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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摘 要 

虚拟仪器(简称 VI)是一种功能意义上的仪器，它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测量技

术产生的新型测量仪器。虚拟仪器不仅具有普通仪器的全部功能，而且通过个人计

算机上的软件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功能，这些优点使得虚拟仪器的应用前景非常广

阔，广泛的应用于通信、自动化、宇航等领域。 

本设计紧紧围绕研制基于硬件构件虚拟仪器平台这一课题展开，重点在实现该

平台的扩展性和可移植性。该平台的功能包括：虚拟示波器、虚拟波形发生器和数

据采集节点。在该平台设计过程中充分采用了硬件构件的思想，是对虚拟仪器设计

方式的一次新的尝试。依照这种思想，可以将该虚拟仪器平台划分为三个模块：主

控模块、功能模块、通信模块。模块之间通过预先定义好的接口相连接，可以实现

示波器、波形发生器和数据采集节点的功能。这样设计的优点是为今后扩展新的功

能提供接口。 

具体设计中使用 USB2.0 作为仪器硬件和个人电脑的接口方案，保障了数据传

输的速度和稳定性。使用飞思卡尔公司双核 16 位 MCU 作为主控芯片，使得对系统

的控制和对数据的处理在不同的 CPU 上进行，保障了系统的实时性。主控芯片上移

植了 μC/OS-II 操作系统，保证了多任务情况下该平台运行的稳定性。创新的提出了

一种小型操作系统上的硬件抽象层设计方案，使得本设计能够“无缝”连接不同功

能模块。 

本设计方案降低了单一系统的复杂度，提升了稳定性，方便今后扩展，具有较

强的通用性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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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Kind of Virtual 
Instrument Platform based on Hardware-Component 

Abstract 

Virtual instrument is a kind of instruments in functional level, which is produc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measure technology. Virtural instrument not 

only has the func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instrument, but also has many more extra 

functions by using the computer software. Therefore, virtual instrument has a wide usage 

in many fields, such as communication, automatization, space navigation, etc.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work of virtual instrument platform; the 

key points are portability and transplante-capacity. This platform implements three kinds 

of virtual instruments: virtual oscillograph, virtual waveform generator and data 

acquisition node. The hardware component and underlying component technologies, 

which are a brand new attempt in the design of virtual equipment, have been adopted in 

this dissertation. In this method, the virtual instruments platform has been divided into 

three modules: main control module, utility module and communication module. 

Dependent on the ways of connection, three virtual equipments can be realized. This 

platform provides interface for some enhancement in the future.  

In this design, USB2.0 technology is used as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mputer and 

instrument hardware, which makes data transfer speedily and smoothly. A Freescale 

16bit dual core MCU is adopted as main control chip, which makes system-control and 

data-handle running on different CPUs. Besides, μC/OS-II is ported on this chip, which 

keeps the whole system operating in a stable and timely way. A brandnew method of 

constructing hardware abstract layer based on tiny OS has been brought out, which makes 

different models’ connection smoothly.  

The complexity of single system in this design has been cut down; at same time, 

product’s stability has been enhanced. Therefore, the method used in this design is 

universal and valuabl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Virtual Equipment; Virtual Oscillograph; Virtual Waveform Generator; 

USB2.0; μC/OS-II; Hardware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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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虚拟仪器(Virtual Instruments，简称 VI)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美国国家仪器公

司(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简称 NI)提出的一个概念
[1]
。其核心思想是“软件

即是仪器”。即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硬件平台上建立具有虚拟面板，测试功能由用

户自定义、由测试软件实现的一种计算机仪器系统。其实质是利用计算机显示器的

显示功能来模拟传统仪器的控制面板，以多种形式表达输出结果；利用 I/O 接口设

备完成信号的采集与控制；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软件功能实现信号数据的运算、分析

和处理，从而完成各种测试功能的一种计算机测控系统。虚拟仪器的应用现在已经

十分广泛，主要集中在电子测量、过程控制、电信医学等领域。究其原因是虚拟仪

器具有性能高、扩展性强、开发时间少，以及出色的集成性这四大优势。随着计算

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不断发展，虚拟仪器的应用空间更为广阔。由于中国在该方面起

步较晚，所以国内虚拟仪器的研发设计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档

次。大量的虚拟仪器设备依靠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目前在中国开展虚拟仪器的研

究工作意义重大，具有紧迫性。 

1.1 虚拟仪器的构成 

虚拟仪器有两大组成部分：软件平台和硬件平台。虚拟仪器的硬件平台如图 1.1

所示，由两部分构成[2]： 

(1) 数据采集设备。主要完成被测输入信号的采集、调理、滤波、放大、模数/

数模转换等操作。 

(2) 通用计算机。利用其强大的处理器为采集的信号提供滤波、处理、存储和

显示功能。 

软件是整个虚拟仪器系统的核心，分为两个部分：通用计算机平台上的应用软

件和硬件平台上的固件。应用软件一般使用 NI 公司的 LabView 或 VC++等工具设

计，主要用来完成数据的处理、存储和波形显示。底层固件程序执行高端软件的控

制命令，完成信号的采集、处理、传输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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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虚拟仪器硬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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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虚拟仪器的发展现状 

按照与 PC 的接口方式分类，虚拟仪器的发展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3]：  

第一阶段：利用计算机增强传统仪器的功能。GPIB 总线标准确立后，传统仪

器可以通过 GPIB 和 RS-232 与计算机连接起来。 

第二阶段：开发式仪器。这一阶段仪器硬件出现了两大技术进步：插入式计算

机数据采集卡(PC-DAQ)和 VXI 总线标准。使仪器的构成开放化。 

第三阶段：虚拟仪器框架和图形化编程语言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采用。网络逐渐

成为虚拟仪器之间通信一种新手段。 

下面逐个介绍对虚拟仪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总线接口技术[4]。 

(1) GPIB 总线系统 

通用仪器总线(GPIB)于 1978 年问世，实现了计算机与测量系统的首次结合。它

标志着测量仪器从独立的手工操作单台仪器走向程控多台仪器的自动测试系统。是

虚拟仪器发展的第一阶段。由于 GPIB 只是 8 位并行仪器总线，传输距离和传输速

率有限，已经跟不上当今大规模自动测试系统的需求。GPIB 将逐渐退出虚拟仪器

领域。 

(2) VXI 总线系统[5]  

VXI 总线规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结构标准，其主要目的是使 VXI 总线之间、

VXI 总线与其它标准器件之间能够以明确的方式开放地通信；使系统体积更小；通

过使用高带宽的吞吐量，为开发者提供高性能的测试设备；采用通用的接口来实现

相似的仪器功能，使系统集成软件成本进一步降低。 

(3) PXI 总线系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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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仪器系统的 PCI 扩展总线(PXI)是一种由 NI 公司发布的基于 PC 的测量和

自动化平台。PXI 结合 PCI 的电气特性和 Compact PCI 的坚固性发展成适合于试验、

测量与数据采集等场合应用的机械、电气和软件规范。制订 PXI 规范的目的是为了

将台式 PC的性能价格比优势与 PCI总线面向仪器领域的必要扩展完美的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主流的虚拟测试平台。 

(4) PC 端口式[7] 

包括并行口式和串行口式，通常将硬件集成在一个采集盒里或一个探头上，软

件在 PC 上，完成各种虚拟仪器的功能。 大优点就是实现台式和便携式两用。特

别是 USB 和 IEEE1394 接口兼顾了传输速度和即插即用等特点。当前已经逐渐成为

虚拟仪器主流平台之一。 

综上所述，GPIB 总线的使用越来越少，使用 VIX 总线和 PXI 总线的虚拟仪器

成为大型高精度集成系统的首选。其中使用 PXI 总线方式的大型高精度虚拟仪器前

景更为光明。PC 端口式主要应用在中低端的虚拟仪器中。而基于 USB 和 IEEE1394

的虚拟仪器已经成为中低端虚拟仪器系统的主流。当前很多虚拟仪器都将网络作为

其通信一个发展方向。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虚拟仪器厂商开发了很多虚拟仪器软件平台。其中 据影

响力的是 NI 公司的 LabView。它集成了 GPIB、VXI、PXI、RS232、USB 及数据采

集卡等硬件通信的全部功能。目前我国的虚拟仪器设计、生产、使用也已经起步，

我国有几家公司正在研制 PC 的虚拟仪器。国内专家预测：未来几年内国内将有 50%

的仪器使用虚拟仪器。可见虚拟仪器将会逐步取代传统仪器作为而成为测量仪器的

主流。 

1.3 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 

本文设计了一个虚拟仪器平台，该平台的建立过程遵循硬件构件的开发原则，

由主控模块、功能模块、通信模块组成。功能模块在本设计中包括三个部分：示波

器模块、波形发生器模块以及数据采集节点模块。该平台具有极强的扩展性，可以

根据特定需求定制不同设备。通信模块设计方案有两种：以太网通信模块和 USB2.0

通信模块。作者主要完成芯片的选型、方案制定、硬件设计、底层固件和高端应用

软件的编写工作，其中以太网通信模块不属于本设计工作之一，作为后续工作完成。

整个设计过程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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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虚拟仪器技术、USB2.0 技术、数据采集和硬件构件相关理论。 

第二，研究 μC/OS-II 在多核芯片上的应用。 

第三，提出硬件设计方案。完成元件选型，电路图绘制，硬件调试等工作。 

第四，提出软件设计方案。设计固件程序和高端应用程序。固件程序包括三个

硬件模块的底层驱动程序。高端应用程序使用 VS2005 和 NI 公司的 Measurement 

Studio 设计完成。 

第五，对整个系统进行调试工作。 

本文各章节内容安排： 

第一章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虚拟仪器的概念，虚拟仪器的发展和现状。 后简

要论述了本文所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章 本文涉及的技术简介和总体设计方案的论述。该章阐述了论文所涉及的

技术和理论。主要包括 USB2.0 接口技术、μC/OS-II、硬件构件理论等。其次提出了

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 

第三章 虚拟仪器平台的硬件设计。该章论述了本设计所采用的硬件平台的设计

方案。 

第四章 虚拟仪器平台固件设计。主要论述了底层固件的设计工作。 

第五章 虚拟仪器平台高端软件设计。主要论述了高端软件的设计工作。 

第六章 作者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和后续工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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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简介和总体设计 

虚拟仪器的设计工作涉及多个学科的知识，包括计算机、通信和电子。本章阐述

了作者开发该虚拟仪器平台所研究和使用到的技术。其中，USB2.0 接口用于连接 PC

和仪器硬件。μC/OS-II 操作系统布置在主控板上，用来完成多任务的协同工作。

XGATE 模块是主控芯片的一个协处理器，具有速度高、功耗小、利于数据传输等特

点，用来解决高速数据传输的问题。在充分阐述这些技术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虚拟仪

器平台的总体设计方案。 

2.1 USB2.0 技术概述 

USB（Universal Serial Bus）即通用串行总线，不是一种新的总线标准，而是应

用在 PC 领域的新型接口技术。USB 是在 1994 年底由英特尔、康柏、IBM、Microsoft

等多家公司联合提出的[9]。从 1994 年 11 月 11 日发表了 USB V0.7 版本以后，USB

版本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为 2.0 版本，成为目前电脑中的标准扩展接

口。USB 技术大概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代：USB 1.0/1.1 的 大传输速率为 12Mbps。1996 年推出。  

第二代：USB 2.0 的 大传输速率高达 480Mbps。USB 1.0/1.1 与 USB 2.0 的接口

是相互兼容的。 

第三代：USB 3.0 大传输速率理论上可达 4.8Gbps，并且向下兼容 USB 

1.0/1.1/2.0 接口。 

2.1.1 USB2.0 技术特性 

USB2.0 技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9]： 

(1) 易于扩展。使用 USB 集线器可以很容易扩展至 127 个设备（理论值）。 

(2) 通信速度高。可以用较低功耗达到 高 480 Mb/s 的通信速率。 

(3) 实时性好。对实时语音、视频提供很好的支持。 

(4) 灵活性好。可以同时支持设备对数据同步传输和对消息异步传输的需求。 

(5) 健壮性好。USB 接口可提供双向（半双工）、实时的数据传输，通过硬件设

计和数据传输协议两方面保证其数据传输的可靠性。USB 发送器、接收器和电缆的

硬件规范消除了大多数可能引起数据错误的因素。协议中使用了错误检测和错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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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以确保数据准确无误的接收和发送。 

(6) 适合工业领域。协议易于实现和集成。具有即插即用功能。 

(7) 低功耗。USB 总线在已有的多种总线中的功耗较低。通过功耗节省电路和自

动切断未用设备的供电的功能达到节省功耗的目的。 

USB2.0 协议有三种速度模式：低速、全速和高速。高速模式可以达到 480Mb/s，

全速模式为 12Mb/s，低速模式只有 1.2Mb/s。 

2.1.2 USB拓扑结构 

一个 USB 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USB 设备（Device）、USB 主机（Host）、USB

集线设备（Hub）。USB 集线设备主要起到连接 USB 主机和 USB 设备的作用。USB

的拓扑结构为星型结构，集线器位于结构的中心，设备位于边缘。由于传输时延限制，

从根节点到 终的设备 多为七层（包括根节点）。图 2-1 给出 USB 拓扑结构[9]。 

 
 

主机（层1）

层2

层3

层4

层5

层6

层6

 

 

 

 

 

 

 

 

 

 

 

 

 
图 2-1 USB 拓扑结构 

2.1.3 USB系统的逻辑分层 

从开发人员的角度来看，USB 系统可分为三个逻辑层[9]：USB 功能层、USB 设

备层和 USB 接口层。每一层都有独立的分工，由主机和 USB 设备的不同功能模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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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图 2-2 所示。这种分层结构简化了 USB 通信机制。 

USB 功能层：提供了不同 USB 设备的驱动程序，在设备端对应的实体是设备中

不同的接口。功能层实现 USB 设备的特定功能，由主机端的客户软件和设备端的功

能单元组成。此处的功能单元是对 USB 设备的抽象，被看做一个接口的集合。客户

软件是主机端提供的，仅仅对 USB 设备的接口感兴趣，逻辑上只需与功能单元进行

通信。但实际上，客户软件通过调用 USB 系统软件与 USB 设备进行通信，并不直接

访问功能单元。 

USB 设备层：它负责处理所有 USB 的数据传输，在主机端，除了对控制传输进

行分析外，其余的直接送往上层。USB 设备层要求理解实际的 USB 通信机制和 USB

功能设备所要求的传输特性。 

 
客户

软件

USB系
统软件

USB主机

控制器

功能

USB逻辑

设备

USB总线

接口

USB功能层

USB设备层

USB接口层

逻辑通信流

实际通信流

 

 

 

 

 

 

 
图 2-2 系统逻辑分层 

2.2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2.2.1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选型 

嵌入式操作系统是一种实时的、支持嵌入式系统应用的操作系统软件，是嵌入式

系统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0-11]。一个典型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功能模块包括：系统内

核、设备驱动接口、文件系统、通信协议、应用程序接口、人机交互接口和图形界面

等[12] 

目前，嵌入式操作系统种类很多，按照实时性能分为两类：实时操作系统和非实

时操作系统；其中实时操作系统又分为硬实时和软实时。在获取途径上可以分为商用

型和免费型，商用型一般运行稳定，有完善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售后服务,但价格昂贵，

如 VxWorks、Palm OS、Neculeus、Windows CE 等[13-15]；免费型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一

- 7 - 



第二章                                                 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般开放源代码，在价格和资源方面有较大优势，目前主要有 μC/OS-II 和 μCLinux[16-17]。 

    对操作系统的选择基于下面几点考虑：第一，本设计并非一个商业产品，为避免

高额的授权费用，所以要选择开源的操作系统。第二，本设计建立在 16 位处理器上，

所以不可选择 32 位的操作系统，自然就排除了 Linux 及其衍生系统。第三，本设计

对实时性要求较高。μC/OS-II 成了必然之选。 

2.2.2 μC/OS-II实时操作系统 

μC/OS-II（Micro Controller Operating System）是一种基于优先级的可抢占的硬实

时内核[18-20]。自从 92 年发布以来,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已经被移植

到 40 多种不同结构的 CPU 上，运行在从 8 位到 64 位的各种系统之上。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该系统自从 2.51 版本之后，就通过了美国 FAA 认证，可以运行在诸如航天

器等对安全要求极为苛刻的系统之上。鉴于 μC/OS-II 可以免费获得代码，对于嵌入

式 RTOS 而言，选择 μC/OS-II 无疑是 经济的选择。其包含全部功能的核心部分代

码只占用 8.3K 字节，而且由于 μC/OS-II 是可裁剪的，所以用户系统中实际的代码

少可达 2.7K 字节，这样可以布置在几乎任何的嵌入式系统之中。本课题固件编译完

成的二进制文件大小仅为 13K 字节，其精简性可见一斑。μC/OS-II 不仅使用户得到

廉价的解决方案，而且由于 μC/OS-II 的开源特性，用户还可以针对自己的硬件优化

代码，以获得更好的性能。 

 
 
 
 
 
 
 
 

 
 
 
 

 
图 2-3 μC/OS-II 体系结构 

用户应用程序

uC/OS与处理器无关的代码

OS_CORE.c
OS_FLAG.c
OS_MBOX.c
OS_MEM.c
OS_MUTEX.c

OS_Q.c
OS_SEM.c
OS_TASK.c
OS_TIME.c
UCOS_II.c
UCOS_II.h

uC/OS与处理

器相关的代码

OS_CFG.h
INCLUDES .h

uC/OS与处理

器相关的代码

OS_CPU.h
OS_CPU_A.asm
OS_CPU_C.c

软

件

硬

件

CPU/
寄存器

μC/OS-II 实际上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内核，只包含了任务调度、任务管理、时间

管理、内存管理和任务间的通信与同步等基本功能。没有提供输入输出管理、文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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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网络之类的额外服务。但是由于 μC/OS-II 的可移植性和开源性，用户可以自己

添加所需的各种服务。目前，已经出现了第三方为 μC/OS-II 开发的文件系统、TCP/IP

协议栈、用户显示接口等。μC/OS-II 的体系结构如图 2-3 所示。 

μC/OS-II 多可以管理 64 个任务，这些任务通常都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函数。在

目前的版本中，设计者保留了优先级为 0、1、2、3、OS_LOWEST_PRIO-3、

OS_LOWEST_PRIO-2、OS_LOWEST_PRIO-1、OS_LOWEST_PRIO 的任务，所以用

户可以同时拥有 56 个任务[18]。μC/OS-II 提供了任务管理的各种函数调用，包括创建

任务、删除任务、改变任务的优先级、挂起和恢复任务等。系统初始化时会自动产生

两个任务：一是空闲任务 OSTaskIdle()，它的优先级 低，该任务只是不停地给一个

32 位的整型变量加 1 ；另一个是统计任务 OSTaskStat() ，它的优先级为

OS_LOWEST_PRIO-1，该任务每秒运行一次，负责计算当前 CPU 的利用率。  

μC/OS-II 要求用户提供一个称为时钟节拍的定时中断，该中断每秒发生 10 至 100

次，时钟节拍的实际频率是由用户控制的。任务申请延时或超时控制的计时基准就是

该时钟节拍。该时钟节拍同时还是任务调度的时间基准。μC/OS-II 提供了与时钟节拍

相关的系统服务，允许任务延时一定数量的时钟节拍或按时、分、秒、毫秒进行延时。 

对于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来说，任务间的通信与同步是必不可少的。μC/OS-II

提供了四种同步对象，分别是信号量、邮箱、消息队列和事件。通过邮箱和消息队列

还可以进行任务间的通信。所有的同步对象都有相应的创建、等待、发送的函数。但

这些对象一旦创建就不能删除，所以要避免创建过多的同步对象以节约系统资源。  

为了消除多次动态分配与释放内存所引起的内存碎片，μC/OS-II 把连续的大块内

存按分区来管理。每个分区中都包含整数个大小相同的内存块，但不同分区之间内存

块的大小可以不同。用户需要动态分配内存时，选择一个适当的分区，按块来分配内

存。释放内存时将该块放回它以前所属的分区。这样，就能有效解决内存碎片的问题。  

μC/OS-II 的大部分代码是用 ANSI C 写成的，只有与处理器硬件相关的一部分代

码用汇编语言编写。所以 μC/OS-II 的移植性很强，可以在绝大多数 8 位、16 位、32

位微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上运行。μC/OS-II 的移植并不复杂，只要编写 4 个汇编

语言的函数、6 个 C 函数再定义 3 个宏和 1 个常量，这些宏和函数都非常简单，其中

的 5 个 C 函数甚至只需声明不必包含代码。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己编写移植代码。

μC/OS-II 的网站上(www.uCOS-II.com)有针对不同微处理器的移植代码可供下载。目

前网站上提供的移植实例包括 Intel 公司的 80x86、8051、80196 等，Freescale 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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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C、68K、CPU32 等，TI 公司的 TMS320 系列，Zilog 公司的 z-80、z-180，还

包括 Analog Device 公司、ARM 公司、日立公司、三菱公司、飞利浦公司和西门子公

司的各种微处理器。 

2.3 硬件构件概念 

硬件构件[21-22](Hardware Component，HwC)是将一个硬件功能模块、支撑电路及

其功能描述封装成可重用的硬件实体，并提供一系列规范的输入/输出接口(对外接线

引脚)，能够被独立部署和被第三方组装。 

硬件构件的模型结构参见图 2-4，从图中可以看出，硬件构件可以分为功能模块，

接口描述和模块描述三个部分。其中，接口是硬件构件与其他构件交互的唯一通道；

模块描述用于描述整个硬件构件的相关信息，包括硬件构件功能描述、接口接线描述

和注意事项等；功能模块用于实现本构件的具体逻辑功能，对外界而言功能模块是一

个不可见的黑盒，与接口之间具有“接线/驱动”的关系。 
 
 
 
 
 
 
 
 

图 2-4 硬件构件模型图 

接口

接口

硬件功

能模块

接线/
驱动

接线/
驱动

模块

描述
描

述

外
部
连

接

硬件构件实现过程的灵感来源于构件化的软件开发技术，它是嵌入式系统硬件设

计的基础。其主体设计思想是：在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先将具体的功能模块按照

硬件构件的模型设计成相应的硬件构件，再将这些封装好的硬件构件添加到硬件构件

库中[23]。 

接口是硬件构件与外部的通信渠道，是连接两个硬件构件的桥梁，它包括信号输

入接口和信号输出接口。接口由接口标识和接口对应实体组成，接口对应实体就是接

口对应的硬件构件，来源于构件库；而接口标识是每一个接口的标号，具有唯一性。

反映到具体的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中，接口对应实体就是各个功能模块，而接口标识

就是功能模块的输入/输出接口的硬件 ID，可以通过设置一个高低电平序列实现。当

具体使用硬件构件时，设计者只要通过阅读硬件构件的模块描述，了解构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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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实际需要修改接口，即可实现硬件构件的应用。 

硬件构件的实现过程是为嵌入式硬件系统设计提供具有重用性的硬件功能模块

的过程，是一种系统的生产硬件模块的过程，是一种开发嵌入式硬件系统的新方法，

如图 2-5 给出硬件构件实现过程的示意图。硬件构件的实现过程与传统嵌入式硬件系

统开发过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 大区别在于这个设计过程强调硬件构件的重用

性。因为，在实际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存在大量重复使用的功能模块，所以将这

些模块设计成容易理解的、具有足够通用性、能够方便修改、发布和替换的硬件构件，

能够大大简化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开发，减少开发过程中消耗。 

 

 

 

 

 

 

 

 
图 2-5 硬件构件的实现过程 

功能模块 功能模块

构件

模型

构件

模型

构件

模型

硬件

构件

硬件

构件

硬件

构件

2.4 XGATE模块 

本设计主控模块使用的主控芯片为 MC9S12XDP512，该芯片是 Freescale 公司主

推的高性能双核 16 位 MCU，其拥有一个 S12X 核和一个 RISC 协处理器。在 RISC

协处理器（RISC_CPU）基础上构建了 XGATE 模块。由于该模块比较重要，故把该

模块架构列为一节论述。该 RISC_CPU 拥有利于数据传输的指令集、位操作和简单

的算法操作。该核可以在不阻塞主核(S12X_CPU)的情况下访问 MCU 内部 RAM 和外

设。当 S12X_CPU 和 RISC_CPU 同时访问外设资源时，RISC_CPU 先被阻塞，在

S12X_CPU 访问完成后才能访问。RISC_CPU 对 RAM 的访问速度高于 S12X_CPU，

可以在一个 S12X_CPU 总线周期内完成两次对内存的访问。当外设中断处理较简单

时，可以用 XGATE 模块来处理。因此该模块的引入可以降低 S12X_CPU 的中断负载

和数据传输率[24]。 

图 2-6 是 XGATE 模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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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XGATE 模块结构图 

2.4.1 XGATE RISC_CPU编程模型 

XGATE RISC_CPU 编程模块如图 2-7 所示。该核拥有一组 7 个通用寄存器

(R1-R7)，这些寄存器可以作为累加器和变址寄存器使用。R1 有一个额外功能，它的

初始值为中断通道号。 

 

 

 

 

 

 

 
图 2-7 XGATE 编程模型 

2.4.2 信号量 

为了与主核并发的访问资源，XGATE 模块提供了一组 8 个硬件信号量。对于两

个分别运行在 S12X_CPU 和 RISC_CPU 上的并发进程而言，它们之间所共享的资源

需要硬件信号量机制的保护。信号量的状态有三种，同一时刻只能是其中一种：“未

锁定”，“被 S12_CPU 锁定”，“被 RISC_CPU 锁定”。S12_CPU 可以通过信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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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器(XGSEM)查看和更改信号量状态，而 RISC_CPU 可以通过指令 SSEM 和指令

CSEM 更改状态。信号量转换如图 2-8 所示。 
 
 

被S12X_CPU锁

定
被XGATE锁定

未锁定

XGSEM=1
GSEM指令

XGSEM=1
GSEM指令

SSEM指令

XGSEM=1
XGSEM=0
SSEM指令

XGSEM=0
XGSEM=1

CSEM指
令

SSEM指
令

 
 
 
 
 
 
 
 
 
 
 
 
 
 

图 2-8 信号量的状态转换 

为了更清楚说明问题，下面给出一个使用信号量互斥访问临界区的例子。有两个

任务运行在系统上，一个运行在 S12X_CPU 上，另一个运行在 RISC_CPU 上。这两

个任务都要访问临界区，在临界区中要访问同一种资源。为了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

任务进入临界区，临界区代码必须位于如图 2-9 所示的加锁和解锁的序列之中。在进

入临界区前两个任务都在试图改变信号量，并测试， 终只有一个任务能访问到临界

区的资源。 
 

…… ……

XGSEM=1

XGSEM==1 N

临界区代码序列

Y

XGSEM=0

S12X_CPU XGATE
SSEM

BCC N

临界区代码序列

Y

CSEM

 
 
 
 
 
 
 
 
 
 
 
 

图 2-9 硬件信号量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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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系统总体设计 

2.5.1 系统需求分析 

本课题的设计目标如下： 

(1) 虚拟示波器: 

采样率：实时采样率大于 20MSPS。实时采集信号的模拟带宽达到 6MHz。等效

采集信号的带宽高于 20MHz； 

采样深度：2K*16bit； 

耦合方式：AC, DC, GND； 

捕捉方式选择：单次、自动、下降沿、上升沿； 

接口方式：USB2.0； 

(2) 虚拟波形发生器 

D/A 大频率：2MHz； 

产生波形：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用户可以通过波形设置面板设置自定义波形；

振幅范围：60mVpp~4.092Vpp； 

接口方式：USB2.0； 

(3) 数据采集节点 

A/D 采集路数：8 路； 

A/D 采集精度：10 位； 

接口方式：网络。 

2.5.2 系统总体结构 

基于硬件构件的可扩展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目的是开发一个具有扩展性的虚拟

仪器平台。该平台具有：虚拟数字示波器，虚拟波形发生器，数据采集节点的功能，

并且经过少量修改就能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本课题的重点在于实现虚拟仪器平台 

的扩展性和稳定性。这就要借助硬件构件的思想了。试想如果把这么多的功能整合在

一起，而不是将其分割成不同的构件，会造成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系统硬件设计复

杂，元件间的相互干扰增加，整个系统的功耗也会增加。第二，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只

会用到其中的一项功能，这样又造成了其余功能的闲置，在无形中提高了成本。第三，

难于维护和升级。这样既无法达到稳定性，更不可能拥有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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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硬件构件的思想，就是将整个系统划分成不同的功能模块，不同的模块之间

使用一种规则明确的接口连接。这样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固件程序的设计者只

需要知道自己负责的构件模块的实现方式以及与本模块相连接的功能模块的接口就

可以完成代码的编写。而不需要知道其他模块的内部实现方式。这样减少了出错的风

险，更容易定位错误。上述为显而易见的优势而已，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使用硬件构

件思想增加了固件程序的可重用性，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可以在固件系统上建立一

层硬件抽象层，将与硬件交互的程序和函数以及一些数据结构抽象成为各种对象。系

统上电初始化后，只需要根据接口来判断连接的模块信息，从而使用不同的参数初始

化对象。从系统层次来看，用来和硬件交互的接口都是相同的，这样系统层不需要任

何改动就可以适应不同的硬件。 终作者进一步发挥了硬件构件的优势，将不同的模

块设计在不同的 PCB 上，使用不同的硬件模块的组合来完成不同的功能。比如当需

要示波器的功能时，只需将具有示波器功能的构件安装在系统主板，底层配置软件会

在系统初始化时，根据不同的构件标识符自动配置硬件抽象层，固件中高层的系统软

件是通用的。同样，高端根据不同的功能使用不同的高端软件。这样做降低了系统运

行的风险，提高了系统的扩展性。比如今后可以只对某个模块升级，而非前整体升级。 

按照这样的思想将整个系统划分为三个部分：核心模块，功能模块和通信模块。

它们之间的结构如图 2-10 所示。 

 

主控模块

虚拟示波器

前端

虚拟波形发

生器前端

数据采集节

点前端

主控制器

缓存 通
信
接

口

功
能
接

口

USB通信

模块

网络通信

模块

控制和数据通路 控制流 数据流功能模块

通信模块

 

 

 

 

 

. 
图 2-10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 

该系统中接口设计 为重要，关系到不同硬件构件之间能否协同工作，整个系统

能否达到实际的需求。因为涉及多 MCU 之间的通信以及一个 MCU 中不同核的同步，

所以本系统的通信方式比较复杂。数据类型分为单纯的数据信息和控制信息，通信的

方向分为上行和下行。在虚拟示波器和虚拟波形发生器中，通信模块和 PC 的接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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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2.0。上行的数据主要有控制信息和数据信息。主控制器将数据采集完成后，放

入 FIFO 缓存，缓存写满后，通过 SCI（串行通信）通知通信模块。此时，通信模块

从 FIFO 中读取数据，然后发送到 PC。当主控模块需要向 PC 传送一些状态信息时，

会直接通过串行通信发送到通信模块。因为状态信息比较少，所以不会影响系统的性

能。下行数据则全部是控制信息，这些信息到达通信模块后通过 SCI 通信直接传递到

主控模块。所以下行的数据是不使用 FIFO 的。 

主控模块中主控芯片为 Freescale 的 MC9S12XDP512，USB 通信模块的控制芯片

为 Freescale 的 MC9S12UF32，该芯片集成了 USB2.0 接口。各模块的详细硬件设计在

第三章中论述。 

高端软件的设计采用 VC++2005 和 NI Measurement Studio 两种工具编写完成，

如图 2-11 所示。高端软件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应用程序（虚拟仪器控制

和显示面板、数据存储和读取等）和 USB 设备驱动程序（驱动的设计和 USB 应用层

协议的设计）。 

 

USB应用层协议

USB驱动

示波器显示前端
波形发生器显示

前端

 

 

 

 

 

 
图 2-11 高端软件结构图 

 

2.6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虚拟仪器平台所使用的一些技术和总体设计方案。主要包括： 

(1) USB2.0 接口技术特性的简要描述。给出了 USB2.0 的体系结构和逻辑分层结

构，这些知识在 USB 设计中至关重要，是基础内容。 

(2) 具体介绍了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相关概念。着重介绍了本设计所采用的

μC/OS-II 操作系统的特性以及本设计的选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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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度剖析了 Freescale MC9S12XDP512 MCU 中的 XGATE 模块，包括该模块

的编程模型和信号量机制。这对理解和使用 XGATE 模块非常重要。国内尚无对该模

块的详细介绍和阐述，所以本论文此节的介绍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4) 给出本设计要达到的设计需求。并且，从系统的角度阐述了本设计的体系架

构和设计方案。 

 



第三章                                                 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第三章 虚拟仪器平台的硬件设计方案 

硬件是整个系统的物理基础，为软件的运行提供了平台。根据系统功能需求，本

设计分为三个模块。这样设计有利于降低单一模块的复杂度，利于二次开发和系统集

成。同时减少了硬件间的干扰，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下面分节阐述了各个模块的设

计方案，包括系统硬件的组成、芯片的选型、硬件接口的设计。 

3.1 功能模块的硬件设计方案 

功能模块的作用是实现虚拟仪器的功能前端。主要完成虚拟示波器功能、虚拟波

形发生器功能和数据采集节点功能。功能模块不需要固件程序，只有硬件设计。设计

难点在于如何增加系统的稳定性，提高抗干扰能力。 

3.1.1 虚拟示波器功能模块 

虚拟示波器功能模块主要完成了输入信号的调理、A/D 采集两个功能。信号调理

的作用是使输入信号满足系统 A/D 采集的幅度范围[25]。例如，对大信号必须进行衰

减处理否则会损害原件，采集也不准确。相反，对于微弱的信号要放大到一个合理的

范围，这样可以充分利用 A/D 转换器的分辨率。信号调理电路主要由耦合选择电路、

电阻衰减电路和放大电路组成。A/D 采集 终把调理过的信号转换成数字量。图 3-1

是该模块的结构框图。 

 

信号耦合

电路

信号衰减

电路
A/D采集

信号调理

 

 

 
图 3-1 虚拟示波器功能模块 

 

(1) A/D 器件和支撑电路 

A/D 采集器件是该模块中的关键器件。由于本系统要求输入信号可以达到 6M 带

宽，根据采样定理，采样带宽应该高于信号 高频率两倍以上，而实际上应该达到

8~10 倍以上。所以 A/D 采样带宽至少达到 50M[26]。 

经过对系统需求的分析，在比较了多款高速 A/D 转换器件的前提下，本设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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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TI 公司的 ADS831。 

ADS831 是一款 8 位、单路的 CMOS 模数转换器。ADS831 对于单端输入有出色

的性能，同时可以使用在差分输入环境下[27]。这款高性能 A/D 转换器包括：一个 8bit

的量化器、高带宽保持器、高精度内部参考电压。ADS831 高的采样率为 80MHz，

单端输入范围从 1.5V 到 3.5V。ADS831 带有一个片内参考电压，用户也可以屏蔽掉

该电压，提供外部参考电压以满足对精度和温度漂移等特性的更高要求。本设计中没

有另外提供外部参考电压，而使用了内部的参考电压。 

ADS831 主要使用在图像采集领域，其使用数字纠错技术保障了图像应用中极佳

的差分线性度。其低失真和高 SNR 的特性使得该芯片适用于医学成像、通信、视频

和测试仪器等领域。 

芯片特性如下： 

(1) 高 SNR(Signal-to-Noise Ratio)：49dB 

(2) 高采样率：80MHz 

(3) 内部或外部双参考电压 

(4) 单端或差分模拟输入 

(5) 可编程输入范围：1Vp-p/2Vp-p 

(6) 低功耗：275mW 

(7) 低 DNL(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0.35LSB 

(8) 单电源+5V 供电 

ADS831 的外围支撑电路如图 3-2 所示。 

为了将输入电压平调整到ADS831 接

受的范围，需要做一些转换工作。本设计

使用了拥有两个通道的运放OPA2861 完

成电平的转换工作。采用RSEL引脚接电

源，INT
_______

/EXT引脚接地的连接方式可以将

ADS831 的输入电平调整为 2Vp-p范围，参考电压采用内部供电。IN
____

链接到CM引脚，

该引脚提供 2.5V的供电。Vcm处的电压必须达到+1.25V，才能保证输入电压被平移至

2.5V。可以通过改变R2 和R1 比值的方式调节输入电压的偏置量。Vcm值会随之改变。

经过计算得到Vo = 2.5V – Vin。由于ADS831 可接受的电压范围为 1.5V到 3.5V，有表

3-1 所示对应关系。 

表 3-1 电压对应表 

Vin Vo 对应AD值 

1V 1.5V 0xffff ffff 

-1V 3.5V 0x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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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ADS831 外围电路 

在该芯片外围电路设计中，运放的选择至关重要，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供

电电压、输入偏置电流、输出电压波动、失真、噪声等因素。本设计采用 ADS831

芯片手册提供的参考方案，使用了 OPA2681[28]。OPA2681 是一款双通道电流反馈放

大器。 

具体参数如下： 

(1) 5V 供电情况下带宽：225MHz(G = 2) 

(2) 高电流输出：150mA 

(3) 输出电压范围：4.0V~-4.0V 

(4) 低电流供电：6mA/ch 

(5) 低截止电流：200uA/ch 

(6) 启动/截止时间：25ns/100ns 

设计 ADS831 外围电路的过程中注意的问题。 

第一电源。因为 ADS831 高的转换速率为 80MHz，所以系统给芯片供电的电

源必须足够稳定。ADS831 有一个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输入，分别提供给芯片上的数

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使用。为保证稳定性，在电源输入到芯片前，芯片的电源引脚附近，

并联了 0.1μ和 10μ的电容用来消除系统中的干扰。 

第二输出数据。时钟每一个周期就会有一个字节的数据输出。由于芯片的工作频

率较高，为了使输出的数据信号能够稳定正确的传输给后续电路，8 位数据线的走线

尽可能短。而且应该使用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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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覆铜铺地。在 ADS831 的支撑电路中既有模拟部分也有数字部分，为了消除

两部分间的干扰，元件附近的铺地应该将数字地线和模拟地线分开。 

芯片的时序图如图 3-3 所示。 

 
 

输出

时钟

模拟输入
 

 

 

 

 

 

 
图 3-3 ADS831 时序图 

时序图符号如表 3-2 所示。 

表 3-2 时序图符号表 

符号 描述 小值 默认值 大值 单位 

tconv 时钟周期 12.5 — 100μS ns 

tL 时钟低电平 5.8 6.25 — ns 

tH 时钟高电平 5.8 6.25 — ns 

tD 孔径延迟 — 3 — ns 

t1 保持时间 3.9 — — ns 

t2 数据间时延 — 5.9 12 ns 

(2) 衰减电路 

 
1

2

ADIN1

BNC

ADR4

500K

ADR5

300K

ADR6

100K

ADR7

100K
 

 

 

 

 
图 3-4 电阻衰减电路 

图 3-4 为衰减电路，通过选择不同的输入源可以将信号变为原信号的 1、1/2、1/5、

1/10。输入选择使用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不是本设计重点，故省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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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以参考附录。 

(3) 耦合电路 

耦合控制机构决定输入信号到衰减控制器的方式。耦合控制有两种设置方式，即

DC 耦合和 AC 耦合。 

DC 耦合方式为信号提供直接的连接通路。因此信号的所有分量（AC 和 DC）都

会影响示波器的波形显示。 

AC 耦合方式则在 BNC 端和衰减器之间串联一个电容。这样，信号的 DC 分量就

被阻断，而信号的低频 AC 分量也将受阻或大为衰减。示波器的低频截止频率就是示

波器显示的信号幅度仅为其真是幅度为 71%时的信号频率。示波器的低频截止频率主

要决定于其输入耦合电容的数值。经过测试，本设计采用了大小为 0.1µ 的电容作为

AC 耦合器件。 

 AC

DC

信号

 

 

 
图 3-5 耦合原理图 

 

3.1.2 虚拟波形发生器功能电路 

虚拟波形发生器功能前端 重要的部分是 D/A 转换电路。本系统没有使用 DDS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芯片，而使用了软件模拟的方式来实现 DDS 功能，降低了成

本，也简化了电路[29-30]。对性能有更高要求时，只需根据硬件构件接口重新设计虚拟

波形发生器功能板就可满足要求。 

芯片的选择是本模块的设计关键，D/A 芯片的分辨率和数据输出的速率直接影响

到输出波形的质量，另外 D/A 芯片的转换速率决定了波形发生器的 高传输速率。

经过多款芯片的比较，本设计选择 TI 公司的 16 位、单路、串行输入、电压输出 D/A

芯片 DAC8831[31]。该芯片可以工作在 3V 到 5V 供电电压之下，拥有出众的线性度

（1LSB），低噪音和高速转换速率。可以工作在-40ºC 到 80ºC 的环境中。具体参数

如下： 

(1) 分辨率：16-bit 

(2) 工作电压：2.7V 到 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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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极低功耗：3V 电压时 15μW 

(4) 高精确性：INL=1LSB 

(5) 转换时间：1.0μS 

(6) 高速 SPI 接口：高达 50MHz 

该芯片的支撑电路如图 3-6 所示。 

 

 

 

 

 

 

REFB1

Vout2

AGNDF3

AGNDS4

VREF_S5

VREF_F6

CS7 SCLK 8NC 9SDI 10LDAC 11DGND 12INV 13VDD 14

DAC8831ICD1

DAC8831ICD

5V

PH1

PH2

DGND
GND

PH0

PH3

DAC1

0.47u
5V

GND

10u
DAC3DAC2

0.1u

DAVout

GNDF1

GNDS2

ENABLE3

OUTF 6

OUTS 5

IN 4

REF3225

DACR0

0R
GND DGND

图 3-6 DAC8831 单端输入模式支撑电路 

DAC8831 采用 2.5V 参考电压，5V 电压供电。参考电压处加入了电容 DAC2(0.1μ)

和电容 DAC3(10μ)用来去耦合。D/A 芯片的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考电压的稳定程

度。为了保证芯片的精度，本设计使用 TI 公司的电压基准芯片 REF3225[32]提供 2.5V

参考电压。这款芯片是 TI 公司较新的电压基准芯片，具有极低的温度漂移。在 0ºC

到 125ºC 的环境下 大温度漂移为 7ppm/ºC；在-40ºC 到 125ºC 的环境下 大温度漂

移为 20ppm/ºC；在-55ºC 到 125 ºC 环境下 大温度漂移为 40ppm/ºC。该芯片的使用

方式也很简单。只需直接供电，不需要额外的外围器件。 

表 3-3 为数字与输出电压对应表。 

表 3-3 数字与输出电压对应表 

MSB                  LSB 模拟输出电压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VREF *（65,535/65,535）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VREF *（32,768/65,535）= 1/2VRE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VREF*（1/65,53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V 

图 3-7 描述了 DAC8831 的时序图。其中 LDAC 为输出锁定控制线，数据入芯片后

需要一个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过程，这个时间（tWLDAC）大约为 30ns，这样模拟信号就

保持到输出端，直到下一个数据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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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DAC8831 时序图 

    表 3-3 为 DAC8831 时序图符号表。 

表 3-3 DAC8831 时序图符号表 

符号 描述 小值 大值 单位 

tsck 时钟周期 20 — ns 

twsck 时钟高/低电平 10 — ns 

tDelay 从SCLK高到CS低的延时 10 — ns 

tDSCLK 从CS高到SCLK高的延时 10 — ns 

tLag 保持时间 3.9 — ns 

t2 数据间时延 — 12 ns 

3.1.3 数据采集节点的功能前端 

本设计中的数据采集节点提供 8 路 A/D 转换。该 8 路 A/D 来自主控芯片

MC9S12XDP512 片内自带的 A/D 转换模块。数据采集节点功能前端的作用是为每路

A/D 转换提供电压跟随，共需要 8 路运放。本设计采用了两片 TI 公司的 LM324 作为

运放芯片。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数据，A/D 采集速率大约 142KSPS，而 LM324 带宽

可达 1MHz，所以能够满足要求。具体原理图详见附录。 

3.2 主控模块的硬件设计方案 

主控模块是整个系统的中心，也是连接不同模块的桥梁。主控模块由控制芯片、

FIFO 缓存芯片、与功能模块和通信模块的接口组成。图 3-8 为主控模块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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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主控模块框图 

3.2.1 MC9S12XDP512 最小系统 

本设计采用 Freescale 公司的 16 位芯片 MC9S12XDP512 作为主控芯片。该芯片

是 Freescale 公司主推的高性能 16 位芯片，其编号中的 X 代表该系列芯片内部集成有

一个协处理器，称其为 XGATE 模块。XGATE 模块分担了 CPU 的工作，该模块可以

在 RAM、Flash EEROM 和 I/O 端口之间高速处理和传输数据。拥有 XGATE 模块的

S12X 系列比 Freescale 公司的另一个 16 位 MCU—S12 系列增加高达 80MIPS 处理能

力。XGATE 可以访问 MCU 中所有外设、Flash EEROM 和 RAM。在本设计中使用

XGATE 模块处理数据流，S12X_CPU 处理管理事务。 

MC9S12XD 系列 MCU 拥有一些标准片上资源：512KB Flash，32KB RAM，4KB 

EEROM，6 个串行通信接口（SCI），3 个串行外设接口（SPI），8 通道输入捕捉定

时器，16 通道 10bit A/D 转换器，8 通道 PWM，5 个 CAN2.0A,B。可见该系列芯片

拥有强大的外设功能，能满足小型嵌入式系统的需求。 

MC9S12XDP512 的 小系统包括电源、PLL 电路和晶振电路[33]。 

(1) 电源 

主控板为所有模块提供电源，该系统中共有两种电源：DC 3.3V 和 DC 5V。由于

系统比较复杂，对电源性能和外围滤波电路的要求比较高，电源设计对于一个系统能

否正常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信模块使用 5V 和 3.3V 数字电源；FIFO 存储器

使用 3.3V 电源；功能模块使用 5V 电源。5V 电源来自 USB 供电或外接 5V 直流电源。

为了系统供电稳定，建议使用外接 5V 供电。电源接入端要并联一个 0.1μ和一个 0.01μ

的陶瓷电容，目的是去高低频率噪声，增加电源的纯度。一般在电源接入芯片时仍然

要加两个旁路电容，具体参数需要根据芯片手册确定。3.3V 电源由 NS 公司的电压转

换芯片 LM1085 提供。该芯片提供 大为 3A 的电流输出，完全能够满足系统中 3.3V

电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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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9S12XDP512 电源电路如图 3-9 所示。 

 

10uF

V
D

D
X

V
SS

X

0.1uF

V
D

D
A

V
R

H

10uH

10uF

0.1uF

V
R

L
10uH

+5V

 

 

 

 

 

 

 
图 3-9 MC9S12XDP512 电源电路 

VDDX 接 DC 5V，为芯片提供工作电压；VSSX 接地。VDDX 和 VSSX 之间连

接了两个旁路电容。布线时这个两个电容应该尽量靠近引脚。VDDA 接 DC 5V 为

MCU 内部的 A/D 模块提供工作电压。VRH 是 A/D 模块参考电压的高电平，VRL 是

A/D 模块参考电压的低电平，VRL 接数字地。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用 10μH 的电感隔

开。 

（2）PLL 电路 

芯片内部的 PLL(Phase Locked Loop,锁相环)电路具有放大频率的功能，可以将较

低的外部时钟信号转换成较高的工作频率。布线时，为了减少电磁干扰，应该用地线

将该电路包围起来。PLL 电路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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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MC9S12XDP512 PLL 电路 

（3）晶振电路 

晶振电路是硬件设计中的一个难点，芯片不工作或运行不稳定常常是由于晶振电

路设计的不好造成的。布线时应将晶振尽可能的靠近 MCU，并且与其他信号线隔离。

同样应该使用较粗的地线将晶振包围起来，这样可以减少晶振对其他元件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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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晶振电路 

3.2.2 FIFO高速缓存 

在高速数据传输和实时显示控制领域中，往往需要对数据进行快速存储和发送，

要实现数据的高速传输，就必须对数据进行快速采集、顺序存储和传送，传统的存储

器无法胜任。为了满足数据在不同模块之间传输也必须使用 FIFO 存储器以解决速度

不匹配问题。 

SN74V245 是 TI 公司的较新的低功耗、高速 CMOS 异步先入先出(FIFO)存储器

[34]。它支持高达 133MHz 的时钟频率，读周期 快为 5ns。该款 FIFO 应用于 DSP 到

模拟前端的缓存、网络、视频、数据传输等方面。 

下面是该芯片的详细参数。 

(1) 4096*18-bit 

(2) 5ns 读取/写入时间 

(3) 3.3V 供电，引脚输入电压 高 5V 

(4) 单缓存/双缓存 FIFO 空标志和 FIFO 满标志 

(5) 在容量和字宽方面易扩展 

(6) 同步或异步读写时钟 

该芯片控制简单，当有数据达到数据输入端口（D0-D17）时，可由输出控制线

（OE
——

）决定是否输出。异步FIFO有两个固定的标志，空标志/输出允许标志(EF
——

/OR
——

)

和满标志/输入允许标志(FF
——

/IR
——

)，以及两个可编程标志，半空标志(PAE
————

)和半满标志(

PAF
————

)。 

SN74V245 有两种控制方式：标准模式和 FWFT 模式。 

FWFT模式下，读使能(REN
————

)不起作用，第一个被写入的字在第 3 个读周期(RCLK)

后出现在数据输出线上(Q0-Q17)。 

标准模式下，写入空缓存的第一个字并不出现在数据输出线上，而是一个读操作

发出后才输出。读操作条件：读使能(REN
————

)拉低，RCLK出现一个上升沿。此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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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会将数据输出到数据输出线(Q0-Q17)。 

图 3-12 为芯片读取和写入时序图。该芯片提供了多种读取写入时序，此处只给

出实际应用中所使用的时序。 

 

 

 

 

 

 

 

 

 

 

 

 

 

 

 
图 3-12 SN74V245 读取/写入时序图 

3.2.3 主控板接口设计方案 

主控板接口起到连接功能模块和通信模块的纽带的作用，接口设计好坏直接关系

到整个系统的扩展性和稳定性。下面逐个阐述功能模块接口和通信模块接口。 

(1) 功能模块接口 

功能模块与主控模块之间传输的信息为控制信息和数据信息，那么这组接口必须

包括这两种信息。使用 4 个 I/O 引脚作为模块 ID 使用，一共可以构成 16 种不同的 ID。

虚拟示波器功能模块使用 8bit 并行数据传输，而虚拟波形发生器功能模块使用串行数

据传输，此处使用 8 个 I/O 引脚完成这两种传输。使用 8 个 I/O 引脚作为控制信息。

加上电源和地线一共 23 根接口线。引脚分配如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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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功能模块接口 

通用I/O引脚名称 方向 引脚功能 主要说明 

PA0~PA7（DP512） 输入 数据传输 PA0~PA7连接到AD831的数据输出端。 

PA0连接DAC8831的数据输出端。 

PB0~PB7（DP512） 输出 控制信息 PB0为ADS831提供工作时钟 

PB1为DAC8831提供数据写入时钟 

PB0为DAC8831芯片使能 

PB2为DAC8831的LDAC控制线 

PE4~PE7（DP512） 输入 模块ID 使用0001作为虚拟示波器功能模块的ID 

使用0010作为虚拟波形发生器功能模块的ID 

(2) 通信模块接口 

本设计中使用的通信模块为 USB2.0 模块和以太网模块。以太网模块作为下一步

的工作，并不属于本设计范围，但在接口设计中要作为考虑因素之一。主控模块和通

信模块之间的控制信息过串口(SCI)方式传送，数据信息由通信模块直接从 FIFO 中读

取。串口通信需要两根通信线，与 FIFO 通信需要 5 根控制线，16 根数据线，模块 ID

使用 2 根 I/O 线。3.3V 电源、5V 电源和地线一共 26 根接口线。 

表 3-5 通信模块接口 

通用I/O引脚名称 方向 引脚功能 主要说明 

PS0~PS1（DP512） 输入/ 

输出 

控制信息传输 PS0和PS1为串口SCI0，与UF32的串口交叉相连

PU0~PU4（UF32） 输出 控制信息 FIFO控制线 

PA0~PA7, PB0~PB7

（UF32） 

输入 数据信息 FIFO数据线 

PP0~PP1（DP512） 输入 通信模块ID 使用10作为USB2.0模块的ID 

使用01作为网络模块的ID 

3.3 通信模块的硬件设计方案 

本虚拟仪器平台拥有两种通信方式，网络和 USB2.0。这两种通信方式分别运用

在不同的虚拟仪器中。USB2.0 通信方式主要应用在虚拟示波器和虚拟波形发生器中，

网络通信方式应用在数据采集终端中。本设计只涉及其中 USB2.0 相关的硬件设计。 

USB 通信模块主要由一个内置 USB2.0 功能的 16 位 MCU 和其支撑电路组成。

它的主要功能是对 FIFO 数据的读取，将控制信息通过串口传送到主控模块，将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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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状态信息通过串口传到通信模块。USB 通信模块控制芯片采用 Freescale 公司

的 MC9S12UF32(以下简称 UF32)。UF32 是 Freescale 公司 16 位单片机中低价位、高

性能的 S12 系列中的一员，由 S12 内核(S12 Core CPU)，加其它标准的片上模块组成。

包括 32K 字节 FLASH EEPROM，3.5K 字节 RAM，1.5K 队列 QRAM，高速 USB 

2.0(480Mb/s)接口，内置了有利于 USB 批量数据传输的集成队列控制器(IQUE)，ATA5

接口(PCI 总线接口)，U 盘类 FLASH 接口(Compact FLASH)，SD/MMC 接口，智能多

媒体接口，记忆棒接口，一个 16 位 8 通道定时器，串行通信接口，73 个独立的数字

I/O 通道和 2 个输入通道[35]。 

MC9S12UF32 支撑电路和 MC9S12XDP512 相似，包括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

位电路、BDM 调试头以及 USB 接口[33]。 小系统原理图参见图 3-13。 

 

 

 

 

MC9S12UF32(100
脚)

 

 

 

 

 

 
图 3-13 UF32 小系统电路 

3.4 布线注意事项 

PCB 设计在整个嵌入式设计中尤为重要，电路的布局布线也必须讲究方法。由

于本设计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共存的情况，所以必须考虑两部分电

路之间的相互干扰问题以及对电路性能的影响。下面介绍本课题 PCB 设计中遵守的

一些重要的布线原则。 

3.4.1 布局布线 

本设计的第一版中使用二层板设计，后续版本采用四层板设计方案，这样使电源

层，信号层和地层分开，能够减少电源、地、信号之间的干扰。电源层和地层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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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电源和地之间形成一个电容，起到滤波作用。第一版中，由于高频器件频率限制在

60MHz 以下，并没因为采用两层板而影响性能。整个电路板分为模拟部分和数字部

分，走线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短线规则，在设计时应该让走线长度尽量短，以减少由于走线过长带来的干

扰问题，特别是一些重要信号线。例如时钟线，应将振荡器放在离 MCU 尽可能近的

地方。对驱动多个器件的情况，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何种网络拓扑结构[37]。 

(2) 为了防止不同工作频率的模块之间的互相干扰，应当尽量缩短高频部分的布

线长度。通常将高频部分布设在接口处以减少布线长度，当然，这样的布局仍然要考

虑到低频信号可能受到的干扰。同时还要考虑到高、低频部分地线的分割问题，通常

采用将二者的地分割，在接口处单点相接。对混合电路，也有将模拟与数字电路分别

布置在印制板的两面，分别使用不同的层布线，中间用地层隔离的方式。 

(3) 同一层上的信号线转向时走斜线，避免出现直角和锐角。 

(4) 相邻层之间的走线尽量呈 90°，不要平行，以减少串扰。 

(5) 为了减少信号线之间的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当两条线的中心间距不

少于 3 倍线宽时，则可保持 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 3W 规则(W 为线宽)。如要

达到 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 10W 的间距。 

3.4.2 电源线设计 

在电子系统中，多个器件共用一个电源，而电源线给交流信号提供了一个通路，

使得交流信号通过电源线在器件之间传输，形成干扰[38]。所以，器件之间和电源到器

件之间必须加入滤波部分，滤掉交流干扰。为抑制数字电路在状态快速变换时产生瞬

间噪声电压，在元器件的电源输入引脚配置了去耦电容，提供和吸收电路开关瞬间的

充放电能，还能旁路掉器件的高频噪声。去耦电容应尽可能靠近器件的电源引脚，以

减少感应电感。 

3.4.3 地线设计 

在模数混合电路中，由于数字电路部分频率高、干扰源多，而模拟电路部分敏感

度强、容易受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干扰和地线噪声问题。本设计将数

字地和模拟地隔开，用 0 欧姆电阻相连，而且只在单点连接，这样可以很好的切断数

字地和模拟地间的干扰源。原本采用磁珠相连，但是实际应用效果不佳，所以改用电

阻。并且，单独的地层使得所有的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通过过孔以 短的连接接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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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减少接地电阻和分布电感的影响。在滤波器周围有大面积的接地铜皮，还有大量

的过孔以增大接地面积。 

3.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论述了虚拟仪器平台的硬件设计方案，按照硬件构件思想将虚拟仪器平

台设计为三个模块，依次为： 

(1) 功能模块。该模块包括三个部分：示波器、波形发生器和数据采集节点的功

能前端设计。 

(2) 通信模块。通信模块硬件设计主要是 MC9S12UF32 MCU 的支撑电路的设计。 

(3) 主控模块。主控模块的设计工作包含：MC9S12XDP512 小系统设计，FIFO

高速缓存的硬件设计和主控模块接口设计这三个部分。 

(4) 针对本平台硬件设计出现的问题，本章做了详细的总结，对于今后的电路设

计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由于整个系统器件众多、电路复杂，所以着重阐述了相关性强的一些器件和支撑

电路，省去了一些不重要的模块。硬件设计方案在整个嵌入式系统中尤为重要，设计

中的缺陷会从根本上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能，常常是无法从软件上补救的，所以良好的

硬件设计方案需要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本设计硬件方案经过几次大规模修改，从 FIFO

的选型到 A/D 器件的铺地， 终得到相对稳定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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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虚拟仪器平台的固件设计方案 

虚拟仪器平台的软件设计包括两个部分：底层固件设计和 PC 端软件设计。本章

主要阐述了固件的设计方案。需要程序控制的模块为主控模块和通信模块。主要涉及

两款 MCU 的编程：MC9S12XDP512 和 MC9S12UF32。由于本系统在主控芯片上布

置了 μC/OS-II，所以首先要完成对该操作系统的移植工作。 

4.1 μC/OS-II的移植工作 

由于 μC/OS-II 可扩展性极强，所以可以很轻易的将它移植到不同的 MCU 上。

μC/OS-II 文件结构分为三部分：与处理器相关的代码、与处理器无关的代码和应用程

序。移植工作主要集中在编写与处理器相关的代码上[39-41]。 

(1) INCLUDES.H：包括了应用程序需要的全部头文件，所有 C 文件中都应该包

括该文件。 

(2) OS_CFG.H：定义了一些常量，用于控制一些功能的使能以及事件控制块、任

务数量、优先级等。 

(3) OS_CPU.H：定义与编译器相关的数据类型、定义进入临界区的宏、定义堆栈

的增长方向以及进入软中断的宏。 

(4) OS_CPU_C.C：主要编写六个与芯片相关的函数，其中 OSTaskStkInit()函数完

成初始化功能，所以必须编写，其他五个为钩子函数可以为空，但必须声明。 

(5) OS_CPU_A.ASM：笔者在移植过程中没有使用该文件，而是将所有要实现的

函数移到 OS_CPU_C.C，使用 C 函数嵌入汇编代码的方式实现。 

下面逐个讲解本设计中编写的与移植相关的函数。 

4.1.1 OSTaskStkInit函数 

该函数调用 OSTaskCreate()或 OSTaskCreateExt()初始化新创建任务的堆栈帧。该

函数与处理器高度相关[39]。在 MC9S12XDP512 中，用于保护 CPU 现场的堆栈帧的

结构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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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MC9S12XDP512 堆栈帧结构 

CCRH:CCRL

B:A

XH:XL

PCH:PCL

YH:YL

SP+2

SP

SP+4

SP+6

SP+8

在移植的过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XDP512 的地址总线为 16 位，那么寻址范围

为 64K 字节，只用 16 根地址总线无法寻址 512K 字节的 Flash 空间，所以需要外扩总

线。该 MCU 外扩了 7 根地址总线，使用 PPAGE 寄存器控制。将 Flash 分为 32K 的

块，通过设置 PPAGE 寄存器，在不同块之间选择。函数的地址表示为：PPAGE+块

内偏移。所以应该在堆栈栈顶压入 PPAGE 寄存器，切换任务时要手工恢复该值[42]。

该函数代码如下。 
void  *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d), void *pdata, OS_STK *ptos, 

INT16U opt) 

{ 

//改写任务堆栈初始化函数 

    INT16U *stk;         

    stk  = (INT16U *)ptos;               //加载堆栈指针，空两个字节  

    *--stk = (INT16U)task;               //PC入栈 

    *--stk = opt;                        //Y 

    *--stk = (INT16U)(0x1122);           //X 

    *--stk = (INT16U)(0x3344);           //D(A:B)     

    *--stk = 0x00c0;                     //CCRW 

    ((INT8U *)stk)--; 

    *(INT8U *)stk = *(INT8U *)pdata;     //压入PPAGE内容  

    return ((OS_STK  *)stk); 

} 

4.1.2 OSStartHighRdy函数 

该函数由 OSStart()调用，在系统初始化结束后，选择优先级 高的就绪任务运行，

是多任务运行的开始。 
void OSStartHighRdy()  

{ 

__asm{ 

LDX OSTCBCur 

LDS 0,X 

LDAA OSRunning 

INCA                    //OSRunning = 1 

STAA OSRunning 

P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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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 PPAGE              //恢复ppage 

NOP                     //若ppage改变 ,nop需要插入，用来稳定CPU总线RTI 

} 

} 

OSRunning 是一个全局变量，OSRunning 置 1 表示系统开始运行。 

4.1.3 TaskSwitch () 

该函数是软中断(SWI)处理函数。由宏 OS_TASK_SW()调用，在非中断模式下完

成任务级别的上下文切换。整个过程分为三个步：首先，将当前任务的 CPU 现场保

存到任务堆栈中；其次，获取当前 高优先级任务的堆栈指针； 后，恢复优先级

高任务的 CPU 现场并执行该任务。 
__interrupt 4 void TaskSwitch()  

{ 

  __asm{ 

LDAA PPAGE                //保存ppage 

PSHA 

LDX OSTCBCur              //得到tcb地址 

STS 0,x                   //保存SP于栈顶 

} 

  OSTaskSwHook(); 

  OSTCBCur = OSTCBHighRdy;      //切换 高优先级任务为当前任务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__asm{ 

      LDX OSTCBCur              //得到新的tcb地址 

      LDS 0,x 

      PULA 

      STAA PPAGE                //恢复ppage 

NOP 

RTI 

} 

} 

4.1.4 OSIntCtxSw () 

OSIntCtxSw ()函数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调用。该函数的主要作用是在中断返回前切

换 高优先级任务并投入运行。这样可以降低系统的响应时间，中断返回时是否有任

务切换是衡量一个操作系统事实性的重要指标。OSIntCtxSw ()函数和 TaskSwitch ()

函数相似，只是少了对 CPU 对现场的保存，这是由于进入中断时 CPU 现场已经自动

保存在堆栈中了。 
void OSIntCtxSw()  

{ 

OSTaskSwHook(); 

OSTCBCur = OSTCBHighRdy;        //切换 高优先级任务为当前任务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__a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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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X OSTCBCur                    //得到新的tcb地址 

LDS 0,x 

PULA  

STAA PPAGE 

NOP                         //恢复ppage 

        RTI 

} 

} 

4.1.5 进出临界区宏定义 

μC/OS-II 进入临界区的宏为 OS_ENTER_CRITICAL()，出临界区的宏为

OS_EXIT_CRITICAL()。有三种方式进出临界区[40]。 

方式一，进入临界区时关闭中断，出临界区时打开中断。这样做的缺点是进入临

界段代码前中断无论是开启的或是关闭的，脱离临界段代码后中断都被强行打开了。

显然这样会造成隐患，程序运行时发生的错误不易察觉，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方式。 

方式二，在进入临界段代码前将状态寄存器 CCR 推入堆栈，再关中断；脱离临

界段代码时弹出原来的中断开关状态。避免方式一中的脱离临界段代码后中断都被强

行打开的问题。方式二的问题为：不是所有 MCU 都提供操作堆栈的汇编指令。所以

移植性不好。 

方式三，给有临界段代码宏调用的函数都增加一个局部变量 cpu_sr，用以保存进

入临界段代码前的 CCR 寄存器。这个局部变量在脱离该函数后会自动释放掉。方式

三的缺点是要给很多函数增加这个局部变量。 

综合比较以上三种方式，本设计使用第三种，代码如下。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__asm TPA;__asm SEI;__asm STAA cpu_sr;}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__asm LDAA cpu_sr;__asm TAP;} 

4.2 主控模块软件设计 

由于加入操作系统，所以主控模块的固件可分为两层：系统层和硬件抽象层。硬

件抽象层提供操作硬件所需的驱动接口、设备的数据以及一些状态信息；系统层提供

完成设备功能所需的各种任务。本设计中，硬件抽象层[43-44]将功能模块、通信模块和

一些硬件设备抽象为多个对象，这些对象由硬件的操作和硬件的一些属性组成。在初

始化时会根据不同模块的 ID 使用不同参数初始化这些对象以完成相应的功能，这一

切工作对系统层来讲是透明的。系统层通过对象使用硬件模块，并不随硬件模块的变

化而改变原本的任务和代码。这样，系统层结构保持稳定，在引入不同硬件的时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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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设计相应的驱动程序，并且初始化时更改硬件抽象对象就可以了。主控模块固件

结构如图 4-2 所示。可见，硬件构件的思想使得软件设计灵活性提高，代码可重用性

提高[45]，系统架构的相对稳定性提高。 

 

 

 

 

 

 

 

 

 
图 4-2 主控模块固件结构图 

4.2.1 硬件抽象层软件设计 

(1) 示波器驱动设计 

对虚拟示波器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对 ADS831 芯片的驱动。由图 3-3 可知，ADS831

控制比较简单，在每个时钟的上升沿可以从 8 位的数据总线读出数据。ADS831 的时

钟速度 高为 80MHz，一般采用 FPGA 完成数据采集，本设计没有采用这种方案，

而是充分利用 MC9S12XDP512 的特点，使用该芯片的 XGATE 模块处理数据。从 3.2

节可知，XGATE 模块实际就是一个 RISC 核[24]，作为协处理器存在，其运行速度高

于主核——S12X 核。这样设计的优点是可以在不同功能模块之间灵活切换，而不用

改动硬件。同时可以随时关停功能模块以节省功耗。 

ADS831 所涉及的硬件驱动函数如下： 

虚拟示波器
虚拟波形发生

器
通信模块 FIFO缓存

硬件

对象
硬件

对象

硬件

对象

硬件

对象

任务1 任务2 任务2 任务2…… 系统层

硬件抽象层

数据采集节点

硬件

对象

void ADC831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ADC831_read(INT8U *data);                                  //读单个字节 

void ADC831_read_n(INT8U *data,INT16U size);                  //读size个字节 

数据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_adc_op 

{ 

  void (*ad_open)(void);                                //虚拟示波器初始函数 

  void (*ad_send_one)(INT8U *data);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ad_send_n)(INT8U *data,INT16U size);               //发送size个字节 

  OS_EVENT *sem_vosc;                                   //方位该模块的信号量 

INT8U id;                                                         //硬件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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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8U *buffer;                                                //缓冲区指针 

INT16U size;                                            //缓冲区内所剩空间 

}vosc_op; 

id 为示波器模块所对应的硬件 ID，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被赋值。为了阻止对该

模块的并发访问，设置了信号量 sem_vosc。在本系统中对示波器硬件操作由一个任

务完成，所以不设置信号量也不会引起竞态，为了系统的通用性和可移植性，笔者在

此处加了信号量。buffer 是缓冲区指针，该缓冲区用来暂存 A/D 采集的数据，在数据

被送入 FIFO 后被清空。Size 表示缓冲区还剩下的空间。 

在系统初始化时，用不同驱动函数初始化 vosc_op 类型的硬件对象就可以实现系

统层与底层驱动无关的特性。即使更换前端功能模块中的 A/D 转换芯片也无需更改

系统层的代码，只需要在初始化的时候用新的驱动函数初始化硬件对象就可以正常工

作。这种面向对象的思想对于嵌入式设计十分重要，只有将一个个硬件模块在代码层

面上抽象为对象，才能在整个系统层次上实现构件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硬件构件

思想就是面向对象思想在嵌入式设计中的体现[21]。 

(2) FIFO 驱动设计 

FIFO 的驱动程序在通信模块和主控模块中都要使用。主控模块完成对 FIFO 的写

入，通信模块主要读取 FIFO 中的内容。此处把这两部分总结在一起阐述。下面代码

块是本设计中用到的驱动函数。本设计使用这些函数和参数初始化 FIFO_struct 对象。

上层应用程序不直接调用这些底层函数，而使用 FIFO_struct 对象以操纵底层的驱动。

如果硬件有改动，那么直接修改这些函数代码，而不用更改上层应用程序。 

在设计驱动程序的时候，对待 I/O 端口的操作要尽量谨慎，采用保守编程的风格。

比如，当一条指令有可能更改 I/O 端口的状态时要先将原本的状态存储，指令结束后

要将原来的状态恢复。在 I/O 端口复用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这些细节。总之采用保守的

编程风格有利于程序的健壮性，这点对驱动程序尤为重要。 
static void reset(void);                                //内部函数，复位FIFO 

void FIFO_init(void);                                           //FIFO初始化 

static void _FIFO_write(INT16U data);                   //内部函数，写一个字 

void FIFO_write(INT16U data);    //保存I/O状态,调用_FIFO_write(),恢复I/O状态 

INT16U FIFO_write_n(INT16U *data,INT16U size);                //写入size个字 

static void _FIFO_read(INT16U *data);                   //内部函数，读一个字 

void FIFO_read(INT16U *data);     //保存I/O状态,调用_FIFO_read(),恢复I/O状态 

void FIFO_read_n(INT16U *data,INT16U size);                     //读size个字 

INT8U isEmpty();                                        //判断缓冲区是否为空 

INT8U isFull();                                         //判断缓冲区是否为满 

- 38 - 



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第四章 

为 FIFO 对象设计的数据结构为： 
//写入n个字 

typedef struct _FIFO_op 

{ 

  void (*FIFO_open)(void); 

  void (*FIFO_write_one)(INT16U data); 

  void (*FIFO_write_size)(INT16U *data,INT16U size); 

  INT8U (*FIFO_isFull)(void); 

  void (*FIFO_read)(INT16U *data); 

  void (*FIFO_read_size)(INT16U *data,INT16U size); 

  INT8U (*FIFO_isEmpty)(void); 

} FIFO_op; 

typedef struct _FIFO_struct 

{ 

  FIFO_op function;                          //FIFO操作集

  INT8U status;                             //FIFO状态 

OS_EVENT *sem_FIFO;                    //操作FIFO的信号量 

} FIFO_struct; 

系统层调用 FIFO 驱动要通过调用 FIFO_struct 类型

的全局变量实现。FIFO_op 结构是 FIFO 函数操作集合，

status 表示 FIFO 的状态，sem_FIFO 为访问 FIFO 使用的

信号量。 

本设计所使用的FIFO为异步FIFO，即写时钟和读时

钟不用同步。要写一个字到FIFO中必须首先将WEN
—————

引

脚拉低，然后在WCLK信号的上升沿写入数据。此处要

注意的是，只有在FF
——

信号为高的情况下即FIFO未满时才

可以写入。同样，读出一个字，首先要拉低REN
————

引脚，在RCLK信号上升沿时读数据。

信号线EF
——

为高时才可以读出，EF
——

为低表示缓冲区为空，不允许读数据。 

 

 

 

图 4-3 为写入 size 个字简要程序流程图。下面为写入 size 个字的实际代码： 
//写入n个字 

INT16U FIFO_write_n(INT16U *data,INT16U size) 

{ 

   INT8U isfull; 

   if(size == 0) 

   return size; 

 BIT_CLR(PORTK,WEN);                   //拉低WEN 

   do 

   { 

       _FIFO_write(*data++); 

   }while(--size && BIT_CHECK(PTP,FF));  //看缓冲是否满了 

   BIT_SET(PORTK,WEN);   

   return size; 

} 

在FIFO程序设计时有一点值得注意，信号线FF
——

必须在WCLK信号上升沿的时候

 

 

 

 

 

 

 

 

 

 

 

 

 

 
图 4-3 写入 size 个字节时序 

开始 

判断size值是否为0

拉低WEN

Y

数据上线

拉低WCLK

拉高WCLK

size -1是否为0

结束

Y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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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效；信号线EF
——

必须在RCLK信号上升沿的时候才有效。没有时钟信号的时候读这

两根信号线无效。这点在数据手册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导致作者在程序设计时花了较

多时间调试。 

(3) 波形发生器驱动设计 

波形发生器的驱动主要是对 DAC8831 芯片的驱动，包括两个函数：DAC8831 初

始化，DAC8831 发送一个字。 

控制 DAC8831 需要两根控制线，一根时钟线，一根数据线。下面是 DAC8831

的初始化函数。 
//DAC8831芯片初始化 

static void dac_open() 

{ 

    M_CLR(DAC,DAC_SDI);                          //初始化 SDI,SLCK引脚 

    M_CLR(DAC,DAC_SCLK);                          

    DACD |= ((1<<DAC_SDI) | (1<<DAC_SCLK));      //设置I/O口方向寄存器 

    DACC |= ((1<<DAC_DACS) | (1<<DAC_LDAC));     //禁止CS片选 初始化LDAC 

    DACCD |= ((1<<DAC_DACS) | (1<<DAC_LDAC));    //设置I/O口方向寄存器 

} 

初始化主要完成 I/O 方向选择和初始电平设置。 
static void dac_send(INT16U dat) 

{ 

    INT16U tmp = dat, i; 

    i = 15;     

    DisableInterrupts; 

    if(tmp & 0x8000)         //第一个数据首先上线 

        M_SET (DAC, DAC_SDI); 

    else 

        M_CLR (DAC, DAC_SDI); 

    M_CLR(DACC,DAC_SCLK);    //初始化SCLK,使其为低 

    M_CLR(DACC,DAC_DACS);    //使能DA1芯片 

    do 

    { 

        if((tmp>>i)&1)       //数据上线 

            M_SET(DAC,DAC_SDI); 

        else 

            M_CLR(DAC,DAC_SDI); 

        M_CLR(DAC,DAC_SCLK); //使SCLK为低电平 

        Delay(); 

        //使SCLK为高电平 

        M_SET (DAC,DAC_SCLK); 

        Delay ();   

    }while(i--); 

    M_CLR (DAC,DAC_SCLK); 

    M_SET (DACC,DAC_DACS); 

    M_CLR (DAC1C,DAC1_LDAC); //拉低锁存线 

    Delay(); 

    M_SET (DACC,DAC_LDAC);  //拉高锁存线 

    EnableInterru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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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C8831 使用串行方式传输数据，数据是按位传送的，传送过程中先传高位，

后传低位。在设计程序时应该非常注意位数，不可漏位。对 I/O 口的初始状态应该保

护，在程序结束时恢复。 DAC8831 所涉及的数据结构为： 
typedef struct _dac_ops{     

    void (*da_open)(void);                                   //DAC8831初始化 

    void (*da_send)(INT16U dat);                            //DAC8831发送数据 

}dac_ops; 

typedef struct _wave_generater{ 

    dac_ops function;                                   //波形发生器操作集合 

    OS_EVENT *sem_dac;                                    //操作FIFO的信号量 

    INT16U *buffer;                                       //波形发生器缓冲 

INT16U pos;                                           //缓冲区中数据个数 

INT8U id;                                                       //硬件ID 

}wave_generater; 

与示波器模块相似，波形发生器模块也使用一个缓冲区存储临时数据。pos 为缓

冲区中数据的个数。Id 变量为波形发生器的硬件 ID。 

(4) 数据节点驱动设计 

数据节点使用的是 MC9S12XDP512 内部的 A/D 模块，无需外扩芯片。DP512 内

部集成了两个 A/D 模块，可提供 16 路 A/D。16 路 AD 可以设置为 8 位或 10 位，本

设计只使用了其中的 8 路。该模块涉及的函数如下，分别为模块初始化和采集 A/D

值。 
void ADCInit(void);                                           //AD模块初始化 

INT16U ADCvalue(INT8U channel);                  //采集通道号为channel的AD值 

4.2.2 系统层软件设计 

4.2.2.1 任务的划分一些原则 

对一个具体的基于 RTOS 的嵌入式应用系统进行任务划分，有不同的任务划分方

案。首先要明确任务划分的目标，才能对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选择 能实现目标的

方案。具体来讲，划分任务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38,46]。 

任务数目合理：对于同一个应用系统，任务划分的数目较多时，每个任务需要实

现的功能就相对简单，任务的设计也简单一些，但任务的调度与任务之间的通信就会

比较频繁，使系统运行效率较低，资源开销增大。任务划分的数目较少时，每个任务

需要实现的功能就相对复杂，但可免除不少通信工作，减少共享资源的数量，减轻

RTOS 的负担，减少资源开销。所以，如何合理的安排任务数目，充分发挥 RTO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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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简化软件系统：一个任务要实现其功能，除了需要 RTOS 的调度功能支持外，还

需要 RTOS 的其他服务功能支持，如时间管理功能、任务之间的同步功能、任务之间

的通信功能、内存管理功能等。合理划分任务，可以减少对 RTOS 的服务要求，使 RTOS

的功能得到剪裁，简化软件系统，减少软件代码的规模。 

降低资源需求：合理划分任务，减少或简化任务之间的同步和通信需求，就可以

减少相应数据结构的内存规模，从而降低对系统资源的需求。 

4.2.2.2 主控模块的任务划分 

主控模块中系统层涉及示波器、波形发生器、数据采集节点、FIFO 操作以及同

通信模块交互的工作。将不同硬件模块的操作划分为不同的任务，可以降低任务间的

耦合，而且可以避免由于多任务竞争同一硬件资源造成的死锁，所以本系统划分 6

个任务： 

(1) 示波器任务(VOSC_task)：该任务完成对示波器功能模块的操作，在系统初始

化时由功能模块的硬件 ID 决定是否激活。该任务有一部分在 XGATE_CPU

上运行，S12X_CPU 上的部分处理来自通信模块的命令，决定开始或关闭

XGATE 模块。XGATE_CPU 上的部分完成数据的采集和 FIFO 的写入。示波

器任务的优先级为 6。 

(2) 波形发生器任务(VWG_task)：该任务主要对波形发生器操作。该任务运行在

S12X_CPU 下，接收并执行来自通信模块的波形信息和命令。波形发生器任

务的优先级为 7。 

(3) 数据采集任务(DAQ_task)：该任务一般处于挂起状态，接收来自高端的命令，

将相应通道的模拟量值发送到 FIFO 中。数据采集节点任务的优先级为 8。 

(4) 通信任务(COM_task)：该任务一般处于挂起状态，当接收到来自通信模块的

信息后，在中断中将其激活。执行完 PC 的命令后，自动挂起。该任务相当

于一个消息分发器，将来自 PC 的命令转化成各种消息发送到不同任务，例

如：当接收到 PC 端的激活示波器命令时，该任务会检查统计信息，如果当

前运行的不是示波器任务，则先挂起当前功能任务，然后激活示波器任务。

通信模块任务优先级为 5。 

(5) 统计任务(Statistic_task)：该任务统计系统运行的一些参数。例如：系统运行

的时间、当前运行的的功能模块 ID、功能模块处于的状态、信号的衰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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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统计任务优先级为 11。 

(6) 错误处理任务(Error_handler)：用来处理系统的一些错误。当系统出现错误操

作时，调用相应的处理函数，进行处理。错误处理任务优先级为 10。 

4.2.2.3 XGATE核程序设计 

RISC_CPU 同 S12X_CPU 之间处于并行状态，示波器任务在两个核上各有一部

分。S12X_CPU 上的部分一直在等待高端传来的命令，根据该命令控制开启或关闭运

行在 RISC_CPU 上的程序。 

 

读取控制命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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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S12X_CPU 的示波器任务流程图 

XGATE_CPU 上的程序较为简单，主要是采集数据并存入 FIFO，当数据满时通

知通信模块取数据。关于采集数据和访问 FIFO 的驱动已经前在面章节中介绍，此处

就不在论述了。 

4.2.2.4 波形发生器任务设计 

由于波形发生模块没有采用专业的 DDS 芯片，采用软件控制实现波形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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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内部维护一个波形数组 gAwgData_array，用来记录当前的波形状态。该数组

可以记录 近 10 条波形状态，如果客户需要重新生成之前的波形，可以减少数据的

通信。由于使用 16 位 D/A 芯片，所以数据的位宽为 16 位。len 字段用来记录数据的

有效长度，hz 字段记录信号的频率。 
#define WAVE_NUMBER 10 

#define DATA_LEN 100 

typedef struct AWG_data 

{ 

INT16U len; 

INT16U awgData[DATA_LEN]; 

INT32U hz; 

}tAWG_data; 

tAWG_data gAwgData_array[WAVE_NUMBER]; 

流程图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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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函数

 

 

 

 

 

 

 

 

 

 
图 4-5 波形发生器任务流程图 

4.2.2.5 通信任务设计 

通信任务在整个系统中起到解析高端命令，完成任务分发的作用。主控模块和通

信模块之间的连接使用串口连接（SCI）。通信模块将接收到的高端命令通过 RS232

的连接方式发送到主控模块，在主控模块中断处理函数中唤醒通信任务。通信任务将

命令解析，根据命令的内容唤醒相应的任务。通信任务的优先级在所有任务中是 高

的，以保证中断唤醒后能马上投入运行。通信任务执行流程图如图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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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通信任务流程图 

4.2.2.6 统计任务设计 

统计任务在所有任务中优先级 低，却是运行时间 长的一个任务。当所有功能

性任务都不运行的时候，高端会让统计任务一直运行。统计任务收集系统运行产生的

参数，维护一些状态信息。当 PC 需要这些信息时直接发送而不用重新收集。这些信

息在前期设计中作用不大，后期联合调试的时候就能够体现它的作用。试想如果在所

有任务中都设立一个状态维护函数，来维护一些状态信息，以备 PC 查询数据之需，

既不符合模块化设计思想也不容易做到。较好的做法就是使用单独的统计任务，统一

处理状态相关的操作。 

4.2.2.7 系统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是系统上电后运行第一段代码，主要完成芯片上各个模块的初始化工

作，启动操作系统后仍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初始化，如建立硬件抽象层、建立任务、使

能全局定时器、初始化全局变量和信号量等。图 4-7 为系统初始化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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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系统初始流程 

4.3 通信模块程序设计 

本设计只涉及 USB2.0 通信模块的设计工作，该部分的主要工作集中在

MC9S12UF32 固件程序设计上。该模块将数据和状态信息传输给 PC，把 PC 的控制

信息传送给主控模块。与主控模块的接口采用串行通信（RS232）通信方式，用来传

递控制信息和状态信息，数据信息则直接与 FIFO 交互。由于本部分的程序比较单一，

没有使用操作系统，这样的设计能够节省系统开销。通信模块的程序设计工作集中在

USB2.0 固件设计上。 

4.3.1 USB2.0 模块程序设计 

MC9S12UF32 有 6 个端点可以使用，端点 0 用于控制传输，本设计中使用端点 4

和端点 5 进行数据传输，传输方式为批量(bulk)传输。端点 4 配置为 OUT 端点，端点

5 配置为 IN 端点。为了提高数据传输速率，作者使用 UF32 中用于高速数据传输的

IQUE 模块。下面为通信模块涉及的配置描述符，在设备枚举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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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批量传输方式的标准配置描述符 

const UINT8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HS[32] = { 

0x09,        //配置描述符的长度：9字节 

0x02,        //配置描述符类型 

0x20,0x00,   //描述符的总长度，包括接口和端点 

0x01,        //用来配置的接口的数目，至少一个数据接口 

0x01,        //配置值  

0x00,        //配置的字符串描述符索引  

0x80, //配置的属性(具有总线供电、自供电及过程唤醒的特性) 

      //bit 7-总线供电 

//bit 6-自供电 

//bit 5-远程唤醒 

//bit 4-0-reserved 

0x32, // 大电流以2mA为单位 该例中：50*2mA＝100mA 

//标准接口描述符--3个端点（包括默认的控制端点、批量IN和OUT端点） 

//const muint8 interface_descriptor[9] = { 

0x09, //接口描述符长度：9 

0x04, //接口描述类型 

0x00, //接口描述符以0为基值 

0x00, //交互设置值为0 

0x02, //端点数目设置为：2 

0xff, //接口群组,自定义 

0x02, // 

0xff, //接口群组,自定义 

0x00, //接口字符串描述符的索引 

//批量IN端点描述符 

//const muint8 endpoint_descriptor1[7] = { 

0x07, //端点描述符长度 

0x05, //端点描述符类型 

0x81, //端点地址（0x80=IN,0=OUT）,端点地址为1且为IN端点 

//bit 3..0 端点数目 

//bit 6..4 为0 

//bit 7 0-OUT, 1-IN 

0x02, //传输类型为BULK 

0x00,0x02,// 大封包大小的设置：64字节 

0x00, //轮询间隔，以ms为单位。 

//批量OUT端点描述符 

//const muint8 endpoint_descriptor2[7] = { 

0x07, //端点描述符长度 

0x05, //端点描述符类型 

0x01, //端点地址（0x80=IN,0=OUT）,端点地址为1且为OUT端点 

//bit 3..0 端点数目 

//bit 6..4 为0 

//bit 7 0-OUT, 1-IN 

0x02,     //传输类型为BULK 

0x00,0x02,// 大封包大小的设置:64字节 

0x00,//轮询间隔，以ms为单位。 

}; 

USB2.0 模块的固件设计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中断，端点 4 中断和端点 5 中断。

端点 4 中断处理函数接收来自 PC 的控制信息，端点 5 中断处理函数发送数据到 PC。

由于采用批量传输，这意味着主机要周期性查询设备是否有数据发送。本设计中将端

点 5 中断先禁止掉，当主机发送获得数据的命令时才会打开。这样无疑会增加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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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防止将一些混乱的数据发送到 PC。 

图 4-8 为端点 4 中断处理函数流程图。首先检测是否收到数据，然后检测收到的

数据字节个数，如果字节数少于端点缓冲大小则说明这是该次传输的 后一个数据包

了。这时 USB 模块会自动把控制寄存器置位，对该端点再次访问只会得到 NAK 握手

信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要清空 NAK 标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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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端点 4 中断处理函数流程 

数据存储在 IQUE 模块的通道 1 中，本文在下节中会论述针对这个模块的程序设

计。从通道 1 中读取数据然后解析，如果是命令信息就通过 RS232 发送到主控模块，

确切的说在中断中并不完成这次发送，只是将置位一个全局变量，当返回主循环时会

检测该变量，所以实际数据传输是在主循环中做的。这样可以减少中断处理时间，提

高响应速度。如果 PC 端需要数据(GET_DATA)，就打开端点 5 中断。PC 会在下个

IN 事务中触发端点 5 中断，这时会将数据自动从 IQUE 模块的通道 3 和通道 4 发送

到主机。这个过程不通过 CPU，这也是 IQUE 模块能提高传输速度的原因之一。 

端点 5 中断处理函数中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将端点 5 中断再次禁止，等待高端

下次发送读数据命令(GET_DATA)时再次打开。 

4.3.2 IQUE模块工作原理 

MC9S12UF32 专门为高速 USB 设备接口而设计[36]。为达到高速，芯片内部集成

了一个集成队列模块(IQUE)。CPU 本身起到对系统的配置和控制作用，真正的数据

传输通过 IQUE 完成，无需 CPU 的干预，这是本设计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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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UE 模块由三个部分组成：QUE 控制器、QUE 集成模块(QIM)和 1.5K 字节，

字宽可达 16 位的静态队列(QRAM)。QUE 控制器有四个通道，它们可以在单个 IQUE

时钟周期内移动一个字节或者一个 16 位字。QIM 内部的复用和控制逻辑允许 QRAM

在 QUE 控制器和 CPU 之间共享。模块内含三个总线接口：外设(IP)总线接口，先进

先出缓冲接口(FIFO)和 S12 的 CPU 接口(EEPROM 总线)。IQUE 模块是通过这些总线

与 S12CPU 互斥访问外设的。 

IQUE 模块可以在不需 CPU 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数据块传输，由于队列数据传输发

生在 CPU 不使用 QRAM 的时间段内，因此不需要借用 CPU 总线周期。一个快速通

道专门供高速率的外围设备使用。即使 CPU 正在使用 QRAM，该通道也能保证数据

传输的带宽。不同于 DMA 控制器，IQUE 是专门为高速数据传输的单片机设计的，

传输队列的一端是单片机内的外围设备，另一端是 QRAM。这种设计大大减少了地

址指针、计数器和其它控制逻辑的数目，降低了系统设计的复杂程度。 

在数据队列的自动传输过程中，数据以 FIFO 的方式写入或传出 QRAM。CPU

可以通过对 QUE 控制器寄存器的操作实现对 QRAM 的写入或者读出。特别地，CPU

可以用普通的读或写方式对 QRAM 进行随机访问。当从 FIFO 数据端口访问 QRAM

中的信息时，指针会自动更新，此时 QRAM 缓冲区以环形或线性 FIFO 方式工作。

FIFO 的起始指针和末尾指针也可以直接修改。 

QUE 控制器中的四个队列通道可以以接收队列或者发送队列方式工作。转移方

式只是把一个接收通道和发送通道联系到同一块 QRAM FIFO 缓冲区上，这样数据就

可以在没有 CPU 的干预下自动从一个外设传送到另一个外设。当某一个队列通道关

闭时，与该通道相联系的 FIFO 缓冲区可以作为软件缓冲区使用。 

4.3.3 IQUE模块程序设计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IQUE 模块能够加速数据传输速率。IQUE 模块拥有 4 个

通道，可以和外设连接在一起，通过对通道数据寄存器写入和读取可以将数据写入或

读出通道所关联的 QRAM。当然写入和读出都是采用 FIFO 的方式。可以将 IQUE 模

块理解为在 QRAM 上建立了一个硬件 FIFO 队列。IQUE 模块有 4 种操作模式。 

接收队列模式(Receive Queue Mode) 

这种模式下，数据自动从外设写入 QRAM 缓存。当用户需要数据时，可以从数

据端口读出数据。如果用户不需要数据，那么其他外设会占用剩余的总线带宽。 

传输队列模式(Transmit Queu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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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下，将要输出的数据写入 QRAM 缓存，系统自动将数据传入外设。

如果没有数据传入，那么其他外设会占用剩余总线带宽。 

贯通队列模式(Pass-though Queue Mode) 

在这种模式下，允许将两个通道连接在同一个 QRAM 缓存上。这样，传入接收

通道的数据会被自动传输到输出通道，不需要 CPU 干预。这种模式下 CPU 对 FIFO

缓存的数据接口读取请求会被忽略。但是 CPU 可以通过 EEROM 接口随机访问

QRAM。 

基于块的传输模式(Block Base Transfer Mode) 

有两种基于块的传输模式：双缓冲模式和单缓冲模式。双缓冲模式将两个通道连

接在同一个 QRAM 缓存上，如同贯通模式所使用的方式一样。和其他模式下的循环

缓冲方式不同，双缓冲拥有两个缓冲，所以缓冲空、满或者可用、不可用，是从整个

缓冲的角度讲的。在单缓存模式下，数据只有在一个缓存满了之后才能被读出，同样

只有在缓存完全空的时候才能写入。在双缓存模式下，当一个缓存满了之后，会自动

切换到另一个缓存，这样第一个缓存可以被读取，同时第二个缓存可以写入。缓冲大

小为单个缓冲大小的两倍。缓冲的空，满可以从控制状态寄存器可以获得。 

本设计采用基于块的传输模式，并且使用了双缓冲方式，这样更有利于高速数据

的传输。使用通道 1 做接收通道，通道 3，4 连接起来做发送通道，形成双缓冲。为

了高层能对 IQUE 模块透明的使用，对该模块进行了抽象。 
//----------------相关操作--------------------------------------------- 

INT16U writeIQUE(INT8U *source,INT16U len,INT8U isUpdate);    //IQUE写入函数  

INT8 IQUEControllorInit(INT8U channelNo,INT16U len);      //IQUE控制器初始化 

void update(void);                   //更新数据 

INT16U getSize(void);                //返回当前缓冲中的字节数量 

INT8U getBufferNo(void);             //得到当前的缓冲号 

INT8U isBufferEmpty(void);           //判断当前IQUE中的缓冲是否已经满了 

INT8U isBufferFull(void);            //判断当前IQUE中的缓冲是否已经空了 

INT8U isDataReady(void);             //数据是否准备好 

void sizeClear(void);                //清空上个缓冲区数据大小 

INT8U isNeedUpdate(void); 

//----------------相关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_IQUE 

{ 

    INT16U size;                     //当前已经写入通道的字节数 

    INT16U len;                      //通道缓冲长度 

    INT16U *data;                    //数据接口 

    INT8U bufferNo;                 //数据缓冲编号 

    INT8U channelNo;                //通道号  

}IQUE; 

IQUE 结构中 size 表示当前已经写入通道的字节数，由于硬件上没有提供一个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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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器记录写入通道的字节，所以在软件上设置了该字段。len 字段为通道缓冲的长度，

由于采用了双缓冲，两个缓冲总长度为 2 倍的 len，该值在初始化时给定，在程序运

行中不做修改。bufferNo 指的是数据缓冲编号，由于有两个缓冲，那么当前操作的缓

冲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这就需要一个编号记录。channelNo 指的是该结构建立在哪个

通道之上，可选值为：1~4，也是系统初始化时设定，在程序的运行期间不再改变。

data 字段表示通道的数据接口，无论读数据还是写数据都通过这个接口。data 字段在

IQUEControllorInit()函数中初始化，该函数有两个参数，分别为通道号和通道长度。

该函数初始化一个全局的 IQUE 型变量，这个变量是对 IQUE 模块的抽象，对 IQUE

模块的操作集中在对这个变量的操作上。 

IQUE 操作集中有一个更新函数：update()。该函数的作用是更新当前的缓冲区号。

如果当前操作的是缓冲区 1，那么更新以后，就会对缓冲区 2 操作，这意味着数据会

写入缓冲区 2 内。缓冲区 1 更新以后，里面的数据自动变为就绪状态，数据通过 IQUE

模块发送到 USB 端点，下次 IN 事务到来时传送到高端。如果在 IN 事务到来前再次

调用 update()函数，缓冲区 2 中的数据变为就绪状态，缓冲区 1 中的数据自动清零，

再次写入数据时存入缓冲区 1 中。 

对 IQUE 模块的写入是通过调用 writeIQUE()函数实现的，该函数有 3 个参数。

source 代表待写入的数据起始指针，len 表示数据长度，isUpdate 指示在写入数据后

是否马上进行一次更新操作。如果选择不更新，那么数据会一直写入同一个缓冲，直

到该缓冲区满时，才更新到另一个缓冲。 

IsDataReady()函数用来确定是否有数据可以发送，这个函数用在端点 4 中断处理

函数中，以确定是否开启端点 5 中断。 

isBufferFull()函数判断当前缓冲是否已满，如果满返回 1 否则返回 0。

isBufferEmpty()函数判断当前缓冲是否为空，该函数并没有在本系统中使用，考虑到

功能的完整性才编写的。针对 IQUE 模块所写的代码可以不经修改的应用在其他工程

之中，也可以将该模块封装成库。 

4.4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虚拟仪器平台固件部分的设计工作，主要实现了主控模块和通信模块

的固件程序。其中包括： 

(1) μC/OS-II 的移植工作。成功的将该 RTOS 移植到 16 位双核 MCU 

- 51 - 



第四章                                                 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 52 - 

MC9S12XDP512 上。并且详细描述了系统层软件设计方案。 

(2) 介绍了该虚拟仪器平台部分重要模块的驱动程序设计。 

(3) 阐述了虚拟仪器平台通信模块的程序设计。由于在该芯片上没有使用操作系

统，所以这部分程序没有系统层和驱动层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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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虚拟仪器平台高端软件设计 

虚拟仪器平台 PC 端软件设计包括 USB2.0 驱动接口、USB 通信协议设计、虚拟

示波器显示模块、虚拟波形发生器显示模块。由于本文不涉及数据采集节点通信模块

的设计，所以这部分的高端软件也留作今后扩展实现。USB 通信协议设计工作主要

是设计与固件通信的命令格式和通信方式等，即在 USB 接口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用于

本系统的通信标准。虚拟示波器用户界面和虚拟波形发生器用户界面也是高端软件设

计的内容。  

5.1 USB驱动接口 

要 PC 支持特定的 USB 设备有两种方式：自己编写 Windows 下的 USB 驱动程序

或使用开源的 USB 驱动。自己设计驱动的优点是灵活性比较高，常常用在对性能有

特殊需求的场合。缺点就是开发比较复杂，而且常出现不易察觉的错误，没有丰富的

开发经验时经常会适得其反，开发的驱动反而不能提高系统的性能。一些开源的 USB

驱动通用性比较强，经过了很多版本的升级换代稳定性不断提高。在很多商用产品中

也有使用。本设计选择第二种方式，选择开源的 USB 驱动 Libusb-win32。如需更加

详细的文档和代码可到 http://libusb-win32.sourceforge.net 下载。参考文献[48]和参考

文献[8]中对于驱动的开发提供比较详细的介绍。下面内容简要介绍该驱动的特点[47]。 

(1) 可以作为已经安装、存在的 USB 设备的驱动而使用。这个特点使得该驱动

可以与任何已经安装的设备通信。 

(2) 可以为没有 USB 驱动的设备提供驱动。这个特点适用于自己开发的 USB 设

备。 

(3) 支持批量传输和中断传输。 

(4) 支持 USB 规范中的所有标准设备请求。 

(5) 支持制造商特定的控制信息。 

该驱动的动态链接库遵循 LGPL(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授权，可以在

本设计中使用。 

该驱动提供了较多的功能函数，完整的支持了批量传输、控制传输以及中断传输。

此处只论述在本设计中使用过的功能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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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核心 

void usb_init(void);                                        //初始化usb驱动 

int usb_find_busses(void);                           //找到系统上所有USB总线 

int usb_find_devices(void);                                 //找到所有的设备 

struct usb_bus *usb_get_busses(void);               //返回找到的所有总线列表 

//设备操作 

usb_dev_handle *usb_open(struct *usb_device dev);          //打开一个USB设备 

int usb_close(usb_dev_handle *dev);                        //关闭一个USB设备 

int usb_set_configuration(usb_dev_handle *dev,int cfg); //设置设备的配置信息 

int usb_claim_interface(usb_dev_handle *dev,int iner);//声明USB设备的一个接口 

//控制传输 

int usb_control_msg(usb_dev_handle *dev, int requesttype\ 

,int request,int value, int index, \ 

char *bytes, int size, int timeout); //向设备发送控制信息 

int usb_get_descriptor(usb_dev_handle *dev,unsigned char type\ 

,unsigned char index, void *buf, \ 

int size);                      //得到设备默认描述符 

//批量传输 

int usb_bulk_write(usb_dev_handle *dev, int ep, char *bytes\ 

,int size, int timeout);            //向批量端点写入数据 

int usb_bulk_read(usb_dev_handle *dev, int ep, char *bytes, \ 

int size, int timeout);               //从批量端点读取数据 

在这些功能函数的基础上，作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封装。 
class usb_commnication 

{ 

public: 

void InitUsb(); 

void UnloadUsb(); 

void Refresh();  

void RegisterNotifyDevice(); 

void UnRegisterNotifyDevice(); 

usb_dev_handle *m_hRw; 

static const USHORT s_idVendor = 0x0425, s_idProduct = 0x050e; 

}; 

InitUsb()函数调用了功能函数 usb_init()、usb_find_busses()和 usb_find_devices()，

用来初始化 USB 设备。该函数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被调用。UnloadUsb()函数调用功

能函数 usb_release_interface()和 usb_close()，该函数用于关闭 USB 设备。Refresh()函

数的任务是首先卸载 USB 设备，接着重新打开 USB 设备并读取 USB 设备信息。

m_hRw 为 USB 设备句柄，对 USB 设备的任何操作中都要用到这个变量，相当于在

系统层的一个 USB 设备抽象。s_idVendor 和 s_idProduct 是制造商标识和产品标识，

用来区别不同的 USB 设备。Refresh()函数流程图如图 5-1 所示。这个函数完成对 USB

设备的刷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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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卸载USB设备

调用InitUsb()初
始化USB设备

将设备描述符与

特定描述符对比

遍历一个总线下

的所有设备

调用usb_open()
打开特定的USB

设备遍历所有总线

结束

图 5-1 Refresh()函数流程图 

5.2 USB通信协议设计 

只有 USB 接口并不能完成 USB 通信，对于不同系统还需要有用户自己的 USB

通信协议，该协议建立在 USB 驱动之上。通信协议定义了数据通信的格式和步骤。

由于 USB 总线是一种主从式总线，本系统中所有控制信息全部由 PC 发出。命令帧

格式如下： 

 

 

 

控制信息 数据长度序号

1 2 3 4

起始

标记
数据

图 5-2 命令帧格式 

图 5-2 中为本设计中所使用的通信格式，前四个字段都占用一个字节。起始标记

表示帧的类型，共有三种类型：控制帧、应答帧和数据帧。控制信息是控制帧的主要

字段，该字段决定从机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部分重要的控制字段如表 5-1 所示。 

其中有些字段在本设计中并没有使用，例如 CLOSE_DAQ 是在数据采集节点中

使用的字段，本设计并不涉及该模块的高端设计，为了今后的扩展工作，还是将该字

段保留。 

 

 

- 55 - 



第五章                                                 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表 5-1 控制字段（部分） 

控制字段标记 数值 说明 
GET_DATA 001 取得数据 

GET_STATUS 003 取得设备信息 
OPEN_OSC 005 打开示波器 
OPEN_AWG 107 打开波形发生器 
OPEN_DAQ 209 打开数据采集节点 
CLOSE_OSC 011 关闭示波器 
CLOSE_AWG 113 关闭波形发生器 
CLOSE_DAQ 215 关闭数据采集节点 

SET_ATT_LEVEL 016 设置衰减级别 
SET_AWG_INFO 117 传送给波形发生器波形信息 

SET_CONFIG 101 设置功能模块信息，信息在数据字段中。 

序号字段用来区分不同的确认信息，即一个确认帧的序号应该和引发该确认帧的

帧序号相同。在 USB 协议中，一般不会出现数据的损坏和丢失，在这种情况下采用

序号的设计方式显得比较谨慎，适合于对数据安全要求较高的应用。数据长度表示控

制帧中的数据的长度，在 0 到 512 个字节之间——数据长度字段每加 1 数据字段就会

增加一个 16 位的短字。将每个字段长度设置为一个字节有两个原因：第一，PC 上的

数据格式是小端格式，而 UF32 上使用的数据格式是大端格式，如果字段大小为 1 个

字节则省去了不同格式之间转换的开销；第二，对于本系统控制信息、序号、数据长

度等字段一个子字节足够使用。由于从设备到 PC 的上行数据量比较大，所以数据长

度设定为 大 512 个字节完全能满足本系统的需求。 

从机对主机的应答格式如图 5-3 所示： 

 

 

 

 

 
图 5-3 应答帧和数据帧格式 

确认信息 序号

1 2 3

起始

标记

数据长度

1 2

起始

标记
数据

应答帧

数据帧

应答帧是对主机发送的命令的应答，主机发送的任何命令信息都需要一个应答信

息。数据帧承载设备到主机的数据信息。确认信息表示对控制帧的确认，如表 5-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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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确认字段 

确认字段标记 数值 说明 
ACK 217 控制信息已经收到并执行 
NAK 219 控制信息所要求的命令无法执行或有错误 

主机每次发送一个控制信息，会等待从机的应答信息。如果超时仍然没有接收得

到确认信息，那么重复发送控制信息。如果三次重发仍没有收到确认消息，则卸载

USB 设备，由用户决定下一步操作。由于 USB 底层通信有较强的错误检测方式，所

以在整个协议的设计中没有设置校验信息。图 5-4 是一次数据交互过程。 

 

USB设备 PC

GET_DATA 001

ACK 001

DATA

 

 

 

 

 

 

 
图 5-4 数据传输过程 

首先，主机向 USB 设备发送命令帧携带“GET_DATA”命令，序号为 001。当

USB 设备收到命令帧后回复应答帧 ACK 表示自己已经收到命令并且执行序号为

001。 后 USB 设备将数据帧写入 IQUE 模块，并启动端点 5 的中断。主机收到确认

信息后立即发起 IN 事务，这时发生端点 5 中断，数据传输到主机。 

5.3 虚拟示波器显示模块 

本设计中 PC 端软件使用 VC++2005 和 NI Measurement Studio 开发而成。NI 

Measurement Studio 是为 Visual Studio .NET 和 Visual Studio 6.0 环境提供的一个集成

式套件，包括各种常用的测量和自动化控件、工具和类库[49]。NI Measurement Studio

带有的 ActiveX 和.NET 控件、面向对象的测量硬件接口、高级的分析库、科学的用

户界面控件、测量数据网络化、向导、交互式代码设计器和高扩展性类库等功能，极

大的减少了开发者的应用程序的开发时间[50]。对于本系统所使用的 Windows API 和

NI Measurement Studio 提供的控件的使用方式不再赘述。虚拟示波器前端如图 5-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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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虚拟示波器控制面板 

波形显示方式有自动、单次和正常三种[37]。 

自动模式：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检测到触发时，会强制触发，在许多情况下都可

以使用此模式，例如监视电源输出电平。 

单次模式：只有第一次触发的波形会显示在示波器上，即使以后会有很多此触发，

仍显示第一次的波形。 

正常模式：当示波器检测到有效的触发条件时，才会显示波形。 

触发条件有两种，正向和反向。选择正向触发时当电压从低于设定电压到超过时

会触发，选择反向触发，电压同高于设定电压到低于设定电压会触发。默认情况下为

正向触发。 

示波器的耦合方式有三种：交流、直流和接地。 

交流模式：阻碍信号中的直流分量。 

直流模式：通过信号中的所有分量。 

接地模式：用于调零。 

波形显示使用 Measurement Studio 中的 Graph 控件，波形显示有两种方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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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类似于快照的方式，一次将一幅图像全部显示在面板上；第二种方式将波形滚

动的显示在面板上。第一种方法适用于捕捉快速信号的波形，缺点是容易出现不连贯

的感觉。第二种方法适合观察缓慢的信号、随机信号和非重复信号，缺点是实现方法

比第一种繁琐。为了兼顾二者，本设计使用两种显示方式，在面板上设置一个选择按

钮，由用户决定用什么方式显示。无论用什么方式显示，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缓冲池

存储采集的数据信息。下面为本设计采用的数据缓冲结构。 
class data_item 

{ 

public: 

data_item() 

{ 

buffer = NULL; 

size = 0; 

pos = 0; 

} 

char *buffer; 

UINT size; //buffer大小 

UINT pos;  //当前读取的位置 

}; 

class data_buffer 

{ 

public:  

static const UINT  SIZE_ITEM = 4096;       //一个原子存储空间大小 

static const UINT  ARRAY_SIZE = 256;       //缓冲池总原子个数 

data_buffer() 

{ 

int i; 

ierror = 0; 

current_no_in= 0; 

current_no_out = 0; 

for(i = 0;i!= ARRAY_SIZE;i++) 

{ 

data_list[i].buffer = new char[SIZE_ITEM]; 

if(data_list[i].buffer == NULL) 

{ 

ierror = 1;  

} 

} 

} 

~data_buffer() 

{ 

int i; 

for(i = 0;i!= ARRAY_SIZE;i++) 

{ 

if(data_list[i].buffer != NULL) 

{ 

delete[] data_list[i].buff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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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dataWrite(char *source,UINT size); 

int dataRead(char *des,UINT size); 

//检查是否有错误 

int checkError() 

{ 

return ierror; 

} 

//返回当前已经写满的item数量 

int getItemCounter() 

{ 

if(current_no_in >= current_no_out){ 

return current_no_in - current_no_out; 

} 

else 

{ 

return ARRAY_SIZE + current_no_in - current_no_out; 

} 

} 

protected: 

//出错标志 

int ierror; 

//当前写入的数组号 

int current_no_in; 

//当前输出的数组号 

int current_no_out; 

//缓冲池 

data_item data_list[ARRAY_SIZE]; 

private: 

//判断缓冲池是否满 

int is_full() 

{ 

return (current_no_out == (current_no_in + 1) % ARRAY_SIZE) ? 1:0; 

} 

//判断缓冲池是否空 

int is_empty() 

{ 

return current_no_in == current_no_out; 

} 

}; 

类data_item和类data_buffer组成一个循环缓冲区，其结构如图4-12所示。data_list

是一个 data_item 类数组，大小为 256。每个 data_item 结构是一个原子的缓冲区，整

个系统的缓冲结构由 256 个原子缓冲区组成。该结构中 重要的是 dataWrite()函数和

dataRead()函数。这两个函数完成了从缓冲中透明读取和写入数据的功能，使用 FIFO

方式。本设计没有直接开辟 1MB 的缓冲池，因为这对系统内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而且实现有些笨重，不够精巧。相反，一个 data_item 的大小为 4KB，与一个页大小

相同，这样能更有效的利用系统内存空间。dataWrite()函数和 dataRead()函数是系统

对缓冲池操作的接口，它们隐藏了内部的实现细节。dataRead()拥有两个参数 d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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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数据数组的指针，size 为所读的数据大小，系统限制 size 大小应小于 SIZE_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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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虚拟示波器数据缓冲结构 

图 5-7 是 dataRead()的流程图。首先进行条件的判断，取得当前的原子缓冲区指

针。接着判断 size 值是否大于当前原子缓冲中的数据。如果大于那么可能会从下一个

原子缓冲中读取数据，这样的前提是缓冲池仍然不空。如果小于那么从当前的缓冲中

读取所有数据。该函数设计时考虑的边界条件很多，比较繁琐，几经修改 后得到稳

定版本。dataWrite()和 dataRead()相似此处不在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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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dataRead()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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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虚拟波形发生器显示模块 

虚拟波形发生器可以产生频率从 1Hz 到 100KHz 的波形。本系统内部设定了正弦

波、方波、三角波以及自定义波形。偏移拉杆是用来设置波形的整体偏移的；频率旋

钮可以选择波形的频率；波形选择旋钮用来选择要生成的波形，用户可以在选定的波

形上用鼠标拖拽出自定义的波形。图 5-8 前半部分是一个正弦波，后半部分是用户定

义的波形。 

为了设置精确的波形参数，增加了“载入波形”功能，可以载入用户编辑的波形

文件。 

 

 

 

 

 

 

 

 

 

 

 

 

 

 

 

 
 

图 5-8 虚拟波形发生器控制面板 

图 5-8 是波形发生期的控制面板，波形发生器前端所使用的数据结构较示波器前

端要简单很多。为了记录波形信息，编写了如下类。 
class WaveInfo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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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Info(); 

void GenerateSquareWave();   //生成方波 

void GenerateSinWave();      //生成正弦波 

void GenerateTriangleWave(); //生成三角波 

void SaveWave();             //存储波形 

void ImportWave(double *data);         //从data数据导入波形 

void SendWave(usb_dev_handle *m_hRw;); //发送波形信息到设备 

void OutputWave(NI::CNiGraph &AWGGraph); //在屏幕绘制波形 

protected: 

OSCVector<double>vc;                   //存储波形的结构 

int frequency;                         //频率 

double offset;                         //电压偏移 

}; 

该类完成了波形发生器的大部分功能，使用了 OSCVector<double>类型存储波形

数据。该类型在继承了 NI 提供的 CNiVectorT<dataType>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利于

波形操作的一组函数。使用 OSCVector<double>数组能很轻易的操作内部的数据成

员，例如，全体成员向左或向右移动；全部成员加上一个偏移量等操作。该类提供了

三个波形发生函数，用于生成方波、正弦波和三角波。提供了波形存储和波形导入功

能。此外，还可以向 USB 设备发送波形信息、在屏幕绘制波形信息。 

5.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阐述了虚拟仪器平台 PC 端程序设计方案。具体包括： 

(1) USB 驱动接口。本系统使用了第三方开源的 USB 驱动 LibUSB，经测试该驱

动性能稳定，符合要求。 

(2) USB 通信协议。在 USB 驱动层上封装了一层 USB 通信协议层用来完成特定

了通信需求。 

(3) 后着重阐述了虚拟示波器显示模块和虚拟波形发生器的显示模块的设计

工作。 

本章以系统中使用的数据结构和类为着眼点，这样有利于从系统层次剖析问题，

对于系统 API 和 NI Measurement Studio 中的接口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相关知识可

以查阅参考文献或登陆 NI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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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和展望 

6.1 全文总结 

本课题利用了新兴的硬件构件理论提出了一种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理念并实现

了其中大部分功能。该平台包括功能模块、主控模块和通信模块，实现了虚拟示波器、

虚拟波形发生器和数据采集终端的功能。该平台硬件设计过程中采用模块化设计思

想，不同模块之间通过接口相连，使用硬件 ID 进行识别。软件设计过程中充分借鉴

了封装和抽象等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思想，在结构化的 C 语言基础是实现了 C++的一

些特性。创新的提出了一种应用在小型操作系统上的硬件抽象层设计方案，使得本设

计能够“无缝”连接不同功能模块。对于底层不同功能模块的接入无需做固件程序的

修改，甚至不用做任何硬件上的跳线工作，极大的提升了本系统的扩展能力。 

笔者所做的工作内容涵盖： 

(1) 分析了虚拟仪器的构成、发展和分类。提出基于硬件构件的设计思想。 

(2) 从实际开发的角度阐述了 USB2.0 协议，μCOS-II 操作系统，以及主控芯片的

一些特点。 

(3) 完成虚拟示波器、虚拟波形发生器和数据采集终端功能模块硬件设计，主控

模块硬件设计和 USB 通信模块硬件设计。 

(4) 完成控制模块、USB 通信模块的固件设计。 

(5) 完成虚拟示波器、虚拟波形发生器 PC 端软件设计工作。 

6.2 课题展望 

由于时间有限和研发费用的局限，本课题尚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在后续

工作中进一步的改进： 

(1) 底层架构已经比较完善，但高端软件的设计显得比较薄弱，仪器还应该增加

一些功能，比如：虚拟示波器应该增加滤波、打印以及一些波形的分析等功能。 

(2) 作为一款产品来讲，硬件平台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虚拟示波器功能

模块可以采用数控衰减方式控制输入信号，虚拟波形发生器可以使用 DDS 芯片产生

波形等。这些属于增强的功能，可以在今后功能扩展中实现。对功能模块的更新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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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简单，只需更新相应硬件，并且在主控模块固件中加入新的硬件驱动即可。 

(3) 增加网络通信模块，这需要两方面的工作：第一，网络通信模块的硬件设计；

第二，PC 端数据采集节点软件设计。 

 

 



附录 A                                                 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附录A 虚拟仪器平台部分原理图 

A.1 主控芯片MC9S12XDP512 最小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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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ADS831 外围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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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继电器控制原理图（其中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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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一种基于硬件构件的虚拟仪器平台的设计和实现 

 

 

 

 

 

 

 

 

 

 

 

 

A.5 DAC8831 外围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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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MC9S12UF32 外围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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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虚拟仪器平台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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