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装饰灯系统设计

陈文辉

(福建省侨兴轻工学校，福建 福清 350301)

摘 要：通过对装饰灯的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介绍了 Proteus和 KeilC 两种软件的使用方法及其

连接调试方法。使用 Proteus和 KeilC 结合进行系统开发，待虚拟开发成功之后再进行实

际制作，这种方法可以降低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效率，对单片机系统开发具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

关键词：单片机；控制；Proteus；KeilC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550X（2007）08-0015-07

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的调试过程中，硬件调试和系统调试一般要在电路板制作完成之后才能

进行，且在调试过程中需反复调整电路。如果采用 Proteus和 KeilC 结合来进行单片机系统的设计

和仿真，则可以在软件中进行电路设计，并且硬件调整可以在 Proteus中直接进行。在系统虚拟开发

成功之后再进行实际制作，这样可以降低开发成本、提高开发速度。

1 Proteus简介及电路设计

1.1 Proteus软件简介

ProteusISIS软件是来自英国 Labcenterelectronics公司的 EDA 工具软件。其革命性的功能是其

电路仿真是互动的，可以针对微处理器在基于原理图的虚拟原型上编程，实现软件源码级的实时

调试。ProteusISIS软件也包含了 VSM 技术，可以对基于微控制器的设计连同所有的外围电子器件

一起仿真。

ProteusISIS的工作界面是一种标准的 W indows界面，包含有标题栏、主菜单栏、标准工具栏、

绘图工具栏、状态栏、预览窗口、对象选择器窗口、图形编辑窗口等。

1.2 电路设计

用 Proteus软件设计装饰灯的单片机控制电路图如图 1所示。电路的核心是单片机，选择

AT89C52芯片，内含 8K 字节的程序存储器，在设计中可避免扩展程序存储器，简化电路。2个按键

———Proteus和 Keil C 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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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K2一端分别接到单片机的 P3.2、P3.3脚，另一端接地。当按下按键时相应的单片机 I/O 口就接

到了低电平。K1作启动 /停止按键；K2作装饰灯花样模式转换键，控制系统设置 4种花样模式，点

击一次 K2，转换一种花样模式。

负载为 12盏灯，分成 2组，每组 6盏。6盏灯分别由 P1.2～P1.7控制。若单片机 P1.x口输出为

0，经非门，晶闸管接通；若 P1.x输出为 1，晶闸管断开。2组灯状态分别由 P1.0、P1.1控制。P1.0控制

第 1组灯的状态，若 P1.0=0，则组 1接通，这时 P1.2～P1.7某位为 0，则相应灯亮；为 1，则相应灯

灭。当 P1.0=1，则组 1断开，组 1所有灯灭。P1.1控制第 2组灯的状态，与组 1类似。通过控制 P1口

状态，即可控制灯的状态。

图 1 用 proteus设计的电路图

1.3 按照设计顺序依次介绍操作过程

1.3.1 元器件的添加和放置

● 选择元器件 点击 Proteus元器件选择器窗口中的“P”按钮，出现 PickDevices对话框,在这

个对话框中选择元器件。在 PickDevices对话框的左上方 Keywords栏中输入“AT89C52”，在对话框

的右侧，双击“AT89C52”，这样在左边的元器件选择器就有了 AT89C52这个元件了。同样方法，选

择元器件 RES(电阻)、CAP(电容)、CRYSTAL(晶振)、FUSE（保险丝）、BUTTON (按键)、LED(发光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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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4049（六输入非门）、Lamp（灯）和 L2002L8（晶闸管）。选择元器件完成后，关闭 PickDevices对话

框。

● 放置元器件 点击一下 AT89C52，在原理图编辑区的适当位置，左击鼠标，把 AT89C52器件

放到了原理图区。同样方法放置其他元件。

1.3.2 放置电源及接地符号 点击工具箱的接线端 按钮。在器件选择器里点击 GROUND，鼠

标移到原理图编辑区，左击一下即可放置接地符号；类似地把电源符号放到原理图编辑区。

1.3.3 元器件的编辑

● 选中元器件 用鼠标指向元器件并右击即选中该元器件。

● 删除元器件 在选中的元器件上点击右键删除该元器件。

● 拖动元器件 在选中的元器件上按住左键拖动该元器件。

● 调整元器件的朝向 选中元器件后，用鼠标左击旋转工具按钮。

● 编辑元器件的属性 在选中的元器件上左击鼠标，出现属性编辑对话框，进行属性的编辑。

1.3.4 画线 Proteus中含有线路自动路径器(简称 W AR)，方便在 2个对象间画线。当鼠标的箭头

靠近一个元器件的连接点，出现一个“×”号，左击该点，再左击另一个连接点，W AR 将选择一个合

适的线径，完成画线。

2 KeilC 简介及程序设计
2. 1 KeiluVision2简介

KeilC 是德国 Keil公司开发的单片机编译器，uVision2是该系列软件中关于 805l系列单片机

的开发工具，是一种集成化的文件管理编译环境，具有相当强大的开发功能。

Keiluvision2的工作界面是一种标准的 W indows界面，主要由菜单栏、工具栏、源文件编辑窗

口、工程窗口和输出窗口五部分组成。

2.2 程序及程序设计过程

● 建立一个工程项目 进入 KeiluVision2，单击“Project”菜单，选中“new project”选项，输入一个

项目名并保存。

● 选择芯片 在随后弹出的“SelectDeviceforTarget”对话框中用鼠标单击 Atmel选择“89C52”

单片机后按确定。

● 确定选项 单击“Project”菜单，选中“option fortarget’target1’”选项，出现属性菜单，在 target

选项下“Xtal(MHZ)”栏中输入仿真器的晶振频率；在“output”选项下“CreateHEX FILE”栏前打勾选

中，其它采用默认设置，点击确定。

● 建立源程序文件 单击“File”菜单，选择“New”选项，在编辑窗口中输入源程序。程序输入完

成后，以 Lamptype.ASM 文件名保存该文件，源程序如下。

● 添加文件到当前项目组中 左击工程管理器中“Target1”前的“+”号，左击“SourceGroup1”选

中后右击，选择“AddFilestoGroup’SourceGroup1’选项，把源程序文件加入到 SourceGroup1中。



● 编译文件 点击”Project“菜单，选中”Rebuild alltargetfiles“选项，这时输出窗口出现源程序

的编译结果。如果编译出错，将提示错误的类型和行号，可以根据输出窗口的提示修改源程序，直

至编译通过为止。

Lamptype.ASM 源程序如下：

startendbit00h

lampstyleequ21h

lampdataequ22h

lampnum equ23h

org0000h

ajmpmain

org0030h

main:

movsp,#60h

movp1,#0ffh

clrstartend;启动时处于停止状态。

movlampstyle,#01h;启动取方式 1。

Movlampdata,#00h;从第 0个取灯亮的数据。

Movlampnum,#08h;每种方式有 8种状态。

loop:

acallkey;调用键盘程序。

jnbf0,lnext;如果无键按下，则继续，

acallkeyproc;否则调用键盘处理程序。

lnext:acalllamp;调用灯显示程序。

ajmploop;反复循环，主程序到此结束

;延时程序，键盘处理中调用。

delay:movr7,#100

d1:movr6,#100

djnzr6,$

djnzr7,d1

ret

;键盘处理程序。

keyproc:

mov a,b;从 B 寄存器中获取键值。

jb acc.2,keystartend;分析键的代码，某位被按下，则该位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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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 acc.3,keystyle

ajmp keyret

keystartend:cpl startend;第 1个键按下后处理。

ajmp keyret

keystyle:mov a,lampstyle;第 2个键按下后处理。

cjne a,#4,lmode;如果，已经是以方式 4运行，

mov lampstyle,#01h;则改成方式 1。

ajmp keyret

lmode:

inc a;按一次键，改变一种方式。

mov lampstyle,a

keyret:

ret

;按键检测程序。

key:

clr f0;清 F0，表示无键按下。

orl p3,#00001100b;将 P3口接有键的两位置 1。

;P3口某一位为输入线时，该位口锁存器应置成“1”。

mov a,p3;取 P3的值。

orl a,#11110011b;将其余 6位置 1。

cpl a;取反。

jz k_ret;如果为 0则一定无键按下，

acall delay;否则延时去键抖。

orl p3,#00001100b;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

mov a,p3

orl a,#11110011b

cpl a

jz k_ret;无键按下，返回。

mov b,a

setb f0;有键按下，设置标志。

k_ret:

ret

点亮灯

lamp：

第 8 期 陈文辉：基于单片机控制的装饰灯系统设计 ·19·



·20· 福 建 轻 纺 ·2007·

jb startend,lampstart;如果 startend= 1，则启动。

mov p1,#0fch

ajmp lampret;否则关闭所有灯，返回。

lampstart:

mov a,lampstyle

cjne a,#1,l_mode2

mov dptr,#l_table1;lampstyle=1，用方式 1。

ljmp lamplp1

l_mode2:

cjne a,#2,l_mode3

mov dptr,#l_table2;lampstyle=2，用方式 2。

ljmp lamplp1

l_mode3:

cjne a,#3,l_mode4

mov dptr,#l_table3;lampstyle=3，用方式 3。

ljmp lamplp1

l_mode4:

mov dptr,#l_table4;lampstyle=4，用方式 4。

lamplp1:

mov a,lampdata;取灯数据，从 p1口输出。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500ms

djnz lampnum,lamplp2;8个数据全部取出后，

mov lampnum,#8;重新赋值。

mov lampdata,#0

ajmp lampret

lamplp2:

inc lampdata;否则，加 1，待取下一数据。

lampret:

ret

d500ms:

mov r7,#255

d51:mov r6,#255



delay1:mov r5,#100

delay2:djnz r5,delay2

djnz r6,delay1

djnz r7,d51

ret

l_table1:db 01h,02h,04h,08h,10h,20h,40h,80h

l_table2:db 0fh,0f0h,0fh,0f0h,0fh,0f0h,0fh,0f0h

l_table3:db 01h,03h,07h,0fh,1fh,3fh,7fh,0ffh

l_table4:db 0ffh,0f7h,0f3h,0f1h,0f0h,70h,30h,10h

end

3 Proteus和 Keil C 连接调试
3.1 拷贝 VDM 51.dll文件 假若 Proteus与 Keil C 均已正确安装在 C: /Program Files的目录

里，把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MODELS/VDM51.dll文件复

制到 C:/Program Files/keilC/C51/BIN 目录中。

3.2 编辑 TO OL.INI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 C:/Program Files/keilC/C51/TOOLS.INI文件，在［C51］

栏目下加入：TDRV4=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其中“TDRV4”中

的“4”要根据实际情况编写，不要和原来的重复。

3.3 Keil C 的接口设置 在 Keil C 中打开项目属性设置窗口（option for target’ target1’），在

“Debug”选项的对话框右栏上部的下拉菜单里选中“Proteus VSM Monitor一 51 Driver”；点击

“Use”前面的小圆点；点击“Setting”按钮，设置通信接口，在“Host”后面添上“127.0.0.1”，在“Port”后

面添加“8000”，点击“OK”按钮即可。最后对程序进行工程编译，进入调试状态并运行。

3.4 Proteus的设置 进入 Proteus，在“Debug”菜单中， 选中“use romote debuger monitor”。

单击仿真运行开始按钮 ，实现 Proteus与 KeilC 连接调试。实验表明，调试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4 结束语
通过实际应用发现，使用文章介绍的方法进行系统开发，待虚拟开发成功之后再进行实际制

作，可以降低开发成本，提高开发效率，对单片机系统开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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