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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ＰＣ机的自动恒压供水系统
朱本坤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０３

捕要：介绍了基于ＰＣ机的自动恒压供水系统。该系统根据供水管网的水压、水位、流量等
参数．调整水泵的投入台数及转速，实现垒自动恒压供水。给出了恒压供水系统的硬件组成框图及工
作原理，根据系统功能要求，重点舟绍了ＰＣ机与ＨＣＳ一５１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原理。用ｖＢ语言设计了

系统的上、下位机之问的数据通信、过程控制的显示和数据处理等程序。本控制系统具有工作稳定、
人机界面好、系统扩展能力强和操作简便等特点。

关键词：变频；恒压供水；计算机；通信
中圈分类号：ＴＢ４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随着国内泵站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住宅

文章编号

由１５０ ｋｗ深井泵电机三台、９０ ｋｗ深井泵电机…

小区、自来水厂、高层供水等新建泵站或泵站改

台组成，采用循环工作方式，四台电机均可设置

造工程，都采用了计算机监控系统，大大提高了泵

在变频方式下工作。采用一台ｌ

站建设的自动化水平。目前，在生活小区、高层

９０

建筑、集中供热、中央空调、园林喷泉等，还有不

网压力仍然低于系统设置的下限时，软起动器便

少场合仍采用直接水泵加压方式供水，这种供水

自动起动一台电机投入到工频运行，当压力达到

方法不仅浪费电能，而且管网的水压波动较大，

高限时，自动停掉工频运行的电机。由于控制系

影响管路的使用寿命，计算机控制的变频调速自

统上位机采用标准的ＩＢＭ Ｐｃ机，并且与单片机之

动恒压供水可克服以上缺点。

间使用标准的Ｒｓ一２３２串口进行通信，因此上位机

１

系统构成
本系统由下位机ＡＴ８９ｃ５ｌ单片机，ＡｃＦ６０４一

５０

ｋｗ和一台

ｋｗ的软起动电机，当变频器工作在５０Ｈｚ，管

硬件部分只包含标准的Ｐｃ机和必要的外围设备，
而整个上位机功能通过软件编程来实现。下位机
即单片机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通信接口、声光

０１７０一３变频器，数据采集系统．报警系统，电机保

报警、现场控制接口等四个部分构成。

护电路；上位机ＩＢＭ ＰＣ，过程控制显示，打印系

１．１控制系统中下位机完成的主要任务

统，通信接口等部分构成．见图ｌ。

１）数据采集与处理程序：对现场的水压、
水位、流量等数据进行采集，经滤波后，与系统
设定值进行比较，处理后，得到变频器的更新数
据，但它是数字量，将其转换成模拟量送至变频器
以控制其水泵的转速。同时将采集数据送至有关
存贮器，并发送至上位机贮存、处理和显示等。
２）输出控制程序：根据上位机的指令要求，
输出模拟最和开关量，对水泵的运行、变频器与
水泵电机的切换或投人、控制回路和报警电路等
进行控制。
３）通信模块：系统中ＡＴ８９ｃ５ｌ与ＩＢＭ Ｐｃ是

圈１控制系统硬件组成框围

根据硬件的功能和需要完成的任务，本系统

一对一通信，模块主要实现两者问的数据和命令
的传输。

作者简介：朱本坤（１ ９６２一）．男，江苏沛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计算机自动控制的科研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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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控制系统中上位机完成的主要任务

器实现对串口的定时扫描．检查Ｃ０ｎＥｖｅｎｔ属性来

上位机控制界面见图２，主要有以下功能：

处理通信事件及错误，这种方法编程简单，程序

１）通信和数据处理模块：与下位机进行信

调试方便。

号传递和交换．同时接收下位机的数据和信息状

２．２相关一性
Ｍｓｃｏｍｍ有许多属性，其中比较重要的属性

态．并对下位机传送来的数据进行处理，根据处
理结果输出控制命令对下位机进行实时控制。

如下：

２）显示、打印模块：显示现场的实时管路

ｃｏｍｍＰｏ

压力、水位、流量以及各电机的工作状态，并将
所需要的数据如动态曲线、设备状态、数据统

率、奇偶校验、数据位和停止位。

计、故障等以报表的形式打印出来。
３）数据贮存：将下位机送来的数据和设备

ｒＩ：设置并返回通信端口号。

ｓｅｔｔｉｎＥｓ：以字符串的方式设置并返回波特
Ｐ０ｒｔＯｐｅｎ：设置并返回通信端口的状态，也
可以打开和关闭通信端口。

运行状态存贮到磁盘，由于Ｐｃ机硬盘空间较大，

Ｉｎｐｕｔ：从接收缓冲区接收字符。

所以存贮的数据量很大，并且贮存的数据可根据

ｏｕｔｐｕｔ：向缓冲区写一个字符。

需要进行更新。

Ｉｎｐｕｔｍｏｄｅ：设置并返回Ｉ“Ｐｕｔ属性传输的数
据类型。
ｌｎｐｕｔｌｅｎ：设置并返回读取的字符数。
２．３通倍程序的具体操作
２．３．１

Ｍｓｃｏｍｍ控件初始化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ｕｂ

Ｆｏｍ—Ｌｏａｄ（）

ＭＢｃｏｍｍｌ．ＣｏｍｍＰｏｒｔ＝２

（设置串口为２，串口号ｌ—１６，默认为１）
ＭｓｃｏｍｍＩ．ＰｏｒｔＯｐｅｎ＝１Ｉｕｅ
Ｍｓｃｏｍｍｌ．Ｓｅ儿ｉｎ９８＝“９６００，Ｅ，８，ｌ”
Ｍ８ｃｏｍｍｌ．ＩｎｐｕｔＭｏｄｅ＝ｃｏｍＩ“ｐｕｔＭｏｄｅＴｅｘｔ

ｆ以文本方式接收数据）
Ｍｓｃｏｍｍｌ．ＯｕｔＢｕｆｆｅｒＳｉｚｅ＝５１２

围２恒压供水系统控制界面

Ｍ８ｃｏｍｍｌ．０ｕｔＢｕｆｒｅｒＣｏｕｎｔ＝０

２控制系统软件
上位机软件用ｖＢ６．ｏ语言编写，包括通信、
显示、打印、控制模块。下位机软件用ＭＣＳ一５ｌ
汇编语言编写，主要包括压力检测、诊断、数据

其中ＭｓｏｏｍｍＩ是给Ｍｓｃｏｍｍ控件起的名字，
初始化通信端口后就可以发送或接收数据了。
２．３

２单片机程序
Ｒｅｖ—Ｓｅｎｄ：ＭＯＶ ＴＭＯＤ，＃２０Ｈ

处理、输出控制、通信等模块。
ＩＢＭ

ＭＯｖＴＨＩ，群０ＦＤＨ；串口工作在

Ｐｃ微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是通过Ｒｓ一

；９６００波特率

２３２串口进行的，通信软件采用可视化程序语言

ＭＯＶ ＴＬｌ．＃０ＦＤＨ

ＶＢ６．Ｏ编写。

ＳＥＴＢＴＲｌ

２．１控件的通信方式

ＭＯＶ ＳＣＯＮ．鼻０Ｄ８Ｈ

Ｍｓｃｏｍｍ３２是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公司提供的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ＯＯＰ：

下串行通信编程的Ａｃｔｉｖｅｘ控件，使用Ｍｓｃｏｍｍ控
件可建立与串行通信端口的连接，并通过串行通

ＳＪＭＰＬＯＯＰ
Ｒｅｖ：ＭＯＶ Ａ．ＳＢＵＦ

信端口完成对单片机、调制解调器等设备的数据
采集和发送。Ｍｓｃｏｍｍ３２提供了两种通信的处理
方法，即事件驱动方法和程序查询方法，本系统
采用后者。
程序查询方法是用软件或在程序中设置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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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串口通信的鳊程

ＥｎｄＳｕｂ

…一：１婴曼！多一个ｃ。ｍｍａｎｄ控件的通信程序流

结束语
…。’

３

程图如图３所示。

本控制系统功能强、一Ｉ二作稳定、高教．人机
界面良好，操作简便。具有以下特点：
Ｉ）采用变频恒压闭环供水，可在不同季
节，全面凋控水量，消除管路压力的波动，保证

匿匿耍

一耋令

挚雾一

了供水质量．同时节能降耗。
２）电机既有电机保护器，又有软起动器，
克服了起动时的大电流冲击，相对延长了电机的
使用寿命，系统运行安全可靠。
３）上位机采用ＰＣ机，且用ＶＢ６．０编程，使
得控制界面美观大方，简化了编程。

ＶＢ串口通信程序流程圈

围３

通信程序包括：发送通信开始标志，通知下
位机本次发送命令或字符的个数，接收下位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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