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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
器的实现方法，包括 ：
正交参考信号发生模块，载
波信号合成模块，CIC 梳状滤波器模块，FIR 低通
滤波器模块，CORDIC 矢量运算模块。正交参考信
号发生模块产生与目标信号同频的单位幅值的正
交三角函数 SIN 和 COS 波。原始信号与正交参考
信号 SIN，COS 通过载波合成模块进行乘积运算，
产生两路载波信号。这两路载波信号各自分别通
过 CIC 梳状滤波器模块进行降频，再通过 FIR 低通
滤波器模块进行滤波处理后，经过 CORDIC 矢量运
算模块进行解调及矢量运算，获得目标信号的幅
值和相位。本发明克服了常规数字锁相放大器中
单路参考信号相位与目标信号必须同相位这一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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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实现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 FPGA 中以功能模块的
方式实现，具体包括 ：
产生与目标信号同样频率且相位无关的、单位幅值的正交三角函数 SIN 波、COS 波，作
为数字锁相放大器的正交参考信号 ；
依据相关性检测原理，将数字锁相放大器输入端的待检测信号分别与两路正交参考信
号进行乘积运算，产生两路载波信号 ；
对每路载波信号进行低通滤波处理，从而达到消除交流分量，保留直流分量的目的 ；
采用 CORDIC 算法对滤波后的信号进行解调，并进行矢量运算，从而获得目标信号的幅
值和相位。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对每路载波信号进行低通滤波处理，从而达到消除交流分量，保留直流分量的目的，具
体为 ：
对每路载波信号通过 CIC 梳状滤波器进行降低频率处理，再由 FIR 低通滤波器进行滤
波。
3. 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实现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 CIC 梳状滤波器的阶数取决于目标信号频率与系统采样率之间的关系，具体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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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实现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信号处理领域，具体涉及微弱信号的检测与处理中的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实现方法。

[0001]

背景技术
[0002]
相对于其他的微弱信号检测方法，锁相放大器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锁相
放大器利用信号的相关性来提取信号，相关性检测可以最大限度的压缩带宽，
抑制噪声。传
统的锁相放大器采用模拟元器件来实现，但这样会引进更多的噪声。目前，数字锁相放大器
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0003]
但常规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参考信号的相位要求与目标信号一致，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还降低了数字锁相放大器的检测精度。
[0004]
FPGA，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其内部由大量的门阵列组成，可以进行各种复杂的数
字信号处理运算，数据并行处理的硬件结构是其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优势。
[0005]
将 FPGA 应用于数字锁相放大器，充分发挥了 FPGA 在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优势，
进
一步提高了数字锁相放大器的性能。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常规数字锁相放大器参考信号相位与目标信号必须同相
位的不足，提出一种以 FPGA 技术为基础，低功耗，低成本，检测精度高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
实现方法。
[0007]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
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
的实现方法，在 FPGA 中以功能模块的方式实现，具体包括 ：
[0008]
产生与目标信号同样频率且相位无关的、单位幅值的正交三角函数 SIN 波、COS
波，作为数字锁相放大器的正交参考信号 ；
[0009]
依据相关性检测原理，将数字锁相放大器输入端的待检测信号分别与两路正交参
考信号进行乘积运算，产生两路载波信号 ；
[0010]
对每路载波信号进行低通滤波处理，从而达到消除交流分量，保留直流分量的目
的；
[0011]
采用 CORDIC 算法对滤波后的信号进行解调，并进行矢量运算，从而获得目标信号
的幅值和相位。
[0012]
所述对每路载波信号进行低通滤波处理，从而达到消除交流分量，保留直流分量
的目的，具体为 ：
对每路载波信号通过 CIC 梳状滤波器进行降低频率处理，再由 FIR 低通滤
波器进行滤波。
[0013]
所述 CIC 梳状滤波器的阶数取决于目标信号频率与系统采样率之间的关系，具体
为：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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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及有益效果 ：
[0016]
1. 本发明中的两路参考信号克服了常规数字锁相放大器中单路参考信号相位与
目标信号必须同相位这一要求 ；
[0017]
2. 采用 CIC 梳状滤波器与 FIR 低通滤波器相结合的特点，
提高了滤波器的品质因
数，进一步提高了数字锁相放大器的检测精度。
[0015]

附图说明
[0018]
图 1 为本发明的结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0]
本发明所涉及的一种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实现方法，通过对原始信号
与正交参考信号乘积运算得到的载波信号，进行 CIC 梳状滤波器降频，FIR 低通滤波器滤
波，再通过 CORDIC 矢量运算，从而得到目标信号的幅值和相位。
如图 1 所示，基于 FPGA 的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实现方法主要包括正交参考信号发生
模块、载波合成模块、CIC 梳状滤波器模块、FIR 低通滤波器模块和 CORDIC 矢量运算模块。
[0022]
正交参考信号发生模块，产生与目标信号同样频率的单位幅值的正交三角函数
SIN，COS 波，作为数字锁相放大器的正交参考信号，参考信号与目标信号具有相位无关性。
两路正交参考信号有效地解决了常规数字锁相放大器中单路参考信号相位与目标信号必
须同相位的问题。
[0023]
载波合成模块，依据相关性检测原理，将原始信号分别与两路正交参考信号进行
乘积运算，达到减弱非相关性信号强度的效果，产生两路载波信号。
[0024]
CIC 滤波器模块，分别对两路载波信号进行降频处理。该滤波器的阶数取决于目标
信号频率与系统采样率之间的关系 ；
对于目标信号频率远高于系统采样频率的情况，该模
块使 FIR 低通滤波器可以通过更少的阶数，减少波形建立时间的同时，有效地提高了 FIR 低
通滤波器的滤波性能。
[0025]
FIR 低通滤波器模块，对载波信号进行低通滤波，消除交流分量，保留直流分量。其
低通滤波性能是数字锁相放大器的关键指标，决定锁相放大器检测的高精度。
[0026]
CORDIC 矢量运算模块，采用 CORDIC 算法对滤波后的信号进行解调，并进行矢量运
算，从而获得目标信号的幅值和相位。CORDIC 算法是已有的算法，
具体可参考《数字信号处
理的 FPGA 实现》(( 美 ) 贝耶尔著，刘凌译，2011-3-1)。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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