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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个双通道模拟带宽为 100M Hz 的手持式虚拟/ 智能兼容的存储示波表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案。

该方案基于 ARM 和 FP GA ,配合高速 AD 和 FIFO ,以 USB 实现虚拟仪器接口 ,以图形液晶 L CD 实现智能方式仪器界面 ,

用 Delphi 实现虚拟界面。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 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deas of a double2channel hand2held virtual/ intelligent mem2
ory oscillogragh whose bandwidth is 100 M Hz. The scheme is based on ARM and FP GA with high2speed AD and FIFO , in

which the interface to virtual inst ruments is implemented with USB , the interface to intelligent inst ruments implemented

with graphic LCD , and the virtual interface implemented with Delp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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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 ,国内外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手持式数字示波表大

多是集存储示波器、数字万用表和通用计数器等功能于一

体的仪表。本文介绍以 ARM 和单片机为核心控制和数据

处理芯片 ,以 FP GA 实现系统逻辑控制 ,以 USB 实现虚拟

仪器接口 ,用 Delphi 完成虚拟界面 ,以图形液晶 LCD 实现

智能方式仪器界面 ,配合高速 AD 和 FIFO ,给出了一个双

通道 100M 模拟带宽的手持式虚拟/ 智能兼容的存储示波

表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案。

2 　总体设计

系统的总体结构如图 1 所示。图 1 中 ,输入处理电路

完成对待测信号频率为 DC～ 100M Hz、幅度为 1mV ～

400V 的预处理 ,待测信号经过可编程衰减和放大得到 AD

图 1 　系统结构框图

的测量范围送 ADC 测量 ,触发电路用高速比较器 AD8561

实现 ,其参考电压由 ARM 对输入信号采样获得 ,该信号另

一路送计数转换电路 ,经电压比较器 AD8561 整形后送到

FP GA 作通用计数器输入信号 ;待测信号到万用表转换电

路 ,在 CPU 控制下能实现万用表参数的测量。采样时钟电

路主要由可编程频率合成芯片 MC12429 等组成 ,MC12429

的输出时钟范围是 25M Hz～400M Hz ,负责 ADC 采样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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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 ,ADC 为双通道 100M Hz 的 AD9288 ,转换后的数据

送给 ID T72V261LA10A ———32 K存储深度的高速 FIFO 存

储器。

FP GA 采用 Altera EP1C6Q24046 实现系统数字与控

制平台 ,为系统保存数据扩展了 64 K字节的 SRAM 和 4M

字节的 Flash ROM ; ARM 选用 Philip s L PC2105 , 负责采

样、数据处理以及输入处理的控制工作 [1 ] ; CPU 选用 Phil2
ip s 89C51RD2 ,完成测频、万用表、键盘显示、与计算机通信

功能。ARM 和 CPU 通过在 FP GA 内部设计总线仲裁电

路实现系统控制及相互通信。系统采用 USB 方式与上位

PC 机通信。键盘采用 4 3 8 的导电橡胶键盘 ,L CD 采用点

阵液晶显示器 TA T320240Q1 为智能方式提供显示界面 ,

其控制器设计在 FP GA 中。

3 　系统测量原理

示波表由高性能微处理器 ARM [1 ] 、高速 A/ D 及采样

时钟电路组成。为了更好地重现波形 ,系统采用了等效和

实时两种采样方式。若输入频率小于 6. 25M Hz ,选用实时

采样 ;反之选用等效采样。根据输入频率确定时钟芯片的

输出及分频数 ,当输入频率为 60 KHz～6. 25M Hz 时 ,利用

MC12429 产生的 100M Hz 为基准采样时钟 ;当输入频率小

于 60 KHz 时 ,根据频段由 FP GA 对 100M Hz 基准时钟分

频后提供 10M Hz、25M Hz、50M Hz 三种不同的采样时钟实

现实时采样 ;当输入信号频率为 6. 25M Hz～100M Hz 时 ,

利用 MC12429 小步进输出的 6. 25M Hz～100M Hz 的时钟

实现等效采样。被测信号经输入处理电路调理 ,以满足 A/

D 最佳转换要求。高速 A/ D 转换后的数据存储在 FIFO

中 ,供 ARM 处理。ARM 能根据菜单的选择输入 ,执行相

应的算法处理软件 ,得到相应的测量结果并存入闪存。

数字万用表在万用表转换电路中经过电阻分压网络和

交2直流变换芯片 AD637 送给 24 位高精度 AD 转换器

ADS1211 ,通过内部的测量模式开关、自校准电路和算法 ,

配上外部基准电压源等电路 ,能自动准确地测量交流电压、

直流电压、交流电流、直流电流、电阻、二极管等参数。为提

高测量精度 ,由 CPU 对测量结果进行了三次曲线拟合。

为充分利用系统资源 ,在 FP GA 中设计了通用计数

器 ,被测信号在计数转换电路经过整形 ,产生同频率的矩形

波信号 ,在 FP GA 中采用等精度和闸门计数技术对矩形波

进行计数 [2 ] ,其数值算法和智能控制由单片机来实现。

4 　FPGA 数字平台

FP GA 数字平台如图 2 所示 ,其中 :

(1)总线仲裁电路模块负责 CPU 和 ARM 总线的切换

和管理 ,主要包括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的驱动、译

码 ;同时又为 CPLD/ FP GA 和处理器提供通信接口 ,它将

CPLD/ FP GA 完全映射为微处理器的外部存储器 [2 ,3 ] 。

(2) A/ D 采样控制器主要负责 A/ D 采样时钟管理和控

制。系统设置多级 A/ D 采样时钟 ,A/ D 采样控制器根据

ARM 所发的 A/ D 采样控制字发出时序控制信号。FIFO

读写控制器负责 FIFO 的时钟管理和控制 ,为系统读写

图 2 　FP GA 数字平台结构

FIFO 提供端口操作 [4 ] ,系统在 100M Hz～DC 频段共设置

819 级 FIFO 读写频率以实现数据存储和冗余数据屏蔽 ,

FIFO 读写时钟的选择由 ARM 所发送的 FIFO 控制字决

定 ,伴随着每次状态字的写入 ,控制器自动使 FIFO 读写指

针复位 [4 ] 。

(3)通用计数器模块主要负责频率、周期、脉宽、占空

比、计数、频率比、相位差、时间间隔的高精度测量 [2 ] 。

(4)键盘扫描模块负责 4 3 8 键盘的编码、去抖动、功能

管理。通过对键盘行、列扫描确定用户所按键的位置 ,向系

统发出键语字 ,系统通过键语分析后调用相应的模块进行

操作。LCD 驱动器模块负责驱动液晶显示模块 ,产生模块

需要的控制信号的时序 ,产生显存地址信号等 , FP GA 开辟

了 9. 6 K显示缓冲区 ,以实现 ARM 处理数据与显示数据的

分离。

(5) USB 接口模块设计有 USB 接口所需的逻辑电路 ,

实现 PC 机与系统的通信。CPLD 接口模块完成数据和地

址总线的驱动 ,用 CPLD 来扩展 FP GA 引脚 [4 ,5 ] 。存储器

控制模块负责扩展存储器的总线接口和控制信号的产生。

(6)通道控制器主要由译码电路构成 ,它将 ARM 发送

过来的通道控制字转换成通道控制信号 ,用来控制 A、B 通

道的增益值、耦合方式 [1 ] 。万用表控制器主要用来控制万

用表转换电路中的继电器矩阵和多路模拟开关等 ,实现万

用表输入信号处理模块的选择。

(7)触发控制器负责发出脉宽调制信号 ;同时 ,将系统

发送的触发控制字转换成触发控制信号 ,选择系统的触发

源、触发方式和斜率 ;另外 ,还接收触发电路送过来的触发

信号 ,启动 A/ D 采样和 FIFO 的写操作 [5 ] 。

5 　软件设计

(1) 系统软件 :整个系统的程序可分成底层驱动和上

层软件。底层驱动指对本系统其他外设或器件直接控制或

访问的程序部分 ,包括 ARM 和 CPU 的初始化。上层软件

主要指菜单的设计及显示、数据的处理、波形的恢复及平滑

等。

(2)测量软件 :测量软件的流程如图 3 所示。开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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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 发出测量控制命令 ,信号频率和幅度测量值通过 FP2
GA 传给 ARM ,由 ARM 对预测量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确定

该信号的最佳采样方式和采样时钟 ,通过 FP GA A/ D 采样

控制器为 ADC 提供最佳采样时钟 ,并控制输入程控衰减和

放大电路等。最佳采样完成后 ,由 ARM 将处理采样数据

送入闪存。

图 3 　测量软件流程

(3) USB 驱动程序 : USB 驱动程序大多采用 WDM 模

型 ,与以往直接跟硬件打交道的 Windows 95 操作系统下的

VxD (虚拟设备驱动模型) 类型的驱动程序不同 ,我们使用

了 Windows DD K、DriverStudio 开发驱动程序 ,在编写过程

中很好地实现了两者的结合 [6 ] 。

(4)上位机软件 :本仪器可以通过 USB 接口 ,在上位机

软件的控制下工作在虚拟方式。上位机软件是采用 Delphi

7. 0 软件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简体中文界面。依仗

PC 机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丰富的系统资源 ,系统工作在虚拟

方式时 ,示波器、万用表和计数器可以并行工作 ,具有比智

能方式下更宽的可视区域、更大的存储波形数据的空间和

更强的分析波形数据的能力。虚拟界面如图 4 所示。

图 4 　虚拟界面

6 　研制结果

研制的实验样机的性能指标为 :模拟带宽为 100M Hz

(40dB) ,最高实时采样率为 100MS/ s ,最高等效采样率为

5 GS/ s ,垂直分辨率为 8bit ,垂直灵敏度为 5mV/ div 至

50V/ div ,水平扫描为 5ns/ div～10s/ div ,最大输入电压为

(AC + DC) ±100Vpp ,输入阻抗为 1M/ / 20p F ,测量精度为

±5 % ,校准信号为 1 KHz/ 3. 3V。万用表通道的性能指标

为 :测量电阻为 100、1 K、10 K、100 K、1M ,测量电压为 10

mV、30mV、1V、3V、10V、30V ;测量电流为 200mA、1A ,二

极管通断测量 ,测量精度为 ±3 % ,测量精度可达到五位半

以上。通用计数器输入电压范围为 300Vrms ,测试频率/ 周

期 (0. 1 Hz～100M Hz) 精度达 10 - 6 以上 ,占空比 (0. 1 %～

99. 9 %) 测量绝对精度为 1 % ,脉宽测量范围为 20nS～

10S ,计数测量范围为 232 ～1 ,误差为 ±1 ,相位差测量 (0.

1 Hz～6 KHz)分辨率为 0. 1°等。

图 5 为样机 LCD 工作照相。研制出来的样机表明 ,该

示波表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携带使用方便、性价比高等特

点 ,可望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图 5 　LCD 工作照相

7 　结束语

研制出来的样机具有体积小、功耗低、携带使用方便、

性价比高等特点 ,说明以 ARM、FP GA 为核心来控制高速

AD 和 FIFO ,USB 实现仪器接口 ,Delphi 与 TFT 实现仪器

界面 ,设计一个双通道 100M 模拟带宽的手持式存储示波

表的方案是行之有效的 ,可望进一步改进以迎合广阔的市

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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