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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提出了采用MSP430F149控制芯片的新型户用热量表方案，开发了TMS372313

流量芯片的控制检测程序，将斜率A/D电路应用于热t表的a度测t，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

据此方案研制出的智能户用热t表达到国家标准的2级精度。本研究为国产热蚤表的进一步

研究开发提供了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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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的热计量经验表明，按照热量收费的制度是促使用户自觉节能的最有效手段，把“大

锅饭”式的采暖包费制，改为按实际使用热量向用户收费，可节能20%-30%。建设部《建筑

节能“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为热量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市场。目前从事热

量表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企业上百家，有关企业也研制出了一些样品，并进行了小批量生产，有

的已经有产品上市，但我国的热量表行业与国外相比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产品技术水平还相

当低，测试精度和可靠性与国外产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再者，国产热量表其流量测量用基表

多采用原有热水表，其精度难以满足热量表在流量测盘精度上的要求，因此目前国产热量表在

测量精度上还少有2级表，一般为3级测量精度。在此形势下，本研究参照国外产品的技术方

案，从温度、流量检测等方面进行深人研究，研制出了具有高精度、高可靠性的无磁旋翼式多流

束热量表，整体技术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2 技术方案

2.1 热AMR原理

    热量表由流里传感器、配对温度传感器以及积算仪三部分组成。流量传感器和配对温度

传感器将测得的热水体积和温差信号传送给积算仪，积算仪则按与温度相关的热量系数和体

积、温差一起计算出采暖系统所消耗的热能值。

    按热力学理论，一物体散发的热里值Q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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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为流体质量流量,t为时间，<h为热循环系统进出口比焙差.
    上式在实际应用中不被使用，因为热焙差不是直接测量的量。实际上热治值主要与介质

的成分温度有关，因为液体的不可压缩性，所以压力影响可忽略不计。上式可转化为:

。一丁4,P (D,) cA)dt (2)

式中:。，为进出口平均介质比热值乙。，为进出口温度差值，4a为介质体积流量,P(0;)为介质
密度，将c, " P();)值组合为新值，即为热量系数k。所以实际应用的热量计算公式为:

。一丁kp)dV (3)

或

q=扔V66 (2)

式中:k为热量系数，热介质(水)成分的参数，是热介质在实际温度的函数,pV为流量传感器
测量热介质流过热循环系统体积值，,69为热电阻对测量热循环系统进、出口温差值。热量表

计算器中使用的算式即为式(4),

2.2 流t的检测

    流量检测精度直接影响热量表的整体精度，影响流量检测的两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流量检

测基表和流量信号的采集处理。本研究采用了多流束基表和无磁式信号采集系统。

    基表根据水流形式可分为多流束和单流束两种，单流束基表单流束基表水流形式如图1

所示，水流从进水口进人基表，冲击叶片转动，在基表出水口流出基表，由于其流束形式决定了

水流在基表内部有比较大的流动空间，不易被污水所堵塞，比较适合目前我国国情，其产品目

前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水流对叶片的冲

击不对称，叶轮的受力载荷容易产生波动，使叶轮在转动过程中产生周向和径向振动，从而影

响流量检测精度。
    多流束基表水流形式如图2所示，水流经基表进口进人基表，靠导流叶片形成多通道，将

水从不同的方向导人叶轮室，形成对叶轮的均匀对称冲击，较好地避免了水流对叶片造成的轴
向和径向振动，提高了叶轮工作的稳定性，所以，精度较高的基表多采用多流束基表，考虑到技

术的长远有效性和二级表的精度要求，本方案采用了多流束基表方案，其基本结构如图3所
不 。

    流量检测基表的信号采集是决定流f检测精度的重要一环，一般情况下.用于热f表的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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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单流束基表水流示意图

图z 多流束基表水流示意图

图3 羞表结构示愈图

翼式流t检测基表的信号采集方式根据检侧原理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形式:

2.2.1 磁铁栩合式

    三种结构形式:叶轮磁铁十侧t腔内或外磁铁，叶轮磁铁十感应线圈指针磁铁十感应干赞
管。

  块午永久磁铁的失效(退at),水久磁铁的水垢及铁0,叶轮抽出产生阻力(在小III情况
下(如温控阀的采用，季节交接)形响很大。
2.2.2 无磁式

    原理:阻尼振荡电路如图4所示，电路由电璐和电容组成，电感下方为旋转的叶拾，其上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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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圃形金属膜片，当叶轮旋转时，电感产生有阻尼和无阻尼振荡，借以产生计数信号，以实现
流量的测量。

                                图4 无磁式流量传感器示竞图

    特点:微功耗，维持电池寿命超过10年，三个振荡线圈，辨别叶轮转向，可用于冷热水表。

叶轮无磁铁，不受介质水锈影响。

    鉴于无磁式流量传感器的诸多优点，本方案采用了无磁式传感器方案，具体电路方案为
TMS3723B方案。

    TMS3723B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流量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欧洲热量表产品。内部

有12个控制寄存器和13个数据寄存器，通过向控制寄存器中写数据可以实现对采样频率、比

较器比较电压、中断方式、时钟信号源、电感的开启和关闭等项目的控制，读出数据寄存器的内

容可以知道各个电感的状态、叶轮旋转圈数、叶轮旋转方向等信息。

    实际在热量表中使用TMS3723B主要是读取1/4旋转寄存器和电感状态寄存器中的内

容。当叶轮旋转一圈时1/4旋转寄存器中的数据加4，当1/4旋转寄存器中的数据读出后可

自动清。。只要定期读取1/4旋转寄存器中的内容，就可以计算出在这一时间间隔内的叶轮

转速。电感状态寄存器中保存当前电感的状态等信息，通过读取电感状态寄存器中的数据可

以判断电感是否存在故障。

    试验研究表明，采用上述方案的流量检侧系统据有流量检测精度高、工作可靠性好的特

点，流量精度可与德国和德鲁美特热量表向媲美，始动流量只有7L/h,
2.3温度的检测

    热量表的国家标准中对温度测童的要求很高，必须选用合适的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由于
在测量灵敏度、线性度等诸多方面优于热电偶，因此，在600℃以下的低温区得到了更广泛的

应用。本热量表选用Pt10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该传感器性能稳定，电阻温度系数分散性小，
应用广泛。铂电阻适用温度范围一250℃一一640'C。其方程可用多项式表达:

R(t)=Ro(1+at+be'+d3+⋯) (5)

式中，t为摄氏温度，凡是t=0℃时的铂电阻值，Pt1000 t二OC时的铂电阻值为1000,(),温度
系数a二3. 9082 X 10-3/ C ,b二一5.80195X10-'/( C)2。二次项系数与一次项系数间相差
4个数盆级，三次项之后的系数更小，因此实际应用中一般只应用到二次项即可.

    传统的温度检测电路往往采用电桥来侧t温度，本研究对电桥电路进行了多种方案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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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采用电桥来测量温度存在诸多缺点，首先对元器件的一致性要求非常高。若电阻的精

度不高或两块CPU的端口电压、两块运算放大器性能之间稍有差异.则两块电路板之间测量

的一致性就会变差。实际制造工艺很难保证两块电路板的一致性.而且经分析，此电路所测

量的电阻值与电源电压有关，若电池经长期使用后电压下降，则所测量的温度值的准确性也越

来越差。这两个缺点难以克服，经过课题组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放弃这一方案.在大量调研和

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最终选定了下述的斜率A/D测量电阻的方案。

                                    图5 斜率A/D原理图

    温度测量采用斜率 A/D电路，电路如图5所示。本方案采用的控制芯片为

MSP430F149，其内部有高精度比较器，可以实现电阻的精密测盘，从而实现温度的测量。图
中R，为参考电阻,R:为待测电阻，在R:一侧添加有滤波电路。电阻和电容C组成一个RC电
路，当电容C不变时，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只取决于电阻。若用同一个电容C分别与参考电阻

R,和待测电阻R:组成RC电路，然后分别测量他们的放电时间，就可以测量出R:的阻值。

具体做法是:P2. 1为单片机比较器的输人引脚，测量时对电容C充电使电压达到电源电压

Vcc，充电结束后让P2.。口与地线导通，使电容通过参考电阻R:放电。当电容电压降到。
25 Vcc时比较器产生中断，记录下电容的放电时间t,。然后再次对电容充电，充电完后P2. 1

口与地线导通，电容通过待测电阻R:放电，记录下放电时间tz。电容的放电时间和电阻的大
小有关，放电时间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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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X C X In(0. 25V, /VQ )

t:二Rz X C X In(0. 25V.八产.)

两式相除，得:

Rz=R, X (tz/t,) (8)

    斜率A/D测It电阻的方法电路简单，所用元器件少，测盆精度高，侧it重复性好，是在国

外热量表中使用较多的方法.
    用斜率A/D侧盆温度，其测A的稳定性和分辨率主要通过电容的大小和CPU计数器频

率的高低。电容越大或者CPU计数器的绷率越大.到侧f的分辨率越离，但功耗变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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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变差。反之，若减小电容或降低计数器频率，测量的稳定性会提高，但功耗降低，分辨率

下降。经过多次实验，发现构成RC电路的电容的质量也对测量稳定性有很大影响。若使用

普通电容，电容值仅为。.1KF时，测量的重复性就会很差，前后两次测量的数值能相差10%以
上，而此时即使把CPU计数器的频率增加为8MHz，其分辨率也达不到。.1℃的要求。因此

必须选择质量高的电容，经多次实验，发现使用电容可以在电容值很大时测量的稳定性和重复

性都很好。本研究通过大量试验研究，合理选取电容值和CPU的计数频率，使测量温度的分

辨率达到。.03'C，而且测量的稳定性、功耗也能满足要求。
2.4低功耗的实现

    国家标准中要求热量表在5年内不得更换电池，因此要求很低的功耗。为此选用了

MSP430F149单片机芯片，它是专门为低功耗而研制的新型16位单片机。它具有LMPO-
LMP4五种低功耗模式，其供电电压可以在1. 8-3.6V范围内变化，在LMPO模式下工作电

流只有。.1FAA，在活动状态下电流消耗大约为280ttA。为降低功耗，必须使CPU大部分时间
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下。由于CPU的计数器必须始终工作，所以选择了低功耗LMP3，在这个
模式下CPU的工作电流为211A。经实际测量发现，温度的测量是消耗能量最多的环节，因此

应尽量减少温度测量的次数。由于热量表实际工作时大部分处在稳定状态，进、回水的温度变

化很小，因此测量温度的时间间隔可以长一些。在编制程序时以16s为一个周期，每隔4s读

一次流量数据.若流量为零，则不检测温度.若有流体通过，则每隔16s检测一次温度，判断

进、回水的温差，若进、回水温差超过3'C，则计算热量，否则不予计算。按这种方式可以实现

低功耗，经测算热量表按上述模式工作，2000niAh的一节五号电池可用8年以上。

3 检测结果

    根据以上技术方案研制的热量表，经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所型式鉴定试验表明，其各项检

测指标均达到国标2级表的各项技术要求。其枪测项目包括流量传感器精度、温度传感器精

度、计算器精度等14项，各项检测数据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4 结论

    采用多流束基表和TMS3723B流量传感器，可获得高的流盈检测精度，并且工作可靠性

良好;斜率A/D温度测温方式，在科学合理设计软件的条件下，可使温度分辨率、检测精度较

好的得到保证，和传统的桥路式测温方式相比，侧温电路大大简化，工艺性大大提高，大幅度降

低制造成本;采用MSP43OF149低功耗芯片，合理控制流f.温度检测及其它功能的实现方

式，可以实现超低功耗工作，一节2000mAl、的五号电池可使用8年以上，应用上述技术的热量
表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达到国标规定的2级表的精度，该精度为户用热盆表的最高精度，性

能可与国外先进产品向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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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eme of an intellectualized Calorimeter for

                Heating System

  Du Guang-sheng    Liu Zheng-gang

Lin Qing-chun    Zhang Cheng-ga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61,

Guo Lan-Ian

Wang Zhao一ie

China)

    Abstract;  The scheme of a new pattern heat meter for domestic use controlled by the

MSP430F149 chip was proposed, the control and detection program for the TMS3723B was

develop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lope A/D circuit to the temperature test is effective; the

new pattern heat meter attains 2nd grade of national standard and the design is useful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heat meter.

    Key words:  heat meter, ultralow-power consumption, rotary 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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