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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office staff in place system based on 51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and 4G module
is studied and designed. The system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lower computer and the
upper computer. The lower computer is composed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keystroke, LED
display screen, pressure sensor, serial port converter and 4G module. The upper computer is
composed of cloud server, database and public number. On the lower computer, the system sets
the key data and sends it to the LED display and serial converter through the MCU. The LED screen
displays the button status. The serial converter converts the TTL data into RS485 data and transmits it to the 4G module. 4G module transmits the hex message to the host computer via the HTTP
protocol. On the host computer, the cloud server reads the data and encodes it into the database.
When the user sends the job number data to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the cloud server will return the corresponding personnel in the in-position state. Due to its low cost, good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the system has certain research value and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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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并设计了一种基于51单片机和4G模块的办公人员在位系统，本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下位机
和上位机。下位机由单片机、按键、LED显示屏、压力传感器、串口转换器以及4G模块组成；上位机由
云服务器、数据库、以及公众号组成。在下位机上，本系统通过设定好按键数据并经单片机处理后同时
送给LED显示屏和串口转换器，LED屏显示按键状态，串口转换器将TTL数据转换成RS485数据传输给4G
模块，4G模块通过HTTP协议将16进制消息传送到上位机。在上位机上，云服务器读取数据并编码存储
入数据库。当用户在指定微信公众号发送工号数据时，云服务器端会返回相应人员在位状态。该在位系
统具有成本低，适用性强和实用性好的特点，具有较大研究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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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办公系统是综合运用了网络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办公系统，其意义在于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办事效
率，减轻了工作强度，并实现了科学化的管理和决策[1]。现阶段的智能办公系统，已经在互联网网络技
术的运用、应用内容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都有了崭新的变化和发展，并已经成为企业不可缺少的核心管
理系统。办公自动化实现的是一种无纸化、智能化、高效化[2]的办公模式。随着智能办公系统的发展，
如何实现企业员工在位状态信息的及时共享，对于提升企业员工协调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3] [4]。
基于上述目的，本文研究并设计了一种基于 51 单片机和 4G 模块的办公人员在位系统。此系统主要
是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单片机设备、4G 模块与在线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的转发，实现无
论在何地都能实时了解办公人员的动向，提升日常工作的实施效率，大大缩短工作流程所需的时间，提
升企业员工协作效率，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总体方案设计
本在位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包括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两部分。硬件部分由控制器模块、4G 模块、显
示模块、电源模块和按键模块组成；软件部分由云服务器、数据库与微信公众号组成。总体方案设计图
如图 1 所示[5] [6]。

3. 系统硬件设计与实现
在位系统的硬件设计可以分为六个模块：控制器模块、显示模块、电源模块、串口转换模块、按键
模块、压力感应模块以及 4G 传输模块。

3.1. 控制器模块
由于本系统对控制器的实时性能要求不高，故选用 51 单片机[7]中使用较为广泛的 STC89C52RC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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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机作为控制器模块，其引脚图如图 2 所示。

Figure 1. Overall schematic design
图 1. 总体方案设计图

Figure 2. Pin diagram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图 2. 单片机引脚图

3.2. 显示模块
显示模块只需用来显示当前单片机的状态，选用 LCD1602 液晶显示屏，其实物图如图 3 所示。

3.3. 电源模块
本系统将控制模块与 4G 模块供电分开。位系统控制模块需要 5 V 供电，而 4G 传输模块[8]则需要降
压模块将 220 V 电压转为 12 V 电压进行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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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LCD1602 liquid crystal physical map
图 3. LCD1602 液晶实物图

3.4. 串口转换模块
串口转换模块主要是用于数据的转换，考虑到其既要与计算机传输通信，又要与 4G 模块传输通信。
本设计选用多功能合一的串口模块，芯片构成为 CP2102 [9]，其原理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Principle diagram of conversion module
图 4. 转换模块使用原理图

3.5. 按键模块
为了实现员工在位不同状态的切换，本设计设置了 4 个独立按键来实现“Online”、
“Waiting 30min”、
“Meeting”、“Outing”四种状态的切换，并选用单片机的 P3.3、P3.4、P3.5、P3.6 输出控制信号。按
键电路原理图如图 5 所示。

3.6. 压力感应模块
压力感应模块实现了压力检测门锁状态的功能，其由 FSR 薄膜压力传感器和薄膜压力传感器信号转
换模块构成[10]。压力传感器的原理是将施加在 FSR 传感器薄膜区的压力转换成电阻值的变化，从而获得
压力信息；薄膜压力传感器信号转换模块则将传感器的电阻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信号或者高低电平信号。

3.7. 4G 传输模块
4G 传输模块选用众山物联公司的 4G DUT 模块。通过其将接收到的 TTL 数据通过 HTTP 协议传送
到私人搭建的服务器上，其实物图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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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ircuit diagram of key module
图 5. 按键模块电路图

Figure 6. Physical diagram of 4G module
图 6. 4G 模块实物图

4.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的总体设计是采用总分模块化的方式进行设计，如图 7 所示。下位机的软件设计先是设计
出每一个子模块并进行子模块的程序编写，最后在主程序中直接调用子函数；上位机的程序设计是先设
计出数据接收处理和存储的接口，再设计出与微信公众号的通信接口；最后设计出数据在数据库读取的
接口，将上位机和下位机合并从而完成系统的软件设计。

4.1. 下位机程序设计
a) 按键程序设计。按键程序设计的要求是要根据不同按键显示不同状态。
b) 显示程序设计。显示程序的逻辑是逐个读取内存中的字符，并将其拼接起来，当读取到最后一个
字符后，结束程序。
c) 压力传感程序设计。压力传感程序要求不断扫描压力传感器状态，当检测到门锁压力变化时，会
刷新当前内存中的数据。

4.2. 上位机程序设计
上位机程序选用了腾讯云服务器搭建环境，后台应用选择 EXPRESS 框架，数据库选用了 MYSQL
数据库，公众号选择创建个人公众号并开启开发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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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oftware design flow chart
图 7. 软件设计流程图

a) 数据接收存储程序设计。数据接收存储程序用于将接收到的正确消息处理编码并存储于数据库中。
b) 交互程序设计。交互程序要求只有在用户输入正确工号的情况下，才会返回对应数据。

5. 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中，其实物如图 8 所示，办公人员通过操作按键模块和压力检测模块，首先在 LCD 液晶显
示屏上显示按键和压力感应的消息，然后会把预先设定的按键消息转化成二进制，通过 TTL 转 RS485 转
换器将信息传送到 4G 模块，4G 模块将接收到的信息通过 HTTP 传输到设定好的服务器上，服务器将消
息转换编码，并将其存储至数据库。按下按键的显示屏显示画面如下(以按下“Wait 30 min”按键为例)。
在服务器上，同时存在着一个接口服务用于接收和发送微信公众号信息。当用户在微信公众号界面
输入需要查询的办公人员工号时，服务器会比对工号的正确性；如果用户输入的消息不符合要求，服务
器将不会返回任何有效信息，这样能有效的保护了办公人员的隐私。企业员工按下不同按键后，在位系
统返回查询结果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办公人员按下不同按键后，通过微信公众号查询服务器可实时
返回办公人员在位信息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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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System test chart
图 8. 系统测试图

Figure 9. System test result diagram
图 9. 系统测试结果图

6. 结束语
实现企业员工在位状态信息的及时共享，本文研究并设计了一种基于 51 单片机和 4G 模块的办公人
员在位系统。系统主要分为下位机和上位机两个部分，其中下位机由单片机、按键、LED 显示屏、压力
传感器、串口转换器以及 4G 模块组成；上位机由云服务器、数据库、以及公众号组成。通过系统测试
数据显示，办公人员按下不同按键后，本在位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号查询服务器可实时反应办公人员在位
信息的数据，且具备通过办公人员工号查询实现保障员工隐私的功能。因此，本文所提在位系统不仅可
以实现企业员工在位信息实时查询的功能，且其成本低，适用性强和实用性好，具有较大研究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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