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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一个学习与应用单片机的高潮在全社会大规模地兴起。学习单片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用8(IC51单片机自制了

一个温度控制系统，重点介绍了该系统的硬件结构及编程方法。

关键词：单片机；温度传感器；模／数转换器

单片机具有体积小、功能强、成本低、应用

面广等优点，可以说，智能控制与自动控制的核

心就是单片机。目前，一个学习与应用单片机的

高潮在全社会大规模地兴起。学习单片机的最

有效方法就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用80C5 l单片

机自制了一个温度控制系统，重点介绍了该系

统的硬件结构及编程方法。

1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

理

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对温度控制系

统的要求，主要是保证温度在一定温度范嗣内

变化，稳定性好，不振荡，对系统的快速性要求

不高。以下简单分析了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设

计过程及实现方法。现场温度经温度传感器采

样后变换为模拟电压信号，经低通滤波滤掉干

扰信号后送放大器，信号放大后送模，数转换

器转换为数字信号送单片机，单片机根据输入

的温度控制范围通过继电器控制加热设备完成

温度的控制。本系统的测温范围为O'E～990C，

启动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后首先按下第一个按

键开始最低温度的设置，这时数码管显示温度

数值，每隔一秒温度数值增加一度，当满足用户

温度设置最低值时再按一下第一个按键完成最

低温度的设置，依次类推通过第二个按键完成

最高温度的设置。，然后温度检测系统根据用户

设定的温度范围完成一定范围的温度控制。

2温度检测的设讨

系统测温采用AD590温度传感器，AD590

是美国模拟器件公司生产的单片集成两端感温

电流源。它的主要特性如下：

2．1流过器件的电流(mA)等予器件所处

环境的热力学温度(开尔文)度数；即式中：Ir-

流过器件(AD590)的电流，单位为mA：T一热力

学温度，单位为K。

2．2 4D590的测温范围为一55℃～

+150℃：

2．3 AD590的电源电压范围为4V～30V；

2．4输出电阻为710MW；

2．5精度高。

AD590温度传感器输出信号经放大电路

放大10倍，再送入模，数转换器ADC0804，转

换后送单片机。根据AD590温度传感器特性以

及放大10倍后的电压值与现场温度的比较发

现，实际温度转换后送入单片机的值与按键输

入数值之间有一定的差值，模，数转换器送入

单片机的数值是按键输入值得2．5倍。由于单

片机不能进行小数乘法运算，所以先对按键输

入进行乘5，然后根据运算结果及程序状态字

的状态再进行循环钉移一位，如果溢出标志位

为低电平时直接对累加器进行一次带进位循环

右移，如果溢H{标志位为高电平时，先对进位标

准位CY位置为高电平，然后再进行一次带进

位循环右移，通过上述操作使按键输入的温度

值与模，数转换器送入单片机的温度值相统

(J

3结论

给出r用单片机在0℃～99气之问，通过

用户设置温度上限、F限值来实现一定范围内

温度的控制；给出了温度控制系统的硬件连接

电路以及软件程序，此系统温度控制只是单片

机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中的一例，相信通过大

家的聪明才智和努力，一定会使单片机的应用

更加广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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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仿真结果及分析

下面通过实验比较和分析，在高斯噪声下，

各种滤波器在胜能和效率上的优劣。

图l选择的是512×512的标准图像，加的

噪声系数k。为30，经试验分析，空域滤波由于需

要逐像素的处理，耗时将近30秒，而其他两种变

换域的算法耗时仅三秒多。由视觉效果来看C图

效果最好，但牺牲了很多细节，比较而言图D在滤

除噪声和保留细节方面做得最好。

5结论

对图像滤波器设计方法进行了简单介绍并

进行了对比，主要是两类滤波器，一类是空域滤波

器，一类是变换域滤波器。就目前图像研究领域而

言，还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去噪方法，各种去噪方

法各有优劣，在性能和效率上各有取舍，适用于的

噪声类型也各有不同。目前针对复杂噪声的去噪

方法研究较少，对融合各算法的方法研究还不深

入，这是今后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A加入加性噪声后的图像 B空域滤波 C双树复小波阈值方法 D双密度收缩函数算法

图l滤波器去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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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论文 朱蕤.张常年 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温度传感器控制电路 2007
    温度是表征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本文简要介绍了采用由AT89C51单片机及温度传感器组成数据采集电路,加上显示电路和控制电路等,根据温度数

据测量,通过控制电路对温度进行控制.本系统具有快速显示、测量准确、精度高、可调温控范围、硬件结构简单等优点,是一种比较经济的温度控制系统

。该系统的设计使温度传感器正向单片集成化、智能化、网络化和单片系统化方向发展。

2.会议论文 黄艳秋 MSP430单片机和TMP100温度传感器的接口设计 2004
    本文介绍了美国德州仪器MSP430F413单片机和TMP100温度传感器的硬件的软件的接口设计,包括怎样连接MSP430F413和TMP100,怎样通过I<'2>C总线

协议实现它们之间的通信.

3.期刊论文 周长锁.ZHOU Chang-SUO 基于单片机的轴承温度传感器设计 -微计算机信息2008,24(31)
    采用数字温度传感器LM75A配合单片机测温,通信接口使用了RS485芯片,E2PROM 24C02保存传感器的地址和波特率.电路结构紧凑,能够放到普通测温

元件的外壳中,构成智能化RS485接口的轴承温度传感器.

4.学位论文 巩宪锋 智能温度传感器及其测控系统 1999
    该文为某巧克力公司开发了一套测控系统,实现了生产线保温箱的计算机温度控制.该系统研究包括智能温度传感器的开发和测控系统的设计两部分

.论文采用单片机技术开发了一套智能温度传感器系统.根据不等距分段线性插值原理实现了热敏电阻非线性的软件修正,使热敏电阻在0ˉ55℃范围内的

测量精度由±1.5℃提高到±0.5℃.在传感器的标定上,该文采用微机的RS-232C串行通信技术实现了计算机软件标定,并利用单片机外接串行E<'2>PROM存

储器实现了标定点数据的永久存储.围绕智能温度传感器所开发的一套测控软件具有温度传感器标定、温度值显示、报警数据管理等功能.硬件系统的设

计,包括信号拾取电路、信号预处理电路、模数转换电路、通信接口电路、单片机系统电路、控制电路、电源电路等.

5.期刊论文 张越.张炎.赵延军.ZHANG Yue.ZHANG Yan.ZHAO Yan-jun 基于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温度计 -微电

子学2007,37(5)
    详细介绍了一种基于51单片机和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来进行温度测量的方法,包括温度传感器芯片的选取、单片机与温度传感器接口电路的设计

,以及实现温度信息采集和数据传输的软件设计.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是单总线器件,与51单片机组成一个测温系统,具有线路简单、体积小等特点,而

且在一根通信线上,可以挂接很多这样的测温系统,十分方便.

6.期刊论文 江东.杨嘉祥.赵宏.JIANG Dong.YANG Jia-xiang.ZHAO Hong Z-温度传感器的非线性补偿 -传感器与微

系统2008,27(7)
    为实现z一温度传感器的线性输出,在对z-温度传感器的特性进行实际测试和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Z-温度传感器的工作电路,给出了温度数字传感器

输出标准值.采用分段线性化的方法进行非线性补偿,通过单片机软件编程加以实现.实验结果表明:设计的Z-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与期望的线性输出的最大

误差小于±1℃,满足一般测温要求.

7.期刊论文 王戴.吕强中.王同峰 温度传感器在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应用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04,12(1)
    介绍了AD590温度传感器在以PIC16F87X系列单片机为微处理器的温度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应用,着重讨论了系统测量电路的设计及几种设计方法的比较

,并由于单片机自身强大的功能,因而设计简单,工作可靠.文中给出了系统软硬件设计方法,经试验测定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能满足一般测温系统的要求.

8.学位论文 黄颖琦 C8051片内温度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误差分析 2008
    目前关于温度传感器的误差研究大多从温度传感器硬件自身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单片机控制的温度传感器测温系统，绝大多数采用独立的片外温度

传感器进行设计，成本较高，对测量误差的分析针对的是片外温度传感器，而单片机片内温度传感器虽然成本较低，但其检测到的是单片机的芯片温度

，如用其测量外部环境温度，误差较大。C8051F系列单片机价格低廉，开发简单，因其自带片内温度传感器，如用于测量外部环境温度，可以实现单片

机开发的低成本化。本文对C8051F系列单片机的片内温度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的误差进行了分析，对补偿方法作了探讨，提出了低功耗的硬件与软件相

结合的设计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提高ADC测量精度，为测量外部环境温度提供减小误差的方法以供参考。文章针对单片机自热效应及其它原因引起的

误差进行了分析，对于自热效应，主要从功耗方面入手对供电电源、频率、高功耗的模拟设备、数字设备等进行了分析，并对ADC转换的误差进行了分析

，继而从供电设计、硬件系统的低功耗设计、硬件系统提高测量精度的设计、软件程序设计、补偿算法等方面提出了综合的解决方案，探讨用单片机片

内温度传感器的更为精确的测量环境温度的方法，对于实现用C8051F等系列的片内温度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的低成本化，有一定启发意义。

9.学位论文 赵偲雯 Pt膜温度传感器批量测试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2006
    温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物理量，温度的检测需要采用温度传感器来进行。在我国，各行各业对温度传感器的需求量很大，但是测试的低

效率一直是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问题。因此如何解决温度传感器的自动批量测试问题成为制约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研制开发出一套实用高效的智

能化传感器测试系统成为生产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以Pt膜温度传感器为研究对象，使用MSP430作为主控器件设计了Pt膜温度传感器的测试系统

，具有多通道选择、定点测试和数据传输等功能。本课题进行了如下研究工作：       1．实现了Pt膜温度传感器参数的批量测试，解决了批量化生产

中对产品快速检测的问题，提供了一套128通道的测试系统。      2．实现了测试仪器的虚拟化，用户在一个高度交互性的虚拟软面板上进行操作即可

轻松地完成Pt膜温度传感器各性能参数的测量。      3．实现了数据采集与数据分析的分离，在共用采集控制软件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用户的需要

开发对应的数据分析软件。      本系统的研制，提供了一套集温度传感器工作环境模拟、信号调理、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与管理于一体的测试系统

，将为用户提供全面的温度传感器测试信息，可以有效地解决批量温度传感器性能参数快速、准确检测这一传感器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组建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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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系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和系统构架。

10.期刊论文 黄庆丰.杜炳坚.HUANG Qing-feng.DU Bing-jian 东丽血液透析机TR321EX温度传感器的改进 -医疗设

备信息2007,22(12)
    本文针对东丽TR321EX血液透析机温度传感器设计上的不足,提出使用温度传感器DS18820和AVR单片机对其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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