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M S P430单片机的原油含水率 

原油含水率测 定仪 出现于20世 

纪90年代末 ，它是有温控仪、定时器 

等开关仪表组成的一种集测量与控制 

于一体的蒸馏法测定原油含水率的产 

品，适用于石油、石化等行业中原油 

含水率的测量。本仪器采用MSP430单 

片机，是集温度控制 、时间控制 、蒸 

馏功率控制和制冷循环水控制等功能 

为一体的 自动化、智能化仪器。 

蘩统设计宠案 

l温度传感器的选择 

一 般情况下 ，在温度测量中所采 

用的传感器有 ：热电偶和热电阻两大 

类。本系统需测控3处的温度，由于热 

电偶需温度补偿 ，而热电阻不需要 ， 

从硬件成本和软件复杂程度考虑确定 

采用热电阻PT100。 

2 MSP430单片机 

MSP430系列单片机为低功耗16 

位的精简指令构架，在线可编程，将 

大量的外 围模块整 合到片 内：片内 

DCO振荡器，看门狗定时器／通用 目 

的定时器，Timer—A3(带3个捕获／ 

比较寄存器和PW M输 出的16位定时 

测定仪的设计 

器)，Timer—B7(带7个捕获／比较寄 

存器和PWM输出的l6位定时器)， 

I／0端 I：l l、2 (每一个有8个I／O端 

El，均具有中断功能)、I／O端 El 3、 

4、5、6 (每一个有8个I／O端 1：1，可 

以位操作 )，AD C12 (8N 12位A／ 

D)，USART0~USART1，16位硬件 

乘法器等。 

3 ICM7218A 示驱动芯片 

本 系统 需 2 6位 数 码 管 显 示 。 

为减 少空 间 ，少用 器件 ，选 用4片 

ICM72l8A显示驱动器。 

I CM721 8A译码驱动芯片是8位 

静态LED驱动器，内含8×8位静态 

RAM，用于存放显示数据；有较强的 

位段驱动能力，能直接连接8只0．5英 

寸数码管。 

系缝憩髂缱躐缝构及工作骧 

如图1所示，整个系统由单片机主 

机系统 、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 、加热 

控制电路 、冷却水控制电路、键盘、 

数码管显示和电源模块等组成。P1和 

P2．0、P2．1口作为系统的键盘线 ； 

P3、P4~NP2．3～P2．7口作为系统的控 

泰安市高级技工学校 王树喜 

带4驱动线；P5和P2．2、P6．0～P6．3口 

作为系统的显示驱动线；测量信号通 

过P6．0～P6．3接至M C U。系统的电 

源模块产生+2．5V、+3．6V、+5V和 

+12V电压，分别为主机系统和传感器 

接 El电路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 

本系统通过温度传感器PT100进行 

冷凝水、蒸馏冷凝器、恒温稀释箱内的 

温度数据采集，经过放大处理模块进行 

高精度的测量。用户可以通过键盘选择 

加热工位和设定冷凝器内汽温的上限 

值；设定冷凝水和加热稀释箱的温度 

值；设定蒸馏时间；设定输入温度和电 

压的标定值等参数。仪器采用冷凝循环 

水系统，MPS430单片机通过控制制冷 

机组来控制循环水的温度在室温左右 

(约25~C)；原油一般在60V时取样， 

M C U通过控$ilDn热管使加热稀释箱的 

温度在60~C左右。油样在加热蒸馏前温 

度不高，为提高化验效率，蒸馏时先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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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功率加热，油样近100~C时切换小 

功率加热。加热蒸馏功率的调整通过控 

制加热管供电电压来实现，系统能显示 

加热管供电电压；显示定时时问；显示 

循环水温度的设定值和实际值；显示蒸 

馏冷凝器内温度；显示加热稀释箱内温 

度的设定值和实际值。 

系统的盎翼疆件 路设计 

1温度测量放大电路 

如图2N示 ，电路 由TL43l精密 

稳压器、电阻桥、放大电路组成。精 

密电阻R3、R4、R5和PTt00组成 了 

一 个电阻桥 ，电阻R2用于电桥补偿； 

TL43l和电阻R1组成2．5V的精密稳压 

电路 ，给电阻桥供电；热电阻PT100 

采用3线连接 ，可以抵消连线长度误 

差 ；测量温度范围在0～100℃，采用 

单电源仪表放大器AD623对电桥信号 

进行放大处理。 

2加热蒸馏控制驱动电路 

电路如图3所示 ，单 片机控制信 

号经反向器74LS07后，控制三极管， 

驱动继电器动作；继电器K1，总控各 

工位加热 ；K2起到加热功率切换的作 

用；K3～KS(或K14)控制各工位加热 

管；R1、R2控制固态调压器输出不同 

的电压波形。 

3电磁搅拌电路设计 

如图4N示 ，固态调压器调压调 

速，经变压器降压 ，全桥整流，变成 

直流电，控制l2V直流电机。 

4加热稀释电路没计 

有反相器74LS07、二极管、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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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电阻、继电器组成控制电路 ，控 

~ifiJsil热管和风机。 

5制冷循环水电路设计 

有反相器74LS07、二极管、三极 

管、电阻、继电器组成控制电路 ，控 

制压缩机、散热器、水泵。 

6电压测量电路设计 

该参数精度要求不高，采用全桥 

整流、电阻降压获取信号 ，进单片机 

A／D端。 

7键盘、 示电路i殳计 

本 系统有22个按键 ，采用5×5 

键盘阵列，占用1O条I／O线：P1．0～ 

P1．7~HP2．0、P2．1。用单片机的P5 

口作为和显示驱动器I C M7218A数据 

传输总线，P6．2作为公共控制线连接 

I CM72l8的M ODE，P2．2、P6．0、 

P6．1、P6．3作为片选线连接ICM7218 

的／WRII~0。 

系 软件设计 

系统的软件采 用模块化结构设 

计 ，分 为八大块 ，即系统初始化模 

块 、数码管显示模块、按键识别及处 

理模块 、水温测量及控制模块 、稀释 

箱温度测量及控制模块 、蒸汽温度测 

量及控制模块 、定时处理模块 、加热 

管供电电压测量模块。 ． 

系统通过初始化模块 设置显示 

缓冲区、堆栈指针 、操作标志和工作 

寄存器、各I／O端口的方向、A／D转 

(F转舔8O炙) 



制信号导通时 间预留2个交流电周期 

(40mS)，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完成 

震荡衰减过程。可见，完成一次对C 

充电和震荡衰减的全过程，总共需要3 

个周期 (60ms)。通常脱磁线圈的长 

度大于50cm，如果矿浆的流速约1．5 

～ 3m／s，则通过脱磁线圈的时间是 

160～330mS，所以铁粉能有2～5次被 

衰减的磁场退磁。 

图3 信号波形 

1硬件电路 

控 制 单 元 电 路 由 核 心 器 件 

stc12c4052ad单片机和外围器件构成， 

原理和功能如下。 

stc12c4052ad单片机自带A／D转换 

器，具有高速、高可靠性 ，强抗静电 

(过4kV快速脉冲干扰)，强抗干扰 ， 

宽电压，不怕电源抖动等特点。它完 

成同步信号检测 (PM口，int。中断输 

入端)、控制信号输出 (P 、P )、 

输出强度调整 (P )和工作状态指示 

等功能；整流桥Z。、三端稳压块u 等构 

成稳压电源，为整个控制电路提供电 

源；r。、r 、Q 等完成交流同步信号的 

输人，其中，r 、C7、r 、C 滤除高频 

脉冲的干扰，同步信号输入到单片机 

的int。端；整流桥z：、z 、 、 等构成 

独立的电源，分别驱动可控硅SCR 、 

ScR2；光耦Gl、G 将低压控制电路与 

高压驱动电路隔离，既保证了控制芯片 

和人身安全，同时具有抗干扰作用；二 

极管Q1及周围电路，用于上电延时。 

上电时，C 不能突变，所以Q 处于截 

止状态， 、 都不能导通，在单片机 

初始化完成后，P̈ 、P 处于正常状态 

时，Q 进入导通状态，避免了SCR 和 

SCR2同时导通。 

2控制流程 

图5是主程序流程图。由于电路中 

的可控硅触发时间要求严格，所以， 

程序中分别使用了定时器TO作为SCR 

充电的触发定时信号，定时器T1作为 

SCR：放电时间的定时信号。 

结论 

综上所述 ，脱磁器的输出波形是 

影响脱磁效果的关键因素，波形的参数 

包括频率、幅度、完整的衰减过程。这 

也是用户在选择脱磁器时和使用、维 

护、维修时更应该关心的问题。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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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器设置、系统定时器模块，以及系 

统中断设置等。键盘模块负责按键的 

识别和按键处理，当有按键动作时调 

用相应的按键处理子程序进行处理 ， 

可实现对循环水、稀释箱及冷凝器内 

温度设定，定时时间的设定，工位的 

选择及各部分的起停。水温测量及控 

制模块能对冷凝循环水温度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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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理数据送显示缓冲区，发出 

控制信号控制制冷机组 ，使水温保持 

在设定范 围。稀释箱温度测量及控制 

模块能对稀释箱内的温度数据进行处 

理，处理数据送显示缓冲区，发出控 

制信号控制加热管，使箱内温度保持 

在设定范围。蒸汽温度测量及控制模 

块能对冷凝器内温度数据进行处理 ， 

处理数据送显示缓冲区，发出控制信 

号控制加热管，使冷凝器内温度不超 

过设定值。定时处理模块对加热功率 

的切换 、电磁搅拌部分的启动和整个 

蒸馏时间的定时控制 ，蒸馏时间到 ， 

蒸馏加热、制冷循环水、电磁搅拌等 

部分停止运行，启动降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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