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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和性能上的优越性，使得数字存储示波器不断取代模拟示波器。但是，数字存储示波器的高价格，又让这 

种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如何设计 出一种物 美价廉的数字存储示波器便成为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在研 

究了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的组成结构和设计方案的基础上，采用单片机技术，对该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的控制器模块进行 

了设计，给出了硬件原理图和软件流程图。该控制器模块可以用于被测信号为低频信号的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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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ontroller M odule in Simple Digital Storage Oscill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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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wing to the advantage on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digital storage oscillograph is replacing analog oscillo— 

graph．But digital storage ocsillograph S high price restrains this trend a bit．How to design a digital storage oscillograph under 

low price and high performance becomes a research task full of worthiness in practicality．After studying the configuration and 

the project of simple digital storage ocsillograph，the controller module of simple digital storage oscillograph is designed by sin— 

gle chip technology，the hardware block diagram and the software flow chart are provided．This controller module can be used 

in the simple digital storage oscillograph who S test signal is low frequency sign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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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器作为一种有效的信号测试、调试工具，已从二 

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子管模拟示波器，发展到目前功能 

齐全、性能先进的数字存储示波器。但 由于数字示波器价 

格偏高，国内还在普遍使用各种传统模拟示波器。设计一 

种具有数据采集、模／数转换、数据存储及分析处理的简易 

逻辑电路，并将该电路与模拟示波器结合起来使用，由普 

通模拟示波器将被测信号显示出来 ，这样的示波器即是简 

易数字存储示波器。 

1 简易数宇存储示波器的组成结构 

通过对简易存储示波器的功能分析 ，可以得到其组成 

结构如图 1所示。整个系统 由控制器模块、人机界面接 

口、信号输入通道、信号显示模块和数据通信接 口组成。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介绍控制器模块的设计。 

2 控制器模块设计方案 

一 般来说 ，控制器模块应该具有以下一些主要功能： 

在满足触发条件时能启动对被测信号进行采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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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机 ； 

(3)用单片机和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共同实现。 

在上述 3种方案中，方案(1)可编程逻辑器件工作速 

度快，为 ns量级，可以满足设计对最高采样速率的要求， 

但是硬件量大，设计复杂且难度大，调试过程繁琐。方案 

(2)的优点在于系统规模较小，有一定灵活性 ，但不适宜于 

观察高速信号或复杂信号。但因为单片机的工作速度取 

决于其机器周期，目前 12 MHz时钟单片机的机器周期为 

1 s，在采样速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方案(3)是在单片机 的管理下，由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CPLD完成高速控 制作用，例如对高速信号的采集 和存 

储，而单片机则实现对CPLD及整个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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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内RAM单元设定如表 1所示。 

裹 1 单片机内 RAM 的设定 

管理。在这里，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 ，而采用方案(2)。 

3 控制器模块硬件设计 

根据控制器的功能，控制器模块应当是以单片机为核 

心的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本设计采用的单片机是 89C52。 

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主要由 8 kB的 RAM、地址译码电 

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几部分组成，其电路原理如图 2 

所示。图中，74HC373为地址锁存器，用于锁存地址信号线 

的低 8位地址；6264为8 kB的数据存储器，用于对信号采 

样数 据进 行 存储，因 此需 要 13根 地 址 线进 行 寻 址； 

74HC138则为译码器，采用全地址译码方式，译码输出用于 

选通各个相应芯片并在单片机的作用下进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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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最小系统原理 图 

增益选择信号锁存器选通信号：8000H~9FFFH。 

扫速选择信号锁存器选通信号：0A000H~0BFFFH。 

片外扩展 RAM单元与接口电路的地址分配如下： 

6264的存储空间为：0000H~1FFFH。 

D／A转换 接 口电路 的片 选 信号 ：Y 轴：2000H～ 

3FFFH；X轴：4000H～5FFFH。 

D／A转换 接 口电路 数据 传输 选通 信号 (XFER)： 

6000H～ 7FFFH 

4 控制器模块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的程序流程如图3所示。在软件中，为了使 

程序简洁、运行可靠，采用自顶向下的编程方法，充分利用 

系统的中断功能，充分使用子程序。 

5 结 语 

本设计是针对被测信号的频率较低的情况进行的，控 

制器模块以单片机为核心，缩小 了系统规模，降低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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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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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控制 器程序流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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