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873539.8

(22)申请日 2018.11.14

(73)专利权人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 210023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

学城文澜路99号

(72)发明人 朱永宏　崔闯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天翼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2112

代理人 奚铭

(51)Int.Cl.

G05B 19/04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

示器

(57)摘要

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

示器，包括主控机侧和从机侧，主控机侧包括主

机单片机、以及与主机单片机连接的时钟模块、

AT24C02模块、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键

盘模块、主机RS-485模块和电源，从机侧包括从

机单片机、以及与从机单片机连接的从机大屏数

码管显示驱动模块、从机声光报警装置、从机RS-

485模块和电源，主机单片机通过主机RS-485模

块向从机单片机发送时间信号和声光报警信号。

本实用新型采用模块化设计，主控机侧的结构易

于做成手持式装置，从机侧通过设计大屏数码管

的大小也可以满足便携及场地展示的需求，便于

管理，无需考虑露天环境对器材的侵蚀问题，易

于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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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其特征是包括主控机侧和从机侧，

主控机侧包括主机单片机、以及与主机单片机连接的DS1302时钟模块、AT24C02模块、8位共

阳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键盘模块、主机RS-485模块和电源，从机侧包括从机单片机、以及

与从机单片机连接的从机大屏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从机声光报警装置、从机RS-485模块

和电源，主机RS-485模块与从机RS-485模块采用RS-485方式连接，主机单片机通过主机RS-

485模块向从机单片机发送时间信号和声光报警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其特征是主

机单片机和从机单片机均为单片机最小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其特征是主

机单片机采用AT89S52单片机，端口规划如下：

P1.0：接AT24C02的时钟输入；

P1.1：接AT24C02的数据端；

P1.6：键盘模块连线接口与下载编程接口共用；

P1.7：键盘模块连线接口与下载编程接口共用；

P0口：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段码数据口；

P2口：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数码管位选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其特征是键

盘模块为矩阵键盘电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其特征是从

机大屏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共驱动六位数码管进行显示，六位数码管两两一组，三组数码

管成倒“品”字形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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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子设备技术领域，为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

示器。

背景技术

[0002] 体育场馆中比赛和训练时对各种电子显示方式与相关技术及设备系统一直具有

旺盛的需求，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随着全民健身的发展和需求，设置了不少多功能健

身场地，但这些场地往往为露天场地，虽然会有比赛的需求但比赛频率并不高，如果要给这

些场地都配置电子显示牌，则安装成本以及维护成本都很高，性价比很低，且现有技术中的

比赛用电子显示器，往往其控制端体积较大，还需设有专门的控制室。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比赛用电子显示器大多固定设置在场地里，对

于民众健身类场地，使用效率不高，大量安装则成本偏高，且对于露天场地，维护管理也存

在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包括

主控机侧和从机侧，主控机侧包括主机单片机、以及与主机单片机连接的DS1302时钟模块、

AT24C02模块、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键盘模块、主机RS-485模块和电源，从机侧包

括从机单片机、以及与从机单片机连接的从机大屏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从机声光报警装

置、从机RS-485模块和电源，主机RS-485模块与从机RS-485模块采用RS-485方式连接，主机

单片机通过主机RS-485模块向从机单片机发送时间信号和声光报警信号。

[0005] 进一步的，主机单片机和从机单片机均为单片机最小系统。

[0006] 进一步的，主机单片机采用AT89S52单片机，端口规划如下：

[0007] P1.0：接AT24C02的时钟输入；

[0008] P1.1：接AT24C02的数据端；

[0009] P1.6：键盘模块连线接口与下载编程接口共用；

[0010] P1.7：键盘模块连线接口与下载编程接口共用；

[0011] P0口：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段码数据口；

[0012] P2口：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数码管位选口。

[0013] 进一步的，键盘模块为矩阵键盘电路。

[0014] 进一步的，从机大屏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共驱动六位数码管进行显示，六位数码

管两两一组，三组数码管成倒“品”字形排布。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嵌入式通信技术的便携式球场显示器，采用模块化设

计，分为主控机侧和从机侧，以单片机为核心，主控机侧的结构易于做成手持式装置，从机

侧通过设计大屏数码管的大小也可以满足便携及场地展示的需求。无需固定设置在场地

中，便于携带，主控机侧和从机侧通过RS485同步信息，便于控制和分场合使用。本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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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管理，无需考虑露天环境对器材的侵蚀问题，易于维护保养，适用于大众健身使用的需

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AT89S52芯片的引脚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主控机侧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电路示意图。

[0019]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主控机侧DS1302时钟模块电路示意图。

[0020]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主机RS-485模块电路示意图。

[0021]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主控机侧AT24C02模块电路示意图。

[0022]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主控机侧键盘模块电路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实用新型从机单片机电路示意图。

[0024] 图9为本实用新型从机大屏数码管的排布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具体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现。

[0026] 如图1，本实用新型包括主控机侧和从机侧，主控机侧包括主机单片机、以及与主

机单片机连接的DS1302时钟模块、AT24C02模块、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键盘模块、

主机RS-485模块和电源，从机侧包括从机单片机、以及与从机单片机连接的从机大屏数码

管显示驱动模块、从机声光报警装置、从机RS-485模块和电源，主机RS-485模块与从机RS-

485模块采用RS-485方式连接，主机单片机通过主机RS-485模块向从机单片机发送时间信

号和声光报警信号。

[0027] 作为优选方式，主机单片机和从机单片机均为单片机最小系统，更有利于设备的

小型化和便携。

[0028] 主机单片机为核心，主控机侧的其它电路均与主机单片机连接，图3为8位共阳数

码管显示驱动模块电路示意图，图4为DS1302时钟模块电路示意图，图5为主机RS-485模块

电路示意图，图6为AT24C02模块电路示意图。优选键盘模块为矩阵键盘电路，其电路如图7

所示。

[0029] 主机单片机和从机单片机均为单片机最小系统，选用了低功耗、高性能CMOS的8位

AT89S52单片嵌入式微控制器CPU芯片，如图2所示，具有8K在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使用

Atmel公司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芯片

自带编程接口。AT89S52具有以下标准功能：8k字节Flash，256字节RAM，32位I/O口线，看门

狗定时器，2个数据指针，三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一个6向量2级中断结构，全双工串行口，

片内晶振及时钟电路等。作为优选方式，本实用新型中主机单片机的AT89S52端口规划如

下：

[0030] P1.0：接AT24C02的时钟输入；

[0031] P1.1：接AT24C02的数据端；

[0032] P1.6：键盘模块连线接口与下载编程接口共用；

[0033] P1.7：键盘模块连线接口与下载编程接口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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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P0口：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段码数据口；

[0035] P2口：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数码管位选口。

[0036] 其中P1.6和P1.7端口为芯片初始设计的编程接口，也称下载编程接口，即外界设

计的程序可以由此接口装载到单片机中实施，由于实际操作中键盘模块和下载编程接口两

者并不会同时使用，因此分时使用不会引起冲突。

[0037] 如图3所示主控机侧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电路图中，选用P0口作为8位共

阳数码管显示段码数据口，选用P2口作为8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数码管位选口。在单片机中装

载常用计时程序，结合DS1302时钟模块，可以在主控机侧通过共阳数码管显示北京时间、0

～99分和0～59秒可选择调整的分计时倒数计时、0～99秒任意调整的秒计时倒数计时等，

按键模块可用于时间的暂停或调整，时间数值设置、复位等，属于本领域的常规技术，不再

详述。具体实施举例：在显示星期几和时分秒情况下，8位数码管最左边一位设计显示星期

几，右侧六位显示时、分、秒，左2位的空白可用于划分星期和时分秒；在显示比赛时长总分

秒倒计时或24秒倒计时情况下，最左边四位LED显示比赛时长总分秒倒计时、最右边两位

LED显示24秒倒计时，两者中间的显示管不进行显示，用于间隔。

[0038] 主控机侧一般可手持，用于给裁判使用，从机侧通过大屏数码管进行赛场同步显

示主控机侧的时间信息，从机侧主机RS-485模块向从机侧发送大屏数码管的显示时间信

号、比赛总时长分秒倒计时与24S倒计时信号、声光报警信号等赛场显示信号。

[0039] 从机侧也以从机单片机为核心，从机单片机的电路示意图如图8所示。从机侧的其

它电路，从机大屏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共驱动六位数码管进行显示，六位数码管两两一组，

优选三组数码管成倒“品”字形排布，如图9所示。例如，在显示时间情况下，左上侧两位用以

显示时，右上侧两位用以显示分，中下侧两位用以显示秒；在显示比赛总时长分秒倒计时和

24秒倒计时情况下，左上侧两位用以显示比赛总时长分秒倒计时的分钟，右上侧两位用以

显示比赛总时长分秒倒计时的秒，而中下侧两位用以显示24S倒计时的秒。大屏数码管可采

用动态扫描驱动显示方式。从机声光报警装置的电路由从机单片机的P1.0端口驱动，用于

计时提醒。例如当比赛总时长分秒倒计时或24S倒计时到0时发出声光报警，由于主从单片

机通讯，同步显示对应的赛场时间信息，可在主控机侧通过按键模块进行复位，解除对应的

声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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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6

CN 209417556 U

6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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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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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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