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袁有的卫星传送节目参数中符码率高达
45000袁 这使得部分数字机无法正常收视高符码
率节目袁J15 接收机就是这样遥 用 J15 接收 138毅E
亚太 5 号卫星上数码天空 12660 一组高符码率
节目时袁添加接收参数执行搜索后袁可正常下载
节目袁但该组参数下免费的好消息二台尧希望电
视台和东森新闻 HD 却为黑屏袁 此时查看信号强
度为 96袁信号质量为 103袁可见并非信号质量差
原因引起袁而是因接收机本身原因造成遥 在网上袁
已有烧友介绍通过修改硬件实现 J15 接收机正常
收视数码天空高符码率节目的方法袁其方法很简
单袁 只需将调谐电路板上的电阻 FB5尧FB12尧
FB16尧FB11尧FB7 短路就可以了袁 因改制方法简
单袁决定按此方法一试遥

为方便改制袁 先把调谐电路板从机壳内拆
下袁 在调谐电路板上找到电阻 FB5尧FB12尧FB16尧
FB11尧FB7遥 取一段纤细导线袁用电烙铁将导线镀
上锡袁 再用尖头烙铁将导线焊接在电阻两端使之
短路遥分别短路 FB5尧FB12尧FB16尧FB11尧FB7袁仔细
检查无误后袁将调谐电路板装回原位袁连接天馈系
统后通电试收袁此时接收所有节目均为黑屏袁但信
号锁定灯点亮遥 通过这样改制袁并未能成功接收到
138毅E 亚太 5 号卫星上数码天空高符码率节目袁
反而使接收机原来能正常收视的节目不能收视
了遥 决定拆除 5 个电阻上的短路线袁 使之恢复原
状遥但在首先拆除 FB7 短路线时袁FB7 粘在电烙铁
上已被烫坏袁FB5尧FB12尧FB16尧FB11 上的短路线
没再用电烙铁拆除袁 只用剪刀剪断袁 接通电源试
收袁仍为黑屏遥 因 FB7 已脱离电路板袁原安装 FB7
处线路处于断开状态袁又用导线直接连通线路渊如

图冤袁再次接通电源时袁画面出现袁声像俱佳袁切换
到 138毅E 亚太 5 号卫星试收数码天空高符码率一
组节目袁免费的好消息二台尧希望电视台和东森新
闻 HD 正常收视袁总算是有惊无险遥

事后分析没有改制成功的原因院J15 接收机分
为镁光版和海力士版袁 两个版本的 J15 接收机硬
件构成有差别袁相应的系统软件也不同袁网上介绍
的短路 FB5尧FB12尧FB16尧FB11尧FB7 方法适用于
镁光版袁 并不适用于早期生产的海力士版 J15 接
收机袁笔者使用的恰是海力士版 J15袁故采用短路
FB5尧FB12尧FB16尧FB11尧FB7 方法改制未能成功遥
试验证明袁 海力士版 J15 接收机只需短路 FB7 即
可成功正常收视 138毅E 亚太 5 号卫星上数码天空
高符码率节目遥 殷河北 郑秀峰

 上位机到单片机 单片机返回信息 
Start+Read+Ack+Data1+…+Datan+End 

读 Start+Read+Address+Length+End 
Start+Read+NAK+Error+End 

Start+Write+Ack+End 
写 Start+Write+Address+Data+End 

Start+Write+NAK+Error+End 

 

表 2 通讯协议

寄存器 00 04 17 31 3D 3E 3F 0E 55 0E 
设定值 00 57 41 02 A2 6A A0 80 81 00 

 

表 1 ADV7180 的寄存器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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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一 种以 ADI 公 司视频 解码芯 片
ADV7180 为核心设计的低功耗视频解码模块在新媒
体设备中的应用遥 该低功耗视频解码模块工作原理是
把 AVS(即模拟视频信号)信号直接解码为满足 ITU-R
BT.656 标准的 DS 渊数字冤YCbCr 信号袁 其功耗仅为
135mW 左右遥如此低功耗尧高效能的解码功能袁必将在
未来新媒体设备中有良好应用前景遥

一、基于 AD7180 的视频解码模块的设计
本模块利用 AD 公司的 ADV7180 对视频信号进

行模/数解码袁再由单片机渊PIC16F688冤通过 I2C 总线控
制袁执行预留通信地址的数据等接口袁以便将其作为模
块验证以及接下来的数字信号处理的用途遥

1. ADV7180 芯片模块的硬件组成
渊1冤 系统架构 ADV7180 芯片模块的系统架构图

如图 1 所示遥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袁ADV7180 芯片具备自动检测
与 NTSC 制尧PAL 制和 SECAM 制等不同视频标准兼容
的标准模拟基带信号袁并将基带信号转换为与 8 位 I鄄
TU-R BT.656 接口标准互相兼容的 4:2:2 分量视频数
据遥同时袁针对具有真 8 位数据分辨率的电子应用袁该
芯片具备的精确 10 位 A/D 转换可以提供专业级别品
质的视频观看性能遥 ADV7180 的三个模拟视频输入
通道可接受标准复合视频信号 (即 CVBS)尧S-视频信
号(即 S-Video)或分量视频信号(即 Y/Pb/Pr)袁从而使其
能够支持较宽范围的视频资源遥 另外袁ADV7180 的供
电工艺采用了 1.8V CMOS 制造袁其单芯片 CMOS 结构
可确保以更小的功耗提供更强大的功能遥 根据实测得
到的最低功耗仅为 135mW遥 同时袁解码器可以选用 40
个引脚尧 符合 RoHS 标准的 LFCSP 技术进行封装袁占
用空间非常小袁 这一特点非常适合空间环境受限的便
携式设备应用遥

选用 MICROCHIP 的 PIC16F688 高性能单片机袁
有 4096B 的 FLASH 256B 的 EEPROM 以及 256B 的
RAM袁最小 QFN 封装只有 4伊4伊0.9mm袁特别适用于便
携设备的应用遥 在 1MHz 频率尧2.0V 的工作电压下袁典
型工作电流仅为 220滋A遥 单片机预留 RX/TX 端口与
PC 进行通信袁 以便通过串口调试软件修改 ADV7180
寄存器的值遥另单片机通过两个共用的 IO 口实现在线
串行编程袁方便程序的随时修改遥

ADV7180 需要两路电源袁 分别为+1.8V 和+3.3V遥
所以该模块中用了一片 DC/DC袁型号为 LTC5673袁+5V
输入下可产生两路电源袁而且所需外围器件少袁减少了
PCB 的空间遥 同时 3.3V 可为单片机供电遥

视频编码的验证模块功能主要由 ADV7179 数字
视频编码芯片完成 , 该芯片可将 8 位 4颐2颐2 的满足 I鄄
TU-R BT.656 标准的输入信号编码成 CVBS 信号或
S-Video 信号输出遥 如果 ADV7180 解码模块工作正常
袁利用此验证模块可以得到 AVS 信号袁再通过接入显
示设备即可得到输入的原始图像遥

2.ADV7180 芯片设计原理
ADV7180 芯片设计原理如图 2 所示遥 其芯片采用

28.6363MHz 有源晶振袁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的输入电
压均为 1.8V袁数字 I/O 口电压为 3.3V曰信号输入分别
有 AIN1尧AIN2尧AIN3 3 路袁 这 3 路信号输入都分别进
行了阻抗匹配设计袁以防止对输入信号的反射曰而 D[0颐

7]可以输出 8 路标准 YCbCr 信号袁消隐信号可选
择单独引脚 HSYNC 和 VSYNC 进行输出袁 也可以
将消隐信号内嵌于这 8 路信号中遥 如果需要袁外部
的 HS尧VS 和 FIELD 信号还可为 LCD 控制器和其
他视频 ASIC 提供必要的时序基准遥 值得注意的
是袁数字和模拟要分开袁最后再通
过 0赘 电阻和 1滋H 的电感连到一
起袁以减少信号间的干扰遥

3.视频解码模块的软件构成
视频解码模块中所需程序部

署在单片机上袁 主要由单片机与
ADV7180 的 I2C 控制程序尧 串口
中断程序两部分软件组成遥

渊1冤单片机 I2C 控制程序
图 3 为单片机的 I2C 控制

时序图遥 I2C 控制总线是由数据
线 SDA 和时钟线 SCL 构成的
串行总线袁 该总线可分别进行
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遥 I2C 控制总
线在进行数据传送的过程中分
别有以下几种类型信号院

1冤启动信号(Start)遥 当 SCL
线为高电平时袁 主控器件在 SDA 线上产
生一个电平负跳变袁这便是启动信号遥 总
线启动后袁即可进行数据传输遥

2冤停止信号(Stop)遥 当 SCL 线为
高电平时袁 主控器件在 SDA 线上产生一个电平正跳
变袁这便是总线的停止信号遥停止信号出现后要间隔一
段时间袁才能认为总线被释放并返回空闲状态遥

3冤应答信号(Ack)遥 接收数据的器件在接收到 8bit
数据请求后, 向发送数据的器件发出特定的低电平脉
冲信号 ,对已收到的数据表示应答遥

I2C 控制总线在进行数据传送时 袁 必须保证 SCL
在高电平时 SDA 上传送数据的稳定性袁 否则 I2C 控制
总线就将该数据判断为启动或者停止信号 遥 对
ADV7180 的寄存器进行设置袁 可采用 Datasheet 中的
推荐值袁如表 1 所示遥 注意院不同视频信号的输入需要
不同的寄存器值袁此次调试采用 CVBS 输入遥

渊2冤 单片机串口中断程序
通过对 PIC16F688 单片机中的 TXSTA尧RXSTA 以

及 BAUDCTL 3 个寄存器的设定袁并打开相应中断位袁
即可实现对串口收发的初始化遥 单片机与上位机的通
讯协议如表 2 所示院

硬件连接正常情况下袁按照上表通讯协议袁当上位

机发送指令出来后袁引起单片机的串口中断遥单片机进
入中断处理袁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在定义的数组中袁并
判断接收到的指令是否有超时错误尧溢出错误尧帧错误
等遥 待置相应标志位后袁退出中断遥

主程序中袁不断循环对变量的各标志位进行判断遥
如正常通信标志位置 1 时袁 进入中断处理子程序作进
一步处理遥 首先判断 Start 位是否正确袁如错误则给上
位机发送起始位错误代码并退出遥 判断完 Start 后袁判
断是 Read 或 Write袁如果为读袁则读取 ADV7180 寄存
器从 Address 位开始的 Length 位寄存器的值袁 并将数
据按协议发送给上位机遥 若为写袁则找到 ADV7180 寄
存器的 Address 位后袁 将其修正为 Data 值遥 协议中
Error 将记录在通讯过程中袁 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错误袁
如 F0 指 Start 位出错袁F1 指 R/W 出错等遥

单片机的程序流程图 4 所示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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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优惠价 499 元1. 采用最新的蓝牙4.0 技术 及 Apt -X
解码麦博 T1 蓝牙耳
机采用最新的蓝牙4.0 并 支 持 Apt -X
解码袁突破了蓝牙技
术的低音质技术障
碍袁使高端的专业耳
机带上了先进的高
保真蓝牙功能遥2. 强劲的功能支持
融入了高清通话功
能尧 支持有线/无线
连接尧搭配苹果 IOS

设备使用还能显示电量尧 可同时连接两台
蓝牙设备尧电池续航 10 小时遥3.崭新的外观设计外观上袁采用蛋白皮的舒
适耳罩尧伸缩/折叠设计尧直观且触感优秀的
按钮设计遥

1.M-200渊13冤版外观低调却不乏奢华的质
感袁黑色高光纹理使得 M200渊13冤版更能融
入到到现代家居当中遥 硬件素质方面袁M200渊13冤版由于采用了模拟功放设计袁人
声还原度高袁40W 的大功率对于家居应用
绰绰有余遥 除此之外袁M200渊13冤版还将拥
有更为亲民的售价袁 成为 M200 系列音箱
新一代的普及先锋遥2. 低音扩展技术低音炮采用双磁设计袁保
证特有的磁场强度和总 Q 值袁音圈为长冲
程设计并适当提高了电感量袁 提高低音的
量感和控制力袁 完全配合低频大动态的要
求而设计.采用两分频设计袁12W*2 + 16W
的 40W 总功率使得 M200渊13冤轻松胜任家
庭影院的工作遥3.侧面旋钮操作 音箱采用时下主流的侧
面旋钮布局袁 杜绝背面旋钮设计的种种弊
端袁让操控变得更简单,提供了低音独立调
节功能袁 能够根据不同需求进行低音增益
的调节袁以满足用户对游戏震撼感的需求遥

M200(13) 优惠价 268元

FC30
优惠价 699 元

1. 麦 博
新 梵 高FC30 是
一 款 小
体积尧高
品 质 的2.0 音箱袁 简洁大方
的外观设计袁时尚的
色彩搭配袁 让音乐欣赏空间焕然一新遥FC30 采用了非传统的整体系统设计理念袁
在美国 TI 的 DSP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袁数
字功放尧 专门的结构设计及麦博新梵高喇
叭的无缝结合下袁 完美地呈现出桌面 Hi-Fi 的魅力遥2.FC30 是时尚精致的非凡之选袁更适合搭
配时尚超级本尧一体式电脑袁彰显品味曰 使
用连接方便袁 防呆插口袁 方便区分电源输
入尧音频输入尧副箱音频输出遥3.FC30 采用低仰角设计袁 听感更舒适袁使
得精美外观与舒适色调完美融合袁 令气质
高雅袁浑然天成曰 具有领先的等响度技术袁
随着音量的调节袁FC30 可自动调节高中低
音各自的放大倍数袁 保证大小音量都有均
衡的听感曰 同时还有音量记忆功能袁FC30
再开机时袁 音量可由小渐大地自动回复到
原关机时的音量曰 前面板设置总音量调节
旋钮遥同时设有电源开关及电源指示灯袁调
节音量时电源指示灯会不断闪烁遥

麦博音响电子报特惠出售

汇款地址:(610041)
成都市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府新谷
园区 7 号楼 15 楼-1503-2 电子报<读
者服务部>
技术咨询电话院4园园830缘远缘圆,
服务部电话院028-65113930,注院汇款时
请务必写清货品袁并附上您的联系电话
以便发货联系

H50BT 优惠价 788 元

1.H50BT 是一款高品质的家居蓝牙音箱袁
外观时尚靓丽袁可自动与 NFC 功能的手机
配对袁实现蓝牙 4.0 连接遥 H50BT 采用高端Hi-Fi 的模拟功放设计袁 声音更加圆润动
人遥2.雅致生活新享受院时尚清新的外观设计袁
让音乐欣赏空间焕然一新遥3.Hi-Fi 级的音质院Hi-Fi 级的模拟功放设
计袁声音更加圆润动人遥4. 轻松进入无线连接院 NFC 自动无线配
对袁让蓝牙 4.0 连接更加方便遥5.绿色环保院开关电源技术和环保节能电
路袁既能提供瞬态动力又能减小静态能耗袁
符合 ERP2 能耗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