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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单片机的开发需要良好的软件环境的支持 ,现在国内外已经有若干软件仿真支持 51 系列单片机 ,但外围设备

的仿真仍然是仿真软件的一个薄弱环节。针对目前流行的 Keil 公司的仿真器 ,结合 Proteus 仿真软件 ,介绍了对单片机外围

设备的仿真实现。为单片机的软硬件结合虚拟仿真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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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s needs favorable software sustainment . Nowadays ,there are cer2
tain software simulation support the 51 families in the world ,but the simulation of the peripheral equipment is still a weak item

of the simulation software. Aiming at the popular emulator manufactured by the Keil Co . ,combined with the simulation soft2
ware Proteus.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simulation realiz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s peripheral equipment ,p 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virtual simul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s hardware and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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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单片机在价格降低的同时性能不断提高 ,使

得他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行业。单片机作为一种典型的嵌

入式系统 ,其系统设计包括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程序设计

两个方面。系统调试一般分为软件调试、硬件测试和系统

测试 3 个方面。单片机自身没有自开发功能 ,必须借助于

工具。目前 ,国内外推出了很多基于个人计算机的单片机

开发系统。软件模拟仿真器是最常用的开发方法 ,他是在

个人计算机上 ,用软件来进行仿真的方法 ,对于那些只用

到单片机内部资源的设计来说 ,可以用软件仿真来完成。

但是 ,由于目前大多数厂商提供的模拟仿真产品还不能提

供对单片机外围设备 (如液晶显示模块 ,键盘模块 , A/ D

和 D/ A 转换模块等) 的仿真。

所以 ,对于一些用到外围设备的设计来说 ,模拟仿真

器就力不从心了。

针对这种情况 ,有人提出利用硬件软化的思想 ,将外

围设备的功能在软件中实现 ,通过运用面向对象的开发环

境编写动态链接库 ,来实现对外围设备的仿真。但这种方

法也有缺点。他不能将整个系统连接在一起进行仿真实

现 ,同时也不能很直观地看到系统运行的结果。针对这种

情况 ,本文介绍一种基于 Proteus 和 Keil 仿真器的软硬件

结合仿真方法 ,从而可以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

2 　方案设计

2. 1 　KeilμVision 2 简介

Keil 是德国 Keil 公司开发的单片机编译器 ,μVision 2

是 Keil 公司关于 8051 系列 MCU 的开发工具 ,可以用来

编译 C 源码、汇编源程序、连接和重定位目标文件和库文

件、创建 HEX文件、调试目标程序等 ,是一种集成化的文

件管理编译环境。集成了文件编辑处理、编译连接、项目

管理、窗口、工具引用和软件仿真调试等多种功能 ,是相当

强大的开发工具。在μVision 2 的仿真功能中 ,有两种仿

真模式 :软件模拟模式和目标板仿真调试模式。

2. 2 　Proteus 简介

Proteus 软件是来自英国Labcenter electronics 公司的

EDA 工具软件 ,除了其具有和其他 EDA 工具一样的原理

布图、PCB 自动或人工布线及电路仿真的功能外 ,其革命

性的功能是 ,他的电路仿真是互动的 ,针对微处理器的应

用 ,还可以直接在基于原理图的虚拟原型上编程 ,并实现

软件源码级的实时调试 ,如有显示及输出 ,还能看到运行

后输入输出的效果 ,配合系统配置的虚拟仪器如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等 ,建立了一个完备的电子设计开发环境。

Proteus 产品系列也包含了革命性的 VSM 技术 ,可以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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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微控制器的设计连同所有的外围电子器件一起仿真。

用户甚至可以实时采用诸如 L ED/ LCD、键盘、RS 232 终

端等动态外设模型来对设计进行交互仿真。

2. 3 　Proteus 与 KeilμVision 2 的完美结合

Proteus 与 KeilμVision 2 之间是通过 TCP/ IP 进行通

信的。Proteus 与 KeilμVision 2 可分别运行于两台 PC 机

上 ,也可在同一台 PC 机上运行。但要保证 PC 机上安装

有 TCP/ IP 协议。下面介绍 Proteus 与 Keil μVision 2 接

口的步骤 :

(1) 在 Proteus 安装目录下的 MODEL S 子目录中找

到 VDM51. dll 并将其拷贝到 Keil 安装目录下的BIN 子目

录中。

(2)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Keil 目录下的 TOOL S. INI 文

件 ,在键 [ C51 ] 下找到 TDRV0 = BIN \ MON51. DLL ( "

KEIL MONITOR 51 DREVER") ,在其后加入 : TDRV1

= BIN\ VDM51. DLL (" PRO 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这里必须是英文字符 ,完成后保存。

(3) 运行 KeilμVision 2 ,进入 Project 菜单的 Option

for Target‘工程名’,在 Debug 选项卡的右栏上部下拉菜

单中选择 PRO TEUS VSM MONITOR 51 DRIV ER。如

图 1 所示。

图 1 　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 ER 的 IP 设置

完成后单击右侧的 Settings 按钮 ,如果不是在同一台

PC 上运行 ,则应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另一台的 PC 的

IP 地址 ,端口号不用改变 ,一定要选用 8000。如果是在同

一 PC 机上运行 ,则 IP 地址可设为 127. 0. 0. 1 ,端口号

不变。

(4) 打开 Proteus ,在 Debug 菜单下选择 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画好相应的仿真电路图 ,然后打开 Keil

μVision 2 ,编写好程序 ,编译完成后 ,单击 Debug 菜单下的

Start/ Stop Debug Session 菜单项 ,则 Proteus 将被带至前

台并启动仿真。

3 　应用实例分析

下面以 A T89C51 单片机设计的 99 秒计时器为例 ,介

绍如何通过 Proteus 与 KeilμVision 2 的结合实现对单片

机外围电路的仿真。其实现方法和过程具有普遍意义。

3. 1 　硬件电路的实现

运行 Proteus ,通过选择相应的元器件 ,绘制硬件电路

图 (由于篇幅原因 ,这里不详细介绍电路图的绘制方法 ,相

关内容可查阅有关的应用手册) 如图 2 所示。

图 2 　99 秒计时器的硬件电路图

3. 2 　软件的实现

打开 Keil μVision 2 ,新建一个项目 ,命名为 Time.

uv2。选择 Project 菜单下的 Select Device for Target 为这

一项目选择目标 CPU , 这里选择 A TMEL 公司的

A T89C51。接着单击 Project 菜单下的 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菜单项 ,选择 Debug 选项卡 ,进行如图 1 所示的

设置。然后新建一个源文件 time. asm ,写入如下的源

程序 :

OR G　　00 H 　　　
MOV R4 , # 00 H ;计数指针初值

LOOP : MOV P2 ,R4 ;将计数指针输出至 P2
CALL DELA Y ;延时 1 s
XCH A ,R4 ;将计数指针值与累加器的内容交换
ADD A , # 01 ;累加器 (计数指针)加 1
DA A ;做十进制调整
XCH A ,R4 ;将累加器的内容与计数指针交换
J MP LOOP ;重复

DELA Y: MOV R5 , # 50 ;1 s
D1 : MOV R6 , # 40 ;20 ms
D2 : MOV R7 , # 40 ;0. 5 ms

DJ NZ R7 , ＄
DJ NZ 　R6 ,D2
DJ NZ 　R5 ,D1
RET
END

写完程序后将该程序文件加入到当前工程项目中去

进行编译 ,编译通过后 ,就可以进行仿真了。单击 Debug

菜单下的 Start/ Stop Debug Session 菜单项 ,这时切换至

Proteus 界面会发现 ,99 秒计时器电路已经启动仿真(处于

仿真暂停状态) 。此时在 KeilμVision 2 中单击 Debug 菜

单下的 Go 菜单项 (或按 F5 键) 连续运行程序 ,再切换至

Proteus 界面 ,我们发现 99 秒计时器电路已经开始仿真运

行了。结果如图 3 所示。
(下转第 146 页) 　

341

《现代电子技术》2006 年第 18 期总第 233 期 　þ 集 成 电 路 ü



检测。

图 2 　临界状态时系统输出的相平面轨迹

图 3 　信号输入后系统的相平面轨迹

在系统中加入待测信号 , 此时系统策动力变成

f dcos (ω1 t) + y ( t) ,由于对信号进行了相关与滤波处理 ,

噪声与干扰被滤除 ,所以系统相平面轨迹也立刻由混沌状

态变成大尺度周期运动状态。调节噪声和干扰的幅度值 ,

当噪声幅度调到 1. 418 44 ,系统输出状态图不变 ,即仍为

大尺度周期运动状态 ,此时被测信号的信噪比为 :

SNR = 20log 0 . 000 001
1 . 418 44

= - 123 . 036 2 dB

　　比较系统输出被测信号的信噪比可得出 ,经过相关和

滤波处理后的混沌系统检测的效果要比单纯混沌检测的

效果好 ,即具有更低的信噪比要求。

6 　结 　语

本文将混沌信号检测、自相关检测以及信号滤波处理

三者结合成混合检测系统 ,提出了基于该系统的双频信号

检测方法。通过以上分析及仿真实验可知 ,本文所提方法

在电话网信号检测中的确具有很强的抗干扰和噪声的优

势。因此 ,本方法的提出将给检测电话网信号增添一种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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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 Proteus 和 Keil 接口的单片机

外围硬件电路仿真的实现方法 ,该方法具有普遍意义。

图 3 　Proteus 和 Keil 联调时的电路运行图

通过实际应用发现 ,采用该方法可以大大简化硬件电路测

试和系统调试过程中电路板制作、元器件安装、焊接等过

程。很明显 ,使用该方法进行系统虚拟开发成功之后再进

行实际制作 ,无疑可以提高开发效率、降低开发成本、提升

开发速度 ,对单片机系统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 吴金戌 ,沈庆阳 ,郭庭吉. 8051 单片机实践与应用 [ M ] . 北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 ] 胡伟 ,季晓衡.单片机 C 程序设计及应用实例 [ M ] . 北京 :人

民邮电出版社 ,2003.

[3 ] 刘文秀 .单片机应用系统仿真策略的研究 [J ] . 现代电子技

术 ,2005 ,28 (14) :25 27.

作者简介 　宁成军 　男 ,1979 年出生 ,助理实验师。研究方向为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641

测试 ·封装·材料 张锦政 :基于混沌振子的电话网信号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