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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FPGA 的自适应信号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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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信号采集系统需要手动设置触发模式、触发电平的问题，设计一种基于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的自适应信号采集系统。根据基于 FPGA 的自适应信号采集系统的特点，对其核心模块进行介绍，采用回
波时钟模式对 LVDS 通信接口进行设计，将 FPGA 程序架构划分为 5 部分进行设计，并通过实物平台进行验证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能自适应判别输入信号类型，自动设置采集模式及触发电平，准确计算信号参数，具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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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lf-adaptive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is design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trigger mode and voltage level needs to be set manually for the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f-adaptive signal acquisition system based on FPGA, introduces the core modules
and uses the echoed clock interface mode to design the LVD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and divides the FPGA program
architecture into 5 parts for design and uses the physical platform to verification and test.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self-adaptive identify the signal type and set the acquisition mode and trigger level automatically and
calculate signal parameters accurately and have some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FPGA; self-adaptive; trigger mode; parameters

0

关键参数，同时自动调整数据缓存方式：对于电平

引言
信号采集系统主要应用在雷达、火力控制、目

标识别等领域。目前，常用军用嵌入式信号采集系

信号，直接缓存数据；对于波形信号，自动从波形
边沿跳变前开始缓存数据 [1 5]。
-

统都是参照示波器的设计方式，即根据外部信号类

1

型，手动设置为正常模式或者触发模式。如果是触

1.1

发模式，同时需要设置触发边沿及触发电平，采集

笔者采用 XILINX 公司的 XC7A75T 型号 FPGA
为核心处理器，高速 ADC 选用 ADI 公司的 AD7626，
上位机采用 Freescale 公司的 P2020 处理器。FPGA
作为 ADC 的控制单元，对 AD7626 进行时钟下发、
参数配置，并且接收 AD7626 模数转换后的数字信
号，同时，FPGA 作为设计中的核心信号处理器，
负责信号类型自动识别、采集模式自动设置、参数
解析及数据缓存等功能，P2020 主要是对采集数据
进行转发。系统框图如图 1 所示。

设备根据设置进行相应的触发采集、参数计算及数
据存储，但是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存在输入信号类
型未知、输入信号变化频繁、人员误操作等问题，
给信号采集、识别、存储带来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一种基于 FPGA 的自
适应信号采集系统设计。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输入
信号类型，并根据信号类型自动设置采集模式及触
发电平，计算输入信号的信号周期、脉宽、电平等

系统描述
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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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1

1.2

系统框图

核心模块介绍

笔者选用的 XC7A75T 是 XILINX 公司 7 系列
芯片中低功耗产品。该产品在保持高性能的前提下，
实现了产品的超低功耗，适用于对产品性能有一定
要求，同时功耗需要严格控制的嵌入式系统，与系
统需要高度契合。该产品广泛应用在飞控设备、便
携式设备、可穿戴设备等类型产品 [6]。
AD7626 是 ADI 公司设计的一款高性能 16 位
ADC。该 ADC 采用 SAR 型结构设计，最高采样频
率为 10 MSPS，噪声性能达到 91.5 dB，线性度达到
±0.45 LSB INL、±0.35 LSB DNL。数字传输接口为
串行 LVDS，FPGA 与 AD7626 间只需 4 对 LVDS
数据线即可实现数据传输，减少了数字接口端的引
脚数目，同时也避免了并行 LVDS 数字接口带来的
相位偏差等问题。该产品采样精度高、采样速度快、
数据接口简单，符合该系统的要求。该型号 ADC
被广泛应用于高速数据采集设备、数字成像系统、
高动态范围通信接收机、频谱分析设备等产品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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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DS 通信接口设计

FPGA 程序设计

FPGA 程序设计是系统的核心技术，该程序架
构划分为 5 部分，分别为 AD7626 数据采集模块、
参数解析模块、自动控制模块、数据缓存模块、PCIE
通信模块。FPGA 程序模块划分如图 3 所示。

图3

3.1

FPGA 程序模块结构

AD7626 数据采集模块

AD7626 数据采集模块实现对 AD7626 的时序
控制及数据采集转换，采样率为 10 MHz，时钟 CLK
频率设计为 300 MHz。该模块 FPGA 程序流程如图
4 所示。

硬件设计

FPGA 与 AD7626 间通过 4 对 LVDS 接口实现
数据传输，分别为转换输入信号 CNV，LVDS 数据
输出信号 D，LVDS 时钟输入信号 CLK，LVDS 缓
冲时钟输出信号 DCO。在设计中，LVDS 信号采用
100 Ω 电阻进行阻抗匹配，匹配电阻靠近信号接收
端放置。为了隔离现场复杂环境的信号干扰，在
LVDS 信号现场端及控制端之间设计数字隔离。笔
者采用回波时钟模式对 LVDS 通信接口进行设计，
即信号与对应时钟同步传输，CNV 信号线与 CLK
信号线间及 DCO 信号线与 D 信号线间按严格等长
设计，等长误差在±20 mil [7]。LVDS 通信接口设计
如图 2 所示。

图4

AD7626 数据采集模块流程

AD7626 数据接口操作时序如图 5 所示。

图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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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7626 数据接口时序

参数解析模块

FPGA 程序周期性的解析参数主要包括信号类
型、信号最高幅值、信号周期、信号脉宽、信号电
平。为保证参数的实时性，参数解析的周期设计为
500 ms，各部分详细设计如下：
1) 信号类型。
笔者将信号分为电平信号和波形信号。在实际
应用中，由于现场干扰、电路寄生参数、AD 采样
误差等因素，不存在标准的直流电平信号和符合标
准波函数的波形信号，实际电平信号是在一定幅值
范围内波动的信号。与标准波函数相比，实际波形
信号边沿会变得平缓，不会出现信号边沿直接跳变，
即信号建立时间等于 0 的情况，波形幅值、周期也
会在一定范围波动。设计中相邻点电压差阈值 Vth
为 0.01 V，FPGA 程序判定信号类型的流程如图 6
所示。

图6

值输入寄存器中，覆盖寄存器中原数据，程序循环
执行该操作，直到该参数测量周期结束，此时该寄
存器中的数据即为该测量周期中的信号最高幅值。
3) 信号周期、信号脉宽、信号电平。
信号周期、脉宽与电平的解析方式相似。首先
接收自动控制模块下发的采集模式及触发电平，如
果信号采集为正常模式，则信号周期、信号脉宽参
数忽略，信号电平即为 AD 采集数据的平均值；如
果信号采集为触发模式，程序根据触发电平判断输
入信号的边沿，信号小于触发电平为逻辑“0”，信
号大于触发电平为逻辑“1”，信号从逻辑“0”变
化到逻辑“1”，即为上升沿，信号从逻辑“1”变
化到逻辑“0”，即为下降沿。该设计通过 2 个计数
器实现信号周期、脉冲、电平参数的判定，计数器
时钟周期为 100 ns[5]。此处以触发电平为正进行说
明，触发电平为负，判断边沿反转即可。波形信号
参数判定流程如图 7 所示。

信号类型判定流程

2) 信号最高幅值。
该部分 FPGA 程序采用寄存器与比较器结合的
方式设计。逐次比较相邻采集点电压值，将高的幅

图7

波形信号参数判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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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波形信号，上述参数略有差别，常
见的几种波形信号，正弦信号电平没有实际意义，
系统更关心峰值，测试方法参照信号最高幅值测试；
三角波信号电平没有实际意义，系统更关心信号的
峰值，参照信号最高幅值测试；对于矩形脉冲信号，
系统关注信号周期、脉宽、电平几种参数。
3.3

自动控制模块

自动控制模块主要实现系统采集模式判别、触
发电平计算、触发边沿设置，自动控制模块接收信
号类型和信号最高幅值参数，经过逻辑判断及计算
后将采集模式命令、触发电平、触发边沿等参数及
控制命令发送到参数解析模块及数据缓存模块。该
部分流程如图 8 所示。

1) AD 数据存入 RAM，从 addr0→addr2047→
addr0，循环存储，直接覆盖原地址数据；
2) 检测到信号边沿，此时 RAM 存储地址为
addrx；
3) 继续存储数据 T-t 1 时间后停止存储，T 为
100 ns×2 048；
4) 控制逻辑产生数据存储完成中断，将中断发
送到 PCIE 通信模块；
5) PCIE 通信模块读取 RAM 中的数据，从 RAM
地址 addrx 前 500 地址开始读取，共读取 2 048 个点，
由 于 数据 是循 环 存储 ，如 遇 到地 址边 界 addr0 和
addr2047，按照数据存储时的地址顺序读取。
AD 数据存储控制逻辑如图 9 所示。

图9

3.5

图8

3.4

自动控制模块流程

数据缓存模块

数据缓存模块由 3 个双口 RAM 及控制逻辑组
成，双口 RAM 实现数据存储及时钟同步，控制逻
辑实现读写时序控制，2 个 RAM 实现 AD 数据缓存，
1 个 RAM 实现参数缓存。参数缓存直接将解析参数
缓存在 RAM 中，并上传到 PCIE 通信模块，以下重
点介绍 AD 数据缓存 [8 9]。
RAM 宽度设置为 16 位，深度设置为 2 048。对
于正常模式，AD 数据按地址依次存入 RAM 中，当
数据存满 2 048 个点后，控制逻辑产生中断并停止
存储，PCIE 通信模块接收到中断后，依次读取 RAM
中存储的 AD 数据；对于触发模式，采取预存储方
式，即每帧数据必须采集到触发边沿，即每次上传
数据从信号边沿前 t 1 时间开始存储，t 1 时间设为 100
ns×500，触发模式数据存储流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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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数据存储控制逻辑

PCIE 通信模块

PCIE 通信模块实现 FPGA 内部与上位机的数
据交换，程序中 PCIE 通信模块采用该 FPGA 自带
的 IP 核设计，此处不详细说明 [10 11]。

4

验证测试

验证测试主要包括电平信号及波形信号的自适
应采集测试，信号参数测试，AD 数据缓存测试。
4.1

自适应采集测试

信号输入通道以 5 s 的切换周期循环输入 2 种
信号：一种是 2 V 的电平信号；另一种是周期 0.1 ms，
脉宽 50 μs，4 V 的矩形脉冲信号电平。测试结果表
明：该系统能够自适应输入信号的信号类型，识别
输入信号为电平信号或波形信号，并且根据识别的
信号类型设置触发模式及触发电平，触发模式和触
发电平为 FPGA 内部信号，通过 FPGA 逻辑分析仪
抓取观察。输入信号在这 2 种信号间进行切换时，
该系统测试精准、响应迅速，没有出现错误识别、
延迟识别现象。测试结果如图 10、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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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近似为一条直线，没有出现数据采集错误；对于
波形信号，AD 缓存数据，还原出的波形与输入波
形形状一致，调整输入波形信号的周期、脉宽，每
次 AD 缓存数据从该波形的上升沿前 t 1 时间即 500
点开始采集，共采集 2 048 点结束，每次都能采集
到信号的关键参数，预存储模式有效。

5

4.2

图 10

电平信号测试结果

图 11

波形信号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表明：该系统能自适应输入信号类型，
自动设置采集模式及触发电平，准确计算信号参数，
自适应缓存 AD 采集数据。该设计硬件架构简单，
主要逻辑功能通过 FPGA 代码实现，软硬件移植性
较高，并且该设计 FPGA 采用最新一代的低功耗处
理器，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体积小、功耗低。该
设计在对小型化、智能化、低功耗要求较高的嵌入
式信号采集系统领域有较大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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