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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遥控系统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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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红外遥控系统的设计，红外遥控器与单片机的硬件接口以及完整的软件解码方案、源程序、应用
方法，为各类红外遥控器在单片机控制产品中的开发应用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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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外遥控技术已经在日常家用电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其使用方便、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也越来越在智能
仪器系统中受到重视。
市场上的各种家电红外遥控系统技术
成熟、成本低廉，但都是针对各自的遥控对象（彩电、冰箱、
空调等）
，均由专用ＣＰＵ解码，作为一般的单片机控制系统不
能直接使用。本文探讨了如何借鉴家电红外遥控系统的原
理，自行设计解码电路和解码、控制程序，利用现有遥控器
如何使各控制系统嵌入红外遥控技术。
１ 红外遥控系统的组成
红外遥控系统主要由遥控发射器、一体化接收头、单片
机、接口电路组成，如图一所示。遥控器用来产生遥控编码
脉冲，驱动红外发射管输出红外遥控信号，遥控接收头完成
对遥控信号的放大、检波、整形、解调出遥控编码脉冲。遥
控编码脉冲是一组串行二进制码，对于一般的红外遥控系
统，此串行码输入到微控制器，由其内部 ＣＰＵ完成对遥控指
令解码，并执行相应的遥控功能。使用遥控器作为控制系统
的输入，需要解决如下几个关键问题：如何接收红外遥控信
号；如何识别红外遥控信号以及解码软件的设计、控制程序
的设计。
２ 红外遥控信号的接收
接收电路使用集成一体化红外接收头 Ｓ Ｍ ０ ０ ３ ８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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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红外遥控系统组成方框图
ＳＭ００３８对外只有３个引脚：ＶＳ、ＧＮＤ和１个脉冲信号输出引脚
ＯＵＴ，外形引脚如图二所示。与单片机接口非常方便，如图
三所示。ＶＣＣ 接电源 ＋５Ｖ 并经电容进行滤波，以避免电源干
扰； ＧＮＤ 接系统的地线（０Ｖ）
；脉冲信号输出接ＣＰＵ的中断输
入引脚（例如 ８０５１的 １３脚 ＩＮＴ１）
。采取这种连接方法，软件
解码既可工作于查询方式，也可工作于中断方式。

图二 红外接收头ＳＭ００３８ 图三 ＳＭ００３８与单片机接口电路

图四 一帧码的数据结构图
４ 按键识别程序的设计
要使用一个遥控器进行遥控系统的设计，
必需首先了解
不同的按键编码脉冲是怎样和遥控器上不同的按键一一对应
的。笔者用软件的方法实现对脉冲流的分析，使用如图三所
示的接口电路接收信号。如果没有红外遥控信号到来，接收
器的输出端口 ＯＵＴ 保持高电平；当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时，
接收头将信号解调下来并转换成脉冲序列加到ＣＰＵ的中断输
入引脚。用软件测试引脚的逻辑电平，同时启动Ｔ计时器，测
量该引脚分别为逻辑“０”和逻辑“１”情况下的时间值，存
储起来，然后分析。其规律如下（仿真机 ＣＰＵ 晶振为６ＭＨｚ）
：
①引导脉冲是一个时间值为１１３７Ｈ～１１５７Ｈ的低电平和时
间值为０８４ＦＨ～０８６ＦＨ的高电平；
②数据脉冲的低电平时间值约为０１２７Ｈ～０１７７Ｈ；
③高电平时间值有 ２ 种情况：００ＢＢＨ～００ＦＦＨ（窄：表示
“０”
）利 ０３０１Ｈ～０３３３Ｈ（宽：表示“１”
）
；
④同时通过分析能从中了解各键的键码值，
供编写应用
程序时使用。
５ 红外解码技术的应用
红外遥控系统的组成及红外接收电路如图一、图三所
示，
在这主要介绍系统软件的设计。
系统软件主要由主程序、
各控制处理程序、遥控接收解码中断程序、显示控制等模块
组成。
５．１ 总体设计思路
主程序框图如图五所示。主程序初始化后，不断检测是
否有有效遥控信号出现，并循环调用显示子程序。当接收头
接收到遥控信号时，程序进入解码中断服务程序。当解出正
确码时给出标志，
主程序根据标志和键码值转入相应处理程

序进行相应的控制操作，
处理程序执行完后再返回到主程序
中。显示子程序则显示当前的操作内容。下面重点讨论遥控
接收解码模块的设计，
其它程序如显示子程序等均为较典型
的程序，在此不再作讨论。

图五 主程序框图
５．２ 遥控接收解码模块的设计
经过对相同按键脉冲进行多次采样发现，
相同按键脉冲
序列的对应位置脉宽时间值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的
（不是
一个确定值）
，但高位是相同的。因此根据上述实验规律，将
软件译码时对脉冲的分析判断依据如下：
①引导脉冲的低电平宽度高八位为“１１Ｈ”
，高电平宽度
的判断依据是时间值的高八位等于“０８Ｈ”
，低字节忽略；
②数据脉冲流的低电平脉宽相同，忽略不判断；
③高电平脉宽是判断数据流每位是“０”还是“１”的依
据。脉宽的高八位若等于 ３ 表示“１”
，否则表示“０”
，脉宽
的低字节忽略。
遥控接收解码程序流程首先对ＳＭ００３８送来的脉冲流进行
采样，检测脉冲宽度，并存储。然后判断引导脉冲是否有效。
再据脉宽解出键码值和键码反码值，比较正码、反码，确认
是否有误。最后译出键码值，为分支程序转到相应处理程序
进行相应控制提供依据。该中断程序占用资源：５０Ｈ￣５ＦＨ依
次存贮 １６ 个脉宽值，２６Ｈ、２７Ｈ 入口：无 ；出口：键码值
存于 ２７Ｈ，识别标志位 Ｓ８（２Ａｈ．７）
。
５．３ 按键盘识别及分支控制模块程序设计
当红外遥控器按下某一键时，
遥控接收解码模块得到相
应的键码值（存于２７Ｈ）
，主程序检测到Ｓ８ 为 １时（有遥控信
号）
，转至按键盘识别及分支控制模块程序。该模块主要功
能为识别不同按键并转向该功能键的控制程序，
以执行相应
操作。
６ 结束语
此红外遥控解码的方案已在实际应用中得到验证，
成功
应用于实际控制系统中。
本文提出的红外遥控系统控制设计
的方案、
程序为各类红外遥控器在单片机控制产品中的开发
应用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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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红外遥控编码规律
目前应用中的各种红外遥控系统的原理都大同小异，
区
别只是在于各系统的信号编码格式不同。
遥控专用集成电路
的编码格式是公开的，可以查阅到。
下面就以ＴＣ９０１２组成的
遥控器说明它的编码体制规律。
当按下遥控器上任一按键时，
ＴＣ９０１２即产生一串脉冲编
码如图四所示。
ＴＣ９０１２形成的遥控编码脉冲对４０ｋＨｚ载波进
行脉冲幅度调制后便形成遥控信号，
经驱动电路由红外发射
管发射出去。编码体制规律如下：
（１）一次按键动作的遥控编码信息包含一引导脉冲和
３２ 位串行二进制码。前 １６ 位码为用户码，不随按键的不同
而变化。它是为了表示特定用户而设置的一个辨识标志，以
区别不同机种和不同用户发射的遥控信号，防止误操作。后
１６ 位码随着按键的不同而改变，是按键的识别码。前 ８位为
键码的正码，后 ８ 位为键码的反码。
（２）遥控信号不是用高电平或低电平来表示“１”或“０”
的，而是通过脉宽来表示的，对于二进制信号“０”
，一个脉
冲占 １．２ｍｓ；对于二进制信号“１”
，一个脉冲占 ２．４ｍｓ，而每
一脉冲内低电平均为０．６ｍ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