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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泰克示波器可视触发功能调试内存接口
应用指南

您将学习哪些内容：

本文重点介绍怎样使用可视触发、PinpointTM 触发及高级搜索和标记功能设置触发，简便地捕获关心的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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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几乎每个电子器件都采用某种形式的内存。应用正变

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面向媒体，在这些应用的推动

下，工程师需要更高的性能、更低的成本及改善的效

率和可靠性。JEDEC 已经推进技术标准，以支持这些

要求，这使得 DDR 内存成为所有电子器件中使用最

广泛的内存技术，如计算机系统、消费电子、工业应

用或移动产品。JEDEC 最近发布了第四代 (DDR4) 内

存标准，以及第三代低能耗 (LPDDR3) 内存标准。

DDR 接口可以分成三组不同的信号：
  时钟：

- 总线上所有事务都相对于时钟信号发生。时钟由

应用处理器提供。

  地址 / 命令总线：

- 信号是单向的，由应用处理器驱动到 DRAM，驱

动速度与时钟信号的速度相同。这个信号承载

Address 以及到 DRAM 的 Command。

  数据总线：

- 信号是双向的，由 DRAM 芯片 (READ 命令 ) 通

过 Command 总线驱动，驱动速度是时钟信号的

两倍。

DDR 总线协议允许信号在不活动时进入空闲状态或三

态。在 DDR 接口上调试或执行 JEDEC 一致性测量时，

必需只在使用示波器采集的信号中满足标准的部分执

行特定测量，如在 Read 或 Write 突发期间，或在特

定行列的总线事务上。

捕获并找到在 DDR 接口上分析的正确波形部分极具

挑战性，这要求收集和分类数千次采集，才能找到关

心的事件。通过定义触发，隔离所需事件操作，显示

确认的信号状态，可以加快内存接口的调试 / 检定过

程。

泰克为内存验证提供的示波器功能
泰克示波器为触发、隔离和捕获关心的事件提供了各

种方式，是内存接口调试、验证和检定不可或缺的工

具。对内存接口验证来说，最实用的部分功能包括：

可视触发、Pinpoint 触发、高级搜索和标记。本文重

点介绍可以怎样使用泰克示波器上的可视触发功能，

设置不同的触发类型，捕获内存接口上的不同事件。

应用处理器

时钟

地址 /CMD

数据

D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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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触发

  可视触发功能使用示波器显示屏上画出的用户自定

义判定区域，以定制方式判定 PinPoint 硬件触发事

件。通过丢掉不满足图形定义的采集波形，可视触

发把示波器的触发功能扩展到传统硬件触发系统之

上。

Pinpoint® 触发

  泰克 PinPoint® 触发是业内性能最高的示波器触发系

统。PinPoint 触发系统囊括了 A 事件和 B 事件双

触发、逻辑判定触发、窗口触发、复位触发以及常

用的一系列门限和定时相关触发。

高级搜索和标记

  高级搜索和标记 (ASM) 功能扫描采集的波形数据，

找到事件发生的多个时点，并标记每个发生时点。

搜索和标记功能扩展到实时通道、存储的数据和数

学波形中。可以在表格中查看 ASM 的结果，可以

简便地导航到长记录中事件发生的某个时点。

高级搜索和标记与可视触发可以与 PinPoint® 触发结

合使用，触发和隔离 READ 和 WRITE 突发，检测码型，

构建特定事件的眼图。本文重点介绍可以怎样使用泰

克示波器上的这些功能，设置不同的触发类型，捕获

内存接口上的不同事件。

特点 说明

区域数量 8

支持的区域形状 矩形，三角形，梯形，六边形，
 用户自定义形状 (48 个顶点 )

区域操作 移动，重新确定大小，复制，
 翻转，旋转，增加 / 删除 / 编辑
 顶点

区域颜色 每条通道 1 个

长记录长度和缩放 支持

触发判定 A, B, A+B, B 事件扫描 , 触发复
 位和触发延迟

逻辑运算符 In/Out, AND, OR, XOR

采集模式 实时，等效时间

可编程接口 是

保存 / 调用设置 所有设置或仅可视触发

支持的型号 MSO/DPO/DSA70000C/D, 
 DPO7000C, MSO/DPO5000

表 1. 可视触发功能。

特点 说明

A 事件触发类型 边沿、毛刺、欠幅脉冲、宽度、
 跳变时间、超时、码型、状态、
 建立时间 / 保持时间、窗口、
 MSO 可以选择最宽 20 位逻辑
 判定

B 事件触发类型 同 A 事件触发类型

触发顺序 主时基，时间延迟，事件延迟，
 时间复位，状态，跳变

特定应用触发 通信触发，视频触发，串行码
 型触发，8b/10b 触发，低速标
 准协议触发

搜索和标记事件 搜索毛刺或欠幅脉冲，以及跳
 变速率、脉宽、建立时间和保
 持时间、超时、窗口违规，或
 查找任意数量通道上的任意逻
 辑或状态码型。使用选项
 DDRA 搜索 DDR 写或读突发

支持的型号 MSO/DPO/DSA70000C/D, 
 DPO7000C, MSO/DPO5000

表 2. Pinpoint 触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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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DR3 READ 和 WRITE 操作。

隔离 DDR3 总线上的 Read 和 Write 突发
DDR READ 和 WRITE 操作面向突发。突发长度在初

始化过程中通过写入 MRS 寄存器相应的位字段进行

编程。

READ 或 WRITE 操作从 READ 或 WRITE 命令开始，

并带有针对活动开放的 Row 的 Column Address。在

经过 Read/Write Latency ( 读 / 写时延 ) 规定的延迟后，

Data 表现为完成，但两个周期之间的信令有多种差异，

其可以用来迅速设置触发条件，隔离和触发关心的总

线事件。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以 DDR3 为例，说明不同类型

的可视触发设置。

  DQS 前置码的极性

- 对 DDR3 和 LPDDR3，READ 为负，WRITE 为正

- 对 DDR4，READ 和 WRITE 均为正

  DQS 和 DQ 相位对准差

- READ 为边沿对准，WRITE 为中心对准

  CS，判定特定行列的总线事务

  命令总线上的 READ/WRITE 命令

  信号幅度与示波器探测点位置



www.tektronix.com.cn/memory     5

使用泰克示波器可视触发功能调试内存接口

图 2. 读突发。

根据前置码极性和 DQ/DQS 相位对准隔离突

发
在图 2 和图 3 中，通道 1 ( 黄色 ) 是 DQS 选通数据

位，通道 2 ( 蓝色 ) 是 DQ 数据位。我们为连接到

DQS 选通的通道定义了简单的边沿触发。不需任何判

定，硬件触发将同时捕获 Read 突发和 Write 突发。

用户可以配置屏幕区域，根据所需项目捕获 Reads 或

Writes。

触发 READs ( 参见图 2)
  区域 A1 和区域 A2 设置成在捕获信号时这些区域中

没有 DQS 信号。这保证了我们捕获从三态中出来

的 DQS。

  区域 A3 设置成滤掉正的前置码事件 (Write)，只显

示负极性的前置码事件 (Read)。

  区域 A4 和区域 A5 设置成 DQ 信号不会进入这些区

域，确保 DQS 和 DQ 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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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 WRITEs ( 参见图 3)
  区域 A1 和区域 A2 设置成在捕获信号时这些区域

中没有 DQS 信号。这保证了我们捕获从三态中出

来的 DQS 

  区域 A3 设置成滤掉负前置码事件 (READ)，只显

示正极性的前置码事件 (WRITE)。

图 3. 写突发

  区域A4和区域A5设置成DQ信号会进入这些区域，

确保 DQS 和 DQ 不会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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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幅度的读突发。

基于幅度隔离读 / 写突发
应用处理器在 WRITE 过程中驱动 DQ/DQS 线路，

DRAM 内存在 READ 过程中驱动 DQ/DQS 线路。信

号被探测的位置通常尽可能靠近 DRAM 器件的焊球。

由于这个探测位置，在本例中，READ 的幅度要高于

WRTIE。可以使用这个幅度差，设置可视触发，把

READ 与 WRITE 隔开。

触发 READs ( 参见图 4)
  区域 A1 和区域 A2 设置成在捕获信号时这些区域中

没有活动 DQS 信号。这保证了我们捕获从三态中

出来的 DQS。

  区域 A3 设置成“保留进”模式，以检测 Read 突

发上较高的 DQS 摆幅。

由于 Read 上的幅度较高，没有通过 A3 (Writes) 的

DQS 信号将被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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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 WRITEs ( 参见图 5)
  区域 A1 和 A2 区域设置成在捕获信号时这些区域

中没有活动 DQS 信号。这保证了我们捕获从三态

中出来的信号。

  区域 A3 被设置成“保留出”模式，以检测 Write

突发上较低的 DQS 摆幅。

图 5. 基于幅度的写突发。

由于 Reads 上的幅度较高，通过 A3 (Reads) 的 DQS

将被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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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特定码型上的突发
在有些情况下，必需触发和隔离特定码型的突发，如

调试由于相邻线路上的电容耦合导致的串扰。

图 6. 数据码型可视触发。

图 6 显示了可视触发设置，隔离 DQ 码型为 001001X

的 Write 突发。具体数据码型使用蓝色所示的区域

A4-A7 确定。图 6 显示了根据左面的定义捕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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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触发数据码型’11000000’。

图 8. 触发数据码型’01000001X’。

图 7 和图 8 显示了可视触

发自定义形状功能，用户

可以增加额外的顶点，并

移动这些顶点，构成自定

义形状。在下面两种情况

下，都创建了一个“上方”

和“下方”区域，DQ 数

据信号必须保持在这个区

域内，捕获才能有效，进

而显示在显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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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判定前的眼图。

使用 MSO 上的数字通道隔离突发
MSO 上的数字信号可以连接到 DDR 接口上的命令总

线，总线相关信息可以用来隔离、检测和标记突发，

进一步进行分析。

对特定行列使用可视触发功能隔离和绘制眼

图
可视触发可以帮助区分 DDR 内存阵列内部多个行列或

插槽的信号。图 9 是 DDR3 DQS 选通信号 ( 黄色 ) 和

DQ 数据信号 ( 蓝色 ) 的眼图。由于总线上多个元器件

共享 DDR3 数据线和选通线，因此选通眼图和数据眼

图都有两个不同的幅度电平。较高的幅度对应内存阵

列内部的目标行列，较低的幅度对应另一个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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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检验测试中，需要在眼图中采集数百万个数

据位，但只需要希望行列或目标行列中的位。为了只

评估目标行列的眼图，可以使用可视触发功能，只捕

获和显示目标行列中的信号。

图 10. 可视触发判定后的眼图。

如图 10 所示，方形区域 A1 和 A2 的位置不包括幅度

较低的选通信号，六边形区域 A3 放在眼图中心，尺

寸中不包括幅度较低的数据信号。通过使用可视触发，

可以把信号上的眼图分析与希望行列分开，更好地开

展针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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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内置模板测量功能。

图 11. DDR4 基于模板的接收机测试。

对 D D R 4 ， J E D E C 为

DRAM 接收机输入上规定

的 DQ 眼图指定了最小的

模板区域 ( 参见图 11)。接

收机模板规定了 Write DQ

信号不得侵入的最小区域。

它假设进入接收机模板的

信 号 会 被 DRAM 输 入 缓

冲正确锁存。规范规定了

DDR4 规范中每个速度等级

的模板尺寸。

一旦相对于 DQS 为 DQ 绘

制了余辉图，那么可以使

用内置模板测量功能，测

量通过 / 失败结果，获得余

量 ( 参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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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搜索和标记功能简化 DDR 内存和其它应用的

波形分析和调试工作：泰克应用指南

总结
泰克示波器上的可视触发功能通过隔离和捕获关心的

事件，找到内存接口故障的根本原因，并把其提升到

全新的水平。高级搜索和标记、可视触发与 PinpointTM

触发功能相结合，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查看信号特

点，隔离和分析捕获困难的关心的事件，消除几个小

时的示波器设置时间及捕获和手动搜索采集数据的时

间，加快内存接口的调试和分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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