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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场总线技术在低压电器领域的推广应用，具有网络通信功能的第四代低压电器成为当前的研发热点。 

本文通过对个人电脑的接口电路和软件进行配置，开展了在单台Pc上进行Modbus的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的设计与仿 

真，实现了一种低成本、快速的Modbus协议仿真设计环境，并设计了一种具备基本通信功能的Modbus网络，对第四代低压电 

器通信系统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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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Design of Low Voltage Apparatus Communication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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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pplication of field bus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low voltage apparatus，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ow 

voltage apparatus with the func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present development．Through configuration 

of interface circuit and softw are for PC，design and simulation is conducted for physical layer，data link layer and application layer 

of Modbus on single PC．Based on that，a cost effective and rapid Modbus simulation design environment is realized and a Modbus 

netw ork with basic communication function is designed，which has considerabl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alue for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design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ow voltage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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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从196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的低压电器经历了 

四代的发展。最新一代低压电器即第四代低压电器的 

研发热点为具有网络通信功能的电器产品。低压电器 

的通信实际上是低压电器智能控制器或智能单元间的 

通信，低压电器的通信协议通常直接采用现场总线的 

有关技术 。 

通过现场总线技术的采用，低压电器与系统发生 

了一场新的革命，传统的安装方式纷纷被打破。传统 

低压电器只可以固定安装在控制柜或配电箱中，物理 

位置的改变将导致二次回路即控制回路的重新设置。 

采用现场总线 ，低压电器可以离开控制柜或配电箱而 

安装到设备现场，监测信号和控制信号通过总线与上 

位机相连，进行实时通信。 

目前 ，国内低压电器行业较为常见的总线方案 

为：Asi、Modbus、Profibus、DeviceNet四类，主要源 

自西门子、施耐德、ABB等国际大型电气公司。中国 

企业 目前在该领域还是追赶者 。从技术复杂程度来 

看，Modbus最简单，虽然其传输速率较低，但已足 

够满足低压电器的通信需求。从技术壁垒角度来看， 

Modbus没有像其他几种协议那样采用专用集成芯片， 

技术开放性较高，开发与使用成本方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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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odbus协议分析 

Modbus是较为常见的现场总线工业标准 ，主要 

以树型网络结构或者说总线型网络结构为主，协议结 

构简单 ，只规定了OSI模型第7层的应用层报文传输协 

议、第2层的数据链路层串行链路协议及第1层的物理 

层 (采用RS485／232规范 )，它在连接至不同类型总 

线或网络的设备之间提供客户机／HE务器通信，采用 

主站／从站访问方式，其协议栈结构和与OSI模型的对 

照如图1所示。 

图2硬件平台结构图 

当前 ，很多Pc机，特别是笔记本电脑 ，都已经 

取消RS232接口，转而由USB接口取代。但RS232的 

一 些优点，特别是与外罔微控制器通信方面仍有显著 

优势。因此，采用USB转RS232硬件，一方面继承了 

USB接口热插拔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可继续发 

挥RS232通信的优势。USB接口转换为RS232接口主要 

通过CH340转接芯片实现。CH340是一个USB总线的 

转接芯片，可以实现USB转RS232功能。 

RS232与RS485的接 口转换，主要是电气特性与 

逻辑转换 ，通过电平转换芯片即可实现。MAX232可 

Modbus应用层 

I c／s结构 

Modbus主／，k人结构 

EIA厂T1A-485／232 

模型对 照 

将RS232电平与逻辑转换为rI1rI1L，MAX485芯片则用于 

RS485的电平与TTL电平转换。同样 ，89C5 1的TTL电 

平也通过MAX485芯片转换为RS485电平。 

RS485总线只规定了物理层的有关特性，具体的 

传输协议由开发人员自行定制，这就大大降低了应用 

门槛，为上层协议的开发提供了很大的柔性。但另外 

一 方面，也就限制了RS485在复杂数据传输方便的应 

用，在简单信号传输，特别是智能控制器信号传输方 

面去有着非常大的优势【41。 

通过上述两次接 口转换 ，可基本实现PC机到 

RS485网络的硬件连通。 

四、通信协议虚拟设计软件 

在传统的低压电器设计中，采用的开发模式主要 

是物理样机模式 ，即通过反复地 “制作样机+测试+ 

改进样机+测试”的流程来达到设计目标。传统模 

式存在开发周期长、费用高、质量水平不高等缺陷， 

难以满足四代低压电器多元化、个性化方面的需求 

}51
。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仿真技术的发展，商用仿真软 

件品种越来越丰富，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因此，低压 

电器虚拟样机设计也 日益普及 。本文主要采用Visual 

Basic设计上位机和下位机仿真程序，以及采用IAR和 

Proteus开展单片机的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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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Basic是美国微软公司开发的一款面向对 

象的程序开发系统 ，在VB中创建的应用程序可以在 

任何WindoWS环境下运行。在智能电器设计过程中， 

涉及到应用于串口通信的MSComm控件。Microsoft 

c0mmunications ControI(MSComm)是Microsoft公司提供 

的简化WindowS下串行通信编程的ActiveX控件，通 

过串行端1：3传输和接收数据，为应用程序提供串行 

通信功能。MSComm控件在串口编程时非常方便，程 

序员不必去花时间去了解较为复杂的API函数 ，而且 

在Visual C++(以下简称VC)，Visual Basic[以下简称 

VB1，Delphi等语言中均可使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处理通信问题：一是事件驱动(Event—driven)方法 ，二 

是查询法}6】。 

单片机仿真设计软件是低压电器通信协议虚拟 

设计的另外一类重要软件。本文主要涉及Proteus和 

IAR EMbeded Workbench for 805 1。用Proteus进行单片 

机功能设计与验证，可大大提高速度并降低研发成 

本。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051是一套高度精 

密且使用方便的嵌入式应用编程开发工具。通过其 

内置的针对不同芯片的代码优化器，IAR Embedded 

Workbench可以为805l系列芯片生成非常高效和可靠 

的FLASH／PR0Mahle代码。 

五、Modbus通信协议的软件设计 

Modbus协议的实现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物理 

层协议的实现，主要涉及异步串行通信参数的设置与 

调试；第二步是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协议 ，主要是应 

用数据单元的实现和操作函数的实现。 

(一 )物理层协议的实现 

物理层协议实现主要是基于RS485网络 ，通过异 

步串行通信相关参数的设置来实现PC机和单片机在 

RS485上的数据收发功能。 

1、PC机的物理层 协议 实现 

P C机 的物理层协议 ，通过V B开发 软件 的 

MSComm控件实现。实现的步骤为 ： 

(1)运行VB程序，添加控件：一个MSComm控 

件、两个文本控件 (一个命名为 “TextSend”，用于 

输入待发送文本；另一个命名为 “TextReceive”， 

用于显示接收到 的文本 )、两个按钮控件 (一个 

命名为 “CommandSend”，用于将 “TextSend” 

控件中的文本发送到RS485总线；另一个命名为 

“commandReceive”，用于接收总线上收到的信息并 

显示在 “TextReceive”文本控件中 )； 

(2)设置MSComm的通信参数： 

a．C0mPort属性，即使用的COM端口号； 

b．Settings属性，即串行通信波特率、校验、数据 

位、停止位等参数； 

c．设置其它辅助属性，~l：llnputMode，Rthreshold 

等 ； 

(3)运行串口通信程序，开启通信端口，即赋 

值MSComm控件的PortOpen属性。(PortOpen=True) 

(4)送 出字符 串或 读人字符 串，即赋值 

MSComm控件的Output属性或读取Input属性。 

(5)使用完MSComm通讯对象后，将通信端口 

关闭。 

2．单片机物理层协议实现 

单片机的物理层协议是通过USART(UART)串行 

通信接口来实现的。本文涉及的单片机为Atmel的 

AT89C5 1。805 l单片机有一个采用通用异步接收／发送 

器(UART)~作方式的全双工串行通信接口，因此它 

与外界的通信一般采用串行通信方式，只有少数情况 

下才采用并行方式。8051单片机的串行接 口主要由2 

个物理上独立的串行数据(接收、发送)缓冲器SBUF、 

发送控制器、接收控制器、输入移位寄存器和输出控 

制门组成。发送数据缓冲器SBUF只能写入、不能读 

出。接收数据缓冲器只能读出、不能写入。2个缓冲 

器共用一个单元地址99H，是不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 

寄存器 ，在编程应用中就如同使用一个寄存器SBUF 

一

样。控制805l单片机串行接口的控制寄存器共有两 

个 ：特殊功能寄存器SCON和PCON。 

SM0和SM1为串行通信模式选择位，51单片机共 

提供4种通信模式，模式l～3为全双工通信，模式0主 

要用于I／O扩展时作为移位寄存器。 

本文选择的是模式1，其波特率由时钟Tl生成。 

以波特率为9600为例 ，则对应的cUP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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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56MHz，T1的初始值为FCh，并采用8位自动重 

载模式。将单片机通信参数写入初始化函数中并在主 

程序运行初始阶段调用。 

进一步地 ，对单片机的接收与发送函数进行设 

计。 

接收函数采用中断模式 ，MCS一51单片机的串行 

中断矢量为0x23，中断处理函数格式为： 

#pragma vector=0x23 

interrupt void my
_ uart(void) 

{ 

) 

发送函数为： 

void send
— str0／／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0： 

while(str[i】!：’＼0’) 

{ 

SBUF=str[i]； 

while(!SCON_bit．TI)；／／等特数据传送 

SCON
_

bit．TI=0；／／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下一个字符 

} 

) 

通过IAR软件编译生成．hex格式机器文件，载入 

Proteus仿真软件对上述代码进行测试 ，可实现双机 

互连。 

(二)数据链路层的实现 

Modbus数据链路层的实现分为上位机(Pc)和下位 

机(单片机)两部分。 

1．通信参数设置 

(1)传输模式，本文采用RTU模式，即信息的 

打包和解码的方式为报文中每个8位字节含有两个4位 

十六进制字符，每个字节的11位，格式为：1个起始 

位，8个数据位 (首先发送最低有效位LSB)，1个奇 

偶校验位 (偶校验 )，1个停止位； 

(2)通信速率：9600bit／s； 

(3)帧校验：采用循环冗余校验 (CRC)； 

(4)单播模式下的响应超时由于从站处理请求 

并返回响应 ，设置为2s；广播模式下的回转延时只需 

从站处理请求并能够接收新请求，设置为0．5s。 

2．主站和从站的功能模块设计 

(1)主站的总体设计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Modbus—State，默认值为0， 

取值范围为0、1、2、3、4，通过对Modbus—State的 

状态判定分别运行对应的模块。其子模块包括：数 

据包接收子模块 (Modbus—State=0)、数据包解析子 

模块 (Modbus—State=1)、函数执行模块 (ModBus— 

State=2)、信息反馈子模块(ModBus—State=3)和复位 

子模块 (Modbus—State=4)。 

(2)从站模块的总体设计 

与主站模块的总体设计相似 ，也根据Modbus— 

State的取值来分为5个子模块 ，分别包括：数据 

包接收子模块 (Modbus—State=0)、数据处理子 

模块 (Modbus—State=1)、响应子模块 (Modbus— 

State=2)、命令执行子模块 (Modbus—State=3)和超 

时复位子模块 (Modbus_State=4)。 

(三)应用层的实现 

JBT 1 0542(2()(】6)——低压电器通信规约已经规定 

了断路器通用数据通信参数表。本案采用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对相关通信参数进行预定义。数据库由 

6个表组成：JBTl0542(2006)断路器通用数据通信参 

数表、寄存器总表 、设备类别清单、设备类别寄存器 

表、设备注册信息表和设备存储器表。 

另外，通过一个按钮控件用于更新设备注册并 

生成协议文件 。所谓的协议文件，对于VB类的下位 

机，是一个文本文件，用于程序启动时读取相关配 

置。对于单片机类的下位机，协议文件是一个头文 

件 ，用于编译时载人。 

六、结语 

本文研究了配置低压断路器通信协议的单机开发 

环境，并基于该开发环境开展Modbus协议的设计与仿 

真，实现了智能控制器寄存器的Modbus通信系统。通 

过Modbus总线系统，个人电脑作为上位机，各种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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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器的低压电器作为下位机，可实现遥测、遥控 

和遥信功能，实现四代低压电器及其系统的功能。 

目前，我国的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电力公司主要 

通过拉闸限电这种比较粗放的管理模式来达到减排目 

标，这种作法已经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争议。国家有 

关部门以及能源供应公司需要采取更加科学的管理方 

式，一方面，需要将节能减排目标具体量化并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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