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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新型的16 bit微处理器芯片MSP430F149C设计了一个过电流继电保 

护单元。该单元利用了MSP430单片机的片内资源，既简化了系统设计，又提高了系统 

的可靠性。此外，对分布式电源和软件功能的设计也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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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over-current relay protection unit based on MSP430F149C MCU was designed which fully used 

the build-in chip resources．In this way，the hardware system is simple and high reliability．The circuit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such as the distributed power supply part，data sampling part and control 

part were discussed．Finally，the validity of the system was verified by th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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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微处理器和电力工业的发展，为提高电 

力设备的智能化程度，其检测、控制等部分越来越 

多地基于各种微处理芯片来构建硬件系统，以提 

高测量精度和反应速度，并达到更准确的测量和 

控制目的。此外，智能化电力设备的功能也越来 

越多，越来越复杂。过电流继电保护单元是一个 

能保护变压器、母线、发电机、电抗器和其他需要 

差动保护的电力设备，也可单独用于过流保护、差 

动保护或复合差动和过流保护等。为了以最小的 

成本设计出满足需求，且具备一定的扩容、升级能 

力的硬件和软件系统，本文设计了基于TI公司的 

MSP430F149C MCU芯片的硬件系统，并针对各 

种需求设计了相关的软件。 

1 MSP43O单片机的特点 

作为新型 16 bit单片机，MSP微处理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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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特点⋯：① 内部集成 Flash存贮器和 JTAG 

模块，仿真和程序下载可通过JTAG进行，使得开 

发工具性能极佳而价格相对低廉；② 芯片具备在 

线程序编程功能，且不需外接编程电压即可用片 

内Flash实现软件升级，对全部和部分程序进行 

修改；③ 基于精简指令集(RISC)构建，具有硬件 

乘法器；④ 具备3种晶振输入的时钟模块，包括 

内部 DCO晶振和2个外部输入晶振，使得处理核 

心可工作在高速频率下，也可在低速频率下以超 

低功耗方式运行，且具有突发式模式切换能力，在 

8 MHz外接晶振下指令周期仅为 125 BS；此外，系 

统处理核心和内部的外围集成模块是工作在不同 

的频率下的，并可通过编程设置来改变；⑤ 芯片 

集成了丰富的外围模块，如 8路 12 bit高速 AD 

(<10 ixs)，16 bit定时器，比较器及多达48(6× 

8)个复用 IO端口等，使得硬件系统的设计比较 

简洁，可大大降低成本。 

MSP430系列单片机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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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器种类和大小，以及在 10复用端 口的功能， 

A／D的有无 上有 差 别等 方 面。本 文选 用 的 

MSP430F149C，其具有 60 KB的Flash主存贮区， 

512 Byte的信息 Flash存储 区，以及 2 KB的 

SDRAM，存储空间已可满足需要。集成的资源 

有：8通道 A／D，2个 UART／SPI接 口，16个中断 

(与I／O端口复用)。 

2 硬件系统设计 

2．1 整体结构 

硬件系统的结构如图 1所示。包括电源、 

MCU系统、采样信号调理电路、带隔离的输入输 

出部分、人机交互部分、通信部分和其他部分等。 

隔 离 

开关量 

开关量 
输 出 

可复用I／O端口 
6 x 8 

蜜 ) L~O I业I i菁 j 

流3．3 V，故与一些 +5 V电压下工作的外围芯片 

进行连接是要注意电平转化，如 MSP430与液晶 

模块的接口采用QS3245芯片来实现电平转换。 

2．2 信号采集部分的设计 

采集信号的调理电路包括信号变比调整、信 

号滤波、相位补偿、采样保持和 A／D转化等；采样 

保持采用四合一采保集成芯片 SMP04，A／D采用 

MSP430单片机内部的8通道 12 bit高速A／D。 

原始信号是一次传感器过来的幅值为5 A的 

交流电流，通过二次电流互感器得到弱电电子系 

统能处理的小电流。此时通过积分环节将电流转 

变为电压，然后通过 比例调节环 节得到适宜 

MSP430的 AD能处理的0～+3．3 V电压信号。 

其电路如图2所示。 

C 

图2 A／D数据采集部分的调理电路 

2．3 其他部分 

通信部分包括 1个 RS一485和 2个 RS-232 

(其中一个为上位机专用)，外扩的电力载波模块 

是可选择配件。时钟芯片选用 X1203，外扩的串 

行 EEPROM采用 )【5045。 

考虑 到不 同的需求，在显示部分还利用 

PS7219设计实现 LED数码管的方式。该芯片采 

用串行方式控制，只需3根 I／O口线即可实现，而 

可显示64段(8×8)LED管。可根据需求选择采 

用数码管方式或者液晶的方式来实现显示功能。 

由于采用了集成度很高的 MSP芯片，整个系 

统可以放置在几块很小的 PCB板上，易于实现产 

品的微型化。此外，硬件系统的设计还需考虑抗 

干扰等问题。由于硬件整体设计简洁紧凑，并采 

用分布式电源方式供电，故这部分的设计比较容 

易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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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布式电源的设计 

本系统所涉及的电源包括：+3．3 V(MCU专 

用)，+5 V(硬件系统的大部分芯片的工作电 

源)，一7．8 V(液晶偏置电压)以及AD调理电路 

的运放所需的±12 V电压；隔离的 +5．0o V(通 

信电源)；隔离的+24 V(继电器驱动用)。总共3 

类隔离电源，其中+3．3 V、+5～7．8 V和±12 V 

为其中的一类共地电源。 

如果用独立的电源模块来实现这么多的隔离 

电源，无疑会大幅增加整个系统的成本，对 PCB 

板的布线也有很大影响；而且，板间走线等原因也 

会对电源产生干扰，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故本文采用分布式电源的设计思路， 

将各种隔离电源在具体的各模块电路中央采用基 

于PWM的开关电源的原理来就地实现。根据电 

源隔离与否，以及功率需要等，本文是这样来设计 

的：AC—DC部分仅实现 ～220 V一 +24 V，系统所 

需的3类电源都从这个 +24 V来提取。由于各 

隔离电源与用电芯片紧密相接，走线极短，受到各 

类外来干扰的途径和可能性就大为降低了，整个 

系统的电源比较“干净”。此外，采用价格低廉、 

集成度高的PWM芯片来进行设计，整个电源系 

统的成本并不比采用集中式供电方式高。之所以 

采用PWM控制方式，还基于节能的目的，传统的 

三端器件降压式电源(如7805等)方式效率低 

下，电能转换效率只有60％ ～70％，此外，也无法 

实现反相输出。基于PWM方式的开关电源效率 

可较易达到90％以上。 

3．1 隔离电源 

开关电源可基于 PWM方式产生，而隔离电 

源还需通过高频变压器来获取，这是一种低廉而 

有效的电源产生方式。以+5．0o V通信电源为 

例，其电路如图3所示。 

该电源的高频变压器采用反激式接法，采用 

廉价但 功能强大的 UC3842来设计。其 中， 

UC3842芯片起到一个 PWM控制作用，通过每周 

期内的通态来驱动高频变压器的原边，以提供能 

源给副边；在阻态则阻断对变压器原边的驱动，此 

时副边的二极管导通，储能电感元件提供电能给 

电容和负载。这样，隔离的通信电源即可得以产 

生。通过设计不同参数的高频变压器，以及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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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隔离通信电源的电路 

相应的外围元件的参数，可分别得到3类相互隔 

离的直流电源。 

3．2 芯片工作电源 

这里指的是各种降压、反相式电源的设计，包 

括+3．3 V、+5 V、一7．8 V和-I-12 V等供给各种 

芯片和点阵式LCD的电源。仍采用基于PWM方 

式来设计。由于是非隔离电源，方式有所不同。 

这里有2种模式：降压式 DC—DC和反相 DC—DC。 

本文通过仔细分析，巧妙地利用同一个 PWM芯 

片来同时设计两种DC—DC电路。 

以+5 V和 一7．8 V的设计为例。这两个电 

源可用 LM2575芯片来设计，原理图如图4所示。 

图4 基于PWM方式的降压和反相 DC—DC电路 

图4中，+24 V一 +5 V部分电路其实是一 

个降压式(Buck)变换器：通过LM2575的通、断控 

制，芯片的引脚 2在通态情况下给电感 储能， 

断开状态下，电感 ：上的能量通过D，形成回路， 

在C， 上储能，并同时给负载提供 +5 V电压和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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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电源部分包括 R 。、C 等元件，工作方式类 

似 Buck变换器，只不过储能元件换成了电容，以 

实现反相的DC—DC。 

3．3 其他电源 

其他电源可通过各种降压 +稳压芯片来实 

现，如 +3．3 V电源可采用 TPS7333Q芯片来实 

现。 

4 软件部分设计 

除了满足必要的单元功能需求，利用 MSP强 

大的CPU能力还可以实现其他的功能。目前，电 

能质的量监测和控制以及通信功能等已经成为智 

能化电器设备的一个发展趋势，如在智能化断路 

器中，集成某些电能质量监测功能已经成为一个 

新功能需求 J。为此，进行了相应的软件设计。 

4．1 基本计算函数 

除了使用常用公式计算真有效值电压、真有 

效值电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和真功 

率因数外，还需进行 FfTr计算和频率测量。频率 

测量采用过零检测法／测周法和三角函数法 j。 

在实际计算中不能依靠单一算法，不同的算法有 

不同的适用场合要注意不同计算方式和算法的组 

合。考虑到算法原理的差异，若三角函数法的计 

算结果与额定频率差别在 ±0．2 Hz时采用三角 

函数法；否则采用过零检测法／测周法。 

4．2 与电能质量相关的计算 

根据与电能质量相关的国家标准和 IEEE 

Stdl 100、IEEEStdl 159和 IEEE Std1 100等国际标 

准，还需确定以下一些指标。 

波形失真常用总谐波失真度指标 THD(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各谐波含量 HR(Harmonic 

Ratio)来表征。IEC和 GB／T 14549-93(公用电网 

谐波)中与THD相关的计算内容有电压总谐波失 

真度 (％)和电流总谐波失真度 ，l (％)。 

Xlhd 

⋯ ％ X,hd>6％ 

×l00％ 日
． 

⋯ ⋯  

式中： 指代 或 ， ； 指代相应计算量的 

真有效值； ( 1，2，⋯ )指代 次谐波有效 

值。 

第 h次电压谐波含量和电流谐波含量分别 

为： 

．

朋 =Uh／U1×100％ (1) 

IhHR=Ih／I、×100％ 2 

此外，本文还考虑从功率的角度来衡量波形 

失真。IEEE的非正弦工作组将电压量的基波和 

谐波项分开，即令 

U2= + (3) 

式中， =
。 

。 

视在功率为：． 

S =(v／) =( ， ) +( ， ) + 

( H， ) +( H，H) =S +|s (4) 

则比值 

SH
= + +f f㈣ 

因为电流畸变加大总要使 |s ／|s 增大，故能更好 

地反映“谐波污染”程度。当然，随着对 PQ的深 

人了解，也许还会有其他的计算指标。 

对于三相不平衡度，本文从性能和计算所需 

资源等角度采用两种简便的经验计算公式(这两 

个公式分别被英 国和俄罗斯的相关标准所采 

用) J： 

： ×100％ (6) u —  × 【o 

： ×l00U2 ％ (7) 6 一 ，， ^1 ， ＼ ， 
u 1 

式中： 

Ua =( + + )／3 

U =max(I 一 I，I 一 I，I 一 I) 

、 分别为三相电压中最大值和最小值；U 

取额定线电压。 

之所以采用两个计算公式，是因为两个公式 

都是估算公式，偏差方向不一样，式(6)的计算结 

果偏小，而式(7)的计算结果偏大，这可根据实际 

情况采用合适的计算值。 

5 结束语 

MSP430F149C芯片是一种新型的l6 bit高速 

低功耗单片机，其内部集成了丰富的硬件资源。 

基于该芯片构建的硬件系统具有性能强大、成本 

(下转第6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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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 

⑥ 低压熔断器 第4部分：半导体设备保护 

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⑦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4—3部分：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一非电动机负载用交流半 

导体控制器和接触器； 

⑧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3部分：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一在故障条件下具有确 

定功能的接近电器(PDF)的要求； 

⑨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6部分：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一接近传感器和开关放 

大器的DC接口(NAMUR)； 

⑩ 电气附件一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 

断路器 第1部分 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⑩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辅助电器 

第2部分：铜导体的保护导体接线端子排； 

⑩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5部分：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一具有机械锁闩功能的 

电气紧急制动装置； 

⑩ 电气附件一家用断路器和类似设备一辅助触 

头元件； 

⑩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8部分：旋 

转电机用装人式热保护控制装置； 

⑩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辅助电器 

第 1部分：铜导体的接线端子排； 

注：第①至⑩项及第⑩项已完成报批稿，第 

⑩、⑩项正在制定中。 

(2)研究可通信低压电器的标准体系，制定 

相关产品标准。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可通信电器 

类产品，目前只有独立的总线标准，但没有相应的 

通信电器标准。由于我国低压电器生产企业众 

多，国际上多种总线系统都已进人中国，低压电器 

要适应各种总线系统如果没有统一的可通信低压 

电器标准，难以实现产品的互换。相关适配器和 

低压电器的通信协议标准正在制定中，还将制定 
一 系列可通信低压电器元件的标准，以促进可通 

信低压电器的发展。 

(3)加强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研究。 

近几年我们对国际标准的跟踪和研究已逐步深 

人，参加了所对口IEC部分技术工作组的工作，在 

国际标准的制修订过程中提出了我国的意见和建 

议。今后将继续跟踪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工 

作，并逐步深人研究。收集和研究国外先进标准， 

如UL、BS等标准，提高我国标准化技术水平。 

近几年，国内外低压电器的技术发展很快，应 

加强标准化的研究工作，更加完善我国低压电器 

的标准体系，使标准能真正起到指导企业生产、促 

进技术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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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资源丰富、电路设计简洁等优点。分布式电 

源的设计可得到价格低廉、种类丰富的各类可靠 

电源，这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也大有裨益。电能 

质量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所设计 

的智能化设备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的部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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