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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言： 
搞电子几年了，大大小小的制作也有几百种，可一直也没有什么象样的作品，

最近突发奇想，想把自己电子 DIY过程的经验写出来和大家共享，我没有太好的
文采，对于本篇文章我不想用太多的文字来表达，只想用图片和事例来说明问题。

由于时间仓促，文中定有不少纰漏，望各位看后能够给予批评指正。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首先要感谢我的爱人，她在背后默默地在支持着我，给

我了莫大的鼓励。还要感谢发明用帖纸底纸制作 PCB的匿名人士，他使我们广大
电子爱好者解决了制作 PCB最棘手的问题，是我们铲除绊脚石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好了，下面就纳入正题，我就以网上流行的《用 2051制作的电子钟》为例，
详细介绍整个制作过程。 

 
首先介绍一下整个过程所需工具。PCB 的制作首先要有 PCB 的原稿，原稿

必须要有计算机，除非你手画的可以和计算机画的相媲美，那在下就十分佩服了

^_^，还要有绘图的软件（如 Protel 99 SE、Protel DXP 2004、Protel 2000等）、激
光打印机，（必须是激光的，为什么？嘿嘿，到后面你就知道了）还要有帖纸底纸

（就是不干胶标签的衬底）、美工刀、过塑机，（没条件的朋友可以用电熨斗代替，

我用的就是电熨斗，可不是喷雾的那种哦！）胶带、砂纸、三氯化铁、塑料盆、针

管、小电钻、钻头（Φ0.5---无穷大，嘿嘿，只要你需要）、酒精松香焊剂、电烙铁、
编程器、仿真器、万用表等。 

  
     电熨斗                三氯化铁 

下面就具体说说操作步骤：首先启动 Protel 99 SE，画出你所需的电路图，
对于 DIY们，我总结出几条经验，就是：先主后次、先大后小、先卧后立。意思
就是先放置主元件，如单片机，后放置其它次要元件。先放置大型元件，再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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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器件，先放置卧式元件，后放置立式元件。如果你不调用网络表直接手绘，

那你就先设置一下设计规则，定义一下线宽和线距，其它项可以默认，然后打开

“Tools”中的“Preferences”选项，设置一下单层显示，如下图：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画面更清洁，你的思路更清晰，只要将“Single Layer 

Mo”项前打勾确定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常用的快捷方式，你只要看一下菜单中有
下划线的字母就知道了，如放置焊盘就按两次“P”键就可以了，放置导线按“P”
＋“T”,删除按“E”＋“D”，切换图层按小键盘的“＋，－”号，刷新图层按“End”
键。器件属性用鼠标点击后按“Tab”键，其它还有好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PCB图具体怎么画，各个网站、论坛、还有书籍都有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装了Protel 
DXP 2004，我介绍一个网站：http://www.szele.net/forum.asp里面有下载地址、详细
的安装、设置说明和大量的教材，大家可以拿来学习一下，在此不在阐述。需要

说明的是你的PCB图中集成电路的一脚必须和实物一致，也就是说你把屏幕当做
PCB板，拿实物放在屏幕上，实物的一脚就是你在绘图软件中定位集成电路的第
一脚，如（图一），注意图中红笔圈住的 1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热转印后
不会把管脚搞反。 

 
图一 

                                         第  页                               共 18页 2



                                                        电子 DIY过程详解  

PCB 图画好后面临的就是 PCB 的打印问题，现在就用到了激光打印机，为
什么要用激光的，这里简单说明以下：激光机是利用激光和碳粉显现的，打印出

底稿是薄薄的一层碳粉，是固态的，不像喷墨打印机那样，墨水就直接渗到了纸

中，还有激光打印机打印出的线条没有毛刺，做出的 PCB线条也不会有毛刺，最
重要的是碳粉加热后能够脱离纸张（指贴纸底），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原理进行热转

印。打印的具体设置如图所示，首先打开设置打印机选项（图二）。 

 
图二 

 
然后点击你所装的打印机，如（图三）光标所指： 

 
图三 

 
然后点击 Options…，出现（图四），我们按下列设置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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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再点击 Setup…，设置如下，把打印分辨率设置到最大，我这里是 600dpi，

还要“将所有文字打印成黑色”前面打勾。 

 
图五 

 
下面设置打印纸张，如需要一张很小的 PCB 图所用的纸张很大，是不是有

点浪费啊！所以我们只需将基纸裁剪成略大于你的设计图纸就可以了！输入纸张

实际尺寸，然后保存，名子随便起，我用的是 zzddhh,以便你下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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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图七 

 
图八 

                                         第  页                               共 18页 5



                                                        电子 DIY过程详解  

一切设置好后就按下面的 Print 键进行打印，在打印之前首先要选择表面光
滑、没有褶皱的不干胶基纸，这对后面能否制作成功出漂亮的 PCB很重要。 

 
 
设置后打印出的图如下： 

 
打印到转印纸上的 PCB图. 

 
打印好后，用美工刀将图沿周遍裁成略大于敷铜板 2-3cm备用，用细砂纸将

敷铜板打磨光亮，去除铜屑，将裁好的图扣在敷铜板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敷铜

板的尺寸要大于 PCB图最边缘线条的 5mm左右，这将利于转印，否则 PCB图的
边缘线条不易转印成功，然后将图的周遍折到敷铜板的背面，用胶带粘牢，需要

注意的是不可弯折 PCB图，以免碳粉脱落，影响制作效果。 
因大多数朋友没有过塑机，那我就以电熨斗为例进行说明。首先将要制作的

PCB 板平放，将有铜的一面朝上，上面最好再衬上 2-4 张纸，目的是为了避免电
熨斗硬对硬伤及到 PCB板，还有个作用就是在熨斗底和 PCB板之间起填充作用，
避免 PCB 板不平有加热不到的地方。电熨斗烧热后（200℃左右，太热印出的线
道容易出现裂纹。太凉基纸上的图转印不下来），平压在 PCB 板上 3 分钟左右，
可以象熨衣服一样来回滑动，不过要单方向哦，而且力量要轻。然后移开电熨斗

用一平整的重物压在 PCB板上，过 3-4分钟，等 PCB板凉了之后，就可以揭去基
纸了，(注意：揭基纸时用手捏紧一端，从线路板的另一端慢慢揭开，发现有断线
或没转印的地方可以按原样覆盖重新折好，再用熨斗熨一会儿)，现在是不是一张
漂亮的 PCB 板图呈现在你面前了，如下图：（如若不然，不要灰心，还是缺乏经
验，你多试几次就 OK了！）如出现少数的断线，可以用酒精松香焊剂修整一下（焊

                                         第  页                               共 18页 6



                                                        电子 DIY过程详解  

剂不可太稀），大面积的断线那说明你没成功，只好用砂纸打磨掉重来了。 

 
转印好的线路板 

 
热转印完成后，就开始腐蚀了，（在这个过程中大伙要有自我保护和环境保护

意识，不可用手直接接触三氯化铁腐蚀液，更避免腐蚀液溅入眼中，如不慎入眼，

应用大量清水冲洗，及时就医）用热水将三氯化铁溶解，注意：腐蚀液的温度高，

浓度大腐蚀的速度就越快，将 PCB板铜面朝上放入到腐蚀液中，不断用针管冲刷
PCB面，（但不可只冲刷某点，以免此点腐蚀过量）使溶液流动，加快腐蚀速度。 

 
腐蚀过程图 
 

腐蚀完后如下图： 

 
腐蚀完毕后，马上拿到水管处冲洗干净，最好是边冲洗边用细砂纸打磨，这

样能有效地减少腐蚀液的残留，而 PCB 板则光亮如新。最后检查一下 PCB 板有
没有断路和短路的地方。 

下一步就是钻孔了，如若你有小电钻，那是最好不过了，没有？拿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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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的精神，自制一个，首先到电子市场买个大一点的电机，可不要搬个 5、6kw
的三相电动机回来哦！^_^ 开个玩笑，就是比我们电动玩具上的电机略大，最好
是电动起子上的电机，要速度高的，速度越高，钻孔的效果就好，没有毛刺，效

率也高。顺便买个钻头夹，一般电子市场卖钻头的地方就有卖的，还有钻头，集

成电路用Φ0.6-0.8 都可以，其它的你可以都备点。我劝你先买钻头夹、钻头后再
买电机，这样可以比着钻头夹的孔径买电机，避免电机轴径大，钻头夹的孔径小，

两者不配套，化冤枉钱，到时，可不要骂我哟！哈哈，跑题了。。。。。。 
言归正传，电钻通电前，要将钻夹拧紧，通电后检查钻头是否同心。PCB板

下最好垫上厚一点的塑料泡沫，这样避免折断钻头。下一步怎么钻，不用我再讲

了吧！ 

 
钻孔 

 
钻好后，用细砂纸打磨掉钻孔毛刺，然后刷上薄薄的一层助焊剂，这样可以

预防裸铜层氧化，还有助焊功能。下一步就看你的焊功了，先焊接卧式元件、小

型元件，后焊接立式元件、大型元件。注意极性元件的极性不要焊错。焊接时间

要短，一次没焊好，等凉了再焊由，以免烫坏元器件。COM集成块要将电烙铁插
头拨掉或将烙铁头接地，单片机及其它数字电路要用插座，焊好后检查看有没有

搭锡短路的地方。 
焊接无误后，就可以通电试验了，首先启动uVision2，可以到新动力技术网

下载：http://www.c51.cn keilC51 7.01 完全版。 

 
                           启动 uVisi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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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按下列步骤建一个项目：点击“项目”菜单，点击“新建项目”： 

 
出现保存项目对话框，取名保存：（如下图） 

 

选择单片机芯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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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跳出下面确认框：（如下图）它是询问你是否要将标准的 8051启动文件
（startup.a51）添加到你刚刚新建的项目中，并把这个文件复制到你的项目所在目
录中。这是个标准的启动文件，完成了系统从 0000H地址启动后，所有的寄存器、
功能、I/O端口等的清零和复位，还有跳转到用户程序入口的功能，这个文件对于
我们开发者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功能。对于不同的 CPU内核类型和不同的器件型
号在某些地方是不同的，是根据上面对话框的选择生成的，所以在选择芯片时一

定要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在这里我们点下“是”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下图中（1）新建程序文件，在图中（2）处编写程序，按图中（3）
保存。（注：如果你用的是汇编语言就保存为*.asm，如果是 C语言，就保存为*.C） 

 
程序如下： 
/////////////////////////////////////////////////////////////////////////////////////////////// 
//               MODEL:CLOCK                     // 
//               MCU:AT89C2051                     // 
//               Ctystal:12MHz                       // 
//               Design by:hevy                       //  
//               Date:2004.08.05                      //  
/////////////////////////////////////////////////////////////////////////////////////////////// 
#include <AT8920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hour,min,sec; //定义时分秒变量 
uchar hour_2,hour_1,min_2,min_1,sec_2,sec_1;//定义显示缓冲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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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ar code 
dis[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LED
段码 
uchar coun1;//1秒走时=50ms*coun1 
uchar coun2;//闪动一次=50ms*coun2 
bit adjust; //时间调整标志位，0表示调整分，1表示调整时。 
bit display_sw=1;//显示开关标志位，0表示关闭显示，1表示开显示。 
bit flash_sw;//调时间时闪动标志位，0表示灭，1表示亮 
//---------延时子函数---------------------------- 
delay()   // 
{uchar d2; 
for(d2=0;d2<0xff;d2++); 
} 
//显示子函数---------------------------------- 
display() 
{if(display_sw==1) 
   {P1=dis[sec_1];//显示秒 
    P3=0xfe; 
    delay(); 
    P1=dis[sec_2]; 
    P3=0xfd; 
    delay(); 
 
    P1=dis[min_1];//显示分 
    P3=0xfb; 
    delay(); 
    P1=dis[min_2]; 
    P3=0xf7; 
    delay(); 
 
    P1=dis[hour_1];//显示时 
    P3=0xef; 
    delay(); 
    P1=dis[hour_2]; 
    P3=0xdf; 
    delay(); 
    P3=0xff; 
   } 
} 
//----按键长按、短按检测延时子函数---------------- 
bit testkeytime() 
{uchar d1; 
bit keytime=0; 
if(display_sw==0) //如果关闭了显示，则不进行时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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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time=1;      //使函数返回 1，表示短按，开显示 
   goto en;} 
for(d1=0;d1<0xa0;d1++)//延时 
    {display();     //延时期间进行显示，避免按键期间影响显示 
     if(P3_7==1)    //如果延时还没完就发现松开了按键，则使返回 1，表示短
按。 
       {keytime=1; 
        break; 
       } 
    } 
en:while(P3_7==0);   //如果按键未松开，等待按键松开。 
   display();        //调用显示 
   return(keytime);//返回值为 1表示短按，返回值为 0则表示长按 
}  
//--走时加 1子函数------------------------------------- 
add1() 
{ 
if(sec==59)      //如果秒已经 59秒，则： 
{sec=00;         //秒清零，同时分钟加 1 
  min=min+1;     // 
  if(min==60)     //如果分钟加 1后等于 60分，则 
  {min=00;        // 分钟清零，同时小时加 1。 
   hour=hour+1;   // 
   if(hour==24)   //如果小时加 1等于 24时，则 
   {hour=00;}     //小时也清零。 
  } 
} 
else 
  {sec++;}        //如果秒钟不等于 59秒，则秒加 1 
} 
//----计时中断(1秒计时)--------------------------- 
uchar hex_bcd(uchar a);  //函数说明 
timer0() interrupt 1 
{TR0=0;  
TH0=0x46;     
 
TL0=0x30; 
if (coun1==20)// 
{coun1=0;     // 
  add1();      // 
  sec_1=hex_bcd(sec)&0x0f;// 
  sec_2=hex_bcd(sec)>>4; 
  min_1=hex_bcd(min)&0x0f; 
  min_2=hex_bcd(mi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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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_1=hex_bcd(hour)&0x0f; 
  hour_2=hex_bcd(hour)>>4; 
} 
  else 
  {coun1++;}// 
TR0=1; 
} 
//---调时闪动中断--------------------------------- 
flash() interrupt 3 
{TR1=0;     //先关中断 
TH1=0x3c;  //赋定时初值 
TL1=0xb0; 
if(coun2==5)//50ms*5=250ms 
   {coun2=0; 
    flash_sw=~flash_sw;//闪动标志为取反 
    if(flash_sw==0) 
      {if(adjust==0) 
         {min_1=0x0a; 
          min_2=0x0a; 
         } 
       else 
         {hour_1=0x0a; 
          hour_2=0x0a; 
         } 
      } 
    else 
      {min_1=hex_bcd(min)&0x0f; 
       min_2=hex_bcd(min)>>4; 
       hour_1=hex_bcd(hour)&0x0f; 
       hour_2=hex_bcd(hour)>>4; 
      } 
    } 
else 
   {coun2++;} 
TR1=1; 
}  
//-----十六进制数转 BCD码子函数--------------------- 
uchar hex_bcd(uchar a)// 
{ 
uchar b;      //定义一个 2个字节的 B变量 
b=a/10;       // 
b=b<<4;       // 
a=a%10;       // 
b=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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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b);    // 
} 
//--------设置分钟子函数--------------------------- 
setmin() 
{bit flag1; 
adjust=0; 
while(1) 
   {display(); 
    if(P3_7==0) 
      {flag1=testkeytime(); 
       if(flag1==1) 
         {min++; 
          if(min==60) 
            {min=00;} 
         } 
       else 
        {break;}     
          
      } 
   }  
} 
//--------设置小时子函数--------------------------- 
sethour() 
{bit flag2; 
adjust=1; 
while(1) 
   {display(); 
    if(P3_7==0) 
      {flag2=testkeytime(); 
       if(flag2==1) 
         {hour++; 
          if(hour==24) 
            {hour=00;} 
         } 
        else 
        {break;}     
          
       } 
   }  
} 
//--------时间设置子函数---------------------------- 
settime() 
{TR0=0; 
T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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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min(); 
sethour(); 
TR1=0; 
TR0=1; 
} 
//-----按键检测子函数-------------------------------- 
scankey() 
{bit d_sw; 
d_sw=testkeytime(); 
if(d_sw==1) //如果 d_sw=1则表示短按 
   {display_sw=~display_sw;} 
else  
   {settime();} 
}  
//----------主程序函数------------------------------- 
void main(void) 
{hour=0x00;   //小时清零 
min=0x00;    //分钟清零 
sec=0x00;    //秒钟清零 
coun1=0x00;  //coun1用于计时：1秒=50ms*coun1 
SP=0X50;     //设置堆栈 
TMOD=0X11;   //设定时器工作在 1模式 
TH0=0x3c;    //定时器 0初值设置 
TL0=0xb0;    // 
TH1=0x3c;    //定时器 1初值设置 
TL1=0xb0;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 0中断   
ET1=1;       //开定时 1中断 
TR0=1;       //启动计时器 0 
while(1)     //无限循环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P3_7==0) //如果按键按下则进行按键检测。 
   {scankey();}//按键检测子函数 
} 
} 
 
这里我们用的是 C语言，所有保存为 2051.C，保存在项目所在目录，这时我

们发现程序框内有了不同的颜色，说明 KWIL的 C语法检查生效了。用鼠标在屏
幕左边的 Source Groupl文件夹图标上右击弹出菜单，选“Add File to Group ‘Source 
Group 1’ ”弹出文件窗口，打开刚刚保存的文件 2051.C。按 ADD按钮，关闭文件
窗，程序文件已加到项目中了。下面我们再设置“目标 Target1 选项”，右击
“Target1”，选择“目标 Target1选项”，具体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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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设置好后，点击“输出”选项卡，设置“输出”选项： 

 
本选项卡设置编译时是否输出用于芯片烧写的 HEX文件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 
 
下一步就要编译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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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 1、2、3都是编译按钮，不同的是 1是单个文件编译，2是编译当前项

目，如果先前编译过之后，程序没有任何改动，再点击该按钮项目是不会再次被

重新编译的。3是重新编译，不管程序是否改动，每次点击程序都会被重新编译。
4是停止编译按钮，只有 1、2、3编译时，4才起作用。 
下图中可以看到编译的错误信息和系统资源情况，双击错误提示，鼠标指针

可以直接跳转到当前错误行。更改后重新编译，很快我们就看到编译信息窗口就

显示 HEX文件被创建到指定的目录中了。 

 
编译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用编程器所附带的软件去读取你编译的 2501.hex文

件了，然后把这个文件烧写到你的 2051芯片中。 
下面我就以 TOP2003编程器说明烧写过程。首先连接 TOP2003硬件，不要插

入芯片。随后启动 TOP2003软件。 

 
启动 TOP2003软件画面 

                                         第  页                               共 18页 17



                                                        电子 DIY过程详解  

点击“装载”装载你编译的 2051.hex 文件后， 

 
 

点击“型号”选择你的单片机型号，在上图左侧双击芯片型号同样可以选择，

双击后跳出下面选框。（或点击“读写”按钮） 

 
按规定插入你的 2051芯片锁紧，你可以按上图一步步或跳步来烧写芯片，还

可以全部打勾，自动来烧写芯片。上图下部“地址”处显示烧写过程。最后显示

“OK”，说明烧写成功。 
下一步你就可以把芯片插到我们前面做的 PCB 板上了，通电，哈哈。。。。。。

看到秒在跳动你是不是很激动啊，短按一下 PCB板上的按键，LED关闭不显示，
再短按，LED 显示；长按按键，分钟闪烁，短按增加分；然后再长按，时闪烁，
短按，调时。 
好，到这里我们告一段落，下步我将介绍怎么用仿真器和试验板的具体过程。 

                                         第  页                               共 18页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