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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 S P 430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王 晓亮 
(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太原 030024) 

摘 要：文章介绍一种基于MsP430单 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根据数据采集的工作原理，设计实现数字电压表，然后完成单 片机与Pc的通信， 

将所测量的电压值通过串口传送给Pc，在PC I-进行显示。该电压表的主控芯片MSP430F427内部有三个独立的l6位∑一AA／D(SDI6)，这 
些A／D转换器带有PGA(~煽程增益放大嚣)，这样减少了外围模块的数量，使这款电压表具有精度高，性价比高，使用方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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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科学技 术 E1益发 展 ，电子 测量也 

变的越来越普遍，并且对测量的精度和功 

能 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 ，而 电压的测量甚为 

突出，因为电压的测量最为普 遍。而且随着 

电子技术的发展，更是经常需要测量高精 

度的电压 ，所以数 字电压表就成为一 种必 

不可少的测量仪器 。 

数字电压表(Digital Voltmeter)简称 

DVM，它是采用数字化测量技术，把连续的 

模拟量(直流或交流输入 电压)转换成不连 

续 、离散的数字形式并加 以显示的仪表。由 

于数字式仪器具有读数准确方便 、精度高、 

误 差小 、灵敏度高和分辨率高 、测量速度快 

等特点而倍受青睐 。III 

这款数字电压表采 用单 片机作为测量 

仪器的主控制器，设计出具有 l6位分辨率 ， 

并可与上位计算机进行通信的电压表系 

统。这种以单片机 为主 体的新型智能 仪表 

将计算机技术与测量控制技术结合在一 

起 ，所 以这种 类型的数字 电压表无论在功 

能还是 实际应用上 ，都具有 传统数字 电压 

表 无法 比拟 的特 点。 

1控制芯片MSP430F427介绍 

MSP430F427单片 机是 美国德州 仪器 

(TI)2003年推出的的一款l6 位单片机，具 

有lKB RAM及2KB+256B Flash存储器。 

性能特点如下：低工作电压(1．8～3．6V)；超 

低功耗(在节电方式下 ，最低可达0．1uA)；五 

种省 电模式 ，l6 u S内从待机模式唤 醒 ；16 

位精简指令结构(RISC)；3个独立 的16-bit 

∑ A A／D，带差分PGA(可编程 增益放大 

器)输入；集成 l28段LcD驱动器 ；串行 在线 

编程，无需外部 编程 电压 ，安全熔 丝可编程 

代码保护。 

在仪器测量中大多需要进行模拟量的 

测量，方法是用A／D转换器进行A／D转换 ， 

再提供给单片机进行处理。一般A／D转换 

图1 系统结构框图 

器需较多外围器件且精 度高 的A／D价格较 

贵，MSP430F427单片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片上集成了三个16位∑ A A／D(SD16)，这 

些A／D还带有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能 

够将传送来的信号放大最高32倍。这样电 

压表硬件 部分大为简 化 ，成本也 就相对较 

低 。 

电压信号 的测量精度主要由A／D转换 

电路决定。MSP430F427集成的A／D转换器 

采用 目前比较流行的l6b~∑一A A／D转换 

器。￡ A技术的基本思想是采用过采样技 

术把更多的量化噪声压缩到基本频带外边 

的高频 区 ，并 由数字低 通滤波器除掉这 些 

带外噪声。∑一△技 术能实现高分辨率 ，主 

要在于它使用 了过采样、量化噪声整形、数 

字滤波 、采样抽取等几项技术 。这些技术令 

它具有易与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单片集成， 

无需采样保 持电路 ，对输 入抗混迭滤 波器 

要求很低等优点 。[21 

2硬件设计 

数字电压表采用MSP430F427为主处理 

器，系统主要由信号采集、参考电压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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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l{JJ始化(端 r]，W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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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A／D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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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F均滤波 

LCD i 

送到UART m ¨t机胜示 

图2 软件主流程图 

LCD显示、上位机(PC机)通讯等几个模块 

组 成。系统结构框 图如 图l所示 。 

单片机最小系统除MSP430F427主控制 

芯片外，还包括电源电路 ，时钟电路，复位 

电路 ，JTAG电路。电源 由电池供 电经电源 

电路提供给MSP430F427芯片3．3V的工作 

电压。时钟电路采用lM 赫兹的晶振为主控 

制芯片提供系统工作时钟。MSP430F427内 

部带有 看门狗(WDT)，看门狗用于复位功 

能时 ，用于监测程序的运 行 ，一旦程序停止 

运行 ，看 门狗复位 ，程序从头执行 ，有效避 

免了死机现象。本设计除主控制芯片内部 

的看门狗复位外 ，还带有外部 复位 电路 ，外 

部复位通过一个按键 引起 电平变化而引起 

单 片机 复位 ，这样可 以保证设备在 任何情 

况 下都可 以正常的 工作 。JTAG电路采 用 

IDc14连接器与下载电缆连接，通过 下载 电 

缆将程序写入芯片中。[31 

被测 电压 由精 密的电阻分压器进行分 

压 得 到 满 足 系 统 要 求 的 电 压 值 ，经 

MSP43OF427的A0．0+、A0．0-两个端 口连 

接至主控芯片。MSP430F427内置有 1．2V参 

考电压工作 ，如果采用内部参考 电压 ，那么 

测量结果就 会随 电池使用寿命中的变动而 

发生差异。为了提高电压表测量的准确性 ， 

在本设计中采用美国德州仪器(TI)生产的 

基准源芯片TL43l产生参考 电压。TL431是 

具有 良好热稳定性能 的、低噪声 的三端 可 

调分流 基准源 ，在本设 计中 由TL43l产生 

准确2．5V的参考电压。 

MSP43OF427的片上LCD驱动器可直接 

采用接 口与一般 的LCD模块连接 。在本设 

计中采用了SoftBaugh公司的4一mu7．1数码 

LCD—sBLCDA4。并 由三个电阻为LCD驱 

动器模块提供 了所用 的电压阶梯。 

数据通信方式 主要有并行数据通信与 

串行数据通 信两种 。考 虑到串行数据通信 

只需要一对 数据传送线进 行信息的传送 ， 

所需传输线数 目极少 ，传送成本较低 ，故本 

设计选择串行数据通信。RS一232C是美国 

电子工业协会(EIA)确定的接 口标准，是最 

常用的接口之一。由于RS-232C的接 口电 

平与TTL兼容接口电平标准不同，所以该 

接口与TTL兼容电平连接时需要进行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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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系统软件流程图 

向GSM模块 发送 各种命令 ，该命令的实现 

是通过AT指令还实现的。 

由于本系统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都是基 

于 中文的报警状 况和命令字 ，为了保证 系 

统的适用性，SMS 的收发采用PDU 模式。 

如果要把“有人 强行 闯入”这条信息发送到 

13991352329。发送 的PDU串为： 08 91 68 

3l O8 2O 09 05 FO 0l 03 0D 91 68 31 99 

3l 25 23 F9 32 08 0C 67 09 4E BA 5F 

3A 88 314C 95 EF 51 65”。 

3．2 报警组合方案 

为提高 系统的可 靠性 ，防止把一 些干 

扰因素当做警情而产生误报，设计程序时 

把 三种 不同功能 的传 感器 ，分 别定义为一 

种突发情况，每种传感器所采集过来的数 

据都能表达安全(0)与不安全(1)两种状况， 

所以三种传感器所表达的情况通过排列组 

合就能表达八 种意思 ，可编 制好八条短信 

存于单片机的存储器中用以发送给用户， 

如表l所示 。 

3．3 系统软件流程 

本系统软件采用 C语言编程实现 ，程序 

主要流程如 图3所示 。开机 上电后 ，程序在 

主函数中运行，单片机和GSM模块分别进 

行初始化，然后进行温度采集以及触发报 

警策略。单片机的初始化包括设置串口工 

作方式 、波特率 ，并初始化变量参数和标志 

位 。GsM模块初始化包括重新启动、选择短 

信格式 为PDU模式 、设置短消息中心地址。 

4结语 

系统充分利用了GSM移动网络的资 

源 ，尽可能减少用户室内终端的投入 ，采用 

最直观的中文短消息形式 ，直接把多个方 

面的报警内容反映到用户的手机屏幕上， 

此外系统利用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对 

预 警信息 的紧急程度进行 区分 ，便于业主 

根据情况采取措施，满足了业主对家居安 

全防盗的要求。该系统安装简单，使用方 

便 ，易于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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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在本设计中采用MAx232转换芯片 

组成的转换 电路。Max232是德州仪器公司 

(TI)推出的一款兼容RS232标准的芯片。串 

口通信的RS232接口采用9针串口DB9，串 

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 

脚就能实现 。14] 

3软件设计 

软件 程序主要包括 ：下位 机数据采集 

程序 、上位机 可视化 界面程 序 、单 片机与 

PC串13通信程序 。整个软件系统 可以完成 

电压数值采集、计算、存储、显示，并由上位 

PC对电压数值进行显示。仪表不仅可以计 

量电压 ，还可将测量值反馈给上位机 ，为仪 

表系统的总线化、网络化提供了可能。 

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首先进行外设初 

始化，包括禁用看门狗定时器，配置LFXT1 

振荡器负载电容用于外部晶振 ，初始化 

LCD控制器、基本定时器及SD16转换器模 

块 。SD16的0通道经过配置 ，采用双输入通 

道A0，并用SDl6模块内部PGA放大信号 。转 

换 器 由SMCLK计时 ，并启 用连续 转换 模 

式 。软件主流程 图如图2所示。 

PC机的可 视化界 面程序 利用Visual 

Basic 6．on写，对系统测量电压值予以显 

示 其中PC机的通讯功能由Visual Basic 6． 

0的串行通讯组件MSComm控件完成。 

4结语 

本设计方案采用了高性能单片机，其 

丰富的片内资源，使得外围扩张器件少 ，体 

积小 ，成本较 低 ，便于集成 ；其超 低功耗的 

特点以及五种省电模式 ，使得可以使用电 

池供电，便于携带，节约了能源。经过试验， 

本文所设计的数字电压表很好地实现了整 

个样机的功能，各项指标均达到了预先的 

设计要求。电路工作稳定 ，可视化界面显示 

也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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