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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存储示波表中的数据采集设计 

宋 跃 胡升平 周明辉2 雷瑞庭 

(1．东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 523808 2．湖南科技大学信息与电气212程学院 41 1201) 

摘 要 以 ARM 和单片机为系统主辅 p，以 CPLD／FPGA为数 字逻辑平台，借助 

MC12429，联合实现对ADC9288进行高速数据采集的控制，从而实现 100M模拟带宽手持武存 

储示波表数据采集任务，实验表明该设计是有效的，文中介绍了系统结构，重点讨论了数据采集 

设计思想和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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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国内外利用嵌入式技术设计手持式数字示 

波表，其设计中的核心要点l】， ]是高速数据采集、 

处理和传送。本文介绍以ARM和单片机为 p，以 

CPLD／FPGA为数字平台，联合实现对 100M模拟 

带宽手持式数字示波表中数据采集的控制的设计 ， 

实验表明该数据采集设计是成功的。 

2 系统设计思想 

系统设计框 图如图 1所示。程控放大器在 

ARM通过 FPGA的控制下将被测 A、B通道模拟 

信号调理到适合数 

据采集电路的采样 

范 围，ARM 能 根 

据信号预测频率和 

幅度以及用户输入 

的触发方式，通过 
FPGA发出采样信 图1 系统设计框图 

号，运用实时采样或等效采样对调理后的信号进行 

数据采集，其结果存放在高速 FIFO，ARM 通过 

FPGA读取 FIFO数据，并根据用户键入和系统设 

置对该数据进行数学运算，所得波形数据和参数一 

起存人闪存，在 FPGA控制下通过显存将其送 

LCD显示，从而实现了数字存储示波器的功能。 

被调理后的信号另一路经整形电路转换为方波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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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中的计数器模块，运用等精度和闸门测量技 

术完成 A、B通道通用计数器的参数测量；单片机 

根据信号预测值和用户设置，通过 FPGA／CPLD 

来控制继电器以选择不同的测量模块来处理 C通 

道输入信号，以便完成 C通道高精度万用表参数 

的测量 。 

3 数据采集硬件设计 

3．1 输入控制 

图 2 中 A、B 对 称 输 入 通 道 能 分 别 对 

4-100 Uppl~J电压调理为 一0．5V士0．5V，以满足 

AD9288输入电压要求，主要由衰减器、输入耦合 

电路、限幅器、电压跟随器、可变增益放大器、仪 

用放大器、输出保护器、触发电路以及控制电路等 

构成，能完成对输入信号的耦合、衰减放大、保护 

控制、触发控制及阻抗变换等功能。其控制电路主 

要由CPLD和一个光电继电器 AQW214等构成， 

实现 A、B输入耦合和增益值、触发电路的触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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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 ARM的数据采集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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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触发方式、时序产生电路的控制，C通道输入也 

受 CPLD控制，通过对继电器矩阵的控制来选择不 

同的模块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等，测到的值经 

24位 ADS121 1转换后送单片机。整形电路主要采 

用两个低功耗的高速比较器 AD8561，公共存储器 

是一片2M的闪存 AM29LV160，与 FPGA相连可 

供 ARM、单片机、FPGA共享分时访问。 

3．2 采样时钟 

AD9288i3 的采样时钟主要由两片 MC12429完 

成，MC12429内部能产生 200—400MHz的频率， 

差分的 PECL信号输出可以配置为 VCO输出的 1、 

2、4、8分频。当采用 16M Hz的晶振时，振荡器 

提供给相位检波器的基准频率为 1 MHz，所以当分 

频器 N=1时，输 出频率的程控步长为 1 M Hz。 

FOU T= ／N ，M、N的值既可通过并口也可通 

过串口来控制，MC12429的 TEST引脚是一个多 

功能的 CMOS输出端，它可以通过串行输入的低 

三位进行配置。由于 AD9288要求采样 时钟为 

CMOS电平，故 AD9288的采样时钟从 MC12429 

TEST端采用 FOUT／4模式输出[ 。 

AD9288的采样时钟是由FPGA中的A／D采样 

控制器发出的，它由 ARM所发的 A／D采样控制 

字决定。为了使 AD9288工作在最佳工作状态以得 

到最佳信噪比，在实时采样中设置四级 A／D采样 

时钟，分别为 100M、50M、25M、10M，它们是 

由 MC12429产生的 100M基准时钟经 FPGA分频 

得到，在等效采样中由 MC12429编程输出6．25～ 

100MHz作为其采样时钟。 

3．3 AJD转换与数据存储 

A、B通道的 A／D转换电路，由一片 AD9288 

和两片 FIFO存储器构成，AD9288的模拟输入来 

自A、B程控放大器的差分输出。在 ADC采样频 

率单一时由于信号频率不一和 FIFO容量有限，必 

须调整 FIFO的写时钟来实现采样数据的存储 1 ， 

为此在 DC一100MHz共设置了819级 FIFO读写频 

率，FIFO读写时钟由 FPGA根据 ARM所送 FIFO 

控制字决定，伴随着每次控制字的写入，控制器自 

动使 FIFO读写指针复位。该字也是 ARM 根据 

FPGA计数器模块所得信号频率来调整的，其调整 

的指导思想是让采集写入 FIFO的数据尽量有效， 

而FIFO数据在 ARM读出后尽量丢弃，使采集到 

的数据在 ARM数据处理中既不被溢出覆盖又能跟 

上数据刷新速度，设计中这些数据经过处理后要求 

能显示出2～4个周期的信号波形。 

FIFO存储器选用9bits，16K IDT72V261LA10，最 

快存储速度可达 6ns，满足 AD9288最高采样速率 

100MS／s的要求。其读写时钟、控制线等都来自FP． 

GA。 

3．4 数字平台Is] 

本数字平台由一片较小规模的 CPLD和一片较 

大规模的 FPGA组合构成，其主要功能模块构成 

如图 3所示，平台中总线仲裁器为 CPLD／FPGA 

和,up提供通信接13，通过它 CPLD／FPGA被映射 

成为 p的外部存储器，总线仲裁器根据,uP的地址 

总线及片选信号经译码来决定 CPLD／FPGA总线 

的归属。 

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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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测量信号的频率和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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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RM将数据送显示I 

图4 采样软件流程图 

等效采样 (见图5)主要采用以MC12429[6J控 

制 ADC对高频信号进行循环间歇式采样l2』，输出 

采样频率范围在6．25—100MHz之间，并有可控的 

小步进值。MC12429的输出频率为 25～400MHz， 

需要外 加分频 电路将 其低 频部 分扩展。然 而 

AD9288转换速率是 10～100MS／s，低端采样会因 

FIFO容量有限而受到限制，通过控制 FIFO的写 

入速 度来 调 整，设计 MC12429 TEST输 出 的 

FOUT作为 ADC CLK工作频率，同时经过 FPGA 

中程控分频器后作为低端信号时 FIFO写入时钟， 

以控制 FIFO的写入速度。 

由 于 MC12429 

在 6．25～100MHz的 

不同频段，步进值不 

同，但 都 为 0．031 

25MHz的倍数，为便 

于数据处理，软件设 图5 等效采样框图 

计中可以将实际频率除以0，031 25MHz后记为 d|nI 

根据输入频率设定 MC12429的频率字 S (只取整 

数)，经过 n分频后产生采样频率。根据等效采样的 

原理[2]，采样频率与输入频率相近，二者频率代值的 

差值记做 da,则 Sy可以表示为 Sy=(di 一d )· ， 

这时复现一个波形所需的采样点数为 d=(di 一 

d )／d。，本系统选用的图形点阵液晶为清达光电 

TAT 320240Q1、320×240点阵(92mm×72mm)，波形 

显示区240×200点阵，将 轴上20个点所表示的时 

一 ，，2 一  

问定义为一格时基，记作 A，则液晶屏幕上显示的周 

期个数 N=240d ／(di 一d )，由此，时基可以表示为 

A=20d,／[fi X(di 一d )]。 

实时采样中，为了使采样得到的波形尽量精确 

和考虑到 FIFO容量，系统将 6．25MHz以下的信 

号分为 2O个频率范围来设计 FIFO写入时钟和 A／ 

D采样时钟。 

5 实验结果 

本文介绍的示波表样机液晶屏工作效果令人满 

意，其模拟带宽 100MHz(40dB)；最高实时采样 

率 100MS／s，最高等效采样率 5GS／s，垂直分辨率 

8bit，垂 直灵敏 度每 格 5mV一50V，水 平扫 描 

5ns／格 一10s／格，最 大输 入 电压 (AC+DC) ± 

100 UPP，输入阻抗 1 M／／2OpF，测量精度 ±5％， 

校准信号 1kHz／3．3V；万用表精度可达到五位半 

以上；计数器精度达 1O 以上。实践证明本数据 

采集方案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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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Date-Acquisition in Portable 

Memo~-Oscillorgaph 

Song y“e 

(Dongguan U 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 he high speed date-acquisition task in portable 

memO y_o8cmorg ph with 100M analogue frequence range is 

fulfilled by MC12429，in which CPLD／FPGA is used for digital 

logical platform，AR M for principal microprocessor，single chip 

computer for assistant one，the experiment showed the design 

Was feasible，the system struction was presented ，its design 

thought and pactice method are introduced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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