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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发动机转速信号的测量与模拟技术研究 

赵俊杰 徐华中 

(武汉理工大学 自动化学院 武汉 430070) 

摘 要 飞机发动机工作性能如何主要反映于发动机高、低压转子转速、燃油流量和排气温度、滑油压力等技术参数。 

介绍了如何实现高分辨率、高精度的发动机转速 Nl、N2信号测量、模拟技术工作原理以及主要性能指标、硬件设计、软件方 

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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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aircraft engine largely depends on the parameter such as the engine rotor speed in the 

condition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fuel flow，exhaust temperature，oil pressure and other technical parameter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igh-resolution，high-precision measurement of engine speed N1，N2 signals．Further— 

more，we describe the analog technology works and the main performance，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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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飞机发动机工作性能直接决定飞机飞行效能 

和安全性能，而这些情况主要反映于发动机高、低 

压转子转速、燃油流量和排气温度、滑油压力等技 

术参数指标，发动机综合仪表用于实时检测上述性 

能参数，供飞行机组人员查看，同时也可以作为地 

面机务人员维护工作使用。 

综合仪表经历了模拟式仪表、数字式仪表和智 

能仪表三个阶段。首先模拟式仪表的基本结构是由 

磁机械式的，采用模拟器件组成各种电路，精度低、 

速度慢、适应性差；而数字化仪表如数字转速表等， 

主要由数字电路来实现，在测试精度、速度和仪器寿 

命等方面都比模拟仪器有较大的提高。随着数字信 

号处理技术及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出现了以微 

机为核心的智能仪器，由于其是以功能模拟的形式 

存在的，无论开发还是应用，都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随着航空工业和计算机工业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机 

械式仪表已经逐渐被数字显示仪表所替代，嵌入式 

系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航空仪表之中-1卅J。 

2 发动机转速信号的分析 

发动机附件上的转速传感器是一个交流测速 

发电机，它感受发动机的转速并输出，它由转子和 

定子组成。转子一般是一个永久磁铁，定子内装有 

感应绕组。当磁铁转子旋转时，磁铁转子的磁场也 

跟着旋转，在定子绕组所在空间形成了旋转磁场。 

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便有交流电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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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交流频率 厂一pn／60，式中 P为磁极对数， 

为转子的转速(r／min)。此交流电的频率与磁铁转 

子的转速成正比，而磁铁转子由发动机转轴带动旋 

转，所以，它也与发动机转轴的转速成正比。这样， 

交流电频率的大小就能表示发动机转轴转速的大 

小。为了能平稳地传送转速，要求感应交流电的波 

形接近于正弦波。一般民用飞机发动机转速传感 

器输出信号的频率为 3000Hz，由于磁极 P为 2，因 

此发动机的转速范围为 1500r／min左右，周期较 

长，如果采用频率／电压的转换方式进行测量，误差 

非常大，精度不高。因此，要获取很高的测量精度， 

采用测周期法来进行转速测量，一般用多周期测量 

方法效果最佳。而由于转速传感器信号输出为正 

弦波信号，有利于信号的处理和传输，同时减少电 

磁干扰EMI，对于后面仪表的信号调理和输出都具 

有重要意义。 

转速信号理想输出的表达式为： 

u=K *sin(2nft) 

其中：M为转速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输出，幅值按正 

弦规律变化；K为与传感器有关的系数单位；f为 

主转速信号的频率；t为时域变化的时间。 

由以上可以得出发动机转速信号电压按正弦 

规律输出，其频率代表了发动机高压室或低压室转 

子转速大小。本文讨论发动机综合仪表需要模拟 

输入 OSC1、OSC2、OSC3三个转速信号，分别代表 

发动机高压室和低压室不同的转速信号，幅值为峰 

峰值 p一0～12V可调，频率 0～4KHz可调，频 

率精度为 0．1Hz，分辨率为 0．01Hz。 

3 发动机转速信号测量 
3．1 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转速信号产生方法很多，比如用小功率电机发 

电机调速来模拟转速，这种技术控制简单，但是控 

制分辨率和精度较低，甚至很难满足综合仪表的技 

术指标需求，因而该技术方案不可取。另外使用分 

立的数字和模拟电路配合，可以产生转速频率信 

号，但是需要较多的电子元件实现，使信号工作的 

可靠性降低，各项指标基本满足仪表的技术要求， 

因而在目前的技术经济水平下，也不是理想的方 

案。所以基于我们要测试仪表的信号技术指标需 

求和当前电子设计水平出发，采用微控制器 MCU 

控制的数字频率合成器件 DDS发生可控频率信 

号，来模拟转速频率信号，再由高精度数模转换器 

DA进行由数字量到模拟量的变换，最后经过低噪 

声放大器进行幅值调理，并进行实施低通滤波处 

理 [。～ 。 

3．2 转速测量 

发动机工作时，转速并不始终处于稳态，启动、 

暖机、加速、减速、加力等状态时，转速变化范围很 

大。作为发动机综合仪表来说，必须能满足这些环 

境使用要求，如图1所示是转速测量原理框图。 

图 1 转速 测量原 理框 图 

要测量发动机转速信号，首先从飞机发动机上 

提取的转速正弦波信号，经可靠传输，进人显示仪 

表，进行信号调理，这里所说的调理主要是滤波去 

除干扰以及幅度调节处理，使之能够达到后续信号 

处理的电气要求，之后再变换为方波信号，调理为 

方波后，可以直接作为计数器的闸门信号来计算转 

速。接着再进行光电隔离和转速信号的数字化处 

理，这时信号已经变为含有转速脉冲方波信号。光 

电隔离电路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改善信号的传输 

特性，就可以测量频率或者说转速信号了。在直接 

测频的基础上发展的多周期同步测量方法，目前测 

频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多周期同步测 

频技术的闸门时问不是固定的值，而是被测信号的 

整周期倍数，即与被测信号同步。因此，消除了对 

被测信号计数产生的±1个字误差，测量精度大大 

提高，而且，达到了在整个测量频段准确测量[5]。 

转速信号的处理是发动机综合仪表测试设备 

研制中的难点技术问题之一，在实现过程中需解决 

抗干扰问题、微弱信号的调理和低频信号的精确测 

量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以使仪器测试具有高精确 

度和可靠性，确保检测调整后的发动机能够工作在 

最佳性能参数状态。 

1)抗干扰问题 

由于发动机的工作与试车时，设备为地面或机 

上电源供电，电源干扰、过程通道干扰都较严重，加 

上试车环境下尖峰电压及高频噪声干扰的影响，若 

不采取有效措施，必然会导致转速误差增大，这是 

测量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法主要有：(1)采 

用滤波器。用高品质的电源滤波器来滤除浪涌、下 

陷，在大范围内对电源进行稳压，解决高抗干扰稳 

压电源在过压及欠压时存在高频峰值电压问题； 

(2)采用信号光电隔离措施切断通道与控制电路的 

联系，有效抑止尖峰脉冲及噪声，防止干扰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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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进入控制电路；(3)对于转速信号在信号调理 

前采用屏蔽传输，保证信号质量。 

2)转速信号的调理 

小转速微弱信号的调理是设计中的一个必须克 

服的难点问题。经过实验我们没用传统的先放大后 

比较的正弦信号调理方法，而是选用高阻抗的运算 

放大器作为过零比较器、适当抬高比较电位、选用施 

密特触发器等措施同时实现信号的低通滤波、非线 

性放大及波形转换，使电路最简化，提高可靠性。 

3)低频信号的精确测量 

在小转速时信号时或频率极低时，实现同样精 

度的转速测量是比较困难的。为解决此问题，我们 

工程实际中采用多周期同步测量法测量转速。以 

往通常采用的 F／V转换测量和 A／D转换测量等 

转速测量方法在采集低频信号时精度受温度影响 

较大且易受干扰，造成测量的精确度极低，且在小 

转速时，频率测量法由于信号频率极低根本就得不 

到有效数值。而用多周期同步测量法与信号幅值 

大小无关，满足转速信号全范围的测量要求 ]。 

4 发动机转速信号模拟设计 

4．1 硬件设计 

转速信号是民用飞机发动机综合仪表处理的 

重要信号之一，相当重要。为模拟发动机转速信号 

我们采用微控制器控制管理专用 DDS芯片完成可 

控转速信号的模拟，改变信号的频率变化，可通过 

人机界面实现转速给定和监测，实现了转速信号模 

拟，其信号幅频特性通过低通滤波也能很好的改 

善，保证转速信号质量。 

首先说明数字频率合成器 DDS的选择，通过 

查阅资料，反复进行数据演算，我们选择 AD9850 

作为频率信号发生的核心器件，芯片介绍如下： 

AD9850是一款高度集成的器件，采用先进的 DDS 

数字合成技术，内部具有一个高速、高性能数模转 

换器和比较器，共同构成完整的数字可编程频率合 

成器和时钟发生器。以精密时钟源作为基准时基， 

AD9850能产生频谱纯净的频率／相位可编程并能 

模拟输出正弦波。该正弦波可以直接用作频率源 

信号，AD9850的创新高速 DDS内核提供一个 32 

位频率调谐字；对于 125MHz基准时钟输入，输出 

调谐分辨率可以达到0．0291Hz。它的电路架构允 

许产生最高达到基准时钟频率一半(或 62．5MHz) 

的输出频率，而且输出频率能以最高每秒2300万 

新频率的速率发生数字式改变(异步)。该器件还 

可提供五位数字控制相位调制，使其输出能够以 

180。、90。、45。、22．5。、11．25。及其任意组合的增量发 

生相移。AD9850还内置一个高速比较器，经过配 

置可以接受 DAC的(外部)滤波输出，以产生低抖 

动方波输出，可作时钟发生器。频率调谐、控制和 

相位调 制 字 均 以并 行字 节 或 串行 格 式载 人 

AD9850。并行加载格式由一个 8位控制字(字节) 

的五次迭代加载组成，第一个字节控制相位调制、 

省电使能和加载格式，第二至第五个字节组成 32 

位频率调谐字。串行加载通过单个引脚上的 4O位 

串行数据流完成。芯片功耗为 155roW(+3．3V电 

源供电)。AD9850采用节省空间的 28引脚 SSOP 

表面贴装封装，工作温度范围为一4O℃～+85℃扩 

展工业温度范围，满足使用。 

由于微控制器和 DDS芯片连接路数较多，需 

要接口扩展和逻辑变换处理，所以这里我们采用了 

EPM7128器件，完成接 口扩展和逻辑管理任务。 

另外 AD9850使用同步串行口工作，为此用微控制 

器的端口模拟相应的串口工作，实现对 AD9850的 

访问和控制。采用 AT89C52单片机作为微控制 

器，Pl端口用来控制液晶显示、PO、P2口经可编程 

逻辑器件 EPM7128扩展接口及逻辑编程后，微控 

制器通过EPM7128读取编码开关编码值并经解码 

变换后通过 总线操 作传输给 AD9850，再控制 

AD9850改变频率，实现转速信号的模拟输出[8]。 

该电路设计模块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微控制 

器电路部分、液晶显示电路部分、可编程逻辑器件 

电路部分、数字频率合成器电路部分。具体电路如 

下所示 ： 

1)微控制器电路部分 

微控制器 AT89C52管脚分配如 图 2所示： 

P1．0、P1．1、P1．2分别连接液 晶屏 的片选端 口 

(LCD
_ CS)、数据输入／输出信号线(LCD DATA)、 

模块数据／指令写入控制线(LCD_WR)。微控制器 

外接 11．0592MHz石英晶体及 22Pf陶瓷电容接在 

放大器的反馈回路中构成并联谐振，实现微控制器 

的工作时钟。而复位信号采用 MAX7O8复位芯片 

达到上电稳定复位功能，P0、P2口及 ALE、WR、 

RD与EPM7128连接，用于外围接口扩展。 

2)数字频率合成器电路部分 

数字频率合成器电路部分如图 3所示，本电路 

模块采用 I／O方式并行接 口进行控制 AD9850工 

作，AD985O的数据线 D0~D7与 PO口相连，参考 

时钟采用 16MHz有源晶振，AD9850的复位(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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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信号为高电平有效，且脉冲宽度不小于 5个 

参考时钟周期。由于它的参考时钟频率一般远高 

于微控制器的时钟频率，因此 AD9850的复位 

(RESET)端可与微控制器的复位端直接相连。频 

率更新控制端 FQUD和控制字装载时钟 WCI K 

分别与 EPM7128的 FQUD和 WCI K相连，所有 

控制时序关系均可通过软件控制模拟实现，输出信 

号为控制字规定频率的正弦波信号。 

图 2 微控制器 AT89C52管脚分配 

图 3 数 字频率合成器 电路部 分 

3)可编程逻辑电路部分 

可编程逻辑器件 EPM7128资源分配如下： 

P00~P07、P20～P27、AI E、wR、RD与微控制器 

对应端口连接；OSC1、OSC2所有信号与面板编码 

开关相连。FQUD和 WCI K分别与 AD9850的 

FQUD和 WCI K相连。该部分实现的功能是：微 

控制器通过 EPM7128采集面板编码开关信号，变 

换为满足 AD9850需要的控制字，再对 FQUD和 

WCI K进行 串行读 写操作，加 载控制字，控制 

AD9850产生相应的正弦频率信号。 

4)液晶显示器电路部分 

液晶显示器电路部分如图4所示，该电路模块 

采用 8位 8段液晶显示模块 LCM0825用于显示面 

板编码开关设定信号和频率给定值。该液晶模块 

为 3～4线串行接口，可与任何一种微控制器连接， 

液晶低功耗特性显示状态为 5O A，典型值省电模 

式<1 A，T作电压 2．7～5．2V，视角对比度可调， 

显示清晰稳定可靠，使用编程简单。在此电路设计 

中，供电电压采用 5V，LCD_

CS、LCD DATA、LCD 

～ WR分别为液晶屏片选信号、数据输入／输出及模 

块数据／指令写人控制线。 

图 4 液 晶显 示器 电路部分 

4．2 软件控制程序设计 

软件控制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模块的设计： 

芯片控制模块：由于 AD9850芯片是程序控制 

器件，需要软件控制和初始配置，才能正常工作，因 

而需要编写控制软件。图 5说明 AD985O的控制 

字写入时序 ，具体如下：该芯片写入控制字可以采 

用并行或串行，此设计采用并行，五字节 (W0*、 

W1、W2、W3、W4)，共计四十位，W0*为工作控制 

字节，控制产生相位偏移，还有控制进入低功耗方 

式，本设计均不考虑。那末其余四个字节，三十二 

位控制字用于频率的改变。对应于每个字节的数 

据有效或稳定期，WCLK信号锁住控制字字节，五 

个控制字节全部写人后，在频率更新控制端 FQUD 

信号的上升沿，将完整的新控制字进行装载，并使 

AD9850按照当前控制字工作，产生新的正弦波信 

号，改变了信号的频率。 

wo*X W 1 X W2 X W3 X W4 

图 5 AD7850控制字写入时序图 

图 6 OSC1信号 

的编码开关设 定 

人机接口模块：人机接 

口部分主要管理液 晶显示 

器显示工作以及编码开关 

的设定输人工作，适时进行 

频率变化 的响应处理 ，及时 

显示频率的改变，保证转速 

信号的适时准确发生。图 

6为 OSC1信号的编码开关 

设定 ，有六个编码开关 ，能 

够设定 0．00～3999．99 

Hz范围的频率，满足技术 

Ⅵ]．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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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读取第一路编码值 
Flag=1 

二二二[二二 
控制第一路．AD9850 
产生转数频率信号 

二二二[二  
读取第二路编码值 

Flag=2 

———__r—一  
控制第二路AD9850 
产生转数频率信号 

二二二[二  
读取第三路编码值 

Flag：=3 

二二二[二二 
控制第三路AD9850 
产生转数频率信号 

显示 
第一路 
频率值 

显示 

第二路 
频率值 

显示 

第三路 

频率值 

图 7 软件控制程序流程图 

定的频率信号。 

要求。其他正弦 

频率信号的设定 

与 OSC1信号一 

致，不作说明。 

频率处理模 

块 ：面板编码开关 

的频率改变设定， 

由人机接 口模块 

接收并处理相应 

的设定输入信息， 

再经软件解码、分 

析，得到最新 的频 

率设 定 值，根 据 

AD9850的控制运 

算公式，适时计算 

出新的控制字信 

息，调用数字频率 

合成器AD9850的 

写入命令子程序， 

完成新频率值 的 

改变，输出当前设 

fn 一CLKIN／2琢ElⅦ豫D 

其中，-厂G ：输出信号的频率值；CLKIN：AD9850 

工作输入参考时钟；FRE—WORD：32位频率控制 

字 。 

所以输出的频率信号不考虑相位等因素，就变 

为以上的处理控制情况，这样软件就可以按照此公 

式计算所设定频率的相应控制字。如设定2000．00 

Hz，输入参考时钟频率 16MHz，那么控制字为 

8 000(十进制)，误差理论为±0．004Hz，不考虑参 

考时钟源精度影响。 

软件控制程序流程图如图 7所示。 

5 结语 

民用飞机发动机综合仪表测试设备采用了模 

块化和小型化设计思路，硬件资源适应性广，标准 

化的接口电路及通用化的产品规范使测试仪器具 

有可靠性高，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优点，便于 日后 

设备的维护、升级。软件系统也采用可编程逻辑资 

源实现，减小了系统空间，增加了可维护性。 

发动机转速信号的测量、模拟技术的较好实 

现，使得发动机综合仪表有集成化程度高，使用方 

便，数据指示方式多、信息全，抗干扰能力强，测试 

精度高等优点，确保了发动机性能的最佳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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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的处理速度。在未来，我们将开发演示应 

用程序来证明加快处理速度的可能性。我们也将 

扩大接口以便让 FPGA和JVM 能够使用共享的 

内存。这样一来 FPGA将不需要在访问数据递交 

请求，而能直接读计算机内存里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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