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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介绍丁一种基于 vxJ总线的飞机导航设备自动测试系统的设} 

构及软件设计，该系统具有操作简便、测试精度高、系统开放等特点。 

关键词：自垫型蔓垂蕴；—VXl—,~,N 
中国分类号：V351．37；TP274 

适配器；生 丛量；! 三堕丝鱼 
文献标识码：A 

论述 r自动测试系统的硬件结 

The Automatic Testing System for Airplane Navigation Equipment 

ZHENG Zhong—ruing． ZENG Xian—lin．ZHANG Xian—y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Electronic Technique，First Aeronautic Institute of the PLA Air Force，Xinyang 464000，China) 

Absh-act：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automatic testing system based on VXI b．s h airplane navigation equipment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hardware strueture and the software design of the automatic testing system are a1so described in de— 

tail The system is noted for its simple operation．high t precision and system owening etc 

Key words：automatic testing system；VX1 busl adapter；virtual instrument；airplane navigation equipment 

I 引言 

为适应高科技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不仅要不断提 

高飞机的性能，而且对相应的检测设备的性能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自动检测技术的应用是飞机维修的发 

展方向，是航空综合保障的有力保证，它可 减少维 

修人员，缩短维修时间，提高检修效率，提高飞机的 

可靠性和完好率，井直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目前， 

我军现役飞机的二线检测设备普遍存在着品种繁多、 

功能单一、通用性差、可靠性低、测试精度不高、操 

作复杂、自动化程度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部队和工 

厂的维修保障能力和水平，因此迫切地希望能有一种 

代表现代高技术水平的新设备来替代它们。为此我们 

研制了一种基于 VXl测试总线技术的飞机导航设备 

自动测试系统，以适应飞机导航设备的二线检测的需 

要。 

飞机导航设备自动测试系统是基于 VXI测试总 

线技术、虚拟仪器技术和 DSP技术的一套完整的功 

能测试系统。系统 “软件即仪器”为指导思想，集 

成了测试接口和专用适配器。能完成导航设备的相关 

部件的补场可更换单元的离位检测和大修级检测．具 

有故障诊断和定位能力。该系统界面友好、操作简 

便、测试精度高、可扩展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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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硬件 

系统硬件主要由主控计算机及外设、VXI机箱、 

VXI功能模块、通用测试接口、适配器等组成，系统 

框图如图 1所示。 

2．1 VXI功能模块 

VXI功能模块包括：零槽控制器 (HPE8491A)、 

调制度分析模块 (8494H)、数字表 (VXI4101A)、 

RF信号源模块 (3271)、数字 i／o模块 (VXl—DIO 
一

128)、数字示波器模块 (TVS621A)、A／D和 D／A 

转 换 模 块 (6262A)、任 意 函 数 发 生 器 模 块 

(HP8498A)、矩阵开关模块 (1260—45A)等。这些 

模块的组合，可提供： 
-64路数字量输入； 
-64路数字量输出； 
·16×16矩阵开关； 
-4路 16位 D／A输出； 
-4路 16位 A／D输入； 
-2路 250MHz带宽的数字式示渡器； 

2路 250MHz带宽的计数器 

图 1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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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  雁堕墅至 H il 巫圈 善f ·1路5o0MH 带宽的计数器； ·10kHz 2．4GFIz 信号源； 
图2 接口适配器 ．IOHz

一30kHz调 

制信号； 

·5位半的高精度数字表。 

此外，还有调制度分析仪、多路开关和射频开关 

等。VXI机箱选用 C型 13槽机箱。 

2．2 通用测试接口 

通用测试接口是被测设备经专用适配器与系统各 

种资源 (VXI模块)连接的桥梁，其中包括开关量 

输入输出接口、低频模拟量输入输出接口、射频信号 

输入输出接口等，通过软件控制，供不同被测设备分 

时使用。系统中对通用接口的每一十插座和插钉的信 

号类型，都依据测试设备对象作出了定义，必要时也 

可由系统进行重新定义。 

2．3 专用适配器 

导航设备中各部件间的控制和信号传输均采用模 

拟电路技术。控制盒通过非标准逻辑控制信号和模拟 

控制信号完成对导航设备主机的控制。要实现替代导 

航设备控制盒对设备主机实施功能控制，进而对其进 

行全自动的智能化检测。使用现有的 VXI测试系统， 

不能实现对导航设备各部件的全自动测试。为此，在 

测试对象 (uuT)与 VXI系统通用接 口之间加入接 

口适配器。 

适配器功能：①将 VXI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成 

适合于被测部件的模拟信号或被测部件输出的模拟信 

号转换成适合于 VXI系统的数字信号。②完成对导 

航设备主机输出的航向信号的提取，并将其处理和转 

换成 VXI系统能识别的航向信号。③提供与导航设 

备各部件相匹配的电缆端口。接 口适配器的主要原理 

框图如图2所示。 

其中控制信号处理单元对被测设备所需的控制开 

关量信号进行处理，主要包括指令译码、电平转换、 

控制信号模拟等电路。模拟信号处理单元对被测设备 
主 控 程 序 

功 能 摸 块 囵 回 囵  舅试项目摸块 回 E圈  

公 用 程 序 

圈 VXI系统卑 圈圈圈 

图 3 系统程序调用原理框图 

输入和输出的模拟量进行处理，主要包括指令译码、 

A／D、D／A转换等电路。航向信号处理单元实现对航 

向信号的提取和处理，主要包括AC—DC变换、A／D 

转换等电路，在软件中采用曲线拟合技术使虚拟航向 

指示器与实际航向指示器相吻合。 

3 软件组成 

导航自动测试系统是一个虚拟仪器系统。系统在 

基本硬件的支持下，利用计算机为用户提供操作与控 

制界面，实现信号的分析与处理，获得测试结果。以 

不同形式通过不同媒体表达与输出，从而实现各种不 

同功能的仪器。系统的软件充分体现了 “软件即仪 

器”的思想。 

整个测试软件是在中文 WINDOWS NT4．0操作 

系统的支持下，采用 LABWINDOWs／CVI5．1开发 

平台并辅以 Windows SDK、Windows Help、Ⅳorkshop 

及Visual C++等其它软件开发的。软件采用模块化 

设计，为用户提供一十集成化的测试环境，各程序模 

块在主控程序和操作系统的管理下实现互相调用和连 

接，这些模块包括测试项目模块、功能模块、VXI 

系统库及公用程序，系统程序的调用原理如图 3所 

示。整个软件从结构上又分为测试应用程序、功能程 

序、公用子程序、数据库、文档五十部分，其结构框 

图如图4所示。 

3．1 测试程序 

测试应用程序是针对不同的测试对象及测试项目 

而开发的综合应用程序，它包括各种设备的测试程 

序。每一测试程序直接实现某一设备规定的测试内容 

及仪器程序的调用。测试程序模块层次分为：设备选 

择模块 一一部件选择模块 一一性能测试项 目选择模 

块，使程序结构清晰、易读性强。在 自动测试方式 

下，这些模块在系统 

软件的管理下依测试 

事件的逻辑关系动态 

连接起来，并对被测 

数据作综合分析，实 

现故障的判断和定位， 

从而大大减轻了测试 

操作负担．缩短了测 

试工时；在半 自动测 

试方式下，操作者可 

依据需要任意选择性 

能项 目进行有针对性 

的测试。灵活的测试 

方式为用户进行设备 

大修调试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 

3．2 功能程序 图4 程序结构框图 

圈一一 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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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程序主要实现系统设置、系统维护、即时保 

存、打印测试结果、查询、打印资料、联机辅导与帮 

助等功能。 

3、3 公用子程序 

公用子程序实现 VXI模块的管理、矩阵开关的 

管理、电源管理等，另外还包括一些其它公用函数。 

3、4 数据库和文档 

数据库部分用于测试结果的数据管理，包括数据 

的保存、维护、浏览、打印等。文档部分用于测试系 

统的文档管理，包括系统硬件信息、软件信息、连机 

帮助、操作指引、辅助故障诊断等文档。 

3．5 用 户界面 

用户界面是用户与系统进行交互操作的接口。自 

动测试系统的用户界面由主控界面和测试软面板 (虚 

拟仪器面板)组成。主控界面包括测试设备 (UUT) 

选择窗口、测试方式 (自动／半自动)窗口、帮助窗 

口、系统维护窗口、系统设置窗口等功能窗口。各功 

能窗口上包含了执行各项任务的命令按钮和各类用于 

输入输出的界面元素。测试软面板的作用类似于传统 

仪器的面板．软面板上提供开关、按钮、滑动条等界 

面元素，提供指示灯、数字表盘、文本显示等以显示 

测试状态与结果 以便用户在半自动方式下进行有选 

(上接第39页) 

择的个别性能项目测试。软面板上还提供保存、打 

印、帮助、返回等通用命令按钮，用户可通过它们即 

时保存或打印测试结果、随时获取帮助及各窗口间的 

相互切换。 

4 结柬语 

该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VXI模块的可利用 

资源极其丰富，可随时根据用户需要扩充其测试功能 

及测试项目。若要实现对其它电子设备的自动测试， 

则只需扩展相应的匹配器和测试应用程序，无须重建 

整套系统。该系统经实际使用证明，各项性能均优于 

传统测试设备．具有功能齐全、通用性好、测试精度 

高、界面友好、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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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采集卡的稳定性，图像处理中的边缘寻找．直线 

拟合精度对测量结果都有较大影响。 

6 结论 

零件几何参数测量系统能对多种几何参数进行自 

动测量，测量速度快，能够达到较高的测量精度。对 

于特定零件的测量软件设计较为方便，通过验证效果 

较好。通用测量软件的设计较为复杂，我们正进行通 

用测量软件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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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减少对硬件部分的老化和损耗，软件特增加 

了模拟操作功能。模拟操作时，VXI主机箱无需工 

作，无需连接任何被校仪器，可让用户进行全过程的模 

拟操作。 

6 结柬语 

通用仪器 自动校准系统是一套集高可靠性 的 

VXI总线技术、高精度的虚拟仪器技术、高效的自动 

测试技术于一身的系统，能完成对具有 GPIB接口仪 

器的全 自动校准，对不含 GPIB接口仪器可进行人机 

对话交互式校准。它的研制成功实现了校准自动化， 

提高了校准系统的机动性，满足了通用仪器校准的需 

要。 ’ 

参考文献： 

[1]陈光禹 vXI总线测试平台技术[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1996． 

[2]LabWindows／CVI User Manu~[M] Natlomd Instuments， 

1998 

[3]LabWindows／CVI programmer Refo'enee Manual[M] Na· 

tJona1．Instuments，1998 

[4]海航通用仪器综合拉准系统研制报告[R]．1999 

[5]海航通用仪器综合校准系统技术报告[RI，199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