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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基于 ARM 与 FPGA 的实时束流截面测量的嵌入式平台，讨论了电机控制器子系统的硬件接口设

计，通过 ARM 的外围总线实现了 ARM 与 FPGA 的接口，并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对 FPGA 设备进行驱动开发。
自主开发的硬件接口板用于测试 ARM 与 FPGA 实现方案以及整机集成后的硬件性能。实验测试表明，硬件接
口板能有效实现电动控制，原运动控制器定位精度为 1 μm，现平台定位精度达 2 μm，数量级上满足要求，可
用于后续 FEL 设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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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流截面是表征束流性能的重要参数，束流截
面测量系统可获得束流截面的形状和大小、束流发
射度、能散度以及能量等参数，对加速器调试、运
行和研究必不可少。上海深紫外自由电子激光
(SDUV-FEL)[1] 的束流截面测量系统 [2] 包括图像采
集、气动控制和步进电机控制三大子系统，均由分
立模块组成，其中步进电机控制子系统选用美国
Galil 公司的 DMC-21x3 运动控制卡[3]，配合驱动器
细分控制，定位精度达 1 m。
随着 SDUV-FEL 控制步进电机数量的增加，原
有电动控制系统的安全保护需额外定制的软件系统
实现，对束流测量系统的安全性和精确性有较大影
响，亟需对现有设备提出改进方案。上海光源采用
的束流位置测量(Beam Position Monitor, BPM)系统
参考斯洛文尼亚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公司的
Libera EBPM 处理器[4]，采用 RF 信号直接采样处理
的工作模式，利用带通欠采样技术对 RF 信号进行
量化后，在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中完成数字下变频、滤波、抽取等处理而得到束流
位置，典型的采样率为百 MHz。这类处理器能同时
进行闭轨、逐圈位置、快轨道反馈用束流位置的精

确测量，数据服务器内置其中。参考该 BPM 系统
的成功案例，本文提出基于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与 FPGA 的运动控制平台方案。
选用 ARM 与 FPGA 作为运动控制的嵌入式通
用平台，用于束流截面测量系统的电动位置和气动
位置控制。ARM 用于接入 EPICS 系统、电机速度
控制及位置控制；FPGA 完成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
用于接收并处理步进电机的脉冲控制信号，同时处
理光栅尺提供的反馈信号。本文对嵌入式束流截面
测量系统的总体结构，硬件接口设计和软件设计进
行了分析。
1

嵌入式系统总体设计

电机控制模块是运动控制平台的核心功能模
块，主要性能指标包括：外接八路步进电机，每路
步进电机通过限位信号和光栅尺反馈信号实现电机
闭环控制，提供多个 I/O 扩展接口，以便接入图像
采集系统和气动控制系统。束流截面测量系统采用
ARM 与 FPGA 芯片作为主控芯片，硬件系统包括
ARM 模块、FPGA 模块、步进电机接口板模块。系
统总体设计方案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总体设计原理框图
Fig.1 Block diagram of overall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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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 ARM 和 FPGA 的控制平台，移植
Linux 操作系统到 ARM 中，通过 IOC 编程即可接
入现有 EPICS 环境。ARM 作为主控芯片，发送脉
冲控制信号；利用 FPGA 的 I/O 端口多、功耗低、
主频高的优点，充分实现电机控制器的功能。ARM
和 FPGA 平台的优点在于：便于对系统控制策略进
行修改；根据实际需求对控制信号参数进行设置，
使系统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及可扩展性；
降低了硬件采购的成本。控制平台可在步进电机控
制器基础上，利用空余的 FPGA 的 I/O 端口进行功
能扩展，满足后续的扩展功能，系统保护通过 FPGA
硬件实现，不需使用额外的软件。这样充分利用了
ARM 的网络传输功能和 FPGA 的并行数据处理功
能，提高了电机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扩展性。
2
2.1

系统硬件方案
ARM 和 FPGA 选型

本方案中 ARM 芯片采用韩国 Samsung 公司的
ARM9 系列处理器 S3C2440，FPGA 芯片采用美国
Xilinx 公司的 Spartan 3 系列的 XC3S400-4PQ208。
FPGA 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利用 XC3S400 的 I/O
端口设计电机控制信号的输入输出、光栅尺信号的
输入以及外围的扩展输入输出。还可通过 JTAG 接
口编程对 I/O 进行重配置，增加了系统的灵活性。
S3C2440 的 CPU 主频 400 MHz，最高 533 MHz；
Flash 容量 64 MB，可供移植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XC3S400-4PQ208 芯片的系统门数 400 k，等效
逻辑单元 8064，分布式 RAM 容量 56 kb，块 RAM
容量 288 kb，专用乘法器 5 个，数字时钟管理单元
4 个，最大用户 IO 数 141 个。
2.2

步进电机接口板设计

步进电机接口板中 X 路控制电路见图 2，其余
7 路与 X 路类同；接口板印刷电路板实物见图 3。

图 2 X 路步进电机接口电路
Fig.2 X-axis of stepper motor interface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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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步进电机接口板实物图
Fig.3 PCB of stepper motor interface board.

(1) 输入限位信号接口设计。输入限位信号包
括 限 位 信 号 LIMITX+ 、 LIMITX-~LIMITE+ 、
LIMITE-，检测到限位信号后，限位信号触发，立
即停止相应电机的运动；限位消除，电机才能在该
方向上继续运动。
(2) 输出控制信号接口设计。输出信号为步进
电机的两路脉冲控制信号，每路都有使能、脉冲和
方向信号，8 路共 24 个输出信号。FPGA 输出信号
经电平转换和光电隔离后输到步进电机驱动器。
(3) 光栅尺信号接口设计。光栅尺信号提供三
对差分信号 A+、A–、B+、B–、Z+、Z–作为反馈，
三对信号需经差分电路转换为单路信号 A、B、Z。
差分电路由 26LS32 构成，将输入的一对极性相反
的光栅尺反馈信号转换为单极性的方波信号。其中
A、B 两路信号为正交脉冲信号，Z 路信号每转产生
一个低电平脉冲，用于回零时的定位控制。
2.3

ARM 与 FPGA 通信接口设计

FPGA 内部逻辑功能主要完成控制信号的转
发，与 S3C2440 的接口连接如图 4 所示。FPGA 中
的状态/命令寄存器用于对 FPGA 内部交换表进行
控制操作；设置两个 FIFO 分别用作 FPGA 与 ARM
间数据传输的输入与输出缓冲；一个用作 FIFO 数
据寄存器，用于读取 FIFO 存储器的数据，一个用
作控制寄存器。S3C2440 提供了 16 位宽数据总线
DATA[0:15]和 8 位宽地址总线 ADDR[0:7]，并采用
4 组控制信号进行控制数据传输：nGCS2 为片选使
能控制信号，即选择 BANK2，nOE 为使能信号；
nWE 为写数据信号，nRD 为读信号，nINT0 为 FPGA
对 ARM 的中断信号。该控制信号须由 GPIO 控制
寄存器单独设定。由于 S3C2440 的总线时钟频率为
100 MHZ，总线操作周期很短，FPGA 可通过控制
ARM9 的 nWAIT 引脚延长 ARM 总线操作周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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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PGA 控制模块

FPGA 控制模块软件设计控制逻辑如图 6 所示。
FPGA 编程需实现 FIFO 逻辑控制、时钟发生器、步
进电机控制和光栅尺反馈信号处理。

图 4 S3C2440 与 XC3S400 的接口连接
Fig.4 Interface connection between S3C2440 and XC3S400.

FPGA 到 ARM 的接口包括上行异步 FIFO 和下
行异步 FIFO，判断两个异步 FIFO 的状态。上行异
步和下行异步 FIFO 分别用来缓存来自或发送给
ARM 的数据。
束流截面测量系统硬件实物如图 5，步进电机
接口板位于正中，接口板上方小板是 FPGA 实验板，
接口板左边是 ARM 实验板，机箱两侧是电源，机
箱下部是步进电机驱动器；FPGA 与步进电机接口
板通过总线插槽连接，FPGA 与 ARM 间的数据通
信接口通过外接总线连接。图中接口板各器件焊接
及接口连接全部手工实现，检测并保证了开发板中
各功能模块的信号完整性。

图 6 FPGA 模块控制逻辑
Fig.6 Control logic of the FPGA module.

FIFO 存储器内部有读写指针，使用数据寄存器
访问，当 ARM 读取一个数据后，FIFO 读指针会指
向下一个数据，再次读取时读取下一个数据，写入
端操作同理。
时钟发生器产生 FIFO 读写时钟信号，FIFO 通
过写时钟信号将数据读入，FIFO 数据半满时(存入
4096 个 bit)产生半满中断信号，通知 ARM 读取数据。
步进电机闭环控制通过接收 ARM 发送的脉冲
控制信号，使用 Verilog HDL 编程实现步进电机的
逻辑控制功能。光栅尺反馈信号将反馈的数据信号
存入 FIFO 中，待 ARM 进行读取。FPGA 模块中
FIFO 功能测试使用逻辑分析仪及 ModelSim 仿真观
察程序波形，可实时获取和调试信号逻辑。
3.2

图 5 束流截面测量系统硬件实物图
Fig.5 Photo of the prototype beam profile diagnostic system.

3

系统软件设计

运动控制平台系统软件设计包括 FPGA 控制模
块、Linux 系统的驱动开发、控制界面编程和 EPICS
的移植。FPGA 编程采用模块化设计，单独控制各
路步进电机，以完善系统的控制功能，便于提高电
机的控制精度和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灵敏度，增强系
统的可靠性；ARM 部件编程在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
统环境下实现。

Linux 系统移植和驱动开发

嵌入式 Linux 系统采用 2.6.24 的内核版本，系
统移植主要使用 U-boot 实现，文件系统的烧写和程
序配置参照 ARM 开发板的在线文档实现。FPGA
设备驱动开发采用通用的编程方案，使 FPGA 驱动
程序不限于固定的 FPGA 芯片。FPGA 设备在 Linux
系统中属字符设备，Linux 将所有字符设备都作为
文件进行操作，对 FPGA 设备完成初始化后，系统
编程需实现的操作函数接口封装在 file_operations
结构体中，接口封装主要函数包括对文件的基本操
作如 read()、close()、read()、write()等，根据 FPGA
与 ARM 的连接逻辑对模块函数进行定制，通过改
写 ioctl()函数功能，实现对 FPGA 设备的控制。FPGA
设备驱动程序整体调用过程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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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的数据、检测和处理 FPGA 使用时出现的中断
请求和数据处理。Linux 通用中断程序的流程是在
应用程序向 Linux 申请了中断通道后，系统会响应
外部中断 IRQ_EINT0，进入中断处理程序。中断处
理接受各中断接收的信息反馈给设备，并根据服务
的中断类型进行数据处理。FPGA 设备驱动需准确
快速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和阻塞操作，实现 ARM
和 FPGA 的全双工数据通信。驱动程序编写后，需
在 FPGA 端对上行和下行 FIFO 环回。
4
图 7 FPGA 设备驱动数据流图
Fig.7 Dataflow of FPGA device driver.

FPGA 驱动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对 FPGA 设备
进行初始化和释放操作；把控制信息从内核传到
FPGA 以及从 FPGA 读取数据；读取用户区间应用
程序的数据，传给 FPGA 设备文件；回送应用程序

实验结果

FPGA 设备的编程通过 Verilog HDL 语言完成，
波形仿真结果通过 Modelsim 分析，RTL 电路图由
Synplify 生成，图 8 为 FIFO 模块的波形仿真图。
ARM 端嵌入式平台下测试用的图形界面用 Qtopia
编程实现，图 9 为 ARM 与 FPGA 通信控制界面图。

图 8 FPGA 光栅尺信号仿真波形图
Fig.8 Simulation wave of FPGA’s encoder signals.

5

图 9 ARM 与 FPGA 通信控制界面
Fig.9 ARM embedded system control GUI.

实验室环境下硬件测试系统的编码器回馈频率
最高可达 12 MHz，步进输出频率最高达 3 MHz (脉
冲及方向)，可实现光栅尺回馈、原点复归、正负极
限控制、支持 1–8 轴电机控制，单轴控制下配合驱
动细分控制器的定位精度为 2 μm，与 DMC-21x3
运动控制卡的定位精度相差 1 μm。

结语

搭建了 ARM 和 FPGA 运动控制平台后，控制
系统的扩展性得到提高，实现了预想中的要求。后
续的开发工作包括在 Linux 中完善步进电机控制的
GUI 开发及 EPICS 环境的移植，进一步改进 FPGA
的控制逻辑，提高步进电机控制安全性和定位精度。
ARM 和 FPGA 架构的束流截面测量系统进展
顺利，对单个步进电机控制可达到 2 μm 的定位精
度，有效实现了单个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考虑到
FEL 隧道中同时操作多个电机的需求，后期开发需
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在进行现场在线测试后，争
取替代现有隧道中的电机控制系统，从而提高 FEL
装置数据采集可靠性和扩展性，并改善束流测量的
效率和准确率。
参考文献
1

ZHAO Zhentang. Design study for the sduv-fel facility[R].
Proceedings of APAC, Gyeongju, Korea, 2004: 161–163

170
2

核

4

第 35 卷

术

Takano S, Masaki M. OTR based monitor of injection
beam for top-up operation of the spring-8[R]. Proceedings

3

技

specification 1.91[Z]. 2007
5

刘 源, 朱善安. 基于 ARM9 和 CPLD 的嵌入式工业控

of the DIPAC, 2005: 72–74

制系统[J]. 机电工程, 2007, 24(1): 39–49

Galil Motion Control Inc. DMC-21x2/21x3 Manual[Z].

LIU Yuan, ZHU Shanan. The embedded industry

Rocklin, California, US, 2008

controlling system based on ARM9 and CPLD[J]. Mech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ies Company. Libera electron

Electr Eng Mag, 2007, 24(1): 39–49

An ARM- and FPGA-based motion control platform for measuring
beam cross-section of SDUV-FEL
YA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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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al-time beam profile diagnostic platform based on embedded ARM and FPGA has been developed for

beam cross-section measurement of the SDUV-FEL (Shanghai Deep Ultra-violate Free Electron Laser).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the interface design of the stepper motor control subsystem. The interface is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ARM
external bus, and the driver for FPGA device is developed under Linux operating system. The interface board is
designed and fabricated from chips level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hardware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modules. Test results of the motor control subsystem show that the motor location resolution is about 2 μm for the
interface board. The architecture is scalable and suitable for further application in FEL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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