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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系统是根据泰山核电站二期工程的有关课题要求的技术指

标，结合STD-BUS 总线微机的特点，研制成功的气象七要素徽机采

集处理系统. 1991 年 11 月在现场正式投入运行，一年内数据获取率

达到 90%以土.是一种气象观测先进手段和仪器.系统分两个部分，

即七种气象传感器及其A/D 转换电路和回B 总线结构的工业控制

徽型计算机及其接口电路.对面量和太阳光总辐射能量两种传感器

设计了 V/P 电路.所有传感器在正式运行前都进行了标定刻皮.为了

适应野外恶劣环境，选用了具有优良性能的SID 总线结构的工业控

制微机作为数据采集处理的主机.选用HD64180CPU芯片构成控制

模板，配STD-8701-64 kB 内存模板以及STD-8006智能化通用小型

键盘，μP-16 打印机组成了基本微机系统.设计一块八位戈瑞码接口

和一块 12 路计数接口电路模板把传感器与微机之间连接起来.用汇

编语言编制相应的程序软件，构成了气象地面站的微机数据采集处

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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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OMPUIERIZFD SYSTEM OF METEOROLOGY

DATA PROC~ FOR NUO且AR POWER PLANT

(I. CIIi融部〉

Van Jun D田zhon&de HuaJII}画ilaO Zhanl VI闯闯 Gu Zhijic

(0王INA lNSTl1UI'E FOR. RADIATION PROI'ECI1ON, TAlYUAN)

ABSTRACI 、

hued ∞刷ne specifi臼tions of d施lIJtCOIId-SIqe of 由e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and αlInbined With ad咽nlSges of STD-BUS. the computerized a<玛uisiti侃哥哥串em

With 7 kil曲。If me也rOI唱V 也IS W&'I deY圃'甸回.Thesy回回1 W8S put into 句宽ration in

Nov. 1991. and acqu国阳1 rate react回 90'" in or田e year. The sy晦m阳晒饱。ftwo

剧b-sy戴帽lS. 1 kinds of meteell'oI喃自r sen锺nand幢幢ir interface. Rain and sun radiation

伽ntilies are transmited by means of VIF con跚跚1. In«也rio 回恤n饵"皿叩stem

reliability all 鹏阳帽s are 姐，Iibrated ， ωind翩而创 αNltrolαm阴阳 with SlD-BUS is

applied. The sy抵emh幽 keybc黯rd ， mia，句剧ntel' and LED disμay wi由刨回teo刷rue

tion and t刷刷:ld resistan饵 to interferen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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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气环撞迁事理律研究lrlll篝事敏的应急计划与准备工作中..雷要完整、准确的气

盒.窜作为重要的计算事置'评价«噩.剧在用人工的方挂现事'记最大量的气.量噩.以

后匾'电手撞术的.晨，量篱'但气'测量.字佳，但仍需人工晕晕澜处理，需要在'相当

的人力.丽且严重摩嘀擅蟹的宴时性相准确性，蜡研究工作带来幢大的最噩..噩计算机应

用为气露'蟹的自动晕晕鞠娃理提供了有利..件，在节省人为嗣同时又可快矗埠毒草高质

量的气.It据. 199。年靡 .ft们承担了察山撞电站二踊工程地面气'蜻的气鑫七要章撞撞

..晕晕处副墨壁的研嗣任务.到 )99) 年 JJ 月亮AI研嗣任务.正式踵入运行.为当越大气

迁移鲤律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先量的手段..山二期工程的气靠蜻童在黯江省鹰盐县最

川坝乡海边，面幅杭州湾海植的一个小学岛上.占地面棋约 3佣恤'.气靠蝙包括一个 )0伽

高'民墙的气'幅度现察系境和一个地面自动气'民蜡.我们承担了地面筒的仅嚣仅褒研制和

建立任务.气象站建成后.iE常运行'一年内为.山二III瞿的大气环撞迁事规律的评价噩

噩提供了在政事 90，"，以上的气象It嚣，之后移交毒山二期工程筹备处成为常规..事气象

姑.

1 总体方案设计

1. I 撞术，幸

自动地面气象崎岖集记录七种气象参数.即要求连续自动测量地面风向、民章、温度、温

度.气压、南量和阳光总辐财量的每小时平均值和主导风向等并可随时显示和定时打印记

录.

It据拥景样频度为 s每小时军种气象.撞来样 60 个.然后求出每种气象，颤的每小时

平均值，打印记录.

传感器输出倍号到融机主控机的最大距离为 5伽I，仪器要求长期稳定，可靠，能在嚣劣

环墟中正常工作，井具有扩展功能和断电后保圃It蟹的措施.扩属功能主要包括输入口将来

连蟹'民蟠梯厦系统〈最少 12 酶〉刷新的传感嚣的情号，输出口可以与 PC 融机衔接进行二政

颤据处理.最后传送至应草中心的计算机系统的颤据库存菌.断电保妒装置可在市电中断

时，启用备用富电池供电，使计算机系统仍E常运行It小时.

1.2 主要撞术指撮

风速z起动风速:0.5m/II，测量范围:0.3-60m/1I 1分辨率:O.lm/.

风向 z起动风速:0.5m/II，测量范围10-360'C ，分辨率g 士 2. 5'C，人佳戈嘀码输出

温度 g测量范围:-10'(:-+50'C ，~拂事10.01'(:，测量精度，土0.3'(:

踵厦 E测量范围:O-IOO%RH，测量精度E 士5%RH

气压，测量范围:，.士15hPa(，. =900-1000)，.度z 士。.5hPa

太阳总辐射量E范围:0-1500W/时，稳定性z 士 3%

商量z测量最小分厦III. Jmm降水量，降水强度:fmm/min，测量精度z 士 sy.

1. J 赢锦息'事万事谁计

帽据仪费徽机化的说汁思路，且体方囊檀围师团 I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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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1 气'量'辙饥寒集系a.a瞿圄

2 系统硬件的工作原理与设计

2. I 系统工作摩理

本系统是将测量的〈除凤向外〉六种传感嚣输出惰号先进行霞.<AID>转换.民向是将

输出的人佳戈瑞码通过电'传至S1'D-BUS 工业撞嗣徽计算机的接口穰桓输入口，搭后主矶

的。吨J 接受定时中断请求，转入中断匾务程序将七酶倍号果集并计算处理，最后控制驱动

'打印机.把情息记录下来.现场值班员每安按时依据打印结果整理填囊存档.革者配置陀

机进行数据再处理.

2. f 髓..1l V/F童撮电路

地面站r括生神气集情感器，即风向、民章、温度‘温度、气压、商量和文阳光总辐射量.

根据用户提出的技术指标和融机颤据来集的要求，这七要嚣的情息在进入徽扭曲部须转换

成融冲撞字信号.目前本恶绽遮嗣的七种传 a肆s嚣中有四种'生产厂a聋E已晕'融t冲敷宇化'惰号

可剧直蟹输入计算机接口电路'它们是天撑气象梅萍仅嚣厂三凤杯凤速传感蟹，固蕾束行仪

亵厂生产的高精度石英温厦传a噩s譬

式疆厦传屠带.末行仅囊「生产的 ZGι-11 型低功娓篝动筒式气压倚愚譬〈国辈专稠产晶》λ.
未颤字化的为 SLl 型翻』牛←武矗嗣雨量计和凰)-2 型末陌且辐射幢量计.这两种传愚嚣儒进

行'暨t宇化转换后再输入接口电路.风向传感嚣采用与民遭同一厂擎的 FX-l 型先电码盘风

向棒，官输出A佳戈喃码倩号.下面将七种静'嚣的主要技术性能列于费 1.

辘 lot仲筒"副主要钮*筐'

••• ...田 靡"周遭 份" .... .lb锚' 工~电压

'电 g 0.'-6伽I- O. S-!_ O. Oht/s F 0-1割据b +12-ISY

民 向 0-部伊 O. 缸rt/_ 2.5" / '值幡.码 +I%-I$Y

• a -30-S0t; / 0.01 t; / 2$-100II"1 5Y

• 度 20"-1"".刷 / O.I"RH / 1-2KHI $v

气 g 1萨-101伽h / 0.111'" l OIlh 4-5IIHI 士 12V

" a 0.1-41rt11l / 。. I酬' / 开"偷' 5Y

慧..，. 0-1. 5IrW!1时 / / 1-I"'Y/W" .,-1 .~‘蓝 w
商量的情号转换矗将翻JI.式矗恻耐量计的"应'部分的干簧罐电榻的闭合开关电倩号



矗道一个晶体营的财幢幢匾器和尊a毫电路.将开美量变畏为与计算幌输入电平相匹配的

.冲撞字量.电酶..围 2 所示.

r.
子
'
'

-
.2 商量.-If安篝电·

主阳先且'财量矗立阳'财到地璋篡埠医的囊面咂咂壳'财健量多少的"理量.且'

酣臂'嚣的信号转换矗过一个萌置电E运算量大器和一个 VI'变接暑实现.

真工作原理是z精密电压运算放大器 765OC ']将支阳且'射计输出的毫«氧电压惰号撞

大后.输出几伏电压到灵敏压撞撞蔷比喧嚣 LM331 输入晴，是 LM331[1]完成 VI' 查提.且丽

把电压模掘量转换为频率It字量.输出频率 J_ 与电压儿的关~由下列公式费达z

J- = v.1比·儿 ·τ.

寞中 :1. 为 LM331 的恒班雷电配强度，单位:A

R. 为 LM331 的基准电压的电阻值，单位:0

τ. 为儿对电等 c. 充电时间窜It:民局 I. I1l.C.

翼电路原理如固 3 所示.

~

EJMi

•

模戴安候电'

2..撞倒主机

本最辑优选町D总辑工业控制融机作为本系镜的控制主机.

STD-BUS 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型计算机费型例，其费出的优点是定义合理，易于接口，

尺寸蟹小，抗干扰性强，特别适用环境恶劣的工业场所和野外现蝠，近几年来在国防和国民

经柳各领蠕内得到蕾遭应用.

我们檀据技术要求糊STD-BUS 徽舰的各种描件的佳能价幡比，选用了fit功'量的STI).

8802-H时418町PU 横桓阳，回回·8701-64kB 存储横握I"，町'0-8006.僵化小键盘显示植和

IIP-16 徽型盯印机.这些模植金部装入-个目'01\辑标准化机壳内《真中包括-个标准型计

算机电'插件)，由町币单缉'桓联系起来组成了本.辑主凯的基本配置.

2. • 擅口电酶

将七种倚..的输出惰号费要求与计算机主机联藏起来，需要设计相应接口电酶.本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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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翩撞口电'卦胃部分.一是大画.峙'事画量A奠瞿日电'澜民向的人世戈'再撞口电

a.
(I)六画'事回量与撞口电昂的世it

七种气..童中障风向外'转缺Jla峙'字倍号.在量入。吨J 茵.要对单位时间内的

.呻量宇量量行酒量.11I.率由量..疆各佬'嚣输出信号'率的大小.遣'直接割疆是适

宜的.

本单蜒的测'撞撞主要自五挽回5315);O片组.a.每个计'蟹'最用工作方式5.可同时

回量阻..柿'字信号.本系篝只要真中的，..另外，.备用矿..由于本系篝晕用宴时

工作.厨以..253芯片的-个 I' 也计量嚣..外'走时.....噩晕晕w)要求.Ir.lO. 25&

产生一个定时锚号.让CPU量入中麟_.程If.四周撞撞来集于瞿If置在对六画醺事情号

酒量.并将备'事量分别计算出各自相应的气象"量，肇后量入计算幌相应内存块.

为了适应野外事劣的环撞《如雷电，强电噩辑于镜等).钮'同'计算幌墨镜相对'入筒号

盖章.在每一路惰号的输入矗遭晴口有14LS244 缰神器和τ阿21-4 光电捆舍器件锺人.这样

矗捷的传'器和世凯主舰童自觉电帽合蕃分隔且两个完全撞立的候电系统《电霉的地辑相

供电缉完全分开).壳电躏合器是近朋友履起来的一种霸型电于器件E冒1. 它是通过电信号转

变成先惰号(盘壳二摄啻完成》再把先信号变成是电信号〈由先敏三氧啻完成}进行信号传输

的，所阻信号传递的主要篝介是·壳'，这篝具有瞿疆的抗于抗性和保'性.隔离电压可达

2500v.

回醺电路通过141.5244 和 14LS245疆呻嚣挂在鼓蟹和控制单辑上.!Ii74LS244和与李

门芯片构成地址译码器挂在地址单线上.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测'接口电路.具体电路"

固 4.

••••

-H·s·
a
翩翩

草饷

才曾

因 4 割"电·镰口.团

(2)凤向惰号的接口电路由∞4508 债存'何 TP52J-4 先电嗣舍'以及 74凶244、单向

.动..14LS245 双向驱动..74LSJ38 译码费以且与非门等构成的地址诲码疆、..罐呻

驱动'组成.官们与戴据.地址.控制单辑相连.由 CPU 完成风向传感器输出的八位戈躏码

的果集功能{见回归.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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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向援口电'

2. Ii电罩

本嘉捷的电疆是由市电相富电池胃部分慎结.平时使用市电 220V ，.阻专用电嚣撞出

+5V 和士 12V 候'凯本身使用.由集成 alii器组成的 +5V. 士 12V 和士9V 电覆供给所有传

摩器.在市电峰时断电后.立即由 UPS 不同断电霉的富电池供电.

2..疆件票结

硬件系统功能块围如盟 6.

回 s

II.... I
A墅里重堕宝!

"饥硬件I..功能集团

2.7 工艺'束

*~班主要工作于野外.工艺质量要求甚高.系蜒的主机踵在离 10m 菌的镜忏 20m 远

的室内，要求不怕'击，仪'外壳撞地要十分可靠.在房E周田还设置了矗霄ft ，

凤遭.凤向和.;.辐射计倚'馨的画皮选择'考虑南方厦目阳先直晒对倚..襄商量度

可越近 50'C情况下的檀限'件，.厦..厦、气压放在百时箱内，遭兔阳先直晴和雨..所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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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馨的幌幢情辅相电'离醋'‘瞄雷电的工艺蜻匾.

蝠'台民曾多.安擎要牢固.庸大民瓢'蚀.所~K矗、民肉、单.It传屠器、商量固定螺

栓不幢小于 .10aD .真余不小于11&-.

笛号臂'电囊矗用"在蟹疆的...撞趾噩度.面且每矗电锺内部要蠕捆二檀备用恙

缉.一旦雷要可以方便跑'提失慧的志缉.

3 系统软件的设计

1. 1 ...与匾".

在矗立矗篝硬件的基画上.蝇嗣矗篝曲调试和运行疆".在调试完Jl~后.将疆序圄住

在EPltOM苓片肉.系a敏件完凰鲁硬件于革篝之间的协调、矗讯.备'信号实时晕晕、计

算，结果'血'事功能.编嗣具体瞿序何调试中-+卦'为.因为SJ'D-BtJS景用的是汇蜻语

富.先要蜻汇蜻程序【瞿程序》售后再谭凰目标瞿摩《舰譬语言).人工萄嗣鞠有量...辄就

无法工作.调试十分费..黯削人王篝嗣调试是艰苦的，仔细的菌力工作.我们雷跑到'UD软

件，由~皿15 与Pe el醺用.在STD-皿IS 的口!S it控程序的导引下可阻植方便和快的调

试本程序[Il.

本墨镜的主程序和中断匾务瞿序的在程回旦回 7.

3.1 .a.气压访算公式的担舍

由于温度和气压传'蟹输出频率值与温度.气压值对应关系不是一.直缉，所副雷要对

李镜性计算公式进行报告.一般掘合公式为z

''''''_I +-.X+_JX2 + …+...r (I)

根据测量精度要求.由2酬计算凯进行割舍计算，求出公式(J)中的各项系It.在缉噩

厦佬'蟹的扭合公式为z

T_ == - 72.18 + I. 2823J - 0.001l 40r (2)

寓中 ， T 为温度('Ch

J:为'事例zh

008 为传愚蟹的出厂编号.

气压传'嚣的报告公式为z

'... == - 260. 8606 - O. 005ω27J + 1.684486 X 10-sr (剖

寞中: p为气压(hPa)，

J:为'事例。E

15# 为倚'窜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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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存贮嚣的地址宝阔的划分如下，

刷刷4

蜜".用

子."备用区

子."区

主'序备用区

主."区

....11

...序应

\
\

"唱霞PH

oco创蝠'

也"O;)Clt~

阳刚'

"阳"
Z剑lOB

'副圃'

4 质量保证

为了保证监测质量，来取了一系列质量保证措施

(1)标定与刻度.全部传感罪投入运行前，进行了再标定或期厦.气压、商量、温度，温度

递交厂军标定.风遣送我院凤洞实撞重进行刻度.结果符合生产厂给的技术指标.风向在厂

靠标定以后，安装得，用罗盘水平仪进行正北方的标定，以定下风向的"零点"位置.使用一年

后所有传感悟再进行栋定或刻厦.

总辐射计由于加设了 ;:IF 变换，需要进行辐射量与频率的刻度，其结果且固 8.

!i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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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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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o.

Z I • 6 V
v

图' 辐射量与频率美后幽魏

(2)认真编写仪楠'自镜使用说明书和值班人员操作规程，对上岗人员培训，考试合楠后，

;t合格证上肉，带班怯定期进行严楠幢聋.

(3)将气'民站的戴帽，每月与"哇县当地气象台比对.

该系统于 199J 年 7 月. J0 月两次调试.11 月正式运行，至今运行正常，其中在夏攀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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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雷雨台风侵聋.仪器安然无趣，我取大量有效敷据.为评价当地大气迁移规篝研究做

出了贡献.

革镜设计调试中杨华庭同志给于不少帮助，在此表示愚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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