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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DDS的原理及通过FPGA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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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数字频率合成技术(Direct Digital Synthesis ,DDS)
是一种从相位概念出发直接合成所需要的波形的新的全数
字频率合成技术，该技术具有频率分辨率高、频率变化速
度快、相位可连续性变化等特点，在数字通信系统中被广
泛采用，是信号生成的最佳选择[1]。目前市场上可以见到
很 多 集 成 的 、 多 功 能 的 专 用 DDS芯 片 ， 像 AD9835、
AD9954、AD9959等。但是在某些场合，专用DDS芯片在
控制方式、频率控制等方面与系统的要求差别很大，现场
可编程门阵列(FPGA)器件具有工作速度快、集成度高、
可靠性高和现场可编程等优点。利用它来设计符合自己需
要的DDS电路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2)的模拟信号。由式(6)得：
(7)
由此可知决定输出频率的是两次采样之间的相位增量
，
因此，只要控制这个相位增量，就可以控制合成信号的
频率。将整个周期的相位
分成M(M=2 N)份，每一份
为
，若每次的相位增量选择为 的K倍，即可得到
信号的频率：
(8)
相应的模拟信号为：

1 DDS的基本原理
DDS的主要思想是从相位的概念出发合成所需要的
波形，其结构由相位累加器、波形存储器、数模转换器、
低通滤波器和参考时钟五部分组成 [2]，其基本原理框图
如图1所示。

(9)
式中K和M都是正整数，根据采样定理的要求，K的最大
值应小于M的1/2。由式(8)得：
(10)
因此，通过改变频率控制字K就可以改变输出频率 。
由上式可知，DDS的最小输出频率也即DDS的频率
分辨率为：

图1 DDS原理方框图

(11)

理想的正弦波信号S(t)可表示成
(1)
式(1)说明只要正弦波信号的幅度A和初始相位 不
变，它的频谱就是关于f0的一条谱线。为了分析简化起见，
可令A=1， =0，这将不会影响对频率的研究。即：
(2)
式中，
(3)
对式(2)的信号进行采样，采样周期为Tc(即采样频率为fc)，
则可得到离散的波形序列：
(4)
相应的相位离散序列为：
(5)
式中，
(6)
是连续两次采样之间的相位增量。根据采样定理：
，从式(4)出来的离散序列即可唯一地恢复出式

综上所述，在采样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控
制频率控制字K来控制所得离散序列的频率，经保持、滤
波之后可唯一地恢复出此频率的模拟信号[4]。
2 基于FPGA技术实现DDS的方案
用FPGA实现DDS的基本工作过程为：通过VXI接口
电路将生成的数据存入固定数据RAM中，然后用FPGA
设计的相位累加器来计算并选择RAM中的数据存放地址，
最后将数据给定的频率控制字输出，经DAC转换即实现
了 任 意 波 形 输 出 。 原 理 图 如 图 2所 示 。 虚 线 部 分 可 用
FPGA来实现。
图2 基于FPGA实现DDS原理框图(参见下页)
图2中参考时钟由高稳定的晶体振荡器产生，主要用
于控制DDS中各器件同步工作。虚线部分相当于相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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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以上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应用，证实了利用
INSP协议集中管理WLAN中AP设备的可行性。集中管理
AP设备的方案很好地减少了管理大型WLAN的难度，提
高了管理、升级WLAN设备的效率，具备很好的使用前景。
此方法可以扩展到管理其它WLAN设备，甚至扩展到有线
局域网的设备管理方面。

图2 基于FPGA实现DDS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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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器，它由N位加法器与N位相位寄存器构成，它实际上
是一个计数器。每来一个时钟脉冲，加法器将相位增量
数据与相位寄存器输出的累积相位数据相加，把相加后
的结果送至相位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相位寄存器将加
法器在上一个时钟作用后所产生的新相位数据反馈到加
法器的输入端，以使加法器在下一个时钟的作用下继续
与频率控制字相加 [3]。由此看来，相位累加器在每一个
时钟脉冲输入时，把频率控制字累加一次，相位累加器
输出的数据就是合成信号的相位，相位累加器的溢出频
率就是DDS输出的信号频率。
3 结束语
采用FPGA设计DDS电路，充分发挥了FPGA在系统
可编程的优点，可以通过软件灵活改变相关参数，给设
计带来很多方便。用FPGA设计DDS电路较采用专用DDS
芯片更为灵活，只要改变FPGA中的ROM数据，DDS就
可以产生所需波形数据，并且FPGA的功能完全取决于设
计需要，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将DDS设计嵌入到
FPGA芯片所构成的系统中，其系统成本并不会增加多少，
因此，采用FPGA来设计DDS系统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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