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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SP430单片机的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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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以超低功耗单片机 MSP430为核心的高精度压力传感器的硬件 电路设计，针对压力传感器的温度漂移 

问题分析了用于温度补偿的BP网络算法，通过单片机对 MPM280压力传感器的温度和压力信号采集，构造4层 BP神经 

网络进行离线训练，将训练好的网络模型利用c语言完成编程，研究了单片机软件实现方式。结果表明：利用MSP430单 

片机减少了系统功耗，其丰富外设减小了传感器体积，利用单片机对传感器的温度和压力 A／D采样值 离线训练减少了信 

号误差，利用BP网络算法提高了传感器的精度，传感器的精度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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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 of High Smart Pressure Sensor Based on M SP430 M CU 

ZHANG Jian-jun ，LI Qi ，DING Ming—dong ，PANG Xing 

(1．Elect~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Hege，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21，China； 

2．Xi’an Chinastar M&C Limited．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The hi【sh smart pressure sensor’S hardware—circuit design which based on ultra—low power MSP430 MCU was intro- 

duced．The BP network algorithm in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caused by the pressure sensor’s temperature drift was analyzed，and 

the collected Values of MPM280’S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signals with MCU were used in 4-layer BP network for offline training． 

The suited network module was expressed by C language program；the software—implemented method was analyzed．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SP430 MCU can reduce system power and its rich exterior equipments can reduce the size of pressure sensor，the direct 

training of BP network by use of digital A／D value of MCU conversion reduces the error，the pressure sensor’s precision is im。 

proved by BP network．the precision is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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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感器输出不但受到所受压力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外界非 

目标参量的影响，形成了传感器交叉灵敏度的问题，影响输出 

精度。为解决此问题主要是进行温度补偿 ，温度补偿有线性插 

值法、最小二乘法、神经网络算法等，其中神经网络中的BP网 

络法是很好的方法”J，通过建立 BP网络，利用其能够以任意精 

度逼近任何非线性函数的能力进行数据拟合。MSP430是超低 

功耗 、有丰富外设的单片机，用 MSP430采集传感器的压力输出 

和所处环境的温度值作为 BP网络训练输入样本进行离线训 

练，最大程度修改权值与阈值，利用训练后的权值数组与阈值 

数组去对变送器进行控制输出，将其结构利用 C语言编程，达 

到BP网络数据融合的目的。 

1 系统硬件设计 

1．1 芯片选型 

MSP430 单片机为高整合、高精度的单芯片系统，其利用 

精简指令集，是 16位高速处理单片机，系统工作相对稳定，处 

理能力强。它有丰富的外围模块，如A／D模块，D／A模块，在 

利用时减少了外设空间体积。利用 MSP430系列单片机具有的 

超低功耗，处理数据强大，考虑到经过 BP网络训练之后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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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很多浮点型运算，而且其片内外设非常丰富的能力选择 

MSP430系列的MSP430F247TPM单片机。 

1．2 硬件电路设计 

硬件电路设计的系统总体框图如图1所示，气压或液压作 

用在前端压力传感器上，压力传感器将压力和温度的电压信号 

输入到放大器，通过放大器信号放大输入到单片机的A／D转换 

通道，单片机将压力和温度的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量进行处理 

后通过LED显示出来，并通过RS一485通讯接口将数据传送给 

上位机，电源模块给单片机和外部设备分别提供3．3 V和5 V 

电压，整个电路实施方式如下所述： 

图1 系统整体框图 

(1)压力传感器选择 MPM280压力传感器，MPM280的检 

测电路形式为惠斯登电桥 ，采用 1．5 mA直流形式供电，如图 2 

所示，设 为被测压力转换成的电压信号 ， = — ， 

为被测压力转换成的温度信号，Vr=VI一 ，R。一 为惠斯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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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桥上 4个扩散硅电阻，其阻值为 R，当对电桥施加压力时，R，、 

尺 阻值增加 AR，R：、R 阻值减少 AR，受温度影响，每个电阻值 

另外有 AR 的变化量。设此电路恒流源为 ，，则压力传感器输 

出电压信号为 =AR·L由于受温度影响电桥阻值有 AR 的 

变化量 ， 也表现出线性关系的变化 ，通过测试 两端的电压 

可以检测温度信号，此种方式能够减小设计的压力变送器的体 

积。 

图 2 惠斯登 电桥测压与测温原理 图 

(2)电源模块设计。MSP430需要 3．3 V电压供电，其他外 

设需5 V电压供 电，要对输入电源电压进行变压处理，这里用 

专用芯片 LM317，TPS76950，TPS76933。电压通过 LM317转变 

为 +1O V电压输出，分别给 TPS76933和 TPS76950芯片供电， 

TPS76933和TPS76950将 10 V电压转变为3．3 V和5 V电压输 

出给单片机和单片机外设。 

(3)信号放大电路。此处放大器芯片选择 INA121，INA121 

是低功耗，高精度差压放大器 ，它能够在单电源和双电源 2种 

模式下工作。将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压力转化后的电压信号输 

入到 INA121的 3脚和 2脚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可根据外接电 

阻调节，放大后的电压信号通过 INA121的 6脚输入到单片机 

的 A／D转换通道，实现放大功能。 

(4)A／D转换 部分。利用 MSP430F247单 片机 自带 的 

ADC12模块直接实现 A／D转换，MSP430F247TPM 自身带 2路 

转换接口，通过 ADC12模块控制寄存器实现温度和压力 2路模 

拟信号 A／D转换。ADC12内置参考电源，ADC12的模拟多路 

器可以分时地将温度和压力信号转换，并且具有采样和保持功 

能，ADC12硬件通过设置会 自动的将转换结果存放到相应的寄 

存器中。 

(5)RS一485通讯电路及显示 电路。RS一485通讯电路模 

块选 择 专 用 芯 片 MAX485，LED 显 示 选 择 驱 动 芯 片 

SHJ74AHC373。 

2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实现核心是BP网络训练得到的权值与阈值的连 

接关系，权值与阈值是以数组运算及对每层神经元输出进行 

tansig 激励函数为主体，而神经 网络 的权值与阈值是通过训 

练样本在 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中的训练得到的。这里训 

练样本的采集是把压力信号和温度信号的输出电压值放大处 

理后输入到单片机，经过单片机 A／D转换之后得到数字量，直 

接应用数字量进行离线训练，得到神经网络的权值与阈值，直 

接利用 A／D值训练的优点是减少 了电压 A／D转换的电压损 

失，提高了输 出精度。利用检测样本来检测训练后的神经网 

络，当满足要求后将训练得到的权值与阈值的连接关系用 C语 

言表达移植到单片机中处理信号 ，完成控制算法的要求。 

2．1 BP网络算法 

BP网络 是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神经网络模型，它分为输 

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 3层，层与层之间多采用全互连方式 ，同 

一 层单元之间不存在相互连接。BP网络是由信息的正向传播 

和误差的反向传播组成，正向传播的输入模式从输入层经隐层 

逐层处理并传向输 出层，如果输出层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 ，则 

将误差信号沿原来的通路返回并修改各层的权值转为反相传 

播，直到误差最小 ，最终达到期望的目标值。 

2．2 试验样本的采集及数据处理 

试验样本的采集需要的器材 有：MPM280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信号控制电路板 、标准压力计、压力传感器高低温 

测试温箱、测试电脑 、MSP430下载线。将压力传感器连接好置 

于压力传感器测试温箱内，将压力传感器反映温度和压力信号 

的4根导线连接到压力传感器信号控制电路板上，电路板上通 

讯接口与主机相连，MSP430下载线一端与单片机 JTAG相连， 

另一端与主机相连。 

在神经网络的试验样本及检测样本的采集中，单片机完成 

的工作是上电初始化、温度和压力的 A／D转换 ，将转换之后的 

数据通过 RS一485通讯发送到主机上显示出来，记录温度和压 

力的 A／D采样值，其中 A／D采样值选择的参考 电压为单片机 

内部设定电压 1．5 V，所测得的数据如表 1所示。 

通过表 1可以看出：原压力传感器的零点 A／D采样值由 

一 40℃的223漂移到80℃的 185，满点由 一40℃的3 961漂移 

到 80℃的 3 016，并且在加相同的压力下，不同温度点的 A／D 

采样值也是不同的，可以看出有很大的温度漂移，所以要进行 

温度补偿。 

=  vm vmin ㈩  ( ) 

： +0．05 (2) 一 口 D ’ 、⋯ 

式中： ，U 为第 m个样本 U的标定值和归一化值；U ， i 

为给定温度下传感器输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P ，P 为第 m个 

样本 P的标定值和归一化值 ；P⋯ ，P 为被测压力的最大值、 

最小值。 

温度 也是采用和 u一样的归一化方法。 

为了检验训练后 BP网络的控制性能，需要对 BP网络进行 

样本检测，这时需要对经过神经网络工具箱仿真之后的数据进 

行反归一化处理，反归一化的目的是将神经网络输出的 0．05～ 

0．95之间的数映射到期望的区间值。反归一化公式为 

P =(P 一0．05)·(P 一P )／0．9+P ．n (3) 

式中：P 为为神经网络仿真输出值；P ，P 为归一化时的训 

练样本中压力标定值中最大与最小值；P 为最终数据融合 

值。 

2．3 BP网络的建立及训练 

打开 MATLAB进人命令窗口界面，输入 nntool进入神经网 

络工具箱主界面 ]，建立一个4层的BP网络，第一层为输入 

层，为2个神经元，表温度和压力A／D采样值归一化后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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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第一隐含层为5个神经元，第二隐含层为4个神经元；输 

出层为1个神经元，表示处理后压力输出，各层的激励函数均 

为tansig函数。将归一化之后训练样本输入值和目标值导人到 

神经网络工具箱，其中训练样本选择 一40℃，一30℃ ，一2O 

℃，一10℃，0℃，20 qC，30 oC，d0 oC，60℃，80℃共 10个温度 

点的温度和压力采样值，检测样本选择 1O℃的温度和压力 A／ 

D采样值，在MAⅡAB神经网络工具箱训练选项卡上设置训练 

参数，点击TRAIN按钮进行训练，如果训练次数达到最大仍没 

有使误差最小，继续训练，当达到训练误差不再减小时停止训 

练，此时的误差为3．225×10一，训练次数达到2 899次，为了验 

证神经网络对传感器温度补偿的有效性以及准确程度，把采集 

到的数据输入神经网络进行检测，把输出值进行反归一化处理 

后得到融合值，其中训练样本和检测样本的神经网络融合值如 

表 2所示。 

表1 温度和压力A／D采样值 

由表 2可以看到，当环境温度在 一40—80℃变化范围内 

BP网络数据融合值误差为0．08％，可知利用BP网络进行温度 

补偿数据融合精度很高，在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中查看 

BP网络的权值与阈值 ，得到其连接关系，通过编程实现其压力 

传感器的数据控制算法。查看神经网络工具箱的权值与阈值 

如图3所示，其中iw{1，1}，1w{2，1}，1w{3，1}分别为输入层与 

第一隐含层，第一隐含层与第二隐含层，第二隐含层与输出层 

之间的权值，b{l}，b{2}，b{3}分别为各层的阈值，它们之间用 

相应行与列的数组表示。将训练得到的各数组及温度和压力 

A／D采样值中最大最小值利用c语言编程完成算法控制。 

表 2 liP网络数据融合值 

2．4 系统软件实现方式 

通过 BP网络训练之后，得到满足控制要求训练的权值以 

及阈值，将其连接关系用程序编程，移植到单片机中，完成信号 

处理需要。在整个系统中单片机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上电初始 

化，包括看门狗关闭、晶振初始化、LED与通讯模块的初始化 

等；进行温度和压力的A／D转换，包括采样频率的设定、参考电 

压的选择、对ADC12模块设定、对数据进行平均值滤波等；对温 

度和压力的_AiD采样值进行归一化，归一化的温度和压力最大 

值和最小值和BP网络训练是选择的最大最小值相同；把温度 

和压力信号组成二维数组输入到神经网络训练的权值连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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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权值与阈值图 

实现信号处理，对输出值进行反归一化 ；将反归一化处理的信 

号经过 LED显示以及通过 RS一485通讯接口发送出去。其程 

序设计流程图如图4所示。 

3 结束语 

神经网络是一个大规模非线性系统 ，具有 自适应和自学习 

的能力 ，通过其自身的数据融合消除了压力传感器的交叉灵敏 

度，进行了温度补偿，提高了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实验证 明：经 

过神经网络离线训练得到数据拟合模型，处理实时信号能够进 

行很好的零点补偿特性以及良好的抑制时漂特性，利用超低功 

耗单片机 MSP430的丰富外设减小了压力传感器的体积 ，利用 

MSP430单片机采集到的压力和温度的 A／D值进行离线训练 ， 

提高了压力传感器的精度。该设计 已做出样品，满足 0．1％的 

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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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所示的过载保护的实例中，当压力过载，压力P≥3p 

(P 为 1倍量程)时，外界测量膜片和腔室内壁重合，同时过载 

保护膜片向外侧方向移动 ，使腔室测量端内的硅油全部赶人另 

一 侧过载保护移动膜片处 ，无法向压力测量硅膜片的测试端进 

一 步传递更高的压力值，达到了高压力过载保护的目的。 

}f ff ff}f f f1} 
p 

图8 表压和绝压传感器的过载示意图 

通过对表压和绝压传感器外部结构的设计，最终实现 

在测量压力的同时，有效地区分了正常工作压力和超高压力，过 

载保护移动膜片采用高弹性金属薄膜片。该表压和绝压传感器 

的外部过载保护设计已申请专利 ，专利号为 zL20o62o04_4350．9。 

3 结束语 

硅芯片压力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和稳定性提高的同时，用户 

越来越关注硅芯片压力传感器的长期使用可靠性，要求硅压力 

传感器的抗高压力过载能力不断提高。针对这种要求，文中提 

出了针对硅芯片压力传感器的 2种抗过载设计方法。该设计 

保证了硅压力传感器现场的应用安全，达到抗高压力过载的目 

的，并提高了硅压力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和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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