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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制 多 用 逻 辑 测 试 笔

制作的主题没有改变浴改
变的是器件升级替换和新技
术的融入浴

新的一年袁 我们的制作版
将继续关注能真正动手尧自己
制作的实用产品袁而不是仅仅
停留在概念上或设计上的图
纸浴 当然袁新型的电路设计也
将是我们关注的主题袁但其与
实际实践 DIY 还是略有差异浴

智能器件的应用袁 已经不
再单指单片机或可编程器件袁
更多的是智能模块的组合和

应用浴 国外已经流行的开源系统袁国
内很多爱好者已经借助其开源系统
开发出了优质的产品袁 典型的系统
如院3D 桌面打印系统袁 智能中控系统
等等浴 相信关注电子新品的爱好者们
都不乏对它们的了解浴

或许袁很多电子爱好者因为工作
原因尧或因为其他原因袁将很少自己
再动手 DIY 一套实用的产品浴 节约成
本和无渠道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产品
已经不是 DIY 的主题袁爱好和学习或
许将是支撑我们自己制作的两大支
架了吧浴

为了共同的兴趣爱好袁为了共同
获得新的技术和技能袁欢迎将您接触
到的新技术尧 新产品与同行分享袁在
这里将有更多的 DIY 新技术尧新技能
和新品出现浴

2015 年袁 让我们继续 DIY 吧浴
殷本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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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新鲜的东西就想与大家分享袁
最近偶得一款带分集接收的 DAB+汽车
收音头袁 其特点有二院 一是双天线分
集接收袁 二是 DAB+数字广播接收功
能袁 以上其中的一种用在汽车收音头
中都非常少见袁 而二者同时出现在一
部车机中更是非常难得了遥

我们都知道袁 用在轿车中的收音
系统袁 一般都是 AM/FM 的数字调谐系
统袁 且灵敏度都要比普通的家用收音
机高袁 这是为适应移动中复杂的接收
环境而设计的袁 同时因先天的屏蔽设
计而使其抗干扰性能良好袁 因此受到
调频远程接收爱好者的喜爱遥 上世纪
九十年末的一篇试用道奇车机的文章袁
曾引发一场全国性的远程调频接收热
潮袁 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遥

现在的汽车音响系统较以前有了
长足的发展袁 主要是增加了视频系统袁
如加装了 DVD 播放系统及集导航倒车
一体的可视系统袁 而音频方面增加了
CD 播放尧 可插 U 盘及 SD 卡的 MP3 播
放功能袁 而在广播接收方面却没有什
么新的进展遥 下面我们就重点说一下
分集接收和 DAB 数字广播接收遥

DAB 是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
的英文简称袁 意思是数字音频广播袁
在国外虽然很风行袁 但国内仅几个大
城市在应用袁 而香港则采用了更先进
的 DAB+技术进行数码广播节目袁 在一
个频道带宽内可以压缩更多的数字广
播节目袁 同时可以附带传送彩片图片
及滚动的实时文字信息遥

DAB+做为一种数字广播技术袁 没
有在国内流行起来的原因就是接收机
价格较贵袁 而一部 DAB+收音往往是带
有 FM 收音的袁 但不会有 AM 收音功
能遥 集成在车载收音系统的 DAB 接收
功能是非常少见的袁 一般也只有一些

高级车系中才能见到遥
而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这款车机

是大众车中的袁 制造商是 BOES 渊博
世冤袁 欧洲的本土版本袁 葡萄牙制造袁
生产制造工艺是相当不错的遥 本机带
CD 播放功能袁 收音部分有三个波段袁
AM/FM/DAB+袁 同时向下兼容 DAB 广
播接收袁 每个波段都又分成两个袁 即
FM 就有 FM1尧 FM2袁 每波段有 6 个台
位袁 中间的蓝色背光显示屏就显示收
音及各种信息 渊图 1冤遥

本机内部结构如图 2 所示袁 工艺
确实不确袁 同样是四声道输出袁 同时
兼有音频输入功能遥 在用料方面我们
可以看到袁 现代工艺的车载机已大大
集成化和智能化袁 而最显眼的莫过于
板载的两个屏蔽单元了袁 这也是决定
灵敏度的最关键的地方袁 分集接收技
术的利用袁 更为本机的高灵敏度打下
了基础遥

FM 接收灵敏度确实很高袁 原接收

香港的 FM 广播需要室外天线才能解调
立体声袁 而现在只要普通的一段导线
就可以了袁 还可以将香港 FM 的 RDS
功能显示出来袁 带有断电记忆功能袁
而国内尚没有一个真正的 RDS 的 FM
电台袁 仅 91.8MHz 和 87.8MHz 两个频
率带有标识而已遥

由于国内 DAB 数字音频广播很少袁
所以远程接收就是必须的袁 如果在信
号有效覆盖区以外袁 就要架室外天线
接收袁 甚至还要加装放大器才能接收袁
数字信号不同于模拟信号袁 要过门限
才能接收袁 而一旦过了门限袁 就是最
好的立体声袁 背景非常纯净袁 不像 FM
广播那样有本底噪声遥

图 3 是接收香港数字广播的显示袁
不仅有节目名称尧 广播运营商标识袁
还可以显示附带传送的文字信息袁 如
实时的交通状况袁 天气预报等袁 还有
一些图片资料袁 由于本机没有大显示
屏袁 不支持彩色图片的显示袁 也不支
持汉字的显示袁 但凡英语的信息还是
可以完美滚动显示的遥

其实本机还有一个功能袁 对于爱
好者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袁 那就是工
程测试模式袁 AM/FM/DAB 三个波段都
有袁 不仅有常规的设置项目袁 如每声
道的音量大小及平衡袁 输入选择等袁
而对于远程接收爱好者来说袁 测试模
式难能可贵袁 直观显示信号强度 渊图
4冤袁 主尧 副两路分集天线的状态等袁
在工程测试模式下袁 每个波段都可以

自由调谐频率节目遥

对于 AM/FM 广播来说袁 可以显示
立体声是否解码袁 MP尧 NK 数值以及
TP尧 RDS 状态袁 香港所有 FM 电台均有
RDS 功能袁 因为 RDS 本来就是欧洲广
播的一个标准遥 对于 DAB 接收来说袁
除直观显示 8 格的信号强度外袁 还可
以显示天线状态及 Q 质量等级和 BER
误 码 率 渊 图 5冤 遥 我 们 看 到 ANT1尧

ANT2 都显示 OFF袁 其实这并不是没有
接天线袁 而是本机天线接口自带 12V
输出袁 可以直接给带放大器的天线供
电袁 由于我们仅单芯使用袁 机器未检
测到外部供电袁 所以才显示未接天线遥

实际接收表明袁 本机的灵敏度确
实不错袁 当 DAB 信号过 3 格时可以正
常收听袁 FM 过 5 格时有 ST 立体声解
码袁 低于此信号只是单声道袁 这是为
了保证其信噪比袁 实际的放声效果也
不错遥 但也有一点颇为不便袁 就是每
次开机都要输入密码袁 且收听一小时
后自动关机袁 这也是一些高级车机的
特点袁 如果在车载状态就不会有这些
问题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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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需要袁 本人用手头一块
TTL 四 2 输入与非门 74LS00袁设计制作
了一个多用逻辑测试笔袁 不但能测试高
电平尧低电平袁还能显示出高阻态和脉冲
状态袁克服了万用表测电平法袁不能很好
的区分高阻态和低电平袁 而用普通逻辑
笔又难以区分高阻态和高电平的问题遥
由于测试笔测试端直接和 TTL 与非门输
入端连接袁用于对 TTL 数字电路测试时袁
不会出现测试结果的偏差袁 克服了用运
算放大器或 555 电路测试结果与 TTL 逻
辑电平不一致的问题遥

电路原理如图 1 所示院
当测试笔 T 接触被测点为高电平

时袁与非门 U1A 的淤尧于脚为高袁盂脚输
出低电平袁DS1 红色发光二极管点亮遥 与
非门 U1B 的榆尧虞输入为低袁愚脚输出
为高电平袁 DS2 绿色发光二极管为熄灭
状态遥 DS1 红色发光二极管点亮袁表示被
测点为高电平遥

当被测试点为低
电平时袁U1A 的淤尧于
脚为低袁 盂脚输出高
电平袁 DS1 红色发光
二极管为熄灭状态遥

榆尧虞输入为高袁愚脚输出为低电平袁DS2
绿色发光二极管点亮袁 表示被测点为低
电平遥

当被测试点为脉冲状态时袁DS1 与
QS2 将随测试点电平高低变化而燃亮袁
当脉冲频率较低时袁 可以看到两个灯会
交替闪亮袁 闪烁频率与被测点脉冲频率

相同袁 由于数字电路中数
据信号的变化很快袁 多数
情况下袁 看上去就是 DS1
与 DS2 同时点亮袁 表示被
测试点为脉冲状态遥

当测试 点 为 高 阻 态
时袁其淤尧于脚将黙认为高
电平袁盂脚输出低电平袁结
果应该是 DS1 红色发光二
极管点亮遥 但由于本电路
中加入了 U1C尧U1D 组成
的约 2Hz 多谐振荡器袁輥輯訛
脚输出的脉冲电压经 R5
加到三极管 Q1 的基极袁使
三极管 Q1 在导通和截止
间交替袁 当 Q1 导通时袁电
阻 R1 并联于输入端袁会使

输入端不在是高阻态而变为低电平曰当
Q1 截止时袁U1A 输入端仍黙认为高电
平袁这样袁就出现 DS1 和 DS2 两个发光
二极管交替闪亮袁闪烁频率约 2Hz渊可以
通过改变 C1 和 R4 调整冤遥

我们知道袁 当在一个高电平或低电
平上并联一个负载电阻时袁 不会影响原
来的电平袁所以袁不会改变被测点电平为
高电平尧低电平和脉冲状态的测试结果遥

本电路可使用与非门尧非门袁Q1 可选
用 9013尧9014尧2N3904 等小功率 NPN 三
极管袁制作时袁电源端和地各引出一个鳄
鱼夹袁直接夹的被测电路的电源上袁不必
单独提供电源袁T 端连接一只表笔袁 给电
路板加一个小的机壳袁就可对电路进行测
试了渊制作印板见图 2袁成品见图 3冤遥

笔者利用芯片管脚搭棚焊接的方法
完成电路装配袁 并将电路装进一支荧光
笔内袁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袁外观也不错袁
经本人实际使用袁效果非常好袁根据电路
工作状态袁 测试结果不止以上所说的四
种状况袁 可以发现电路中工作状态的微
小差异袁慢慢体会吧遥

殷辽宁 林召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