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H I T E

PA P E R

Rafael A. Mena
系统架构师 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Tyler Witt
应用工程师 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Prajakta Desai
产品营销工程师 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简介
许多工业自动化与过程控制的解决方案
需要对多个
测。

过程或控制变量进行精密感

这些变量包括温度、负载、力度、

光强度、运动、

位置和电压。

新的嵌入式微控制器

(MCU)

TI

最

系列，即

MSP430i20xx 系列，能够为多达 4 个集
成的 24 位 Sigma-Delta 模数转换器
(ADC) 提供每通道低功耗转换。 在 24
位 ADC 之前，可直接通过差动输入可编
程增益放大器 (PGA) 感知传感器输出。
PGA

可为高阻抗缓冲器提供单位增益或

高达 16 的软件定义增益。 在线路供电
解决方案中（通常用于

工业应用），多

通道 ADC 解决方案可为多个传感器提供
同步监控，

而不会超过通信环路定义的

系统电流阈值。

另外，此解决方案

还

多传感器现场发送器解决方案

工业发送器设计
绝大多数工业自动化和传感器解决方案仍然依靠线路供电解决方案
[1]. 简便易用、可靠的远距离数据传输、低噪声易感性以及低
成本让此解决方案成为强大的工业解决方案的理想之选。 这些解决方案既可为
系统提供电源， 也可在传感器和网关之间提供通信路径。 在这种情形下，
系统包含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来调节环路电流，以响应 传感器信号输出。 调制
电流的范围通常为 4mA 至 20mA， 其中 4mA 表示传感器输出范围的最小值，
而 20mA 表示 传感器输出范围的最大值。 两个端点之间的线性区表示 传感器
输出的中间值。
图 1 显示了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的典型配置。 通过环路的电流 受 R6 和 R7
定义的分流器电路以及通过 R5 的基准电流 的约束。 鉴于通信环路是基于电流
值的，信号的准确度 不受互连引线中压降的影响。 因此，发送器和接收器之间
的距离 可以长达几千米 [1]。 在这种情形下，发送器 不会提供电流源。 电流
由连接到其输出终端的外部电压源 提供。 这成为了一项额外优势，因为通信环
路可以自行 为发送器提供电源。 鉴于允许的最小测量值定义为 4mA 阈值，
因此发送器解决方案的整个系统电流需要在这一 临界点以下，通常是在 3.5mA
以下。 因此，裕量可用于警告读数低。

能够延长多通道电池供电传感应用中的
电池寿命。 本文 将审查配置为 2 线发
送器的线路供电解决方案，其中通信环路
作为 3 线和 4 线发送器为系统提供电
源，且提供给系统的电源独立于通信环
路。 MSP430i20xx 系列 MCU 可在工作
气温不高于 105 摄氏度时为这些配置提
供支持。

图 1. 电压控制电流源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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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环路发送器包括传感器、传感器接口、微控制器和电压控制电流源（或电流 DAC）。
图 2 中显示了典型的发送器方框图。 对于 MCU 的 MSP430i20xx 系列，可以直接通过 24
位 Sigma-Delta ADC 的差动输入感知传感器信号。 针对电压控制电流源的电流驱动器偏
置，可以通过附带有适当占空比及滤波需求的脉宽调制 (PWM) 信号来实现。 可以使用16
位定时器模块来生成可调节 PWM 信号，理论上来说其准确度可达到 16 位 [2]。 之后，各
种占空比的输出信号就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该低通滤波器的设计只允许输出一个直流电压
源。 此滤波器的设计方式使得截止频率低于 PWM 频率，因而可以确保电压输出的单一性。

图 2： 电流环路发送器方框图

电流环路解决方案

如前所述，发送器要么通过通信环路经由 2 线实施得到供电，要么通过不与 4-20mA 电流
环路直接关联的单独供电线路得到供电（通常将其归类为 3 线或 4 线解决方案）。 在这
两种情形下，低压差 (LDO) 稳压器对电流环路电源电压进行降压，以便为发送器供电。 图
3 提供了 2 线和 3 线的解决方案视图。 在 2 线解决方案中，为了确保能够通过警告低读
数的裕量实现最小传输测量值 4mA，将电流阈值保持在 3.5mA 以下是很重要的。

图 3： 2 线和 3 线电流环路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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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接口

许多高级工业细分市场都使用多通道的高性能采集系统，以便近乎实时地管理从精确工业传
感器上传来的信息。 典型例子包括用来测量现实世界中的参数（如温度、压力、光强度、
液体流量和力度）的不间断电源、工业功率计/监视器、振动和波形分析、仪表和控制系统
以及数据采集系统。 板载 PGA 的差动输入直接与 24 位 Sigma-Delta ADC 对接，实现了
对传感器信号直接、高精度的感知。 此外，这些转换器基于二阶 Sigma-Delta 调制器和
数字抽取滤波器。 抽取滤波器是可选过采样率高达 256 的 SINC3 梳型滤波器 [2]。 在
MSP430i20xx MCU 中，有多达 4 个独立的 24 位 Sigma-Delta ADC。 这种设计可允许多达
4 个传感器接口，以实现对多个工业自动化或过程参数的同步采样。 在转换过程中，每个通
道平均仅消耗 200μA [3]。 相比之下，其他的解决方案通常在每通道 0.5mA 至 1.0mA 之
间。 即使在 2 线电流环路架构阈值的严格要求下，MSP430i20xx MCU 也可以为同步传感器
采样提供这种每通道低电流。
表 1 对比了 MCU 的 MSP430i20xx 系列中，其 4 通道 24 位 SD24 模块的交流和直流转换
分辨率。 如表所示，在大部分的 PGA 增益设置中，MSP430i20xx SD24 的直流性能超过了
16 个有效位。 这个指标在 4 至 20 mA 电流环路解决方案中，对于 0.5μA 以上的准确度
来说是足够的。 图 3 提供了其他测试数据。

Parameter

SINAD*

PGA Gain

Vcc

Typ.

Unit

1

3V

89

dB

2

89

4

87

8

83

16
1
DC ENOB (internal resistor)

16.71

2

16.58

4

16.71

8

16.09

16

15.03

1
DC ENOB (external resistor)

77
3V

3V

16.07

2

16.07

4

16.00

8

15.64

16

15.14

bits

bits

表 1： MSP430i20xx 设备上 4 通道 24 位 SD24 模块的
交流和直流转换分辨率对比。 * 按 MSP430i20xx 产品说明书中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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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SP430i20xx SD24 性能的直流分析

结论

图 3 和表 1 中所示的直流分析数据是通过标准方法获取的，具体是通过使 SD24 的差动输
入短路来找出大量数据的标准差。 更明确地说，就是通过编写代码示例来在 RAM 的一个块
中存储 256 个 24 位值的样片，之后则可以通过 TI 的 Code Composer Studio™ IDE 将其
下载到文本文件中。 为了计算交流数据的 ENOB，使用了结合 SINAD 的简单公式。 此公式
表明 ENOB = (SINAD – 1.76dB)/6.02dB。 对于直流数据，则采用了数据标准差，ENOB 可
通过以下公式得出：ENOB = N – log2()。 在这个公式中，N 代表转换器提供的位数，而
则是数据的标准差 [4]。
MSP430i20xx 系列 MCU 带有多达 4 个 24 位 Sigma-Delta ADC，非常适合高精度工业传感
应用。 每通道 ADC 的低功效特性可实现对多个高精度传感器输出的同步采样，并且不会超
过由多个 2 线工业电流环路解决方案定义的电流阈值水平。 该系列也是许多电池供电的多
传感器应用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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