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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 

多路电气量检测装置的设计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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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多通道电气量检测装置。该装置以单片机 MSP430F1611为核 

心，由电源、模拟信号调理、数字信号输入、串行通信接口、人机交互接口及继电器输出 

接口电路组成，可获取研制新型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实验数据。该装置电路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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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muhi—channel electrical detection device was introduced．Taking single—chip MSP430F161 1 as 

core，the device consist of power supply module，analog signal conditioning，digital signal input，serial communica— 

tion interface，HMI interface and relay interface circuits，and it could acquire test data of residual current protective 

device·The device was convenient to operate and maintain，with simple circuits configu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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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现有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是基于低压电网的剩 

余电流值而动作，在原理上未能真正区别正常泄 

漏电流与人体触电电流，当触电电流矢量与系统 

漏电电流矢量夹角大于 90。时，人身触电或设备 

出现故障，剩余电流不一定增加反而会减少 ，保护 

装置失效。为保证人身和电气设备的安全以及低 

压电网的正常运行，有必要研究新型的触电保护 

技术，使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能基于人体触电电流 

而动作，这就需要研究触电电流信号的检测和建 

模问题。 

本文提出的信号检测装置用于低压电网模拟 

触电实验的信号检测与处理中，可对触电过程中 

各类电气信号进行采样，为分析由人、畜触电引起 

的电气信号变化特征，开发和研制新型剩余电流 

保护装置提供技术支持。 

1 检测装置的硬件设计 

整个硬件电路由中央控制器、模拟信号调理 

电路、数字信号输入电路、串行通信接口电路、人 

机交互接口电路(包括键盘及液晶显示模块)、继 

电器输出接口电路及存储器扩展电路组成，其硬 

件结构图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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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硬件框 图 

该装置以 MSP430F161 1单片机为核心，待采 

样的电气量经模拟信号调理电路后输入单片机的 

A／D采样模块，单片机对采样数据做分析处理， 

若有触电事故发生，单片机的 P 引脚输出低电 

平使继电器线圈导通，从而控制外接断路器断开 

电源。通过液晶显示器可以实时显示当前电气量 

值。通过串行通信接口电路将采样数据发送至 

PC机进行分析。由于采样数据量较大，还设置了 

存储器扩展电路以存储关键数据。 

1．1 模拟信号输入模块 

模拟信号输入模块的作用是，将不同频率、不 

同幅值的各种电气信号转化为能被单片机 A／D 

模块采样的电压信号。该模块由I／U(或 U／U)转 

换电路、信号放大与滤波电路组成。 

零序电流通过特殊设计的零序电流互感器 

LXD27转化为电压信号，转换电路如图2所示。 

相电流的转换电路选用了一次电流额定输入更大 

的电流互感器，电路其他部分与图2相同。 

电 

出 

图2 电流信号 I／U转换电路 

相电压通过电压互感器 SPT204A转化为小 

电压信号(见图3)。当输入电流为0～10 mA时， 

互感器具有较好的线性度。电阻 R 起限流作用， 

将一次侧电流限制在 2 mA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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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电压信号 U／U转换电路 

信号放大与滤波电路选用两片 OPA4374，即 

可实现8路模拟信号的放大，节约了PCB电路板 

的布线空间。滤波电路采用一阶 RC低通滤波， 

其截止频率为 1 kHz，确保由人体触电产生的高 

频信号频率不被滤除。 

1．2 串行通信接口 

由于系统存储资源有限，无法存储长期触电实 

验产生的大量数据，故设置了 RS-232串行通信接 

口，实现单片机与Pc机的通信，及时将采样数据发 

送至Pc机，便于数据的存储与分析(见图4)。 

图 4 串行 通信接 口电路 

1．3 人机交互接 口 

为实现人机交互，设置了键盘和液晶显示模 

块。由于本系统的按键数量不多，采用独立式结 

构。该结构利用单片机P 口、P 口的中断功能， 

简化了按键程序的设计。 

1．4 继电器输出电路 

继电器输出电路如图5所示。 

图5 继电器输出电路 

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时，P。
．  输出高电平，发光 

二极管截止，使得 Q 也截止，线圈 。中没有电流 

流过，断路器保持导通，系统正常运行。当系统发 

生故障时，p。：El输出低电平，继电器线圈 。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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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流过，使得断路器跳闸，断开供电回路，起触 

电保护的作用。采用这种控制逻辑可以使继电器 

在上电复位或单片机受控复位时不吸合。 

2 检测装置的主程序设计 

系统软件采用 MSPd30集成开发调试环境 

IAR Embedded Workbench开发，主程序流程如图 

6所示。首先完成系统初始化程序，通过键盘设 

置初始化条件后开始 AD采样，采样结束后数据 

分析判断程序启动，若有故障发生，经过延时程序 

后单片机的P"引脚输出低电平使继电器线圈导 

通，从而断开供电回路，确保人身及电气设备安 

全，然后启动显示程序及报警程序，并将相应数据 

发送至上位机；系统正常运行时液晶模块实时显 

示漏电流 、三相电流及电压。 

图6 主程序流程图 

3 试验结果 

装置软硬件设计完成后，进行了实际电气信 

号采样的试验，对8路采样通道分别进行了测试。 

对电流采样通道输入有效值为 30 mA的交流电 

流信号，获取的部分采样数据如表 1所示；对电压 

采样通道输入有效值为220 V的交流电压信号， 

获取的部分采样数据如表2所示。 

对大量实验数据的分析表明，测量结果误差 

<1％，满足设计的精度要求。 

4 结 语 

本设计以 l6位低功耗单片机 MSP430F1611 

作为核心控制器，利用该芯片丰富的片上资源，简 

化了整体电路结构，实时性好，经试验验证能满足 

设计要求，各模块工作正常，对交流电流与电压信 

号的检测达到了预期的精度，对新型剩余电流保 

护装置动作机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表 1 交流电流的采样结果 

表 2 交流电压的采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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