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研究

基于单片机的
红外遥控密码锁的设计与实现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Code Lock
Controlled by Infrared Based on Single Chip
南京邮电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南京 210003）曹开田

摘要：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单片机的红外遥控密码锁，并简要介绍了它的工作原理。该密码锁具有安全
可靠、价格低廉、
结构简单等特点。
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ed the code lock controlled by infrared ray based on single chip.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ode lock. It has such properties as good safety and performance,
cheapness, simple structur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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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过控制电路可以控制密码锁闭合和开启。

1 引言

2 系统的硬件组成及工作原理
目前大部分的锁采用的都是机械式的，其最大的
缺点是利用简单工具就能很容易地把锁打开。针对这

系统主要由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两部分组成。其

种情况，本文设计了一种红外遥控密码锁，它具有安

中发射模块是由 MCS-51 单片机、载波发生器、调制

全可靠、成本低廉、连接方便、简单易用、结构紧凑

放大电路以及红外发射电路组成；接收模块则由红外

等特点。

接收电路、MCS-51 单片机、继电器和机械锁构成，如

红外线遥控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通信和遥控

图 1 所示。

手段，采用红外线作为传输媒介进行数据通信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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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方便又经济实用的选择，在小型移动设备中得到了
广泛 的 应用。红 外 通讯 一 般采 用 光波 波长 范 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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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设计的红外遥控密码锁是以红外线作为载
波，将数码指令信号调制到载波上，然后通过红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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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二极管发射出去；接收端接收到调制信号后将经过
限幅、滤波、解调等过程还原出原数码指令信号。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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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外遥控密码锁的组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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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地减小系统的体积，该系统中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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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指令比较

单片机均为 ATMEL 公司的 AT89C2051。发射模块中
使用的载波发生器是由 4060 分频器和晶振组成，红
外发射电路则主要由红外线发射二极管所组成；接收
模块中的红外接收部分是一种专用芯片 0038B。
该芯片内部集成了前置放大、限幅放大、带通滤
波、检波、积分，及施密特比较器等单元电路，输出
端输出标准的 TTL 电平信号。同时，0038B 环氧树脂
封装提供一个特殊的红外滤光器，可防止自然光的干
扰，具有极好的抗自然光干扰的性能, 可防止无用脉
冲输出。
该系统的工作过程是：首先由发射模块中的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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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次同一数码指令信号，该指令信号是由 16 位二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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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所组成的一串数码。然后该信号经过调制电路被调

发射管

输出该指令

制到载波信号上，调制信号经过放大后驱动红外线发

发射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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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二极管发射红外线信号。
接收端的红外接收装置 0038B 对发射过来的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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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射和接收程序流程图

4 结束语

调制信号进行前置放大、限幅滤波、检波等一系列过
程后逐一解调出原数码指令信号，再将解调出的信号

本文设计的红外遥控密码锁具有体积小、结构紧

与发射模块中的原数码指令信号相比较。
如果有 15 次

凑、安全可靠、成本低廉等优点。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以上比较结果是相同的，则认为接收成功，并用该数

步和发展，该系统必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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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码指令信号的产生
在本文所采用的数码指令信号系统中，用脉宽为
0.25ms、占空比为 1：2、周期为 0.5ms 的波形表示逻
辑“1”；而以脉宽为 0.25ms、占空比为 1：4、周期为
1ms 的波形表示逻辑“0”。在这种编码系统中，一个
码元中低电平所占的时间较长，这是为了降低电源功
耗。
由此就可以编写出密码锁开启和闭合的指令信号。
规定每组指令信号均为 16 位二进制数。因此一组指
令信号所占的时间为 8~16ms。
（2）发射和接收主程序的设计
该系统的发射和接收主程序流程框图，如图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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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及其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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