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在通信应用中，我们经常会用到锁相环 (Phase-locked

loop, PLL)。例如，它可以从数字数据信号 (CDR) 中恢

复时钟，从卫星传输信号中恢复载波，执行频率和相位

的调制解调，并准确合成调谐接收机的频率。PLL 的特

征包括带宽、噪声、捕获范围与速度、动态范围、稳定

性和精确性。本文首先介绍 PLL 的工作原理，然后讲述

如何使用实时示波器上运行的 TDSJIT3 抖动和定时分

析应用程序来完成典型的 PLL 特征测试。

PLL 的工作原理

PLL 是一种电路，可将振荡器生成的输出信号的频率和相

位与基准信号或输入信号同步。在同步（通常称为锁定）

状态下，振荡器的输出信号与基准信号间的相位误差为

零，或保持不变。如果相位误差增大，则控制机制将作

用于振荡器，使相位误差再次降到最小值。实际上，在

这种反馈控制系统中，输出信号的相位被锁定为基准信

号的相位。锁相环的名称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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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PLL 包括三个基本的功能块：压控振荡器

(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 VCO)、鉴相器

(phase detector, PD) 和环路滤波器 (loop filter, LF)。

鉴相器将输入信号与 VCO 输出信号进行对比。环路滤波

器对差异进行过滤，然后用来调整 VCO。由于 LF 是低通

滤波器，因此只能将相位差的低频部分传输到 VCO。高

频部分将被滤除。因此，PLL 仅跟踪低频变化，不跟踪高

频变化。

如图 2 所示，将 PLL 模拟为一种线性系统时，每个功能块

均可由各自的传递函数来表示。

输入输出系统可由闭环路的传递函数来表示。通常使用两

种闭环路传递函数。一种是相位传递函数 H(s)，定义如下：

另一种是误差传递函数 He(s) ，定义如下：

相位传递函数 H(s) 为低通，而误差传递函数 He(s) 为高通。

两者的关系如下：

请注意，此公式用于计算复值。因为复值有幅度和相位，所

以此公式并不意味着两个传递函数的幅度值之和为 1。

系统的截止频率通常为幅度增益降至 -3 dB 时的频率。请

注意，截止频率可根据相位传递函数定义，也可根据误差

传递函数定义。例如，如果一阶 PLL 具有相位传递函数,   

，则相应的误差传递函数

具有相同的截止频率。但是，如果二阶 PLL 具有相位传

递函数 ，则相位传递函数与误差传

递函数的截止频率不同，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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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PLL 部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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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波德图：一阶 H(s)（左上）、一阶 He(s)（左下）、二阶 H(s)（右上）、二阶 He(s)（右下）。红色环形标记为 -3dB 增益点。

图 2：线性 PLL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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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动生成与检验

要表征 PLL，需要使用可控制抖动的测试信号。信号发生

器可生成这种测试信号，但是，如果生成器的调制特征未

知或未校准，检验测试信号的速率和偏差就变得尤为重要。

可以使用 TDSJIT3 来测量所生成的信号中的抖动。抖动

生成测量与抖动输出测量相同。

抖动是指距正常值的时间偏差。实际上，抖动的类型有许

多种。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周期抖动和 TIE（时间间隔误

差）抖动。众所周知，周期抖动是 TIE 抖动的一阶微分，

或者相反，TIE 抖动是周期抖动的积分

为周期抖动， 为实际周期， 为标称周期， 为

TIE 抖动。

频率与相位为相关变量。因为 PLL 是相位闭锁环路，所以

相位理所当然成为要查看的变量。相位是频率的积分，而

频率是相位的差分。所以，相位抖动与频率抖动的关系同

于 TIE 抖动与周期抖动的关系。周期抖动与频率抖动的关

系如下：

相对而言，周期抖动小于标称周期时，频率抖动与周期抖

动成比例变化。如果周期抖动大于标称周期，则不应忽略

，频率抖动与周期抖动不再成比例变化。

图 4：FM 信号生成和测量的设置。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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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例中，将一个三角波信号用于调频 (frequency

modulation, FM)。在图 4 中，使用了一个函数发生器来

生成三角波信号，而三角波信号将被用作信号发生器的外

部调制输入。然后，RF 输出将与 Tektronix TDS7404B

实时示波器连接。在实时示波器上运行的 TDSJIT3 用于测

量抖动。

图 5 显示了使用 TDSJIT3 捕获的频率—时间实测图。为

了更清楚地查看应用的调制，应当消除高频噪声。具体

操作为：在 TDSJIT3 中打开“测量”>“配置测量”>

“滤波器”，然后应用适当的低通滤波器。（在本例中，使

用的截止频率为 2 MHz。）其结果显示在图 6 中。

通过此图，您可以直观地检验调频的速率与偏差，以及调

制载波的中心频率。

图 5：扩频时钟信号频率的时间趋势图。

图 6：扩频时钟信号的低通滤波频率的时间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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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表明（低通滤波）周期也具有三角形态。这是因为调

制是窄带 FM。周期变化相对较小，因而周期抖动与频率

抖动成比例变化。

请注意，TIE 抖动是周期抖动的积分。如图 8 所示，对三

角函数进行积分运算，与正弦函数的形状相似。

PLL 抖动跟踪性能测试

抖动跟踪性能测试的目的在于：了解 PLL 在保持锁定的情

况下能在其输入信号上处理的抖动量。对于任何给定的调

制频率，如果抖动达到一定的偏差，则 PLL 会解除锁定。

在本测试中，TDSJIT3 用于检验应用于 PLL 的抖动水平，

测试中的设备通常会在 PLL 解除锁定时予以指示，如图 9

所示。在本测试中，TDSJIT3 的作用与其在抖动生成测试

中的作用相同。

使用 TDSJIT3 可以轻松地测量和查看抖动的幅度与频率。

如图 10 所示，时间趋势图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时域视图；

如图 11 所示，频谱图提供了频率域视图。

图 8：扩频时钟信号的低通滤波 TIE 的时间趋势图。

图 7：扩频时钟信号的低通滤波周期的时间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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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PLL 抖动跟踪性能测试设置。

图 10：抖动的时域图。

图 11：抖动的频率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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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2 所示，周期抖动 (PJ) 分量的精确幅度可通过执行

Rj-Dj 分离获得。执行 Rj-Dj 分离得出的周期抖动峰-峰

(peak-peak) 值为 4.7ns，此值与时间趋势图中的游标

测量密切相关。频谱图显示周期抖动的频率为 225 KHz，

其 RMS 值与在时域中测量的峰-峰值相关。

抖动传递

抖动传递测试将进出 PLL 的抖动进行比较。借助 TDSJIT3

中的传递函数图，可以轻松完成此项任务。在 TDSJIT3

中，在 PLL 的输入信号上配置一个抖动测量，并在 PLL

的输出信号上配置另外一个等效的抖动测量。然后查看两

项测量之间的传递函数。一般将输出测量作为传递函数的

分子。

在下例中，输入信号是在前面的抖动跟踪测试中使用的

FM 信号。在 TDSJIT3 中，第一个测量为此 FM 信号上

的时钟 TIE。第二个测量应为 PLL 输出信号上的时钟 TIE，

在测试中 PLL 使用此 FM 信号作为输入信号。这里选择

时钟 PLL TIE 作为第二个测量。使用此配置在 TDSJIT3

中对软件 PLL 进行测试。软件 PLL 是一阶的，其截止频

率为 2.25 MHz，此值为调制信号频率的 10 倍。

图 13：抖动传递测试设置。

图 12：抖动分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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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TDSJIT3 中创建传递函数图，请转到“图”>“创建”，

然后选择与输出信号相对应的测量。在“添加图”下，选

择“传递函数”，然后选择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测量作为

传递函数的分母。

如图 14 所示，在指定的 PLL 截止频率处，传递函数的增

益为 -149.2 m（单位为 log10）。此增益乘以 20 后即可转

换为分贝 (dB)，结果为 -3dB。此结果确定了 PLL 在测

试中的带宽。请注意，在默认情况下传递函数图使用平均

值，而计算几个捕获的平均值会使图变得更平滑。如图 15

所示，与图 12 中的值相比，PLL 输出处的周期抖动大约

衰减了 10 倍。这与以下事实相符：周期抖动的频率比

PLL 截止频率低 10 倍。

图 15：PLL 输出的抖动分量。

图 14：PLL 的传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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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PLL 的阶跃响应。

图 17：瞬态响应测试示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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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 瞬态响应

PLL 的瞬态响应显示 PLL 如何响应频率的阶跃变化。输

入信号频率的阶跃变化或 PLL 内分频比的变化都可能引起

频率的变化。如图 16 所示，PLL 的输出频率在瞬态周期

中会从初始值转变为新值。

通常使用以下两个参数来表征瞬态响应：

– 阶跃时间 (Td)：PLL 在输入频率的阶跃变化发生后达到

正确的新频率所需的时间。

– 稳定时间 (Ts)：PLL 在输入频率的阶跃变化发生后回到

指定范围内 (f2-∆, f2+∆) 的时间，这里 ∆ 可以为 |f2-f1| 的

2% 或 5%。

此瞬态响应为阶跃响应，所以有时也用过冲值来进行表征。

对于线性时间不变 (LTI) 系统，阶跃响应是脉冲响应 h(t)

的积分。脉冲响应的傅里叶变换即为传递函数 H(s)。所以，

知道线性 PLL 的传递函数或阶跃响应中的一个，便可求得

另一个。请注意，传递函数 H(s) 通常为复函数，而 TDSJIT3

中的传递函数测量只含幅度。

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使用示波器和 TDSJIT3 来测量瞬态

响应。要捕获瞬态响应，示波器需由阶跃信号来触发。可

以使用 TDSJIT3 来测量 PLL 输出频率。如图 17 所示，

本例使用函数发生器的阶跃信号作为信号发生器的外部

FM 调制信号。需要测量信号发生器中内部 PLL 的瞬态响

应。发生器的调频正弦信号与一个 TDS7404B 的 CH1 连

接。阶跃信号也与 CH3 连接，作为触发器使用。

TDSJIT3 配置为测量 CH1 上的时钟频率。图 18 中的时

间趋势图显示了频率的阶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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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时钟频率的时间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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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高频噪声会掩盖瞬态响应的特性，因此应当去除。

通过低通滤波可以实现此目的。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

低到足以去除有害的噪声，但又高到不足以影响瞬态响应。

PLL 的上升时间与截止频率相关。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低

通滤波器。下面是计算多重上升时间效应的一个经验公式：

如果知道 PLL 的截止频率，则可将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

率设置为高于 PLL 截止频率 3 至 5 倍的任一值，则滤波

器不会对瞬态响应产生显著影响。如果不知道 PLL 的截止

频率，则可按下列方法确定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首先

观察频谱，以确定备选的截止频率的范围。如图 19 所示，

处于超低频（低于 3 MHz）的部分是需要保留的频 Cx 谱；

而超过 16 MHz 的频 Cx 谱则为噪声，需要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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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时钟频率的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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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步中确定的范围中选择几个不同的值，然后检查滤

波效果。TDSJIT3 允许为同一测量（例如，CH1 上的时钟

频率）创建多个实例，在每个实例中使用一个不同的滤波

器配置。在本例中，配置了三个时钟频率测量。如图 18 所

示，第一个时钟频率测量没有滤波器。如图 20 和 21 所

示，第二和第三个时钟频率测量分别包括一个截止频率为

16 MH 和 4 MHz 的低通滤波器。在图 20 和 21 中，由游

标测量的上升时间十分接近，足以说明截止频率为 4 MHz

的滤波器不会使瞬态响应失真；而图 21 比较整洁，可以

对瞬态响应参数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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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时钟频率的时间趋势图（使用 16 MHZ 的低通滤波器测量），游标用于测量上升时间。

图 21：时钟频率的时间趋势图（使用 4 MHZ 的低通滤波器测量），游标用于测量上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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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2 中，使用了图放大功能来放大瞬态响应部分的

时间刻度，以便显示细节。图游标显示阶跃时间 Td 为

409 ns，初始频率和最终频率分别为 f1 = 996.7 MHz

和 f2 =1.004 GHz。最后，使用游标还可测出频率过冲约

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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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PLL 阶跃响应的游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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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为多功能抖动和定时分析应用程序，TDSJIT3 是分析

和调试电路（如 PLL）的一种方便且功能强大的工具。它

可在时域和频率域内提供精确的测量和清晰的图形，从而

帮助用户快速表征 PLL 的特性，如抖动生成、抖动容限、

抖动传递和瞬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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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测量和分析软件 – TDSPWR3

TDSPWR3 功率测量软件将数字示波器转换为一种高级的

分析工具，它可以快速地测量和分析电源开关设备和有

磁部件的功率损耗，然后以自定义的格式生成详细的测

试报告。请将 TDSPWR3 与 Tektronix TDS5000B 系列或

TDS7054B/TDS7104B 数字荧光示波器以及差分探头和

电流探头配合使用，以便获得用于电源设计和测试的完整

测量系统。

USB2.0 兼容性测试软件包 – TDSUSB2

Tektronix 提供经 USB-IF 认证的 TDSUSB2 和 TDS7000B

DPO，成为业界首个用于 USB 2.0 物理层测试的完善解决

方案。TDSUSB2 为各种测试提供了预定义的示波器设置，

从而无需手动设置。通过完备的兼容性测试夹具可以在

各种测试中执行探测任务。

光存储分析和测量软件 – TDSDVD

TDSDVD 光存储分析和测量软件包配合使用Tektronix

TDS5000B 和 TDS/CSA7000B 系列数字荧光示波器，将

成为先进光存储系统设计和测试工程师的首选测试工具，

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分析方法，以及时间间隔显示、行

业自动化测量以及常见的类模拟显示。

以太网兼容性测试软件 – TDSET3

通过 TDSET3 以太网兼容性测试软件，可以使 10BaseT、

100Base-TX 和 1000BaseT 技术的大量测试工作实现自

动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借助包括“回波损耗”在内

的全方位测试，及辅以精细测试夹具的完善解决方案，

您可以高效地设计并检验以太网设备的物理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