IAR Embedded Work- 

bench，它是优秀的单片机编译器，提供了一个嵌入式 

开发的完整集成环境，包括编辑、编译、连接、调试软 

件，主要支持 8到 16位处理器。笔者利用 IAR Em— 

bedded Workbench平台对 MSP430单片机进行代码编 

写，选用了4个发光二极管，16种时间组合控制，亮灭 

时间数据可随意更改写入，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xl2x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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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6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nt；／／WDT定时中断计数 

UINT i=0；／／数组下标 

UINT onFlag=1；／／(onFlag=1)开启、(onFlag=0)熄 

灭标识 

UINT OnDat[]={40，240，240，8，4，720，8，480，720， 

1200，240，120，12，4，6，1200}；／／开启 WDT计数参 

数 

UINT OffDat[]= {20，8，4，4，4，240，8，240，120， 

240，120，240，4，2，6，480}；／／熄灭 WDT计数参数 

void main() 

{ 

P1 DIR I=BIT2+BIT3；／／BIT'2为 I1Jn，BIT3为 

Ctrl；置为输出 

P2DIRI=BIT3+BIT4： 

P3DIRI=BIT6+BIT7： 

P1OUTI=(BIT2+BI33 )； 

／／初始化时钟，应时钟为 1．843MHz为高频模式， 

必须设置 

WDTInit()；／／设置 WDT为定时器模式 

IOInit()；／／设置 IO输人为中断模式，开启 P2．1 

输人中断 

IE1 l=WDTIE；／／配置看门狗工作在定时器模式 

(允许 WDT定时中断) 

一 EINT()；／／允许(全局)中断 

LEDisp(i)； 

LPM0； 

} 

单片机控制电路测试通过后，再接上电子镇流器 

和升压器，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杀虫灯控制电路。 

图2 印刷电路板 

Fig．2 PCB 

制电路图 

Fig．1 Circuit Contm|Chaa 

3 试验结果 

在有效诱杀区内，安排 2盏灯(接虫袋内置 1毒 

瓶，一盏为普通频振灯，一盏为改进后的频振灯)其控 

制面积以单灯辐射半径 120 m计算。杀虫灯安装高 

度为 1．3～1．5 m(按虫口与地距离)。试验时间为 

6—10月，每晚20：00—23：OO开灯。每日记载诱杀的 

害虫数量。每半月更换一种时间组合。所得试验数 

据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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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种频闪时间组合中，亮 1 S灭 1 S的组合，杀虫 

效果差，但随着频闪的时间间隔加长，杀虫效果有较 

大提升。其中，亮2min灭 1min的时间组合效果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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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未改进之前的频振灯杀虫效果稍好，同时功耗有一 

定的降低。 

． ． ， ． 有广阔的前景，有待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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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of New Pest·—·killing Lamp Based on the M SP430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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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st control technology has bee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research of the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research of new 

energy —saving physical pest control method is a practical significance．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ights trapping pest prin— 

ciple and shortcomings．We improve the existing circuit of killing lamp by MSP430，control stroboscopic lighting by 1 6 

kinds of combinations of time．Test results show that two minutes—one minute time is the most effective combination， 

small power consumption，better than ordinary pest—killing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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