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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AN总线的分布式飞机客舱模拟器控制系统 

郭 洁，张一飞，李春芳，黄建民 
(中航工业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上海 201601) 

摘要 ：该文主要介绍 了基于CAN总线 的某型号 国产 民航客机客舱模拟器控制 系统的设计 ． 

描述了客舱模拟器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总体架构，并详细阐述了乘客服务管理cAN节点的 

软硬件设计。设计克服了传统机舱模拟器设备复杂、系统臃肿、可靠性差的缺点．现已成功 

应用于某型号国产民航客机客舱模拟器系统。实践表明，该设计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可扩 

展性 强．具有较 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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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Aircraft Cabin Simulator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CAN-BUS 

GUO Jie，ZHANG Yi-fei，LI Chun—fang，HUANG Jian—min 

(AVIC Shanghai Aero Measurement-Controlling Research Institute，Shanghai 201601，China) 

Abstract：Describes the design of a particular model of domestic aircraft cabin simulator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CAN—BUS in the paper，and describes the function and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cabin simulator control system．Also， 

were described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design of passenger service management CAN nodes in detail．This design 

overcomes the traditional cab in simulator complex，bloated and poor reliability drawback，which was already success— 

fully applied to a model of domestic aircraft cabin simulator systems．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design has simple 

structure，high reliability，scalability，and high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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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客舱模拟器是飞机客舱服务训练模拟器 

的简称 ，是对某一特定型号航空器客舱环境的真实 

再现，具备客舱设备学习、乘务员控制操作训练、客 

舱服务模拟训练、旅客呼叫处置训练、客舱广播内 

话操作训练、应急处置训练等多种功能，广泛用于 

航空专业院校和航空公司，对培养航空服务专业学 

员和空乘人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飞机客舱模拟器控制系统主要 由客舱照明控 

制子系统、客舱温度控制子系统、客舱广播内话控 

制子系统、乘客服务管理子系统和网络通信子系统 

组成。本文设计的某型飞机客舱服务模拟器分布式 

控制系统采用 CAN总线控制代替传统的集散式控 

制，使各个独立的控制节点连接成分布式控制网络。 

解决了传统客舱模拟器控制设备复杂。布线繁琐 ， 

可靠性、维修性差的缺点。实践表明，基于 CAN总线 

系统设计结构简单、操作简便 、可靠性高、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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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真正实现了分散控制，集中监控的控制模式。 

1 系统设计 

本文设计的客舱模拟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客 

舱照明控制子系统、客舱温度控制子系统、客舱广 

播内话控制子系统、乘客服务管理子系统。各子系 

统的功能分别由若干个独立的 CAN总线控制节点 

实现。上位机操作站主要负责对各节点的控制从而 

形成一个完整的控制网络。系统架构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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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客舱模拟器控制系统架构 

Fig．1 Aimraft cabin simulator control system structure 

1．1 客舱照明控制子系统 

客舱照明控制子系统负责对客舱灯光照明设 

备的控制。它分为普通照明、局部照明和应急照明3 

种。其中普通照明为整个客舱提供正常状态下的照 

明功能 。其设备包括客舱顶棚灯、客舱侧壁灯和乘 

务员工作灯。局部照明包括登机照明、盥洗室照明 

和厨房照明。应急照明包括客舱顶棚应急照明灯、 

应急撤离通道指示灯、应急出口标志指示灯。 

分散在客舱各处的照明设备按照区域划分为4 

片。客舱照明控制在每个片区设置一个独立的CAN 

节点，负责照明设备的通断控制及亮度调节，并通 

过总线网络与上位机操作站进行控制信息的交互。 

1．2 客舱温度控制子系统 

客舱温度控制区域划分为前 、后客舱服务区。 

客舱温度控制通过 2个服务区的温度控制 CAN节 

点测量各区域的温度并自动调节到设定值。温度控 

制 CAN节点由乘务员温度控制板和温度调节控制 

器构成。面板上有温度调节按钮、管道过热指示灯 

和当前温度指示器等。调节控制器用于温度信号的 

采集、处理和 CAN数据的传输。 

1．3 客舱广播内话控制子系统 

客舱内话系统提供机组与乘务员之间、乘务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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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务员之间的通话及呼叫功能。旅客广播系统提供飞 

行机组成员、乘务员向旅客广播、播放预录通知、登机 

音乐等。乘客可通过安装在客舱和盥洗室的扬声器听 

到广播。机组成员和乘务员可用话筒和相应的音频 

选择面板进行旅客广播。客舱广播内话控制子系统 

通过广播内话 CAN节点实现其功能。节点由音频控 

制面板和带有 CAN通信模块的音频管理组建构成。 

1．4 客舱服务管理子系统 

客舱服务管理子系统具备阅读灯、信号指示牌 

的驱动及乘客呼叫响应功能。其中信号指示牌包括 

禁止吸烟信号牌、系上安全带信号牌以及乘客呼叫 

信号牌。当乘客按下呼叫按钮后。客舱服务管理 

CAN节点驱动呼叫信号牌点亮。同时通过 CAN总 

线将呼叫信号传输给上位机操作站的乘务员 。以回 

应乘客的呼叫请求 

2 CAN节点硬件设计 

由上文可知，每个控制子系统的功能都由相应 

的若干 CAN节点实现。虽然子系统实现的具体功能 

不同，但在节点的硬件设计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 
一 致性，均包含信号采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CAN 

通信模块、数字信号输出模块及相应的功能应用模 

块。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仅描述乘客服务管理 CAN节 

点的设计，其硬件架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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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乘客服务管理 CAN节点硬件架构 

Fig．2 Passenger service management 

2．1 主控制器模块 

综合分析各子系统信号采集、数据处理、CAN 

总线通信的设计需求，并且考虑设计的兼容性和可 

扩展性 ，各子系统 CAN节点均采用 ATMEL公司的 

AT90CAN128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AT90CAN128 

是基于增强型RISC结构、低功耗、CMOS技术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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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微控制器【 。片内含大容量、非易失性的程序和数 

据存储器，JTAG在线下载调试接 口，并且内部集成 

有 10位逐次比较型ADC电路和 CAN通信控制器。 

因此。AT90CAN128极大地方便了系统的开发，使整 

个系统结构简单．性能可靠。 

2_2 电源及掉 电保护模块 

该模块为系统各个功能单元提供必要的电源。 

为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在该模块中特别设计了掉电 

延时保护功能。掉电时将系统运行的重要数据保存 

在 E~ROM中[21。该设计采用电源监控芯片，当系统 

电源低于监控芯片的门限电压值时，可产生触发信 

号，使主控芯片进入掉电中断处理状态。此中断的 

任务即将系统运行的重要数据保存到 E PROM中。 

同时。当恢复供电时，系统可正常工作并保存当前 

状态信息。该模块电路原理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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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掉 电保护电路原理 

Fig．3 Power-fail protection circuit schematic 

首先通过配置 AVR熔丝位，设置掉电检测电 

压门限，当AVR电源电压掉到门限值以下时，AVR 

就停止工作 。电源监控芯片用于检测系统电源电压 ， 

其检测电压 门限为 4．6 V。当系统电源大于 4．6 V时 ， 

电源监控芯片的R端输出高电平，整个系统正常工 

作。当系统电源电压跌到 4．6 V以下时，R脚输出低 

电平．作为AVR外部中断 INT0的申请。INT0设计 

为掉电处理中断，其主要任务是备份系统运行的重 

要数据到 E2PROM 中。 

2．3 阅读灯恒流驱动模块 

由于LED是电流随电压变化显著的器件。正向 

导通时，其正向电压的微小变化便可引起 LED电流 

大幅度变化．所以阅读灯 LED采用恒流驱动方式， 

即电路输出电流是恒定的，输出的直流电压随负载 

阻值的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3J。XL3002是一款降 

压高效率驱动LED全集成开关型变换器。在直流输 

入 电压为 5 V～32V时 ，最大输出电压可达 30 V，最 

大开关电流 1．5 A，系统转换效率可到 90％以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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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3002内部集成高压功率 MOSFET开关管，具有 

转换效率高、系统元件少、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等优 

点。该模块的电路原理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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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恒流驱动电路原理图 

Fig．4 Constant current power 

supply control circuit schematic 

2．4 信号指示牌驱动模块 

该模块使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信号牌的驱动。 

每个继电器的公共端连接到 28 VDC。当继电器被激 

活时，向位于乘客服务面板的信号指示牌提供 28 V 

直流电压。固态继电器是用分离的电子元器件、集 

成电路及混合微电路技术结合发展起来的一种具 

有继电特性的无触点式电子开关 。相比较于传统电 

磁继电器具有寿命长、可靠性高、开关速度快、电磁 

干扰小、无噪声、无火花等特点[51。使用固态继电器 

可明显简化电路规模。 

2．5 开关信号接口模块 

该模块接收来 自乘客服务面板上阅读灯开关 

信号和呼叫开关信号并输送这些信号到主控模块 

进行逻辑处理。该模块通过开关接口的去抖电路以 

及主控制器的去抖软件实现去抖功能。 

2．6 CAN总线通信模块 

该模块 由 CAN总线驱动器 PCA82C250和光电 

耦合 6N137模块构成 。CAN协议控制器实现 CAN 

协议的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功能。通过对其编程， 

可设置它的工作方式，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并为 

上层应用建立物理平台。CAN总线驱动器82C250 

是CAN控制器和总线的接口，其性能决定了总线终 

端 、长度和节点数 ，是影 响整个 总线 网络通讯性能 

的关键因素之一。为增强 CAN总线节点的抗干扰能 

力．AT90CAN128的TXCAN和RXCAN并不直接与 

82C250的TXD和 RXD相连，而是通过高速光耦 

6N137与其相连，实现了总线上各 CAN节点间的电 

气隔离。硬件电路如图5所示。 



 

图 5 CAN通信接 口电路原理 

Fig．5 CAN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ircuit schematic 

3 CAN节点软件设计 

节点软件按功能分为数据采集任务、控制程序 

任务、CAN通信程序任务以及维护 自检 BIT任务。 

控制程序任务主要负责系统芯片的初始化、复位、 

控制外设通断以及程序的跳转等功能0具体包括呼 

叫指示牌、阅读灯的开闭程序、I2C串行总线程序、定 

时器程序、按键子程序、内部 E2PROM读写程序等。 

通信程序任务主要是通过 CAN总线和主控制器通 

讯，并响应其指令。数据采集任务主要是采集本节 

点终端温度以及设备电路中关键点电压值来实时 

得知系统硬件状况。维护自检 BIT任务主要是监控 

设备运行的基本状况嘲。主程序流程如图6所示。 

节点软件整体程序设计分为 2部分，第 1部分 

主要是程序加载和版本更新。系统上电后实现执行 

的是驻留在主控制器内部的 Bootloader，PC指针指 

向其首地址开始运行 Bootloader。如果没有发生更 

新程序版本指令，则跳转到原来已烧写程序首地址 

来启动程序 。如果收到外部程序更新指令 ，则更新 

原来程序，并把新版本程序烧写到存储芯片里面。 

第 2部分是运行加载程序。启动看门狗，并进行第 

一 次程序 自检．检测系统设备和外设是否存在问 

题，后开中断。系统软件几个任务都需要快速响应， 

故采用中断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在中断函数里面处 

理 CAN总线通讯程序和开关控制子程序，其他任务 

都在主循环里处理。在响应中断程序后及时更新整 

体系统设备的状态参数，方便后续的程序处理，在 

主循环里处理数据采集任务。除此之外还需处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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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系统软件流程 

Fig．6 Flow chart of system software 

时心跳自检任务，实时监测节点整体运行状态。 

4 结语 

作为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技术航空科技重点 

实验室资助项 目，该系统经过充分的试验与调试， 

证明了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和效性。该设计已成功应 

用于某型号国产 民航客机客舱模拟器 。结果表明 ， 

基于 CAN总线的分布式飞机客舱模拟器控制系统 

结构简单、操作简便、可靠性高 、扩展性好，真正实 

现了分散控制，集中监控的控制模式 ，系统运行稳 

定可靠，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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