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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H@I$’#单 片 机 的 数 字 式 水 表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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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利用A?公司H@I$’#系列单片机的特点开发出利用维权磁敏传感器的数字式叶轮水表J给出了

传 感器的信号处理电路及软件处理程序流程J介绍了H@I$’#单片机的特点并详细讨论了其中断处理特点J并利用线性分

段插值的方法对水表的非线性仪表系数进行误差修正J实验数据证明利用该方法设计的水表在全量程内都可保持较高的精

度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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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轮 式水表 是一 款比 较成 熟的 流量 传感 器J家庭 中使 用的 水表 就多为 旋翼 式叶 轮水 表J叶轮 式水

表的 工作 原理为!当 水以 一定 流速 流过 水表时/水 表的 叶轮 转动/其转 速 x和水 流速 度 y成正 比z({
/即

x| }y ,(.

式中 x~~ 叶轮 转速,f!e.

y~~ 水 流速 度,g!e.

}~~ 比 例系 数

当流 量计口 径一 定时/理 论上 叶轮 的转速 与流 量成 线性 关系J而 实际上 水表 的比 例系 数并 不是 一个

常数/所以 要提 高水 表的 测量 精度 必须 实时修 正水 表的 比例 系数J普 通水表 只是 将叶 轮的 转动 通过 齿轮

组变 换成 表盘上 指针 的偏 转量/完 成对 流量的 积算/所 以不 能对 水表 进行实 时误 差修 正J随着 技术 的进

步和 人们 对水表 要求 的提 高/无线 式水 表"?C卡 水表 等智 能化 水表 已经 出现J这 些水 表不 仅能 够将 流量

信号 变换 成为电 脉冲 信号 从而 进行 字 化处 理/而 且能 够进 行误 差修 正以 提高 测量 精度J



! 叶轮式流量计的脉冲转换

由于 叶轮 式流 量 计只 能将 流量 信 号转 换成 叶 轮的 转速 信号"所 以必 须 选 择一 个 可以 将 转动 的 机械

量信 号变 换成为 电信 号的 传感 器#干簧 管式水 表一 般是 在水 表表 盘指 针上 安装 一个 磁铁"再在 相应 的位

置安 装上 干簧管 构成#这 样达 到了 将指 针的 转动 变化 为干 簧管 的吸 合$断 开的 开关 量信 号"可 以用 作后

续数 字信 号处理#但 是因 为干 簧管 的固 有频率 有限"另 外经 过齿 轮组 的传动"信 号的 分辨 率也 有限"一般

只能达 到%&%%!’(#同 时由 于干 簧管 可靠 性不高"经 常造 成信 号丢 失#如果 外部 有强 磁场 干扰 还会 使干

簧管 误动 作"必 须在 后续 信号 处理 中加 入复杂 的软 件屏 蔽以 防止 水表 计量 上出 现大 的偏 差#

在系 统设计 中采 用磁 敏传 感器"它 可以将 磁场 的变 化信 号转 化为 电脉 冲信 号#它 是利 用维 根效 应制

成的#其工 作原 理是)传感 器中 的双 稳态 功能 合金 材料 在交 变外 磁场 的激励 下"磁化 方向 瞬间 发生 翻转"

而当 外磁 场撤离 后"它又 瞬间 恢复 到原 有的磁 化方 向"由此 在合 金材 料周围 的检 测线 圈中 会感 生出 电脉

冲信 号"实 现磁 电转 换#维根 传感 器因 无需 外部 电源"功耗 极低#只要 其触 发磁 场强 度在*%+,%’-"触

发磁 场的.$/磁极 变化 一周"传感 器就 输出 一对 正负 双向 的脉 冲信 号"幅 值大 于!0#所以 输 出信 号的

周期 即磁 场的交 变周 期#且即 使磁 场的 变化 速度 很慢"输出 信号 的强 度也 不减 小#
这样 只要 将一 磁 性圆 盘与 水表 的 叶轮 同轴 连 接就 能将 流量 信 号转 换 为磁 场 极性 变 化信 号"再 利用

维根传 感器1见 图!所 示2将其 变换 成为 电脉冲 信号#这 样得 到的 脉冲 信号 直接 和叶 轮转 动有 关"减 少了

中间 机械 传 递环 节"提高 了分 辨率 和 精度#而 且可 以将 传 感器 与水 表一 起 开 模组 装 在一 起 并装 上 防磁

环"有效 地减 少外 部 干扰"可 靠性 得到 提高#但 是 维根 传感 器输 出 的信 号 能量 很 小"必须 经 过放 大 调理

1见 图3所 示2才能 被单片 机可 靠接 收#所以 设计 了一 个放大 调理 电路#经 过放 大电 路调 理的4!和43信

号可 以直 接连到 单片 机的 中断 端口 上#4!$43仍然 是正 负脉 冲对"其脉 宽约 为(%56#

3 7/48(%单片机对流量脉冲的测量方法

3&! 7/48(%单 片机 软硬件 设计

7/48(%系列 单片 机是 美国 德州 仪器1-92公 司生 产的 一种 新型!:位;<=6>微 控制 器#其 超低 功耗

的特 性是 目前业 界所 有内 部集 成;<=6>存 储器 产 品中 功耗 最 低的 一种#在 睡眠 状 态下 其电 流 消耗 仅为

%&!5?#强大 的中 断处 理能 力使@4A对 每一 个中 断都 做出 快速 响应#从 睡眠 状态 被中 断唤 醒仅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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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的外 围模块 可以 方便 地组 成数 字水 表!"#$%
&

’()*$+芯 片有"类,-.端口&一种 是普 通,-.#如)$/)0&另一 种是)1和)"#其 不仅 有输 出2输

入功能#还 可以 作为 中断 输入 口&每 一个 口有3个 脚#每 一个 脚都 可以 单独 选择 中断 触发 沿2单 独允 许中

断&)1和)"各 有一 个中断 向量#也 就是 说)45+6)453的中 断服 务程 序的 入口 是一 样的&在 本系 统中

)"有另 外的 作用#所以 将流 量中 断都 放在)1上&这 样正 负流 量脉 冲的 中断 入口都 是一 样的&所以 必须

在中 断服 务程 序内 判断 具体 的中 断源)157&分析*$+端 口的 内部 逻辑 得知#只有 当)8,957和)8,:;57
同时 置位 时才 会 产生)8,<=57&而 实际 上)8,:;57在端 口 设置 完 成后 会 随 着端 口 上信 号 的跳 变 而置

位#所 以不 能选 用)8,:;57来 作为 判断 中断源 的标 志#而须 根据 先后 顺序 设置)8,957控制 中 断的 先后

顺序&同时 在)1的 中断 服务 程序 通过 中断 使能 寄存 器>)1,957?来判 别中 断源 并设 置相 应的 标志#以在

主程 序中 做出相 应的 响应&

如图"所示#系统 中将 流量 脉冲 信号)12)"分别 接在’()*$+的)15+和)151上&其中#)15+为负

向脉 冲#)151为 正向脉 冲&根据 其交 替输 出正 负脉 冲的 特点#为了 减 少干 扰#规 定 必须 先后 检 测到 一对

正负 脉冲 中断后 才认 定为 有效 的脉 冲信 号&按图$和图*所 示流 程#即可以 完成 对脉 冲对 的有 效检 测及

其计 算!*/0%
&

"5" 流量 积算

通过 中断服 务程 序和 主程 序#可以 有效的 获得 流量 脉冲 信号&利 用流量 计的 仪表 系数 可以 完成 对流

量的 积算&仪表 系数 @的定 义为A单位 体积 流体 流过 流量 计时#流量 计发 出的 信号 脉冲 数&即

@B
C

D
>"?

其中#C为 流量 计发出 的脉 冲数ED为 通过 流量 计的 流体 体积&只 要当 单片 机接 收 到 @对 流量 脉冲#就

说明 已经 有体 积为D的 流体 通过了 流量 计&或者 通过@可 以计 算出每 对脉 冲对 应的 流量 为1-@单 位体

积&那 么只 要当 接收 到一 对有 效脉 冲时#就在 累积 流量 中加 1-@&

$ 流量计的误差修正

叶轮 式流量 计的 仪表 系 @随流 量 FG变化#如果 在全 流量 范围 内都 采用 一个 @值的 话#就会 有很

大的 误差&同时 各个 水表 的@值 也不 一致#必 须分 别对其 进行 标定 以提 高仪 表的 精度!3#H%
&从 图I误 差曲

线可 以看 出#采 用一 次线 性补 偿的 法 不能完 全消 除误 差&而二 次拟 合来修 正误 差对 于单 片机 而言 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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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量 太大 了!所 以这 里 选择 在 误差 曲 线上 找 出 关 键点 来 进 行分 段 线 性拟 合"这里 采 用 标准 法 来 修正 误

差"即 将标 准流 量计 与被 测的 叶轮 水表 安装在 同一 条直 管段 上"这样 在相同 时间 内通 过标 准流 量计 与通

过水 表的 流量 是 一样"通过 标 准流 量 计使 流 速 恒 定在 选 择 的标 定 点 上"记 录 下单 位 时 间内 水 表 的脉 冲

数!也 就得 到了 水表 在各 个不 同流 量点 下的仪 表系 数"这里 选择 #个 标定点!见 表 $所列"

图 # 水表修正前后误差曲线

表 $ 标定点流量值 %&’(

最小流量 )%*+ ),-)%*+. /01’2 分界流量 )0 常用流量 )3 最大流量 )4

565# 5657 562# 26# #

分别记 录下 这#个 流量 点下 叶轮 水表 的仪 表系 数并 将其记 录在 单片 机内 或片 外的829:; 中"在水

表实 际使 用时依 据存 储的 各标 定流 量点 的仪 表系 数实 时的 进行 误差 修正"也就 是将 实际 测得 的仪 表系

数与 存储 的标定 点的 仪表 系数 进行 拟合 插值!以计 算出 实际 流量"即

)<
)2= )$

>2= >$
? >. >$ -&1

其中!)为实 际流 量@>为实 测仪 表系 数@)$A)2为 上下标 定点 流量@>$A>2为 上下标 定点 仪表 系数"

B 结 论

使用 本文 方法 设 计的 电子 水表 不 仅拥 有一 般 叶轮 式流 量计 价 格便 宜 的优 点!而 且大 大 提高 了 测量

精 度"从 图#中可 看出C在 全量 程内 误差 从#D降 到$D以内"同 时;EFB&5单片 机的 低功 耗特 性使 得这

款电 子水 表可 以在 单节&6GH电池 供电 下正 常工 作#年 以上"可以 很方 便地 利用;EFB&5的片 上外 围模

块进 行系 统扩展 和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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