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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嵌入式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测试技术的高速发展，现代测试系统越来

库

越复杂，需要测试的数据量也越来越大，对测试的速度、精度、实时性、数据可

要

信度、完整性以及测试系统的可靠性、智能化、开放性等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
开发一种通用的针对多种计算机工业控制接口信号的分析仪已成为工业控制测

摘

试领域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

本课题将计算机技术、传统仪器仪表技术与网络控制系统技术相结合，利用
计算机强大的计算处理能力、仪器硬件的测量和控制能力研发出一台便携式通用

论

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该产品实现对计算机控制总线接口信号的实时采集和存

士

储，进行数据分析、处理与远程的信息中心进行数据交互，形成完整的专家诊断
系统。产品具有技术先进、使用方便、快捷、价格便宜等特点，顺应了当代测试

硕

控制仪器的发展趋势。随着嵌入式技术和测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该产品将会广

博

泛地应用于各种工程测试分析领域。
信号分析仪充分利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技术和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在硬件方

学

面，采用功能强大、体积小的PC104模块作为系统的核心，通过对其硬件设备进

大

行集成化、模块化的工业设计，并制订出一整套的软、硬件接口标准和数据驱动。

门

在软件方面，依据软件工程的理论，使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将复杂的系统需求逐一
解决，同时建立异构体系结构（B/S与三层C/S混合软件体系结构）、基于TCP/

IP

厦

协议的网络控制系统理论和Web Service等先进的开发技术，实现现场和远程两
种信号采集与分析方式。
全文将从八个章节来介绍整个课题的设计与实现，并重点对控制接口信号分
析仪的整体设计、系统软硬设计、异构体系结构的研究与应用、远程数据传输、
频谱分析技术(快速傅立叶变换法)在 VC#中的实现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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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With the embedded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modern high-speed tes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modern test system more complex, need to test the
amount of data is also increasing the test speed, accuracy, real-time, data credibility,
test system integrity and reliability, intelligent, open, etc. increasingly high.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n response to a variety of industrial control computer
interface signal analyzer has become a test field of industrial control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development.
This topic will be computer technology, traditional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network control system technology, the use of the computer deal with powerful
computing capabilities, equipment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hardware the ability to
develop a portable general-purpose control interface signal analyzer, the products on
the computer control bus interface real-time signal acquisition and storage, data
analysis, processing, and remote data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center, a complete
diagnostic system experts. Product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easy to use, fast,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cheap, etc., conform to the test control apparatus of contemporary trends. With the
embedded technology and testing technology,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 will
b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engineering fields of test and analysis.
The signal analyzer full use of embedded systems design techniques and modular
design. In terms of hardware, the use of powerful, small size of the PC-104 module as
the core of the system through its integrated hardware equipment, modular industrial
design, and to devise a set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terface standards and
data-driven. In terms of softwa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he use
of object-oriented method to a complex system needs to solve one by one, at the same
time set up heterogeneous architecture (B/S with the three-tier C/S mixed-software
architecture), based on TCP/IP Protocol for Networked Control Systems Theory and
the Web Service,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realization of
two-site and remote signal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The full text from eight chapters to introduce the whole issue of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control interface signal analyzer's overall
design, system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heterogeneous architec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remote data transmission, spectrum analysis techniques (rapid Fourier
transform) in the VC # realize such areas in detail.
Key words: Signal Analyzer;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Web Service；Remote Data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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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库

工业控制接口信号测试有多种手段，传统测试手段是使用各类专用的信号测
试仪对各类接口进行测试，这种方法无论在测试自动化、还是数据处理自动化方

要

面都不能达到现代测试要求；在检修接口方面的故障时，通常要求外围设备工作

摘

正常，如果每次检修都要开启外围设备，缩短了外围设备的寿命。课题研究的便
携式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可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使对设备的维修更加合理

文

化、规范化、极大的提高维修的可靠性、大大缩短维修周期，并通过强大的网络

论

进行数据传输，可以远程进行信号采集与分析。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网络技术
的迅速发展，开发一种通用的针对各类计算机工业控制接口信号的分析仪已成为

士

工业控制测试领域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

硕

众所周知，单片机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研制开发各类专用信号测试仪，但是

博

这类信号测试仪不但接口信号单一，而且大部分产品还停留在对接口信号进行简
单的测试层面上，无法完成对接口信号进行深入分析和远程控制等功能。随着数

学

字信号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处理能力和仪

大

器硬件的测量、控制能力研制一种通用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已成为可能。
目前最常用信号分析仪的方式是在上位机ISA或PCI总线插槽上安装数据采

门

集卡；或者是采用单片机采集数据，通过某种类型的通讯接口上传给PC机进行处

厦

理和显示。前者可扩展性较差，在一些电磁干扰较强的测试现场，无法专门对其
进行电磁屏蔽，导致采集的数据失真；后者对PC机依赖性强，而且开发技术难度
较大。嵌入式系统技术是当今最流行的技术，其应用领域已经远远超过各种通用
计算机，特别适合便携式系统的设计。
本课题设计的便携式通用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充分利用嵌入式系统的设计
技术结合模块化的设计思想，采用功能强大、体积小的PC104模块作为系统的硬
件核心，使得系统既易于扩展；同时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强大的控制和处理功能，
在软件设计中引入异构体系结构，采用层次化、模块化的设计方法，提供统一的

1

便携式通用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的设计与实现

软、硬件接口和数据驱动能力，大大节约分析仪器成本和体积。该产品既有先进
的技术，顺应了当代测试仪器的发展趋势；也有较优良的性能价格比和使用方便
的特点。随着嵌入式技术和测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该产品将会广泛地应用于各
种工程测试分析领域。

库

1.2 国外自动化仪器技术的发展历程
在自动化仪器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仪器系统指的是“纯粹”的模拟测量设

要

备，例如：EEG记录系统或示波器。作为一种完全封闭的专用系统，它们包括电

摘

源、传感器、模拟至数字转换器和显示器等，并需要手动设置以将数据显示到标
度盘或者采取将数据打印在纸张上等各种形式。在那个时候，如果要进一步使用

文

数据，需要操作人员将数据复写到纸上。由于所有工作都必须要人工去操作，所

论

以要对实际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或者集成复杂的/自动化的测试步骤几

士

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通用接口总线（GPIB，IEEE 488）的出现标志着“自动化测试”概念的诞生，

硕

它作为一种连接仪器和计算机的标准方式，可以将原始数据传输到计算机处理

博

器、执行分析功能并显示结果。可以说，相对于传统仪器的封闭，这种“打开测

器技术”。

学

量系统、允许用于自定义分析算法并配置数据的现实方式”的概念就是“虚拟仪

大

近年来，随着虚拟仪器技术被广泛的应用，虚拟仪器已经成为电子技术、测
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共同发展的产物。仪器和计算机技术的前所未有的融合，越

门

来越多的仪器选用以Windows 软件和Intel 芯片为开发平台，象Dactron和

厦

Nicolet公司的动态信号分析仪都采用了最新的技术，一般都是采集处理系统再
配合PC机的上层管理软件，PC机一般都工作在Windows操作系统，使用简单，功
能强大。如：美国Dactron公司：Photon便携式动态信号分析仪、SpectraBook

动态信号分析仪、Focus实时动态信号分析仪。Nicolet公司：Horizon/Compass
动态信号分析仪。NI公司的产品硬件是一块动态信号采集板，上层软件则是使用
Visual Studio或LabVIEW编程软件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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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国自动化仪器技术的发展与现状
我国自动化仪器技术自新中国建国初期开始起步，在156项重大工程中有12
项是测量仪器工程，占总项目的7.7%。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国
内自行研发的信号分析仪逐渐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其价格优势占据市场的主导地
位。目前，生产信号分析仪的厂家很多，多以高校或研究院为寄托，但大部分未

库

形成规模，如:西北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都有信号分析仪的开发及销售。

要

但是这些信号分析仪多采用Inte151或Inte196系列CPU，而较少的采用DSP芯片作
为系统的CPU.因而在许多性能指标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

摘

在:运算能力差，速度慢，精度低，尤其是浮点运算能力限制了技术指标的进一

文

步提高：存储容量小，受CPU本身特性的限制，对存储容量的增加缺乏有效的手
段，数据存储直接影响信号分析仪的功能扩展；分辨率低，细化功能差，主要受

论

采样频率、分析点数等的限制:液晶点阵数低，图形显示粗糙，无法满足频谱分

博

硕

1.4 信号分析仪的发展

士

析的要求。因此国内的产品到目前还没有占有一定市场的产品。

信号分析仪主要是以微处理机为中心，由硬件或软件来实现信号分析目的的

学

一种仪器。它用数字化方法的信号处理技术，对动态随机信号进行实时采样、处

大

理和显示。数字处理技术的数学基础是概率论和傅里叶分析，它能对信号进行幅
值域分析、时域分析和频域分析，当然还包括系统的传递特性的分析等。

门

信号分析仪最早由国外厂家推出，并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经

厦

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己形成多品种、多档次的信号分析产品系列。最初的信
号分析仪以八位单片机为核心，随着微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单片机的相继
问世，准十六位、十六位、三十二位单片机也为信号分析仪生产厂家所采用。近
期，采用具有DSP功能芯片的信号分析仪已投入市场。伴随着高性能单片机的采
用及用户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信号分析仪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
信号分析仪功能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采样通道逐渐增多，采样频率分辨率、精度逐步提高，为分析功能的
加强提供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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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析功能已由简单的振动分析发展到较完善的信号分析系统，时域分
析、频谱分析、传函分析、相关分析等分析手段为信号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目前，厂家正在积极开发具有实时功能的信号分析仪，这将使信号分析仪的技术
水平有一个新提高。
第三，频率分辨率越来越高，细化功能越来越强，信号分析的结果越来越精
确。

库

第四，显示能力进一步加强。信号分析仪通常采用液晶显示，液晶显示器已

要

由单一的数字显示过渡到图形显示，液晶显示器的点阵数也不断提高，显示越来
越清晰美观，可操作性更好。

摘

第五，以DSP为核心的信号分析仪集高速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实时处理

文

于一体，自动完成时域、频域等的测试，进行相关分析、波形分析、模态分析、

论

谱估计，以及其他指定的数学模型的分析与估计。它精度高、可靠性好、用户界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面友好，极大地改善了分析仪的处理能力，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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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系统整体设计
2.1 系统的整体功能设计
系统整体功能有上位机(PC 机或笔记本电脑) 和下位机组成。下位机不仅具
备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等功能，而且还具有设备的实时监控；上位机通过网

库

络接口与下位机连接，实现更加详细的信号分析，远程设备监控及故障诊断等功

要

能。以往的信号分析系统是 PC 机实现信号的处理，下位机仅能完成信号的采集

摘

功能，这样系统实时性差和处理功能低，也不具备设备的监控和故障诊断功能。

文

2.2 下位机功能设计

论

在进行下位机设计时需要考虑以下方面的内容：
（1）、系统便携式和通用性的要求；

士

（2）、系统的可扩展性，即考虑到系统内部的功能单元和外围接口，在不能

硕

满足应用系统的要求时，必须在片外进行扩展，选择适当的芯片，设计相应的电
路。

博

（3）、系统的配置，即按照系统的功能要求配置外围设备，如键盘、显示器、

学

采集卡、A/D、D/A 转换器等，设计合适的接口电路。
基于以上考虑，下位机硬件选择结构紧凑、接口丰富、非常适合嵌入式设计

门

有：

大

的 PC-104 主板、具有 PC104 总线的采集卡、CPLD 和单片机组成，主要功能模块

厦

（1）、嵌入式 PC-104 主板模块，选用研祥公司的 EC3-1621 主板模块，具有

体积小、性能稳定等优点。
（2）、信号采集模块，选用具有 PC-104 总线接口的多功能采集卡 PM511P 和

数字采集卡 PM530，实现 16 路模拟量采集和 48 路开关量的输入输出功能。
（3）、串口采集模块，通过 RS485、RS232 接口配合智能仪表和 PLC 来实现
对设备状态信号的采集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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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位机功能设计
根据目前现代分析仪的发展方向，通过 TCP/IP 协议将网络技术来实现上下
位机的通讯，大大提高了数据传输、数据交换的速度和性能。本课题上位机主要
完成对信号更详细地分析、远程监控和设备故障检测的功能
传统的信号分析仪的系统结构只是单独的一个简单的显示被测设备当前信

库

号量的装置，多数采用客户端/服务端(C/S)体系结构，虽然 C/S 体系结构具有

要

强大的数据操作和事务处理能力，模型思想简单等特点。但随着信号分析系统的
需求和规模日益扩大，软件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传统的二层 C/S 结构存在难扩

摘

展、软硬件组合集成能力有限、难于进行大量数据的分析、建模以及建立强大的

文

专家智能库等需求，因此本系统在上位机部分在设计上，引用了异构体系结构。
所谓异构体系结构是 B/S 与 C/S 相混合的软件体系结构，其中 B/S 软件体系

论

结构，即 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结构，是随着 Internet 技术兴起

士

的，系统建立起 Web Service 服务平台，实现跨平台跨系统间的数据交互与整合，

硕

用户只需要通过万维网浏览器实现在线查询各类设备的信号数据标准数据和故
障类型分析等功能，节约了开发成本，同时 B/S 结构真正达到了"零客户端"的功

博

能，所有的数据逻辑，系统安装、升级和维护都是在上位机（WebService 中）

学

解决。然而 B/S 体系结构在数据动态、查询数据效率方面还是存在不足，因此在
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使用了 C/S 体系机构来实现信号数据收集、数据控制与被测

大

设备的监控等功能，即可以满足当今检测控制系统的需求，同时异构体系结构还

门

提供了异种机、异种网、异种应用服务的联机、联网、统一服务的最现实的开放

厦

性基础，大大的提高了系统的兼容性和扩展性。
上位机管理系统是在 Visual Studio .NET 2.0 的框架下，采用 Web Service

服务进行开发的，所使用的语言是 C#。Microsoft C#是一种全新的编程语言，

它是生成运行在 Visual Studio .NET Framework(2.0)上的、为广泛的企业级应
用程序而设计的。C# 从 Microsoft C 和 Microsoft C++ 演变而来，它是一种
简单、现代、类型安全和面向对象的语言。C# 代码被作为托管代码编译，这意
味着它能够从公共语言运行库的服务中受益。在数据通讯方面使用 TCP/IP 与
HTTP 协议，在数据传输与数据交换的速度和性能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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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系统的整体架构图

专用的测试设备
智能小车

电动机

。。
模拟 16。
位总线

便携式通用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的客户端

要

设备
控制
模块

摘

信号采集模块
系统
设置
模块

库

模拟电梯

文

实时数据分析模块

论

图形
显示
模块

士

信号采集
数据库

博

硕

网络通信客户端模块

学

便携式通用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的服务层
服务端 WebService 模块

数据分析模块
数据打包模块

数据库

厦

门

大

网络通信服务端模块

便携式通用控制接口信号分析仪的 Web 显示端
数据解包模块
网站维护模块
智能分析与预测模块

用户显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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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报表模块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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