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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了应用X9313自动调节CCD光电耦合装置的电源电压 ，从而使播种机排种检测装 

置能够在恶劣的田间作业中连续、可靠工作的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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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topic discussed when we use this check—up equipment of seeding—machine，we can durative 

and dependable work in the foul field．X93 1 3 was adopted in the equipment，it is a kind of solid potentiom eter, 

and it can regulate output voltage of CCD chan ger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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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 非易失性固态电位器一X931 3的功能特性 

在播种机排种检测电路中采用 CCD (电荷耦合装 

置)是一种理想的检测方法。CCD 具有结构简单 、成 

像清晰等优点。当灰尘或农药等杂质附着在 CCD发射 

一 接收管表面时 ，将阻挡发射光的强度 ，使扫描线的 

下边沿抬高，并形成与种子波形相似的凸起。接收管 

的输出电压中的交流分量也会降低。 

当种子落下时，可能因为灰尘的阻挡使后续判别 

电路无法识别种子 ，又可能将杂质识别为种子，使检 

测精度无法保证。随着杂质的增加，检测电路将失去 

检测功能。 

为 了克服杂质给 CCD图像检测造成的影响 ，设 

计一个电压 自动调节装置 ，使接收一发射管 电压随 

着杂质阻挡层的增加而 自动提高 ，抵消杂质造成的 

影响。 

《中国仪器仪表》2003．5 

X9313是非易失性数控电位器 ，是理想的数字控制 

微调电阻器。X9313包含了一个电阻单元组成的电阻 

阵列，在每个单元之间和两个端点都有可以被滑动单 

元访问的抽头点。滑动单元的位置由C3．U／D和 IVC 

3个输人端控制。滑动端位置可以被储存在一个非易失 

性存储器中，因此下一次通电工作时可以被重新调用。 

X9313的分辨率等于最大电阻被31除。本装置选用的 

X9313T(1OOkS)的每个抽头间的阻值约为3．23k~。 

图 1为 X9313管脚图。 

图 1 X9313管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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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功能见表 1。 

表 1 X9313功能表 

引脚 名称 功 能 

‘增加”输入脚。 INC输入端是负边沿触发。触发 INC将 

1 INC 使滑动端向计数器增加或减小的方向移动 ，移动的方向由 

u 端输入的逻辑电平决定。 

升／降输入脚。u 输入端控制滑动端移动的方向，因而控 
2 U，D 制计数器是增加还是减少

。  

3 VH 高电压端及低电压端。等效于一个机械电位器的固定端。 

6 VL 电压范围在一5V～+5V之间。 

4 Vss 地 

滑动端 ，相当于一个机械电位器的可移动端。滑动端在电 
5 Vw 阻阵列中的位置由控制输入端决定

。 

片选输入端。当 cs为低时器件被选中。当 cS变为高，且 

INC输入端也为高时，当前计数器的值被储存在非易失性 
7 CS 储存器中

。 在储存操作完成后 ，X9313将处于低功耗的等 

待方式，直到器件再次被选中。 

8 Vcc 电源电压 ．5Vi10％ 。 

3 X9313组成的电压调节电路 

图2是X9313组成电压 自动调节电路的原理框图， 

各部分的工作原理分述如下： 

l堕 塑H皇 些墼 H里笙 垄竺 H皇 垄生塑H塑兰 

图2电路原理框图 

(1)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主要是对信号源中包含的直流分量进 

行隔离，而对高频交流信号进行检测控制。信号源的 

交流分量的峰峰值约为 3V，经调整后输出电压的平均 

值为： 

U0=x／2Ug=~0．45Ul：1．35V 

为使输出电压的平均值 u。更加平滑，再加一级低 

通滤波器滤除掉杂波信号，使得输出波形接近理想的 

直流。 

(2)电压比较器 

高通滤波器整流后输出的电压为 1．35V，将此电压 

作为集成运放 LM324同相端的输入电压 ，LM324的参 

考电压经实验得到的最佳值为 1．25V。当输入端电压从 

1．35V降到 1．25V以下时，LM324的输出端由高电平变 

为低电平 ，用以控制方波发生器电路。 

(3)可控方波发生器 

可控方波发生器由NE555~及阻容元件组成。选取 

Rl=15k~，R2=100kf~，C=101xF。当控制端CO为高电平 

时，电容 c停止放电，输出端OUT保持高电平。当CO 

为低电平时 ，电容 C开始放电，充放电周期即是脉冲 

方波的占空比： 

T1=一 (R1+ )CL刀 VDD --0．5Vco,
= 2s 

一 R2·CLn ≈0·693C·R2≈ 0．7s 

一 个时钟周期的总长度为T=TI+T2~ls。当充电结 

束，放电开始时，在 NE555的输出端产生一个下降沿 

去触发 X9313的输入端。 

(4)电压调节器 

非易失性 固态 电位器 (X9313)的输入端 (INC) 

为负脉冲触发。升／降输入端 U／D接高电平，v ，V 分 

别接+5V和 0V。通电后先对 X9313进行预设置，使非 

易失性存储器中保存的电位器滑动端位置在 CCD发射 

管供电电压的最低值 2．5V，即 50％处。 

当每次触发脉冲到达时，滑动端 V 向电压升高的 

方向滑动，使输出电压升高，维持 CCD发射管的发光 

强度 ，即可以控制杂质对 CCD发射管电压的影响。 

(5)报警器 

当灰尘积累达到一定厚度时，电压调解范围已达 

到最大值 ，系统应提示操作者清除污垢。报警器在输 

出电压为 3．5V时，由红色发光二极管报警显示 ，提示 

操作者清污，系统仍能正常工作。当输出电压为 3．7v 

时，红色发光二极管和蜂鸣器同时报警，并断电停止 

检测。 

4 结束语 

以 X93 13为核心的播种机排种检测装置具有一定 

的通用性 ，在任何分级调压电路中都可以十分稳定地 

控制输出电压。 

实验结果证明：在工作环境恶劣的野外作业，X93 1 3 

的稳定性、可靠性都可以满足系统的检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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