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 子 测 试 Ju1．2oO9 
No．8 

0 引 

基于 MSP430的脉冲信号的测试与分析 

刘连生，张 磊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 自动化学院 天津 300300) 

摘 要：在雷达、通信、导航和电子对抗等领域的工程实践中，脉冲信号的测试与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主要 

介绍了如何运用 MSP430单片机内部自带的定时器模块、比较器模块和模数转换器模块，对被测脉冲信号及其 

各项电气特性参数包括脉冲宽度、信号电平、信号传输频率、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等进行检测和测量。最后，运 

用该方法测得的标准ARINC429信号的各项电气特性参数符合 ARINCA29规范，验证了本文所述的方法是正确 

且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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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and analysis of the signal impulse based on MSP430 

Liu liansheng Zhang lei 

(College of Aviation and Autoimmunization，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1 njin 300300) 

Abstract：The test and analysis for the signal impulse is extraordinary important for the engi— 

neering practice in radar，communications，navigation and 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 domain． 

In this paper，it is mainly introduced how to measure various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 parameters 

of the signal impulse including pulse width，signal level，signal transmission frequency，rising 

time and falling time by using the timer module、comparator module and A／D converter rood— 

ule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MCU MSP430．Finally，each item of the standard ARINC429 sig— 

nal’S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 parameter which is obtained by using this measuring method con- 

forms to the ARINC429 specification．That verify the method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s correct 

and usef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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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信号的检测分析在雷达、通信、导航、电子 

对抗等领域的工程实践中有着广泛需求，如何准确 

的测得脉冲信号的内容以及其各项电气特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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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用模数转换器先对脉冲信号 

进行采样，然后通过对采样过的数据进行计算来测 

得信号的电气特性参数，对于频率比较低的脉冲信 

号是比较适用也比较精确的，但如果信号的频率比 

较高，就需要高采样率的模数转换器，不仅增加了 

成本还复杂了硬件设计。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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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基于 MSP430的单片机系统，只利用 MSP430 

单片机丰富的片上外围模块就可以对脉冲信号的 

各项电气特性参数，包括脉冲宽度、信号传输频率、 

信号电平、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等进行准确的 

测量。 

1 运用定时器 A测量信号的脉冲宽度 

和频率 

1．1 测量信号的脉冲宽度 

1．1．1 测量原理 

将被测信号与 MSP430单片机的引脚 P1． 

1／TA0(定时器 A捕获：CC10A输入)相连，运用 

定时器 A的第一路 比较＼捕获器对被测信号进 

行捕获。在捕获方式中，当满足捕获条件时，硬 

件自动将计数器 TAR的数据写入捕获＼比较寄 

存器(CCR0)中。我们定义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捕 

获的捕获模式，在上升沿时，捕获一个定时器数 

据，此时捕获＼比较器会产生中断，CPU响应 中 

断将捕获＼比较寄存器中的数据存入 RAM 中以 

备程序调用 ；再等待下降沿的到来，在下降沿时 

又捕获一个定时器数据，同样该数据也可以从捕 

获寄存器中读出存入 RAM 中以供以后计算用。 

两次捕获的定时器数据差就是被测信号的高电 

平宽度，同样的原理，也可以测出信号的低电平 

宽度和零电平宽度。 

1．1．2 测量结果的计算 

脉冲宽度的测量值为： 

T— t*(TAR1一TARO) 

T：脉冲宽度 

TARO：在上升沿时捕获的定时器数据 

TAR1：在下降沿时捕获的定时器数据 

时间 t是 16位定时器的输入时钟 CLK的 

时钟周期 ，而输 入时钟 CLK 由定时器 A 的控 

制寄存 器 TACTL中的 TPSSEL0、TPSSEL1、 

ID0和 ID1四位决定 ，其关系如表 1和表 2所 

示 。 。 

表 1 

表 2 

由于单片机本身的时钟(ACLK、MCLK)的最 

大频率为 8MHz，当被测信号的频率比较低时，可 

以选用单片机自身所带的时钟作为定时器的输入 

时钟；当被测信号的频率比较高时，如果选用单片 

机 自带的时钟就不能准确的测得信号的脉冲宽度， 

需要选用高频的外部时钟信号 TACLK来作为定 

时器的输人时钟，这样才能准确的测得信号的脉冲 

宽度。 

1．2 测量信号的频率 

本文中，利用第二路 的捕获＼比较器来对被 

测信号的频率进行测量。在第二路捕获＼比较器 

的CCI1A输入一个低频的脉冲信号，其频率为 

fO，该低频脉冲信号可以由单片机时钟信号分频 

得到。然 后 将 被 测 信 号 与 16位 定 时 器 的 

TACLK相连，设置第二路捕获／比较器的捕获 

方式为上升沿捕获，则在低频的脉冲信号的第一 

个上升沿 到来 时，CCR1捕获一个定 时器数据 

TARO，当低频的脉冲信号的第二个上升沿到来 

时，CCR1再捕获一个定时器数据 TAR1，这样， 

就是在低频脉冲信号的一个周期的时间内对被 

测信号的脉冲个数进行计数 ，计数值就是捕获的 

两个定时器数据之差。 

信号频率的计算公式为： 

f—f0*(TAR1一T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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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用比较器 A测量信号的上升时间和 

下降时间 

2．1 被测信号的电平测量 

由于在测量上升、下降时问时需要用到被测信 

号的电平值来计算 ，所以首先介绍一下如何测量被 

测信号的电平。信号的电平值包括其高电平、低电 

平还有零电平，可以利用 MSP43O单片机 自带的 

12位的 A／D转换器对被测信号进行采样，将采样 

的结果存入 A／D转换器的存储寄存器中，通过对 

存储寄存器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即可得到被测信号 

的电平值。其关系式如下： 

V—N*(VR1一VR0)／4095+VRO 

被测信 

0．1V 

0．9V 

式中，V为被测信号的电平值；N为采样所得的数 

字量；VR1为 A／D转换器的正参考电压；VR0为 

A／D转换器的负参考电压。 

2．2 测量脉冲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 

2．2．1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定义 

脉冲波形的上升时间的定义是，从脉冲幅值的 

10 到 90％所经历的时间。脉冲波形的下降时间 

则相反，即从脉冲幅值的 90 下降到 10 所经历 

的时间。数字信号上升和下降的时间典型值约为 

几个纳秒，视不同类型的器件和电路而异。 

2．2．2 测量原理 

要测得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其连接关系图 

如图 1所示。 

图 1 模块连接图 

由于测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原理类似，在这 

里只介绍如何测得上升沿时问。将定时器 A的捕 

获／比较器设置为上升沿捕获，将被测信号与 CA0 

连接，开始时先将多路选择器的输出设置为 0．1V 

(V是被测信号的高电平的电压值)，即将 CA1与 

0．1V连接，当被测信号的电压值小于 0．1V时， 

cAoUT一0，当被测信号的电压值增加到大于 0． 

1V时，即 CA0>CA1，贝0 CAOUT由 0变为 1，此 

时 CAOUT控制多路选择器，使多路选择器的输出 

为 0．9V，即 CA1一O．9V。同时 CAOUT触发定时 

器 A 的捕获／比较器 捕获 到一 个定 时 器数 据 

TARO，将该数据存人 CPU的 RAM 中；然后开始 

下一次比较，当被测信号的电压值小于 0．9V时， 

cA0uT一0，当被测信号增大到0．9V时，CA0> 

CA1，则 CAOUT由 0变为 1，触发定时器 A的捕 

获／比较器再一次捕获定时器数据 TAR1，则两次 

的定时器数据的差值就是被测信号的上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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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信号的上升时间TO为：TO=t*(TAR1 

TARO) 

3 实验验证 

3．1验证方法 

通过检验测得的标准 ARINC429信号的各项 

电气特性参数是否符合 ARINC429规范来验证本 

文所述的测量方法是否准确。ARINC429总线在 

航空 电子 通信 领域 应用 十分广 泛，通 过 检测 

ARINC429总线的工作状态可以进行航空电子设 

备的故障检测，因此测量 ARINC429信号的各项电 

气特性参数是具有实际意义的。ARINC429信号 

不同于一般的脉冲信号，它的工作方式为双极归零 

制模式，但上述的测量方法是通用的，可以用来测 

量 ARINC429信号。 

通过特殊的信号发生电路产生一路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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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NC429信号，将该信号连接到MSP430单片机 

的相应管脚上来测量 429信号相应的电气特性参 

数。改变ARINC429的传输速率，再来测量 429信 

号的各项电气特性参数看是否发生相应的改变。 

3．2 结果分析 

标准的 ARINC429信号的各项电气特性参数 

如表 3所示。 

表 3 

首先 设 置 被 测 429信 号 的传 输 速 率 为 

100kbps，测得 的参数分别 为：数据传输速率 为 

100kbps、周期为 10．1 s、脉冲宽度为 5 s、上升时 

间为 2／,s、下降时间为 1．5／~s；然后将被测信号的传 

输速率改为 12．5kbps，测得的各项参数为：数据传 

输速率为 12．5kbps、周 期为 81／~s、脉 冲宽度 为 

39／,s、上升时间为 13 s、下降时间为 12t,s。可以发 

现，测得的参数都在 ARINC429规范规定的误差范 

围内，误差可达到微妙级，满足了设计要求，验证了 

t ’Illii q,,*'11 -。’ ill̈ 。“IIl̈ ’_̈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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