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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设计了一种基于51单片机为核心的多机分布式液位控制系统，由数据采集模块，处

理模块和多机通信平台组成，既满足了测量精度的要求，同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成本低，

控制灵活。随着传感技术的不断提高，分布式监控系统应用日趋广泛，一个高质量、合理化

的多机串行通信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设计了与传统多机通信有所不同的分布式液位控

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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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目前过程控制领域中液位控制的研究引起广泛关注，随着集成电路规模日

趋大型化、复杂化,各种复杂的液位控制系统已成为的一个研究热点。单片机以

其控制精度高, 性能稳定、可靠, 设置操作方便, 造价低等特点, 应用到液位系

统的控制之中, 不但保证了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而且增强了人机交互的能

力。随着单片机和微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单片机的应用也从独立的单机向网络发

展, 由PC机和多台单片机构成的多机网络测控系统已成为单片机技术发展的一

个方向。在一个大型的应用系统中,通常由单片机完成数据的采集和上传, 后台则

通过PC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处理，在这样的系统中,单片机系统一般称之为下位

机, 由PC机、网络设备、数据库服务器组成的后台应用部分则统称为上位机。二

者结合, 充分发挥了单片机在实时数据采集和微机对图形处理、显示以及数据库

管理上的优点, 使得单片机的应用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自动监测或控

制, 而形成了向以网络为核心的分布式多点系统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发展结果，

使PC机和单片机之间的数据通信在具体应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所探讨

的就是利用以单片机为核心的多机分布式液位控制系统。                                   
2、系统方案的设计 

单片机液位控制系统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 数据采集电路。该电路的功能主要是采集容器中即时的液位高度，并且负

责把这个采集到的信号转换成单片机可以识别的数字信号并送入单片机。 
2. 数据处理单元。这部分的工作是接收采集模块送来的数据，然后和事先预

定的液体高度值进行比较，高出预定值或者低于预定值将会发出不同的控制信号

来控制执行部分从而能够达到控制液位的目的。同时还能够通过键盘设定不同的

液位值来进行调整，并在数码管上显示当前液位值，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  
3.执行机构。该机构采用的是一个能够通过提供其电流大小来控制通过其中

的液体流量的控制阀。如果单片机分析得出即时的液体高度比预定值低许多时，

就会最终输出一个数值比较大的电流，来控制流量阀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更多的液

体，使液体高度尽快地回复到所需液位高度值。反之，开启排水阀进行调整。 
4. 多机通信单元。要建立一个一对多的多机串行通信平台，即一台PC机与



多个单片机之间进行多机互联，PC机作为主机，单片机作为从机，实现主机对

各个从机的控制，以及主机与从机之间的数据传输。 
系统框图如图1所示： 

 

 

 

 

 

 

 

 

 

3、硬件电路的组成 
3.1 传感器电路 

系统选用 B2119 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是利用单晶硅的压阻

效应制成的器件。这种压力传感器精度高、工作可靠，容易实现数字化，比应变

式压力传感器体积小而输出信号大。它是目前压力测量中使用最多的一种传感

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是用集成电路工艺技术，在硅片上制造出四个等值的薄膜

电阻，并组成电桥电路，当不受压力作用时，电桥处于平衡状态，无电压输出；

当受到压力作用时，电桥失去平衡，电桥输出电压。电桥输出的电压与压力成正

比例。其工作原理图如图 2 所示。 

 

图2 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原理图 

  B2119系列硅压阻压力传感器的一些主要特点及参数如下：（1）隔离膜片密

封充液的专利技术、高可靠性、高稳定性。（2）专业生产线批量制造、成本低、

性能价格比高。（3）恒流、恒压供电模式的温度补偿网络。（4）基准量程：20kpa、
35kpa、60kpa等。（5）工作温度为：-45~125℃。（6）供电电源：恒流0.5~1.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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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片机液位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或恒压5V~10V。（7）灵敏度：0.6mV/kPa。 
3. 2 A /D采集转换接口电路 

本系统 A /D 芯片所选用的是 ADC0809，该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是一种由

单一+5V 电源供电，采用逐次逼近转换原理，能够对 8 路 0～+5V 输入模拟电

压进行分时转换的八位并行通用型可编程模数转换器。ADC0809 由单片机控制

驱动，对传感器进行定时循环采集，然后单片机将各测量参数传至 PC 机，进

行后台数据处理。电路连接如图 3 所示： 

 
图3  A /D采集转换接口电路图 

3.3 键盘显示电路 

键盘显示电路主要是实现液位设定值的输入和显示实时液位的功能。键盘接

口及其软件的设计任务主要包括：是否有键按下的检测并判断键值，有操作则进

行延时去消抖，并根据键值计算出调整量送执行机构开启进水或排水阀，进行一

系列的动作处理和执行。本系统采用4行×4列的16键行列式键盘，占用单片机P1
口的8个端口。显示采用4位LED数码管显示当前液位测量值。 

3.4 多机通信电路 

系统多机通信采用串行通信工作方式，利用 PC 机的 RS-232 异步通信口直接

与多台 51 系列单片机组成的下位机进行联网，PC 机与下位机之间不需要其它中

间适配器，系统接口简单，主要技术问题均可通过软件方法得以解决。其构成系

统如图 4 所示。 
一般的主从集散式多机通信系统是由 1 台主机和多台从机组成的，主机发送

信息可被各个从机接收，而从机只能对主机发送信息，从机间不能互相通讯。若

从机之间需要进行信息交换，也必须通过主机来进行数据传输。主从集散式多机

通信系统采用了分散采集、集中管理的办法：由从机进行数据采集及初级处理，

而主机汇总数据并完成综合处理，同时还能根据情况随时向各个从机发出操作命



令，进行控制。 

 
图 4 多机串行通信系统框图 

4、软件程序设计 
本系统的软件包含两大部分，一是用 Visual Basic6.0 编写的 PC 界面及通信

程序，二是用 51 汇编语言编写的单片机程序，其结构采用模块化设计，主要由

主程序模块及多个子程序模块组成。 

下位机部分：固化在单片机中的主程序完成对各路参数的循环采集及数据

处理,实现实时监控功能。程序驱动 ADC0809 每隔两秒钟轮流采集压阻传感器

输出的电压信号，并将转换后的数字量连同其数据属性（数据的识别标志）发

送给上位机，然后等待接收上位机的控制指令。如果接收到无异常情况标志，

则继续监测；如果接收到报警标志，则发出报警信号。图 5 为单片机系统主程

序框图。 
 

 

 

 

 

 

 

 

 

 

 

 

 

 

否

是

开始接收

分析数据属性，并

对应回显 

判断是否 

超出门限？

发送继续 

监测信号

发送警报 

信号

继续接收

图 5 主程序流程图



上位机部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类仪器仪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

显得十分重要，与计算机结合是测量仪器的发展主流，其中利用 VB 串行通信

技术是一种有效的通信手段。由于 VB 是基于 WINDOWS 环境下的一种可视化、

面向对象、采用事件驱动的结构化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它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

数据处理能力和独特的图形操作环境，在获得的测试数据的基础上，系统进一

步对数据的特定要求进行处理，如数据分析、数据的图形化回显、数据查询等。

为了减轻单片机的负担,单片机将采集的数据直接送往上位机由其进行标度变

换和越限检测。当液位参数越限时,响铃告警。在上位机回显模块将分别显示实

时测量的数值，并有相应的直观表示，图 6 是上位机主程序的流程框图： 
 
 
 
 
 
 
 
 
 
 
 
 
 
 
 
 
 
 
 
 
 
 
 
 

为了简化通讯过程，设定了如下的通讯协议： 
将上位机与下位机的通讯内容分为控制帧和数据帧。控制帧是各种控制命

令，数据帧是要传递的各种信息。 
控制帧占用一个字节，其中高半字节是指令编码，低半字节是从机的地址编

号。主机与从机通讯时，不用先寻址，在发送。而是直接发送指令。当从机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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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上位机流程图



控制帧时，先对照低半字节的地址编号，如果符合则分析高半字节的指令，作相

应处理。如果不符合自己的地址编号，则不予应答。这样，大大简化了主机与从

机的通讯步骤，不仅减低了单片机的负荷，简化了编程，而且可以降低误操作的

概率。 
数据帧分为两种。一种是下位机发送给上位机的数据，第二种是上位机发送

给下位机的数据帧，是告诉下位机那个数据超出门限值，要从机做出相应处理。 
下表是控制帧的格式 
种类 帧头（高 4 位） 意义 帧尾（低 4 位） 意义 

1101 呼叫从机 XXXX 
1001 继续监测 XXXX 
1010 出错，重新监测 XXXX 
1011 超出门限 XXXX 

上 位

机 对

下 位

机 

1100 暂停监测 XXXX 
0101 从机应答 XXXX 
0111 发送数据 XXXX 
0010 完成自控措施 XXXX 
0011 更改门限值 XXXX 

下 位

机 对

上 位

机 

0100 更改波特率 XXXX 

 
 
 
 
从机地址编号 
 

 
5、结论 
 基于51单片机的液位控制系统即满足了系统精确度的要求，同时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成本低，控制灵活。多机串行通信液位测量平台的搭建是本系统的关键

所在。随着传感技术的不断提高，分布式监控系统应用日趋广泛，一个高质量、

合理化的多机串行通信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研究多机通信的合理性，实用

性，本文设计了一套与传统多机通信有所不同的分布式液位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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