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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数字存储示波器，以 89C52单片机和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为核心，由通道输入调理、触发信号产生、采集存储 、数 

据融合处理、波形显示、操作面板和掉 电保护等功能模块组成 ，能完成单次触发存储显示功能及对被测信号进行采集、存储 

和连 续显 示功 能 。设 计 中采 用 了模 块化 设计 方 法 ，并使 用 了多种 EDA 工具 ，提 高 了设 计 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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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digital oscillograph with memo~， used 89C52 Microcontroller and CPLD as its core， includes the ~llowing function 

modules of channel introduction process，trigger，collection，data process，waveform display and operating pane1．The system applied 

modularization design method and used as much aS the tool of EDA，which make the design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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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所谓数字存储就是在示波器巾以数字编码的形式来储存信 

号 ．数字存储示波器的简称是 DSO f．．Digital Storage Oscillo— 

scope”1。在 DSO中，输入信号的波形先经 A／D变换器将其模拟 

波形转换成了数字信号．然后存储在 RAM 中，需要时将 RAM 

中存储的内容调出，经过 D，A变换器，将数字信号恢复为模拟 

量．显示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在数字存储示波器中，信号的处理 

功能和其显示功能是完全分开的，我们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 

是 由采集到 的数据经 过重 构后得 到的波形 ，而不是 加到输入端 

上信号的波形。 

系统设计方案 

本系统采用单片机和可编程器件作为数据处理及控制核 

心．整个系统包括通道信号调理、触发信号产生、采集存储、数据 

融合处理、显示、操作面板 、掉电保护等功能模块。网 1给出了 

该系统的总体 框图。 

图 1 系统总体框 图 

1 通道输入信号调理 电路 

考虑到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较大，故本设计采用了先衰减 

后放大的电路结构，电路前级采用 8位双 D／A TLC7528构成程 

控衰减器，将输入信号作为参考电压，此时 D／A的输出电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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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为输入电压，D 为 D／A输入的数字量 ，改变 D 即 

可改变衰减器的衰减倍 数。 

电路后级采用高性能仪表放大器AD620构成程控放大器． 

为了达到垂直分辨率0．01 V／div．放大电路的增益 G必须满足 

G ≥ ：62．5 
8div(0．0 1V／div) 

2 双 限窗 口比较器 

双限窗口比较器用于幅度轴垂直灵敏度自动控制时的超限 

信号的检测。当通道调理电路输出的信号电压超出窗口范围时， 

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电路如图 2所示。 

通 

图 2 双限窗 口比较器 

3 控制面板 电路 

信号(PI．31 

系统控制面板除键盘外，还设有通道 l垂直位置 、通道 2垂 

直位置、触发电平、触发位置、主时基位置共 5个调节旋钮 ，操作 

简单易行。单片机通过A／D配合多路开关来采集面板的控制数 

据，其电路原理图如图 3所示。 

图中．4051为八选一模拟开关 ．TLC0820为八位并行 A，D， 

P1．2、P1．3、P1 4用来控制采集哪一个电位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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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据采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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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触发信号产生电路 

触发 电路的作用是最终产生统一的上升沿有效 的触发信号。 

1、边沿触发信号产生电路：核心是比较电路。比较器采用 

MC3486。该芯片可处理 10 MHz的输入信号．输出同1丫rL电平兼容。 

2、最大幅度触发产生电路：通过峰值保持电路记录信号的 

峰值。并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当输入信号幅度低于峰值保持 

电路的输出电平时，比较器输出 上二升沿触发信号。电路原理如 

图4所示，图中的晶体管 T1起取样保持开关作用。 

图 4 最大幅度触发电路 

5 采集存储逻辑电路 

信号峰值 

采集存储逻辑电路的作用是将 A，D变换后的通道数据写 

入存储器中。其控制逻辑包括接口、触发控制模块、采集存储控 

制模块。由一片 CPLD器件 EPM7128SLC84来实现。图5给出了 

CPLD顶层逻辑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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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5 CPLD顶层逻辑框图 

其中，触发控制逻辑电路由触发选择逻辑和触发使能逻辑 

组成 在单片机的控制下，触发控制逻辑电路与触发信号产生 

电路相配合．可以实现触发源选择 、触发方式选择、触发条件选 

择、触发电平调节等触发功能。采集存储控制模块为控制核心， 

主要由可编程分频器 、地址计数器 、延迟计数 器和 时钟选择器 四 

部分组成 。 

(1)可编程分频器：它的作用是提供采样时钟，其分频比由单 

片机根据采样率计算得出，然后转换为对应的控制字置入。(2) 

地址计数器以及 RAM、ADC的控制逻辑电路：采集时，地址计数 

器在采样时钟的同步下计数，为存储器提供地址．同时采样时钟 

也作为 ADC芯片的读信号和 RAM的写信号。计数器输出的最 

低位作为 2个 ADC芯片的选择信号。这样，2个通道的数据分 

别存人奇地址和偶地址。(3)延迟计数器：用于决定触发点的位 

置。通过设定触发位置，可以观察触发点前或触发点后或前后 

各一段时间内的波形。延迟计数器的初始值由单片机预先置人。 

改变延迟计数器的初始值，就改变了触发点的位置。(4)时钟选择 

器：采集时，选择器选通采样时钟，地址计数器在采样时钟的同步下 

计数：采集结束后，选择器则选通单片机的读信号．单片机检测到 

采集结束信号(由延迟计数器的溢出信号产生)，便开始回读数据， 

每读一次数据．地址计数器就加 1，由于计数器是循环计数。所以只 

要依次读数，便可以读出所有的采集数据 

6 显示控制模块 

显示采用示波器的 X—Y方式。在 X—Y方式 下．示波器的 

垂直轴与水平轴的偏转电压均由外部提供。屏幕上每一个位置 

都对应一个 x—Y坐标。因此，只要提供波形的坐标数据．经 D／ 

A转换送至 X、Y轴即可。 

显示控制电路由时钟选择器、地址计数器及 x、Y数据锁存 

器构成。在单片机写数据期间，时钟选择器将写信号选通．作为 

地址计数器的时钟，存储数据的规律为 Y1、X1、Y2、X2。在允许 

显示期间．时钟选择器选通显示时钟 ．此时．地址计数器以同定 

的频率循环计数．RAM的读信号直接用显示时钟充当．用地址 

作为 x、Y锁存器的选通信号，让奇、偶地址的数据分别锁存到 

x、Y轴 DAC的数据线上，产生对应的x、Y轴偏转电压。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主程序流程图如图6所示。其中，初始化模块除包括一 

般的堆栈指针、位标志等内容外，还能将保存在 E2PROM中的参 

数调入系统。在是否允许采集模块中，要对各种条件进行判断， 

首先必须在运行(RUN)状态下。如果是在停~(STOP)状态则一律 

不使能。其次，根据不同的触发方式 ，如在单次触发方式下 ，则 

必须有单次释放标志才允许使能，而在自动和常态触发方式下 

则必须在一个主循环结束后才允许 触发 。 

7 结束语 

图 6 主程序流程图 

在本设计中．可编程逻辑器件 CPLD完成采集、存储和显示 

控制逻辑等功能，而单片机完成人机界面、系统控制、信号分析、 

处理和变换功能。本设计的创新点在于除了具有单次触发存储 

显示功能外，还能对被测信号进行采集、存储和连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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