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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使用 AT89C2051 单片机来实现发电厂胶球检测计数器的硬件设计、软
件编程，并配合一定的扫描检测器件和移位显示电路等来实现设计目的。根据实际设计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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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Counter for Rubber Ball Detection Based on AT89C2051 Singlechip
Wang Feng-ye，Tao Qing-rong
(College of manufacturing and automatiz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 ：AT89C2051 singlechip is employed to realize the hardware design and
software programming of counter for rubber ball detection in power house,
cooperating with scan detection and shift display circuit. The methods and control
schemes for solution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in actual process.
Key Words: AT89C2051singlechip rubber ball detection counter
1．引言
发电厂汽轮机凝气管铜管的脏污和结垢，使铜管的传热系数降低，凝汽器背压升高，除
了影响汽轮机的热效率，还会造成铜管垢下晶间腐蚀脱锌，损伤铜管，缩短其使用寿命。随
着胶球清洗系统的发展和完善，大大提高了电厂的工作效率，但在解决收球率的问题上，还
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一般电厂采取的人工计算方法在对胶球数量，循环的效率及收球率的
结果统计方面效果很不理想。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设计了一种以单片机为核心的程序自动化
控制装置，能够自动准确的对用于投放循环的胶球进行计数并准确的计算出收球率，同时能
够具有方便操作的控制显示面板及必要的输出报警，驱动继电器工作的功能。
2．AT89C2051 单片机简介
AT89C2051 是一个低电压，高性能 CMOS 8 位单片机，片内含 2k bytes 的可反复擦写的
只读 Flash 程序存储器和 128 bytes 的随机存取数据存储器（RAM），器件采用 ATMEL 公司的
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生产，兼容标准 MCS-51 指令系统，片内置通用 8 位中央处理器
和 Flash 存储单元。
AT89C2051 只有 20 个引脚，15 个双向输入/输出（I/O）端口，其中 P1 是一个完整的 8
位双向 I/O 口，两个外中断口，两个 16 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两个全双向串行通信口，一个
模拟比较放大器。
同时 AT89C2051 的时钟频率可以为零，即具备可用软件设置的睡眠省电功能，系统的唤
醒方式有 RAM、定时/计数器、串行口和外中断口，系统唤醒后即进入继续工作状态。省电
模式中，片内 RAM 将被冻结，时钟停止振荡，所有功能停止工作，直至系统被硬件复位方可
继续运行。
3.胶球检测计数器的硬件系统设计
3.1 信号输入电路
3.1.1 输入电路图和组成：
输入电路由电阻、电解电容、光电传感器和光耦等组成，一共有六路信号输入路，每路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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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脉冲进入。
3.1.2 输入电路工作原理：
输入电路是六侧清洗球个数。当清洗球经过光电管检测处，挡住了红外线，使光电管传
感器内部的光电开关不通，此时光电管传感器的黄线输出高电平。当没有清洗球经过，光电
管对管光线导通，则光电管传感器内部的光电开关导通。此时光电管传感器黄线输出低电平。
这时把清洗球的个数转变为脉冲信号的输入。
当脉冲进入时：来的是低电平时则此 24v 经二极管、电阻、稳压管和光耦形成了导通的
回路，那么光耦内部有一对发光二极管发光。这样光耦另一端导通。输入单片机是低脉冲。
如果来的是高电平时，由于两端均为高电平。此回路不能形成导通电路，则光耦一端的发光
二极管无电流经过，不发光，则另一端截止（不导通）
。这样输入单片机是高脉冲。这样形
成了脉冲信号进入单片机，即数字信号进入单片机，不需要模数转换。
3.2 自动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是设计的核心，它主要以单片机—AT89C2051 为核心，通过软件设计来完成所
需达到的要求，同时，由单片机与外部设备接口也是硬件关键一步。
3.2.1 控制电路组成和原理图：

图 3－1 控制电路原理图
Figure 3－1Philosophy diagram for control circuit
3.2.2 控制电路工作原理：
信号通过输入电路部分进入 AT89C2051 的六个引脚，即 P1.0、P1.1、P3.2、 P3.3、P3.4、P3.5
其中把 P1.0 、P1.1、 P3.4 作为信号输入线，通过扫描方式来检测脉冲数，而 P3.5 作为 T1 的功能，
如果来一个脉冲，自动加“1”，剩余两个当作中断使用，即 P3.2 、P3.3 作为 INT 0 、 INT1 使
用。当有脉冲信号进来时，产生中断来处理。
并联谐振电路由石英晶体振荡器和电容晶振组成，可以产生驱动内部时钟发生器向主机
提供时钟信号。
复位电路由电解电容、电阻组成。它通过电阻 R25 和电容 C7 的充电和放电两个过程，形
成了电平的转换，由单片机第 1 脚即 RST 脚进行复位。
2

外接存储器，由于 AT89C2051 需要加 E PROM 才有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的
功能，由于 AT89C2051 的 14 脚接 24LC01 的串行时钟，15 脚接串行数据。在此设计中，只
2

需要 128 个 8 位字节即可，选择 24LC01E PROM，因而把 A0、A1、A2 都接地，它们之间通过软
件来实现主间存储和读取功能。其它引脚如 P1.5、P1.7、P1.6 它们具有输出 20mA 电流驱动能力，
因而把他们作为驱动其它部分。如：蜂鸣器的功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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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设计部分
根据前面所讲的操作功能介绍，为完成以上各功能，本程序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组成
部分：按键扫描程序、显示程序、按键处理，计数子程序、输出驱动程序等。
4.1 主程序
主程序包括所有的控制流程。

图 4-1 主程序流程图
Fig.4-1 Master routine flow chart
4.2 程序初始化与定义
4.2．1 初始化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设置方式寄存器 TMOD，T1 工作方式为方式 1——16 位计数器，送
计数初值，设置控制寄存器 ，启动计数器 T1，设置外部中断 INT1 为边沿触发。
串行口设置：设置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CON 工作方式为方式 0——移位寄存器方式，将
电源控制寄存器 PCON 置 0。
中断服务初始化：开 T1 溢出中断允许位，开串口中断，开总中断。
4.2．2 端口号定义
用 C51 的 sbit 语句对端口号进行定义，例如：sbit P10=P1^0 即把 P1．0 端口标记为
P10，后面以此类推。
4.3 显示程序
在本设计中多次用到数码显示，如开机显示 00000，计数值显示，预置数值等因此需要多次
调用显示程序。进行显示的过程中，每显示一次不同值，CPU 都要通过串口 P3．0 发送一次
用于显示的字形码到移位寄存器 74LS164 中。
4.4 键盘扫描程序
扫描原理：没有键按下时，P1．4 为高电平，若四键中有一个按下，则 P1．4 变为低电
平。若有键按下，扫描时先用软件使 B0、C0、D0、E0 小数点各位的置 1，以检测 B0 为例：
使 B0 置 1,其余为 0，此时看 P1.4 口是否为低，若仍为低电平说明按下的是 B0 键，调用相
应的键号程序；若 P1．4 为高说明 B0 未按下，然后循环发送置各位为 1 进行检测。
4.5 计数子程序
当程序开始后，若功能键未按下，此时按下计数键开始计数，高低电平信号通过外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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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INT1 即 P3.3 脚，通知 CPU，进行内存加 1 计数。
4. 6 键处理程序
各个键有着不同的功能，需要处理好各键功能，调用相应的程序。
程序入口

否

预置键是否
按下

是是

是
是
否

计数键
是否按下

调用计数程

停止键是否
按下

序
否
是

否
停止键是否
按下

调用移位程序

是

否
计数键
是否按下

显示上次计数值
是
否

当前位 0-9 循环显示

否

是 否再 次按
下停止键

确定键
是否按下

是
显示计数值和预值百分比

预置数写入 E2PROM
是

图 4-2

键处理图

Fig.4-2 Key processing chart
5、结束语
我们设计的计数装置从胶球清洗系统中应用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
法及控制方案。并以 AT89C2051 为核心，并有效的利用了其所有的引脚，使其在系统中的作
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该装置研制成功后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电厂冷凝管胶球自动清洗装置中胶球计数的
难题，而且具有成本低、体积小、稳定可靠的优点，相信将拥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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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创新点：
能够同时进行多路高速扫描，对通过冷凝管的胶球累加计数，并显示其值。能够根据预
置数值与当前回收结果进行计算，得到胶球的收球率并显示出来。能够在清洗程度（胶球循
环效率）达不到工艺要求时输出报警。能在计数装置启动、结束后控制继电器闭合，以驱动
外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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