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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动机转速智能检测控制系统的设计 

胡清阳，王庸贵，任德均 
(四川大学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文章介绍了以AT89C52单片机为核心的飞机发动机智能检测控制系统，通过对转速信号的采集、运算、分析及对 

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带动仪表指针转动相应的刻度来检测速度变化，从而实现了速度在线智能检测；给出了系统电路和系 

统软件的设计方案及采样信号频率的算法。系统具有硬件体积小、成本低、检测精度高、操作方便、智能化较高等特点，应 

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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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Detecting and Control System on Aeromotor’S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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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lligent detecting system of aeromotor with AT89C52 single-chip computer as core control is introduced．Rotating 

the hand of meter through conversion， collection an d operation of aeromotor speed signal and the control of step—motor to test the variety 

of speed is realized the online intelligent detecting of aeromotor speed．Design scheme of circuit and software and the frequency arithmetic 

of sampling sign al are provided． Th e system has many features including small volume of hardware， low cost， high detecting 

precision， convenient operating， high intelligent and SO on， leading to broad an d bri【gh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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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随着飞机性能的不断发展．飞机发动机愈来愈复杂．需监 

控参数由几个增加到几十。因此，以前靠分离仪表已不能适应 

现代飞机发动机性能监控的要求，现代飞机发动机装备有发动 

机参数采集器．而发动机参数采集器是计算机化的全自动设 

备，它实时采集飞机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并适时将数据传送给 

其他机载设备使用，其性能的地面维护和检测比较困难，为提 

高校测设备的自动化水平和检测精度，设计了飞机发动机实时 

在线检测控制系统，该系统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数据采集与控制 

技术。解决了在地面模拟飞机发动机工作状态与数据实时采集 

与传送的矛盾．大大提高了检测精度，缩短了检测时间．为提 

高发动机参数采集器的维修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系统工作原理 

系统实现对飞机发动机转速的在线检测控制 ，其工作原 

理是通过硬件设计对外部转速信号转换 、采集 ，并经过 

AT89C52单片机芯片进行运算处理分析．然后对步进电机进 

行控制，带动仪表指针转动到相应的刻度来反映速度变化， 

并通过串行通讯接口RS232将数据传输到上位机的软件接 

口，来显示速度变化，从而达到速度在线检测控制，主要包 

括 3个过程：信号转换、采集过程；信号运算处理、分析过 

程；步进电机驱动控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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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号转换、采集过程：主要是将飞机发动机转速信 

号转换成单片机可以处理的信号，首先将飞机发动机转速信 

号通过转速传感器转换成正弦电压信号，转速与正弦电压信 

号成一定比例转换 ，即正弦电压信号变化反映速度的变化， 

正弦电压信号经过放大整流、电压比较．转换成的方波脉冲 

信号送人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口 (INT0)，对信号进行采集。 

(2)信号运算处理过程：主要是经过转换的信号进入单 

片机系统，通过软件和算法进行运算处理和分析。 

(3)步进电机控制过程：主要是单片机向驱动器发送一 

定的控制信号，来驱动步进电机转动相应的角度，从而带动 

仪表指针转动到相应的刻度，这样实现对飞机发动机转速的 

在线检测。其原理图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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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原理框图 

2 单片机系统硬件设计 

根据其工作原理设计出硬件电路，如图2所示，主要包 

括信号检测部分、信号通讯部分、信号 q抗干扰部分。 

2．1 信号检测部分 

(1)单片机：本系统选用 ATMEL公司生产的MCS一51系 

列 AT89C52单片机．内置8K字节电擦除可编程 EEPROM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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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硬件设计电路图 

内程序存储器和256字节RAM，片内程序存储器空间能满足 

本系统程序存储之需要，可省去片外 EPROM程序存储器和 

地址 锁 存器 。使 电路结 构 简捷 ，误 差 可 达 1／100000。 

AT89C52单片机而且还具有性能价格比高，控制方式可靠 ， 

保密性强，功耗低，应用灵活、方便等特点。 

(2)整流电路：整流电路主要是将交流正弦电压变换成直 

流电压．它是靠二极管的单相导通作用。系统所采用的是单向 

桥式整流电路。正弦波电压信号经过整流处理后得到直流电压 

信号。桥式整流电路的优点是输出电压高，纹波电压小，管子 

所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较低，同时因电源变压器在正、半周内 

都有电流供给负载，电源变压器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效率较高。 

(3)电压比较放大电路 (迟滞电压比较器)：电压比较放 

大电路主要功能是将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信号进入 LM339电压 

比较器．将波形的电压信号变换为矩形方波电压信号。系统 

输入电压由运放的反相端 4输入，给定电压由同相端5输入。 

当输入电压高于给定电压时，运放输出为反向饱和电压。当 

输入电压低于设定电压时，运放迅速翻转，输出为正向饱和 

电压。且迟滞电压比较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2．2 信号通讯部分 

系统设计为了精确显示反映速度变化，设计一个通过串 

行通讯接口RS232传输数据信号 ，选用了MAX232芯片，将 

信号传输到上位机，通过软件接口显示速度变化，从而准确 

实现速度在线检测。 

2．3 信号抗干扰部分 

(1)光电隔离：光电隔离电路主要功能是为了防止外部 

信号与单片机 CPU产生干扰，将外部矩形方波电压信号再经 

过一个 TLP521一l光电隔离器进行隔离，然后再一次经过 

74LS14施密特反向器整型后进入单片机 CPU系统，且 CPU 

加隔离后进人驱动系统。 

(2)硬件滤波：常用 RC低通滤波器接在一些低频信号 

传送电路中 (如热电偶输入线路)。它可以大大削弱各类高频 

干扰信号 (各类 “毛刺”形干扰相对于慢变有效信号均属高 

频干扰)。但硬件滤波电路的主要缺点是体积大 ，要增加成 

本。如果截止频率定得很低 (如 0．1Hz)，硬件滤波很难胜任 

的。必需配合软件滤波 (数字滤波)来实现。 

(3)看门狗：为了系统设计可靠性，采用了MAX705复位／ 

看门狗电路。主要功能是防止程序运行时失控和提供外部复位 

功能。当系统受到干扰，程序发生 “飞逸”或 “死机”时，看 

门狗可以使程序复位。如图2所示WDI是看门狗输入端，WDO 

是看门狗输出端。MR是人工复位输入端，lIST是复位输出端。 

(4)抗干扰稳压电源：主要为控制器其它各部分电路提供 

可靠的工作电源。电源电压首先经DC～DC变压器降压，再经 

整流、滤波及不同的稳压电路之后，一方面为给定电路提供稳 

定的设定电压．另一方面也为比较放大电路、驱动执行电路提 

供可靠的工作电源。外部信号提供的工作电源电压为DC28V， 

而设计的硬件控制接口工作电压为 DC5V，因此设计一个电源 

模块 DC28V转换为DC5V，即DC～DC转换电源模块。 

3 驱动控制系统设计 

步进电机不能直接连接到交直流上工作，而必须使用专用设 

图3 驱动控制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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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步进电机驱动器。因此，步进电机及其驱动系统是一 

个有机整体 ，其运行性能是两者配合的综合表现。系统的 

驱 动集成 电路 选用 的是 以美 国 MOTOROLA公 司 生产 的产 

品 MC3479为核心 的驱动集成 电路芯 片。MC3479是一种用 

于 驱 动 双 极 方 式 的 两 相 步 进 电动 机 的 单 片集 成 电路 。 

MC3479是一种非 常实用的步进 电动机 驱动芯片 ，可用于磁 

盘驱动器、步进电机驱动及机器人驱动装置等。MC3479外 

接元件少 ，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具有质量轻、体积小等特 

点．有效地提高了系统的可适用性。驱动控制系统原理如图 

3所示 。 

4 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思想采用模块化编程思想，子程序包括：采样信 

号子程序 ( 中断和外部中断INT0子程序)，频率计算子程 

序，除法、乘法子程序，发送脉冲数和发送某频率方波子程序， 

正反转判断子程序．加减速控制子程序，指针返回初始位置子 

程序。 

4．1 主程序模块 

主程序主要完成初始化、设置 中断方式及初值、 

和 IN 中断的开启 、进行标志位判断并调用各个子程序功 

能。主程序流程图如图4所示。 

主程序开始 

初始化所有标志位 

设置寄存器组并初始化单元 

设置定时器 工作方式 

并赋于计数初值 
=二=二==]二=二=二  

开外中断 0和定时器 中断 

调用频率计算子程序 

计算当前采集到的信号频率 

留下后一个周期的频率 

溢出前一个周期的频率 

根据前后两个采集到的频率 
调用正反转向判断子程序 

判断正反转方向 

发关正反方向转控制信号 

二二二二二j[二二二二  
调用加减速控制子程序 

控制指针转动 

返回 

调用指针返回初女 
控制子程序 

图4 主程序流程图 

4．2 单片机采集信号的频率算法 

(1)测周法：测出产生 ．『v个脉冲内所需要的时间 t。则 

信号的周期为f=N／t，测量频率误差△f ．『v△ ，相对误差 

Agf=Atit，误差主要来自采样到的时间误差，低频脉冲情况 

下误差较小，测量精度高。 

(2)测频法：在设定 t时间内，测量产生 ．『v个脉冲，则 

信号的周期为f=N／t，测量频率误差△f △N／t，相对误差 

△胙 △N／N．误差主要来自脉冲个数±1计数误差，高频脉冲 

情况下误差较小，测量精度高。 

4．3 单片机采集信号子程序和频率计算子程序 

系统由于信号的频率较高故采用了测频法，当外部信号 

经过整形比较得到的方波脉冲信号输入单片机 INTO，产生 

INTO 中断响应，设置外部中断标志位，并设计一个基准定时 

(0．1ms)，即定时器 产生定时中断，根据外部中断设置的 

标志位，进行基准定时计数 n，从而可以确定外部信号每个 

采样周期内 fⅣ个脉冲内)的信号周期 T--0．In／N(ms)，根据采 

集到外部信号的各周期，再调用频率计算子程序求出相应的 

频率变化．从而知道外部信号频率变化。 

4．4 正反转判断子程序和发送脉冲数子程序 

根据前后频率变化，也即是速度变化大小，设计表指针 

正反方向判断以及发送脉冲个数子程序。从而控制表指针的 

转向和相应的角度，即根据外部信号频率的变化也是速度的 

变化，来控制表指针转向和相应的角度 ，这样表指针的转动 

就可以反映外部速度的变化。 

4．5 加减速控制子程序 

为了实现表指针平稳转动 ，设计表指针有一个加减速过 

程，先经过加速阶梯过程，达到最高的速度，然后再经过减 

速阶梯过程，也即是发送低频率脉冲，然后向高频率过渡， 

达到一定高频率后再发送低频率脉冲，发送高低频率脉冲是 

根据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和正常工作频率而定。也是根据表 

指针响应速度而定。 

5 结束语 

此系统提出了以 AT89C52单片机为核心控制 ，通过对 

硬件软件的设计 ，实现对飞机发动机转速智能在线检测控 

制系统．利用了单片机的优越的编程和控制性能。充分发 

挥单片机的核心地位，集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用与 

智能仪器仪表技术于一体．以达到使系统高度集成化。系 

统经过实际运行调试后，运行情况 良好，测速的误差很小 ， 

达到控制误差要求。系统硬件电路设计在微小的电路板上， 

从而实现体积大大缩减 ．且系统硬件结构简单合理 ，便于 

应用飞机上。而且具有检测精度高、可靠性高、成本低、 

实用性强、操作方便 、智能化较高等特点，完全可以满足 

机械、电子、运输等各行业转速检测需要，具有十分广阔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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