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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热量表设计 

黑龙江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 齐长永 赵宏宇 

摘 要 采用MSP430系列单片机为核心的用于居民住宅的按实际热能消耗计量收费的热 

量表的设计。该热量表实现了超低功耗设计，并配有M—Bus总线接口，适用于远程抄表收费 

系统。对硬件构成、系统工作原理和保证测量准确度算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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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我国北方城市的福利供暖制度正在进行重大 

改革。除了制定符合新形势的政策和法规之外， 

还正在推行一些相应的技术措施。目前，一些城 

市进行了分户供暖的管线改造，有些供热部门正 

在制定按用户的实际热量消耗计量收费的办法。 

按户对热量消耗计量收费可使热费的收取更 

趋合理，但必须要使用专门的仪器对热量进行准 

确的计量。现给出了一种基于 MSP430单片机 

的、针对热水供暖系统的热量表设计方案。这种 

热量表采用超低功耗设计，并可通过 M—Bus接 

口实现与远程招标计费系统的通信。 

l 热量表的组成原理 

普通热量表的原理框图如图 1所示，它主要 

由积算仪、流量计和温度传感器三部分组成。 

图 1 热量表原理框图 

流量传感器用于计量流过采暖设备的热水的 

体积。两只温度传感器用于测量进水温度和回水 

温度。积算仪是热量表的核心，它能够根据流量 

计提供的热水流量和进水、回水温度差等数据计 

算出消耗的热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 收稿日期：20o3一l2—22 

Q= (hs—h )：：窜 (c~o#s一 0 )(1) 

式中：Q一消耗的热量，单位为kwh或kJ； 

(hs一 ，)一 入口与出IYl的焓差； 

，cp 一入口与出口的定压比热容； 

，Pr一 入IYl与出IYl温度下的载热流体密 

度； 

Os， ，一 入IYl与出口的温度； 

qv～ 瞬时体积流量。 

根据(1)式，测出流量和温度差，进而算出所 

消耗的热量。 

2 实现原理及硬件电路构成 

11公司的 MSP430系列单片机(MCU)集成了 

业界领先的超低功率闪存、高性能模拟电路和一 

个16位精简指令集计算机(RISC)CPU，指令周期 

可以达 125ns，且大部分指令可在一个指令周期内 

完成。工作电流极小，CPU处于工作模式 LMP4 

时，电流可低至 0．1uA。另外该芯片属低电压器 

件，工作电压为1．8～3．6V。此外，它还将一些常 

用的外围模块如 A／D、看门狗(VC-19T)、I／O口、定 

时器、LCD驱动电路等整合到片内，并具有超低功 

耗的特点，因而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微型系统的 

设计。 

2．1 硬件组成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设计了一种基于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热量表，其组成框图如图 2 

所示。该系统主要由 MCU、流量计、温差测量、 

LCD显示器、电源控制电路等部分组成。其中 

MCU采用 TI公司的微处理器 MPS430系列，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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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热量表硬件框图 

系统的核心，用于完成所有的控制和计算功能。 

温度测量分别用两只特性相同的薄膜铂电阻 

Ptl000完成。两只热电阻分别位于供热管路的进 

水口和出水口，将两个温度转换为电压后分别送 

至 MSP430片内集成的A／D转换器，该 A／D的转 

换精度达 l2位，完全满足要求。流量计用于测量 

流过取暖设备的热水体积，每流过一定体积的热 

水，流量计便输出一个脉冲。将这个脉冲作为中 

断输入信号，CPU用该信号累计流过采暖设备的 

热水的体积，以进行热量计算。 

在需要时，可用键盘可实现各种操作，如：唤 

醒 LCD显示器，查看水温、消耗的热量和系统信 

息等。电源控制电路主要是在不需要显示和温度 

测量时切断相应部分电路的电源，以降低系统功 

耗。系统设置的作用是在需要时(如更换电池)对 

设备系统的年、月、日、小时和分等时间信息进行 

加载或调整。另外，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它也将向 

CPU申请中断，启动 CPU将当时的时间、热量值 

和故障信息写入内存以备查询；同时经 M—Bus 

告知远程系统。 

2．2 系统工作过程 

该系统的工作流程图如图3所示。 

每次重新启动或修改系统设置之后，CPU自 

动进入休眠状态，并等待处理各种中断。在 CPU 

进入休眠状态前，它将通知电源控制电路关闭温 

度传感器和显示器的电源以减小系统功耗。当供 

热管路流过一定体积的热水后，流量计将输出一 

个脉冲，向 CPU发出中断申请，告知已经有一定 

体积的热水流过，需要计算一次热耗。CPU则通 

知温度传感器进行工作；完成本次的热量计算之 

后，把计算得到的值与存储器中的热量值进行累 

加，并用累加结果重写存储器中的热量数。随即 

系统立即进入新一轮的休眠状态并等待下一次中 

断。 

上电 

关闭电源MCU休眠 

I N 翠  
键盘中断 

故障中断 

'二 
存储当前信息 

测定温差及流量 

计算井累加热量 

图 3 系统工作流程图 

键盘中断用来启动和处理各种显示以及对设 

置进行调整，而故障中断则表示系统某个部分出 

现故障，此时 CPU应将故障类型和当时的有关信 

息写入片内存储器，同时启动 M—Bus接口，将此 

时的所有信息(包括累计热量)传至远程系统，然 

后强制CPU进入深度休眠的LMP4状态，使能耗 

降至最低，以保护系统的数据和状态，不再响应系 

统内部的中断请求，而只能被来自外部的中断(键 

盘或 M—Bus)所唤醒。 

3 设计要点 

3．1 热量算法的设计 

从热量的消耗计算公式(1)可以看出，只要测 

得采暖设备进水和回水的温差以及流过采暖设备 

的热水体积，就可以计算出消耗的热量。 

目前，国内一些设计将 c ，c P，，Pr简化为 

一 个常数，使设计简化。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精度的 

损失较大，以至难以满足国家建设部门的相关标 

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更相距其远。比热容 c 

和载热流体密度|0都是与温度和压力相关的函 

数。因而，在本设计的算法中将这两个参量作为温 

度的变量考虑，采用查表法计算。通过测量某一时 

刻流入与流出用户的热水体积和出口入口的温度 

的差，求得用户此时获得的热量。该算法比较简 

N 

急一 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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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无须对温度和密度进行复杂的数学校正，只要 

根据实测温度 ，0，查表求得cD，，c ，，r， 等四个 

常数，代人公式(1)即可。显然，温度测量精度越 

高，数据表所占的存储空间就越大，实验说明，若 

实测温度最小单位为 0．1 oC，采用这种查表算法 

可以满足精度的要求。而且，当温度变化范围为 

10～110~C，则所建数据表应以0．1 oC为温度间隔， 

存储大约 1000组数据，MSP430片内的存储空间 

就足够使用。并且，对于实测温度，采用线性插值 

法，通过与其距离最近的点计算相应的焓值，从而 

得出该时刻消耗的热量，从而保证测量精度。 

3．2 传感器的选用 

(1)温度传感器 

本设计选用符合 IEC一751标准的薄膜铂电 

阻。这种热电阻在 O~C时的电阻值为 1000欧，而 

且在 OoC一150oC范围内，其阻值与温度之间呈现 

良好的线性关系，其 电阻值的变化率为 3． 

850f2／~C。这种特性，使得测温的算法大大简化， 

测温精度得到了保证。实际使用中，为了保证所 

测温差的准确，需根据零位阻值及温度系数特性 

配对使用 Ptl000。 

(2)流量传感器 

流量传感器选用涡轮式流量计。涡轮式流量 

计精度高，一般可达到 0．2％ ～0．5％，而且线性 

(上接31页)为宜，进行 3～5遍，直至排出的水清澈， 

透明为止，因为时间过长，次数过多会导致反冲的 

效果不明显，同时使系统中的热量损失过多。 

酸洗分为十个步骤：1、封闭过程；在保持一、 

二次循环回路畅通的情况下，关闭管路的所有阀 

门。2、脱离过程：即整个换热器的二次循环脱离 

热交换系统。也就是关闭换热器冷进，冷出阀门 

(3)和(12)。3、排空过程：打开泄放管阀f-1(11)和 

二次酸洗人口f-1(13)，排空换热器中的蓄水后，关 

闭阀f-1(11)。4、打药过程：启动酸洗泵(10)，同时 

打开二次酸洗出口阀门(4)和酸洗回水阀I、-1(8)； 

将酸洗槽(9)中的酸液注入换热器中，直至酸洗回 

水管中有药液流出。5、封闭过程：依次关闭二次 

酸洗人El阀门(13)酸洗泵(10)、二次酸洗出El阀 

fq(4)和酸洗回水阀f-1(8)，封闭二次酸洗管路。 

6、浸泡过程：根据所选用的药液酸性来确定静态 

浸泡时间，对换热器的二次换热面静态浸泡。7、 

循环过程：依次开启二次酸洗出El阀门(4)、酸洗 

良好。当载热流体穿过涡轮时，磁电转换装置把 

涡轮转数转换成电脉冲。累计脉冲数量和累积流 

量成正比。测量时，将来 自流量计的脉冲信号经 

脉冲整形电路后，成为具有一定幅度的矩形波信 

号，然后将其作为中断信号送人微控制器，累计流 

量并计算热量消耗。 

4 结语 

采用 MSP430单片机设计的供暖热量表具有 

超低功耗的特点。当不进行温度采集时，CPU处 

于低功耗模式 I_NF3。如果 Vcc=3V，时钟为 

32768Hz，该模式下的工作电流只有 2uA。而且外 

围元件少，电路结构简洁，有利于紧缩设计。计算 

过程的查表补偿算法保证了计量精度。M—Bus 

接口可实现与远程抄表收费系统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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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水阀f-1(8)，酸洗泵(10)及二次酸洗人 口阀门 

(13)，使整个二次酸洗系统动态循环。8、排放过 

程：在酸液循环一定时间后打开泄放管阀f-1(11)， 

排净残液，关闭酸洗系统。9、中和过程：在耐酸槽 

(9)中加入配制好的碱液，通常为 Na3PO4 H2O或 

Na2CO 溶液，重复步骤 3至 8。10、恢复过程：重 

新缓慢打开换热器冷出阀f-1(12)和换热器冷进阀 

门(3)，使二次循环正常运行。 

对一次循环的反冲洗和酸洗过程与二次循环 

的清洗过程相仿。 

3 结论 

实践证明：采用反冲洗与酸洗相结合的方法， 

会收到较好效果。以佳木斯热力公司铁西站的 

13台换热器为例，平均运行 3个月酸洗一次，平 

均每周反冲洗一次，反冲洗后平均压降降低0．02 

～ 0．03MPa，对换热器安全经济运行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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