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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计算 

基于 FPGA的可控震源数字信号发生器设计 

沈媛媛 郑恭明 刘益成 
(长江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摘要 在分析 FPGA的体系结构和逻辑单元灵活、静态可重复编程和动态系统重构、集成度 

高以及适用范围宽等特点后，根据扫描信号的理论要求，选用单片的FPGA芯片设计了能产生升 

降频的线性调频和伪随机序列的满足可控震源参数要求的数字信号发生器。应用 VHDL语言和 IP 

核完成了设计，实现了其相关功能，并用 Modelsim软件对其进行了仿真。从仿真结果来看达到了 

设计的预期目的，满足线性调频和伪随机序列输出的要求。该方案的优点还在于通过单片FPGA 

来完成，实现简便，集成度高，且FPGA具有在线修改功能，可根据系统的需要和技术的发展对 

系统进行平滑升级 

关键词 FPGA 可控震源 直接数字信号合成器 线性调频 伪随机序列 

能源在当今社会显得非常短缺，在拓展能源问 

题解决途径的同时，最现实的就是加快油气资源的 

勘探与开发。在一系列的勘探技术中最有效、使用 

最多的无疑是地震勘探技术。震源是地震勘探技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地震信号的产生。震源信号 

的质量又直接影响地震勘探的效果。而可控震源是 
一 种至今研制最成功的无破坏性非炸药震源，用可 

控的小能量、长时间激发波来实现冲击震源瞬时产 

生的大能量激发波  ̈。但国内在可控震源上有很 

强的对外依赖性，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加大自我创 

新力度，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现有信 

号发生器都是在 DDS技术基础上进行研究设计的， 

主要手段是通过单片机 +DDS芯片、DSP和 FPGA 

等几种技术来实现。笔者在分析 FPGA的体系结构 

和逻辑单元灵活、静态可重复编程和动态系统重 

构、集成度高以及适用范围宽等特点后，根据扫描 

信号的理论要求，选用单片的 FPGA芯片设计了能 

产生升降频的线性调频和伪随机序列的满足可控震 

源参数要求的数字信号发生器。 

可控震源扫描信号理论 卜4] 

扫描技术是可控震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扫描信号的自相关函数决定了相关记录的基本波 

形 ，最理想的自相关函数应属于脉冲函数 6(t)，因 

为它的宽度无限大，幅度也无限大，所以分辨率最 

高。实际中很难产生 6(t)信号，但可以采用小能 

量、长时间激发波来等效冲击震源瞬时产生的大能 

量激发波。实际工作中采用最多的是容易实现的线 

性扫描，而伪随机信号因其具有良好的自相关函数 

可以获得较好的反馈波形，也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 

用，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扫描信号也叫chirp线性调频信号，是指瞬时 

频率随时间单调变化的等幅连续振荡信号，即瞬时 

频率是时间的线性函数。其表达式为 

s(t)=Asin I 21T ( )l 

其中 ( )=( + f) (0≤ < ) 
式中 A——信号幅度； 

(t)——相位； 
— — 起始频率； 
— —

截止频率； 

扫描时间； 

— — 记录瞬时时间。 

伪随机序列是针对白噪声演化出来的，希望它 

具有白噪声的自相关特性。伪随机序列具有一定的 

周期性，但它在 1个周期内的信号是随机的。伪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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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序列跟此应用有关的2个特征是：①这些序列以 

2 个随机码元为周期 (Ⅳ为正整数，本设计中Ⅳ 

为5～19)；②每个周期包含奇数个随机正负码元。 

伪随机码中又以 序列的应用最广。 序列是 

最大长度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的简称，除了具有伪 

随机码的一般特性外，还易于用线性反馈移位寄存 

器来产生，适合用 VHDL语言来完成设计。另外， 

移位寄存器位数虽然随FPGA内部逻辑资源的消耗 

量线性增加，但是其输出的 码最长序列周期却呈 

指数增长，这一点对实际应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可控震源的伪随机信号可由线性移位寄存器产 

生的周期为 2 的伪随机 码来控制恒频载波信 

号的相位得到。 

基于 FPGA的信号源设计 

1．设计框架 

总体设计是通过改进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 

(DDFS)E3]来完成的。系统框图如图 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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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框 图 

图中的 、m、Ⅳ表示相应的位数，可根据系 

统的需要而定，“／”表示多位。elk来自高稳性晶 

振，用于系统各部件的同步工作时钟。相位累加器 

由一个由升降频控制位控制的Ⅳ位字长的二进制 

加法器和一个有时钟 clk取样的 Ⅳ位寄存器组成， 

其作用是在升降频控制位控制下对频率控制字进行 

累加或累减，实现升降频线性扫描信号输出；波形 

存储器中所对应的是一张正弦波形查询表，对应不 

同的相位码址输出不同的幅度编码，在伪随机产生 

码的码型控制下，控制相位调制累加器的输出实现 

伪随机扫描序列的输出。其中的分频模块的输出是 

用来控制伪随机码的时钟，根据需要选择伪随机码 

与正弦信号的周期比，以使在一个伪随机 码型 

中显示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形。 

输出频率、频率分辨率和相位分辨率是衡量 

DDFS系统性能的几个典型参数，它们直接反应了 

DDFS的技术指标，在此也反应了本设计的线性升 

降频信号的技术指标。 

(1)输出频率 输出频率可以表示为 
Fou,= 2 M

~Fclk 

式中 频率累加器的位宽； 
— — 输入频率字的位宽； 

F ——系统时钟频率。 

本系统中 Ⅳ为 27位， 为 10位，F。 为 27 

MHz，输出频率为216 Hz，满足可控震源信号的要 

求。可通过调整这3个参数来得到合适范围的频率。 

(2)频率分辨率 频率分辨率可表示为 

=  

字母含义同上。根据上面的的指标得到分辨率 

为0．21 Hz，可以加大 Ⅳ或减小输入频率 F 来增 

加分辨率。 

(3)相位分辨率 相位分辨率可表示为 

2,rr 
P —2—D 

式中 D——相位控制字位宽。 

本系统 中 D选 用 1O位，其相位 分辨率为 

0．006 rad，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改变 D的值来实 

现不同的相位分辨率。 

2．FPGA实现 

图2所示为系统顶层文件原理图。根据系统框 

图的要求及相应技术指标，在 Altera公司的Quart- 

图 2 系统顶层文件原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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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Ⅱ6．0平台下使用 VHDL语言与IP核对其进行了 

设计。clk为输人时钟；rand为伪随机序列控制字； 

up—down为升降频控制字；fword为频率控制字； 

pword为相位控制字；sel为伪随机序列周期控制 

字。主要由升降频和伪随机选择模块 up—down— 

rand、27位加法器 adder27b、27位寄存器 reg27b、 

10位加法器 adderl0b、10位寄存器 regl0b、M码 

伪随机产生模块 m—rand和正弦波行存储模块 sin 

— rom组成。 

升降频和伪随机选择模块 up—down—rand由 

rand和 up— down信号 来控 制产 生波 形类 型。 

rand&up
— down为 “1X”则产生伪随机信号，为 

“01”时产生升频序列，为 “00”时产生降频序 

列，起始频率由频率控制字 fword来控制。M码伪 

随机 产生模块 m—rand也是有 rand信号控制， 

当其为 1时，根据伪随机序列周期控制字 se1信号 

产生周期为2 到2 的 码；mux模块受伪随机 

码产生模块的输出 码型来控制是否改变正弦信 

号的相位，当 码为 0时不改变相位，为 1时改 

变相位，以此来实现伪随机信号的输出。其余模块 

的功 能与 DDFS系 统 中基 本 不 变，参 看 文 献 

『5—6]。 

3．仿真结果 

在QuaausⅡ下设计的信号发生器系统，经编 

译后在 Modelsim Se 6．0软件下进行仿真。Modelsim 

是一种用于 VHDL、Vefilog、SystemC及混合语言 

的仿真和调试工具。选用它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可 

以查看模拟波形，这是其他仿真器所不具备的。因 

为本设计中正好用到的是正弦sine信号，用Mode1． 

sim可以直观地看到其频率和相位的变化。 

当且仅当伪随机控制信号rand为0且升降频控 

制信号 up—down为 1时，本系统才产生线性升频信 
1‘  

号，起始频率为 fword控制字决定，这里为 × 
Z 

F 。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当且仅当伪随机控制信 

号 rand为 0且_升 降频控制信号 up—down为 0时， 

才产生降频序列，．起始频率为fword控制字决定，这 
1，'Q 

里为 × 。 。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当伪随机控 

制信号rand为1，不论升降频控制信号up—down为 

0还是 1，都只产生伪随机序列，频率为 fword控制 

字决定，这里为 ×F 。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图3 升频仿真结果 

图4 降频仿真结果 

图5 伪随机序列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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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仿真结果的波形来看，线性升降频信号的输 

出频率符合线性增长和递减；同样随着伪随机 [2] 

码的改变，正弦输出信号的相位正好发生 180。的 
r0 ] 

转换，其结果都是符合设计要求的。 _jj 

结 束 语 

信号源设计选用的FPGA是 Altera公司的 cy． 

clone I1系列的 EP2C5Q208C8芯片，总共使用 88 

个逻辑单元 (总数为4 608)和 10 240位存储单元 

(总数为 119 808)，只 占其总体资源的很少一部 

分，而最高频率可达 168 MHz。设计中还可以通过 

调节频率输入字的位宽和正弦波存储器的位宽来提 

高设计的频率范围、频率分辨率和相位的精度，通 

过优化来提高系统的频率，对系统进行平滑升级。 

该设计满足可控震源信号发生器的各项性能指标， 

具有实现简便、集成度高和易于升级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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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顺序控制程序的逻辑是否正确，气动阀门是否 

能够快速、准确动作等。试验结果验证了软件程序 

和硬件设备的性能达到了要求。 

通过人为设定各参数的安全极限值，验证安全 

联锁保护系统在不同事故情况下是否可以可靠动 

作，试验结果表明了安全联锁保护系统的可靠性。 

在本次地面试验中，由于条件的限制，仅完成 

了系统的开环试验，分离过滤后的气体并没有循环 

进入压缩机构成闭环，所以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压缩 

机入口气量控制系统的试验，这是本次试验的一个 

问题。进一步的地面试验将建立更为完善的地面系 

统，实现对钻井装置的模拟并构成完整的闭环试验 

系统，再次进行地面试验，对整个天然气循环钻井 

工艺和控制问题进行更为充分的试验，为整套装置 

的工程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结 束 语 

笔者针对天然气循环钻井工艺和控制要求，进 

行了天然气循环钻井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为天 

然气循环钻井这一新型钻井工艺提供技术保障。完 

成了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软硬件选型、各功能模 

块的设计，进行了软件的组态与编程，该计算机控 

制系统大部分已经进行了地面工程试验，其性能可 

以满足天然气循环钻井的自动控制要求，为进一步 

的钻井现场试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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