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探讨 

基于MSP43 0单片机的高压开关柜 

温度在线检测系统设计 
System Design of Online Detecting the High Voltage Switchgear 

Temperature Based on the MSP430 Microcontroll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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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系统结构和功能 

在整个电力体系中，高压开关柜是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高压开关柜在长期的运行后，往往会产生触头 

弹簧松弛使触头接触不良，或者某些部位老化的现象，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采取措施，触头温度将急剧增加， 

极易引起设备损坏，导致重大电力事故。 

目前，开关柜温度检测方法有接触式测温和非接 

触式测温两类。接触式测温有电阻法，热电偶间接测 

温法，集成温度传感器法等，非接触式测温有红外传 

感器法，光纤温度传感器法等。这些方法有的成本较 

高，有的对测量的环境要求较高，有的精度较差，有 

的因采用从开关柜主回路工作电流感应的方式取电导 

致可靠稳定性差。本文设计了一种采用电池供电并使 

用集成温度传感器的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系统。系统 

超低功耗的单片机硬件设计和二次询问红外通讯的超 

低功耗软件设计，对解决可靠性、稳定性和频繁更换 

电池问题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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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要由3部分构成：开关柜触头单片机测温、 

开关柜单片机数据中转和上位机数据处理部分。单片 

机之间通过红外通讯传递数据，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 

通过RS485总线传递数据。每个开关柜的触头都有一 

个独立编号，上位机可以在线实时通过RS485总线循 

环询问各个触点的温度，温度分辨率可以达到12bit。 

上位机对每个触点的温度进行数据存储，如果温度超 

过上位机设置的报警温度，上位机将提醒使用者并生 

成温度报警记录。触头测温单片机和数据中转单片机 

可以在4m的距离之内进行可靠的数据传输。 

3系统的硬件设计 

3．1单片机的硬件实现 

开关柜触点测温单片机和数据中转单片机，均采 

用 TI公司的 MSP430系列单片机。MSP430系列单片 

机是美国德州仪器 (11)，在1996年推出的一种 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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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功耗的混合信号处理器，采用精简指令集 (RISC) 

结构，电源电压采用的是 1．8-3．6V电压，在1MHz的 

时钟条件下运行时，芯片电流 200-400 ，时钟关断 

模式的最低功耗只有 0．1 。MSP430系列的单片机种 

类繁多，本系统的原则是在保证要求的前提下，采用 

价格便宜的型号。触点测温单片机采用最基本型号 

MSP430F1101A，3．6V电池供电，主频为8M。为了同 

时进行RS485和红外的数据传输数据，中转单片机采 

用带有硬件串口的MSP430F123，主频为8M，中转单 

片机安装在开关柜的柜壁上，可以采用稳压电源供电 

的方式。 

3．2 集成温度传感器的硬件实现 

集成温度传感器采用DS1 8B20可以把温度信号直 

接转换成数字信号，直接送到单片机里进行处理。温 

度测量范围在一55-+125oc，不需要任何外围原件，以 
“

一 线总线”方式把温度数据串行给单片机，在开关 

柜复杂的电磁环境中工作，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3．3 通讯部分的硬件实现 

红外接收采用 HS0038B接收模块，采用 2．7-5．5V 

的供电，载波频率为 38kHz，低电平输出，有很好的 

抗干扰能力。 

RS485通讯具有良好的抗噪声性能，长传输距离 

和多站能力。系统的RS485通讯部分利用上位机的工 

业级 RS232~aRS485转换器和单片机上的 MAX485芯 

片构成系统的总线拓扑形式。总线结构简单，所需电 

缆少，可以节省成本，易于系统的安装和开关柜测量 

模块的增加。 

4系统的软件设计 

4．1单片机软件的设计 

单片机软件采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软件编 

写，触点单片机的软件设计分为DS18B20的温度测量 

和红外通讯的实现。单片机初始化完成后，进入 LMP3 

休眠模式，当接收到红外信号时，单片机捕捉下降沿 ， 

进入中断模式，进行代码的判断；当接收到正确的代 

码时，退出LMP3休眠模式，进行温度测量 ，红外信 

号传输；然后再进入到 LMP3休眠模式，等待中断。 

软件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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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触点测温单片机 

数据中转单片机软件设计包括 RS485总线的侦听 

和询问触点单片机两个部分。如果被询问的触点单片 

机在规定时问内没有反应，向上位机发送 “FF"，表 

示询问失败。因为它采用稳压电源的供电方式所以不 

用进入休眠模式，软件流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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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数据中转单片机 

4-2 上位机软件的设计 

系统上位机软件采用VC6．0编写，利用 MSComm 

控件来实现和单片机的通讯，上位机可以在线实时监 

控开关柜内的触点，也可以分析某个触点过去时间的 

温度变化情况，让使用者直观了解开关柜温度大致的 

变化，上位机软件可以方便地设置报警温度，选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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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的方式。 

4-3 二次询问式红外通讯的设计 

对于整个系统来说，除了采用超低功耗的 MSP430 

单片机以外 ，还需要超低功耗的软件设计。实现系统 

的超低功耗，就是实现触点单片机的超低功耗。实现 

触点单片机超低功耗就需要单片机尽可能的工作于休 

眠状态，因此系统采用询问式红外通讯的设计，也就 

是触点单片机在被询问的时候才需要工作，只有触点 

单片机接收到了正确的代码，才开始进行温度转换和 

红外数据的传输。系统的询问式红外通讯为二次询问 

方式，即单片机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二次握手协议。如 

果采用一次询问机制，温度数据的接收误码率很高。 

如果采用多次询问机制则会浪费单片机资源，造成温 

度测量的迟滞。 

在进行红外数据传输时，需要将数据调制到38kHz 

的载波上进行发送。系统利用MSP430单片机的 Timer 

A，软件方式实现 38kHz载波的调制。数据 “1”用 

1．2ms高电平和 240ms低电平表示，数据 “0，，用 0．6ms 

高电平和 1．2ms低电平表示，引导码用9ms的高电平 

表示。对于红外数据的接收，则利用 Timer A的捕捉 

模式，来捕获电平的高低变化，根据判断下降沿和上 

升沿的之间的时间差来判断数据 “1”，数据 “ 或者 

引导码。 

实际应用中的单片机红外接收波形会发生畸变。 

为了增加系统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在单片机捕捉的下 

降沿和上升沿之间，加入一定的时间延迟，使单片机 

在波形的畸变部分处于休眠状态。 

5实验结果及分析 

系统的超低功耗主要是由 MSP430单片机的硬件 

设计和二次询问式红外通讯的软件设计实现的。触点 

测温单片机采用进 口的 3．6V 电池供电。在理想状态 

下，MSP430单片机在 LMP3休眠模式下工作电流仅有 

几微安，400mAh容量的电池足可以供单片机工作三 

年以上，而不用更换电池。 

系统在实验运行中工作很稳定，误码率低于0．01％， 

图3是系统对触点采用一次询问红外通讯方式和二次 

询问红外通讯方式获取温度值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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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集某个触点 300个温度数据 

图3触点温度的变化曲线 

从图3可以看出系统采用的二次询问红外通讯方 

式，可以很稳定的获得触点温度，大大降低了一次询 

问红外通讯方式的误码率。系统在低功耗的状态下运 

行的同时，也保证了开关柜温度在线检测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本文的在线检测系统，经过长时间的实验运行结 

果表明：该系统稳定性好、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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