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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us 在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方天红
(孝感学院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湖北 孝感 432000)

摘 　要 :分析了传统的单片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用 Proteus 教学的观点 ,并结合实例利用 Pro2
teus 软件进行单片机系统的设计与仿真 ,说明在单片机课程教学中引入 Proteus 软件可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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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课程是电类专业一门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理论教

学与实验环节 ,使学生正确理解单片机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 ,掌握单片机程序设计和接口应用的

基本方法 ,并能综合运用单片机的软、硬件技术分

析实际问题 ,为工业生产、科学研究和实验设备等

领域的单片机应用和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注重

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

单片机的课堂教学及实验中存在的问题如。

1)单片机课堂教学以往多以理论教学为主 ,

实验教学内容大部分实验是验证性实验。但单片

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学中需要很多硬

件设备 ,如电脑、仿真器、实验目标板、编程器等。

一般理论课堂难以辅助硬件进行教学 ,即便演示 ,

效果也不好 ,一般单片机实验箱也只是起验证实

验的作用。

2)学生实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单片机实

验室由于存在着场地和时间等问题 ,学生除了上

课外 ,平时难得有机会实践。个人配备单片机实

验开发系统 ,因成本较高 ,很多学生无法承受。同

时一般单片机实验箱由于是成品 ,学生很难参与

到其中的细节设计中去 ,学生动手能力很难得到

训练与提高。

3)实验设备不足 ,单片机实验室建立成本高。

目前各个高校都建立了单片机实验室 ,并且基本

都是采用相应的硬件仿真设备 ;但是由于单片机

的种类繁多 ,再加上资金的限制 ,不可能在一个实

验室包括所有种类的单片机仿真设备。为此 ,针

对单片机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

文对在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中引入仿真软件

Proteus ,为提高教学效果做一些探讨。

1 　Proteus 在单片机课程中的运用

1. 1 　Proteus ISIS 简介

Proteus ISIS 是英国 Labcenter 公司开发的

电路分析与实物仿真软件[ 1 ] 。它运行于 Windows

操作系统上 ,可以仿真、分析 ( SPICE) 各种模拟器

件和集成电路 ,该软件的特点是。

(1)实现了单片机仿真和 SPICE 电路仿真相

结合。具有模拟电路仿真、数字电路仿真、单片机

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的系统的仿真、RS232 动态仿

真、I2C 调试器、SPI 调试器、键盘和 L CD 系统仿

真的功能。

(2)具有各种虚拟仪器 ,如示波器、逻辑分析

仪、信号发生器等。

(3)支持主流单片机系统的仿真。目前支持

的单片机类型有 :68000 系列、8051 系列、AVR 系

列、PIC12 系列、PIC16 系列、PIC18 系列、Z80 系

列、HC11 系列以及各种外围芯片。

(4)提供软件调试功能。在硬件仿真系统中

具有全速、单步、设置断点等调试功能 ,同时可以

观察各个变量、寄存器等的当前状态 ,因此在该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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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仿真系统中 ,也必须具有这些功能 ;同时支持第

三方的软件编译和调试环境 ,如 Keil C51 uVi2
sion2 等软件。

(5)具有强大的原理图绘制功能。总之 ,该软

件是一款集单片机和 SPICE 分析于一身的仿真

软件 ,功能极其强大。

1. 2 　Proteus 单片机系统仿真

下面结合一个单片机并行口控制 L ED 的例

子 ,说明如何应用 Proteus 进行单片机和单片机

外围电路的设计和仿真。要求利用单片机

A T89C51 的 P0 口的 P0. 0～P0. 7 引脚连接到一

个共阴数码管的 a～h 的笔段上 ,数码管的公共端

接地。

在数码管上循环显示数字 0～9 ,时间间隔为

0. 2s。仿真过程包括 : 绘制电路原理图 , 编写

ASM 源程序 ,利用 Wave 6000 或者 Keil C51 编

译、并调试正确 ,最后利用 Proteus ISIS 进行在线

仿真观察结果。

(1)绘制原理图。

打开 Proteus 6. 9 SP4 编辑环境 ,按照题目设

计要求添加所需元件。元件添加后 ,在编辑区域

按照图 1 所示原理图连接硬件电路。

图 1 　电路原理图

(a) Keil C51 调试环境 　　　　　　　　(b) Wave 6000 调试环境

图 2 　程序调试环境

　　(2)编译生成. Hex 文件。

在利用 Proteus 进行单片机硬件仿真的过程

当中需要对应于源文件的. Hex 文件 ,生成此文件

可以利用单片机源文件编译调试软件 Wave 6000

或者单片机高级语言 C51[ 2 ] 编译软件 Keil

C51 [3 ,4 ]生成 ,编译调试界面如图 2 所示。

(3)调试与仿真。

在原理图编辑区右键选定 A T89C51 ,再左键

单击编辑其属性。可在其中设置 Clock Frequen2
cy ,本例中设定为 12M Hz。在 Program File 中加

入编译生成的目标文件 led. hex ,最后可点击 De2
bug 菜单下的 子菜单 ,单片机开始工

作 ,可以看到数码管的数字由 0～9 循环显示 (见

图 3) 。点击按钮 停止仿真 ,按钮 为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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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程序仿真运行结果

2 　结　语

　　本文结合实例详细介绍了 Proteus 软件仿真

功能。可以看出 ,Proteus 功能强大 ,使用方便 ,能

很好地对一个以单片机为核心的电路系统进行仿

真。将其应用在单片机教学中 ,可以有效地解决

学习者需要硬件投资、理论与实践脱钩、动手能力

差的问题 ;将其应用在实际的单片机系统开发中 ,

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让开发者将主要精力投放在

系统开发上 ,提高开发效率、降低开发成本。在单

片机课堂教学中采用多媒体和 Proteus 软件相结

合方式 ,可以使传统的枯燥教学变得直观、生动 ;

另外 ,在单片机课程教学过程中 ,可采用项目教学

法 ,本文只通过单片机并口驱动 L ED 的简单实例

来讲解并口的应用 ,对于更复杂的单片机系统来

说 ,可采用此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学习单片机的

兴趣 ,这必将对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起到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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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teus Soft ware in the Teaching of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of SingleΟchip Microcomputer Courses

Fang Tianhong
( 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 ronicΟi n f ormation Engineering , X iaogan Universit y , X iaogan , H ubei 432000 ,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 he problems of t raditional singleΟchip microcomp uter teaching , the paper sug2
gest s t hat Proteus software should be applied in t he teaching of singleΟchip microcomp uter teaching.

An example was used to illust rate the designing and simulation of t he singleΟchip microcomp uter sys2
tems which applied t he Proteus software , and t he Proteus sof tware is in favor of imp roving t he effect

of singleΟchip microcomp ute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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