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时错误调试

应用文章

新设计带来新问题

随着高速总线、子系统和逻辑系列的结合，新型数字设备的功能日益强大。但同时其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对信号的质量

更加敏感，排除故障的时间更长。紧张的日程安排没有为调试工作留出额外的时间。有鉴于此，本文介绍了如何更充分

地利用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的功能，提高故障排除的速度。

简介

今天的产品设计使调试更加困难，因为有更多的因素可能

出错。以高频总线为例。高频总线的高速数字边沿对信号

的完整性十分敏感。即使您的设备没有使用更快的时钟，

高频总线也可能引发问题。今天的逻辑系列甚至能以较低

的时钟速率引入高速数字边沿速率。

快速边沿还会加重串扰。在以前的设计中，您可能很自然

地追求电路板布线的稳定性。然而，较高的边沿速率可使

其起到传输线的作用而收发干扰。边沿速率越高，所产生

的瞬态电流也越大。这些瞬变电流产生的动态电流会导致

地弹效应和配电伪差。快速边沿故障在信号中通常表现为

间歇性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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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应先确定问题导致的结果，了解其

特点，然后从源头确定起因。

其他导致项目中止的原因包括定时违例、驱动器错误和竞

争状态。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状态机逻辑中造成类似故障。

另外，它们在任何电路中都可能发生。由于在捕获信号时

这些问题可能发生，但也可能不发生，因此解决起来格外

困难。

本文将讨论几种节省时间的技巧，帮助您在处理快速边沿

影响和间歇性问题时提高数字调试阶段的效率。

技巧 1：寻找毛刺

什么是毛刺？

如果您的设备出现故障，则开始排除故障的一种好办法便

是检查毛刺。毛刺是非常窄的脉冲，系统可能将其解释为

逻辑变化，但也可能不会。多数问题在一个或多个信号中

都表现为毛刺。毛刺对系统运行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毛

刺可能是多种设备故障（包括竞争状态、终接错误、驱动

器错误、定时违例和串扰）的最初征兆。

问题定位

由于毛刺造成的问题通常是间歇性的，因此解决起来可能

十分困难。一种可靠的方法是，将传统的“自上而下”故

障排除法与测试仪器的特定优势相结合。先从大的范围入

手，从宏观上检查设备的总体运行情况，然后再集中解决

问题。

毛刺搜索是这种方法的一个很好的示例。当同时需要检查

的通道不超过 4 个时，最强大易用的毛刺搜索工具之一是

DPO 示波器。数字荧光示波器 (DPO) 利用信号信息的三维

数据（幅度、时间和幅度）的时间分布，实时显示、存储

和分析复杂信号，从而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洞察信号行为的

能力。高达 100,000 的连续波形捕获速率，使其成为了行

业内最有效的捕获难以捕捉的毛刺/间歇性信号的工具，以

及数字调试的理想工具。DPO 示波器非常容易使用，您可

以立即看到信号中所发生真实情况的实时概览，然后可以

使用示波器高级触发功能来进一步表征该问题。所有的

Tektronix 示波器都提供广泛的触发可能性，使您可以快速

并且容易地触发感兴趣的事件并进一步进行分析。

图 1. Tektronix DPO 示波器可以最大程度地捕获难以捕捉的毛刺和其他偶发

事件。

图 2. 大量高级的示波器触发提高了更加简便快速地捕获不同类型信号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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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在 4 个以上的通道上执行毛刺搜索，那么宏观方

面，可以使用 Tektronix 逻辑分析仪在能够传输上百个信号

的总线上执行毛刺触发。逻辑分析仪会检查每个信号以寻

找毛刺。总线定时图中的红色条形块代表毛刺的位置，供

进一步分析之用。然后，在微观方面，您可以再次使用

Tektronix 示波器揭示毛刺的实际形状，以进一步表征该问

题。通过在 TLA5000 系列逻辑分析仪上使用 iView™ 测量

功能，可将逻辑分析仪与示波器结合为一个系统，逐渐“

放大”问题。

借助“自上而下”方法可逐步进行调试，轻松地找到毛刺

并排除故障。下面将通过四个步骤来确定两种不同的毛刺

及其可能的来源。

步骤 I：检查总线

先重点观察系统运行情况，并从整体上寻找故障。逻辑分

析仪的总线定时波形将标记出现的所有毛刺。

需要寻找间歇性影响（如毛刺）时，请使用具有较长记录

的逻辑分析仪。Tektronix 逻辑分析仪具有高达 256 Mb 的深

度定时能力。逻辑分析仪的总线定时波形可一次性检查总

线的所有信号线。如果逻辑分析仪在任何一个信号线中监

测到毛刺，则会标记总线和时间位置。

在图 3 中，顶部的波形是取样波形，显示了代表逻辑分析

仪的深度定时取样速率的取样点序列，取样速率最高为

2 GHz (500ps)。下面两个是总线波形 － 4 位控制总线和

8 位地址总线。出现在这两个总线波形中的红色毛刺标记说

明在这些位置上的取样点之间有多个跃变。

步骤 II：检查信号线

现在重点查找问题的来源。 使用逻辑分析仪的定时信号波

形显示总线的各个信号线，并标记毛刺发生的位置。扩展

逻辑分析仪的深度定时信号波形，最深也可达到 256 Mb。

在 图 4 中，分析仪已将控制总线扩展为四个单独的信号，并

将地址总线扩展为八个单独的信号。图 3 中总线波形上的

红色毛刺标记，现在显示为信号线 Control (3) 和 Control (0)

上的毛刺标记，以及信号线 Address (0) 上的两处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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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刺触发

毛刺触发可用于触发或抑制正毛刺、负毛刺或其中任

意一种极性的毛刺，其触发条件是它们短于或长于用

户定义的时间限制（TDS5000B 的最小毛刺宽度是

1.0 ns，分辨率为 200 ps）。该触发控制使您可以检查

导致偶数稀少毛刺的原因以及它们对其他信号的影响。

T

图 4. 扩展后的 4 位控制总线和 8 位地址总线，在单个信号上显示红色毛刺

标记。

图 3. 取样点序列。显示红色毛刺标记的控制总线和地址总线。



步骤 III：了解故障细节

使用高分辨率定时图详细检查故障。了解它们与其他事件

或故障之间的关系。除了深度定时之外，Tektronix 逻辑分

析仪还具有高分辨率 MagniVuTM 125 ps (8 GHz) 定时功能，

可与深度定时功能同时运行。MagniVu 波形可以高分辨率

（最大为 16 Kb 内存深度）显示所有通道。 这样，一个分

析仪就相当于两个逻辑分析仪：一个深度定时逻辑分析仪

和一个高分辨率定时逻辑分析仪，二者都使用相同的探头。

在本例中，似乎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导致了毛刺的发生。首

先，重点观察 Control (3) 信号线，并显示 Control (3) 信号的

MagniVu 光迹。图 5 表明，由于 MagniVu 波形具有较高的

分辨率，因此可揭示毛刺只出现在一个数字脉冲的末端 －

不是在脉冲的起点也不是其本身。这是找出故障原因的一

个很重要的线索。进行到步骤 IV 时，您将发现可能的原因。

现在重点检查 Control (0) 上标出的第二个毛刺。使用 MagniVu

高分辨率定时功能检查其余两个标有毛刺的信号线：

Control (0) 和 Address (0)。图 6 表明，由于 MagniVu 波形正

以更高的分辨率 (125 ps) 检查信号，因此能够识别这两个信

号线上更窄的毛刺。请注意，在这两个信号线上毛刺和一

个脉冲是同时发生的。这通常表明两个信号之间发生了串

扰，但是您需要从另一个角度仔细观察以进行确认。进行

到步骤 IV 时，可以发现更多信息。

步骤 IV：观察模拟波形

使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 iView™ 功能比较模拟图和数字

图，可以了解毛刺的真实形状。iView 功能允许逻辑分析仪

在精确的时间触发示波器以捕获毛刺。借助 iView 的测量功

能，逻辑分析仪还可分析数据的时间关联性，并在显示屏

上显示模拟波形和数字波形。

观察信号线 Control (3)，图 7 展示了毛刺的模拟 iView 显

示。观察这两个域，很明显脉冲的上升边沿和下降边沿都

出现了失真情况。上升边沿的下垂程度不足以触发一个逻

辑过渡，因此未显示为毛刺。然而，下降边沿的回弹高度

足以通过逻辑阀值，有时可以充当逻辑过渡。尽管总线时

钟的频率不是很高，但电路使用的 LVPECL 逻辑系列仍可引

入快速边沿。脉冲边沿的反弹表明电路板终端存在问题，

该问题由于快速边沿的灵敏度较高而被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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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显示毛刺的 Control (3) 的 MagniVuTM 波形。

图 6. Control (0) 和 Address (0) 信号线，其 MagniVu 光迹显示由于串扰

造成的毛刺。

图 7. iView 示波器光迹，显示 Control (3) 信号的模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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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面的 Control (0) 和 Address (0) 中的串扰假设进行测

试，图 8 表明，对于其中一个信号的每个前沿，在另一个

信号上都有一个相应的正电压脉冲。这表明 Control (0) 和

Address (0) 之间确实发生了串扰。在相应结构接口中，相

邻的运行信号或引脚处很容易发生串扰。与低频信号相

比，高频信号和时钟边沿更易受串扰影响。这意味着对于

较高的频率，过去始终适用于较低频率的设计实践也可能

导致故障。

尽管这两个示例中的总线带宽较窄，但仍可对传输上百个信

号的总线使用逻辑分析仪毛刺触发功能。分析仪会检查每个

信号线以寻找毛刺。如果它标记了一个毛刺，集中解决该问

题，直到可以确定毛刺的来源。

技巧 2：使用超时触发查找问题原因

如果仍然无法确定原型的错误原因，请回头了解系统运行情

况。考虑设计的总体运行情况。例如，可能有一个信号应该

周期性地执行某项操作。不是吗？这可能是您捕获问题的一

把钥匙，但前提是您的逻辑分析仪触发器可以在“没有”发

生任何动作时触发。

例如，您可能有一个选通脉冲，为一组数据线提供“本地时

钟”功能。如果该选通脉冲没发挥作用，或者不像预期的

频率那样发挥作用，则表明设备没有按计划运行。另外，

您可能已将一个“看门狗”或“心跳”脉冲直接嵌入了系

统。只要“心跳”发出脉冲，就表明这部分运行正常。如果

“心跳”停止，则表明出现了严重故障。

幸运的是，您可以很轻松地将逻辑分析仪设置为在“没有”

发生任何动作时触发，并显示系统状态的详细信息。

在未发生任何动作时进行触发称为“超时触发”。可以将分

析仪设置为监视一个信号线或一组信号线；如果没有发生任

何动作，如果在您指定的时间段内没有发生任何逻辑变化，

该逻辑分析仪就会触发。您还可以决定动作记录的深度。

图 9 显示了通过逻辑分析仪中“EasyTrigger”菜单打开的

“超时触发”屏幕。可以秒为单位对其进行设置。

图 8. 使用 iView 测量功能显示的 Control (0) 与 Address (0) 之间的串扰。

图 9. EasyTrigger 超时触发定义屏幕。

超时触发

使用超时触发，就可以在经过指定时间的触发后，触

发保持高、低或者其中任意一种状态的事件，而不必

等到触发脉冲结束。

T



故障起因可能在“心跳”实际停止之前就发生了。在故障带

来严重影响之前，系统可以继续运行一段时间。通过在捕获

存储器深处设置触发，可以获得最多 64 Mb 的预触发信息。

然后便可分析记录，找出可能的故障起因。

与逻辑分析仪类似，如果问题已经被隔离在设计的特定部

分/通道内，就能够使用带有超时触发的示波器在指定的时

间段上触发事件，事件可以保持为高、低或其中任意一种。

在 Tektronix TDS5000B 系列 DPO 中，时间段可以从 1 ns

到 1 s 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分辨率为 200 ps。使用示波器，

您还可以进一步洞察信号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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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波器搜索慢信号中的毛刺和信号变化。

有时，信号本身相对较慢，但却嵌入了难以检测到的毛

刺或低电平变化。在通常的数字示波器捕获操作模式

中，取样率速度取决于时间/分度设置。因此，如果要

捕获慢信号的某一时间段，则示波器也进行低速取样。

这意味着毛刺可能检测不到，也不在显示屏上显示。在

其他情况下，低电平信号变化会被嵌入到信号中，但通常

的垂直分辨率不足以隔离该问题。在这些情况下，使用

专用捕获模式比使用特定的触发模式更好。Tektronix 示

波器提供了一个含有各种捕获模式的套件，该套件可帮

您洞察信号行为（例如，前面所描述的那些）。

例如，峰值检测捕获模式（图 A）能够使用仪器的最大

取样率以所有扫描速度来找出窄毛刺，甚至能找出那些

宽度小于 1 ns 的毛刺。这为在慢信号波形中寻找高速

毛刺提供了一个直接解决方案。另一种捕获模式是

HiRes（高分辨率）捕获模式（图 B）。这种捕获模式通

过从低频信号中滤除噪声来扩展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

从而显示信号行为的更多细节，最高可达 12 位分辨率。

图 A. 峰值检测捕获模式检测慢信号中的窄毛刺。 图 B. HiRes 捕获模式显示慢信号中的低电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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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3：寻找建立/保持违例

建立/保持的一致性是最重要的同步定时参数之一，同时也

是常见的错误来源。用通过示波器来探测时钟与数据线的传

统方法来搜索建立/保持违例非常耗时。TLA 逻辑分析仪通

过立即在所有信号上触发并显示所有的用户定义的建立/保

持违例，来自动搜索建立/保持违例。利用 TLA 建立/保持违

例触发器的强大功能，可以同时监视系统中的所有信号。

TLA 可在发生任何违例时触发，并显示系统中所有的建立/

保持违例。

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的“建立与保持违例”触发器，直接测

试建立/保持违例。图 10 显示了 EasyTrigger 建立/保持违例

触发设置菜单。使用逻辑分析仪的 MagniVu 125 ps 高分辨

率，可将建立/保持窗口配置为时钟边沿开始前 16 ns 至时

钟边沿结束后 8 ns。

图 11 显示了一个对话框，可在该对话框中指定待监视信号

的建立/保持违例参数。TLA 可以同时监视系统中的每个信

号，确定其建立/保持违例情况。

图 12 显示，逻辑分析仪在时钟边沿之前 1.875 ns 发生设置

违例时触发。既然已确定了问题的起因，便可制定解决方

案了。

所有同步数字电路都有建立/保持要求。应将确认建立/保持

的一致性作为故障排除工作的一部分。使用逻辑分析仪的

“EasyTrigger”菜单，可以轻松地进行设置。

与逻辑分析仪类似，如果问题已经被隔离在设计的特定部

分/通道内，则可以使用带有建立/保持触发的示波器，来触

发位于任意两个输入通道上的时钟和数据之间的设置时间违

例和保持时间违例。使用示波器还提供进一步洞察信号实际

状况的能力。

图 11. 建立/保持违例触发参数选择对话框。

图 12. Control (0) 信号线上建立/保持违例的触发显示。

图 10. EasyTrigger 建立/保持违例触发定义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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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4：使用示波器和专用抖动分析软件来解

决定时问题

您对抖动的了解如何？

如技巧 3 所述，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可用于识别系统中的

所有建立或保持违例。这样，便可执行一种“是否通过”

测试－如果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被触发，您就会知道有违

例情况。下一步是更好地了解这些违例的根源，其中一个

可能的原因就是抖动。

从概念上讲，抖动是指定时边沿与其“正确”的位置发生

偏差。在基于定时的系统中，定时抖动是非理想状况的最

明显、最直接的表现。作为噪声的一种形式，抖动应被视

为一个随机的过程，并基于统计确定其特点。

如果您有测量抖动统计的方法，则可将各个部件和系统相

互比较，并将其与选定的限制进行比较。但是，仅使用这

种方法并不能有效地优化和调试设计。只有使用带有专用抖

动分析软件的示波器彻底地分析抖动才能明确故障根源，

从而系统地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反复试验来解决问题。

分析抖动

在本例的设计中，已将锁相环 (PLL) 振荡器配置为用于内存

系统的“零延迟”时钟脉冲源。PLL 接收外部时钟信号，锁

定在特定频率，然后通过时钟分配网络将信号重新传输给

存储元件。在上述过程中，PLL 沿分配路径对所有已知的延

迟进行校正。

但有时，存储器好像会存储不正确的数据。已确定问题是

由时钟的定时错误引起的，这就使数据于错误的时间（在

所有数据线“准备就绪”之前）在存储器内定时。定时错

误的本质是什么？

起因是什么？在整个系统内解决问题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

正确解答。

使用逻辑分析仪发现数字错误后，您怀疑来自 PLL 振荡器

的时钟信号可能不稳定。虽然这种情况是间歇性的，但错

误似乎并不是完全随机的。实时抖动测量是最有效的解决

方法。通过将示波器与时钟信号连接，工程师以 20 GS/s 的

取样速率进行了几次测量，然后在内置 TDSJIT3 应用程序

中将其连接在一起。

建立和保持触发

只有使用建立和保持触发能确保您捕获到建立和保持

时间的单个违例，使用其他触发模式几乎一定会遗漏

该违例。该触发模式很容易捕获特定的信号质量和定

时细节，当同步数据不满足建立和保持规范要求。

T T



使用“周期-周期 (CycCyc Period)”测量方法和 TDSJIT3 中

的“周期趋势 (Cycle Trend)”函数，逐个周期地比较取样，

结果就变得非常明朗：PLL 多数时间均停留在频率容差范围

内，但有时向前跳，就好像在校正频率偏移。错误在 7.5 ns

的周期内几乎为 1 ns。

TDSJIT3 的第二个功能有助于查明 PLL 行为的根源。 使用

应用程序的 FFT 工具，发现频率为 120 kHz 时有一个意外

的能量高峰。快速查看系统示意图，发现这是系统切换电

源时的频率。由此可知，从 PLL 电源连接中排除不良频率

即可。

技巧 5：查找上溢和下溢错误

要正确运行，某些设备事件需要发生 N 次、少于 N 次或大

于 N 次。如何断定这些事件发生的次数是否正确？如何找

出事件发生次数不正确的原因？触发计数器是逻辑分析仪

的另一项有用功能。

另一个示例是 FIFO 存储器。如果系统写数据的速度快于读

出的速度，则存储器出现上溢。如果系统锁住并尝试将数

据从空寄存器中拖出，就会出现下溢。

设置在出现上溢和下溢错误时进行触发很容易。Tektronix

EasyTrigger 的众多预定义触发器之一便是“触发堆栈上溢

或下溢”。

以微处理器的中断处理程序为例。中断是一些请求，旨在

将处理器从其正常任务中分离出来，并通过外设解决一些

问题。一系列中断在存储器中形成一个堆栈，等待处理器

对其进行处理。如果中断产生的速度比处理器处理这些中

断的速度快，请求就会“溢出”堆栈并丢失。这样，处理

器就会以一种未知的状态终止或不执行本该执行的操作。

图 14 显示了用于上溢或下溢触发的设置屏幕。通过该屏幕，

可以指定逻辑分析器应跟踪哪种事件。触发器使用计数器

来跟踪用于增大和减小堆栈的事件的数量。此外，拥有足

够长的记录也很重要。引发错误的情况可能在故障现象出

现前就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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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EasyTrigger 堆栈上溢或下溢触发定义屏幕。

图 13. 此 TDSJIT3 测量屏幕显示了以 20 GS/s 的速率进行的几次连续的抖

动测量。它显示了一个在 7.5 ns 的周期内约有 1 ns 错误的 PLL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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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6：使用高级触发提高故障排除效率

在本应用文章的前面部分，我们提到了一些不同的示波器

触发模式，它们在搜索毛刺、超时时触发和查找建立/保持

违例方面很有用。特别适用于捕获定时错误和数字调试的

其他触发模式包括：

欠幅脉冲触发

使用欠幅触发可以捕获和检查跨越一个逻辑阈值，但没有

跨越两个逻辑阈值的脉冲。事件可以是时间或逻辑限定。

另一种与欠幅脉冲触发类似的触发模式是窗口触发。在窗

口触发中您可以触发进入或退出由两个用户可调阈值定义

的窗口的事件。事件可以是时间或逻辑限定。

脉冲宽度触发

使用脉冲宽度触发，您可以随时监视信号并触发第一个出

现的脉冲，例如，持续时间（脉冲宽度）超出允许限制的

脉冲（正负均可）。在 TDS5000B 中，可选时间限制范围

为 1 ns 到 1 s，分辨率为 200 ps。

跃迁触发

使用跃迁触发，您可以触发比指定速率快或慢的脉冲边沿

速率。斜率可以为正、负或其中任意一种。

逻辑触发

使用逻辑触发可以触发可用输入通道的任意逻辑组合 － 这

在验证数字逻辑时特别有用。

T

图 15. 欠幅脉冲触发。

T

图 16. 脉冲宽度触发。

T

T

图 17. 跃迁触发。

触发时机：

时间：

图 18. 逻辑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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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使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可以帮助您更快速、更直接地找

到定时错误。通过使用示波器或其高级示波器触发功能来

获得初步的感性认识。或者使用专用逻辑分析仪触发功能

在几百个通道中搜索错误，然后检查并表征这些故障的细

节。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先从原型工作的宏观情况

着手，然后集中分析特定的故障原因。或者两者同时使用，

利用时间同步跨越触发将同步逻辑分析仪数字图和示波器

模拟图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这两项功能相结合，将使得表

征故障源的特点变得更加容易。

更佳的工具

虽然长期以来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一直是数字故障排除

的首选工具，但并不是每个设计者都清楚它们的功能到

底有多么强大。逻辑分析仪可以处理信息流，在出现电

路故障时触发并捕获相关事件，从而提高调试和验证速

度，但完成这一过程并非易事。

示波器可透析理想化的数字定时图，并显示原始模拟

波形，从而揭示信号完整性问题如何引发错误的逻辑转

换，但完成这项任务也并不轻松。目前的仪器（如

Tektronix 逻辑分析仪）的功能更强大。它们的功能已得

到加强：高达 64 Mb 的记录长度、MagniVu 125 ps 分

辨率、专门排除故障的触发器，以及可与 Tektronix 示

波器（如 TDS5104B）配合使用的功能。TDS5000B 系

列数字荧光示波器 (DPO) 提供了最高 1 GHz 的带宽、

5 GS/s 的实时取样速率、16 M 的记录长度，还有一个

高级触发套件，使用此套件甚至可以捕获并表征您要求

最为严格的信号。DPO 超过 100,000 波形/秒的捕获速

率，为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洞察信号行为的能力。另

外，TDS5000B 系列是最容易使用的示波器，它提供了

行业内最易于自定义的示波器用户界面，在该界面中，

您可以通过使用 MyScope 控制窗口和一整套上下文相

关鼠标右键单击菜单来进行自定义。

另外，专用抖动和定时分析可从以下途径获得：

TDSJIT3 抖动和定时分析软件提供了实时抖动测量，

其中包括带有误码率估算的随机性和确定性抖动分

离 (Rj/Dj)。

使用 TLA5000 系列的 iView™ 集成的数字 - 模拟图，可

在逻辑分析仪的显示屏中看到与时间相关的数字信号和

模拟信号。

要将 Tektronix TLA5000 系列逻辑分析仪与示波器完全

集成为一个故障排除系统，请使用一个显示屏上的与时

间相关的、集成的 iView™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测量。

这种 Tektronix 独家研发的功能可提供全面的数字和模

拟分析，有助于您快速发现故障并确定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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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5000B 系列

TDS5000B 系列提供了行业内最易于自定义的示波器用户界面。MyScope®

控制窗口是一项革命性的新功能，只需使用您所关心的和对工作重要的

控件、功能和能力，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控制窗口。您第一次可以将所有

需要的功能从示波器的各个部分拖入到同一个控制窗口中，从而有效地

创建您自己的个性化的示波器功能“工具箱”。

TLA5000 系列

TLA5000 系列逻辑分析仪价格合理，所有的数字设计人员都可以使用高

速定时分辨率、快速状态捕获和高级触发功能。TLA5000 系列是单同步

总线状态和定时分析的理想工具。直观的用户界面和设置向导、熟悉的

基于 Windows 的桌面以及 OpenChoice 联网和分析功能使得该系列易于

使用并且易于联网到设计环境中。

iView

iView 软件功能可以无缝集成来自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的数据，并自动

进行时间关联，所以您只需单击鼠标就可以将模拟波形从示波器传输到

逻辑分析仪的显示屏。您可以并列查看与时间相关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

号，并迅速查明难以捕捉的毛刺和其它难检问题的来源。

OpenChoice®

OpenChoice® 包括软件库、实用工具、范例、行业标准协议和界面，在

多种 Tektronix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中提供。从 60 MHz 到 15 GHz，您可

以通过 OpenChoice 使用大量的连接协议和物理界面（例如，GPIB、以

太网、RS-232 和共享储存器）在网络上与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之间进行

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