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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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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 一种 以 MSP430单片机为核心的 多路数据采 集系统。 系统 由集成 函数 发 生器 ICL8038现 场模拟 产 生一 正 

弦波信号并通过 LM331实现频率到电压的变换，从而供给单片机进行数据采集。系统采用单片机与上住机进行通讯 ，单片 

机负责对7路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控制显示，同时应答上位机命令。上住机面向用户，可以对系统进行控制，选择数据采集的 

方式。设计并实现 了一种具有现场采集和显示并且采集方式可控制的多路数据采集器，该数据采集器具有硬件电路 简单， 

采集精度较高，低功耗等特点，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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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 M uti——channel Data Collecting System Based on M SP430 Single Chip Computer 

CHEN I ong，DENG Xiancan，SUN Qi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ollege．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A muti—channel data collecting system with MSP430 single chip as kernel is introduced．A sine wave frequency 

signal which is generated by integrated circuit ICI 8038 is transformed into a voltage signal，and the signal is used tO be collect— 

ed by a single chip．The single chip can communicate with computer and answer the instruction from computer，and the single 

chip is mainly used tO collect 7 channel data，process the data and control the display、Consumer can control the system and se— 

lect the mode of data collecting by computer．A muti—channel data collecting device which can collect data and display in real 

— time is designed and realized．The system has these merits such as simple hardware，higher precision and lower power，SO it 

has value of spread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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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数据采集是从一个或多个信号获取对象信息的过程。 

随着微型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数据采集监测已 

成为 日益重要的检测技术，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等需要同时 

监控温度、湿度和压力等场合。数据采集是工业控制等系 

统中的重要环节，通常采用一些功能相对独立的单片机系 

统来实现，作为测控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数据采集的性 

能特点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本文设计的多路数据采集 

系统采用 MSP430系列单片机作为 MCU板的核心控制 

元件。MSP430系列单片机是 由 TI公 司开发的 16位单 

片机，其突出特点是强调超低功耗，非常适合于各种功率 

要求低的场合。该系统采样电路采用 MSP430单片机内 

部 12位的 A／D，使系统具有硬件电路得以简单化，功耗低 

的特点。由于该系列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应用 日趋广泛。 

2 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在本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中为了提高系统智能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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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和实用性，采用单片 MCU和上位机传输的方法，即 

MCU运行在数据采集系统 的远端 ，完成数据 的采集 、处 

理 、发送和显示 ，上位机则完成数据的接收、校验及显示， 

同时上位机可对远端 MCU进行控制，使其采集方式可 

选。MCU选用 TI公司的低功耗 MSP430F437，该单片机 

比80C5l功能要强大许多，他内部不仅有 8路 12位 A／D， 

而且还带 I CD的驱动，节省了不少外围电路。本系统现 

场模拟一正弦波信号以及其他 6路分压信号以供系统进 

行多路采样，采用 ICI 8038精密信号发生芯片产生一频率 

可变的正弦波 ，然后 由 LM331芯片实现频率到电压 的转 

换 ，之间还需对信号进行调理以符合系统要求。 

3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系统硬件总体框图如图 1所示 。本系统由模拟板和 

MCU板 2块板组成．模拟板包括系统电源、正弦波信号发 

生模块 、频率电压转化模块、信号调理模块和 7路 A／D的 

接 口；MCU板包括 电源及 A／D接 口、MCU、I．CD和串口 

收发模块。 

3．1 正 弦信 号 发 生模 块 

正弦信 号 发 生 模 块 主 要 采 用 集 成 函 数 发 生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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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8038，ICL8038函数发生器是采用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 

等先进工艺制成的单片集成电路芯片，具有电源电压范围 

宽、稳定度好、精度高等优点，外部只需接入很少的元件即 

可工作 ，可同时产生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ICL8038及 

外围电路如图 2所示 ，由 8脚输入外部控制电压，调节电 

位器 P1即可使 2脚输出的正弦波信号频率发生变化，实 

现外部压控振荡。10，11脚之间接 0．01 tLF的振荡电容 ， 

4，5脚接电阻和电位器 ，调节正弦波失真度。 

模拟板 

、、 
．． ．． ．． ．． ．．． ．． ．． ．． ．． ．． ．． ．．． ．__／ 

~tCtJ板 

图 1 系统硬件 电路总体框 图 

图 2 系统方案 中的 ICL8038及 外围电路 

3．2 频 率 电压 变换模 块 

频率电压变换模块 的设计采 用集成芯 片 LM331， 

I M331采用新的温度补偿能隙基准电路，在整个工作温 

度范围内和低 到 5．0 V电源电压下都有极 高的精度。 

LM331的动态范围宽，可达 100 dB；线性度好，最大非线 

性失真小于 0．01 ，工作频率低到 0．1 Hz时尚有较好的 

线性度；转换精度高，数字分辨率可达 12位．夕 接电路简 

单，只需接入几个外部元件就可方便构成 V／F或 F／V等 

变换电路，并且容易保证转换精度。本系统中的所设计的 

频率电压变换电路如图 3所示。 

调节 P1使 R。为 12．8 kgt左右即可 ，则当 ：200 Hz 

时 V。一0．22 V；当 ：2 kHz时 ，V。=2．22 V。 

3．3 信号调理模块 

信号调理模块包括信号放大整形电路和信号放大调 

理电路。图4为采用 A／D824设计的信号放大整形及调 

理电路。图 4(a)中由 ICI 8038产生的正弦波信号先经过 

l tLF电容高通滤波，再经 A／D824反向放大 2倍，然后经 

比较器，输出对应频率的方波信号，作为 LM331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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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Hz～2 kHz的方波信号经过 LM331频率电压变换芯 

片后，产生的信号 。为 0．22～2．22 V，为符合 200 Hz～ 

2 kHz对应于 1～5 V，故需对 。进行调理，方案中的运算 

电路如图 4(b)所示。 

l 

图3 系统方案中的 LM331及外围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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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放大整形电路 

(b)信号调理电路 

图 4 信号放 大整形与调理 电路 

3．4 系统 电源模 块 

系统采用±12 V直流电源供电，直接供给 ICI 8038， 

LM331及 A／D824，将输入的+12 V电压经过 LM317可 

调三端稳压管产生+5 V电压，通过电阻分压产生其他 0， 

1 V，2 V，3 V，4 V，5 V共 6路数据供给 A／D采样，单片机 

板需+3．3 V供电，可由+5 V经另一 LM317产生得到。 

为减小电源噪声，给各个 电源均加上滤波电容，一般取 

10 tLF和 0．1 tLF的大小电容组合。 

3．5 单片机模块 

本系统主要运用了 MSP430单片机的以下性能特点： 

低工作电压、超低功耗、8通道 12位 A／D转换器、驱动液 

晶能力可达 160段等，使硬件电路得 以简单化。单片机及 

外围电路如图 5所示 ，即为系统 MCU板的电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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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固定通道采集 2种模式，实现了远端可控 的数据 

采集 。 

4 系统软件设计 

本系统的采用 C语言编写，实现功能包括 ：7路A／D采 

样、LCD显示和串口收发，其中 7路 A／D采样可由上位机 

控制采样方式，即循环采样和固定通道采样，LCD显示采样 

值和对应的通道号，系统通过串口和上位机进行通讯。 

由5 V电源经 I M317产生 3．3 V直流电压给 MSP430供 

电，单片机负责采集 7个通道的电压数据并在 LCD上显 

示对应电压值 ，同时单片机和上位机进行串行通讯，通讯 

方式采用标准 的 RS 232方式 ，也可采用 RS 485差分方 式 

接口以改善通讯速率和距离，但需在上位机前另加 485— 

232转换芯片，稍显复杂，因此采用 RS232即可满足系统 

要求，简单又实用。 

通过上位机可对单片机的采样模式进行控制，即循环 

4．1 软件 流程 图 

图 6为本系统软件主流程图。 

图 6 软件主流程 图 

图5 单片机及外围电路 

系统上电后。对各模块进行初始化，包括 ：A／D模块、定 

时器 A、看门狗、I．CD以及串口等。然后判断采样方式，进 

行采样和显示，系统默认的采样方式为 7通道循环采样。 

5 结 语 

本系统是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多路数据采集系统。 

系统采用单片机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实现了远端控制的 

功能 。 

本系统有以下特点 ： 

(1)本系统采用集成函数发生器 ICI 8038产生一正 

弦信号，用于模拟现场需要采集的数据 ，产生的模拟信号 

精度较高 。 

(2)系统采用低功耗、功能强大的 MSP430单片机， 

MSP430单片机配置了 8路外部通道 12位的 A／D，可实 

现多路数据采集，精度较高，可同时采集 7路数据且采集 

(下转 第 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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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采用改进算法在噪声强度为0．1 

和 1时 ，MSE的收敛 曲线 

图 4 采用4种算法的步长变化情况比较 

对图 4进行分析可以发现，VSSI MS算法的步长虽然 

在初始阶段较大，收敛速度快 ，但接近最佳值后曲线不平 

滑，说明稳态性能较差 。MVSSI MS算法的步长曲线虽然 

平滑，稳态性能好，但是步长却一直处于较小的范围，导致 

迭代次数增加，收敛速度变慢。而新的算法的曲线不仅平 

滑而且步长较 MVSSI MS增大了许多，仿真结果与理论 

分 析一致 。 

5 结 语 

在仿真试验中，改进 的 MVSSI MS算法取得了令人 

满意的效果。新算法的收敛速度仅为 MVSSI MS算法的 

i／3，并且仍保持好的稳态特性。这在需要快速跟踪信道 

变化特性，并保证稳定的场合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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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可控制。采用单片机内部 12位的 A／D，使系统硬件 

电路得以简化。 

(3)系统中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采用 RS 232标准接 

口方式进行通讯，也可采用 RS 485差分方式进行传输 ，以 

改善通讯速率和传输距离。 

本系统中 MSP430单片机负责对 7路数据采集 、处理 

和显示，同时应答上位机命令；上位机面向用户，可以对系 

统进行控制，向单片机发送命令选择数据采集的方式。 

本系统可实现对 7路模拟信号 的采集 ，采集精度较 

高，可满足一般场合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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