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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HL-l托卡马克篝置...实验中使用的多撒机院疆晕晕.处理及自动监测革

镜.详细掘造了系统的掏咸、主要.件由编制方法，并给出了~蔬篝在HL-l曲理实验巾'到

的结果.

提..多橄辄鼓量果集及处理系篝撞撞通讯 自动监测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MULTI-MICROCOMPUTERS

DATA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THE

PHYSICS EXPERIMENTS OF HL-l TOKAMAK

Ran Libo Liu Aiping Xu Wenbin

Ao Xueling Gao Lanbin Yan Derong

(Southwest Institute of Phyli髓， Sichuan)

AB3TRACT

The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5:1:1 system and automatic monitor system

based on the data communication oC multimicrocomputers for the physics experi

.ents of HL-I tokamak are described. The d缸ataωmmuJlicati阳。圃ns behreen mi阳c町E←

cω。m町pate曹en 町arc ω町Idcd w刺it由b pa川ra叫allelan血d serial inl川B此阳t协ler町rfacωes

fski co创ils. sioSI怆e loop turn. soft X-ray absorb spectromet.r. micro..ayt interf.

fomel.r. bolometer, soft X-ray sawtωth Au-Si surCace barrier detectors and

"Ioetic probes han been acquired and processed. Plasma parameters han been

。htaiaed. Specially. the electron d.nsity profiles han been obtained for the

first time , and the simulatioa about plasma radius , horizontal displacemeot ,
electroa temperature and electron line-averase density has been completed.

• J •



-、寻l 富

在HL-I肇...宴量中，曹大量跑宴量撞撞嚣耍躁'和处理.--些简单胡撞撞处理可回

矗过硬件来实现，但有皇篝篝擎的董事处理就只健'助示撞量离蝇量行，这量霉要搓'大量

的时间，无法及时得到敷噩.' IllS竿归来，囊的量步建成并完善丁-个多黯辄敷蟹采集夏娃

理系篝，实现了实量敷蟹的自动采集厦处理.在:HL-IIJ理实验中先后萃'了等离子体电革.

电Ii_位移、拢动模式--射功率等撞蟹，在此基画上进行了幅射功率损失.有放离于电宿

霞、撞量纬禀时间走标律R电于温度定标律等物理量的计算.

本撞撞来靠及处理襄缉自-台VICTOR-9000幢机(以下简称V喻。"机〉和四告.APPLE

II凯、打印机1J.AfD辑摸卡组蓝各台融机霞可互相联接鞠咸一个完整的系统运行.也可单

台肆宣工作.各徽机之间可v.lJi栩吏摸原始敷嚣厦雯验结果，窦现实验撞撞共享厦部分外最

共事，壳分有撞撞发挥了各设备的作用，藏少了投资，宿利于物理研究人员的最噩分街.

二.微型计算机功能的开发

由于HL-l装置诊断项目多，需要处理的数据最大，而且费求尽可能做到实时娃JI!'.为了

适应这些要求，我们对已有的设备进行了改造和功能开发，使舆满足实验黠据来集和处理啕

要求.

1. V-tDOOa与FDAS1-.........篝

V-9000微机的CPU为8080型，主时钟频率为SM，内布，容量犬，各方面功能都较强，但当

时国内没有与其配套拘数据采集设备，为了满足实验需斐必须解决V-9000饥与FDASI-4采集

嚣的联在.

V-DOOO机内部有一个并行IjO口，采用6522吁编程接口，各输入.输出缉的状态都可以

编程控制.我们将FDASl-4来集部输出接口与6li22相联搓，再用软件方法控制，实现了两者

的联接.回 l 是V-sooo机与FDASI-4的孩线图. 1:..{6522 B口作为地址线反控制钱. A口作为

散据I/O口，通过对 B口各线反CAZ. CBZ的编徨控制，满足 'FDASI-4~晨集嚣的状态理求，

丽线负院宠的产生是将 B口数据统PB4先置 -I- 再置可'产生的 t E1.

2. 锢'量篝..

为了实现实验数据的实时处理，必须键高数据来瞌厦处理的遭踵，为此，现们将敷掘果

提.传递事对大踵数据进行简单操作响程序挪用汇编语言编写，而较量杂的数据处理程序"

用BASIC语古编写.这榨辑出现了怎样将任汇编程序处理过的，在内存巾连续存放的散据民

结BASIC语言程序中寇义的数组，以便参与计算 .BASIC语宫的PEEK语句是可做到的，但遭

度太慢，我们应崽到经 AID转换后的数字变量都是'庭费费量.而 .m变量在内存中是以十六

进制方式存放的，我们用汇编语言程序分别在 V-9000机厦APPLE 矶上实现了将 3在一内存区

域的肇型散，赋结 BASICi吾古程序中定义的数钮，赋位于程序执行后， BASIC语言程序中的

敷组变量就已被赋了值，可以直接调用.

在V-9000机上使用的BASIC-86巾，有带参量的CALLi哥句，语句精式 .CALL NAME

{参赢 I ，参量2'什. NAMEtl:寇义的汇编于砸序的偏移地址，执行此语句的战结梅见固2，

'. z .



鹏此语句调用赋罐子f1~.并IiJ.Ic组变量的量但下标元章作为9匾.a可直接A幢幢申拢到

谅It组的首地址，再将理冲l豆中的敷嚣'动过来，这样就将呆到的量露赋给了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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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罐» …t
图， VICTOR-9000机BASICi否古CALLili句槐钻构固

V1CTOR-鸭lOOI电肉锚z2

四 I VICTOR-90011微机'，j FDASI-4数据采集嚣联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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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3 VICTOR噜帽'使11521与APPLE的IEEE斗"联线圈

APPLE 1111.上的APPLESOFT BASIC语言没菁带参量的CALL语句，回此实现方t是在

些不同，我们用查找关键字法，拽出量组变量的首地址，再移动敷噩-

APPLESOFT BASIC语言的简单变量.敷组变量是从LOMEM噎址开始向上存脏的，矗

择最组窑为关键字，从LOMEM开始搜索，查到变量名后地址再胆17就是放组的首撞撞.鼓盟

主罩在的选择尽量用一个字捋，而且焦官变量不能再用此字符开头，这悻商投矗鹰快IZ1.

将这两种方法用于HL-I物理实验撞露采集厦处用的应;可瞿序中，使数据处理遁厦提高了

很多.

5. APPLE.菌"圃...t晨'显示

在HL-I 装置物用实在巾，费求以图形方式尽可能快地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理的最蟹和某些

计算结果.

APPLE.悦的 BASICifi ~j' .将内将中的 $2000-$ 1FFF $4000-归FFF作为高分孵困 m缰

冲区，属事分辨率的 iF5分辨第一页为 280X 160 ，第二页为 280 X J缸，用HPLOT语句可以在屏

幕 t圃圈，用四形在店也呼叫画凹， if1.直It都很慢，满足不了费求-

ft们从高分辨作围的措本原~IH2£，用汇编语古籍制了一个快速作高分孵固的子程序

APPLE机高分辨辑冲区中，每个地址的第一剑出七位分别对应屏幕上的第个点，第八位是'因

色选撮，作一幅画分辨罔姚是将屏幕上~y.圃点的位置栩对应的地雄的阳应位逞 "I'" ，而地雄

的排列按行是连续的，屏幕龙上角是第一个点.以寄~-页高分辨区为例，首先将2lSOX 180个

总在组冲区中的地址形成一个地址貌，从$2000-3FFF峰七个点是-个地址，如 %-0."-0

点对应的地批是$2000 ，宫是谤，盼址的:"…悦，!旦想在读处圈一点就要将$2000第一位道"I".

将费思示的数据先处JIR为所费求的坐标值〈包括坐标原点的矗梅等) .对于每一个坐标值在

地址巍中常剑英地址，主f使对应位为 "I" .还费对两个费连接点的 rf1间点进行处理，全部罐

冲M的内容郁处用完，调.-个览赞哩序，显示雄冲区内楞，即在解事上作出了一幅图，调用

时只:野结 11.1费显码的最掘区 (i地址及z方向坐标Mt点邸'吁.这种方能忧一般作固梅快得多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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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撞电锺禀同时麓B就显示出.

.. v唱.-且IAPPLEtl…量a

圃.HL-I囊置辑理实量的不断i¥入.z要最重相蛙理的事'量.锺.来越多，量噩处理的

草皮不翩翩大，晕目撞机致握最集系统远不佳藕足要求，雷费将各撞机联缸，掏咸-个革篝-

V-tOIO机与APPLE机蓝篝矗混在国内是-个尚未'民嗣同_.APPLEfl可以配IEEE

4鹏卡，这是一个标准并行口.K工作方式与幅22栩缸. .恨.墨锺. .撞在翩缉部可撞撞撞

..囊们罄IEEF.-411与1522掘联撞，用软件撞副岳窜入.输出钱的提辜，实现了这两徽饥间

由徽嚣矗讯.

国3是IEEE-411与&5%2的联蕾崔圄.工作方式是应警方式，变量鬓噩可以噩噩噩变量~

字霄'变量.挠的是用噩噩董量传逞，这是由于AID转篝后的数字量噩噩噩的，全部歌.传

矗于雹序晕用t:.语言编写，)理序工作方式噩噩商等待方式.

~Y-tOO崎l向APPLE机远缸量时，首先APPLE帆~请求自号，使SQR为高电平. V
..甜l桂测到SQR 笛号后开撞逞It.每送完-.，...便 CAZ 为高电平输出，用 DAV 升缸，

APPLE机撞测到DAV信号后.fl. 目时将ATN信号升起，请求退下一个敷. Y-tOO。检测到

ATN后，即将CAZ(DAV) 握住，逞下一个重.如此循环，直到全部敷蟹盖宽蒋 CBZ开坦.

自APPLE机向V-900。机传远敷据时，首先由 v-eooo袁请求信号，将 CBZ开趣 .APPLE 机

徨回到后，造数到.握口上，同时将 ATN 升起，囊示量握有效. V-eOOO 机桂测到后，开始 lit

撇，同时继续请求逞量.这样循环. ~.至SQR信号71-起，远量结束 TSI.

L APPLE.左帽....量.

APPLE之间敷据通讯是用矗讯卡实现的，矗讯方式是事行方式，传送一个字节的信号序

列是起始位.戴握住及停止住.震造撞撞是并仔袁逞，而传送时从并行到$行的转~及整眩

It握时事行到并行的转换蕃是由矗讯卡上的硬件自行宪康的，进行数据通讯，主要是完成对

矗讯卡上815喇编程控制，画画。内部程序可访问的寄存器有控制寄存器.状牵寄存嚣.接收数

据寄存'及囊迭敷嚣寄存嚣.数据矗iil子程序是用汇编嚣序编写的.

三.多微机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

单台微机组琪的敷摇果集厦处理.孬辑能处理的敷招量很有限.APPLE机可同时接几台采

'阻碍，但内存窑量太小，无能址理大量的徽掘，而V-9000机内存窑量大，运算遮度快，但又只

能撞一台果集嚣，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完成JL造各项抒发之后，将窥青1巳布的4台 APPLE

机相-台 V-9000机组成了一辈多瞰机数据呆靠.通讯在纯JIll.东统.罔4示出了.来挠的革统

瞿固.

田中 1号APPLEt1Ll:.核布三台数据呆组器.每白有4个各自独立的AID变换器 .ill个变换

'字最为"、二进宇缸，后面接有 102.&X8随机存贮薯，作为数据组冲存贮揭.每台敷据果!I

a由一个豁口与计算机确连.

3号APPLE机内桶有一个~集迫华为3伽II字~长为 12个二进嗣位的AID变换器幅作.

It掘获取时，数据直接送入计算机内u.

每台计算机均带布两个软盘机晨一个rr印机.另外2 日APPLE机带有--个结回仪.稿费

时可将舷据传送到2号APPLE.机上，回时l 圆形.

. s '.



••APPLE

ADC-.ADC-.AK..

:面
回. HL-I寝置多撞机..获取.矗讯及址'系统霞圈

I. 3鞠缸_APPLE机完成数量晕晕厦原始数据的在贮.2号APPLE机及V-tO例凯克凰

撞撞处理晨.-e计算.

四、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1. ....墨-
E号APPLE机上的 12踉AID变换嚣分明来靠挚盹环.罗成四.五道软X剖线蝇收比段葡

量但..剿'包计.提植于涉倪、四矗环向西挥针、 1\矗极向砸挥针(('J输*'tl8.由于自号镇

多. AID变模嚣;在侈，问此根据实敦内窑采目. AID变模嚣棋入不同的口号进行数据呆靠.

系统的运 fi施臣回如圄5所，J;.费由政也1:~ 号触&-:台政矗;录集嚣，使 12"A/O同时进后

撞撞果蝠，坪分明臼动地存入各臼 {(.J提冲fi曹:嚣巾.在程序在割下，再将这些It据追到计算

机内碎，随即在CRT搀植fI.;j~2t上快速迦[P1~t ~J'; 各矗被形.也 Pf将数据U并行方式全部传逞

结V-eooo ，在某CRn苍萄v. ;J~ %I上同时黑板 12远被形.擅彤 ..f 以 m~号种方式黑石.由于 v-eooo

的CRT显示器分辨布拉品，布 800X403个点. i'~此将 12遭桂形.'d. .:.民生:间--屏事 t仍然是清量

的，这对信号的分所~!比十分古刊.

It握在取翻!恨，民之后，随(~将放据分明送到 2~J :\PPLE Wl和 V-9000帆{知巳传送到 v

tOOO帆进行显~~a客必再传退〉进行数据地呵~. 2~}APPLE帆::1:费元成环电流.环电压、瞅

"电EO最.瞰撞事加热功，彰.也阻噜~. J也寻;~. J听必 i苦也于温度. !~.fi;敢.有效属于电荷It ..

编射功率.电 F温鹰.幢幢约来时间哼箩放的地 FE z 多道微波 fi步的 tJ经阿倍尔反滴罚出警

离子像电子常度空间分布的计算; III Ir.也流 • sf.电H~. 且在温微梳子 i步 IX.的相8. 水平桩事由

量的和.笔倍号何也非离 F体字任.也 F常f斐. ~l!. na鹰.水平位侈的模缸计算. V-eooo讥

寇JIlL矗舷X射线吸收 fil号的处用~， t'i:1t J包子温度翩纯~ fJllf咆流厦'遭倾向强挥份自号得出

等离子体边界形状的计算.所有这吨计算均脆 If脑也川遇付的.

3丐APPLE 机用来获取$k X射纯制向前可.向于销自伯哥频率槌高，出现时间随姐也，

最变化，且出现时间蝇，所圳在J«电 i立鸭巾3号APPLE 机将鼠也生过程的 ~X射镜馆号鄙果到

计算机内存.白'理这样计算机内存占用量就很大. (f! ..f保证每次.可得到巅搞.圃'为晕酶的

.x响 tl制白的 η.

• • •



厂

网S 系统运仔流瞿罔

2. ..晕.

关于从环咆斑..;.r-电压计算瞅匈电压降.欧埠加热功司吕.等离子体电阻.电阻率.电导

事.黯必泽电子温度.~秒数.从软 X~~t.咂收的号计算电子温度以厦能量约襄时间 fa" 等

可且参考 [4]. 山下我们只 i李政有效离 F电荷敷 [Z.，，].. ~平均电子窜度日 .J. 幅钊损失功率

VJ J.l由 4遭'撞撞干涉日吐处Jf.得到哼离子体电子密度空间分布的计算.

。由尊离子体电流 1，..环电 mv，..位平均电子温厦瓦，并考虑断鲤典修正后，有擅自子

也荷黠 [Z." ]可以用公式。〉来表示..1....1".:'4.( I-/T), "..-I
Z." -0.0896

"V'VVVV R.I,.lnll (I)

，电申R是非离子体大丰佳f·是布离T体小平§; Inll是库仓对霞，这咂取1.;t-17dT是'经典

修E蕉Ik.在实桂巾取'T-0.2; ". 1 桂Spilser-Hirm输运系敷，相Z...宵关t'H·I.

0.48". .-1-0.20+气口?一 (2)I.OI+L."

由(，)式计算得到的Z."和由"黠辐射538.0nm绝对测量得到的Z." 基本符合.

2) »-.植干涉倪的棚'计算出事离子体现平均电子蕾厦z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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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 $tXIt钱耀自信号<1t电号213的

i·Aφ
.4，一 (3)

'‘中D是等离子体直筐， Aφ是微篝相事. /是橄硅额42. 对于2...8微草 /-14:1 .SGHz. 对于

4..徽植1-.IGHt 对于，..带被/-38.SGHz.

3) u疆射熟计进行窟标并处理得到辐射功率瞌时间的去也.

我们是用辐射功率量大值等于诙时'地歌缉II!热动事来在际辐射幌计的.在实际中用一路

A/D.;晨'辐射功事的生过程三路AID分割采集环咆施.环也应及辐射功*的篝九囱环

电篝环电臣可计算出眩"加第功率的植头，从而计算U~辐射功事模大姐~fI'-J千瓦缸，这样就

震惊了蝠It氟饼，自此it址~IH辐射功率随时间的变化.

4)曲多矗橄被干涉馆号处理得到等离子体也于窜度的空间分布i.

多遵幢幢干涉倪谴计了八道，但目前只运行了四遵.如回7所示.四申实蝇'展示巳运忖的

道，虚巍巍示空缺的遭.空缺各遭的徊'是由巳翻番矗锢'进行挥*'幢幢求出的.巳蹦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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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的共t遭缸寻.用这雯值遭行同倍尔庭主搞得出等离子体电子雷度的空回企事.

….- z- .-

-.
•

•
"

'

(5)

回T 多遭撞撞子itfl布置

这里嗣同窗尔反.方法是这悖的z

苦事离子修电子雷度的空间分布为a(s. y). 诠I(y)为橱'的帽，懂，用公式

N(Y)-111·4·j·l(y) (4)

可得到在，离子体幢幢面上通过测量在的事1分富度.另-方面

r .，;.:.二歹言

·¥(y)-I 一一一'怡. y)ls
J.. .,;."_y"

若是tlUf称分N~. 副上式可筒缸为

r. ,,(r)rdr
N(y)-:I -:立--

OJ Y ../r·-y·

速键是同倍尔~分方帽，它的解是

叫(~粤万美=

(I)

(7)

在实际测量巾，在测E遇是必J勾挪到的，间'巨为4.~遭的，电分啻度为N(y.)('--N. :
-N+r. "'-1. O. \.… • N -I. N) • 此时可用下式::ItHl空间分布也[7]:

'忡忡去-2二 fJ..N(y.)

m忡忡牛三fJ..lV(y.)

lie的.IIe-It)

'>2

o~Itζ2 I

-N~It<O)

(8)

-巾，..尾一细已姆雷最.

对于上下j:f稼， ).汪古不M粉1 分布，，(s. y) i'I写成"(r ， y) ， 并进-步艇示为[7JI

"(r , y)- ,(y)II,(r) (8)

., .



这里g{y)是描述非对称性的扭重园子

N(y)-N(-y)9(y)== I-t N(y )-i

1I，(r) 是轴对称分布，它是当积分密度为

No{y)== [N(y)-N( - y)J/2
时，用公式 (8) 非出的.

( 10)

(11)

内

_.( lIIas). 1.5 )1( 10'0 c:.-o

t =ZOOms

" 内

..‘... "0.$2 x 10"c.-'

t=400ms

*

( 12)

图8 等离子体电子密度在两个不同时刻的空间分布(SHOT: 21364)

3. .掘计算

由环电流.环电阻.微旋相移及位移的和、茬信号，可以模拟计算出等离子体半径 0(1) •

水平位移a(/). 线平均电子密度n.{I). 电子温度T.(t). 模拟计算的四个联立方程是 s

V.CI)::: 1.(I)R.(I)+ d[I .(I)L.( t)J/dt

S[( 1+γ)bZ -a 2 (t)]'II'-l ..5)( 10-a b 2 [Sz+aZ(t)](BJ .-Bμ-B!)

AO)=[(1+γ)bZ+S2]cOSlpo'"(+) J .(1)[( 1+γ)bZ+S Z

-5 X 10- 35 2 [(1 +γ)b Z _a 2 (I)] SZ[(I +γ)6Z -a 2 (1)]( In丢+1 )
+ ~

1.(1)[(1+ γ)6 Z +5 2 ] 2R[(I+ γ)6 Z +S Z ]

宁 γbZ [Sz+a 2 (t )J (,_ 8k 飞 oZ(I)
」 In一一-11 +毛';;'.:Lln一--_ n ~ I ~ I _ _ ,.._ '2 I c" '-飞 b J J I 2R-'" a(t)

bZ
1'"1_ b -,-- f. _ 0

2 (1) ,1' L' 1'.,\-,-- I严 1 ,.. 5X 川-36(1)- iJr [lna而 +(1- -bi'/)(户，(t)+-7月-马τ~(B.u-

其中

'l'h 2
r- L 8k . n ,.,. tl-3

B .11- Bs)+ -~1r[In育巧+βr(I)+.!.!.γ]

f· 6.,
11.(吵-JJ8.4

./0气可三6 3(1)

Ie, Z.t, .loA
1e，(1)-8 ， B24-_~;~、币 1/ 2(lf

( :3)

(14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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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叫BE27咔)x 10-'

'i X 10-ln.(t )T.(I)ol(t)
β.(1)=一 1,(1)

(16)

(17)

B.I. .=O .0381 .(.4)+0 .0492&1.(A)-12 . :5 (18)

B.l.1=0

B s=0.06Br(KG)+0.091~(KA)-O.24N.I. (19)

其中R- J03.5cm为等离于体大半径， b-37cm为单匾环极民i半径， S-30.5rm为位移挥钊所

在位置的半径， γ=0.237为缺口校正系数，由实验确定的o Ii.φ为微波相移(单位为弧度)，

1为微波频率， I?为外垂直场1 号电流， I a为外垂直场2号电施 ，BJ.o为外委直场 ， B J. I为内垂直

场 ， B.为杂散场， N.为变压器原边[亟数 ， I.为变压揭原边电流， CPo==IS·.

模拟计算结果和实验符合在好.

五、自动监测系统

在HL-l装置物理实验中，虽然每次实验所需诊断项目都不完全相同，但不论做什，五实

验，等离子体电流、电压反位移的测量都是必不可少的常规诊断项目，为了减少操作人员，

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对前追多微机数据果集系统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功能开发.研制了以 v

900n矶和APPLE机为中心的电挠、电压及位移自动监测系统.这茸系统一经起动就不再需要

人工操作而自动进行数据来集反处理，并在打印机上输出结果.还能自行处理披电时不.;:Ii穿

的情祝.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对等寓于体电流.电压及位移进行自动监测，只要修改一下数据

处理程序，就可用于其他信号的自动监测.此系统在日 L-I装置物理实验中，对电流.电压及

位移进行自动监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自动监测系统中，我们使用 M1212 AID卡完成数据采集.它是一个 16通道J 2bit的AID

转换卡，直接使用计算机内存作为提存，转换时间是 20 -30μ5/字 ， AID卡转换速度虽然没有呆

集器快，但其精度高.可靠性好，价格低靡，易于控制，而且 HL-l 等离子体在在时间长， AID

卡的传换速度足以满足一股信号采集的费求.

1. 电擅.电E自动且'赢篝

电 im. 电ffi 自动监测系统由一台 APPLE机，打印机及一块 M1212 AID卡等组成 .:'~9为

系统框图.

HL-I 装置哼离子体电流是用罗底圈测量的，来自罗压倒的信号与等离子体电流的微分成

IE~t. .经过积分.补~变为电流信号.然后经过绝缘放大辑与 MI212联接.

积分时间常数是 20ms. 50kAjV. 织分时阅大于 IS.一触情况下是比例识分.放电时触发信

号使继电器触点断开，变为纯积分，以晴少识分榻的穰移.为了保护 AID卡不被击穿，输入

信号经过绝缘放大器后与 AID卡相联.

来自装置的同步触发信毛经整形后接到 AjD卡的某通道上.橄机检测到此道输入为高电

亨，便启动AID转换卡，开始果敢.

京缉的工作过程是，微机处于查询等铮方式，-且查到触J:输出是高电平就启动 AID..，号，

• 11 0



AID转换矗度调节为2001151字，采集两道，内存中以$6GOO......$1FFF 、 $i800-$8FFF分别作

铮....
A'O r-一--'APPLE

圈' 电流电压自动监混系统枢图

为电施和电E信号的缓冲区(各占6k) .采集时间略大于IS. 采集完毕，计算等离子体存在

时间.以决定显示植形时的抽点间隔，再将原始数据处理成X=15. )，=140为坐标申心的坐标

值，同时求出电流的最大值，然后在屏幕上快速显示电流.电压霞形，根据电流的最大值判

断是否击穿，如果电流最大值小于0.2V. \ill) 认为没有击穿，返回并等待下一次来数.否则在

打印机上输出结果，炮号加1返回-

2. 缸，曲自铺凰唰

系统由一句V-9000机、一台APPLE机及一块M1212卡和打印机组成. APPLE机负黄敷

握果集及显示原始数据的被形.V-9000机负责计算水平位移、垂直位事，并输出结果.两机

之间的通讯方式与多微机系统相同，触发信号与电说.电压监测军统相同.四个输出信号直

接与M1212联接.

系统的工作过程Il: APPLE机址于查询等待方式，触发信号-到，启动AID转换卡，

AID转换卡速度调节为5001151字，内存中以$6000 ,$6800. $1000. $1800. $3000. $8800作

为六个信号的缠冲区首地址，每个信号占比，数据果集宠毕便快速显示前四遵信号的族形，

再将敷据传送到 V-9000机计算位移. APPLE机选完数据便自动进入下次采集状态. V-gOOO

机输出结果后进入请求送敢状态，对于放电时不击穿情况自动处理.位秽的计算由公式。"

及 (21) 结出.

、 s ,,(, -)

l\ i-) - ...&.",Co I)hI X ::i. , (20)trr II

S[(I+ ,.)b1- a1t _" flU o'(b1+51)- ,.bI R'A;-2·-0.101..... . --X一. ~ .[( 1 斗，.)b1+51]cos9'.

01 • b'. rb l 5*+0' 8R .•. S'
+布ln7+言ir X (H~叶bz+SZ(lnτ- 1)+ ;R

(21)

圄 10是在HL-l实验申自动监测系统输出的垂直及水平位移曲伐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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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1_,
Sr--""""""

SHOT, ..

,I..,
图 10 位移自动监测系统输出的位移曲线

六.结论

VD 1-,

'..

将多个微机连接起来实现数据通讯，成为一个统一的多微机散据果集.通讯及处理系统，

究分利用了现有设备、扩大了微机功能，完成了钱为复杂的数据处理工作.

由多微机系统进一步开发的自动监测系统实现了一些常规测量参触的自动监测，处理It

-据速度快.准确可靠，达到了实时处理一些数据的目的.对监测系统稍加改动就可构成一个

;自动控制系统，可用于不同信号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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