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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串行总线 - 现行的设计规范

高速串行总线架构是当今的高性能系统设计的新规范。

尽管传统的并行总线标准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串

行总线覆盖了，电脑、手机、娱乐系统等更多的市场，

与此同时提供非常多的优势，例如更高数传性能，低廉

成本，更少的走线和简化电路板设计和布局等。

您可能已经拥有使用第一代串行总线技术的经验，如2.

5Gbps的PCI Express和1.5 Gbps的串行ATA (SATA)

等。在此基础上，采用第二代串行技术标准的产品正大

量推向市场。一些工程师们甚至看的了第三代串行技术

规范的设计要求，包括像 SATA3.0，传输率 可以达到

6Gbps，并且这些技术在各个标准工作组总不断演化、

发展。

串行总线技术不断推进、演化，信号具有更快边沿速率

和更小的单位时间间隔(UI)，需要在设计、一致性测试

和调试过程中考虑到很多特殊的要求。这些串行标准速

度之高，使您需要考虑射频信号、传输线效应等等这些

在以往低速系统中不存在的问题。

在信号的物理层面，不同的路径的特性阻抗和噪声都会

影响到系统的误码率。工程师不得不要重新审视系统设

计、测试的方法，包括信号互联，测试码型生成，接收

端的测试，信号采集和分析等。正是由于这些新技术演

变带来的问题，加之严格的标准和测试要求，导致了公

司快速推广产品上市变的更加的困难。

在这篇读物里，我们着眼在串行标准的一致性测试需

求，重点讨论第二代标准的相关问题。在介绍的常见三

个重要的串行标准之后，会将这些问题总结为下面几个

部分，包括基本的测试，以及在符合性测试和调试阶段

必须考虑因素。我们会在五个主要领域展开讨论：与被

测设备（DUT）的连接 ，产生精确的测试信号，接收

端测试，信号采集以及数据分析。

一些串行标准举例

纵观整个电子行业，制造商和其他公司推出的串行总线

标准以满足市场和客户提出的多样化的需求。这些标准

的关键性目标是在某一个体系框架内，由不同制造商生

产的设备能够相互通用。每个标准是由一个管理机构、

委员会和工作组，建立设计和测试要求。表1列出一些

关键串行标准。

每个规范定义了产品必须符合标准的要求，包括电气、

光学、机械、互连等等。管理机构发起标准化测试，来

检验产品是否能通过标准要求。这些测试可能会详细到

了指定具体的测试设备。标准不断发展，因此参数规格

不断的修改。必须保持目前对产品的测试和规范的要求

一致。

泰克公司参与许多标准组织并在不同的工作组中和其他

公司一道，帮助管理机构制定有效的测试过程和符合性

测试流程。

在这份文档中，我们会提到以下三个标准。泰克公司作

为工作组的一员，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中。

SATA
SATA接口是一个标准的串行存储接口，广泛应用于在

今天的台式机和其他计算平台。最初的速率只用 1.

5Gbps，但最近更新到 3.0Gbps 的第二代规范，已经

进入市场。下一代标准规定速率是 6Gbps，部分规范

正在业内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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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标准 协会

存储接入 Serial ATA(SATA) SATA-IO www.sata-io.org

Serial-attaced SCSI(SAS) SCSI Trade Association www.scsita.org

芯片到芯片 PCI Express(PCIe) PCI-SIG www.PCISIG.org

端互联 ExpressCard PCI-SIG www.PCISIG.org

Rapid I/O(RapidIO) Rapid I/O Trade Association www.rapidio.org

高清显示 HDMI HDMI www.hdmi.org

DisplayPort VESA www.vesa.org

内存存储 FB-DIMM JEDEC www.jedec.org

系统互联 InfiniBand InfiniBand Trade Association www.infinibandta.org

光纤通道 INCITS www.incits.org

10Gbit 以太网 /XAUI IEEE www.ieee.org

表 1：重要的串行总线标准

图 1：SATA 机械结构

像许多串行标准，S A T A 接口采用低电压差分信号

(LVDS)和8b/10b编码。数据在发射端和接收端之间采

用全双工的数据通道，分别由一条发送通道(Tx)和一条

主设备 设备

主设备
插头 线缆插孔

设备
插头

线缆插孔

引脚 引脚 引脚 引脚

数据率
SATA 接口

连接器

SATA
电源连接器

接收通道(Rx)组成。SATA 接口采用了扩频时钟(SSC)

嵌入式时钟方法，不提供单独的参考时钟传送给接收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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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PCI Express 构架

PCI Express
PCI Express已经取代PCI成为大多数芯片到芯片级的

应用或电路板传输和电缆连接中系统中使用。PCIe 是

一个高度可扩展的架构，提供从1到16条全双工的PCIe

连接。在多通道应用，数据流根据现有可用通道的情况

而拆分，同时在多个通道上传输。最快的 PCIe 应用通

常是图像处理应用，通过 16 条高速通道，在系统芯片

组和图形处理器之间传输高分辨率的图形数据。图2描

述了 PCI Express 架构。

第一代的每条通道传输速率是 2.5Gbps，第二代 PCIe

2.0提供5Gbps的速率。很快第三代PCI Express提供

8Gbps 的传输速率。PCIe 不仅采用嵌入的时钟，还将

参考时钟传输到接收端作为 PLL 参考时钟。

HDMI
高清多媒体接口(HDMI)是第一个专为满足消费娱乐系

统市场而推出的串行总线标准。HDMI接口建立在非常

成功的数字视频接口(DVI)之上，并延伸了更多功能，集

成了更多的娱乐设备，如大屏幕、高清电视和家庭影院

系统。图 3 描述了 HDMI 接口架构。

HDMI是一个单向传输的架构，从源端向接收端传送高

分辨率视频和多声道音频。该规范定义了三个高速串行

数据通道，根据显示分辨率，传输速率从250 Mbps到

3.4 Gbps 不等。为了追求更高的数据速率和更高的分

辨率，在机械部分规格定义了 Type B 型连接器，将两

个 HDMI 接口并联，产生了最大吞吐量为 6.8Gbps 的

数据流。

虽然大多数高速串行标准依靠 LVDS 信号格式和 8b/

10b编码，但HDMI接口使用的是过渡时间最小化差分

信号(TMDS)，以减少链接上信号的跳变，从而减少电

磁干扰(EMI) 。



www.tektronix.com.cn/serial_data     7

高速串行系统设计基础

HDM 接口采用了参考时钟的设计，时钟频率为数据率

的十分之一。低速串行总线 (I2C总线)，称为DDC的总

线，在源端和接收端进行配置和识别时进行双向信号传

输。

串行总线结构的基本要素
所有的串行总线结构遵循一个多层模型，正如图 4 所

示。物理层有电气子层和逻辑子层构成。本文主要讨论

的是电气子层上所进行的一致性测试。

很多高速串行标准的电气子层有如下要点：

  差分信号传输，提供良好抗干扰能力

  8b/10b 编码减小 EMI，改善信号完整性

  嵌入式时钟和参考时钟一起使用

  通过扩频时钟进一步减小时钟的 EMI 问题

  典型的测量包含抖动、幅度、差分对间延时、上升 /

下降时间和共模电压

图 3：HDMI 构架

  规范和测试需求随着标准不断发展而演进

表 2 列出了一些串行总线构架要素和一致性测试要求

图 4：高速串行总线分层模型

数字验证和调试

模拟验证和调试

事务层

数据链路层

事务层

数据链路层

源端
数据速率

接收端

发射机 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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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连接接口 外围连接接口 显示接口

应用 PCIE SATA Ethernet XAUI Fibre ChannelInfiniBand USB2.0 1394 DVI HDMI

数据率(最大) 5Gbps 3Gbps 1000Mbps3.125Gbps2.125Gbps 2.5Gbps 480Mbps 800Mbps 1.65Gbps 3.4Gbps

通道 最大 32 1，2，4 1 4 1 最大 12 1 1 3 3

编码 8B10B 8B10B 8B10B 8B10B 8B10B NRZI 8B10B 8B10B 8B10B

信号 LVDS LVDS LVDS LVDS LVDS LVDS LVDS TMDS TMDS

嵌入时钟

灵敏度

延时

去加重

PLL 环路带宽

抖动容限

眼图

上升 / 下降时间

幅度

共模

去加重

抖动

回损

串扰

上升 / 下降时间

损耗

阻抗

表 2. 串行总线基本要素总结

接
收

端
测

试
端

测
试

发
送

端
测

试
线

缆
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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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串行总线技术挑战

运行在下一代串行总线的系统中，电信号上的故障会比

以前更加严重的影响到信号完整性和信号的质量。信号

传输路径上的导体，包括电路板走线、过孔、连接器和

电缆等由于回波损耗和反射等传输线效应，严重的降低

信号的电平、延缓上升时间，产生更多的噪声。

Gigabit 的传输速度

随着标准定义的数传速度的不断上升，一个比特所占用

的时间越来越短，传输信号和接收信号的裕量变得越来

越紧张。LVDS和多电平信号更加容易受到信号完整性

问题的伤害，比如延时、噪声和码间干扰(ISI)。信号对

时序问题、发送端到接收端之间的阻抗、系统级软件和

硬件的交互问题更加的敏感。而多通道的结构增加了系

统设计的复杂程度，增加了通道间时间延时和串扰发生

的可能性。

抖动
当今的高速串行总线和嵌入式时钟系统意味着对抖动有

更大的敏感性，很可能由于抖动造成误码性能的恶化。

通常，抖动是由于串扰、系统噪声、同步开关输出和其

他有规律发生的干扰信号所产生的。随着数据率不断上

升、多通道的设计和更加紧凑的布局，使得上述这些干

扰更加容易的转变为抖动。

传输线效应

信号的发送端、信号走线和接收端组成了串行数据网

络。隐藏在网络下面，改变信号传输特性的因素是分布

电容、电感和电阻。传输线效应随着信号速率提升而显

现出来，严重的影响信号质量，并可能导致误码。

噪声

噪声是出现信号幅度上的异常电压。噪声通常来自于系

统的内部和外部。外部噪声源有工频干扰，空间辐射等，

内部噪声源包含数字时钟、高速芯片和开关电源。噪声

可能是瞬态的，或者是宽带的随机噪声，还可以导致信

号的相位出问题。就像抖动会影响信号时序一样，噪声

会引起信号幅度上的异常，对系统误码率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

一致性(Compliance)测试

串行总线的一致性测试规范中，通常包括幅度、时序、抖

动和眼图的测量。最新的一些串行标准更加关注扩频时

钟 (SSC)、接收端灵敏度的测试，以及电缆、连接器的

回波损耗和反射。对于每一种特定的标准，并不是所有

的测量都是一致性测试所需要的。

测试点 (Test Point) 在标准的一致性测试或者规范本身

中会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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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在示波器上进行眼图测试

眼图测量

眼图测试是一致性测试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如图 5 所

示，在示波器上得到的一个串行信号的眼图。眼图测量

通过从数据中恢复出的时钟进行触发，对串行信号在一

个 UI 时间内多次叠加而形成。在眼图的上、中、下方

各有一块测试失败区域被称之为“模板”(蓝色部分)，标

明了信号不能进入的禁区。眼图测试将在后面的“信号

分析”部分做进一步的讨论。

下面的列表总结了一些在插拔大会(plug-fests，验证一

致性和兼容性的测试会议)中经常使用到，以及在最终

产品进行一致性测试时候的测量项目。

幅度测试

幅度测试列举在表3中，主要是为了验证信号能否到达

规定的电平并保持稳定，能在传输媒介中可靠的向接收

端发送“1”和“0”。

测试项目 描述

差分电压 任何一个标准中都定义了差分电压的峰峰

值。这是保证发送端正常产生信号电平的

最基本的测试

眼高 眼高是眼图在幅度上的张开程度。它表示

了在接收端电路采样时刻信号的幅度。眼

高是以恢复出的时钟为参考，在0.5UI处测

量得到的。在后续的“信号分析”部分中

将详细介绍眼图测量

去加重 在信号传输期间，传输介质会减缓信号跳

变的速度。为了补偿这种效应，发射端在

跳变位产生幅度稍微比非跳变位幅度高的

信号，在接收端芯片引脚处会得到一个张

开的眼图。

去加重的值是连续比特电平和跳变比特电

平的比值。见图 6.去加重在术语上又被叫

做预加重或者均衡。

共模电压 在发送端上的共模不平衡和噪声会影响到

(AC,DC) 差分信号。可以差分信号的正端和负端分

别来测试以定位故障产生的原因。这种测

试技巧可以使用在定位串扰、噪声等问题

上。

表 3：幅度测试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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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数据流上的去加重

时序测试

时序测试的项目列在表4中，主要是来验证信号是否存

在异常的时序变化，是否有足够快的跳变来确保关心数

据信息传输正确与否。这些测试需要高性能的测量工具

来检测由于分布电容、电阻，串扰等引起异常和信号质

量的恶化。

抖动测试

随着数据率不断提高，抖动问题成为了最难解决的问题

之一。许多公司开发了专用的抖动分析工具，帮组工程

师快速的识别产生抖动的原因以及抖动造成的结果，更

好的理解抖动的复杂性。

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抖动都可以从频域角度上得到结果。

为了保证兼容性，数据发送端的抖动一定不能太大，而

接收端的必须要能够容忍一定量的抖动，并且能正确的

进行时钟恢复(CDR)并解串行数据(De-serialize)。其他

的信号特征，如幅度和上升时间，都会影响到抖动容

限。实际上，抖动测试就是误码率测试。

测试项目 描述

单位时间间隔 嵌入式时钟频率的变化能通过大数据量的

(UI)和比特率 嵌入式时钟测量的平均值中观察出来。通

常的数据量要求一百万个比特。在某些标

准中，如果测量平均值结果在规定值的

100PPM 之外，则该项测试是失败的。

上升 / 下降时间 上升 / 下降时间太快会引起 EMI 问题；太

慢则会引起数据误码。

一些标准的一致性测试规范中没有包含上

升时间测试，主要是考虑到探头和仪器会

对该项测试造成误差。然而，可以通过“平

方和的平方根”算法得到数据发送端实际

的上升时间指标，并判断是否满足要求。

另外，目前的示波器可以采用特殊的滤波

技术来消除测量系统对信号的影响。直接

得到在探头附件前端的信号特性。

眼宽 眼宽提供了对信号时序和抖动定量的测

试。像眼高一样，同样有模板加以限制，任

何点和模板接触，都将被认为无法通过一

致性测试。

并不是所有的标准都接受眼图测试作为抖

动最终决定性的测试。比如在第六部分将

要讨论的 SATA 规范就认为，通过捕获波

形并且进行模板比较所积累得到的统计概

率无法满足误码率为10-12的测试要求，也

就是说认为眼图测试没有捕获足够多的信

号边沿。

表 4：时序测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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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间隔误差(TIE)是许多抖动测量的基础。TIE是恢复

出的时钟边沿和实际波形边沿的时间差值。通过对TIE

进行直方图分析和频谱分析，可以得到高级的抖动分析

结果。直方图可以帮助工程师隔离由于外部其他电路，

例如开关电源，所引入的抖动。

抖动测试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必须要连续的采

集上亿个边沿，才能确保对10-12误码率的准确表示。带

有高速捕获速率和抖动分析工具的示波器可以大大的减

少抖动测试的时间。

更深入的抖动测量请参看“信号分析”部分。

接收端灵敏度测试

一些高速串行总线的管理机构非常关心接收端灵敏度的

测试。该项测试可以证明接收芯片内部的 CDR 和解串

行器件，在有外部干扰，如抖动、噪声和时序问题的环

境下，能够准确的恢复时钟和数据。这部分的测试将在

“接收端灵敏度测试”部分详细讨论。

电路板级互联测试

传输媒介在信号完整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低成本

的介质中，如 FR4 上，要设计速率超过 Gbps 的 LVDS

信号，并且信号走线上有电缆、连接器等，会遇到很多

布板设计以及测试上的挑战。许多的标准对介质的损

耗、阻抗、串扰有着严格的要求。

一致性测试方案

如何将测试系统对信号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并且无失真

的采集待测信号，对新的设计方案的评估、测量是非常

重要的。可以分为五个重要的部分：

  连接性
  测试码型产生
  接收端测试
  信号采集
  信号分析

　　

连接性

测量路径中，包括 DUT 到示波器通道的信号路径，同

样也存在着传输线效应，可以导致信号的损伤以致测试

失败。用正确的探头进行正确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高速串行总线标准的机械结构部分，有时称为物理媒介

相关(PMD)规范，决定了如何连接DUT。对于不同的标

准，有着不同的连接方式，每一种都有独特的特性。

有下列五种方式满足各种信号探测的需求：

  最新的三模(TriMode)差分探头能够通过一次连接，

实现差分、单端和共模信号的测试。

  用单端探头进行“伪差分”探测，可以完成差分、单

端和共模信号的测试

  SMA“伪差分”探测适用于测试夹具和示波器的连

接

  用差分探头直接测量差分信号

  SMA“真差分”探头连接示波器和测试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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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7b：Tri-Mode(右)简化了传统探测方式(左)

要注意到探头将会对 DUT 施加一定的负载。不同的探

头都有不同的电路模型，输入阻抗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

变化，会影响被测电路的行为和测量的结果。

TriMode 差分探头

TriMode差分探头不同于传统的差分探头，可以用一个

探头，仅需要和被测电路连接一次，实现单端、差分和

共模信号的测量。

以往对共模信号的测试，需要两个单端探头分别探测差

分信号正端和负端，然后在通过两个通道做加法运算得

到共模信号(如图 7 所示)。新型的 TriMode 探头能够仅

有一个探头完成共模信号的测试。

用单端探头进行“伪”差分测量

通常使用探头在电路板上进行电路故障定位，需要探头

能够灵活方便的在不同的走线上、引脚上探测电压信

号。两个有源单端探头可以分别探测差分信号的两端来

进行伪差分的测量和共模信号的测量。如图 8 所示。

两个探头分别连接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上，通过示波器

上的数学运算得到差分或者共模信号。因为要使用到示

波器的两个通道，因此在测量前，通道之间的时间偏差

(Skew)校准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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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在接收端芯片处进行伪差分探测

信号在芯

片内端接

图 9：使用 SMA 电缆连接夹具和示波器

50 欧姆端接

SMA接口适配器

用 SMA 电缆方式进行“伪”差分测量

许多的一致性测试夹具和原型电路都是通过高频的

SMA 连接器输出待测信号。在这种环境下，用 SMA 同

轴电缆连接信号进行伪差分测试是可行的。信号的发送

端直接将信号输出到示波器，示波器每个采集通道内部

采用50欧姆负载端接。可以通过SMA接口适配器直接

将信号连接在示波器通道上。

正如前面所描述，伪差分测试需要使用到示波器两个通

道，通道间的时间偏置校准非常重要。图9说明了使用

SMA 进行伪差分测试的情况。

使用差分探头进行信号探测

真正的差分探头具有低的损耗、良好的信号保真度。图

10 描述了在接收端芯片处使用差分探头测试的例子。

真正的差分测试不像伪差分测试，仅需要一个示波器通

道，无需对波形使用数学运算。这样可以更好的利用示

波器多通道、高采样率的优势，同时测试更多的差分信

号。有利于高速串行信号多通道测试。

使用 SMA 真差分探头

对于一致性测试点定义在连接器或是夹具端面的串行标

准而言，探头输入端是 SMA 接口的差分探头是最理想

的信号探测方法。探头的两个 SMA 输入端提供了 100

欧姆的差分端接，并且提供用户可调节的端接电压，端

接电压可以根据不同的信号类型而选择。如果信号发送

端驱动100欧姆的负载，共模的连接器可以开路。图11

描述了在连接器端或夹具端使用真差分SMA 探头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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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在接收端使用差分探头探测信号 图 11：使用 SMA 差分探头连接在夹具上进行信号探测

两根相位一致的 SMA 电缆

示波器接地端

测试夹具

测试夹具对信号的影响会随着信号速率上升而变大。因

此对高速串行系统进行一致性测试必须使用经过认证的

合格的夹具。可能对于 3Gbps 的 SATA 信号而言，很

多夹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于速率更快的

PCIE和HDMI，夹具的影响非常的大，必须要重新设计

现有的夹具系统。

对于某些应用，低成本的FR4板材已经不在适用于第二

代和第三代串行总线的设计了，因为FR4在高频情况下

表现出更多的损耗、反射和延时，进而不得不采用更昂

贵更好的介质材料。

测试码型产生

每一种串行标准都指定了作用在 DUT 一致性测试中的

“黄金”测试码型。这些指定的码型是全面测试DUT以

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

例如 PCI Express，信号发送端和接收端产生自己的测

试码型。而其他的一些标准采用了更复杂的对信号处理

的方式。

如果需要外部产生测试码型信号，那么测试仪器必须按

照规范定义，产生频率、幅度等完全一致的测试信号激

励 DUT。可编程信号源包括：

  定时数据发生器提供标准的测试信号，例如 TS1 和

TS2 训练信号或伪随机码流(PRBS)

  任意波形发生其(AWG)提供任意的数据码型以及真实

环境中的各种干扰，如噪声、抖动、延时等

  抖动产生源用与改变测试码型数据的抖动以进行压力

测试

  全新的多合一的信号发生器简化了模拟波形、数据码

型产生，可以更加方便的调节信号源调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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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PCI Express 接收端测试环境

AWG7122B 任意波形发生器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

链路训练序列

改变幅度、斜率和过零点电压，增加抖动和噪声

通过测试仪器之间的互联，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和主

控机等，实现自动的测试，可以更加准确的完成一致性

测试。AWG可以通过Matlab可自定义的波形数据，以

及对示波器所捕获数据的回放功能，可以加速测试的进

程。

接收端灵敏度测试

虽然接收端位于各种各样传输路径的末端，但也必须要

满足不同信号发射端、不同传输路径的兼容性测试。

为了保证兼容性，接收端芯片内部，特别是 CDR(时钟

恢复)和解串行部分，在特定恶劣的场合下必须能够正

常的工作。CDR 必须能对带有抖动和噪声的信号进行

时钟的提取。同样，解串行器必须按照规范要求容忍一

定量的抖动、噪声和通道间的时间延迟。

测试过程

图12描述了单通道PCI Express接收端测试的组成。根

据不同的标准，具体的测试参数、过程和容限值都有所

不同，基本的测试方法描述如下：

  设置DUT进入环回(loopback)模式，用逻辑分析仪、

示波器、串行总线协议分析仪或误帧检测仪监控数

据发送端信号是否与测试码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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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据流中插入“黄金”测试码型

  改变幅度已确保接收端能准确的识别 1 和 0

  改变差分对的时间偏差用以检验能否容忍真实电路

环境中的信号延时

  插入抖动确保 CDR 的 PLL 能够跟踪输入信号

观察接收端芯片内部信号

接收端测试和调试的难点在于无法直接用探头探测到器

件内部。许多接收端芯片内部有输入滤波器用来补偿传

输链路的损耗和传输线效应，给CDR提供更“干净”的

信号。因此，示波器探头所看到的信号是在滤波器之前

的信号。

带有可编程 DSP 技术的高级的示波器能够以接收端芯

片的角度，捕获“虚拟探测点”的信号。通过在示波器

中应用 FIR 滤波器，示波器能够显示在输入滤波器之前

和之后的信号。这样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影响CDR工作

的抖动测试数据。图 13a 和 13b 描述了信号经过 FIR 输

入滤波器之前和之后的测量差异。

接收端幅度灵敏度测量

在信号进入到接收端芯片时，信号不可避免的会有能量

的损失。幅度灵敏度测试就是用来检查当信号到达CDR

和解串行器时，接收端能否准确的识别 1 和 0。

接收端时序测试

时序测试通过改变差分对间时间偏差和上升沿快慢，用

来验证接收端容限。因此，数据码型发生器或任意波形

发生器必须能够提供差分的信号输出。

图 13a. 接收机测试不带 FIR 滤波 图 13b. 接收机测试带有 FIR 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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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接收端抖动测试组成

电源线 测试夹具

硬盘

硬盘接收端测试组成

Crescent Heart 公司提供
的误帧分析仪

接收端抖动容限测量

抖动容限测试目的是检验接收端能否正确的识别带有抖

动的信号。如果能满足规范要求，说明 CDR 能够恢复

出正确的时钟，并能准确的在 UI 中间进行采样。这也

意味着即使信号中有抖动，解串行器仍能够正确的识别

数据。图 14 描述了抖动容限测试的组成。

对于时钟嵌入式、8B/10B 的链路，例如 PCIe，严格的

抖动容限测试是非常重要的。波形发生器必须具有提供

生成特定幅度、频率和调试方式(例如正弦波、方波三

角波)等的抖动的能力。为了能够充分的模拟DUT所可

能遇到的压力，波形发生器必须能都在上升沿和下降沿

施加抖动。

目前，各个工作组对在接收端测试中的码间干扰(ISI)抖

动干扰越来越感兴趣。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正在评估 ISI

对接受端的影响，以及如何更好的测试和刻画码间干扰

抖动。例如 DisplayPort 标准和 HDMI 标准中，需要使

用电缆模拟器(cable emulator)模型用以模拟最差情况

下的 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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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总线速率                                             基频                                   三次谐波                        五次谐波

表 5：示波器带宽要求

信号采集

测量设备的特性可能会导致正常工作的 DUT 不满足一

致性的要求。这个采集系统，包括探头、电缆、示波器，

必须满足必须能让足够的信号能量被采集。下面列出好

的采集系统关键因素：

  带宽

  足够的输入通道

  采样率

  样点记录长度

带宽的要求

很多第一代的串行总线构架的速率在 1.5Gbps 到

3.125Gbps，最快的时钟频率是1.56GHz。可以使用带

宽 4〜5GHz 的示波器进行测量。但是信号保真度测试

和精确的眼图分析要求示波器有更高的带宽。很多的标

准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许多规范要求示波器在信号发送端芯片引脚处精确的捕

获信号基频的 5 次谐波。对于第一代 PCI Express，意

味着带宽需要6.25GHz的示波器，采样率至少是带宽的

2 倍。同样，对于 3.125Gbps 的 XAUI 信号，要求示波

器带宽7.8GHz。许多的标准组织，特别是PCI-SIG，直

接要求测试仪器的带宽要满足信号 5 次谐波的原则。

随着第二代串行总线发展，示波器带宽需求也不断增

大。表5 中列举出来当前和未来的串行总线一致性测试

对示波器带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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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各阶谐波对合成方波的贡献

捕获 5 次谐波至关重要

示波器带宽是影响眼图测试的关键。对一个方波的傅立

叶展开可以发现信号是由基波和各阶谐波组成。如图

15 所示。信号的幅度特性的变化说明了不同的谐波对

信号电平的贡献。

带宽不够的示波器在采集信号的时候会造成信号5次谐

波幅度的衰减。而5次谐波对眼高的测试时有增大的贡

献的，因为数据判决就是在 UI 的 50% 位置进行的。

图16描述了带宽对眼图分析的重要性。用带宽20GHz

和13GHz的两台示波器测量同一个6.25Gbps的信号，

眼图测试差异明显，会得到测试结果迥异的报告。

带宽和上升时间

通常，标准对带宽的要求更多的是以信号的上升时间考

虑的。表6列举出了满足对不同上升时的信号进行高精

度测试所需要的示波器带宽需求。

表 6：带宽和上升时间测量精度

信号 精度
上升时间 3% 5%a 10%b

a 需要带宽 = 频率× 1.2
b 频率 =0.4/ 信号上升时间(20%~80%)

示波器和探头的上升时间会影响到信号上升时间的测

量。下面的公式说明了示波器、探头上升时间和信号真

实上升时间以及测量结果之间的数学关系。必须从测试

结果中除去探头和示波器对信号上升时间测试的影响。

例如测试系统 20%-80% 的上升时间指标是 65ps，被

测信号的上升时间是 7 5 p s ，那么测量结果显示为

99ps。这是不能忽略的测试误差。因此，为了更精确的

测试信号的上升时间，应该选用上升时间更快的示波器

和探头系统。

多通道采集

例如HDMI这种高速率、低成本介质和多通道的串行总

线构架，非常容易产生通道之间的串扰以及时间偏差。

示波器提供了同时对信号的实时采集的能力，降低了测

试的复杂程度，提高验证和调试的效率。

基频(一次谐波)
三次谐波
5 次谐波
傅立叶方波(1-5 次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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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示波器带宽对眼图分析的影响

在多条通道上时间相关捕获信号，能够更容易的理解故

障产生的原因。例如HDMI，同时记录所有的串行信号，

不仅能够完整的捕获故障，而且还能发现故障对整个链

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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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率和记录长度

除了示波器要求有足够的带宽来采集信号，示波器还必

须能够以足够高的采样率记录足够多的波形信息以供分

析。每一个标准都指定了最小数据存储数量。当然，记

录越长的波形就能够分析越长时间间隔才出现的信号异

常。高性能的示波器具有高带宽、更快的采样率以及更

长的记录内存，都会为高速串行系统分析带来好处。

奈奎斯特采样定律指出，要进行无混叠的采样，采样率

必须是模拟信号最高频率分量的两倍。随着信号速率超

过 20Gbps，采样率超过 40GS/s 的设备才能满足测试

需求。

具有大存储深度的高级示波器，配合抖动分析软件能够

揭示信号中更多的细节，为设计提供可靠的保证。例如

对于 PCIe1.0 标准，要求最少采集 250 个 UI 进行一致

性测试。高级的示波器捕获存储1M个连续的UI，可以

任意分析其中连续的 250 个 UI，提供了更好的对信号

质量的评估。

对于多通道串行信号采集，示波器必须对每个通道进行

高采样率、长时间存储，才能确保最多的信号细节被采

集下来。

信号分析
选用正确的探测方式、正确的测试码型以及在信号采集

上采用性能优良的设备，这些都为最终的信号分析提供

了保障。

通常都采用自动化的测量和分析工具来进行一致性测

试。安装有分析软件的示波器可以加速误码率评估、眼

图、反射和回波损耗等测试效率。除此之外，还能提供

独一无二的深入分析，帮助设计人员快速准确的定位串

行系统的异常。

实时示波器(RT)还是等效取样示波器(ET)

很多标准所定义的一致性测试都是基于实时采样技术

的，而有另外一些标准却需要等效取样的设备。每一种

采样技术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使用背景。

实时采样示波器(RT)通过触发，连续的采集信号，然后

分析采集的数据样点得到测量结果。采样数据的细节信

息取决于示波器的带宽、采样率和存储长度。高级的示

波器使用软件 DSP 技术进行恢复时钟。这意味着可以

快速的对不同的串行标准采用不同的时钟恢复模型。实

时示波器能够采集任何形式的信号，信号可以是周期重

复的，或者码型是重复的或者单次出现的都能够被准确

的捕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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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HDMI 模板图 17. 眼图测量

等效取样示波器(ET)仅能重建周期重复的信号波形。这

种类型的示波器能够采样和“重建”的信号频率要比实

时示波器高很多，但是被测信号只能是周期重复的。采

样示波器依靠内部硬件 CDR 产生采样脉冲，而示波器

会根据每个采集脉冲随机的采集信号样点。取样示波器

的测量、分析信号的时间都比较长，因为要采集若干个

信号的重复周期。但是可以利通高级的触发系统，缩短

触发准备时间，加快测量速度。

现代高级的取样示波器还集成了时域反射计(TDR)和时

域传输计(TDT)的能力，可以提供基于 S 参数的电路分

析和建模。这些特性能够进行测量系统(如夹具)的反

嵌，加上高级信号处理功能，能够解释更准确的信号特

性，提供更深入的信号分析。

眼图分析

每一个标准都定义了如何捕获数据进行眼图测量，包括

如何进行时钟恢复，用模板决定信号是否满足一致性要

求。另外，示波器软件能够进行统计分析决定模板边界

是否违规以及其他重要的参数。图17描述了眼图测试，

一个带有跳变位的，另一个没有跳变位，都通过了模板

测试。一次捕获测试就可以提供眼张开度、噪声、抖动

和上升、下降时间的信息。

早期的标准中，覆盖信号 5 次谐波的足够高的带宽是至

关重要的。如果示波器带宽不满足要求，那么可能满足

规范的 DUT 被认为是不通过的。

大多数的标准把中间的模板都放在眼图的中央，然而，

HDMI 却将模板进行偏移。正像图 18所示。因此，正确

了解掌握不同串行构架才采用的眼图测试方法是很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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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动分析

抖动测量的是信号边沿和恢复出的嵌入时钟边沿的时间

差，时钟恢复的方法根据不同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过大

的抖动会引起系统误码率的恶化。

确定性抖动(Dj)和误码率性能

标准指明在误码率为10-12下考察总体抖动(Tj)容限。如

果直接采集捕获所需的UI，是非常耗时的。因此规范采

用的是另一种精确的评估算法。

不同的标准采用了不同的评估算法。一个通用的算法是

基于 TIE 抖动的概率分布函数(CDF)或者“浴盆曲线”

(Bathtub)。InifiniBand标准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第一

代PCIe标准采用TIE的直方图，而第二代PCIe采用的

是 Dual Dirac 模型(如图 20)。

在BER为10-12的条件下的抖动大小等于一个标准UI减

去眼宽。Tj、抖动眼宽和 UI 的关系如下：

      Total Jitter+Jitter Eye Opening=1 Unit Interval

总体抖动（Tj）是由随机抖动（Rj）和确定性抖动（Dj）

组成。而确定性抖动（Dj）又由很多不同类型的抖动组

成。如图 21 所示。

图 21：抖动浴盆曲线

单位比特宽度(UI)

如图20所示，Dj 和 Rj 能够从CDF中测量得到。高级的

实时和采样示波器都能够通过分析软件进行 Rj 和 Dj 的

抖动分离。抖动的分离能够帮助工程师区分不同等抖动

来源，进而从根源上消除抖动。

不是所有的抖动测量都是一样。标准所定义的 CDR 模

型是抖动测量区别的主要原因。这就意味着自动化测试

工具必须针对某种特定的标准，采用相应的时钟模型。

不同的方法会导致抖动测量结果的差异。因此，最重要

的是和标准保持一致。可编程的 CDR 算法模型和硬件

的 CDR 电路大大的简化了测量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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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基于 Dual Dirac 的抖动眼图张开度测量

图 21. 抖动来源

误码率(BER)

总抖动(TJ)

随机抖动
(RJ)

确定性抖动
(DJ)

周期性抖动
(PJ)

数据相关抖动
(DDJ)

占空比抖动
(DCD)

总噪声(TN)

随机噪声
(RN)

确定性噪声
(DN)

周期性噪声
(PN)

数据相关噪声
(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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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多种抖动分析方法

在高级的示波器上提供抖动分析工具。这些工具能够进

行深入的、复杂的抖动分析和测量。图 22 描述的多种

抖动分析的视图，包括眼张开度分析、TIE 抖动频谱分

析、用 Bathhub 进行的 BER 分析，集成在同一个视图

中。对多次的测量结果还可以做统计分析，工程师可以

非常直观的快速的决定 DUT 是否满足规范。

捕获越多的数据，抖动分析结果就越精确。这对于一致

性测试是很重要的。测量低频抖动对示波器有两个冲突

的需求：捕获微小时间细节和长时间的记录。这意味着

要用到很高的采样率，并存储长时间的信号。因此示波

器必须能够提供相应长度的存储空间。现代的示波器最

高采样率可以达到50GS/s，而且具有很深的存储空间，

足够捕获很长的时间信号来确定低频抖动对系统的影

响。

噪声分析

随着数据率不断增加，裕量变得越来越小，更高精度的

测量精度需要测试系统减小垂直幅度上的噪声。因为幅

度的噪声和时间上的抖动不是完全正交的，两者会相互

影响。噪声的分布类似于抖动，也分为随机和确定性分

量(如图 23)，并建立噪声模型进行分析(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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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噪声分离分析

图 23. 噪声来源

特定采样相位对逻辑“1”的

噪声概率密度函数
SSC 分析

许多总线都采用了扩频时钟 (SSC) 技术来减小EMI。这

些标准需要验证 SSC 曲线的轮廓是否和规范定义的相

同。SSC可以理解为人为施加的低频抖动，频率在30〜

33KHz。同样，高采样率长时间的采集信号，用统计的

方法揭示低频 SSC 的变化规律。

误码率(BER)

总抖动(TJ)

随机抖动
(RJ)

确定性抖动
(DJ)

周期性抖动
(PJ)

数据相关抖动
(DDJ)

占空比抖动
(DCD)

总噪声(TN)

随机噪声
(RN)

确定性噪声
(DN)

周期性噪声
(PN)

数据相关噪声
(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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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基于 TDR 的传输线分析

传输介质分析

在现在高速串行设计中，从时域和频域准确的信号路径

和互联分析对全面理解损耗、串扰等传输线效应是很重

要的。工业界的标准，如 PCIe 和 SATA 相应增加了 S

参数和阻抗测量的内容，以验证信号链路效应，保证系

统兼容性。高级的采样示波器配合 TDR 功能，可以完

成 S 参数建模、回波损耗测量 (图 25) 和复杂的网络分

析，用以验证电缆和连接器是否满足标准。

反嵌 (De-embedding) 和归一化 (Normalization)

通过S参数可以对测量路径，包括测试夹具、电缆进行

建模，可以从测试结果数据中，去除这些影响，确保构

建精确的测量平台。构建在示波器内的FIR滤波器允许

工程师从测试结果中反嵌测量路径的影响，细微的调节

多通道输入的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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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对于第二代高速串行总线物理层的一致性验证，对测试

设备、信号的探测和数据的分析的要求要比上一代更加

的复杂。传输介质在信号完整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在第二代中，接收端和传输媒介的测试被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越快的速率，越短的UI，越来越小的容限，

这些都不得不使设计人员、测试人员重新面对高速系统

的设计和测量。

全新一代的测量工具紧跟着串行构架技术的发展，为加

速调试和一致性测量提供更好的工具。这些工具提供的

高性能和新技术以全面应对复杂的高速串行信号的捕

获、显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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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Tektronix针对许多高速串行总线，提供了应用文章和初级读物，来阐明如何测试、用什么样的设备来测试。请

访问下面地址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信号完整性

以太网

光纤通道

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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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710001
电话：(86 29) 8723 1794
传真：(86 29) 8721 8549

泰克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86号
城市之心23层D-F座
邮编：610016
电话：(86 28) 8620 3028
传真：(86 28) 8620 3038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泰克武汉办事处
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518号
招银大厦1611室
邮编：430022
电话：(86 27) 8781 2760/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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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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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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