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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般的舞台灯光控制采用 ＤＭＸ５１２协议，只能进行实时灯光调控，无法进行定时等功能控
制。针对这一问题，本系统采用ＡＲＭ９作为主处理器，将定时、反馈、人体感应、光敏等功能用于调
光技术中，不仅可以预设将来某段时间的调光状态，而且使系统更方便、更节能地应用于家居及办

公场所。试验结果表明，该智能调光系统设计合理，获得了各项满意的调光效果，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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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歌剧院、电影院、大型
电视节目等文艺形式的出现，舞台灯光控制技术开

始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灯光控制技术的慢慢推广，

人们需要一种统一的标准来规范灯光控制市场，于

是，美国剧场技术协会工程委员会的委员们经过多

方协商，于１９８６年提出了灯光设备控制领域的一种
数据传输标准———ＤＭＸ５１２协议，正式方案在两年
后形成［１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的灯光控

制领域又产生了几种影响力更加深远的协议，比如

ＡＣＮ协议、ＡｒｔＮｅｔ协议等，这些协议都是在
ＤＭＸ５１２协议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以说 ＤＭＸ５１２
协议开辟了智能调光技术中调光网络协议的

先河［４］。

ＤＭＸ是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的缩写，译名为数字多
路复用协议。ＤＭＸ５１２协议以帧为单位，每帧数据
由同步头和５１２个调光点组成，以符合 ＥＩＡ４８５标
准的串行方式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数据传输速率

为２５０ｋｂｉｔ／ｓ［５７］。ＤＭＸ５１２数据帧中，每个调光点
由１１位组成，１个起始位，８个调光数据位，２个停
止位。ＤＭＸ５１２协议标准的统一使得各厂家的设备
可相互连接，兼容性大大提高［８］，网络化灯光控制

系统的末端大量采用ＤＭＸ５１２信号。
智能楼宇的兴起将调光系统从舞台灯光设计开

始转向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９］。针对目前的调光

系统只能单纯地进行实时调光的特点，本文将定时

功能用于调光系统中，可以预设调光时间和调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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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将反馈、光敏、人体感应等功能加入调光系统

中，可以方便、节能地应用于家居及办公场所。

１　智能调光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的总体框架结构如图１所示，一级解码器
可以通过无线 ＧＰＲＳ模块或者有线的 ＣＡＮ模块两
种方式与上位机通信、从上位机接收数据（包括调

光时间、调光亮度和各种命令），处理之后通过４８５
总线根据时间输出ＤＭＸ５１２调光信号给二级解码器
（５１单片机为主芯片）驱动灯具。此外，本系统需带
有反馈、人体感应和光敏功能，反馈是指一级解码器

可以将灯具的反馈信息回馈给上位机；人体感应功

能开启时可以在没有人的时候熄灭灯，节省电能；光

敏功能指一级解码器可以根据灯具所处地区的外界

光照强度自动调节灯光亮度。

图１　系统框架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ａｍｅ

　

２　一级解码器硬件电路设计

一级解码器硬件组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一级解码器硬件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ｄｅｃｏｄｅｒ
　

该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电源及复位部分、

数据接收部分、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数据输出

部分。

具体设计时，数据接收部分由 ＧＰＲＳ模块
ＥＭ３１０和ＣＡＮ转ＵＡＲＴ模块ＣＳＭ１００完成，数据处
理与控制部分由ＡＲＭ９微处理器完成。

供电电路将外部的５Ｖ电源转换为系统各部分
所必需的电压；晶振电路为系统提供内部时钟信号；

ＪＴＡＧ接口电路为系统提供调试接口；ＲＴＣ时钟部
分可以实时更新系统时钟；复位电路用来手动复位

ＡＲＭ；一级解码器与二级解码器之间的电气接口
为ＲＳ４８５。

嵌入式处理器采用三星公司的 Ｓ３Ｃ２４４０，它是
基于以太网应用系统的高性价比的１６／３２位 ＲＩＳＣ
微控制器，内含一个 １６／３２位 ＡＲＭ９２０Ｔ处理
器核［１０］。

２．１　电源模块原理设计
电源的设计在每个系统中都是重中之重，电源

设计的质量好坏对系统的性能也会有相当大的影

响。本系统考虑到，系统的低功耗和芯片的普遍性，

选 择 了 ＬＭ１１１７３３、 ＭＡＸ８８６０ＥＵＡ１８ 和

ＭＩＣ２９３０２ＢＵ电源转换芯片，将外部５Ｖ电源，转换
为系统各部分所必需的１．２５Ｖ、３．３Ｖ和４Ｖ电压，
对系统ＣＰＵ内核、外围存储设备、ＲＳ２３２电路、ＪＴＡＧ
电路、ＥＭ３１０模块和 ＣＳＭ１００模块等供电。如图 ３
所示为３．３Ｖ电源的设计原理图。

图３　３．３Ｖ电源电路
Ｆｉｇ．３　３．３Ｖ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ｉｒｃｕｉｔ

　

２．２　ＧＰＲＳ及ＣＡＮ总线电路连接部分
无线通信方式中的ＧＰＲＳ模块的主要功能是用

ＳＩＭ卡通过 ＧＰＲＳ网络与上位机建立连接，通过
ＲＳ２３２串口与ＡＲＭ实现通信。

ＧＰＲＳ网络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数据网络，
只要附近有 ＧＰＲＳ网络基站，就可以架设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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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没有通信距离的限制。本设计中 ＧＰＲＳ模块
采用华为公司的ＥＭ３１０，其电路连接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ＧＰＲＳ模块连接框图
Ｆｉｇ．４　ＧＰＲＳ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一级解码器通过 ＣＡＮ转 ＵＡＲＴ模块 ＣＳＭ１００
与上位机的 ＣＡＮ总线相连，ＣＳＭ１００的另一端与
ＡＲＭ的ＵＡＲＴ口连接，由此建立起一级解码器与上
位机的通信链路。ＣＳＭ１００是集成微处理器、ＣＡＮ
ｂｕｓ控制器、ＣＡＮｂｕｓ收发器、ＤＣ／ＤＣ模块、高速光
电隔离于一体的嵌入式 ＣＡＮ转 ＵＡＲＴ芯片，
ＣＳＭ１００可实现具有 ＵＡＲＴ设备和 ＣＡＮｂｕｓ网络之
间的数据通讯，其中ＵＡＲＴ通道支持多种波特率，范
围在：６００～１１５２００ｂｐｓ之间可选，ＣＡＮｂｕｓ支持５
～１０００ｋｂｐｓ共１５种标准波特率。在本设计中，设
置的ＣＡＮｂｕｓ波特率为２５０ｋｂｐｓ，该速率下上位机
对一级解码器的控制距离可达２５０ｍ。ＣＳＭ１００模
块的连接框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ＣＳＭ１００模块连接图
Ｆｉｇ．５　ＣＳＭ１００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３　数据处理与控制以及各接口部分
数据处理与控制部分选用三星公司的 ＡＲＭ９

芯片Ｓ３Ｃ２４４０，２４４０有三个串口，分别连接 ＥＭ３１０
模块、ＣＡＮ转 ＵＡＲＴ模块 ＣＳＭ１００以及 ＭＡＸ４８５。
Ｓ３Ｃ２４４０主频为４００ＭＨｚ，能及时、快速地处理和控
制各种数据。ＦＬＡＳＨ有 ＮＯＲ ＦＬＡＳＨ和 ＮＡＮＤ
ＦＬＡＳＨ两种，本系统将两种 ＦＬＡＳＨ都保留下来，选
择两片Ｈ５７Ｖ２５６２ＧＴＲ作为ＳＤＲＡＭ。

ＡＲＭ的外围电路接口包括 ＲＳ２３２接口、ＡＤＣ
口以及ＲＳ４８５接口。ＲＳ２３２接口由 ＭＡＸ３２３８芯片
来完成。ＭＡＸ３２３８将ＡＲＭ的串口与 ＧＰＲＳ模块的

串口连接起来，完成ＡＲＭ和ＧＰＲＳ模块之间的串口
交互通信功能。

Ｓ３Ｃ２４４０具有 ８通道模拟输入的 １０位 ＣＭＯＳ
模数转换器（ＡＤＣ）。它将从 ＡＤＣ口采样到的模拟
信号转换为１０位的二进制数字代码。Ａ／Ｄ转换器
在时钟频率为２．５ＭＨｚ时可以达到５００ｋｓｐｓ的最
大转化速率。输入模拟量电压范围为 ０～３．３Ｖ。
Ａ／Ｄ转换器支持片上操作、采样保持功能和掉电
模式。

本系统采用 ＭＡＸ４８５芯片完成 ＲＳ４８５接口通
信。ＭＡＸ４８５芯片工作在半双工状态下，控制引脚２
和引脚３可以分别控制，也可以共同控制。在本设
计中，充分利用 ＭＡＸ４８５的半双工作用，既要通过
４８５口发送调光数据给二级解码器，又要通过 ４８５
口接收二级解码器的反馈信息。

３　一级解码器软件模块

一级解码器软件部分用Ｃ语言在ＡＤＳ１．２环境
下编程实现 ＧＰＲＳ模块上网及数据传输、ＣＡＮ总线
接收和传输本号一级解码器的数据、ＡＲＭ数据处
理、以ＤＭＸ５１２格式向二级解码器发送数据等功能。
概括来讲，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３．１　数据收发及处理模块
在 ＧＰＲＳ通信方式中选择华为公司的 ＥＭ３１０

作为无线通信模块。ＥＭ３１０像大多数的ＧＰＲＳ模块
一样，都内嵌了 ＴＣＰ／ＩＰ协议，需要指出的是，系统
中的上位机必须是有公网ＩＰ地址的ＰＣ机。在使用
ＥＭ３１０模块之前，首先需要对模块参数进行设置并
且插上一张开通了 ＧＰＲＳ功能的 ＳＩＭ卡。然后对
ＧＰＲＳ模块进行初始化、连接服务器，收到 ＣＯＮ
ＮＥＣＴ（连接）回复表示连接成功，可以向服务器传
输数据了。本系统中除了设计 ＧＰＲＳ硬件手动启动
外，还在程序中设计了软件启动功能，可以在不断电

情况下重新启动ＧＰＲＳ模块。
在ＣＡＮ总线通信方式中，网络中最多允许挂接

１１０个节点，即１１０个一级解码器，每个一级解码器
会有自己特殊的编号，上位机用 ＵＳＢ转 ＣＡＮ模块
将所有解码器的数据加上各自的编号发送到 ＣＡＮ
总线上，接收端各一级解码器用ＣＡＮ转ＵＡＲＴ模块
ＣＳＭ１００设置好屏蔽码和验收码，ＣＳＭ１００会将 ＣＡＮ
总线中数据的编号与自己的验收码进行比较，如果

一致则接收，不一致则放弃。这样，从ＣＳＭ１００模块
输出的数据就是上位机发给本号一级解码器的数据

了，将这些数据传给下级电路（ＡＲＭ）进行处理。
在本设计中，对ＧＰＲＳ和 ＣＡＮ总线接收到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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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处理的工作由 ＡＲＭ９处理器来完成。每个
一级解码器最多能接收到５１２个灯具的信息，即每
个一级解码器后最多能连接５１２个二级解码器。数
据中除了有调光数据之外，还包括暂停、继续运行、

停止、反馈、人体感应、光敏等命令，按照数据类型的

不同，执行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调光数据，ＡＲＭ
将其解析后通过 ＲＳ４８５接口以 ＤＭＸ５１２格式发送
给二级解码器调光，根据ＤＭＸ５１２信号格式的规定，
调光控制速率为２５０ｋｂｉｔ／ｓ。
３．２　反馈、人体感应和光敏功能模块

从ＰＣ机接收数据通过ＲＳ４８５口发给二级解码
器调光，只是完成了单向调光功能，反馈过程与其相

反。若上位机设置某个一级解码器的反馈功能开

启，则该一级解码器便可命令二级解码器反馈灯具

信息，通过判断、处理之后将反馈信息上传给 ＰＣ
机，显示在上位机界面上，如图６所示。在图６的反
馈信息中，第一列为一级解码器的编号００１（一号解
码器），第二列为００１号一级解码器下灯具的地址
００１～００６，第三列为各地址灯具的调光亮度，第四列
为该灯具是否正常调光的判断。人体感应功能的开

启和关闭是对于一个区域而言的，每个一级解码器

下，可以有若干个区域。若某个区域的人体感应功

能是打开的，则可以在没有人的时候熄灭灯具。

图６　反馈信息界面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若打开一级解码器的光敏功能，就可以通过对

每个ＡＤ通道进行多次 ＡＤ采样获取该通道所对应
区域的光照强度平均值。若光照强度大，则给该区

域的所有灯具输出的调光亮度小，若光照强度小，则

给该区域的所有灯具输出的调光亮度大，即根据光

照强度调节本区域所有灯具的灯光亮度。需要注意

的是，这时候上位机发来的调光数据将不予执行，以

光敏功能优先。

４　实验结果

经过实验，本文所提出的 ＤＭＸ５１２电脑调光系
统的实际调光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如图７所示，
为两个一级解码器各连一个二级解码器的情况，Ａ、

Ｂ为一级解码器，Ｃ、Ｄ为二级解码器。一级解码器
Ａ的调光数据为１００，９２，０（三个地址的顺序依次为
红、蓝、绿），红灯调光亮度１００，呈完全亮状态，蓝灯
调光亮度为９２，绿灯灭；一级解码器 Ｂ的调光数据
为９８，０，９８，蓝灯灭，红绿灯同等亮度９８，设置调光
时间为２ｍｉｎ，２ｍｉｎ后，此调光状态立即结束，进入
下一个调光状态。在调光过程中，暂停、继续运行、

停止等命令也能正确执行；打开反馈功能，可以在上

位机界面看到灯具的反馈信息；打开人体感应功能，

且检测到无人时，灯具可以自动熄灭；光敏功能开启

时，可根据光敏电阻所处地区的光照强度自动调节

灯光亮度，得到了预期效果。

图７　两个一级解码器的调光状态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ｄｉｍｍ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ｗｏ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ｄｅｃｏｄｅｒｓ

　

５　结　语

针对目前灯光控制系统的单调性，本文提出了

具有定时、反馈、人体感应和光敏功能的智能调光系

统的软硬件实现方案。经过现场应用测试，结果表

明，一级解码器接收来自上位机的调光时间、调光数

据，处理、打包之后，即可根据时间向二级解码器发

出正确的ＤＭＸ５１２调光信号，呈现预期的调光效果；
暂停、继续运行、停止命令也可以立即生效；反馈、人

体感应、光敏命令打开时也可以得到理想效果，从整

体上完成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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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西安理工大学三名教师荣获第九届陕西青年科技奖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６日在西安召开的陕西省科协七届五次全委会上，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陕西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日前联合发文《关于表彰第九届陕西青年科技奖获奖人员的决

定》（陕科协发〔２０１３〕组字１号），西安理工大学印刷包装工程学院方长青教授、水利水电学院李鹏教
授、印刷包装工程学院缪亚林副教授分别荣获第九届陕西青年科技奖，其中，方长青教授被授予“陕西青

年科技标兵”荣誉称号。

（摘自理工大新闻网２０１３０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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