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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值查找表：实现 DSP 功
能的简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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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灵思公司 DSP 专家兼现场应用工程师

Dan ie le .bagn i@x i l i nx .com

如果数字信号处理器内核没有您需要的确切功能，可

使用插值查找表 (ILUT) 来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赛灵思的现场工师，我常常问这样的问题：我们

是否能够提供一款其功能可满足客户所有独特设计要求的 

DSP 内核。有时候内核会太大，太小或者不够快。有时，我

们会开发一款能确切满足客户需求的内核，并迅速以 CORE 

GeneratorTM 商标推出。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客户仍然想

要一套特定的 DSP 功能，而且刻不容缓。在这些情况下，我

常常建议他们使用我们器件中的插值查找表来定制他们的 DSP 

功能。

查找表 (LUT) 实质上是一个存储元件，能够根据任何给定

的输入状态组合，“查找”输出，以确保每个输入都有确切的

输出。采用 LUT 来实现 DSP 功能具有一些重大优势：

•您可用诸如 MATLAB® 或 Simulink® 等高抽象层编程语言

改变 LUT 内容。

•您可以设计一项 DSP 功能来运行那些采用离散逻辑运

算将极度困难的数学函数，比如 y=log(x)、y=exp(x)、y=1/x、

y=sin(x) 等。

•LUT 还可轻松执行在可配置逻辑块 (CLB) 芯片，以及嵌

入式乘法单元或 DSP48 可编程乘法累加 (MAC) 单元方面可能

要求过多 FPGA 资源的复杂数学函数。

不过，以这种方式使用 LUT 当然也会存在一些弊端。当

您使用 LUT 来实现 DSP 功能时，您必须使用块 RAM (BRAM) 

元件。若执行函数 y=sqrt (x) （其中x 表示 16 位输入，y 表示

18 位输出），每个变量则需要约 64 个 18KB BRAM 单元。如

果，比如说，您的目标是实现小型化 Spartan® 器件，或者您

有太多的运算需要执行，无法为每个变量省出 64 个 BRAM 单

元，建议您放弃这种需要如此大量 BRAM 单元的方法，从系

统架构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代价太大。

插值 LUT 方法不仅具有 LUT 方法在实现 DSP 功能时

所带来的各种优势，而且无需使用太多 BRAM 单元。采用

这种方法，您可以使用来自容量较小的 LUT （比如，1000

字 LUT）的连续输出，线性地对其内插，以模拟更大容量的 

LUT。这样，您就可以实现比 1000 字 LUT 更高的数值分辨

率。此外，通过这种方法，仅需 1 个 BRAM、1 个嵌入式乘

法器 （或DSP48），以及少数几个 CLB 芯片便可实施控制逻

辑，因此 LUT 的使用成本变得更加合理化。而且，从信噪比

的角度来看，其数值精度也是非常让人满意。

当然，应用插值 LUT (ILUT) 方法需要一定的技巧。举例

来说，采用该方法执行 y=sqrt (x) 函数时，可以清楚地显示 

ILUT 在面积占用、时序和数值精度方面的性能。我们先大致

看一下这个示例，然后我再讲解部分实例，说明如何使用这种

方法来满足客户截然不同的需求，比如让传递函数呈非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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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中的小容量 LUT 图

图 1.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中插值查找表顶层方框图

传感器实现线性化，以及实施自适应有限脉冲响应 (FIR) 滤波

器以消除合成孔径雷达 (SAR) 图像上的斑点噪声。

使用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进行设计

为在赛灵思 FPGA 上实施 DPS 算法，我借助了采用 

MathWorks Simulink 基于模型设计方法的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设计与综合工具。System Generator 得益于赛灵

思在Simulink 环境中的 DSP 模块组，可自动调用 CORE 

Generator 为 DSP 构建块生成高度优化的网表。Simulink 是

一种双精度浮点设计工具，而 System Generator 则是一款定

点运算工具。不管怎样，您只要将这两种工具协同使用，就可

以定义每个信号的总位数以及每个信号的二进制位置，从而在

定点运算中巧妙处理分数。仿真结果周期精确、位真，因此您

可以方便地将它们与 MATLAB 脚本或 Simulink 模块生成的浮

点参考值相比较，以检查量化误差。

图1显示了 System Generator 中 ILUT 方案的顶层结构

图。为让这个方法尽可能一般化，假设 nx=16 位中的输入变

量 x 的取值范围为 0≤x＜1，因此其格式为“无符号 16 位加

上二进制点右边的 16 位”，也称为 Ufix_16_16 格式。最高

有效位 (MSB) 和最低有效位 (LSB) 模块分别对应输入数据 

nb=10 的最高位和 nx-nb=6 的最低位。这些信号被命名为 x0 

和 dx。y=sqrt(x) 输出则以 ny=17 位二进制数表示，格式为：

Ufix_17_17。

图 2 显示了1000 字小容量 LUT 通过双端口 RAM 模块

的部署步骤。由于该模块系只读存储器，布尔常数模块 We_

const 强制将写入归零。信号 X0 和 X0+1 则用作 ROM 表上后

续的两个地址。Data_const 模块的零常数定义了任何 ROM 字

的大小（即本例中的ny）。

下面的公式显示了以 x0 为 x 的最高有效位的情况下，如

何在两个已知点（x0，y0）和（x1，y1）之间插入坐标为（x，

y）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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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X1 和 X0 是这个小容量 LUT 的相邻地址，它们之间

只隔了一个最低有效位。由于这个小容量 LUT 的地址空间为 

nb 位，那么该 LSB 的值为 2-nb。

内插步骤见图 3。“Reinterpret”模块在不改变二进制表

示法的情况下，可改变 dx=x-x0 信号。其重置了二进制小数点

（从 UFix_6_0 到 UFix_6_6 格式），并输出 nx-nb 位二进制

数的一个分数，从而计算出 (x-x0) /2-nb 的值。

从硬件角度来看，这些模块什么都不占用。总的来说 

（且根据我们通过 ILUT 方法应用的函数类型），如果 y1=0 且 

y0=0，我们可以强制 y1-y0=1，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1/2-nb 而不

是 0。我们采用 Mux、Rational、Constant 和 Constant1 模块

来执行这项工作。剩下的 Mult、Add 和 Sub 模块则执行线性

内插公式。在本例中，我强制 Mult 模块的输出信号为 17 位分

辨率，而非理论上要求的 23 位，因为总体数值精度对本试验

来说已经足够。此外，由于 y-sqrt (x) 函数呈单调递增，因此

所有结果都无符号。换句话说，不同的函数需要对数据类型进

行不同的精心调整，但不会与图 3 所示的原理相去甚远。

假定我们以 Spartan-3E 1200 （fg320-4）为目标器件，

现使用 ISE® 设计套件和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10.1 SP3

版工具对其进行布局和布线，结果其所占用的 FPGA 资源的总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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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的线性内插图

该设计完全流水线作业，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钟周期提供

新的输出。时延为 10 个时钟周期，最大数据速率达 194.70 

MSPS（每秒百万采样数）。从数值精度来说，对 1000 或 

2000 字 ILUT 而言，参考浮点结果与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定点输出的量化误差之间的比值，即信噪比分别为 

71.94dB 或 77.95dB。

除 ILUT 外，我们还可应用赛灵思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提供的 Reference Math Blockset（参考数学模块组）中

的 CORDIC SQRT 模块。在本例中，总时延为 37 个时钟周

期，最大数据速率达 115.18 MSPS，区域资源占用为 940 片

触发器，总共有 885 个四输入 LUT，560 个占用的芯片以及

两个 MULT 18x18 嵌入式乘法器。信噪比为 40.64dB。这些结

果显示 CORDIC 是实施定点数学运算的理想方法，但 ILUT 在

许多方面更加出色。

线性化非线性传感器

目前许多企业在工业控制系统中使用“智能传感器”，

以满足低占用面积、低功耗、高性能、最低成本以及最短开发

时间等要求。通用智能传感器可视为一个由传感器及其信号控

制线路、模数转换器 (ADC) 、带或不带嵌入式处理器的相关 

DSP 子系统组成的功能组件，所有这些功能块都集成在的同

一器件上，如图 4 所示。

智能传感器的目的是将物理量（如电机中的电流）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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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y)

y=f(x) z=mx + b

图 4. 智能传感器的方框图

数字电路能够处理的数字信号。构建这类传感器所采用的技术

及组件的某些特性通常会导致诸如失调、增益和非线性等误

差，进而导致总体传递函数呈非线性。

一般来说，客户会校正他们产品中运行的 DSP 子系统所

出现的上述误差。如果 y=f(x) 是来自传感器和 ADC 级联的数

字输出信号，那么 DSP 必须执行其反函数 g(y)=f-1(y) 来补偿

非线性函数，这样总体输出 z 即为：

这是直线方程，其斜率为 m，纵截距为 b。

最简单的线性化方法是 LUT 法，采用存储在 ROM 中的

传感器校准点。不过，对 16 位的 ADC 来说，ROM 显得过大

了，且需要 64 个 BRAM 单元。而内插 LUT 则不然，是一个

良好的解决方案。

举例来说，我们假定非线性传递函数是一条抛物线。下一 

MATLAB 分段码说明了如何生成最终直线的 m 和 b 参数，以

及如何计算 g(y)（即 f(x) 的反函数）。图 5 用三种颜色显示了

三条不同曲线。请注意在计算 f(x) 的反函数 g(y) 过程中会丢失

一些值。这是因为有几个y 值相同的点对应着不同的 x 点。因

此，需要对 g(y) 进行平滑化，填补所有缺失的点。（为精确起

见，我没有把这部分运算包括在 MATLAB 分段码中）

FAE讲堂

图 5. 黑色抛物线表示非线性传感器传递函数f(x) 的曲线；绿色直线
表示线性化 DSP 子系统获得的最终线性传感器传递函数曲线；蓝色

抛物线则表示反函数g(y) 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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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用非常类似于图1-3 的设计，在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中运行基于定

点周期的仿真，在非线性传感器的总体输出

范围内得到了 92.48dB 的信噪比。

斑点噪声消除

跟踪高速运动系统的目标物体（比如

导弹）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需要非

常复杂的 DSP 算法以及诸如合成孔径雷达 

(SAR) 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探测介质。作为典

型的相干电磁源（如激光），SAR 成像器

件也受斑点噪声的影响。因此，任何基于 

SAR 的 DSP 链的第一级都是二维 (2D) 自适应 FIR 滤波

器，用以降低这种噪声（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图 6显示

了斑点噪声的 MATLAB 仿真。该噪音对左边图像的画质

造成了综合性的不良影响。右边的图像是 2D FIR 滤波器

黄金模型的输出结果。

斑点噪声是一种倍增噪声，呈指数分布，完全由其

方差值σ决定。因此，广泛使用的抗斑点噪声的方法就是 

Frost 滤波器（由发明者 V.S.Frost 的名字命名而来）。

V.S.Frost 在 1981 年发表的论文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探

讨。在一个 3x3 的矩阵中，可以用下列公式进行建模：

其中 xij 和 yij 分别代表 Frost 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采样。

K 是控制滤波强度的增益系数（为方便起见，我在下面

假定K=1），μ1 和 σ 分别是 2D 内核的平均值和方差

值，Tij 是中心输出像素（系数 ij=22）及所有周边像素的

距离矩阵。下面的等式说明实施这个滤波器的关键因素是 

R1，即 3x3 矩阵中的一阶 μ1 和二阶 μ2之间的比值：

图 6. 斑点噪声对左边图像画质造成了影响，右边的是滤波后的图像

R1 的取值范围在 0 和 1 之间。根据实验发现要取得良好

的数值精度，R1可以使用 16 位至 20 位二进制数来表示。

我在 system Generator for DSP 中设计 R1 计算步骤后，

我决定通过内插 LUT 来实施滤波系数的归一化。LUT 的内容以

下列 MATLAB 代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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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显示的是归一化后的系数沿 R1 输入信号分布的曲线。这里只有三条曲

线，因为 Tij 矩阵在系数 ij=22 的中心像素周围呈对称分布。根据曲线，与纯浮点参

考模型相比，数值结果显示信噪比介于 81.28 至 83.38dB 之间。对有兴趣的读者，

下面的 MATLAB 分段码说明了 2D 滤波器的处理过程（为简便起见，没有包括 ILUT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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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沿斑点噪声降噪滤波参数 R1 分布的归一化系数

简言之，这些例子说明插值查找表是实施赛灵思 FPGA 的 DSP 功能的简便而强

大的方法。插值查找表可帮助您在保持面积占用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极高数值精度 

(SNR) 和高数据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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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PP1014: Virtex-5 FPGA 
音／视频连接解决方案：广

播业参考设计第二卷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
notes/xapp1014.pdf

该综合应用指南长达  558 

页，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Virtex-5 

FPGA 部署专业视频广播业中常

用的各种串行数字视频接口。

该应用指南在前几章中介绍了各

种 SMPTE 标准，紧接着深入研

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采用 

Virtex-5 FPGA RocketIO 收发器

的多速率 SD/HD/3G-SDI、采用 

Virtex-5 FPGA SelectIO™ LVDS 

的 SD-SDI、采用 Virtex-5 FPGA 

SelectIO LVDS 的 DVB-ASI，以

及 AES 数字音频等。最后探讨了

各种音视频。

XAPP1129: 在 Linux 中集

成带 LocalLink 接口的 EDK 
定制外设

http://www.xilinx.com/support/
documentation/application_
notes/xapp1129.pdf

在本应用指南中，Brian Hill 

深入探讨了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

的 LocalLink DMA 外设的使用

情况，并概述了支持  L inux 的

定制 LocalLink 分散-集中 DMA 

(SGDMA) 内核的使用步骤与方

法。本应用指南提及了 LocalLink 

回送内核和 Linux 驱动程序。最

后，Hill 介绍了驱动程序的设计与

运行。

上接第28页   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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