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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

旨在提供一种接口时序简单，具有很强健壮性和

可恢复性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本发明通过

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基带处理芯片外部输入

的遥测传送帧按照帧间离散，帧内连续的传输规

则，通过3根单端线串行输入到数据采集电路，采

用多点检测的方式检测时钟跳变沿；采集数据在

写控制逻辑模块控制下按编排规则写入数据存

储模块，当数据存储模块中数据存储量超过预设

门限时，输出高电平指示信号；与输入缓冲电路

相连的后一级处理模块检测到该高电平指示信

号，根据调制速率与处理速率匹配情况向输入缓

冲电路给出请求脉冲；输入缓冲电路若正在输出

数据，则不响应该请求，否则，从数据存储模块中

读出一帧数据按照约定输出格式串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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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针对飞行器基带芯片接收

输入遥测数据的缓冲器，在输入缓冲电路中设置数据采集电路、数据存储模块、初始化逻辑

模块和写控制逻辑模块；基带处理芯片外部基带处理芯片外部处理模块检测到芯片输入缓

冲电路存储状态指示buf_state若为低电平非满，输入的遥测传送帧则按照帧间离散，帧内

连续的传输规则向芯片输入缓冲电路输入串行遥测传送帧，通过占空比50％的输入采样钟

BIT_CLK下降沿与输入数据BIT_IN，输入使能BIT_CE的切换沿对齐的3根单端线串行输入到

数据采集电路，数据采集电路采用多点检测的方式检测输入时钟跳变沿，获得采集数据，完

成接口处理；当数据存储模块中数据存储量超过预设门限时，输出ready高电平指示信号；

当数据存储模块中缓冲数据数目大于一帧长度，则输出有数据指示frame_rdy为高电平通

知后级模块；此后输入缓冲电路若检测到后级模块的取数脉冲get_en，如果当前为输出状

态，则不响应请求而继续完成数据输出，否则，以读指针rdptr所指向的存储区地址开始，启

动一帧数据输出过程。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其特征在于：基带处理芯片外部处理模

块检测到芯片输入缓冲电路存储状态指示buf_state若为低电平非满，则按照帧间离散，帧

内连续的传输规则向芯片输入缓冲电路输入串行遥测传送帧。

3.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其特征在于：数据采集电路使用基带处

理芯片内部高频系统钟检测低频外部输入时钟上升沿，并采用多点检测方法以检测到

“011”作为真实的上升沿的判据，在检测到上升沿的时隙寄存经过同步延迟的输入数据

BIT_IN作为采样值，寄存经过同步延迟的输入使能BIT_CE作为有效性指示采样值，从而在

获得最佳采样时刻的同时有效的消除毛刺。

4.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其特征在于：输入缓冲电路输出到后级

模块采用握手式交互方式进行。

5.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其特征在于：输入缓冲电路收到外部复

位、传送帧长重新配置、传送帧长因异常错误而发生改变时，均产生本地复位信号对相关寄

存器进行初始化，其中，输入缓冲电路将读指针rdptr，写指针wrptr初始化为指向存储区首

地址，下一帧基地址next_base初始化为指向存储区首地址，存储区真实使用容量use_size

初始化为存储区物理存储大小，丢弃已存数据，以实现对新配置或异常解除后对新需求的

最快响应。

6.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其特征在于：输入缓冲电路写控制逻辑

检测到芯片外部遥测传送帧输入启动时，置写指针wrptr为下一帧基地址next_base的值并

开始写入，同时更新下一帧基地址next_base，更新规则为：若更新后小于存储区物理大小，

则更新为当前值加一帧长度后的地址；反之，则更新为指向存储区首地址，并且更新存储区

真实使用容量use_size为当前的下一帧基地址next_base的数值。

7.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其特征在于：输入缓冲电路的数据存储

模块存储区容量Buse通过下式计算：

其中，Lf为遥测传送帧长，Bph为存储区物理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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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飞行器测控领域中，关于飞行器基带芯片接收输入遥测数据的缓冲

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飞行器测控通信电路中，飞行器遥测数据下发的一般处理步骤是由应用层生成

遥测数据帧，然后根据传送帧长分段，送入基带芯片进行编码，并在基带芯片内最终组成遥

测测量帧后调制发送。通常情况下，应用层处理和基带处理速率不匹配，并且一般分属于两

个不同的硬件，所以在这两层之间需要考虑数据交互问题。一般有两种交互方式：

[0003] 第一种是基于循环缓冲区的数据交互，应用层只需要判断基带芯片输入缓冲区空

满状态，符合条件直接输入传送帧即可，这种方式实现简单，具有高效的数据交互和很强的

缓冲能力，在目前各类通信系统不同层次之间的通信交互中广泛应用，但缺点是对工作环

境，硬件的稳定性要求较高，并且出错后难以发现和恢复。

[0004] 第二种是基于乒乓结构的数据交互，基带处理使用两个存储区分别一读一写，应

用层检测存储状态，决定是否进行写入到指定的存储区，这种方式能够实现不冲突交互，具

有很好的防错写可恢复的特点，但存在时序设计复杂，接口交互复杂，适应速率低的特点。

[0005] 第一种方法应用于地面测控站基带处理是一种优选方法，但相比之下，飞行器在

飞行过程中,遥测系统各种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受到外界和自身的电磁，震动，加速度，温度，

宇宙辐射等各种干扰的影响很大，严重影响到测量数据的正确传输，所以该方法可靠性差

不宜采用；而第二种方法虽然可靠，但时序设计和接口交互都较为复杂，占用资源较多，尤

其适应速率太低是瓶颈。如何设计合理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实现资源节约且简单健

壮的接口，高效且稳定可靠的层间数据交互，是飞行器基带芯片设计的一个难点。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接口时序简单，可靠性高，缓

冲能力强，具有很强健壮性和可恢复性的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法。

[000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可以通过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基带芯片输入缓冲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在输入缓冲电路中设置数据采集电路、数据存储模块、初始

化逻辑模块和写控制逻辑模块；基带处理芯片外部输入的遥测传送帧按照帧间离散，帧内

连续的传输规则，通过3根单端线串行输入到数据采集电路，数据采集电路采用多点检测的

方式检测输入时钟跳变沿，获得采集数据，完成接口处理；采集数据在写控制逻辑模块控制

下按编排规则写入数据存储模块，当数据存储模块中数据存储量超过预设门限时，输出

ready高电平指示信号；与输入缓冲电路相连的后一级处理模块检测ready高电平指示信

号，然后根据调制速率与处理速率匹配情况，向输入缓冲电路给出请求脉冲；输入缓冲电路

若正在输出数据，则不响应该请求，否则，从数据存储模块中读出一帧数据按照约定输出格

式串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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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09] 接口时序简单。本发明基带处理芯片外部输入和缓冲电路内部输出均采用3根单

端线串行传输方式，外部输入的遥测传送帧，在数据采集电路中完成接口处理，实现以内部

系统时钟驱动获得采集数据，简化了接口设计和接口时序，尤其采用帧间离散，帧内连续的

方式串行接收芯片外部输入遥测数据，管脚占用少，结构更简单。

[0010] 可靠性高。数据采集电路采用多点检测的方式检测时钟跳变沿，能够在获得最佳

采样时刻的同时，有效的消除各种原因带来的输入毛刺；数据存储采用专门的写控制逻辑

设计，能够实现不论芯片外部任何原因带来的错误写入都不会影响到后续正确的传送帧写

入，从而提高了可靠性。

[0011] 缓冲能力强。输入缓冲电路缓冲区实际使用大小设计为不大于实际物理存储空间

的遥测传送帧长的最大整倍数，能够极大化利用物理存储空间，缓冲能力强。

[0012] 强健壮性和可恢复性。在重新配置，或异常抖动而导致工作参数变化时，缓冲电路

会自动初始化各寄存器状态，丢弃缓冲区无效数据，能实现以最快速度从异常中恢复，并响

应正确的配置。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方法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基带芯片输入缓冲电路原理框图。

[0015] 图2是图1输入缓冲电路串行输入时序图。

[0016] 图3是图1输入缓冲电路串行输出时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阅图1。在以下描述的实施例中，在输入缓冲电路中设有数据采集电路、数据存

储模块、初始化逻辑模块和写控制逻辑模块；基带处理芯片外部输入的遥测传送帧按照帧

间离散，帧内连续的传输规则，通过3根单端线串行输入到数据采集电路，数据采集电路采

用多点检测的方式检测输入时钟跳变沿，获得采集数据，完成接口处理；采集数据在写控制

逻辑模块控制下按编排规则写入数据存储模块，当数据存储模块中数据存储量超过预设门

限时，输出ready高电平指示信号；与输入缓冲电路相连的后一级处理模块检测到该高电平

指示信号，然后根据调制速率与处理速率匹配情况向输入缓冲电路给出请求脉冲；输入缓

冲电路若正在输出数据，则不响应该请求，否则，从数据存储模块中读出一帧数据按照约定

输出格式串行输出。

[0018] 参阅图2。输入缓冲电路对基带处理芯片外部输入接口所涉及的3根单端线传输约

定为，占空比50％的输入采样钟BIT_CLK下降沿与输入数据BIT_IN，输入使能BIT_CE的切换

沿对齐；基带处理芯片外部处理模块检测到芯片输入缓冲电路存储状态指示buf_state若

为低电平非满，则按照帧间离散，帧内连续的传输规则向芯片输入缓冲电路输入串行遥测

传送帧。

[0019] 数据采集电路使用芯片内部高频系统钟检测低频外部输入时钟上升沿，并采用多

点检测方法以检测到“011”作为真实的上升沿的判据，在检测到上升沿的时隙寄存经过同

步延迟的输入数据BIT_IN作为采样值，寄存经过同步延迟的输入使能BIT_CE作为有效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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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采样值，从而在获得最佳采样时刻的同时有效的消除毛刺。

[0020] 输入缓冲电路输出到后级模块采用握手式交互方式进行，当数据存储模块中缓冲

数据数目大于一帧长度，则输出有数据指示frame_rdy为高电平通知后级模块；此后输入缓

冲电路若检测到后级模块的取数脉冲get_en，如果当前为输出状态，则不响应请求而继续

完成数据输出，否则按照串行输出时序约定，以读指针rdptr所指向的存储区地址开始，启

动一帧数据输出过程。

[0021] 输入缓冲电路收到外部复位、传送帧长重新配置、传送帧长因异常错误而发生改

变时，均产生本地复位信号对相关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其中，输入缓冲电路将读指针rdptr，

写指针wrptr初始化为指向存储区首地址，下一帧基地址next_base初始化为指向存储区首

地址，存储区真实使用容量use_size初始化为物理存储大小，丢弃已存数据，以实现对新配

置或异常解除后对新需求的最快响应。

[0022] 输入缓冲电路写控制逻辑检测到外部传送帧输入启动时，置写指针wrptr为下一

帧基地址next_base的值并开始写入，同时更新下一帧基地址next_base，更新规则为：若更

新后小于存储区物理大小，则更新为当前值加一帧长度后的地址；反之，则更新为指向存储

区首地址，并且更新存储区真实使用容量use_size为当前的下一帧基地址next_base的数

值，输入缓冲电路的存储区容量Buse通过下式计算：

[0023]

[0024] 其中，Lf为遥测传送帧长，Bph为存储区物理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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