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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详细介绍了一种智能电话计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该计时系统以单片机 AT89C51
作为主控芯片，通过音频译码器 LM567，识别出各种电话信号音和 MT8870 的解码信息，以
达到对用户每个主叫电话信息记录的目的；并带有合理的人机交互的显示屏和控制键盘，以
便用户查询主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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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d particularly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one kind of intelligent
timing system of phone. This timing system used AT89C51 as main control single chip. By using
LM567 audio encoder to identify some kinds of phone signal sounds and the encoder information
of MT8870, this timing can gain its ends of recording every initiative call information of the users
and soun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riting down call messages for rational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isplay and keyboard for users’ information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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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技术和单片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电话计时系统有了长足
的发展。为了使电话应用更加方便，因此要开发出一种更科学的电话计时系统——基于
AT89C51的智能电话计时系统。

1 系统整体方案设计
1.1 系统特征：该智能电话计时器的特征是：1、计时准确 2、功耗低 3、可单独使用，
也可嵌入电话机中使用 4、具有可配置性。
1.2 系统硬件设计：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主要组成模块：(1)铃流检测模块；(2)信号音
识别模块；(3)按键译码模块；(4)单片机控制模块；(5)显示模块。系统原理如下图 1-1。
信音识别模块
电话线

铃
流
检
测
模
块

按键译码模块

单
片
机
模
块

L
E
D
数
码
显
示

图1-1 硬件原理框图
1.3 系统软件方案设计：系统软件的设计同样采用模块化设计，系统程序分为 8 个模块：
(1)主程序(包括系统初始化部分)；(2)拨号服务程序；(3)INT0中断(MT8870有效输出)服
务程序；(4)按键中断服务程序；(5)中断服务程序；(6)串行中断服务程序；(7)数据显示程
序；(8)24C02读写程序。

2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2.1 铃流检测模块：本模块的功能是可以整流使正弦波全部变为正向方波，可以检测是
否摘机。本模块中选择的光电耦合器是 4N25，它在本模块中起的是隔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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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按键译码模块：键盘实现本系统的人机交互，设置了5个键，其中3个键实现通话记
录的上翻，下翻及删除。另外两个键实现对时间的小时位和分钟位的调整。
2.3 信号音识别模块工作原理：音频译码器 LM567 结合单片机 AT89C51 定时器 T2 的定
时和捕捉功能，可以检测是否有忙音或回铃音的信号频率，如果检测到回铃音的信号频率才
开始计数。如图 2-1。

图2-1信号音识别电路
2.4 单片机控制模块：单片机的 9 脚为复位端，在该脚加一个 10K 的电阻 R12 到地，
可以保证该脚在正常工作中为低电平 0，单片机的 18 和 19 脚接 12MH 的石英晶体，在晶体
两端各接一个 30PF 的电容，单片机的 40 管脚接电源 VCC。如图 2-2；

图 2-2 单片机控制电路
2.5 显示模块：本模块采用两片四位联体的共阴极数码管做显示。数码管的 6,8,9,10 管
脚分别与单片机的 P2.0,P2.1,P2.2,P2.3 口相连，数码管的 11,7,4,2,1,10,5,3 管脚分别与单片机
的 P0.0,P0.1,P0.2,P0.3,P0.4,P0.5,P0.6,P0.7 口相连。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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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显示电路

3 系统软件设计
3.1 系统主程序流程：智能电话计时器是一种更科学的电话计时系统，单片机 AT89C51
通过执行程序能对外部的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和决策。系统主程序流程可分为：
（1）关中断；（2）系统堆栈初始化；
（3）设置 INT1 工作方式；
（4）设置 T1 工作方式及初值；
（5）设置 T0 工作方式及初值；
（6）打开 INT1,T1 中断；
（7）P1.0~P1.4 口送高电平（准备读入数据）；（8）使 T1 开始工作；（9）初始化完毕，
进入循环等待中断；
3.2 数据定义和说明：
（1）MT8870DE1(18)输出表 3-1 设计译码数组如下：
decoder db 1h,2h,3h,4h,5h,6h,0h,7h,8h,9h,0h,2ah,23h 用于将 MT8870DE1(18)输出结果
转化为正确的数字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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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输出表
（2）数码显示数组(共阴)：display db 11000000b,11111001b,10100100b,10110000b,
10011011b,10010010b,10000010b,11111000b,10000000b,10010000b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数
字（0-9 时）对应的需要送入的数据编码。
（3）display switch db 0100h,0200h,0300h,0400h,0500h,0600h,0700h,0800h 是为方便选通
各个数码管而定义的各个数码管的相应选通地址。
（4）其他关键数据存放区域（5）初始化模块。
内存布局说明：
0400H~0FFFH(1K~4K-1):ROM 区域，为系统代码区域。
0000H~0080H(128 bytes):片内 RAM，系统栈及寄存器。扩展的外存用于数据存储。
0000H~0400H(1K):系统缓存区。剩余用做记录存储区域。
3.3 程序段说明：程序中用到了三个中断源：INT1，T0，T1，各中断源程序功能如下：
3.3.1 INT1 中断服务程序：主要用来读入用户拨入的电话号码，并存储号码相关信息：
PHONENUMBER，NUMBERLENGTH 等。
3.3.2T1 中断服务程序：用户通话开始，启动定时器 T0 的计时功能，并根据 P1 口读入
的状态判断此次通话是否还在继续。若通话还在继续，则 T0 保持计时；否则，若此次通话
结束则保存此次通话相关信息，并且使 T0 结束计时。注：在中断服务程序退出前要重置计
时器 T1，同时要结束 T0 通话计时。如图 3-3 T1 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
为了保存已拨出的电话号码，对电话号码数据组织说明如下：号码长度：2 字节。号码
记录：28 字节（一个电话号码应该足够）（定长）。通话时间：2 字节（单位：秒）。
总体存储过程中采用连续空间（链表结构）；表头地址单独用一个变量表示；当前可用
的存储单元地址用另外一个变量记录；由于号码长度为定长结构，因此，号码长度、号码记
录、通话时间及每条记录间的偏移都是恒定的。若将当前指针记为 curPtr；号码长度记为：
len；写入过程如下：号码长度—>curPtr 指向单元；号码—>curPtr+2 起的 len 个单元；通话
时间—>curPtr+30 指向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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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T0 中断服务程序：完成用户一次通话过程的计时功能。
3.3.4DISPLAY PROC 子程序：
此子程序完成八段数码管的选通，并且向相应数码管送数据完成显示功能。
3.4 调试和分析
系统通电后，开始初始化并显示时钟，在用户摘机后产生拨号音，系统将显示清零状态，
然后等待用户拨号，用户每拔一个号码产生一次中断，在用户拨号完后，产生回铃音，系统
查询到回铃音后，等待回铃音的消失，在回铃音消失后通话开始，此时系统开始计时，并查
询是否有忙音。在用户挂机后产生忙音系统立刻保存相关数据，然后返回显示时钟状态。

4 结束语
本文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以单片机AT89C51为主控件，以双音多频器件MT8870、音
频译码器LM567和光电耦合器4N25为辅助器件，对智能电话计时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实
现。将程序烧录到单片机AT89C51的ROM中，经过多次测试，均实现了通话计时、信息存储，
实现了对电话计时的智能控制。
本文创新点：作者深入研究了AT89C51芯片、音频译码器LM567和MT8870器件的软件及硬
件，并从硬件电路和软件设计两个主要方面完成了该智能电话计时系统的设计，最终根据该
设计制作出了可应用的智能计时系统；该系统改进了以往此类系统中存在的数据存贮器存储
空间小、记录信息时反映缓慢、容易造成丢失记录等缺点；此外对人机交互的显示屏和控制
键盘进行了人性化设计，使系统更具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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