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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PS的 CCD相机同步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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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基于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和 GPS 的 CCD相机同步控制器 , 阐述了控制器的硬

件 、软件设计思想 , 讨论了高精度时钟的实现 ,并给出了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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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工作原理

同步控制器包括内 、外两种触发方式。在内

触发方式下 ,控制器在内时钟的驱动下工作 ,按设

定的周期和脉冲宽度产生连续脉冲 ,放大后作为

触发信号控制 CCD相机进行同步拍摄;在外触发

方式下 ,控制器在外部激励脉冲的驱动下工作 ,接

收到预设数目的外部脉冲后 ,产生设定宽度的

CCD相机触发信号。当控制器应用于车载系统

时 ,内触发用于时间控制;外触发在使用里程表脉

冲作为外部激励脉冲时 ,可以实现距离控制 。在

触发信号的上升沿 ,控制器记录触发的精确时刻

(精确到 ms)、时间有效性标志和当前照片序号 ,

通过串行口实时上传到控制计算机 。

同步控制器的时间精度要求高 ,而且经常应

用于车载等恶劣环境 ,因此 ,必须具备强大的抗干

扰能力 。控制器以 M icrochip公司的 PIC16F876

为核心 ,和液晶显示模块 、键盘输入模块 、串行通

信模块以及 TTL 电平触发信号驱动模块等部件 ,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单片机应用系统;10MHz高稳

晶振 、CPLD 和授时 GPS 组成时间产生模块 ,

CPLD一方面对 10MHz脉冲分频产生 ms脉冲和

s脉冲 ,另一方面 ,通过对 GPS 1pps 脉冲信号的

滤波及位同步实现 GPS 时间校准 ,即将 CPLD产

生的 s脉冲与GPS 1pps脉冲对齐后 ,驱动内时钟

的运行。

2　系统硬件 、软件设计

2.1　CPU的选择

控制器的内时钟由硬件驱动和软件控制两部

分完成。因此 ,要保证高精度的系统时钟 ,除选用

高稳晶振和定期校时外 ,还要求 CPU指令周期应

尽可能短 ,以减少由于中断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

误差。Microchip 公司的 PIC16F876 采用精简指

令集(RISC)和哈佛总线结构 ,指令执行速度比一

般的单片机快 4 ～ 5倍 。当采用 20MHz晶振时 ,

其指令周期仅为 400ns ,符合系统要求 。

2.2　时间产生模块

对于整个系统而言 ,稳定的高精度实时时钟

是设计的重点和难点。如果时间信息误差太大 ,

势必造成整个 CCD测量系统定位的不准确 ,测量

精度也就无法保证。时间产生模块的相对时间由

CPLD对高稳晶振产生的 10MHz脉冲分频获得 ,

经过GPS校准后形成绝对时间。这既保证了控制

器的时间精度 ,又使其对 GPS的依赖性大大降低。

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CPLD是从 PAL 、GAL

发展而来的阵列型高密度 PLD器件。由于它是

纯硬件结构 ,不存在程序的跑飞和死机等问题 ,具

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 ,而且由它引起的延迟是固

定的 ,很容易补偿 ,所以本系统选用 Altera公司的

EPM 7128 芯 片。 GPS 选用 Mototola M 12 +

Timing Onco re授时型 GPS。它是一种并行 12通

道接收机 ,有极强的抗树荫和高楼遮挡的能力 ,适

用于城市及车载系统。其 1pps脉冲精度小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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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串行通信输出信息为摩托罗拉二进制 ,波特率

为 9 600 ,输出速率可由软件选择(连续输出或查

询输出),系统使用时 ,设置为 Eq位置信息输出。

格式如下:

@@Eq , mm , dd , yy , hh , mm , ss , dd , mm ,

mmmm , n , ddd , mm.mmmm , w , shhhh.h , sss.s ,

h ,m , t , dd.d ,nn , rrrr , aa ,CC<CR><LF>

其中 ,hh 、mm 、ss为当前的时间信息 。

图 1　时间产生模块电路

Fig.1　Circuit of T ime Module

由图 1可以看出 , CPLD完成了校时的核心

功能 。它的内部分为 ms和 s脉冲产生单元 、1pps

信号滤波单元 、对齐脉冲产生单元和状态机控制

单元 4个部分。校时过程如图 2所示 ,CPU接收

到GPS 的 Eq位置信息码 ,从中求解出 GPS当前

锁定的卫星数 ,如果大于设定的卫星数 ,说明当前

1pps脉冲有效 。将 RC4 置高 ,CPLD状态机控制

电路接收后 ,进入校时状态。当对齐脉冲产生电

路检测到有效的 1pps脉冲时 ,产生对齐脉冲 ,此

脉冲将 ms和 s脉冲产生电路复位完成一次校时

过程 。

由于卫星信号的不稳定和各种干扰的存在 ,

使GPS 的 1pps脉冲中会出现毛刺等干扰现象。

控制器利用本身的高精度脉冲来对 1pps脉冲进

行可信度鉴别 ,即设定一定宽度的窗口 ,将窗口之

外的脉冲作为干扰脉冲 ,系统不对其进行响应 ,从

而达到滤波效果 。

定义两个计数器:count0 ———窗口计数器 ,窗

口宽度为 500ns;count1———累加计数器 ,记录搜

索到的有效脉冲数。

从 a点开始 count0 开始计数 ,当计数到 S 1

点时 ,因为此时 count0 的值在窗口左侧 ,所以忽

略 S 1 , count0 继续计数;当计数到 S 2 时 , count0

的计数值出现在窗口右侧 , count0和 count1被清

零 ,重新开始计数 ,这就找到了第一个有效的 pps

脉冲;当计数到 b 点时 ,因为 count0的值在窗口

的左侧 , count0 继续计数;计数到 S 3 时 , count0

的值在窗口中 , count0清零 , count1加 1 。依次进

图 2　校时过程

Fig.2　P rocess of Calibrate T ime

行 ,当检测到 10个有效脉冲 ,即 count1=9时 ,就

可以产生一个对齐脉冲。

2.3　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为完全的中断驱动。后台中断服务

程序(ISR)和前台主程序循环之间的数据交换通

过事件标志和数据缓冲区来实现 。在 ISR中主

要完成内时钟的驱动 ,ms中断是整个程序中优先

级最高的中断。每个 ms中断发生时 ,ms计数器

加1 ,如果同时检测到 s脉冲 , s计数器加 1的同

时 ms计数器清零 。这就有效地防止了由于中断

的不确性所造成的内时钟累积误差 。主程序则专

注于数据处理与显示 、键盘管理以及 CPLD时间

产生模块控制等 ,其原理如图 3所示。

图 3　软件原理

Fig.3　Principle of Softw are

软件采用汇编语言编制 ,按功能划分为自检

模块 、键盘/显示模块 、数据计算模块 、中断模块 、

串行通信模块 、触发脉冲产生模块等几个模块。

3　时间补偿和测试结果

由文献[ 1]的脉冲中断法的延时分析可知 ,整

个系统的校时延时时间为:

ΔT ps =Dp0 +D p1 +Dp2 +Dps

式中 ,Dp1为 CPLD延迟时间 ,约为 15ns;Dp1为从

中断开始执行前的等待时间 ,通常为 3个或 4个

指令周期 ,准确的等待时间取决于中断事件发生

的时机 。将其视为均匀分布 ,则有 Dp1 =3.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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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μs(U 表示一个指令周期为 400ns);Dp2为校

时中断执行的时间 ,它与指令长度直接有关 ,通过

空指令消除由于跳转等原因造成的指令流长度不

等的情况后 , IS R程序中用于内时钟产生的指令

长度为 18 , 即 Dp2 =18U =7.2μs , 则 ΔT ps =

0.015 +1.2+7.2=8.415μs。因为 CPLD采用

的时钟频率为 10MHz ,最小补偿单位为 0.1μs ,

故取补偿值为 8.4μs。

图 4 为测试结果 , 测试仪器使用美国

FLUKE公司的 105B数字示波表。图 4 中波形

A 为 GPS 1pps 脉冲 , 波形 B 为 CPLD 产生的 s

脉冲 。校时 10s后的波形如图 4(a)所示 ,可以看

出 ,GPS 1pps脉冲超前 s脉冲 8.4μs ,与计算所得

的时间补偿值一致;图 4(b)为屏蔽 GPS 天线 1h

后测得的结果 ,GPS 1pps脉冲超前 16.6μs ,计算

得同步控制器 1h 累积误差为 8.2μs。

图 4　测试结果

Fig.4　Results of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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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 Camera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Device Based on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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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CCD camera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device based on CPLD and

GPS.And both the hardw are and sof tw are design method of the control device is expounded in

this paper , especially fo r the high deg ree of accuracy precision clock.The result of testing show s

that the device is eff 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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