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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type of ultra—low—power mierocontroller MSP430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 

developme nt of a new type of intelligent warer meter is give．as w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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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老式水表结构上存在的缺陷及传统的自来水收费方 

式存着计量不准确 、水表易被人为破坏 、管理费时费力等 

问题it]。这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供水部门，产品急需更新 

换代。笔者开发的智能水表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开 

发的。本项目开发的是体积较小的高度集成和数字控制 

的表阀一体化非接触式IC卡智能水表，可以精确测量和 

控制用水量。 

2 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新型水表系统构成 

新型水表的控制系统组成如图 l所示 ，主要分为以 

下几个部分：即主控 CPU、检测计量单元、阀门控制系统、 

IC卡通讯、电源监控系统、液晶显示及声音报警等子系统。 

2．J MSP430系列单片机性能简介 

本系统的核心元件采用的是 TI公司的 MSP430系列 

单片机。该单片机是一种具有超低功耗特性的功能较全 

的低成本 16位单片机，它特别适合应用在各种要求低功 

耗的场所 ，如应用电池的场合或手持设备上，它的硬件乘 

法器大大加强了其功能并提供 了软硬件相兼容的范围， 

提高了数据处理能力。同时，该系列单片机将大量的外围 

模块整合到片内，特别适合于设计片上系统 ，有不同型号 

的器件可供选择 ，给设计者带来很大的灵活性 。适应工 

业级应用环境 MSP430的运行环境温度范围为一40~C～ 

85℃ 。该系列单片机的主要特点 ：电源消耗的超低功耗 

及 CPU外围的高度整合性。它具有多种省电模式，功耗 

特别低 。一颗电池可工作 l0年 ，在液晶显示时也能达到 

0．81xA的低电能消耗。 

2．2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功能开发 

笔者设计的水表控制系统中，MSP430单片机主要应 

用在包括水流信号的检测、采集处理以及对外围辅助电 

路的实时监控。主要体现在： 

(1)水流信号的检测及处理 

来自流量计传感器的水流信号经前置电路处理后。 

转换成一系列可供测量的电压脉冲信号[6】。这些脉冲信号 

由单片机的TIMER—A定时器进行捕获并由中断服务程 

序实时记录，经过积算处理后，可以准确地转换成用户的 

耗水量，从而可以达到对微小流量进行精确计量的目的 

(预期目标是0．01 m 以下)。 

(2)阀门控制系统 

阀门控制系统由电磁阀与电磁阀驱动电路组成。电 

磁阀驱动电路利用 MSP430单片机的基本 I／0口输 出控 

制信号，经放大后用以控制电磁阀的开启与关闭。为保证 

水表长时间使用的可靠性及关断水流的有效性，需要电 

磁阀开启可靠灵活，功耗小。我们采用的是改进后的双稳 

态自保持电磁阀，使用时，在线圈上加正向脉冲开启，加 

反向脉冲关闭。在持续关闭或持续开启期间，没有电能消 

耗。和常规电磁阀相比，具有不烧毁线圈 、耗电低、无噪音 

等优点，特别适合应用在低功耗场合 】。 

(3)电源监控系统 

为确保水表可靠运行，配备厂电源监控系统。当电源 

电压降至一定值后，水表会将有用信息保存，同时关闭水 

机械工程师 2005年第3期 7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阀并发 报警信号。更换电池后 ，水表会自动恢复有用的 

数据并重新开始工作。 

(4)IC卡通讯 

非接触式 Ic卡又称射频卡，是射频识别技术和 lc 

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应用的可靠性高、操作速度 

快等优点 ，冈而特别适用于 自动收费系统 、公共交通 自动 

售 检 票 系统 等环 境 。本 项 目选 用 的 是 海 华 虹 的 

SHC1704读写器芯片和 SHCl 101非接触式 Ic卡芯片绀 

成 Ic卡渎写模块 。Ic卡存储容量为 8K，数据保持时问大 

于 l0年，擦写次数大于 l0万次，充分保证了其使月J寿命 

和可靠性。 

(5)液晶显示和声音报警系统 

为了仃一个良好的人机界面，便于管理及用户使用， 

利用液晶 爪相关数据和状态信息。MSP430F449单片机 

白带内置 LCD驱动器 160段 ，可以缩小体积 ，降低成本， 

在休眠模式下典型电流仅为0．7 A。采用外部按键触发 

引起中断或插拔 IC 开启液品，显示关键信息，并降低 

了功耗。 

当有异常情况发生 ，如有人为破坏事件，或可用水数 

低于设定值或电池电 低于设定 作电压时，蜂鸣器仝 

发 报警信号提示用户引起注意。 

3 控制系统软件流程设计 

本 系统软件采用 MSP430系列 的 C语言进行开发． 

它 与标准 c语言兼容程度高，开发调试的集成环境和人 

机界面良好 南于 IAR公 司提供的 c语言集成调试虾境 

和 c语 吉‘调试器的广泛应用，配合 (：语言的简洁 、直脱 、 

高效等特点，可以极大地缩短开发周期、降低 {：发成小， 

而且开发m束的系统易于维护、可靠性高 、可移植性强，HlJ 

使在代码的使用效率 ，也完全可以和汇编语音枉{比 

项 目中 片机控制软件采用 C430开发 ，主要包括 丰程 

序、中断服务程序及几个功能子模块 主程序结构流 

如图 2所示 、 

3．i i程 序 

主稗序手婴用于系统初始化，判断是 符合用水条 

件 经比较 、判断后，／j‘执行相应的开启 、关断、显示等功能 

．2 两个外部中断子程序 
一

个外部中断子程序是南插 动作触发、这个中 

服务程序包括 Ic卡密码的认证 、卡中可用水 的凌八及 

不同条件下相应的处理动作 ；另一个外部 断 子程序足 

用于耗水检测 水表叶轮每转动 一个栅格，就触发 次 

断，实现脉冲信号实时计数，从而叮进行耗水量的汁算 

． 其它功能子程序 

其它功能子程序包括电源监控子程序 、声肯于}乏斡子 

程序、LCI)液晶显示子程序等。每个子程序郜负责一个功 

能模块的实现： 

4 新型水表的主要特征 

(1)功耗极低，普通钾电池町持续 l 作 6年之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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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敏度高，可有效检测水管的滴水、漏水现象； 

(3)响应快，信号处理及时，不存在阿计现象； 

(4)机械结构简单，使用和安装方便，降低了制造和 

安装成本。 

5 结束语 

本文开发的以MSP430单片机为核心 、体积小、高度 

集成的表阀 一体化 lC卡智能水表，丌『以精确测量和控制 

用水量，根据我们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说明该智能水表 

具有广 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一个 

功能完善 、性能可靠的新 智能水表将在自来水行业中 

得到推广和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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