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指南

用 VM5000 测试 VGA 接口

VGA 接口背景

VGA 即视频图形阵列，它是由 IBM 在 1987 年随同 PS/

2 个人电脑而引入的一种图形控制器标准。在 VGA 之

前，典型的计算机显示器使用R、G 和 B的简单二进制

组合，有时还增加亮度比特即 I 比特。3 线二进制接口

的缺点是彩色数受到限制以及灰色阴影可能被复制：只

许多设备如个人电脑、视频游戏机和家庭影院等都需要高性能的彩色显示器。即便是使用数字显示器接口如DVI，

但由于模拟显示器的大量存在以及模拟互连的灵活性和可靠性，模拟 RGB 还在继续使用。通常使用的是 15 针

RGBHV 模拟接口。原先为 VGA PC 开发的图形显示卡，其物理接口具有非常高的性能。但是由于故障或设计不

良也的确会造成信号损伤。通过对 RGBHV 接口进行检验，将有助于确信显示器是否能够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正

常工作并提供满意的图像质量。

有 8 比特的彩色，包括黑白，或者带 I 比特 16 位。通过

RGB信号的模拟显示，许多中间信号值也可以经3线传

输。标准的VGA中使用6比特来表示每一RGB信号，因

此每一 RGB 通道均有 64 个独立的电压值，从而形成可

能的 262144 种彩色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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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VGA 连接器管脚的分配。

HD － 15 VGA 插口

红出：(＋)1 脚，6 脚返回(接地) H 同步输出：13 脚，10 脚返回(接地)

绿出：(＋)1 脚，6 脚返回(接地) V 同步输出：13 脚，10 脚返回(接地)

兰出：(＋)1 脚，6 脚返回(接地) 接地：5 脚

监视器 ID：第 4、11、12、15 脚

保留：9 脚

VGA 物理接口是 RGBHV 5 线信号，使用的是 700mV

模拟 RGB 视频电平和 TTL 电平数字 HV 同步信号。由

一种15针高密D型连接器（HD-15）来传送这些信号。

图 1 给出了 VGA 的管脚接法。RGB 信号源来自数模转

换器（DAC），然后再耦合到视频放大器，视频放大器

通过接口能够驱动75Ω负载。TTL兼容逻辑缓存 HV同

步信号。

VGA 物理接口一直被广泛地使用着，它为后来的图形

控制器信号而保留。尽管通常把它称为“VGA 端口”，

但是在今天 15 针的 RGBHV 输出端口中，所传送的分

辨率和彩色位深的显示格式常常超出了 640 × 480

VGA 标准。

VGA 接口性能

模拟RGB接口的能力是能够传送任何希望的视频数值。

实际上，这一能力受到了噪声和失真的限制。也就是

说，如果通过接口传送的是 6 比特表示的每一 RGB 信

号，那么 RGB 信号的噪声和失真电平应当足够低，这

样才能在整个范围内可靠地分辨出64（26）个离散的、

线性间距的电平值。如果接口的性能不支持这一点，那

么由于噪声、非线性误差、增益误差或信号过渡不良

（如过冲和振铃），就会失去较高量化比特数的优势。

如果将 VGA 扩展到更高速率，所引起的比较严重的问

题是同步显示是否适当的问题。每帧的大量显示像素带

来更高的行同步频率，这就要求更短促的同步上升时间

和更小的抖动量。行场同步事件的不当检测可能会模糊

图像的空间清晰度，其结果就是信号失锁和图像显示不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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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数值

同步逻辑 "1" 2.4V - 5.5V @ 8mA 电流源

同步逻辑 "0" 0.0V - 0.5V @ 8mA 汇集点

同步上升 / 下降时间 (最大值) 像素时钟周期的 80%

同步监视上升 / 下降电压范围 0.5 - 2.4V

同步过冲 / 下冲 (最大值) 像素时钟周期的 30%

同步抖动峰峰值 (最大值) 像素时钟周期的 30%

视频亮度最大值 (输入 =FFh) 700mV + 70mV/-35mV

视频亮度最小值 (输入 =00h) 0.000V

视频上升 / 下降时间 (最大值) 像素时钟周期的 25%

视频稳定建立时间 (最大值) 像素时钟周期的 30%

视频过冲 / 下冲 (最大值) 12%

视频积分和微分线性误差 ± 1 LSB

视频通道电压失配 (最大值) 全电压范围的 6%

视频通道定时畸变 (最大值) 像素时钟周期的 50%

视频噪声抑制比 (最大值) 视频亮度最大值的± 2.5%

 表 1. VSIS 规范提要

VESA 视频信号标准

视频电子标准协会（VESA）认识到，随着VGA 接口的

信号传输速率愈来愈高，接口性能问题则显得更加重

要。VESA 于 1999 年发布了不具约束力的标准，其目

标是更严格地定义RBGHV接口的传输参数。该标准称

为视频信号标准，即VSIS，它为RGBHV信号的大多数

重要参数提供了推荐值。VSIS文件随后又在2000年和

2002 年被再次修订。

VSIS 推荐标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同步信号规

范，它包括的参数有同步逻辑电平、同步抖动和同步跳

变等。这些规范列在表的开始部分，以确保使用 VGA

接口连接的两个器件之间的兼容性。如果没有正确的同

步，那么其它也不会正常。第二部分为模拟视频输出参

数，包括RGB视频电平的规定、噪声和信号跳变等。这

些参数是模拟接口性能的关键参数，以确保它在事实上

能够传输人们希望达到的分辨率，即可以是 6、8 或 10

量化比特来表示的 RGB 信号。最后，对测试电路部分

的接口两端负载作了规定。不适当的负载实质上会改变

同步和 RGB 视频信号的过渡响应。

VSIS 规范的主要部分如表 1 所示。完整的规范参见

VESA 视频信号标准文件，请访问 VESA 网站（www.

ve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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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测试规范

在2002年VESA对VSIS作了补充，增加了测试规范部

分。测试规范的名称简称为“测试规范－模拟显示器件

图形子系统的评估”，在这个文件中，就VSIS参数的测

量提出了推荐方法。详细地列出了 12 项测试，每项测

试均给出了测试需要的设备、测试图案、测试步骤和必

要的分析。如果您打算执行 VSIS 测试，那么它就是一

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有助于理解VSIS规范及其意义。

可以通过VESA得到VSIS文件及其相应的测试规程。这

两个文件为评测VGA接口性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执行 VESA 测试

在VSIS及其测试规程中，所使用的测试仪器是示波器。

这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规范中的许多参数均具有时间域

的特性。此外，示波器是常规仪器，大多数工程师和技

术人员都知道如何使用。无论您怎样熟悉这类仪器，但

如何选择适当的示波器，还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的。

首先，所选择的示波器应当具有足够的输入通道数。至

少应有两路垂直输入，并且各路输入均是单独触发的。

这是比较测量两路信号的必备条件。例如，可以用示波

器来比较 R、G 两个视频通道之间的定时。对于 5 通道

器件，如果能为每一 RGBHV 信号提供相应的输入通

道，那将是十分理想的。这样只需连接一次即可完成所

有测量项目的测试。

其次，示波器的每个输入通道应为测量提供足够的准确

度、灵敏度和带宽。按照测试规范的推荐，在 200mV

至1.5V范围内的垂直精度为±2％，它建议示波器垂直

输入通道 -3 dB 带宽的最小值应是一个像素时间倒数

的5 倍，即应为像素时钟频率 (PCF) 的5 倍。这是为了

避免在测量瞬变响应 (如上升时间) 时因示波器带宽不

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那些像素时间很短的信号格

式，要求示波器的带宽也许在 2GHz 以上。

测试连接

通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示波器与信号的连接方法。

我们要求被观察的信号特性不应受到其它外来干扰的影

响，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示波器的连接对被测信号的影

响是不显著的。对大多数示波器而言，1M Ω的输入阻

抗在低频下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高频，示波器的输入电

容就开始起支配作用了。例如，20pF 的输入电容在

100MHz 时的容抗为 80Ω。这将对这个频率范围内的

75Ω 系统性能测试造成影响。

VSIS 对测试连接和测试负载均作出了明确的确定。

RGB 模拟视频源的阻抗要求是 75Ω。测试负载也规定

为 75Ω，其容差在直流时为± 1.5Ω，在 60％像素时钟

频率处可上升到±15Ω。如果示波器信号连接处的负载

为并联的 RC，那么所允许的最大负载容量为：

Cmax = 1/(377*PCF)，

此处 PCF 为像素时钟频率，单位为 Hz。

另一项考虑是负载的电容量对系统上升时间带来的影

响。设信号互连为 -3dB 带宽，信号源阻抗和负载为

75Ω，有：

-3dB BW(Hz) = 1/(236*C)

由于VESA推荐测量系统的-3dB带宽至少为5倍PCF，

那么由带宽可求出 C 的最大容量为：

CmaxBW = 1/(1178*PCF)，PCF 以 Hz 计，

例如，对于 XGA（1024 × 768）在 75Hz 时的 PCF 为

78.75MHz，所以Cmax为1/(377*78.75MHz) = 34pF。

CmaxBW为1/(1178*78.75MHz) = 11pF。如果与输入

电容为20pF的示波器直接连接，那么可以满足VSIS的

负载规范，倡却不能提供5倍PCF的带宽，即示波器的

垂直带宽不能满足要求。在更高 PCF 上允许的负载电

容更小。对于格式为2048×1536在85Hz时的显示器，

其标称PCF为388MHz，这样Cmax = 7pF和Cmax BW

= 2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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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使用电压探

头。有两种不同的探头，即无源探头和有源探头。它们

具有 10MΩ负载和 10 倍衰减。无源探头在探头尖处的

电容量通常在 8 至 15pF 之间，具体数值与探头长度和

设计有关。大多数有源探头在探头尖端处的电容量小于

2pF。因此，这两种探头是 PCF 在 50MHz 以上的最佳

选择。

另一测量方法是使用有损匹配。通常使用的是输入阻抗

为 50Ω 的示波器，在其输入端增加一个最小损耗衰减

匹配器 (min-loss pad) 以得到 75Ω的阻抗。就实质而

言，是将示波器的 50Ω输入负载提高到 75Ω或扩展到

75Ω。这样的 75 欧姆接口就作为测试负载。这种方法

也是可行的，唯一的限制是示波器自身宽带的限制。

无论使用什么方法－电压探头或是有损匹配－在将信

号、测试负载和示波器连接在一起时都应当特别仔细。

通常出现的问题是由电压探头接地导致的振铃现象，以

及被测器件 (DUT) 信号输出和测试负载之间的阻抗控

制不当所引起的波形反射。而用户测试夹具的使用，因

为它的测试重复性较好并可控制 DUT、测试负载和测

量示波器之间的互连，将可以提供最佳的测试结果，参

见图 2。

 图 2. RGB 测量的测试连接。  图 3. 带有 MIU 的 VM5000 选件 VGA 系统。

** 测试夹具提供 75欧姆负载和一种示波器探头

连接方法。夹具应当提供合适的 HF信号终端

负载，并使探头连接点处引入的畸变最小。

* Zout 表示视频输出阻抗。

  VSIS 规定该值为 75 欧姆。

自动测试

有好几种VSIS参数需要进行大量的重复测量。例如，积

分线性和微分线性就需要对3通道10量化比特信源中的

每一个通道进行 1024 次 LSB 设置测量。还有，有些器

件如显示卡具有多个格式，这就需要对每一支持的显示

格式进行重复测试。采用自动测量，可以大大减少测试

时间。

泰克公司已经开发了用于VESA VSIS自动测试的测量组

件包，VM5000 选件 VGA 参见图 3 所示。VM5000 选件

VGA是基于泰克公司TDS5104B 1 GHz示波器平台，它

增加了信号接口硬件、特别的信号处理、自动容限测试

和测试激励文件。在自动模式中，一旦您选择了显示格

式，则整个VSIS测试程序组会在5分钟内运行完毕而且

不需要操作人员干预。

图形控制器
示波器

测试
夹具

视频
驱动器

返回(接地)

探头

同步

垂直输入 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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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VM5000 选件 VGA 测试连接框图。

图 4 为 VM5000 选件 VGA 测试连接框图。一个被称为

测量接口单元 (MIU) 的接口装置位于 DUT 和示波器之

间。MIU 具有以下功能：

  它提供了5个固定的输入端口，每一端口对应于一路

RGBHV信号。利用MIU，可以在不改变DUT测试连

接的情况下执行完整的 VSIS 测试程序组。在来自主

机VM5000的控制下，它可以处理任何必需的信号通

路。

  它提供了 VSIS 符合性测试负载。在低频端，RGB 信

号的终接负载精确地为75欧姆，精度为0.3％。在使

用厂商提供的6英寸HD-15/BNC适配器电缆时，在

HD-15插口处频率为250MHz时的反射损耗 (RL) 仍

然优于21dB，支持高达416MHz 的PCF (21dB RL，

对应 75 欧姆负载上的偏差为± 15 欧姆)。

  它可以动态地改变信号路由以及信号终接方式，以便

使用1MΩ或50Ω的示波器输入模式，具体如何选择

决定于测量方法。1MΩ模式适用于低频幅度和偏置

测量，而 50Ω 模式则具有更好的高频性能。

利用MIU和精密6英寸适配器电缆，不再需要特殊的测

试夹具或附加的示波器探头。只需将适配器电缆插入到

DUT 的 HD-15 输出插口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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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VM5000的格式配置屏幕，已选择1024×768分辨率，

60Hz 刷新速率以及 DMT 定时。视频监视器开启。

 图 5. VM5000 选件 VGA 矩阵测试信号。

测试信号

推荐使用三种静态测试图案用于 VSIS 测量。利用这三

种测试图案激励DUT以产生RGVHV信号。这些图案是：

  一种称为“垂直栅格”的黑白垂直条纹交替图案，由

RGB ＝ FFh 的 100 个像素和随后的 RGB ＝ 00h 的

100个像素组成并重复这一组合。这种栅格图案用于

RGB 视频幅度和瞬态响应测量。

  水平显示的、从全黑到全白的灰度渐变斜坡或台阶信

号。斜坡信号用于 RGB 线性和单调性测量。

  全白平场信号或窗口信号，用于RGB视频噪声测量。

在 VM5000 选件 VGA 中，这些测试图案均保存在厂商

提供的 CD光盘中，这些测试图案支持所有的格式。有

全场和分离场两个版本。其中分离场版提供的是矩阵测

试信号，它的优点是所有的 VSIS 测试仅凭单个矩阵测

试信号即可完成。图 5 所示为 VM5000 矩阵测试信号。

注意在VM5000的矩阵测试信号中，除了已推荐的VSIS

测试信号外，还增加了几种测试图案，例如彩条等。

VM5000 的自动测试

一旦 DUT 的测试连接工作完成 (图 4) 以及准备好 DUT

的正确测试信号图案输出，下一步就是对VM5000选件

VGA 进行配置。VM5000 的格式配置屏幕（图 6）给出

了分辨率和刷新速率标准的几种选择。为使测试能够正

常进行，格式配置应当与 DUT 的输出格式相匹配。

在格式配置屏幕最右边标签为Timing的一列中，提供了

几种 VESA 显示格式规范：DMT、GTF、CVT 和 CVT-

R，您可以从中选择您所需要的格式。不过这种选择会

影响DUT对比评测的默认测试容限。一般而言，早期的

显示格式是由DMT管理，新式的现代格式则遵循CVT。

缩短了消隐期的器件，如某些LCD，则使用CVT-R。GTF

是不被 CVT 支持的使用格式，例如 PCF 不是 0.25MHz

的整数位。如果定时标准未知，首先尝试DMT。如果选

择的分辨率和刷新速率的组合不被DMT支持，那么仪器

会自动返回到备用选项。此外，VM5000 的这一信息主

要用于合格 / 不合格(pass/fail) 容限测试。

彩条信号

栅格测
试图案

窗口信号

斜坡信号

32 级
阶梯波

白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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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用户定义的格式屏幕。

  图7. VM5000的格式配置屏幕，设置为1280×1024格式，但接收1024×768

信号，视频监视器开启。

检查格式配置是否正确的一种方便的工具是 VM5000

视频监视器模式。如果 DUT 输出信号和 VM5000 的格

式匹配，正确完成了所有的连接，那么在稳定的图像显

示器上会给出直观的测试图像，如图6所示。如果格式

不匹配，视频监视器将给出未锁定的结果，如图 7 示。

利用屏面最右边的大矩形无线按钮(large rectangular

radio button)，可以激活视频监视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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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VM5000完全是按照基本的水平和垂直定时来判断

在何处开始测量以及在何处停止测量，因此，用户定义

的格式配置选择可用于非标准的格式。此外，用户定义

的格式配置对于专用格式和故障查寻出错标准格式是很

有用的。参见图 8。

同步测量

同步测量可用来评测水平和垂直同步脉冲信号的特性、

它们与 RGB 视频信号的关系以及同步抖动。前面已经

指出，同步测量是 VSIS 最重要的测量项目之一。显示

器能否稳定地工作以及图像在显示器中的位置是否合

适，均取决于同步事件的正确解释。在 VM5000 选件

VGA的测量中，同步测量可以划分为5种类型的测试：

即 H 同步、V 同步、H 定时、V 定时以及 H 同步抖动。

H 和 V 同步

H同步和V同步是测量同步脉冲的幅度、脉冲保真度和

同步定时。如果这些测量参数超出容限，那么显示器的

锁定可能是不可靠的。图9给出了同步脉冲的定义。图

10 给出了 DUT 的某些典型结果。

在进行同步测量时，要使用MIU的H和V输入端口。这

两个端口，与专用的 6 英寸 HD-15 电缆组合后，构成

来自DUT的50Ω传输线，DUT的终接负载由被测参数

决定：

  驱动器逻辑电平@±8mA。 VSIS逻辑电平“1”(Vmax

稳态) 的规定是当电流为8mA时至少为2.4V。为测试

这一能力，将 MIU 与一汇集电流为 8mA 的电流源相

连接，与此同时同步信号处于逻辑“1”态。类似的，

为测试逻辑电平“0” (Vmin 稳态)，MIU 与一汇集电

流为 8mA 的电流源连接，与此同时同步信号处于逻

辑 0 态。电流源是动态切换的，从一个电流源转换到

另一电流源，变化范围 1.2V 至 1.7V。不连接其它负

载。

  驱动器逻辑电平 @2.21k。用一固定 2.20kΩ 电阻连

接，代替切换的电流源负载。

  上升/下降时间、过冲/下冲、稳定建立时间 (settling

time)、脉冲定时和单调性。对于这类的高速AC特性，

传输线终接负载为 2.20kΩ，与示波器的 50Ω模式失

配。就基本情况而言，DUT中的同步驱动器，VSIS认

为它的阻抗为50Ω，它视50Ω的短传输线实际上是开

路的 (2.20kΩ 与 50Ω相比较)。50Ω 路径被良好地控

制，使得实际上的反射是由开路所引起。

与VM5000测试程序组结合的几种脉冲定时测量，虽然

不是VSIS测量的一部分，但却是来自于特定显示器格式

的定时标准。这些测量项目包括同步脉冲宽度、行频、场

频和PCF。检查这些定时特性是否合乎标准对于互操作

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使用相位锁定振荡器的显示器件

的同步范围是受到限制的。

如果要评测大量的参数，实现这类测试的一种好方法是

利用 VM5000 的默认值进行容限测试。VM5000 的默认

容限值是基于格式菜单中的分辨率、刷新速率和定时选

项而计算出来的。符合VSIS和监视器定时标准的测试结

果是绿色，超出规范的部分是红色。红色值未必是一个

问题，但它仍然是不希望的。一般而言，为了提供可靠

的同步，100％的“绿色”结果可能是符合要求的。

VESA 的同步逻辑电平测量规程规定了测试选择电阻器

的使用，取代2.2kΩ的负载，它会引起8mA的电流。这

种方法可用于逻辑电平“1”测试但要使用一个接地的

参考负载，它不适于逻辑电平“0”测试。VM5000使用

有源电流源负载适合于这两种状态的测试。

VM5000的H 同步和V同步测试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功能

是它的同步极性。在“Auto Detect (自动检测)”模式中，

VM5000能够检测并能够正确锁定正向同步或负向同步

信号，而不管它们是否符合VESA有关这一格式的规范。

这样，就能够以正确的标记检测极性读数。对于那些利

用特定的H和V同步极性组合缩短了消隐时间的信号格

式而言，验证同步极性是特别重要的。

H 和 V 定时

H定时和V定时测量是将同步位置与有源RGB视频进行

比较，从而有助于确定显示器能否正确居中以及是否有

正确的可寻址行数。在通常情况下，上方和下方的行会

被剪裁。图 11 所示为 1024 × 768 屏幕格式的 V 定时结

果。该DUT只有764显示行是因为上方和下方的边界不

正确。这样上方2行和下方2行的任何信息将会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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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H 同步测试结果屏幕。

a = Vmin 稳态幅度（逻辑“0”电平）
b = 上升时间，10％至 90％点
c = 过冲幅度
d = 过冲后至稳定建立所需时间
e = 下降时间，10％至 90％点
f = 下冲后至稳定建立所需时间
g = 下冲幅度

  图 9. 脉冲波形定义。

利用H和V定时信号以建立图像中心，检查下方／右边

框和前肩间隔是否符合所用格式的规范。利用这些数值

设置图像底部和右边沿相对于V和H回扫点的位置。参

见图12。为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VM5000

的默认容限进行容限测试。

稳态

稳态

幅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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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H 和 V 定时定义。

  图 11. V 定时测试结果屏幕。

水平 垂直

a = H 同步脉冲宽度 a = V 同步脉冲宽度

b = 后肩 b = 后肩

c = 左边界 c = 上方边界

d = 行可寻址时间 d = 场可寻址时间

e = 右边界 e = 底部边界

f = 前肩 f = 前肩

g = 行总时间（H 同步周期） g = 场总时间（V 同步周期）

H 同步抖动

行同步功能是用来正确地规定每一图像显示行的位置。

在理想情况下，从一个H同步脉冲到下一个H同步脉冲

的时间应当是恒定的。如果H同步定时发生变化，那么

在一帧中的图像部分就会发生水平位移。这种同步定时

的变化称为抖动。对于一些重要的内容，漂移0.02％的

图像宽度就会被察觉。VSIS规定H同步抖动的最大峰峰

值为像素周期的30％。这就是说，对于640×480格式，

H 同步抖动的最大峰峰值为图像宽度的 0.047％，而对

于 2048 × 1536 格式，其值为图像宽度的 0.015％。

视频
信号

同步

有效视频 消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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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峰峰值抖动规范可以方便地说明图像中可能产生的

可见抖动效果，但峰峰值抖动的测量却是个问题，这与

抖动的性质有关。有一些抖动，容易描述它的特性，特

别是可以重复的抖动以及与同步信号有关的简单抖动，

这样的抖动称为确定性抖动（Dj），只需进行次数相对

较少的测量，其最大峰值和最小峰值即可能被捕获。一

旦实现了这一点，那么再测量更多的样值也不会使读数

发生变化。

还有一种抖动是由于如随机噪声之类的干扰所引起，这

种抖动没有简单的峰值界限，它称为随机抖动（Rj），通

常最好用一种概率分布来描述这种抖动。由典型的随机

噪声所引起的随机抖动，常使用呈钟状的高斯分布曲线

来说明。接近钟状曲线中心处的抖动峰峰值出现的可能

性最大。但是抖动峰峰值很大和很小的发生概率是不常

发生的。测量的样值愈多，在这种抖动中，出现某一个

峰峰值很大或很小的可能性就会愈高。

图 13给出了平均峰至峰抖动数值与测量样值数的函数

关系。在图中，抖动是按照 RMS 为 1 的高斯分布给出

的。由图可见，随着测量样值数的增多，峰至峰的抖动

值也继续增长：当样值为 100 时它为 5.0，而当样值数

为 1 百万时，它为 9.7。很明显，在某次测量过程中使

用的抖动样值数是随机抖动中测量峰至峰抖动的一个重

要参数。

图13也给出了不确定性与峰至峰随机抖动测量的关系。

尽管平均峰至峰抖动数值随着测量样值数的增加而增

加，但平均峰至峰值中的变化量却在减少。对于100个

样值，3 个标准偏移量（3 δ）为 36％。这意味着如果

进行 1000 次 100 个不同样值的测量，有 997 次（99.7

％）会在±36％与平均峰至峰抖动值有关的窗口内。如

果是一百万个样值，则窗口减少到 11％。因此，峰至

峰随机抖动测量的可重复性会随着样值数的增多而改

善。

峰至峰抖动与独立样值数的

关系 (RMS ＝ 1)

  图 13. 测量样值数对指示的峰至峰抖动值的影响。

VSIS规定H同步抖动测量要取100000个样值。如果所

有的抖动是随机抖动，那么99.77％的测量将在平均峰

至峰抖动值的± 13％以内。典型的抖动是随机抖动和

确定性抖动的混合，因此如果有变化，将会小于此值。

在用VM5000测量时，用户可以设置抖动的样值数。进

入H同步抖动结果页面，在“No.of Lines”小盒内填入

您希望的数值。仪器的默认值是100。这样的数值可以

使测量能够很快地完成。但是如果大多数抖动是随机抖

动那么其抖动测量结果会较低。也可以在“N o . o f

Lines”内设置为 100000，这时测量时间将会非常长。

一个建议是取一串100个样值测量并计算平均值。将这

个平均值乘以1.75，1.75是高斯分布抖动的100000和

100样值数之间的平均峰值之比。如果随机抖动居于支

配地位，那么它会给出 100000 个样值测量的评估值。

如果您打算对某一单个 DUT 进行一连串的抖动测量，

那么您可以通过不重复的系统设置来降低总的测量时

间 。 按 通 常 方 式 进 行 第 一 次 测 量 ， 然 后 在

“Configuration>Operations”菜单中选择“Run Only”。

这样，每次测量将节省大约 15 秒的时间。在改变到新

的器件或测量之前返回设置到“Setup & Run”。

样值数

%
不

确
定

性 平均 p-p 抖动

% 峰值不确定性
(3 std 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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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测量

视频测量是用来评测模拟RGB信号的特性，包括电平、

瞬变特性和噪声等。假定同步正确，那么 RGB 视频特

性将决定显示器的保真度。在VM5000选件VGA中，这

些测量可以划分为7类：亮度电平、彩条、通道间失配、

视频瞬变、线性、通道间畸变和噪声抑制比。

亮度电平

亮度电平测量用来测定DUT输出全白（其值为FFh）和

黑图像信号 (其值为 00h) 时的 RGB 电压电平值。适当

的电平对于显示器的正确亮度和对比度是重要的。就理

想状况而言，白电平应是 700mV 而黑电平应是 0mV。

这些数值是绝对测量值，是以RGB信号的返回线 (接地

端) 作为参考。测量时使用“Vertical Grille(垂直栅格)”

测试图案。

对于MIU，RGB信号可以通过两个路径中的一条路径：

这条路径可以是“低频 (LF)”，或者是“宽带 (WB)”。在

测量亮度电平时，使用 LF 路径。在 LF 模式中，每个通

道在通过50Ω同轴电缆引出线接入VM5000的CH1-3

之前均是以精密 (0.3％) 75Ω电阻作为终接。注意信号

的接线顺序为：G 接入 CH1，B 接入 CH2 以及 R 接入

CH3。仪器的每个通道均是 DC 耦合，并以1MΩ终接。

采取这种方式可以达到最高的直流测量精确度，因为仪

器在这种配置下具有最高的灵敏度和信噪比，并且75Ω

终接负载精度由MIU中的单个75Ω精密电阻器所确定。

这 3 根 50Ω同轴引出线是在 MIU 内部终接的，吸收来

自仪器开路端的反射。

为了减少由示波器电压偏置引起的误差，每个示波器的

输入通道首先设置为“GND”(接地) 耦合和测量。这样，

利用耦合恢复到“DC”，测量值是来自于 DUT 的白色

和黑色电平。因此，在给出测试结果报告之前就会从

DUT 的测量值中减去“GND”值。

VSIS规定白电平为700mV，容差为+70mV/-35mV。黑

电平规定为0mV，而且没有给出容差。VM5000使用默

认的黑电平容差值为+70mV/-35mV。由于总的黑电平

可以在显示器上使用亮度或黑电平控制进行调整，因此

要求并不太严格。

彩条

彩条测量来自于视频行业。尽管它不属于VSIS规范，但

它对于 RGBHV 接口仍然是很有用的。在彩条测量中给

出 8 个不同白 / 黑 RGB 组合的 RGB 电压电平值。例如，

红色是 R = 700mV，G = 0mV，B = 0mV；黄色是 R =

700mV，G = 700mV，B = 0mV；白色是 R = G = B =

0mV。因此，8种彩色总共给出所有的24个电压测量值。

测量彩条时使用彩条测试图案。MIU 设置在 LF 模式中

测量。

当彩条的各种组合被激活时，利用彩条来观察RGB信号

特性是否正确将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例如，R 信号是否

受到G信号开启或关闭的影响？这只需比较黄条和红条

电压值就知道了。还有，由于彩条是只能通过行 (与垂

直栅格图案相反) 来识别的，所以通常就可以用来观察

行倾斜。在理想情况下，白条、黄条、青条和绿条应当

都具有相同的G信号数值，标称值为700mV。如果G开

始为700mV，但是在后面的3个彩条中其电平值向下漂

移，那么在 G 通道中可能就存在着行倾斜。

在彩条信号的测量过程中是使用 RGB 信号的行后肩作

为 0V 的基准。行后肩指的是位于 H 同步和视频黑电平

的左边沿 (参见图 12) 之间的视频信号区域。通过对这

个电平取样并将它作为 0V 基准，视频通道中的任何电

压偏置均被彩条测量所忽略。同样地，VM5000 测量中

的绝对偏置误差也被忽略。这与亮度电平测量形成对

比，因为在测量亮度电平时不是以信号的行后肩作为参

考而是以信号返回线 (接地端) 作为参考。由于大多数显

示器件使用黑后肩来设置黑点，使用后肩基准测量与感

知的图像性能通常有着更好的相关性，特别是在黑色附

近的 RGB 值时更是如此。

彩条应当具有与亮度电平相类似的信号电平。如果黑色

电平值在这两种测量状态中差别很大，那么也许表明在

这个受影响的通道中存在着电压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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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间的失配

通道间的失配用来比较 RGB 通道间的幅度匹配状况。

在 VM5000 中，检查是在黑(00h) 白 (FFh) 之间 32 个

等间距的电平上进行的，使用的是阶梯波测试信号。对

于阶梯波中的每一个台阶，均相对于该通道的行后肩电

平以测量 RGB电压。然后这样来比较电压：G 对B、G

对 R 以及 B 对 R。仪器报告的是 32 次测量中的最大误

差，3 次比较中每一次均如此进行。在这项比较测量过

程中，使用的是 MIU LF 模式。

通道间的失配是一个重要的测量项目。为了准确地重现

灰度级别，它与通道间的幅度匹配关系远比它与绝对的

通道电平关系更为密切。这项测量不会受电压偏置的影

响，因为它是以后肩作为电平测量的参考。

VSIS 规定匹配误差的最大值为 Vmax 稳态的 6％。在

VM5000 中，Vmax 稳态为测量的白色电平值，标称值

为700mV。这样，42mV的最大匹配误差是允许的。要

注意的是，对于 32 级阶梯波，其电压范围是 700mV，

因此，42mV的最大匹配误差对应于大约两个台阶的电

压差。

即使不考虑 VSIS 的规定，通道间失配的允许程度与应

用也是密切相关的。通道间的失配会影响到重现的伽马

特性、环境亮度、重现的亮度和对比度设置，以及内容

本身可察觉的门限等。这里给出的建议是观察重现后的

测试幻灯片（test slide），同时注意单个的32级阶梯波

电平的可视状况。凡单个台阶边界可见的区域可能为3

％或有更佳的匹配。

视频瞬变

视频瞬变特性是用来评估RGB 通道中黑白电平跳变时

的保真度。这项测量使用的是垂直栅格测试图案，由黑

到白的过渡时间是一个像素的时间。每个通道均按 10

％至 90％白电平幅度测量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过冲

( 正向跳变) 、下冲( 负向跳变) 和恢复稳定所需时间

(settling time)。

对于具有精密细节或锐利边界变化的任一图像而言，良

好的过渡响应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上升时间或下

降时间过于缓慢，将会使图像的变化模糊而不清晰。过

度的振铃会使图像素材在跳变之后出现亮/暗交替变化

的现象。过冲和下冲是较为次要的问题，除非过渡到稳

定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事实上，某些过冲 / 下冲可能

会增强图像信号跳变清晰度的感觉，许多显示器件有意

地引入受控的预冲和过冲，这样的处理称为孔阑校正。

对于视频瞬变特性的测量，正确的 DUT 连接是至关重

要的。VM5000 测量系统提供了一根专用的 6 英寸长

VGA 至 BNC 电缆，用来将 DUT 连接至 MIU 上。RGB

导线应是高质量的带有75Ω连接器的75Ω同轴电缆，而

且电缆的整个长度应当尽可能地短。使用这样的连接电

缆和MIU，将为RGB通道在VGA端口处提供合适的反

射损耗和已知的带宽。此外，还可以通过MIU内部的校

正网络来补偿由该电缆和 MIU 引出线带来的少量线性

失真。如果使用其它电缆，那么速度较高的测量结果将

可能不够准确。这根6英寸电缆设计为现场可更换的部

件。因此，如果 HD-15 连接器已磨损而不再适宜继续

使用时，只需更换一根新电缆即可。

在进行视频瞬变特性测量时，应将 MIU 设置为宽带

(WB) 模式，并使用一只宽带的75Ω至50Ω的有损匹配

器再馈送至示波器的 50Ω 输入端口。这种配置提供了

最佳的带宽和高频 75Ω DUT 终接负载。由于所有的视

频瞬态测量均是相对测量，因而绝对幅度的准确度在此

并不重要。

对于视频瞬态特性的测量，其平坦的频率响应范围应超

出1GHz，这样才能测量很高的PCF格式。带有MIU的

VM5000测量系统的系统上升时间标称值为400ps，大

约相当于 1GHz的-3dB带宽。仪器报告的上升时间和

下降时间测量结果按400ps系统进行修正，可利用以下

公式：

          tr(result)=   tr(measured)2-tr(system)2

因此对于 450ps 上升时间的测量其准确度优于 20％。

VSIS 规定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不得大于像素时钟周期

的 25％。这就是说，随着PCF的增加，更短的上升/下

降时间是相当必要的。例如，1024× 768格式在60Hz

时的PCF为65.0MHz，所以上升/下降时间的最大值是

3.85ns，而2048×2048格式在60Hz时的PCF为360.

1MHz，上升 / 下降时间则为 694ps。对于可能输出更

高分辨率格式的器件，一定要用最高的 PCF 格式进行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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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视频瞬变特性测试结果的屏幕显示。

图 14 给出了某一 DUT 在输出分辨率为 1024 × 768 格

式、刷新速率为 60Hz 时的视频瞬态测试结果。其中红

通道中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略微超出了VSIS的规定。

所有三个通道的稳定建立时间基本上都超出了4.6ns的

规定（15.4ns 像素时钟周期的 30％）。

建立稳定所需时间可能是比较难于测量的。由最初的过

冲跳变开始的衰减过程一般是呈指数式的，通常是一种

阻尼振铃现象。VSIS 认为这种跳变至稳定建立是当它

衰减至满刻度的5％时。有时两个相邻的阻尼振铃峰值

接近门限的 5％，在这种情况下，噪声可能引起稳定建

立时间使其在两个峰值之间来回跳动。注意此时小于5

％过冲的波形将会给出0 ns的稳定建立时间，因为5％

的门限是永远不能达到的。

线性

线性是用来检查DUT在黑白之间的变化特性。在理想情

况下，如果斜率恒定的黑白之间的斜坡测试信号加在

DUT的输入端，其输出也应当是斜率恒定的斜坡。一般

而言，DUT的输出斜坡会给出某种斜率的变化。这种变

化表示出现了线性误差。

线性对于再现正确的灰度级别是重要的。例如，压缩 (斜

率减少) 的结果，可能会导致输出端对比度的降低。同

时，如果单个RGB通道之间的线性差比较大，那么黑白

之间的灰度级图案可能会在某些位置出现轻微的彩色。

VSIS定义了两种类型的线性测试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积

分非线性 (INL)，它可以检查黑色和某些其它点之间的整

个斜率误差。第二种方法是微分非线性 (DNL)，它用来

评测两个相邻点之间的斜率误差。在这两种情况下，测

试信号使用的均为一种黑白斜坡。实际上所有现代图形

系统内部均使用数字量化表示法。因此，我们采用的恒

定斜率的斜坡信号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台阶信号。如果系

统使用8比特量化表示，那么就有256级台阶；而10比

特系统就有 1024 级台阶。数模转换器将这些数字量化

电平变换为DUT输出端的模拟信号。然后对每级台阶进

行积分非线性和微分非线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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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确定台阶数以及各个台阶在 DUT 输出信号中的

位置。这可能比较困难，特别是对于10比特量化系统。

在 0V 黑色和 700mV 白色之间有 1023 次转换，每次转

换，即 LSB，只有 0.7mV。相对于 DUT 中的噪声、失

真和时钟串扰以及测量示波器中的噪声而言，仅有 0.

7mV的信号可能是难于识别的。为此，VM5000首先提

取经过平均的500个独立的波形采集值。这样能够减少

随机噪声和量化误差。仪器识别阶梯波的起点和终点，

然后从信号中减去线性斜坡。剩余的为一锯齿波，但仍

然包含有噪声和失真。测试这个波形的基本频率，用来

设置相应的掩蔽滤波器以通过基波和选中的谐波。将掩

蔽滤波器用于锯齿波信号，产生已定义的跳变信号。通

过计算掩蔽滤除的锯齿波跳变，可以测定阶梯数。这些

跳变也位于原始阶梯波信号单个台阶的起点和终点，通

过示波器用门控制一连串的平均电平测量值。为每一被

识别的台阶获取测量值。

然后连续进行以下计算：

  理想的LSB数值：LSBc = [Vout(N-1) - Vout(o)]/(N

- 1)，此处 N 为被识别的台阶总数

  台阶 n 处的 INL：INL(n) = [V(n) - LSBc*n]/LSBc

  台阶 n 处的 DNL：DNL(n) = [V(n) -V(n - 1)]/LSBc

  分辨率：比特数 = log(base2)[n]

INL 和 DNL 的单位均为 LSB。

VM5000将报告INL和DNL的最大值，识别它们出现时

的台阶位置。同时检验单调增加的所有台阶值。有时

候，如果许多台阶是相似的，噪声会引起不同的被识别

的台阶数，这些台阶每当测量运行时被识别。这样只是

简单地指示是否存在支配非线性的单个台阶。

VSIS 规定 INL 和 DNL 不应超出± 1 LSB，以及单调增

加的台阶斜坡产生单调增加的 RGB 电压值。

有时候，数字中一个或多个比特会被冻结或被“固定”。

如果需要产生一个恒定的正斜率斜坡，这个固定比特会

引起斜坡以一种不规则的或非单调性的方式增加，这将

导致高的 INL 和 DNL 读数和单调性错误。如果固定比

特有问题，可利用示波器窗口观察这个斜坡。通常可以

观察到错误的周期，并可以识别这个固定比特：除2图

案指向 MSB，除 4 图案指向 MSB-1，如此等等。注意

以这种方式是不能发现固定LSB的，宁可降低分辨率。

例如，带有固定 LSB 的 10 比特系统将按 9 比特分辨率

检测，其 INL 和 DNL 数值相当于 9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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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间畸变 (Ch-Ch Skew)

通道间畸变是用来测量 RGB 分量通道在时间上是否对

准。如果没有对准，那么 RGB 信号的跳变就不会在显

示器上的同一点发生。例如，当信号由黑跳变到白时，

如果 B 和 G 通道的显示与 R 相关，就可能有窄的红边

界出现。由于H同步抖动，还可能观察到较少量的漂移。

VSIS 规定任意两个通道之间的时间漂移量的最大值为

像素时钟周期的 50％。

VM5000是使用校正技术来进行这项测量。对于任意两

个通道取样，使用同步信号作为时间基准。然后移动并

比较这两个内插数据组。如果就样值而言，这两个数据

组非常相似，那么这种特定的对齐就与高相关系数相联

系。如果这两个数据组不相似，那么对应的相关系数就

小。这一处理过程是在样值的正负偏离范围内重复进

行。而具有最高相关性的偏离就是这两个通道的时间畸

变。

采用相关技术具有两个主要的优点。第一，它可以使用

各种测试信号－台阶跳变信号、正弦波组（sine wave

burst packets）、甚至图像素材－要有足够多的中频和

高频成分。第二，由于多点相关的平均效应会降低随机

噪声的影响。

噪声抑制比

这是一项单个 RGB 通道中的噪声测量。VSIS 规定峰至

峰噪声测量是在白色图案上进行的，带宽在500MHz以

上。峰至峰噪声值不应超过白色电压（标称值为700mV）

的 5％。

与抖动测量类似，在噪声中包含有确定性噪声和随机噪

声分量。如同H同步抖动一样，噪声的随机分量也同样

存在着峰至峰测量问题。这就是说，平均峰值噪声数值

会随着样值数而增加，而平均峰值噪声数值的变化则会

随着样值数的增多而减少。特别是对于宽带、高PCF格

式，噪声测量中的随机分量似乎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如

果需要比较峰至峰噪声测量结果的话，就应当对噪声测

量的样值数作出规定。

VSIS规定在2秒的测量间隔内使用100000个噪声样值。

VM5000对3个视频通道中的每一通道均提取100000个

样值。用户可以通过改变“Noise Inj Ratio”测量结果

窗口中的“Average”设置，对多倍的100000个样值进

行平均。较多的平均样值虽然能够降低测量的不确定性

但却会增加测量时间。在执行平均运算的过程中，如果

测量结果已经接近您所要求的稳定性，那么您可以提前

选择停止测量。VM5000通常使用 500MHz 噪声测量带

宽。它可以通过“Noise Inj Ratio”测量结果窗口中解

除滤波器选择而取消。

为了扩展噪声测量范围，VM5000 能够从噪声测量结果

中减去仪器的底噪声 (noise floor)。具体作法是，在测

量 DUT 之前，先将 VM5000 转为“GND”(接地) 耦合并

对每个通道中的 1 0 0 0 0 0 个样值进行测量。然后将

VM5000返回到“DC”耦合并对DUT进行噪声测量。两

个样值记录的均方值相减，其结果变换为平均峰值电

压。这种消除虽不完善但却可以将仪器的测量范围扩展

到示波器的底噪声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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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被测器件中同步信号的非单调性。   图 16. 被测器件中的不符合要求的逻辑“0”电平。

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 VSIS 所有的评测参数中，很自然地要问，究竟哪些

参数项确实重要？答案是多种多样的，这取决于您的应

用以及什么对用户最重要。不过，这里可以为您提出一

些参考意见供您优先考虑。

如果互操作性－即信源在多种显示器件中均能正常工作

－是最重要的，那么应当关注H和V同步测量、RGB亮

度电平测量以及彩条测量。这些参数有助于建立正确的

同步、正确的白/黑电平，并能使所有的RGB信号有效。

对于同步测量，特别要重视以下信号损伤：

  不正确的极性

  频率错误

  过度的过冲 / 下冲(特别是当偏离进入到 0.5V 至 2.4V

范围时)

  非单调性地上升或下降

  当 DUT 的负载为 8mA 时，逻辑电平“0”和“1”超

出规定

图 15 给出了非单调性的同步跳变，图中的倾斜反转范

围为 1.2V。这有可能干扰显示器的触发电路并引起显

示抖动。图16给出了同步逻辑电平“0”在电流为8mA

时为 5 5 0 m V 。尽管也许能够工作（规定最大值为

500mV），然而2.2kΩ负载时的50mV逻辑“0”与8mA

负载时 550mV 电压的差别是如此之大，驱动器有可能

处于它的极限能力，特别是当电容性负载出现时。

如果显示系统的灰度级性能非常重要（例如诸如彩色匹

配之类的应用），那么就应当特别关注通道间的失配、

线性以及 RGB 亮度电平测量。通道间的失配测量将提

供整个视频范围内各个通道相互间的跟踪是否接近的信

息。线性测量提供了每个通道中黑白电平转换的有关信

息。RGB亮度电平测量为整个700mV视频范围是否得

到充分使用而提供了验证，因为这对于图像的对比度是

否合适是很重要的。

对于图像绘制应用，例如PC视频应用，应当注重噪声、

瞬态响应、RGB 亮度电平、通道间的匹配（包括通道

间的幅度匹配和时间对准）以及H同步抖动等项目的测

量，这对图像绘制应用是十分有利的。需要注意的是，

VSIS 测试没有检测运动相关图像的失真。但是，如果

图像的随机噪声和抖动都很小，一般说来，尽管压缩也

只会产生较低的失真。

至于VSIS符合性测试，应当执行整个测量程序组测试。

但彩条的测量可不进行。因为它不属于 VSIS 规范。对

于实际符合性测试，进行H同步抖动测量按100000行

进行。利用VM5000报告生成器，可以提供测试结果的

一个安全提要报告。

将 VSIS 与显示器定时标准结合起来将包括大量的测试

参数。如果您的 DUT测量有几项超出了VSIS 规范，您

不必为此感到惊奇，而要确定超出容限的那些参数对您

的应用是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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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5 针 RGBHV 模拟接口，通常称为 VGA 接口，它具有

非常高的性能。既然是模拟接口，那么总有各种类型的

损伤，特别是在传送高带宽的信号格式时更是如此。

VESA VSIS规范为测量这些损伤和定义可接受的性能提

供了准则。设计者如果按照这个规范来设计信源和显示

器件，可以确信，就能够取得高保真的图像。

长期以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执行完整的 VSIS 符合

性测试。现在，利用泰克公司 VM5000 选件 VGA，就

可以迅速而又方便地完成这些测量项目。除了提供自动

测试程序组之外，泰克公司还巧妙地解决了 VSIS 测量

中的一些问题，从而能够取得连续一致的、准确的测试

结果。泰克公司提供了完整的测量系统，包括测试信号

文件、接口附件以及预先编程的容限测试，使得测试差

异减至最小，并可在各测试系统之间进行测试结果的比

较。得到保证的性能规范使得在进行符合性测试时而不

必操心测量精度问题。

VM5000 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从全面的自动合格 / 失

效测试到人工操作的深入故障查寻。不仅如此，还可以

对它的默认测量配置进行修改，使它能够成为研究和开

发工程师的得力工具。但愿这篇应用文章能够帮助您提

高对 V S I S 测量的认识，使您了解如何有效地使用

VM5000 以确保适当的 VGA 接口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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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香港办事处
香港铜锣湾希慎道33号
利园3501室
电话：(852) 2585 6688
传真：(852) 2598 6260

泰克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4号
通恒大厦1楼101室
邮编：100088
电话：(86 10) 6235 1210/1230
传真：(86 10) 6235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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