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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软、硬件兼备的单片机实验室 ,需配置 Proteus 虚拟仿真软件系统. 这样可使大量单片机实验在 Proteus

软件环境中实现 ,学生也可自行设计与工程接近的项目 ,既可节省硬件资源 ,又培养了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同时也

解决了因 MCU 技术的发展和设备维护所需资金紧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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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是电子、通讯、自动化等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 ,具有实践性很强的教学内容.

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建立了单片机实验室 ,基本上配备了实验箱等硬件仿真设备. 由于单片机开发应用的项

目种类繁多、技术发展快 , 其硬件仿真设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利用 Proteus 软件进行虚拟仿真实验 ,

可以解决硬件投入不足和设备维护困难等问题 ,也可弥补单片机实验中的不足 ,克服实验箱硬件电路固定、

实验内容较难改动等教学方面的局限性.

1 单片机实验室及单片机实验教学现状
1. 1 　硬件配置

大多数单片机实验室最基本的配置有 :计算机、实验箱、仿真器、烧录器等 ,实验箱中的实验内容涉及了

单片机理论和电子电路设计的相关知识 ;仿真器和烧录器是制作用户电路板的必备工具. 对学生来讲 ,受到

实验箱硬件条件的限制 ,只能做十几个验证性实验 ,如让学生自行设计实验电路或制作电路板 ,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必要的资金投入 ,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1. 2 　软件配置

目前高校广泛采用的单片机系统有 8051 系列、PIC 系列、HC11 系列、AVR 系列等 ,软件有各自的汇编语

言 (相互不兼容)和与硬件相连的集成开发环境. 如果采用 Keil C51 uVision2 工具编写源程序 ,其集成开发环

境兼容性较好 ,程序的可移植性将会大大地提高 ,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将大有益处.

1. 3 　单片机实验教学中缺乏有效的演示方法

教师需花费较长的时间来准备实验 ,如连接计算机、实验箱、仿真器和电源等 ;展示实验结果时 ,若稍有

不慎 ,就可能损坏仿真头等硬件设备 ;如果用烧录器写程序的方法来验证实验结果 ,那么就得多次拔、插芯

片 ,效率低 ,教学效果不佳.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引入单片机虚拟仿真的软件系统 ———Proteus 软件.

2 Proteus 软件功能简介
Proteus 软件是英国 Lab Center Electronics 公司开发的 EDA 工具软件. 它除了具有和其他 EDA 工具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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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编辑、印制电路板 (PCB)自动或人工布线及电路仿真功能外 ,最大的特点是 Proteus 软件的虚拟仿真技术

(VSM) ,即支持 51 系列、PIC 系列、AVR 系列等微控制器连同外围器件一起仿真 (如图 1 所示) . 外围设备模

型包含了存储器 EPROM、键盘、显示模块 LCD、交直流电机、温度传感器等 8 000 多个虚拟元件.

Proteus 软件按其主要功能划分为三个部分[1 ]
:智能原理图输入系统 ISIS ( Intelligent Schematic Input Sys2

tem) ;虚拟系统模型 VSM(Virtual System Modelling) ;高级布线编辑软件 ARES(Advanced Routing and Editing Soft2
ware) .

图 1 　交互可视化运行结果示意图

2. 1 　智能原理图输入系统 ISIS

ISIS 是一款便捷的电子系统仿真平台 ,是操作简便而又功能强大的原理绘图工具 ,其主要特点如下 :

(1)能够生成出版质量较好的原理图 ;

(2)快捷选取、放置元器件 :在 ISIS 画面上 ,单击“P”按钮 ,会出现“Pick Devices”图框 ,在“Category”中 ,点

击分类名称 ,再双击“Device”下的元件名 ,即元件被放到列表框中 ;返回到 ISIS 画面上 ,在列表框中选中元件

后 ,在原理图编辑窗口中单击左键 ,即完成了元件的放置 ;

(3)布线快捷 :只需单击两个元器件的引脚 ,即可完成连线. 元件改变位置时 ,连线也随之改变 ,保持连接

状态 ;

(4)丰富的元件库 :超过 8 000 个虚拟元件 ,完全适用于仿真模型 ;

(5)灵活多样的设计输出 :元件报表清单和图形格式输出等.

2. 2 　虚拟系统模型 VSM

VSM 是交互的、可视化的仿真系统 ,是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软、硬件设计仿真平台 ,包含动态器件库、

高级图形分析模块、微控制器虚拟仿真和基于工业标准的 SPICS3F5 混合型电路仿真器 ,实现了完整的基于

微控制器设计的协同仿真[2 ] ,其主要特点如下 :

(1)支持 ARM7 (LPC21xx) 、PIC、Atmel AVR、Motorola HCXX 以及 8051Π8052 系列的微处理器 CPU 模型 ,同

时交互外设模型库中包含了 LEDΠLCD 显示、键盘、按钮、开关等通用外围设备 ;

(2)可以与第三方 IDE 联合仿真 ,支持如 KEIL 等开发工具的 C 源码和汇编的调试 ;

(3)具有 14 种虚拟仪器和多种图形的分析功能 ,并拥有模拟信号发生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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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够运行于 Win98Π2000ΠXP 环境 , 界面友好 , 使用方便.

2. 3 　高级布线编辑软件 ARES

ARES 是 ISIS 原理图转换成 PCB 板的一种简捷的工具 ,其基本特点是 :

(1)支持 16 个铜箔层、2 个丝印层、4 个机械层 ;

(2)自动回注 ,支持引脚交换和门交换 ;

(3)强大的编辑功能 ;

(4)完备的器件库 (包括 SM782 标准的 SMT封装库) .

3 虚拟仿真软件与单片机实验结合的优点
现有单片机实验室 ,能实现课程的理论性验证. 学生通过硬件实验可以对微控制器、存储器、特殊寄存

器、外围器件、封装等概念加深理解 ,掌握编程的方法. 但是采用 Proteus 仿真软件做虚拟实验 ,具有比较明显

的优势 :

(1)系统资源丰富 :8 000 多个虚拟元器件、虚拟的仪表资源和调试手段 ,并具有与汇编、C51 等软件的良

好接口 ,克服了单片机实验箱中实验内容固定不变等方面的局限性 ,可以扩展更多的实验 ,增强学生的学习

兴趣.

(2)硬件投入少 ,节省投入资金 :在实际教学中 ,如果微控制器涉及到 51 系列、PIC 系列、AVR 等 ,为保

证教学的需要 ,必然要投入各种实验设备 ;在实验过程中还存在元件、仪器仪表的损毁问题. 采用 Proteus 软

件提供的虚拟元件在 ISIS 上搭建电路进行仿真 ,用虚拟仪表测量 ,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所以 ,采用软件的

方式进行教学 ,其经济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3)学生可自行设计实验 :采用 Protues 软件进行仿真实验 ,学生可在计算机上自行设计所需实验 ,画原

理图、编写源代码、反复调试 ,观察结果 ,直到最终满意为止.

(4)协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 :一个较大的工程项目 ,是由几个成员共同来完成的 ,学生可以分工协作 ,充

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在 Proteus 软件中进行联合调试 ,这是单片机硬件实验室无法实现的 ,因此有利于培养和

锻炼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

4 单片机实验室建设的配置方案
(1) 原有实验室应具备的配置 :计算机、实验箱、仿真器按标准班级的数量配置 ,基本保证每人一台 ;编

程器、示波器和万用表等少量配置.

(2) 虚拟仿真软件的配置 :选用 Proteus 软件仿真系统 ,在单片机实验室为每台计算机安装一套该软件

(可购置网络版软件) ,可弥补硬件设备的不足.

(3) 编译调试环境选用 Keil C51 uVision2 软件 : Proteus 软件支持 Keil C51 uVision2 联合调试. Keil C51

uVision2 软件集编辑、编译和程序仿真于一体 , 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软件之一 ,该软件支持多种汇编和 C 语言

的编程 ,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大有益处.

5 应用实例
以 AT89C51 单片机为基础设计的 4 个发光二极管 (分两组)分别点亮的例子 ,说明 Proteus 软件能虚拟仿

真硬件电路 ,操作便捷 ,其实现方法和过程具有普遍意义.

5. 1 　绘制仿真电路的原理图

启动 Proteus ISIS ,在编辑窗口中绘出如图 2 所示的电路. 其功能是利用 P1 口引脚分别置高低电平 ,使 4

个 LED 灯分别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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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程序编制

(1)在 ISIS 编辑窗口选择 Source \ Define Code Tool 菜单项 ,选择代码生成工具 ,因本例用 51 系列的单片

机 ,则选 ASEM 工具[4 ] . 再选择 Source \ Add/ Remove Source File 菜单项 ,在 Code Generation Tool 选项区 ,选

ASEM51 工具. 然后单击 New 按键 ,输入源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LED. ASM.

(2)打开 Source 菜单 ,点击文件名 LED. ASM ,则出现源程序编辑窗口 ,进行编辑. LED. ASM 程序如下 :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 MOV SP , # 60H

LOOP1 :MOV P1 , # 0FH

ACALL DELAY

MOV P1 , # 0F0H

ACALL DELAY

SJMP LOOP1

DELAY ;为延时 0. 5 s 的子程序

(3)选择 Source \ BUILD ALL 菜单项编译文件 ,将生成 LED. HEX 文件. 编译成功后系统输出编译日志 ;

如编译出错 ,编译日志窗口会提示错误信息 ,在源程序编辑窗口中修改 ,直到编译成功.

(4)在 ISIS 中 ,选中单片机 AT89C51 ,再右键点击 AT89C51 ,出现对应的对话框 ,在 Program File 中填入

“LED. HEX”文件 ,然后点击“OK”,此时 ,完成了程序的编制[3 ] .

5. 3 　系统仿真

在 ISIS 窗口的下方有 4 个模拟调试控制按钮 :运行、步进、暂停和停止按钮 ,点击运行按钮 ,即可仿真 ,

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应用实例原理及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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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建立软、硬件兼备的单片机实验室有利于促进课程和教学的改革 ,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全面培养 ,有利于

节约项目的开发时间和成本 ,对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实验室建设水平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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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experiment of expanding MCU based on proteus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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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Establish the MCU laboratory having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 a Proteus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is needed

configure. In this way , a lot of the MCU experiment can be achieved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Proteus software , and stu2
dents will design item of practice engineering by themselves , so that the hardware resources is economized and students’

capability to do something is cultivated and the problem with the funds strain because of the MCU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quipments maintenance is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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