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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照排机输出控制系统设计*

苏光奎　朱欣焰　张银洲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39号 , 430070)

摘　要　简析了激光照排机工作原理 ,提出了激光照排机输出控制接口的设计方法 ,重点论述了计算机与激

光照排机之间数据缓冲、数据传送、数据分离、信号转换的基本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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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原理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的发展 ,出版印刷业

都逐步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排版、图形编辑。计算

机将这些文字图形等信息存放在磁盘中以备随时

调用和输出。激光照排机 (以下简称照排机 )是高

精度输出的一种理想的输出设备。

照排机的输出分辨率高 ,它有每英寸记录 742

线、 1 016线、 2 032线、 3 000线等多种形式。其记录

速度一般可达 127mm /min,有的记录速度还可快

几倍。若记录速度为 127mm /min,记录分辨率为

40线 /mm ,记录宽度为 302mm ,记录数据率为

84. 67线 /s ,则由计算机传送给照排机的数据传送

率为:

V = 40× 302× 84. 67 1. 03× 106 ( by te)

记录一幅 302mm× 400mm的图像时 ,它的记录信

息量为:

Q = 40× 302× 40× 400

= 1. 932 8× 10
8
( bi t )

也即 Q为 2. 416× 107 by te。

由于照排机的输出速度较快 ,并且一旦激光

照排机启动输出一幅图形后 ,中间不能间歇数据

的传送 ,如此大量的点阵图形信息又是存放在硬

盘之中的 ,而硬盘的读取速度是远远低于照排机

的输出速度的。为此 ,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原有的

硬件资源 ,提高计算机输出数据传送率。为了解决

输出设备速度快与硬盘读取速度慢的矛盾 ,可将

硬盘中的图形信息首先调往计算机的内存高层空

间 ,然后从内存的高层空间依次将其点阵信息传

送给照排机输出。因此 ,在照排机与计算机之间必

须要有一个智能控制接口以控制计算机信息的输

出。

图 1　激光照排机接口框图

Fig. 1　 The Principle Diag ram o f the La se-typer se tter Interface

　　根据照排机输出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机中图像 数据的表示形式 ,设计它们之间数据传送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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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框图如图 1所示。由图可知 ,计算机可将输出

的点阵信息传送给智能接口的数据缓冲器 ,再由

照排机依次取走输出。当数据缓冲器中的点阵信

息输出完后 ,智能接口就向 CPU发出 DM A请

求 ,要求计算机重发一组点阵信息输出。当一线的

点阵信息输出完后 ,智能接口就向 CPU发出中

断请求信号 ,要求计算机传送下一线 ,直到一幅图

形输出完为止。

2　系统设计

2. 1　电平转换

计算机输入输出信号通常都是 TT L逻辑电

平信号 ,它的每一根信号线代表一位二进制位。当

电平电压为 3. 6V时表示逻辑 1,当电平电压为

0. 3V时表示逻辑 0。然而 ,照排机的输入输出信号

都是差分信号或单极性的信号。因此 ,计算机与照

排机之间的信号必须经过电平转换才能相互识

别。照排机的连接信号有 3类 ,分别是数据信号、控

制信号、状态信号。计算机传送给照排机的数据和

控制信号都是 T TL逻辑电平信号 ,这两类信号

必须转换成差分信号或单极性的信号才能传送给

照排机。此类的转换多采用 AM26LS31接口驱动

器就能完成。照排机发出的状态信号是差分信号 ,

若要将其转换成与计算机兼容的 T TL电平信

号 ,可采用 AM26LS32接收器。

2. 2　接口地址选择的设计

照排机 I /O控制接口电路中有数据输出缓

冲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等。这些寄存

器的输入输出都必须给定一个地址。计算机通过

访问这些地址完成数据的输入输出。由于市场流

行的接口卡种类繁多 ,除了系统管理的和几种特

定的 I /O接口卡指定了 I /O地址外 ,其它用户设

计的接口卡的地址一般都是由硬件设计者设定

的 ,并没有规定一种标准化的接口地址 ,这就出现

了多种接口卡地址的冲突问题 ,并导致同一台计

算机使用地址相同、功能不同的接口卡时出现“死

机”等故障。为了解决此类问题 ,接口卡的地址应

该设计成可任意调整的。其地址译码电路如图 2所

示。若在同一台计算机内插入有相同地址的不同

接口卡时 ,它不需要改动任何硬件线路 ,只需要拨

动相应的 DIP开关位就可完成地址的改动。

2. 3　中断的形成

计算机控制照排机记录信息 ,必须首先检测

照排机是否准备就绪 PRDY。若已就绪 ,则计算机

可发送一进片信号 GO启动照排机工作。当照排

机准备照排后 ,它将反馈线准备好信号 LRDY,

准备记录一线的点阵信息。若 LRDY未准备好 ,

则不能记录信息。其工作波形如图 3所示。

图 2　接口地址译码电路

Fig. 2　 Th e Address Decoding Circuit o f the Interface

图 3　记录一幅图的时序

Fig. 3　 The Time Se ries o f a Graphica l Page

图 3中的 T 是输出一线点阵信息的周期时

间 , T 1是正向输出点阵信息占用的时间 ( T 1=

3. 63ms) , T2是照排机输出一线点阵信息后的回

扫时间。根据记录信息率为 84. 67线可得:

T = 1 /f = 1 /84. 67= 11. 8ms

T2 = T - T1 = 11. 8ms - 3. 63ms = 8. 17ms

若要在 3. 63ms时间内使计算机从硬盘中取出一

线的点阵信息 (最大数为 5by te /mm× 302mm=

1510by te )并传送给照排机的接口电路是很困难

的。解决的方法是首先将输出的大量数据全部调

往内存的高层空间 ,利用照排机的回扫时间 (即

LRDY无效期间 )将其内存高层空间的一线点阵

信息传送给指定的内存低层空间 ,然后在 LRDY

有效期间再从这一内存低层空间的线点阵信息缓

冲区中将点阵信息依次输出到接口电路中去。这

样既可充分利用 LRDY的空闲期 ,又可将一幅图

的点阵信息分段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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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照排机的状态信号和控制信号 ,就可产

生一线点阵信息传送的中断请求信号 IRQ,其线

路如图 4所示。

由图 3可知 ,当 GO、 PRDY有效时 ,在 LRDY

的上升沿开始传送点阵信息 ,要求在 LRDY的下

降沿开始传送下一线的点阵信息 ,因此 , IRQ是

在 LRDY的下降沿产生的。

图 4　中断请求逻辑框图

Fig. 4　 Th e Logica l Diag ram o f the Inter rupt Request

2. 4　数据的传送

存放在内存缓冲区中一线点阵信息 ,通常它

是根据输出图形幅面的宽度来决定的。从图 3可

知 ,传送一线点阵信息的时间最长为 3. 63ms,而

在 3. 63ms内需传送的最多字节数为 1 510by te。

如图 5所示。

图 5　数据输出时序

Fig. 5　 The Time Series o f Data Output

传送一个字节的时间约为 1. 96μs,则最高传

送频率为 510kHz。若每传送一个字节都采用中断

方式是不能达到传送速度的 ,也就更不能用程序

控制传送方式向照排机传送数据。为此 ,必须采用

DMA方式传送数据。

DATCLK信号是由照排机发往智能接口的

数据同步时钟信号 ,它表示将数据已送往照排机

的数据缓冲区。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此信号作为向

CPU发出的请求信号源。由于 DATCLK信号是

脉冲信号 ,并且每一个 DATCLK信号只作为一

次 DM A请求 ( DRQ) ,要求传送一个字的输出 ,

所以必须用 DM A回答信号 DACK既作数据的

选通控制 ,又作数据输出的缓冲控制。其 DMA请

求的逻辑框图如图 6所示。

图 6　 GM A请求逻辑

Fig . 6　 DM A Request Logic

2. 5　数据的缓冲与分离

由于一次 DM A请求是传送一个字的信息 ,

当上次输出到智能接口的点阵信息被照排机取走

后 ,此时再向 CPU发 DMA请求要求传送数据的

最长时间为 1. 72μs。若数据准备不及时或计算机

的速度比较慢 ,将会造成输出点阵信息断线、重线

或掉点等现象。为了解决此类的问题 ,可在 DAT-

CLK的上升沿就向 CPU发 DMA请求 ,要求计

算机传送下一字的信息 ,同时向照排机传送本次

输出的信息。这样只要要求 DM A在 1. 96μs时间

内传送一个字的点阵信息就不会出现上述现象。

若智能接口中只采用一级缓冲 ,当照排机取

走一个字的信息后 ,需等待 DM A传送来的下一

个数据才能输出。为了让输出数据缓冲器中的数

据能随时提供给照排机 ,在智能接口中采用两级

缓冲方式 ,第一级缓冲与 DM A传送数据 ,第二级

缓冲与照排机传送数据 ,这样就可避免出现字与

字输出传送过程中误码的问题。

为了降低 DMA的传送频率 ,每次 DM A请

求传送一个字 ,而照排机每次只传送一个字节 ,由

此 ,一次 DM A请求传送的一个字必须分两次传

送给照排机。为了实现一个字的数据分离 ,必须对

DATCLK进行分频计数。当 DATCLK为奇数

时 ,智能接口向照排机传送低 8位数据 ,反之 ,则传

送高 8位数据。然后照排机就准备取下一个字的信

息输出。因此 ,在 DATCLK为偶数时 ,其上升沿

开始传送高 8位的数据 ,并向 CPU发 DMA请求 ,

其下降沿是将一级缓冲器的数据送给二级缓冲

器 ,以备下一次的 DA TCLK信号对二级缓冲器

中的数据进行分离输出。照排机智能接口的二级

数据缓冲及数据分离的逻辑框图如图 7所示。

图 7　数据缓冲与分离

Fig. 7　 Data-Buffering and Data-Separ ating

(下转第 1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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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Shear Behaviour of SFRC Composite

Beams Subjected to Uniformly Distributed Load

Xu Lihua　Ding Shimiao
( School of Urban Studies ,W TU SM,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hea r behaviour o f steel fibre reinforced concrete ( SFRC) com-

posi te beams subjected to uni fo rmly dist ributed load is analy zed, and the fo rmulas fo r ca lcu-

lating the shear capaci ty of SFRC composi te beams is proposed by testing 11 members. The

test resul ts show tha t adding steel fibre improves the shear behaviour of composi te beams.

Key words　 steel fibre; composi te beams; steel fibre reinfo rced concrete; shear behaviour

(上接第 165页 )

　　由于 DATCLK信号在照排机输出的过程中

是连续不断地发出的 ,若漏掉一个 DATCLK或

误判一个 DATCLK将使输出图片整个错位。解

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有多种。如在硬件上采取一定

的措施确保 DATCLK能被正确地识别 ,或在软

件设计上以线为单位输出 ,这样即使在某条线内

出现错误 ,也只会影响本条线的一部分输出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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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put Control Interface Design for Laser-typersetter

Su Guangkui　 Zhu X inyan　Zhang Yinzhou
( Sch ool of In formation Engineering ,W TU SM , 39 Lu 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hav ing analyzed the w orking principle of th e laser-typerset ter, this paper

describes a design of the control interface betw een a computer and a laser-typerset ter.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speed matches, th e storage of g raphical data, are discussed in detai l. In

the contro l process, the g raphical data a re stored in the high memory. To solv e the speed dif-

ference betw een a computer and a laser-typerset ter, the multi-buffering technique is used in

the design. By using these methods, the w hole g raphical da ta can be deliv ered continuously.

The basic ideal and implementing methods for data buffering , da ta deliv ering , data separating

and data transforming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lay er-typerseter; output control; circuit design fo r the inf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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