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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ＡＴ８９Ｃ５２单片机的泵站现地

监控单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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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泵站现地监控单元的基本功能、技术指标的基础上，讨论了基于Ａ髑９Ｃ５２单片机的
泵站现地监控单元硬件结构原理及其实现；阐述了软件设计要点；就行业内现场常用的循环码编码
器（码盘），介绍了其译码方法；考虑到支持各种上位监控组态软件，重点讨论了ＭＯＤＢＵＳ通讯协议
的实现．最后，介绍了该仪器在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建设中的应用．
关键词：泵站监控；集散系统；现地监控单元；单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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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机组泵站，其计算机监控系统宜采用

路对信号的干扰，而且加快了控制反应速度．另外，

“集散系统”方案．该方案由监控主机对主泵群及其

由于其仅控制局部对象，即使发生故障，影响面也小

辅设备（配套工作门等）运行工况进行集中监视、

（危险分散），可从根本上改善系统可靠性¨Ｊ．

操作和管理（集中控制层）等，而由若干个现地监控

单片机以其优越的性能、成熟的技术、高可靠性

单元（简称“Ｌｃｕ”）对机组进行分散本地控制（现场

和高性价比，在工业控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

控制层）．

以ＡＴＭＥＬ公司的ＡＴ８９Ｃ５２单片机为核心器件，讨

该方案采用功能上、地理上及物理上的分散结
构，就地设置ＬＣＵ，不但节省了电缆，减少了传输线

论泵站ＬＣＵ软、硬设计，并简要介绍仪器在泵站计
算机监控系统中的典型应用．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一０４—０２
作者简介：宦鸿兴（１９５１一），男，江苏南京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自动化系统规划与设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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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源相当丰富；支持８个中断源，提供了良好的实

止启闭；②仪器接收到来自上位机的请求命令时，调

时监控软件编程环境．该机型非常适合于科研及其

用“响应数据请求或执行控制命令”子程序，其依据命

成果小批量生产．

令功能码，或回送数据，或控制设备动作．

（２）键盘与显示４×４矩阵式键盘由单片机

（２）通讯处理中断服务程序该程序从串行口

Ｐ１口接入，按键用扫描法捕获；现地显示由外扩

接收上位机发往本仪器的字节流，当收到一完整命

１６×１（字符数×行）带背光字符型液晶模块承担．

令报文时，送交主程序处理；或相反，将主程序回送

本仪器采用达威ＤＶ一１６１ １０液晶模块．该模块提供

的数据报文以字节流形式发往上位机．

一套显示控制指令，以通过数据总线接受单片机指
令的方式完成信息显示．

（３）数据采集中断服务程序该程序周期性地
读取现场开关量、闸位和水位值（包括译码）．

（３）数据存储器（８Ｋ×８）

由于水位基础值、

（４）键盘处理中断服务程序该程序捕获按

闸位基础值、本机从站地址以及通讯波特率等信息

键，以完成诸如转换显示内容，设定本机从站地址和

具有掉电保持要求，故本仪器外扩数据存储器采用

通讯波特率等功能．

掉电数据不丢失ＳＲＡＭ．

３．２码盘译码方法
仪器由两片８２ｃ５５Ａ

循环码是一种常用的单位距离码，其特点是：任

分别扩出２４位输人和输出口；另一片则作为码盘接

何一个相邻码组之间仅能有一个码位不同．循环码

口（接水位计、闸位计）”Ｊ．

这一单位距离特性能避免在码组转换过渡过程中产

（４）并行Ｌ／Ｏ扩展芯片

（５）光电隔离仪器Ｌ／Ｏ接口与现场受控设

生瞬时误码（跳码）．因此，循环码在测量技术中得

备、传感器之间均采用光电隔离技术，可有效地提高

到了广泛的应用．水利行业使用的水位计或闸位计

其抗干扰能力．

（码盘）即采用循环码编码方式．
循环码的另一特点是反射性，即它的最高位的０

和１只变化一次，若在最高位Ｏ和１的交界处设一镜

软件设计

３

面，则其他各位的编码以镜面为界形成镜像反射．
３．１

程序组织

由于循环码的各位没有确定的权值，它属于无

根据实时监控软件特点，泵站ＬＣＵ软件按主程

权码，也就不能按权展开．关于循环码的译码，虽可

序、子程序及中断服务程序组织．图２给出了主程序

运用模２加运算规则进行，但工程应用中采用“查

流程和中断服务程序列表．现简述如下．

表法”似乎更简单．下面以四位循环码为例说明“查
表法”的译码思路．

弋塑，

卤

中断服务程序一览表
序号程序名触发源

陌‰

赢高

四位循环码的编码如表１所示，将四位循环码

ｌ

通讯处理串行口

１６个码组依次放在程序存储器（ＲＯＭ）中就形成一

２

数据采集定时嚣

张表．对某一循环码组进行译码时，只要将该码组依

３

雨量曩积计数器

４健盘处理定时器

次与表中各元素逐一比较，当它们相等时，该表元素

５数据显示定时嚣

的序号（序号起始为Ｏ）即为该循环码组的码值．由

ｑ睡奎酗阐门掣别与煺

Ｊ＜适多

此可见，采用“查表澎’对循环码进行译码是相当简
单的．根据循环码的反射性，对多位循环码的译码也
将非常容易解决．
表１四位循环码的编码

Ｉ是

ｌ响应数据请求或执行控制命令ｌ
图２主程序流程及中断服务程序列表

（１）主程序

主程序为死循环结构．在循环过

程中，根据查询结果有选择地调用两个子程序：①若
仪器已启动闸门定开度操作命令，则调用“闸门开度
判别与处理”子程序，确保闸门升降至设定开度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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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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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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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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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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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３．３．１协议要点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实现¨１

ＭＯＤＩＣＯＭ公司开发的ＭＯＤＢＵＳ协议是应用于

（１）电气接口

使用ＲＳ一４８５，串行口通讯参

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它已经成为一种通

数：“９６００，８，ｎ，１”，其中９６００是缺省波特率，可改

用工业标准．该协议使用主一从技术，只有主站（一

为４８００或２４００．

般为上位监控主机）能初始化传输（询问），从站（一

（２）传输模式采用ＭＯＤＢＵＳ ＲＴＵ模式．Ｒ’ｒＵ

般为ＬＣＵ）则根据主站查询提供的数据作出相应反

模式的消息帧必须以连续数据流的形式传送，每帧

应．协议规定把各个报文封装为对应的一消息帧，以

报文以至少３．５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传送，

帧为单位传输数据．本泵站ＬＣＵ仅仅实现了ＭＯＤＢ—

并以至少３．５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标志报文传送

ＵＳ的一个小子集，现介绍如下．

的结束．典型的Ｒ’Ｉ’Ｕ消息帧如表２所示．
表２典型的ＲＴＵ消息帧

３．３．２泵站ＬＣｕ提供的两套通讯寄存器

寄存器则是只读的．表３ａ中两组控制命令触发位（共

泵站ＬＣｕ提供两套１６位寄存器供上位主机读
或写（见表３）．其中，保持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输入

３２位）以其上升沿可触发泵站Ｌｃｕ执行３２个现场控

制命令（例如某号泵启、停，某闸门升：降、停等）．

表３泵站ＬＣｕ通讯寄存器

注：表中所列地址均为相对值，由ＬＣｕ软件转换为存储器物理地址

３．３．３泵站ＬＣＵ支持的功能代码

０６．各功能代码对应的含义、主站询问帧格式、从站

泵站ＬＣＵ仅支持３个功能代码，即０３、０４及

应答帧格式见表４．

表４泵站ＬＣＵ帧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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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是如何传输信息的，开发者无须关心（透明

工程应用

４

的）．
５

４．１系统典型结构

结语

在建立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时，可根据泵站规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现代化的发展，泵站计算机

模大小采用如下两种结构：
（１）若仅需一台泵站ＬＣＵ，将其直接连至监控

监控系统已逐渐被纳人工程建设范围．目前在泵站

计算机监控系统工程设计中，多选用通用可编程控

主机，构成上下位机结构；‘
（２）若需多台泵站ＬＣＵ，将它们通过ＲＳ一４８５

制器（ＰＬＣ）经二次开发作为泵站现地监控单元；若

现场总线接至监控主机，构成集散系统结构．

采用产品化专用泵站现地监控单元，将具有高性能

４．２监控组态软件设置（以组态王６．５１为例）ｏ刊

价格比，无二次开发工作量，工程建设周期短等诸多

在开发监控主机界面软件时，组态软件设置步
骤如下：

优点．在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研制专用泵
站现地监控单元将更能发挥其实用优势．

（１）设置各泵站ＬＣＵ从站地址（范围：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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