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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M9的嵌入式数字示波器参数测量模块的设计 

程言奎，李 英 ，白瑞林，潘 祥 
(江南大学 智能控制研究所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针对当前数字存储示波器参数测量算法均是基于DSP和内嵌微处理器型 FPGA实现的，提出了一种基于 $3C2410微控制器 

(ARM9 phi)和 c／os—u实时操作系统的嵌入式数字示波器参数测量软件模块的设计方法；详细分析了参数测量模块中幅度类参数 

和时间类参数测量算法的设计与实现过程；最后对参数测量软件模块的性能进行了详细测试，同时对测试结果的误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测试结果验证了参数测量模块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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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sign of parameters measurement module for embedded digital oscillograph based On$3C2410 micro controller and real 

time operation system uC／OS一 1I are discussed．Algorithm for the parameters in the module is analysized detaily，and the tolerance of the 

result is researched．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module is effective with high precision an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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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嵌入式数字示波器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实现波形及其相 

关参数实时显示的智能终端设备 。目前通用的数字示波器多采 

用 DSP、内嵌微处理 器型 FPGA 或 DSP+FPGA结 构。虽然 

DSP数据处理能力强 大，运行速度较高 ，FPGA灵活性强 ，可 

以充分地进行设 计开发和验证 ．便于系统 升级_】 ]，但是 DSP 

和内嵌微处理器型 FPGA一 般价格 较高 ，不适 合在低 成本 的 

嵌入式数字示波器开发中使用 。 

ARM 是面 向低价位市场设 计的一 种 RISC微 处理 器，其 

优势为性价 比高 ，适合嵌 入式数 字示波器 的需求 。当前采 用 

ARM 芯片设计的嵌入式数字示波器主要为基于 ARM7内核 的 

微控制器 S3C44BOX ]。采用这种结构设计 的嵌入式 

数字示波 器，由于 时钟频 率和 并行 处理 能 力较 低⋯ ， 魍坦 

因此通常用 于通道数 较少 的设 计 中，无法 满足 对 系统 通道2 

实时性要 求较 高 的多通 道嵌 人 式数 字示 波 器的 设计 。 通道3 

本文提出了～种基于 $3C2410微控 制器 (ARM9内核) ⋯
。 

和 ~c／os-II实时 操作 系统 的嵌 入式数字示 波器设 计 

方案 ，并重点分 析了嵌 入式数字 示波器 的参数 测量 模 

块 中各参数 的算法设 计。 

1 总体 系统设计 

设计的性能指标：4通道输入，采样频率范围为 2kHz~ 

20MHz，输入 电压范围 ：O～+4V，频率 、脉宽和幅值 (满量 

程 )精度均在 ±0．5 以内，1O．1寸 LCD显示屏 作为输 出设 

备 ，PS／2鼠标作为输入设备 。 

系统总体结构如图 1所示，采用 $3C2410微控制器 和 uc／ 

0S—II实时操作 系统相结 合的设计方 法。输入 前端采用 模数 

(A／D)转换 和 FIFO缓冲存储的结构，利用 FIFO在读写控制 

逻辑、高速数据交换方面的优势，使多路数据采集和存储同步 

的同时还可 即时 改变采样 频率 切换量程 。多路数据 传输利用 

DMA传 输 方 式 ，提 高 系 统 运 行 效 率 。输 出 显 示 端 利 用 

$3C2410内部集成的 LCD控制器将数 字量转换 成显示屏上 的 

点坐标来显示 4通道的波形 以及相关参数。采用 PS／2鼠标 对 

人机交互界 面进行操作 ，减小了系统 的体积 ，提高 了系统的可 

操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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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设计结构图 

2 软件功能设计 

数字示 波器 的软件功能如图 2所示。 

系统软件划分为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参数测量 ，波形显 

示 ，鼠标动作处理和输入输 出显示 6个任务 。其中参数测量任 

务是在数据处理任务 的基础上对 SDRAM 中已处理完毕的数据 

按照一定的算法提取信号的各种参数，参数值将作为波形显示 

任务的输入和波形一 起显示 。本 文对参 数测量 任务做详 细的 

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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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流程图 

2．1 参数测量 

嵌入式数字示波器的参数分为 2类 ：幅度类参数和时间类 

参数 ]。计算幅度类参数的基本依据是各通道的量程；计算时 

间类参数 的基本依据是时基。在软件设计中 ，每一个时基对应 
一 个 控制字 ，例如 ：1O0 ns—l，200 ns一2，500 ns一3。利用 

控制字的不 同来对 不同 的端 口进 行操作 。图 3是参 数测 量的 

总体流程 图，嵌入式数字示波器 4通道的参数测量原理和 2通 

道的参数测量原理相同 ，这里 以 2通道为例。 

的峰峰值 ，峰峰值 的范围为 0～4095，既没有单位也体 现不出 

量程的信息。只有把这个由采样点得到的峰峰值与当前的量程 

档位结合起来才可以表达 出准确的波形信息 。先初始化最大值 

为 ／max=0，最小值 为 imin=4095。然后将数据依次读人 ，若 

读入的数据小于 imin，则将读人的数据赋给最小值 imin，依 

次用 imin和读人的新数据比较，找出最小值。最大值的寻找 

方法是将读入的数据赋给最大值 imax，依次用 ／max和新读入 

的数据 比较直 到找 出最 大值 。最 大值和 最小值 之差 既为峰峰 

值 ，具体程序如下 ： 

imax 一 0； 

imin ： 4095； 

for(i一0；i<剩余点数；i++) 

{ 

X 一 *ramaddr；／／读人新的数据 

if(imin> x) imin — x； 

if(imax< x) imax= X； 

ramaddr++ ： 

) 

Vpp— imax—imin；／／求 出峰峰值 

最后将 Vpp*幅度／50，既 为所 要求 的峰峰值 。在峰 峰值 

的测量中，奇异 点 的剔 除是 必要 的，它 尽可能 的减少 了部分 

误差。 

～  

chl l l I ■ ’ 
1chl的当前量程和时基?I lclI2的当前量程和时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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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参数测量并显示 的总体流程 图 

参数是在 4096 (采 用 4K 的 FIFO，每次 处理 4096个 数 

据)个点的波形数据中计算的，计算之前波形数据要先剔除奇 

异点，把剔除奇异点之后的数据作为计算的依据。采用限幅滤 

波的方法确定奇异 点 ，把每 一个数 据与 它前后 的数据 进行 比 

较，若前面的数据变化趋势和后面的数据变化趋势相同，变化 

幅度则不受限制 ；若前后的数据变化趋势不 同，变化幅度要受 

限制 ，拐点既 为奇异点 。 

2．2 幅度类参数测量 

幅度类参数包括峰峰值、平均值和有效值 3个参数。 

2．2．1 峰峰值的测量 

V (幅度顶 值 )和 V (幅度 底 值)就 是 脉 冲波 形 的 

100 和 0 电平值 ，是脉冲参数 自动测量 的核心 。确定了 Vm口 

和 y 值 才能计算 脉 冲的其他 参数 。当脉冲顶 部和底 部有 严 

重失真时，顶值和底值很难确定。数字示波器借助参数自动测 

量功能 ，采用 “频 数直 方 图密度 分 布众 数算 法”确 定 V 。 和 

y 8̈]
。 具体做法如下。 

先判断奇异点，并剔除奇异点，以剩余点为单位计算。先 

比较 出点 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 为采样点 

2．2．2 平均值 的测量 

有关平均值 的计算方法有以下几种 ： 

(1)按屏幕显示的所有点的数据来计算 ； 

(2)剔 除掉 奇 异 点后 ，以 剩 下 所 有 点 的 数 据来 

计算 ； 

(3)剔 除掉奇异点后 ，用周期整数倍内的波形数据 

来计算 ； 

(4)剔 除掉奇异点后 ，用半周期整数倍 内的波形数 

据来计算。 

这里采取误差 相对 较小 的计算 方法 ，判 断奇 异点 

并剔除奇异点后 ，再 判断 波形数 据 中有没有 半个 以上 

的周期 ，若有 则用在 半周 期整数倍 内的波形 数据 来计 

算参数 ，否则就 用屏 幕 显 示 的所 有点 的数 据来 计 算。 

平均值计算公式如式 (1)。 

lr／ea~一 (z1+ 2 1⋯ +z )／n (1) 

然后 与采样值为零点的零电平进行 比较 ，若大于零 

电平则认为平均值 为正 ，若小于零电平认 为平均值为负，最后 

与当前的量程结合起来得到波形的平均值信息 。既平 均值 *幅 

度／50为所要求 的平均值 。 

2．2．3 有效值的测量 

有效值的测量公式如式 (2)。 

一 一  
匾  豆  

z 直到 z 为 个采 样点与零 电乎之间的差值 。先判 断奇 

异点并剔除奇异点后 ，再判断波形数据中有没有半个 以上的周 

期，若有，则用在半周期整数倍内的波形数据来计算参数，否 

则 ，就用屏幕显示 的所有点 的数据来计算 ，后 rms*幅度／50， 

既为有效值 。 

2．2．4 测量 幅度误差分析 

测量的随机误差 主要是仪器内部在对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 

的过程中 ，最后一位加或减带来的误差 ，既 南仪器分辨能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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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误差 ]。本文设计 的数 字示波器垂直分辨 力为 12位 ，对 

每个采样点进行数字化 ，都依次执行 12次逼近 ，最 后一位 的 

分辨力达到 1／4O96，0．024 。但 是这不 能说使用数字示 波器 

测量时 ，能给出 0．024％的相对误差 ，而是要 根据信号在屏幕 

上偏转的实际高度来推算 。 

首先假设垂 直灵敏 度为 1V／div，满量 程 4div，幅度 4V。 

那么数字示波器 内部在进行数字化过程 中，最后一次逼近的分 

辨力为 1／4096*4V=0．976mV，真值的最末一 位存在 的范围 

0．976mV~0．976mV，既通常所说的±0．976mV。于是可以 

给出准确 的说法 ，测量 的结 果是 10V±0．976mV。其 中 10V 

是测量给出的数据 ，是接 近真值 的数据 ；±0．976mV是 最末 
一 位可能存在的范 围。±0．976mV 是测量 中的绝对 误差 ，换 

算成相对误差就 是 0．0976 。由此 得 结论 ：用数字示 波器 

测量波形 ，当波形的垂直偏转为 4V时 ，测量结果的相对误差 

为 0．0976 。 

2．3 时间类参数测量 

时间类参数包括周期 ，频率 ，脉宽等 。这里重点介绍周期 

参数的测量 。 

2．3．1 频数直方图密度分布众数法 

顶线和底线是大多数参数测试的核心 ，波形的顶线 和底线 

不一定是波形的最大和最小值 。譬如 ，有小毛刺 的脉 冲波形 ， 

应为波形常常稳定在这些小毛刺下面 ，如果把最大值作为顶线 

就是错误 的。最一般常见点是指那些 出现次数超过整个显示 点 

数 的 5 反 复出现的点 。如果没有 这样的点存在 ，则 正 (负) 

峰值作为正 (负)脉冲波形的顶 (底)线值。把正 (负)峰值 

作为脉 冲 波形 的底 (顶)量 值 。直 方 图程 序 流 程 图 如 图 4 

所示 。 

图 4 直方图程序流程图 

2．3．2 周期 和频率的测量 

根据定 义，信号频率 的测量 以周期为基础 ，先测 出周期 ， 

其倒数 即为频率 ，若周期不存在 ，频率也不存在。根据定义计 

算周期 的步骤为 ： 

(1)利用直方图确定出信号的顶值和底值； 

(2)可以计算 出 5O 电压值 ：5O 电压值 一底值 电压 十 

(顶值电压一底值电压) *5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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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周期 的测量需要 找到连续 的 3个数值 和 5O 电 

压值相等 的点 的屏幕 坐标 ；当没 有恰 好等 于 5O 电压值 时 ， 

找到与 5O 电压值最接近的点 ； 

(4)周期一 (第三个 5O％点的坐标 一第一个 5O 点坐标) 

*单位时间值 

(单位时间值 一当前时间值／50) 

当时基较小，一屏可以显示几个周期的数据时，可以求出 

所有 5O 点 ，通过 50％点 的平均值 的方 法改进该算 法。由于 

一 屏为 500个点 ，当第三个 5O％点 不是第 500个 点时可 以继 

续寻找下～个 5O 点直到第 500个点 为止 。因此周期一 ((第 

N个 5O 点的坐标一第一个 5O 点的坐标)／N一1) *2*单 

位电压值 。程序流程如图 5所示 。 

N 

图 5 周期计算流程图 

3 测试与结论 

为 了验证参数测量模块 的精度 ，利用信号源对整个系统进 

行 了测试。外加方波信号，4个通道同时采集 ，测试结 果如表 

1所示。可 以看出外加信号频率越小测量误差越大 。在给定信 

号周期为 200t~s，采样频率为 5MHz时 ，通道 1和通道 4的误 

差最大为 0．035 ，在允许的误差 范围之 内。用 5kHz～2MHz 

这一频率段内的方波信号对参数测量模块进行了验证，结果表 

明该模块测量精度高，运算速度快，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表 1 测试结果 

采样 给定信 给定信 LCD显示的各通道周期值 

频率 号频率 号周期 通道一l 通道 2 通道一3 通道一4 

20M Hz 4ook 2．5ps 2．5ps 2．5ps 2．5ps 2．5ps 

2ook 5ps 5ps 5ps 5ps 5ps 

100k 10ps 10gs 10ps 10ps 10ps 

50k 20ps 20ps 20ps 20ps 20ps 

20k 5Ops 50．02uS 5O．O2uS 50．02ps 50．02tts 

5M Hz 100k 10ps 10．00ps 10．00ItS 10．00uS 10．00ItS 

50k 20ps 20．00ps 19．99“s 20．00“S 20．00ps 

20k 50ps 50．01“s 50．01“s 49．98“s l5．01“s 

lOk lOOps lOO．03“s 100．03“S 99．96Ⅱs 100．03us 

5k 200us 199．93“S 200．04us 200．04tts 199．93ps 

(下转 1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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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VHDI 描述 并创建的电路 符号 ，可以在 AHDL硬件描 

述语 寿和 图形 化 的硬 件 描述 语 言 中被 方 便 引 用，从 而 实现 

CPLD器件功能的混合编程 。 

2．2 系统测试 程序 

系统测试程序是用于验证和检测整个 系统功能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 ，其 主要 的测试思路如图 6和 图 7所示。 

DSP初始化 

1L 
开中断 

中断测试程序人口 

R"D=O读取中断类 

型码 (RE0～RE3) 

N 判断当前中断源 
REn=l 

清除已响应中断请求 

置 INTE=0 

执行相应中断子程序 

RET 

困 6 中断测试主程序 图 7 中断测试子程序 

通过对 DSP进行编程 ，实现 DSP在接收 到外 部 中断 清求 

后 ，根据不同的中断类型码来响应不 同的外部中断 。 

3 软硬件系统联合调试 

中断测试程序可通过 JTA( 接 口烧写入 DSP片内 FLASH 

中，但 由于在调 试时 ，需要 频繁 地修改 和装 载程 序 ，而 片内 

FI ASH 有烧写次数的限制 ，而且操作也 不方便 ，所 以在 凋试 

时一般不把程序直接烧到片 内 FI ASH 中运行 ，而是把 它下载 

到外扩的 64K 存储芯 片 IS6lLV6416中．再 由运用 CCS通 过 

仿真器便可 以很方便 地实现实时的在线仿真调试 ]。 

在对 CPLD的调 试 时，要 对所 设计 的程 序进 行仿 真 、校 

验，直至仿真结果符合要求 ，最后将 网表文件用过 JTAG 口装 

(上接第 18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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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到CPI D中。在 CPLD管脚分配时，频率较高的信号尽量分 

配至与地线相邻 的芯片可用 I／O引脚 ，由于芯片的引脚 间距较 

小 ，最好不与其它信号线相邻 ，以减小电路的干扰 ；不用的专 

用输入引脚应 当接地 ，而不用的 Uo引脚则一定不可接地 ，如 

接地将有可能损坏器件 ，在设计使用时采用 了悬空的方法 。 

在软硬件联合调试时 ，用占空比可调信号发生器作为系统 

的中断源 ，并通过示 波器 观察 系统对 中断 的响应情 况。经调 

试 ，系统的工作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并且完全实现了中断控制 

器 8259A的基本 功能 ，即高优 先级 的中断 先进行 响应 ，而且 

高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低优先级的中断，但低优先级 的中断 

不 能打断高优先级的中断 。 

4 结束语 

在高速运行 的无 人 机 飞 控 计 算 机 系 统 中， 中断 提 高 了 

CPU 对外部事件 的响应 速度 ，良好的 中断控制器 将有效地 提 

高无人机飞控系统的实时性。本中断控制器不仅较好地改善了 

系统中断的扩展和管理能力，而且采用的 CPLD仿真 8259A 

的方法，还可以移植到以其它处理器为核心的无人机飞控系统 

中 (如以 ARM 和单片机为处理 核心 的系统)。并且依靠 CPLD 

强大的逻辑 扩展 能力 ，完全 可 以在单 片的 CPI D中实现 多个 

8259A级联1二作 的设计 ，很 好地实 现 了中断 的多级 扩展 与嵌 

套 ，并且大大提高 了无人机控 制系统的集成度 ，降低 了电路的 

设计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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