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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克服一般光学经纬仪读数不便的弱点，实现在不同转速下对方位角的精确测量，设计了基于 

MSP430的圆感应同步器方位测角系统。根据系统工作原理，设计时采取了完善的硬软件措施，减小可能给系统带 

来的误差。整个系统电路简单，结构紧凑，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在恶劣环境工作可靠，具有操作方便、读数直观 

的特点，能良好满足实际要求。文章介绍了设计的基本原理，并给出了系统的相关电路和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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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方位角是导弹瞄准定向中的重要参数。为了提 

高战场生存能力，缩短导弹武器发射准备时间，需要 

快速准确的获取方位角信息，但用于导弹方位角测 

量的经纬仪一般采用光学读数，且不设清零功能，存 

在准确度不高、操作不便的弱点。以圆感应同步器 

和数显电路构成的闭环测角系统，具有结构简单、抗 

干扰能力强的特点 ，在导弹武器瞄准定向中受到广 

泛应用。本文设计了以圆感应同步器为角度传感 

器，以AD2S80A为轴角转换器的方位测角系统，设 

计中对系统工作原理引起的转换误差采取了相应的 

硬软件措施，提高了测角准确度。 

1 系统工作原理 

系统中，圆感应同步器工作于单相激磁 ，双相输 

出方式。当圆感应同步器转子绕组中通以正弦电流 

时，在定子绕组输出随转角成正余弦规律变化的电 

势，将带有转角信息的两相电势进行角度解算后可 

得到自然的二进制数字角度。极数为 720的圆感应 

同步器安装在光学瞄准仪竖轴系上，它所转过的角 

度即瞄准仪照准部转过的角度。 

若圆感应同步器转子激磁信号为 

“=U coswt (1) 

当系统转速 cU =dOD／dt：0(电弧度 )时，设 

“ = ，则定子绕组两相输出感应电势[1』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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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 为激磁电压幅值；志 为基波(时间) 

电压传递系数；03为激磁电压角频率； 为连续绕 

组与A相绕组导体中心线的夹角(电弧度)。 

如图 1，两相输出经前置放大后，信号放大倍数 

为 志 。输出为 eAf，eBt： 

COS~DS 

(3) 
eBt=志 B=忌 “msinoDsincot J 

参考输入 

图 1 AD2S80A工作原理图 

eA 、eBt进入 AD2S80Al2』的高速正余弦乘法器， 

对应着与 AD2S80A的反馈信号 形成的sinq~D、 

cos(riD信号相乘，输出信号为e ，e6： 

．}c4， ： ＆c。s =意口“m sln )cos sln(U J 
e ，e 进入放大倍数为志 的误差放大器，得到 

输入角度与输出角度之间的误差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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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一e6)=ku sin(0D一 )sin~ot (5) 

式中k 一忌 ， 为误差放大器输出，将 送 

人带通滤波及相敏解调器后得到直流误差信号 ： 

UDer= ±皇
71" 

sin(0D～ ) (6) 

上式在 60 ：0成立的条件下推出，若 60 ≠0， 

则 ： 

UDer=± [sin2(0D一 )+( 
，  

cos2(0D一 )coS j (7) 

其中， =arctanf cot( 一 )f。 L 60 ⋯ J 
信号经过积分器积分，产生一正比于轴角 

转速 d0D／dt的测速电压 VEL信号，VEL用来控制 

宽动态范围压控振荡器(VCO)。VCO输出 CP脉 

冲与 VEL成正比例，作为可逆计数器的计数脉冲， 

偏差信号 的极性决定了计数器进行加法计数还 

是减法计数，计数的同时，使输出角 D向输出角 

接近。 D跟踪 ，可以反映感应同步器转角的大 

小，它一方面经过锁存器输 出，另一方面，它又是 

AD2S80A的反馈信号，进入正余弦乘法器形成 

sin~D、COS~D信号。由式(7)知，当系统转速不为零 

时，易引入转换误差，需在系统硬软件上采取相关措 

施。 

2 系统硬件组成 

系统 主 要 由 激 磁 电 路、信 号 调 理 电路、 

AD2S80A轴角转换电路、单片机接口电路、显示电 

路等组成 ，如图2所示。 

10．8kHz 参考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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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硬件框图 

2．1 激励电路 

激磁信号的波形失真容易导致转换误差，因此激 

励电路的目的是产生一个相位和幅值都很稳定，频率 

符合要求，并且具有一定功率驱动能力的正弦波。由 

CD4060将石英晶体分频产生 10．8kHz方波，经过带 

通滤波器选频成同频率正弦信号，由LM1875功率放 

大后，作为圆感应同步器转子的激磁信号。 

2．2 信号调理电路 

圆感应同步器两相信号的相位差，两相信号与参 

考信号的相位差以及输出信号的奇次谐波都将导致 

系统高速运转时的转换误差|3 J。在信号调理中，从圆 

感应同步器感应出来的微弱信号由高增益低噪声芯 

片LM387在屏蔽盒就近放大，并由滤波电路滤除引 

入电路的干扰。信号进入AD2S80A前，由移相电路 

使两相信号严格正交，再经二级反向比例可调电路使 

信号幅值达到2V，满足AD2S80A的输入要求。 

2．3 AD2S80A与单片机接口电路 

AD2S80A有 4种不同的分辨力，分辨力与其跟 

踪速度成反比关系。为了同时满足系统不同转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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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的需要 ，用户可通过 SC1、SC2选择合适的分辨 

力。测角系统在 l0，l4位两种分辨力之间切换， 

SC2接低电平，通过 SCl进行分辨力切换，接 口电 

路如图3。 

DIN 

CLK 

L0AD 

M SP43OF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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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 SC2 

BYTESELEC1 

RIPPLE CLK 

SC1 ENABLE 

图 3 单片机与 AD2S80A接口 

在分辨力设置好的情况下，正余弦两路角度信 

号进入芯片时，AD2S80A不需要任何命令就自动进 

行数据转换。此时 BUSY信号为高，数据正在转 

换，不能进行读取。BUSY为低时，因为ENABLI 接 

地，控制INHIBIT信号可以读取数据。数据通过 l6 

位或8位总线传输。为简化电路，对数据的读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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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BYTESELECT信号将低八位信号复制到高八位 

DB1～I)B8上，分高低字节两次读取。数据线只能 

输出一个节距范围内的角度信号，对于 720极圆感 

应同步器，一个节距相当于 1度。1度以上角度由 

RIPPLE CLK输出，圆感应同步器每转过一个节 

距，发出一个脉冲，角度变化 1度。RIPPLE CLK 

信号的最长时间为 600ns，而单片机指令最短的处 

理时间为 1 s，为了可靠起见，电路设计中加入一单 

稳多谐振荡器，使信号延长到 10f,s，防止整度数丢 

失。DIRECTION表示角度的增减，对应系统的正 

反转。通过数据线，RIPPLE CLK、DIRECTION信 

号，单片机可以采集 360。范围内任意角度。 

2．4 显示电路 

显示电路用 MAX7219作驱动。MAX7219是 

共阴极驱动集成芯片，可驱动 8位 LED数码管。芯 

片内部含有一个显示寄存器，为8×8的静态 RAM， 

可用来存储每一个要显示的数据；5个控制寄存器， 

即扫描范围寄存器、译码寄存器、显示亮度寄存器、 

关闭寄存器、显示测试寄存器。根据需要，用户可以 

设置显示位数，选择译码或不译码方式，并可对显示 

亮度等进行设置。系统数据显示范围为 0。～359。 

59 59 ，设置扫描寄存器为 7位，数据译码后显示。 

MAX7219芯片通过 DIN、CLK、LOAD 3根信号线 

以串行方式与单片机接口，因而硬件结构十分简单 ， 

软件可按实际需要灵活编程 ，达到用软件编程节省 

硬件开销，简化电路的目的。 

3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流程如图 4所示。主要包括系统初始 

化、系统清零、动静切换、数据的采集处理、动态误差 

的补偿和数据显示等。 

3．1 动静切换 

系统可在低速(静态)，或较高速度 (动态)的条 

件下工作。为满足精度要求，分辨力越高越好。由 

于AD2S80A的分辨力与跟踪速度成反 比，在系统 

高速时，如果设置较高的分辨力，跟踪速度很难达到 

要求，输出角度难以跟踪输入信号角度，造成转换误 

差。为了兼顾高分辨力与快速跟踪的要求，在设计 

时，采用了动静切换技术，即系统动态时，AD2S80A 

转换器以 10位分辨力快速跟踪角度值的变化；系统 

静止后 ，将转换器的分辨力切换到 14位，既满足测 

角分辨力的要求，又不会因跟踪速度小造成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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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软件流程 

动态切换的关键是判断系统是否停止或转速很 

低。采用的方法是先判断当前所用的分辨力，并将 

处理后的数据与上次采集的数据进行比较。当前使 

用 14位分辨力时，如果数据度分位有变化，则按动 

态处理，立即切换成 10位分辨力；当前使用 10位分 

辨力时，如果度分位连续 5次不发生变化，则按静态 

处理，转换为 14位分辨力。大多数情况下，系统采 

用 10位分辨力，具有很高的跟踪速度，不存在跟踪 

不上的问题。 

3．2 清零功能的设置 

系统工作后，每次角度值将存人单片机 RAM， 

在下一次操作时，单片机将在原 RAM 的基础上计 

数。显示的角度也将不是第二次操作实际转过的角 

度。利用单片机中断复用口设置清零功能可将系统 

中大于 1度的值完全清除，而将小于 1度的信号数 

据保存。操作时，先清零，这样 ，每次显示的都是当 

前实际角度值 ，避免了以往测角时需要分别读取起 

始点角度值，通过相减运算 ，才能求得实际转角的不 

便。 

3．3 动态误差补偿 

系统转速不为零时，输出不能完全跟踪输入，由 

转速引起的动态误差需要进行补偿。 

补偿的方法是测出系统在不同转速 下的动 

态误差 A( )，用最小二乘法拟合误差曲线 P( )， 

土  

使 [△( )一P(tO )] 最小，得到 P( )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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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修正测量值 (∞)[51，原理如图 5所示。 

P( 

图 5 误差补偿示意图 

为真值； 为补偿后的输出； (∞)为测量值 

的期望值；误差补偿后 的期望值为 

E( )=E[0(∞)]一P(∞)= (∞)一P(∞)(8) 
一

E( )= 一／z(∞)+P(∞)=P(∞)一Lx(∞) 

(9) 

根据P(∞)的定义，此时 一E( )的偏差最 

小。即用 P(∞)进行误差补偿后，动态误差减小，系 

统精度得到了提高。 

4 实验及结论 

利用多齿分度台检测本系统测角误差。实验采 

用361齿多齿分度台，在圆周23个点进行检测。分 

度台23点对应标准角度为 讯，往测和返测得数据 

泣 ， 遍 。 i=0，1，2，⋯ 22。 

误差曲线如图 6，分别求往测与返测对标准角 

的偏差 1， 2两者之差的均值 平均的峰峰值为一 

次水平测角误差，即 

△ = 平均Ⅱ诅x一 平均mj = 

系统设计中，充分利用了标准化集成芯片，并多 

处运用软件编程简化硬件电路。MSP430F149单片 

机引人系统，其丰富的I／O接口及大容量的存储空 

间，避免了I／0及存储空间扩展，使整个系统电路 

简单、结构紧凑。设置了中断清零功能，结果采用数 

码显示，系统操作使用方便。采用动静切换和动态 

误差补偿技术减小转换误差，测角精度高，一次水平 

极限误差达到8 。经过软件测试和硬件环境试验， 

系统使用效果良好，达到实际要求。 

图 6 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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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转动惯量测量设备的研制 

丁雪松 李慧鹏 王 军 唐文彦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研制了一台高精度转动惯量测量设备，用于测量物体三轴转动惯量。设备采用扭摆法，由光电传感 

器提取扭摆周期信号，并由高精度数据采集卡采集到计算机计算出摆动周期，根据扭摆法测量原理得到转动惯量 

测量结果。本文介绍了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特点，并对影响系统精度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与美国 

Space Electronics的质量特性测量设备进行数据比对，测量误差小于0．1％，满足了设计要求。 

关键词 转动惯量；扭摆；摆动周期 

0 引言 

转动限量的测量在导弹、武器等设备的质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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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测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其飞行姿态、速度、加 

速度的分析提供了依据。由于这类设备外形不规 

则、内部质量分布不均匀，很难通过理论精确算出转 

过量堇 Q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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