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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us 软件的单片机仿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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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roteus在单片机 CPU 和外围器件方面卓越的仿真能力使其成为目前最好的仿真工具之一。本文介绍了 Proteus

的特点 ,并结合一则实例说明了其用于单片机的仿真方法 ,旨在为单片机爱好者和技术人员提供一种单片机学习的

辅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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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CU simulation method using Proteus software

WANG Ning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Shandong Institute of Light Industry ,Jinan 250353 ,China)

Abstract :Proteus shows remarkable simulation ability to MCU and theperiphery component that make it become

one of the best simulation tools at present .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MCU simulation

method of Proteus with a real example. Its aim is to provide an auxiliary method for the amateur and the technical

personnel on MCU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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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片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以来 ,以其体积

小、重量轻、价格便宜、功耗低、便携性、抗干扰能力强

以及灵活的控制能力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其应用领域

遍及工业控制、计算机外围设备、仪器、仪表、数控机

床等各个方面。单片机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电

子、通信、计算机、机电一体化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成

为当前教学和科研的热门技术。

近些年来计算机仿真技术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同

时推动了单片机仿真技术的进步。仿真工具的出现

为单片机初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 ,一种单

片机开发的辅助方法。目前用于单片机仿真的工具

很多 ,有些主要用于软件仿真 ,侧重于算法的验证 ,学

生无法获得直接的硬件开发经验 ;有些用于硬件仿真

的工具对于 CPU 的仿真能力有限 ,至于对 CPU 外围

的硬件仿真更是无能为力。Proteus 在单片机 CPU 和

外围器件方面表现出的卓越的仿真能力使其成为目

前最好的仿真工具之一。Proteus 不仅可以仿真 8051

系列、AVR 系列、PIC 系列等主要常见系列单片机及

其外围电路 ,同时 Proteus 提供了数目庞大 ,门类齐全

的各类常见器件库 ,具有较强的 PCB 设计功能 ,Pro2
teus 的操作灵活 ,自动连线等优点为设计人员提供了

一个非常友好的开发界面。Proteus 不断完善的功能

和强大的仿真能力被越来越多的设计人员所喜爱 ,在

大学生电子竞赛各参赛队伍中也逐步得到了推广。

1 　传统单片机教学存在的问题

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 ,我国各大中专院

校在相关专业开设了不同类型的单片机课程及相关

的实验和综合设计。旨在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大

学生电子竞赛项目中 ,单片机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开

发工具。在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里要完成由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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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家精心设计的题目难度很大 ,这不仅要求参赛

队员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 ,还要能熟练地使用单片机

等手段快速、准确地进行系统设计。竞赛作品的性能

也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有关专业教学和实践能力的重

要指标。

摆在教师和学生面前的问题有 : (1) 如何摆脱实

验箱的束缚。传统的单片机教学和实验是立足于实

验箱的 ,这种方式的明显缺点就是学生的动手经验完

全来自于加工成箱的实验设备 ,学生主要的工作是机

械地接孔连线 ,创造性的思维完全被禁锢在小小的实

验箱中 ,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开发兴趣 ,同时还会造成

认知上的误区 (不少从实验箱中走出来的学生认为所

谓单片机开发就是在一个箱子里穿针引线) 。(2) 如

何在课时有限和实验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更好地锻炼

学生的动手能力。使用硬件仿真器和动手设计电路

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但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单

片机作为传统型电子系统设计方法 ,要求设计人员事

先确定好硬件和软件系统的实施方案 ,诸如系统由哪

些模块组成、各个模块的具体组成电路、采用什么样

的元件和芯片 ,如何进行连接等问题在系统搭接之前

都应当解决 ,这就要求设计人员不仅要熟悉五花八

门、数目庞大的各种通用元件 (如 TTL 元件和 CMOS

元件) ,还要具备比较丰富的电路设计经验 ,这对于一

个没有任何单片机开发经验的初学者或普通学生来

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 设计方案在软、硬件

系统最后调试之前是较难确定其成功率有多大 ,而且

单片机开发所需的仿真器、编程器及各类元器件 ,对

于一个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

一旦出现致命性的问题 ,很多情况下需要重新设计系

统和搭接电路 ,这对于学生的经济支出和自身信心的

损失都将是很大的。

2 　仿真教学方法的引入及意义

2. 1 　仿真的概念及意义

仿真是利用计算机对实际的物理模型或数学模

型进行试验 (虚拟仪器的虚拟实验) ,通过这样的模型

试验来对一个实际系统的性能和工作状态进行分析

和研究。其本质是对系统数学模型进行数值计算。

传统的研发步骤是 :购买元件 ;制作电路 ;配置实验仪

器进行实验。而现代的研发步骤是 :需求分析 ;方案

设计 ;建模 ;仿真实验 ;设备制造和系统集成。在 ITU

(国际电信联盟)第三代通信系统的标准中规定 :技术

文本与仿真结果必须同时提交[1 ]。

2. 2 　仿真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电脑仿真技术是教学科研和工程设计的强有力

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电脑仿真技术的

日益完善 ,学校的教学实验也逐步用上了电脑仿真实

验室 ,即采用电脑软件来模拟教学实验内容 ,使学生

摆脱了对实验室的依赖。同时 ,可针对教学大纲要求

进行各种实验和练习 ,通过引入电脑仿真技术实验证

明 ,大大提高了学生掌握所学内容的效率。其优点

是 ,使用和分析实验结果十分方便和快捷 ,功能强大 ,

电脑仿真软件还具有仿真速度快、界面友好、仿真实

验数据处理方便等优点 ,是进行教学实验分析、设计

和教学研究的强有力的工具[2 ]。

仿真技术的引入缓解了实验室和师资的压力 ,节

约了经费。尤其是仪器分析教学中的各种光谱仪、色

谱仪等价格昂贵的设备 ,作为教学机构不可能购入多

台供学生实习使用。仿真教学可成为进厂实习前的

模拟教学手段 ,可显著改善进厂实习的效果。这种高

科技的教学方法 ,形成了新颖的教学模式 ,易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必将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使学

生毕业后更快的适应工作岗位[3 ]。

3 　优秀的单片机仿真工具—Proteus

Proteus 是由英国 Labcenter Electronics 在 1989 年

开发的 EDA 软件 ,至今已有十七年的历史 ,在全球广

泛使用———在国外有包括斯坦福、剑桥等在内的几千

家高校将 Proteus 作为电子工程学位的教学和实验平

台 ,在国内也有众多大学正在体验 Proteus 的独一无

二的功能并申报大学计划。Proteus 是目前最好的模

拟单片机外围器件的工具 ,被《电子世界》在其对 PCB

设计系统的比较文章中评为最好产品—“The Route to

PCB CAD”。

3. 1 　Proteus 仿真软件组成

Proteus 仿真软件包含两个应用程序 ,一个是 Pro2
teus ISIS :它是 Proteus 系统的中心。ISIS 拥有超过

8000 元件的大型元件库 ,包含几千个模拟和数字电路

中常用的 Spice 模型及各种动态元件 ,如三极管、555

定时器等基本元件 ,74LS00 等常用 TTL 和 CMOS 集成

块 ,完全适合于仿真模型 ; ISIS 为用户提供了非常友

好的作图界面 ,元件之间的连线方便、灵活、高效率 ,

剪切、移动等操作借助鼠标可简单实现 ; ISIS 还支持

层次图设计 ,支持 WMF、BNP、DXF 等多种图形输出格

式。Proteus 的另外一个应用程序就是 proteus ares ,

用于直接将 Proteus ISIS得到的仿真原理图生成 PCB

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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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Proteus 的特点

Proteus 不仅可以完成质量精美可以达到直接出

版水平的原理图和 PCB 版图 ,和其他仿真软件相比 ,

其功能上最卓越的改进是可以直接仿真 CPU 及外围

电路 ,这种仿真能力是 Multisim 等仿真软件望尘莫及

的。同时 Proteus 还提供了丰富的虚拟工具 ,如示波

器、逻辑分析仪等 ,用户借助这些虚拟工具可以直接

观察电路系统的硬件结果 ,尽管虚拟仪器的精度有

限 ,但整个操作过程如同利用硬件仿真器和其他测试

仪器直接进行硬件开发 ,还可以根据虚拟仪器的结果

直接进行源代码的调试 ,以上过程不同于纯粹的软件

仿真侧重于算法的验证 ,这种仿真过程是可以给用户

带来直接的硬件开发经验。

Proteus 的显著的特点如下[4 ] :

(1)全部满足单片机软件仿真系统的标准 ,并在

同类产品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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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 232 动态仿真、

I2C调试器、SPI 调试器、键盘和 LCD 系统仿真的功

能 ,有各种虚拟仪器 ,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信号发

生器等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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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量的存储器和外围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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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他任何一款软件

不能相比的。

3. 3 　Proteus 辅助单片机教学的意义

目前企业单位对单片机应用人才的需求量仍然

很大 ,但对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所以单片机

教学一方面要面临实验室经费紧张 ,课时有限的困

难 ,另一方面为了增大学生的的就业机会 ,我们的教

学必须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单片机实践

机会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是教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Proteus等仿真工具的出现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辅助手段。借助 Proteus 的对 CPU 和外围电路

强大的仿真能力以及丰富的资源库 ,可以有效地替代

硬件仿真器进行先期的软硬件调试 ,等到仿真结果基

本理想时再进行实际的硬件调试 ,这样的开发过程不

仅高效 ,而且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这对于解决实

验室资源紧张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对于刚接

触单片机的学生来说 ,拥有一台计算机和一套 Proteus

软件 ,就可以很好地开展单片机的入门学习 ,还可以

积累一些实用的硬件开发经验。

4 　一则基于 Proteus 的 51 系列单片机
　仿真举例

　　下面通过使用 Proteus 软件仿真 51 系列单片机控

制LED 的实例来说明该工具的使用方法。本实例的

主要内容为 :用 AT89C51 作为主控芯片来控制 8 个

LED 的亮灭 ,亮灭的方式通过改变程序完成 (如可让 8

个灯依次循环亮灭或先亮四个 ,延迟一段时间后 ,先

亮的熄灭 ,再让剩余的四个灯亮等方式) ,可通过 Pro2
teus 仿真的结果来调试软硬件 ;74LS04 用来提高输出

的驱动能力 ,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

仿真过程如下 :

第一步 :打开 Proteus 6 Professional (运行 ISIS 6

Professional) ,绘图界面如图 1 所示。

图 1 　Proteus ISIS 6 Professional 的绘图界面

第二步 :添加所需元件并连接电路图。本实例所

需要元件为 :AT89C51、74LS04、电阻、“地”,所画电路

如图 2 所示。

图 2 　AT89C51 控制的 8 路LED 原理图

第三步 :添加仿真文件。先右键单击 AT89C51 ,

再左键单击 ,在弹出的 Edit Component 对话框中的

Program File 一栏选择仿真文件。本实例的仿真文件

为由 Keil uVision2 编译源文件Led. C而产生的仿真文

件 Led. hex。Clock Frequency 一栏设置频率为 12

MHZ。添加结果如图 3 所示。

第四步 :单击 # 图标开始仿真。此时 8 个 LED

开始亮灭 ,根据亮灭的状态进行源代码的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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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仿真文件的添加与设置

5 　结束语

Proteus 仿真工具可以为广大单片机初学者及工

程技术人员提供单片机开发的辅助手段 ,也为我们有

效地开展单片机教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希望

通过本文的介绍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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