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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控型电爆装置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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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电爆装置检测存在安全风险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VB与单片机的远控型电爆装置数据采集系统。

该系统采用上位机-下位机的结构形式，上位机以远控计算机为核心，用于测试过程的远程控制；下位机以基于单片

机的电爆装置检测仪为核心，可完成桥路电阻及绝缘电阻数据采集，并通过串行通信接口实现远程数据传递。结果

表明，该系统具备良好的远程数据自动采集功能，极大降低了火工检测风险，有效地保障了检测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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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for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of Remote Electric Explosiv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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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afety risk in the detection of electric explosive device, this paper designs a
remote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VB and MCU. This system adopts the structure of the upper computer and the lower
device. The upper computer works as the core to take the remote control, the lower device is a detector based on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which can collect data of bridge resistance and insulation resistance of electrical explosive devices, and then
send date to the upper computer by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has a good
remote data collection function.,the risk of electrical explosive device testing is greatly reduced, and the safety of inspectors
is effectively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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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林建设和矿山开发过程中，会使用许多电爆装置。例如爆炸工程中常用的混合爆破网络，

就是由电起爆装置-导爆索-塑料导爆管网等典型火工部件组成的；气体爆破器材通常采用电激发式起

爆装置作为爆破首发火工品；矿山机车用灭火设备则采用电爆管作为其起爆装置。为保证各类电爆

装置的可靠性，在使用前或一定时期内，需要对其状态参数进行检测和分析。由于电爆装置均装有

火炸药等含能材料，存在固有的敏感性和不安定性，会对现场检测人员及装备构成潜在风险。针对

上述安全性测试需求，本文介绍一种基于 VB与单片机的远控型电爆装置数据采集系统。该系统采

用模块化结构形式，具有操作简便、可靠性高、维护方便等突出优点，可很好地满足电爆装置性能

监控的高效性和高安全性需求。

1 系统组成

电爆装置远程数据采集系统采用上位-下位机两级结构形式。上位机单元由远控计算机、打印机

及 UPS电源组成，下位机则由电爆装置检测仪、微型打印机及直流供电电源组成（图 1）。

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图 2 上位机软件组成
Fig.1 System structure framework Fig.2 Composition of the upper computer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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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的远控计算机用于测试过程的远程控制，可配置微软的 Access、Excel等不同类型的数据库，

对前置的电爆装置检测仪进行控制，发送检查命令，接收测试仪发送回来的实测值，并进行实时数

据判读。同时，利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储存和处理功能，完成数据存储、历史数据查寻、测试表格

生成以及测试结果打印等各项功能。上位机软件组成如图 2所示。

下位的电爆装置检测仪可以工作在远控和本地两种工作模式。远控工作模式指测试仪通过

RS232通信电缆连接到远控计算机，接收远控计算机指令工作，并将测试数据实时上传[1]。本地工

作模式则是指测试仪独立完成测试，将测试结果保存到测试仪本地存储介质，对测试结果独立判断，

并实施数据管理和打印数据，是辅助模式，主要用于测试仪自检及应急测试。

2 硬件电路设计

下位的电爆装置检测仪是一台基于单片机的终端测试设备，由单片机核心板、A/D变换模块、

综合适配模块和打印控制模块构成数据采集及变换主通道，由 LCD 液晶显示器、16 位不锈钢金属

工业级数字小键盘、嵌入式微型打印机和可充电供电模块，组成外围控制辅助通道，共同完成数据

采集及通信传输功能。本文重点介绍单片机控制板、A/D变换模块及打印控制模块等硬件电路设计。

单片机核心板是基于 AT89C52微处理器的最小配置工作单元，用于实现下位机的数据采集、结

果贮存、状态分析及传输打印等各种控制功能[2]。其中，AT89C52是一款低电压、高性能的 CMOS 8
位单片机，内置通用 8位中央处理器和 Flash 存储单元，器件采用 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

存储技术生产，兼容标准MCS-51指令系统[3]。

A/D变换模块用以完成被测状态参量的数据变换及采集。本设计选用美国 AD公司的 ADC0808
转换芯片，采样分辨率为 8位，以逐次逼近原理进行模/数转换。其内部有一个 8通道多路开关，可

根据地址码锁存译码信号，只选通 8路模拟输入中的一个进行 A/D转换[4]。

打印控制模块用于控制微型打印机输出本地测试结果。目前常用的微型打印机主要有热敏型和

点阵针两类。热敏型采用加热打印头的方式，灼热打印纸印字，打印速度较快，但数据易脱色，不

能长期保存。因此，本设计选用 TPUP-AT 系列点阵针打印机。该打印机采用并行接口形式，使用

STB（数据选通触发脉冲）、BUSY（线路忙）、ACK（应答脉冲）和 DATA0-DATA7（输入数据

信号）作为信号特征[5]。本系统分配 AT89C52 单片机的 P0用于数据传输；P2.0连接打印机 STB接

口，实现通讯信号控制；P2.2与打印机 BUSY线相连，给打印机提供忙线信号[6]。

3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设计包括人机界面控制，指令及数据传输，以及状态参数检测等各控制环节，具体可

分为下位检测仪控制程序设计和上位计算机控制程序设计两部分。

3.1 下位测试控制程序设计

下位机的控制过程为：通过串行通信口接收上位机控制指令，经综合适配单元及 A/D变换单元，

获取待测电爆装置状态参数，并实现本地数据显示、储存及数据上传。

在 Keil uVisoin集成开发环境下[7]，采用 C51语言开发下位机控制程序。该集成开发环境可编译

汇编源程序及 C 源代码，创建 HEX 文件，连接和重定位目标文件和库文件，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集

成开发调试工具。本文仅给出串行通信初始化子程序[8]。

下位机配置有 RS232串行通信接口，串口采用方式 1 工作模式，即 10位异步通信方式。一帧

字符由 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和 1 位停止位组成，故设置 SM0=0，SM1=1。波特率发生器为 T1
定时/计数器，工作在方式 2，即采用 8 位自动重装方式，故设置 TMOD|=0x20。采用 11.0592MHz
晶振，由“波特率及计数初值”数值表可知，应设 TH1=0xfd，TL1=0xfd。设置电源控制寄存器 PCON
中 SMOD=0，保持其初始波特率不变，故设 PCON|=0x00。

void Init_ser()//T1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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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OD|=0x20; //串行通信初始化子程序

TH1=0xfd; TL1=0xfd;

SM0=0; SM1=1;

REN=1; //允许串行中断

PCON|=0x00; //波特率设置为 9600

TR1=1; //启动定时/计数器 1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

3.2 上位计算机操作程序设计

上位计算机机操作程序包括串行通信、面板控制、数据显示、数据库管理、性能评估、报表生

成及打印等软件功能单元。上位机程序设计采用由微软开发的包含协助开发环境的 VB编程语言。

该语言提供一个可视化设计平台，具有事件驱动和强大的数据库功能，具有开发速度非常快，效率

极高等突出优点。本文仅给出串行通信、报表生成和打印程序设计。

3.2.1 串行通信单元 VB编程环境提供了串行通信控件Mscomm，用以便捷开发串行通信程序，让用

户可以通过操作界面与串行端口进行沟通及传送数据[9]。主要有事件驱动和查寻两种工作方式。

本系统采用事件驱动方式，该方式是处理端口通信的一种有效方法。当有事件发生时，程序会

被告知。程序利用Mscomm 控件来侦测并处理这些事件。预先装程序写入控件的事件程序区块中，

一旦事件发生自动执行该段程序。控件主要属性：

CommPort：设置通信端口代号，一般计算机会有 1 至 2个标准串口，也可利用 USB 转 RS232
接口（安装驱动），进行串行通信。

Settings：设置初始化参数，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波特率、校验码、数据位、停止位四个参数。

波特率即每秒通信的以 BIT为单位的数据量，本系统采用 9600波特率。

Portopen：设置串口状态，即端口的“打开”、“关闭”两种状态。使用串口进行通信前要打开串口，

使用完毕后要关闭串口。在 VB中用逻辑值 true代表打开，用 false代表关闭。

Output：将待传送的数据写入传输寄存器，即向串口写数据。

串口通信初始化设置程序：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串口设置

MSComm1.CommPort = 5'串口编号设置为 5，由上位 PC机 USB接口转换后得到。

3.2.2 报表生成 报表生成采用基本表格与内容修改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即以一个基本表格为基础，

根据采集时间、参量数据的不同，进行部分内容更新，并生成一个新报表[10]。采用 VB的 OLE自动

化技术获取控制 Excel2003句柄,编写控制 Excel操作程序，直接控制 Excel的一系列操作。

Dim xlapp As Excel.Application '声明数据类型

Set xlapp=CreateObject ("Excel.application") '创建 Excel 对象

Set xlbook = xlapp.Workbooks.Open("d:\测试数据\电爆装置\000" & "\CS") '打开CS.xls文件 xlapp.Visible = Ture 'Excel启动为不可见, 调

用后使其显示出来

Set xlsheet = xlbook.Worksheets(1) '创建表单

xlsheet.Cells(2, 2) = Text1(0).Text '对表单内容进行修改和填写

xlsheet.Cells(2,4)=FormatDateTime(Now)

xlsheet.Cells(2,12)=Text1(4).Text '打开标准表格，然后改换表头内容

xlsheet.Cells(49,11)=FormatDateTime(Now) '测试表格的最后段日期

xlbook.SaveAs ("d:\测试数据\装置测试\" & cslj & "\" & "参数测试.xls") '测试文件存入文件夹 xlapp.Quit'交还 Excel 控制句柄。

3.2.3 报表打印 报表打印主要包括打开表格文件、打印设置以及数据打印等主要环节。报表打印引

入 commondialog函数，打印采用表单的“PrintOut”属性完成。操作程序如下：

Case "Print"

Set mybookT= myappT.Workbooks.Open(cslj & "\" & "电爆装置测试.xls") '打开报表文件

Set mybookT = myappT.ActiveWorkbook '激活工作薄 (下转第 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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