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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

包括模拟信号采集模块、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

键盘模块、微控制器模块、SD卡存储模块、定位模

块、LED显示模块、继电器输出模块、通讯模块及

电源模块，继电器输出模块进行物料控制，模拟

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微控制器

模块进行配比参数对比，由微控制器模块将对比

结果由通讯模块发送到通讯模块包括的上位机

分析提取实现远距离、智能化监测控制。本发明

可远距离控制和监测混凝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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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模拟信号采集模块、信

号放大及调理模块、键盘模块、微控制器模块、SD卡存储模块、定位模块、LED显示模块、继电

器输出模块、通讯模块及电源模块，所述模拟信号采集模块、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微控制

器模块依次相连，所述键盘模块与所述微控制器模块相连，所述微控制器模块分别和所述

SD卡存储模块、定位模块、LED显示模块、继电器输出模块相连，所述定位模块与所述通讯模

块相连，所述电源模块向系统提供电源，所述继电器输出模块进行物料控制，所述模拟信号

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所述微控制器模块进行配比参数对比，之后所述微控制器

模块将对比结果由所述通讯模块发送到通讯模块包括的上位机分析提取实现远距离、智能

化监测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拟

信号采集模块负责从给料系统和称重计量系统中采集不同物料的称重参数，将采集到的数

据通过CAN总线和Zigbee将数据发送到所述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

放大及调理模块负责对采集的模拟信号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后产生数字量，并对送过来的

数字信号通过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放大，供微控制器模块进行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微控

制器模块包括C8051F020单片机，采用全嵌入式全内置SOC型芯片，负责通过对接收到的物

料数字信号送到LED显示模块与预先设置的混凝土配比参数进行配置对比，当接收到的物

料数字信号与预先设置的混凝土配比参数不一致的时候做出报警，并同时将数字信号通过

通讯模块发送到上位机的用户接收端，上位机用户可以直接了解到情况做出相应的操作；

当接收的数字信号与输入的参数一致时，将该参数发送到SD卡存储模块进行保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键盘

模块采用CH452数码管及键盘控制芯片实现，CH452内置时钟振荡电路，可以动态驱动8位数

码管或者64位LED，负责使用键盘对物料的重量进行输入，然后CH452数码管对搅拌时间进

行显示以供操作者知道混凝土的制作状态；所述SD卡存储模块负责将微控制器模块发送过

来的数据进行保存。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

模块采用mxtos2-200  BDS芯片，内含有GPS、BD-2双模兼容接收机模块，负责记载载体三维

位置、速度、时间信息，其通过RS485接口来实现与微控制器模块的信息传递的作用，同时负

责将数据再发送到通讯模块以进行远程控制；所述LED显示模块负责将微控制器模块运行

数据显示出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继电

器输出模块包括继电器及给料阀门，负责通过继电器的开启、闭合控制料阀门的开启和关

闭，实现不同物料的物料配置控制功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讯

模块包括北斗卫星及上位机，通过将配料控制器与北斗卫星间接通信，把信息数据以北斗

4.0协议格式生成北斗短报文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至卫星端，北斗卫星端再将信息数据传

输到上位计算机，上位机针对发送过来的信息进行确认，传送数据中间过程采用的是适用

于近距离传输数据的RS232标准及常用于工业现场采集和信号的传输且适用于远距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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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通信RS485标准。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项所述的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源模块采用并联模块进行供电，通过使用非隔离式的降压斩波电路实现对电压的控

制作用，所述降压斩波电路主要由电感、电容、二极管组成，通过电感和电容的充放电实现

的；当MOS管导通时，电感充电，电容放电，输出电压由电容提供，当MOS管截止时，电感放电，

电容充电，输出电压由电感提供，二极管在电感放电中起续流作用；由于C8051F020单片机

微处理器采样端口只能输入3V左右的电压信号而并联供电系统输出电压为8V，需要在电源

的输出串联两个电阻分压再将电信号送至微控制器模块内。

10.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继电器输出模块控制给料阀门打开，然后对物料进行称重，并将信号送到信号放大

及调理模块，当物料达到标准，将物料阀门关上，进行搅拌；

（2）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的物料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产生数据，通过CAN总线

和Zigbee将称重的数字信息发送到微控制器模块；

（3）微控制器模块将采集的信息与预先设置的数据进行比较，数据与显示上面有差别

时进行报警，同时将信号返回微控制器模块；

（4）当微控制器模块处理完数据达到标准之后，微控制器模块将输入的物料量的信息

以及搅拌时间送到SD卡存储模块中进行保存，以备以后统计及对设备的工作状态评估、检

查需要；

（5）混凝土搅拌的状态信息可以通过定位模块以RS485标准进行信息传送至卫星，卫星

通过丢包反馈回传机制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为实现丢包反馈重发机制，北斗通信机需

维护3个变量，北斗通信机在接收到用户数据后，处理数据净荷生成数据单元并放入发送缓

冲区等待发送，发送缓冲区为唤醒发送缓冲区，内设读写指针便于存取数据单元；

（6）终端信息交互主要实现卫星与上位机之间的通信，为克服北斗短报文通信交互范

围局限的问题，采用I/O多路复用技术实现多发送端多接受端的通信，I/O多路复用技术利

用系统调用参数同时监视多个请求，避免创建多个进程；

（7）上位机可以根据接收的数据进行统计，当设备处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出现故障时，

能够及时的对设备进行管控及远程对机器实现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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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制作控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

控制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混凝土的制作过程中，由于受原材料质量例如水泥强度、骨料质量、级配及含水

率等因素的波动、生产工艺的不稳定性、生产条件、试验方法及工艺操作所造成的误差、生

产人员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常常造成混凝土的生产质量呈现出不均匀和波动的状态。现

有的混凝土制造中应用的监控技术大多数都是在工控PC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方式的运行

成本比较高，并且也没有准确的精度来进行控制，特别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且在一

些通信盲区的运输过程中，不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信息的接受和发送，也给偏远地区的建

设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混凝土生产精确控制及远程监

控。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

控制系统，包括模拟信号采集模块、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键盘模块、微控制器模块、SD卡存

储模块、定位模块、LED显示模块、继电器输出模块、通讯模块及电源模块，所述模拟信号采

集模块、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微控制器模块依次相连，所述键盘模块与所述微控制器模块

相连，所述微控制器模块分别和所述SD卡存储模块、定位模块、LED显示模块、继电器输出模

块相连，所述定位模块与所述通讯模块相连，所述电源模块向系统提供电源，所述继电器输

出模块进行物料控制，所述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所述微控制器模块进

行配比参数对比，之后所述微控制器模块将对比结果由所述通讯模块发送到通讯模块包括

的上位机分析提取实现远距离、智能化监测控制。

[0005] 所述模拟信号采集模块负责从给料系统和称重计量系统中采集不同物料的称重

参数，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CAN总线和Zigbee将数据发送到所述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

[0006] 所述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负责对采集的模拟信号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后产生数字

量，并对送过来的数字信号通过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放大，供微控制器模块进行处理。

[0007] 所述微控制器模块包括C8051F020单片机，采用全嵌入式全内置SOC型芯片，负责

通过对接收到的物料数字信号送到LED显示模块与预先设置的混凝土配比参数进行配置对

比，当接收到的物料数字信号与预先设置的混凝土配比参数不一致的时候做出报警，并同

时将数字信号通过通讯模块发送到上位机的用户接收端，上位机用户可以直接了解到情况

做出相应的操作；当接收的数字信号与输入的参数一致时，将该参数发送到SD卡存储模块

进行保存。

[0008] 所述键盘模块采用CH452数码管及键盘控制芯片实现，CH452内置时钟振荡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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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动态驱动8位数码管或者64位LED，负责使用键盘对物料的重量进行输入，然后CH452数

码管对搅拌时间进行显示以供操作者知道混凝土的制作状态。

[0009] 所述SD卡存储模块负责将微控制器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进行保存。

[0010] 所述定位模块采用mxtos2-200  BDS芯片，内含有GPS、BD-2双模兼容接收机模块，

负责记载载体三维位置、速度、时间信息，其通过RS485接口来实现与微控制器模块的信息

传递的作用，同时负责将数据再发送到通讯模块以进行远程控制。

[0011] 所述LED显示模块负责将微控制器模块运行数据显示出来。

[0012] 所述继电器输出模块包括继电器及给料阀门，负责通过继电器的开启、闭合控制

料阀门的开启和关闭，实现不同物料的物料配置控制功能。

[0013] 所述通讯模块包括北斗卫星及上位机，通过将配料控制器与北斗卫星间接通信，

把信息数据以北斗4.0协议格式生成北斗短报文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至卫星端，北斗卫星

端再将信息数据传输到上位计算机，上位机针对发送过来的信息进行确认，传送数据中间

过程采用的是适用于近距离传输数据的RS232标准及常用于工业现场采集和信号的传输且

适用于远距离、多点通信RS485标准。

[0014] 所述电源模块采用并联模块进行供电，通过使用非隔离式的降压斩波电路实现对

电压的控制作用，所述降压斩波电路主要由电感、电容、二极管组成，通过电感和电容的充

放电实现的；当MOS管导通时，电感充电，电容放电，输出电压由电容提供，当MOS管截止时，

电感放电，电容充电，输出电压由电感提供，二极管在电感放电中起续流作用；由于

C8051F020单片机微处理器采样端口只能输入3V左右的电压信号而并联供电系统输出电压

为8V，需要在电源的输出串联两个电阻分压再将电信号送至微控制器模块内。

[0015] 本发明所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混凝土生产精确控制及远程监控方法。

[0016] 为此，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的控制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继电器输出模块控制给料阀门打开，然后对物料进行称重，并将信号送到信号放大

及调理模块，当物料达到标准，将物料阀门关上，进行搅拌；

（2）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的物料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产生数据，通过CAN总线

和Zigbee将称重的数字信息发送到微控制器模块；

（3）微控制器模块将采集的信息与预先设置的数据进行比较，数据与显示上面有差别

时进行报警，同时将信号返回微控制器模块；

（4）当微控制器模块处理完数据达到标准之后，微控制器模块将输入的物料量的信息

以及搅拌时间送到SD卡存储模块中进行保存，以备以后统计及对设备的工作状态评估、检

查需要；

（5）混凝土搅拌的状态信息可以通过定位模块以RS485标准进行信息传送至卫星，卫星

通过丢包反馈回传机制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为实现丢包反馈重发机制，北斗通信机需

维护3个变量，北斗通信机在接收到用户数据后，处理数据净荷生成数据单元并放入发送缓

冲区等待发送，发送缓冲区为唤醒发送缓冲区，内设读写指针便于存取数据单元；

（6）终端信息交互主要实现卫星与上位机之间的通信，为克服北斗短报文通信交互范

围局限的问题，采用I/O多路复用技术实现多发送端多接受端的通信，I/O多路复用技术利

用系统调用参数同时监视多个请求，避免创建多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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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位机可以根据接收的数据进行统计，当设备处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出现故障时，

能够及时的对设备进行管控及远程对机器实现锁定。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

（1）可远距离控制和监测，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方式，可以将数据进行实时发送与接

收，远程控制端可以掌握相关信息；

（2）可进行定位，当系统在偏远地区进行工作时，可以通过BDS芯片的定位功能，实现对

该系统的定位；

（3）安全性高，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使工作人员远程监控设备参数，避免工作人员长期

在恶劣的、高危险的操作环境中停留。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3为继电器输出模块控制流程示意图；

图4为通讯模块控制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是对本发明的限

定。

[0020] 图1示出了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包括模拟信号采集模块、信

号放大及调理模块、键盘模块、微控制器模块、SD卡存储模块、定位模块、LED显示模块、继电

器输出模块、通讯模块及电源模块，模拟信号采集模块、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微控制器模

块依次相连，键盘模块与微控制器模块相连，微控制器模块分别和SD卡存储模块、定位模

块、LED显示模块、继电器输出模块相连，定位模块与通讯模块相连，电源模块向系统提供电

源，继电器输出模块进行物料控制，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微控制器模

块进行配比参数对比，之后微控制器模块将对比结果由通讯模块发送到通讯模块包括的上

位机分析提取实现远距离、智能化监测控制。

[0021] 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包括各路传感器，负责从给料系统和称重计量系统中采集不同

物料的称重参数，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CAN总线和Zigbee将数据发送到信号放大及调理模

块。

[0022] 信号放大及调理模块负责对采集的模拟信号进行电流-电压转换后产生数字量，

并对送过来的数字信号通过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放大，供微控制器模块进行处理。

[0023] 微控制器模块包括C8051F020单片机，采用全嵌入式全内置SOC型芯片，负责通过

对接收到的物料数字信号送到LED显示模块与预先设置的混凝土配比参数进行配置对比，

当接收到的物料数字信号与预先设置的混凝土配比参数不一致的时候做出报警，并同时将

数字信号通过通讯模块发送到上位机的用户接收端，上位机用户可以直接了解到情况做出

相应的操作；当接收的数字信号与输入的参数一致时，将该参数发送到SD卡存储模块进行

保存。

[0024] 键盘模块采用CH452数码管及键盘控制芯片实现，CH452内置时钟振荡电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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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驱动8位数码管或者64位LED，负责使用键盘对物料的重量进行输入，然后CH452数码管

对搅拌时间进行显示以供操作者知道混凝土的制作状态。

[0025] SD卡存储模块负责将微控制器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进行保存。

[0026] 定位模块采用mxtos2-200  BDS芯片，内含有GPS、BD-2双模兼容接收机模块，负责

记载载体三维位置、速度、时间信息，其通过RS485接口来实现与微控制器模块的信息传递

的作用，同时负责将数据再发送到通讯模块以进行远程控制。

[0027] LED显示模块负责将微控制器模块运行数据显示出来。

[0028] 继电器输出模块包括继电器及给料阀门，负责通过继电器的开启、闭合控制料阀

门的开启和关闭，实现不同物料的物料配置控制功能。

[0029] 通讯模块包括北斗卫星及上位机，通过将配料控制器与北斗卫星间接通信，把信

息数据以北斗4.0协议格式生成北斗短报文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至卫星端，北斗卫星端再

将信息数据传输到上位计算机，上位机针对发送过来的信息进行确认，传送数据中间过程

采用的是适用于近距离传输数据的RS232标准及常用于工业现场采集和信号的传输且适用

于远距离、多点通信RS485标准，通讯模块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

[0030] 电源模块采用并联模块进行供电，通过使用非隔离式的降压斩波电路实现对电压

的控制作用，降压斩波电路主要由电感、电容、二极管组成，通过电感和电容的充放电实现

的；当MOS管导通时，电感充电，电容放电，输出电压由电容提供，当MOS管截止时，电感放电，

电容充电，输出电压由电感提供，二极管在电感放电中起续流作用；由于C8051F020单片机

微处理器采样端口只能输入3V左右的电压信号而并联供电系统输出电压为8V，需要在电源

的输出串联两个电阻分压再将电信号送至微控制器模块内。

[0031] 图2示出了一种基于BDS芯片的混凝土制作控制系统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继电器输出模块控制给料阀门打开，然后对物料进行称重，并将信号送到信号放大

及调理模块，当物料达到标准，将物料阀门关上，进行搅拌，具体过程如图3所示；

（2）模拟信号采集模块将采集的物料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产生数据，通过CAN总线

和Zigbee将称重的数字信息发送到微控制器模块；

（3）微控制器模块将采集的信息与预先设置的数据进行比较，数据与显示上面有差别

时进行报警，同时将信号返回微控制器模块；

（4）当微控制器模块处理完数据达到标准之后，微控制器模块将输入的物料量的信息

以及搅拌时间送到SD卡存储模块中进行保存，以备以后统计及对设备的工作状态评估、检

查需要；

（5）混凝土搅拌的状态信息可以通过定位模块以RS485标准进行信息传送至北斗卫星，

其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北斗卫星通过丢包反馈回传机制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为实现丢

包反馈重发机制，北斗通信机需维护3个变量，北斗通信机在接收到用户数据后，处理数据

净荷生成数据单元并放入发送缓冲区等待发送，发送缓冲区为唤醒发送缓冲区，内设读写

指针便于存取数据单元；

（6）终端信息交互主要实现北斗卫星与上位机之间的通信，其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为

克服北斗短报文通信交互范围局限的问题，采用I/O多路复用技术实现多发送端多接受端

的通信，I/O多路复用技术利用系统调用参数同时监视多个请求，避免创建多个进程；

（7）上位机可以根据接收的数据进行统计，当设备处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出现故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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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及时的对设备进行管控及远程对机器实现锁定。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

（1）可远距离控制和监测，通过北斗短报文通信方式，可以将数据进行实时发送与接

收，远程控制端可以掌握相关信息；

（2）可进行定位，当系统在偏远地区进行工作时，可以通过BDS芯片的定位功能，实现对

该系统的定位；

（3）安全性高，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使工作人员远程监控设备参数，避免工作人员长期

在恶劣的、高危险的操作环境中停留。

[0033]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出了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所描述的

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对这些实施

方式进行各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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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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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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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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