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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片机的助航灯光巡检系统 

黄军玲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四川广汉 61 8307) 

摘 要 ：机场助航灯光系统是保障飞机在夜间、低能见度或者其它复杂天气条件下，在航空港进行正常的起 飞，着陆，骨行的必要 日视助 
航设备。助航灯光系统的工作状况 可靠性、应急性与飞机的安全紧密相关。研究 自动退检 系统对保证民航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对助航灯光退检 系统的助航灯光检测单元进行设计。采用单 片机对灯泡断芯，老化 短路 ，隔离变压器开路 ，变压器桶进水情况等 
参数进行检测，完成对助航灯光状态的监控功能，实现巡检 系统的智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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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场 助航 灯 光 系统 是保 障 飞 机在 夜 

间、低能见度或者其它复杂天气条件下 ，在 

航空港进行正常的起飞 、着陆 、滑行的必要 

目视 助航设备。助航灯光系统的工作状况、 

可靠性 、应 急性 与飞机的安全 紧密相关 。 

为使飞行 员有 明晰的视觉效果和 区别 

于其 他灯光 ，助航灯 光系统设 置了不 同的 

回路 ，由不 同的回路 对不 同种 类作不 同功 

能使 用的助航灯进 行控制 。助航灯 光的控 

制主要 由塔台和灯 光站完成 。从控 制对象 

上来说 ，每一个回路分 别由供电系统 、恒流 

调 光器、升 压变压器 、隔离变压 器、助航灯 

具及 电缆 组成 ，如图1所示 。不 同回路的助 

航灯 ，通过 设在灯光 站控制该 回路的一个 

调光 器来控制它们 的开关灯和调光 等级 。 

针对不 同气候条件下 不同的能见度 范围 ， 

助航灯的调光等级设 置了5个等级。 

鉴于机场 助航灯 光对于飞机起降安全 

的重要性，民航总局机场司下发的工作手册 

规定 ：灯光工作人 员每天都要对所有灯泡巡 

检一次，更换烧坏和发暗的灯泡 。助航灯光 

巡检监控系统的产生，就是用于对整个机场 

所有助航灯进行状态检测 及监控的 。 

1助航灯光巡检系统简介 

助航灯光巡检监控 系统 由电脑主机 及 

与灯位检测 电路组 成 。系统 的基本工作原 

理是 ，由安装于 隔离变压 器和 灯具 之 间的 

检测 电路检测隔离变压器和 灯具的 有关数 

据 ，将数据进行处理后 ，由监控系统 的电脑 

主机接收 显示 ，告知灯泡 的正 常、灯暗 、断 

芯及封装隔离变压器的铁桶进水等状态信 

息 。助航灯检 测系统 ，其检测数据 的传送 ， 

都是采 取调制耦合 的方案。其主要 思路是 

利用主 电缆通讯 。在 隔离变压 器与 灯泡之 

间安装检测 电路 ，检测灯位信息 ，然后将检 

测数据通过 隔离变压 器的次级耦合到主电 

缆回路上，用工频载波的方式传到调光器 ， 

由控制台接收 ，然后解调显示。 

系统工作原 理如 图2所示 。 

2灯位检测单元硬件设计 

2．1整体硬件设计 

本 系统 的核心 器件 是AT89S 52单 片 

机，电路如 图3所示 ，隔离变 压器的 电压输 

出和灯泡两端电压输 出经ADC0809转换后 

进人单片机 ，桶进水输出经．555单稳态触发 

电路进入单片机。电路中用一个转换开关 

SwDIP一3来调节灯光的级数 ；Pl口用作输 

出通道。灯 电压的检测是对灯 泡两端的 电 

压进 行采样 ，取 灯泡两端的 电压进行 比例 

衰减 ，而后进行 A／D转换 ，变为数字信号 。 

对于 隔离变压 器开路 电压 的检测 ，采样电 

阻是一个固定值的电阻，在不 同光级下 ，会 

形成一 定的 电压 降 ，所以采样 电压与正 常 

电压进 行比较 出现较 大的偏 差 ，用以判断 

变压 器是否损坏 。桶进水是 通过 液位传 感 

器感受铁桶液 位来进行检测 。 

2．2桶进水液位检测电路 

根据 设计要 求 ，助航 灯光 巡检 系统要 

求对隔 离变压器桶进 水液位进 行监 控 。本 

文采用 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单稳 态触发 器 

来设计桶进水液位 检测电路。 

隔离变压器桶未进水时 ，555定时器的 

端 口2悬空 ，输 出端 口3为低 电平 ；当桶进水 

后 ，555定时 器的端 口2接地 ，输 出端 口3位 

高电平 。桶进水状态经端 口3输 出给单片机 

进行数据处理 。 

2．3灯泡与隔离变压器状态检测电路 

2．3．1分压 电路 该检测 电路采用 固定 

阻值分压 电路对灯泡和隔离变压器两端电 

压进行采样 。电路 图如 图4、5。 

2．3．2 A／D 转换器 

A／D转换器是数据采集 电路的核心部 

件 ，正确选 用A／D转换 器是 提高数据 采集 

电路性 能价格 比的关键 。这 里只需要八位 

转换器，精度为1／256，因此选用ADC0809。 

ADC0809共有28条引脚，如图6所示 。 

3软件设计 

3．1系统总体设计思想 

单片机上 电后 ，先进行初始化 ，设定系 

统的初始值，然后系统须连续数次检测各个 

A／D通道 ，进行灯泡电压和隔离变压器电压 

的数据采集 ，接着将采集的数据 与初始数据 

相比较 ，判断灯泡正常、开路或灯暗 ，以及隔 

离变压器是否开路 。然后通过检测桶进水输 

出电平为低 电平还是高 电平来判断桶进水 

情况 。结果 由单片机I／O端 口输出。 

3．2系统流程图 

如图7，8。 

3．3程序设计 

图 1助航灯光结构 图 

图 2 系统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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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程序 ： 

0RG 00H 

LJM P START 

ORG 80H 

START： M0V 2AH，#0FFH ；输 

出数 据存储单元 

MOV 2BH，#00H； 5级灯光标识 

M0V 2BH，#0OH l 5级灯光数据 

M0V IE，#8lH ；开中断 

loop1： LCALL ADCHANGE 

LCALL DIPS 1 ；检测 隔离变压器状态 

LCALL DIPS2 ；检测灯泡状态 

LCALL DIPS3 }检测桶进水状态 

M OV P1． 2AH 

LJM P LO0P1 

ADCHANGE：MOV DPTR，#3FFFH 

；in0灯泡数据采样 

MOVX @DPTR，A 

ACALL DELAY150us 

MOVX A，@DPTR 

M 0V 2CH ． A 

M 0V R4． A 

MOV DPTR，#7FFFH ；inl隔离变 

压 器数 据采样 

M0VX @DPTR，A 

ACALL DELAY150us 

MOVX A，@DPTR 
MOV R5． A 

RET 

DIPSl： CJNE R5，#245，BYQ 

；显示P1．0位 

BYQ： JNC BYQK 

SETB 50H 

RET 

BYQK： CLR 50H 

RET 

DIPS2： MOV 2BH，#00H 

MOV B，P3．3 l显示P1．1和P1．3位 

M OV 58H ．B 

M OV B． P3．4 

M 0V 59H ．B 

M OV B． P3．5 

M OV 5AH ．B 

M 0V R6．2BH 

DIPS3： SETB P1．7 

JB P1．7．$ 

CLR P1．2 

Kl： CJNE R6， #OOH，K2 

LJM P LIGT1 

K2： CJNE R6，#01H，K3 

LJM P LIGT2 

K3： CJNE R6， #02H，K4 

LJM P LIGT3 

K4： CJNE R6， #03h，K5 

LJM P LIGT4 

K5： MOV A，#169 ；5级电压 

LJM P LIGTD 

LIGTl： M OV 

LJMP LIGTD 

LIGT2： M OV 

LJMP LIGTD 

LIGT3： M0V 

LJMP LIGTD 

A，#72 ；1级电压 

A，#9O ；2级电压 

A，#U0 ；3级电压 

LIGT4： M0V A，#133 ；4级电压 

LIGTD： CJNE R4，#240，LIGTPD 

LIGTPD：JNC LIGTK 

SETB 5IH ；灯泡未开路 

CJNE A， 2CH ， LIGTD1 

LIGTDl：JNC LIGTD2 

SETB 53H l正常 

RET 

LIGTD2： CLR 53H ；灯暗 

RET 

LIGTK： CLR 51H ；灯泡开路 
RET 

DELAY150us：MOV R2， #32H 

LO0PT1： NOP 

DJNZ R2． L00PT1 

RET 

END 

A／D转换子程序 ： 

START： LJMP MAIN ；上电后转 

入 主程序 

ORG 0003H ；中断入口 

LJMP EXINT0 ；转入中断服务程序 

MAIN： MOV R0，2ell ；采样数据 

信 息 技 术 

存放 首地址 

M0V DPTR，#3FFFH ；IN0通道地 

址 

MOV R2，#02H ；模拟量通道数 

MOVX @DPTR，A ；启动A／D转换 

SETB ITO ；外部 中断0为边沿触发 

方式 

SETB EXO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SETB EA ；开放CPU中断 

HERE： SJMP HERE ；等待中断 

EXINT0：PUSH PSW l保护现场 

CLR RS0 

CLR RSl 

MOVX A，@Rl ；读取转换结果 

MOV @DPTR，A l存放结果 

INC R0 

INC R1 

DJNZ R2，NEXT ；2通道未完，则采 

集下 一通 道 

CLR EXO ；采集完毕，则停止中断 

SJMP D0NE 

NEXT： MOVX @Rl，A ；启动下一 

通道A／D转换 
D0NE： P0P PSW  

RETI 

END 

4结语 

本文对助航灯 光巡检系统 的灯位 检测 

单元进行 了设计 。灯位检测单元用单片机实 

现，将检测来的信号经过A／D转换计算比较， 

得到灯泡断芯、老化 、短路 ，隔离变压器开路， 

变压器桶进水情况等参数。检测信息经工频 

载波上传给监控计算机以便及时处理。 

在对单 片机进 行编程时 ，也尽量做 到 

使程序简单易懂、简 明精悍 ，并且所编的程 

序便于移植于其 他型号的单片机 ，具 有较 

好的实用性和 可移植性 。在保证 系统 可靠 

性的基础上 ，制作电路尽量选择价格 低廉 

但性能较好 的集成 电路和 元器件 ，性价比 

较高。此外 ，在制作的电路的基础上可以很 

方便的进行功 能的扩展 ，具有一 定的实用 

价值 。 

图 3硬件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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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 明此种方法有控制灵活，线路简 

单 ，运行平稳等优点，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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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主程序流程图 

图5 灯泡检测电路 

中断服务主程序 

图 8 A／D转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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