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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飞机使用过程中，为提高发动机转速指示表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技术的飞机发动机转速实时检测 

与仪表显示系统。该系统主要由信号变换、AT89C51单片机和步进电机驱动三部分组成。试验结果表明，当输入信号频率初值时，仪 

表指针能够启动并转到相应的角度位置；当信号频率不断变化时，仪表指针也随之转动相应的角度，精度也达到了控制要求，且系统 

具有体积轻巧、操作简便、工作性能稳定以及指示精度高等优点，能够满足飞机发动机转速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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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and precision of the indicators for rotating speed of the aircraft engine，the real—time inspection and 

aeronautical instrument display system based on single chip computer for aircraft engine has been designed．The system is composed of three 

sections，i．e．，signal transformation-AT89C5 1 single chip computer，and step motor driver．Th e results of tests show that when initial signal 

frequency is input，the pointer of the aeronautical instrument starts to turn to corresponding angle position；when the signal frequency constantly 

changes，the pointer follows to turn to appropriate angle，and the accuracy meets the control requirement．The system features compact，easy 

operation，stable and high accuracy，it satisfies the demands for rotating speed inspection of aircraft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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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飞机发动机的工作状态直接影响飞机的飞行速度 

和战术性能的发挥 ，也密切关乎飞机的飞行安全 ，所以 

在飞行过程中及时准确了解和控制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非常重要。与飞机发动机工作状态密切相关的参数就 

是发动机转速。因此，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确保发动 

机转速显示系统的稳定性、准确性和快速性是十分必 

要的 卜 。 

为提高飞机使用过程中发动机转速指示表的稳定 

性和准确性，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步进电动机控制技 

术的飞机发动机转速实时检测与仪表显示系统。该系 

统主要通过对模拟转速信号的采集处理与分析，由单 

片机对步进电机驱动进行控制，通过步进电机带动转 

速指示表转动来直观地反映转速的变化。 

1 系统设计基本原理与组成 

本文设计的转速实时检测与显示系统主要由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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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电路、AT89C51单片机、步进电动机三大模块组 

成。信号变换电路用来完成飞机发动机转速模拟信号 

到单片机可采集信号的转换；信号采集与处理分析部 

分由 AT89C51单片机完成，是转速指示表转动角度大 

小的依据；步进电机为转速指示表指示角度提供动力。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避免了因局部故障引起整 

体故障的发生；各部分电路之间加入电气隔离环节，避 

免了信号间的相互干扰。 

系统基于转速指示器工作原理，由转速传感器检 

测转速信号并转换为正弦交流电压信号；正弦波电压 

信号经过单相桥式整流 、电压比较后变换为矩形波电 

压信号 ；矩形波电压信号进入单片机 89C51芯片系统 ； 

单片机采集到脉冲信号后经过软件处理与分析，发送 

相应的控制信号到步进电机驱动器对步进电机进行控 

制 ，使驱动步进电机带动仪表指针指示 。 

系统的技术指标具体如下。 

① 输入信号 

假设模拟的飞机发动机转速为 100～5 000 r／min， 

负载为 100 klq。当转速为 100 r／min时，输出电压不小 

于0．7 V；当转速为5 000 r／min时，输出电压不小于5 V。 

信号频率．厂=n／60，为单相正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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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输出信号 

发动机转速为 0．45。／10(r·min )，即飞机发动 

机转速每改变 10 r／min，仪表指针转动0．45。。 

系统实现了对飞机发动机转速的在线检测与仪表 

显示，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硬件设计对外部转速信号进 

行转换、采集 ，并经过 AT89C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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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通过数码管来 

显示速度值 ，从而实现速度的在线检测与显示。 

系统工作主要包括信号转换与采集、信号运算处 

理与分析、步进电机驱动控制三个过程。信号转换与 

采集过程主要是将飞机发动机转速信号转换成单片机 

可以处理的信号并进行频率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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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正弦电压信号经过放大整 

流和电压比较，转换成矩形波脉冲信号 ，并送入单片机 

的外部中断口，对信号进行采集。信号运算处理过程 

是单片机将采集到的信号，利用一定的算法，经过软件 

编程后产生驱动电机转动所需要的控制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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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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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飞机发动机转速的仪表 

显示 。 

转速实时检测与仪表显示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1所 

示，其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将系统分为整流、比较放 

大、AT89C51单片机、步进电机、仪表、显示和报警等 

模块。 

图 1 系统原理框 图 

Fig．1 Principle diagram of system 

在本设计中，飞机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信号由函数 

信号发生器提供。整流电路是该系统的基础，它是由 

四个整流二极管搭建而成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功 

能是将输入的正弦波电压信号变换成直流电压信号。 

但是仅靠二极管搭建成的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存 

在纹波，因此需要在电路中加入滤波环节。本设计采 

用的是 c型滤波电路，由于该系统采用的电源是小功 

率整流电源，并且系统的负载变动不大，因此这里所采 

用的电容滤波电路结构简单，负载直流电压较高，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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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小 。 

比较放大电路是整个系统的重要部分，它主要是 

由集成芯片 LM339组成的迟滞电压比较器。工作过 

程中，较平滑的直流电压信号进入电压比较器 ，将带有 

波形的电压信号变换为矩形波电压信号(0～5 V)，以 

便单片机进行采集。 

单片机模块是飞机发动机转速实时检测与仪表显 

示系统的核心，内部软件设计采用 C语言编写。它实 

现了信号采集、信号频率测定与比较、步进电机控制、 

显示与报警等功能。步进电机带动仪表指针转动的角 

度是由单片机输出的信号来控制的，影响仪表指示精 

度的主要因素就在该环节。步进电机的驱动采用的是 

集成芯片达林顿驱动器 ULN2803。该芯片体积小、结 

构简单、易于掌握使用，只需单片机的几个输出接 口便 

可控制 J。 

除此之外，本设计中还有一个蜂鸣器和一个共阴 

极的数码管组 ，共四个数码管。数码管用来显示步进 

电机转动的角度，这样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到飞机发动 

机转速的变化。蜂呜器用来实现转速超出设定范围时 

的自动报警。 

2 系统工作流程与程序结构 

当系统正常工作时，外部模拟的飞机发动机转速 

传感器信号进入系统，先经过整流滤波变换为直流电 

压信号，再经 LM339电压比较器变换为矩形波电压信 

号。经过光电隔离电路后 的方波信号通过 AT89C51 

单片机外部中断 INT 引脚输入单片机进行采集 。 

单片机采集到外部信号后调用内部子程序计算出采集 

到的信号频率，并进行分析处理。单片机采集到第一 

个信号频率后，直接发送控制信号给步进电机，控制其 

启动并转动到相应 的角度位置，至此完成一个采样 

周期。 

当第二个采样周期完成后，单片机将此时采集到 

的信号频率与上一个采样周期采集到的信号频率相比 

较，如果大于上一个采样周期采集到的信号频率，则控 

制步进电机带动仪表指针正向偏转一定的角度；如果 

小于上一个采样周期采集到的信号频率，则控制步进 

电机带动仪表指针反向偏转一定的角度；如果与上一 

个采样周期采集到的信号频率相等，则控制步进电机 

保持仪表指针上一个采样周期指示的角度；如果此时 

刻采集到的信号频率为零，则步进电机带动仪表指针 

归零。如此一直循环下去。 

由于仪表表盘刻度是有一定范围的，为防止外部信 

号频率变化引起仪表指针过零或超过最大刻度，本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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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了报警装置。一旦出现指针过零或超过最大刻度， 

装置立即自动报警。总结以上分析，飞机发动机转速实 

时检测与仪表显示系统的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信号频率比较 

频率I 频率l 

表针 『l 表针 
正向偏转ll 不动 

开 始 

=][= 
加载程序 

运行 

=]匕= 
信号变换 

二[  
信号采集 

= 
显示频率 

频率f 频率I 

表针 ll表针 
归零 ll反向偏转 

信号频率越界 

二二[  
表针过零或 

超过最大刻度 

==工== 
报 警 

图2 系统工作流程 图 

Fig．2 Operational flowchart of the system 

软件设计中也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主程序主要 

完成初始化、rrn中断方式及初值设置、Tn和INT。中断 

的开启、进行标志位判断并调用各个子程序的功能，子 

程序包括采样信号子程序(Tn中断和外部中断 INT。 

子程序)、频率计算子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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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报警子程序、指针返 回初始位置子程序。程序结 

构框图如图 3所示。 

图 3 程序结构 图 

Fig．3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 

当信号频率初值输入时，仪表指针启动并转到相应 

的角度位置；当信号频率不断变化时，仪表指针转动相 

应的角度；当停止输入频率信号时，指针自动回零，外部 

信号重新输入后，则仪表指针又转到相应的角度位置。 

总之，当改变频率时，仪表指针就转动相应的角度，当中 

途按下复位按钮 ，仪表指针便停在相应的位置 ，停止按 

下复位按钮，则仪表指针继续转动相应的角度。 

信号频率的输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根据系统的 

技术要求，单相正弦波交流信号的频率
．厂=n／60，范围为 

100～5 000 r／min，计算的频率范围为 1．83～83．3 Hz，当 

转速改变 An=10 r／min时，即频率改变 △厂=1／6 Hz时， 

仪表指针转动0．45。。因仪表表盘刻度是有一定范围 

的，为防止外部信号频率变化引起仪表指针过零或超过 

最大刻度，软件设计为当两路信号频率变化不在规定的 

范围内时，若频率突变，则仪表指针在原位置不动；当频 

率变化又恢复在规定的范围内时，仪表指针重新转动相 

应的角度。 

试验结果表明，当改变频率稍大时，精度达到了控 

制要求；当频率改变非常小时，即当频率改变 <1 Hz 

时，仪表指针转动的角度可能在 0．3。～l。范围内波动， 

存在一定的误差。误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频率信 

号变化很小时产生波动以及减速机构装置有间隙而引 

起的 

3 结束语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技术的飞机发动机转 

速实时检测与仪表显示系统。该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思想，避免了因局部故障引起整体故障的发生。试验 

结果表明，系统具有检测与指示精度高、工作性能稳 

定、体积轻巧、成本低等优点 ，能够满足飞机发动机转 

速检测的需要 ，有利于保证飞机飞行的完好率和安全 

性，便于地勤人员的使用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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