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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介绍了基于windows，利用VB，通过串口依照RS一232标准实现多片单片机与计

算机之间的通信。具体介绍了VB环境下串行通讯程序的编制，并给出了主要的程序代码，结合岩芯渗

透率测试系统，介绍了测试系统与PC机通讯的串口设计，给出了通信模块流程图。该串行通信程序的

设计具有线路简洁、性能良好、成本低、可靠性高等特点，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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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以PC机为控制中心的数据采集自动化

控制系统中，通常需要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用异步

串行通讯方式传给PC机，PC对单片机进行定时控

制，需要多个单片机协同工作。如果系统不很复杂，

可通过定时器控件控制收发过程，在必要的地方启

用自动接收装置，使定时控制和通讯过程完美地结

合起来。这样，可以免去“握手”协议的繁琐过程，简

化编程，提高速度。本文结合岩芯渗透率测试系统的

数据采集部分，介绍利用VB实现多片单片机与计

算机之间的串行通信。

1 VB环境下串行通迅程序的编制

本系统设计的数据处理程序将在WINDOWS

平台上，可以借助微软公司的Visual Basic开发了

上位机的应用程序。VB具有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

友好的用户界面、简单方便的串行通讯和实用性强

等优点，无须借用其他语言就可以开发出优秀的控

制系统通讯软件。本文介绍在WindoWS 2000环境

下，利用VB来实现PC机与多个ATMEL公司的

AT89C51单片机之间的串行通讯。

1．1系统初始化

Visual Basic提供了一个具有串行通信功能的

MSCOMM组件，运用它非常方便口qJ。Visual Basic

采用事件驱动模式，程序员只需要对Visual Basic

提供组件的属性、事件进行编程，然后再由这些组件

对相应的事件进行响应。这样就使得各个事件彼此

完全独立，减少事件间的耦合性，可以大大提高程序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简化了程序编码过程。

我们将使用的串口通信组件的名称定义为

MSComml，通信时，需要给它设置如下几个属性：

(1)选择串口号

MSComml．CommPort一1 ／*选择串口1*／

(2)打开串行口

MSComml．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当要准备关闭端口时，只需将PortOpen属性

设置为False即可。

(3)建立通信握手信号

MSComm1．Handshaking—comNone ／*选择

握手信号*／

(4)指定输入方式

MSComml．InputMode—comInputModeText f

*设置串口输入方式*／

(5)数据格式选择

MSComml．Settings一”2400，n，8，1” ／*设置

波特率、奇偶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

(6)开辟输出缓冲器的长度

MSComml．OutBufferCount一1 ／*开辟1个

字节的输出缓冲区*／

(7)开辟输入缓冲器的长度

MSComml．InBufferCount一48 ／*开辟48个

字节的输入缓冲区*／

(8)每完成一次通信事件，在程序结束之前，都

需要关闭打开的串行口，否则其他应用程序将无法

调用该通信口。

一3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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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omml．PortOpen—False／*关闭串口*／。

完成以上初始化工作，就可利用MSComm组

件的一些属性和事件来处理通信事件。利用

OnComm事件可以通过通信组件跟踪每个事件的

过程，利用CommEvent属性可检测所发生的事件。

为了保证数据更新的及时性，我们采用Visual

Basic自带的定时器组件Timer，由定时器定时处理

接收的数据。设置定时器定时间隔以后，在允许定时

器触发的情况下，定时器组件会定时响应定时事件。

将通信组件的收发数据事件放在定时器的定时事务

中，就可以满足实时反映现场数据的要求了。定时器

用于定时接收数据的程序流程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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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器就可以自动退出等待状态，并为下次通讯做好

准备。根据Visual Basic对变量范围的规定，用于报

警的标志位必须定义为全局布尔变量。这样就可以

保证添加时间越限报警功能后，应用程序在通讯出

现故障时仍然可以继续运行，这样就提高了应用程

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2上位机程序的实现

为实现通讯程序，须在VB开发环境下设置一

个用做控制通讯的窗体。窗体上主要有一个通讯控

件Mscomml和两个Timer控件。VB的特点是事件

驱动，定时器控件会定时触发相应事件的驱动程序。

通过Timer控件来控制通讯中的发送命令和

接收数据过程，在通讯程序中设置两个Timer控

件，Timerl用来控制发送单片机命令和接收单片机

数据，控件Timer2用来判断是否通讯超时，确保系

统安全。为了实现一台PC机和多单片机之间的通

讯，可在一个Timet控件的过程中，在发送命令之

前设定命令参数和要接收数据的单片机号，然后发

送单片机命令。

Private Sub Timer2一Timer()

cum超时一True

End SubPrivate Sub Timerl—Timer()

intflag一0

If intflagl一0 Then’单片机选择标志

intflagl==1

Else

intfla91=0

E：nd If

If intflagl一1 Then

intflag=intflag+4

stroutput=77 A’7

Length==28

Else

stroutput一”B”&Trim(Str(intflag))&

Trim(strP)＆Trim(strQ)＆Trim(strT)

Length==6

End If

MSComml．InputLen=o’input将读取接收

缓冲区的全部内容

MSComml．OutBufferCount一0’清除发送

缓冲区数据

MSComml．InBufferCount一0’清除发送缓

冲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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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omm 1．PortOpen—True

strinput—MSComm 1．Input

MSComml．Output=Trim(stroutput)

Timer2．Enabled—True

cum超时一False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l．InBufferCount>一

Length Or CUre超时一True

strinput—MSComml．Input

MSComm 1．PortOpen—False

End Sub

2 测试系统与PC机通讯的串口设计

2．1 串口传输功能

串行通讯在仪器设计中运用得比较多，在这里

是用它来传输硬件所采集的数据，再通过上位机进

行处理显示。89C51单片机虽然可以胜任部分数据

处理，但处理数据的能力十分有限。为此，我们将数

据处理任务交给上位机来完成，一方面可以充分利

用上位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节

约下位机的CPU时间，更好地跟踪采样岩芯压力

的变化情况。

在这里我们采用89C51的串口传输功能，再利

用现有的微型计算机监测数据。在数据采集系统中，

一般把用于监测的上位微机称为上位机，把采集端

称为下位机。上位机与下位机实现通信时，它们两者

必须遵守一定的协议。对于本系统的设计，必须遵守

串口通信协议。在下位机中，主要是89C51单片机。

89C51单片机内部有一个可编程的全双工串行接

口[4]，它在物理结构上分为两个独立的发送缓冲器

和接收缓冲器SBUF，这两个缓冲器占用一个特殊

的功能寄存器地址。对外有两条独立的收、发信号线

RXD(P3．0)和TXD(P3．1)，因此它可以同时接收

和发送数据，实现全双工传送。接收和发送缓冲器不

能互换使用，对外它们占用一个地址，究竟是发送缓

冲器还是接收缓冲器工作，这要靠软件指令来决定。

在串口发数时，89C51有两个特殊功能寄存器

SCON和PCON，用它们来参与对串行口的控制，使

用串行口时，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串口控制器SCON包含有串口的工作方式选

择位，接收发送的状态标志，其格式如下：

S(：()N：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SM0 SMl SM2 REN TB8 RB8 TI TI

其中，SM0和SMl为工作方式选择如下：

SMO SMl 方式

O O O 移位寄存器方式(用于I／O口扩展)

O 1 1 8位UART，波特率可变(T1溢出率／n)

1 O 2 9位UART，波特率为或

1 1 3 9位UART，波特率可变(T1溢出率／n)

表中n为16或为32，这取决于PCON中的

SMOD位的值：当SMOD为1时，n一16；SMOD为

0时，n一32。UART表示通用异步收发器。

在SCON中，TI为发送中断标志，由硬件在方

式0发送完数据的第8位时置位，或在其他方式下，

串行发送完停止位的开始时置位，该位必须由软件

清“0”。RI为接收中断标志，由硬件在方式0接收到

第8位结束时置位，或在其他方式串行接收停止位

的中间时置位，该位必须由软件清“0”。

2．2系统硬件设计

我们所研究的岩芯渗透率测试系统数据采集部

分就是借助上位微机和89C51微处理器提供的串

口来实现两者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传输，其接口的硬

件连接如图2所示。89C51单片机的串行口线

TXD、RXD经MAX232电平转换后分别与上位机

串行口的2(接收端)、3(发送端)相连。

图2单片机与上位微机接口图

2．3通讯协议

在本系统中，89C51串口采用方式1，以中断方

式收发数据。方式1是8位异步接收发送。一帧数

据有10位，包括1位起始位(o)，8位数据位和1位

停止位(1)。单片机在发数时由硬件自动插入起始位

和停止位，接收完毕后会将数据依次移入移位寄存

器，构成完整的数据。发送的数据格式如下：

I起始位 8位数据位 停止位

0 0／1 o／1 o／1 o／1 0／1 0／1 0／1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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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模块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3通讯模块流程图

为确保通信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必须严格定义

上、下位机之间的通信握手协议，以免数据混乱。上

位机与下位机的具体通信协议定义如下：

(3)需要通信时，上位机发一个信号，比如说上

位机发一个字符‘0’，然后下位机接收。当下位机接

收到数据后，就将RI标志置‘1’，下位机就要向上

位机发送ASCII码，一个ASCII码的数据发送完

后，也要将TI标志置‘1’。

3 结束语

串行通信在工业过程控制及仪表中应用十分广

泛，我们研制的多个单片机与PC机的串行通信系

统，具有线路简洁、性能良好、成本低、可靠性高等特

点，在岩芯渗透率测试仪应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通

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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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页)

图2从站程序流程图

解析应答模块流程如图3所示。

图3解析应答模块

4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使用WINDOWS串口通信技术通

一6一

过Modbus协议实现DCS与PC机之间的通信过

程。采用VC6．0开发的通信软件已成功应用于山东

某电厂的改造工程，这种通信方式对硬件要求简单

经济，软件编程容易，可靠性高，完全达到了预期的

要求。本案例的成功，有力的说明了Modbus通信协

议在控制系统改造过程中的可靠性和低成本性，这

种方式完全能够满足发电厂实时控制的需要。随着

现阶段一大批新兴电厂的建设和新技术的应用，老

机组将会越来越面临生产成本过高的难题，因此本

论题提出的这种方法将会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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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耗低等优点.

9.期刊论文 罗红萍.彭云柯.LUO Hong-ping.PENG Yun-ke 基于VB的单片机与PC机串行通信程序设计 -机械工程与

自动化2005,""(3)
    随着现代控制系统要求的不断提高,如何实时、准确地在单片机和上位计算机之间传递数据已经成为系统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压桩机智能

测控系统中的基本通信模块为例,介绍了在Visual Basic环境下利用MSComm通信控件开发Windows环境下单片机与普通微机进行串行通信的方法;并提出了

一种利用单片机P3口中的模拟异步通信控制信号来解决通信中同步问题的新方法.

10.期刊论文 吴爱萍 基于VB与单片机的温度测控系统设计 -现代电子技术2010,33(8)
    介绍基于PC机和单片机温度测控系统的设计方案.上位PC机利用VB 6.0中的MSComm通信控件发送控制命令和接收数据与处理,用户界面友好.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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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89S51单片机进行实时数据的采样并发送给上位机,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现场通信试验表明,该系统通信可靠,对提高工控领域的自动化水平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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