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Express® 2.0 版
接收机 (RX) 抖动容限测试
J-BERT N4903B高性能串行比特误码率
测试仪 (BERT) 是您最理想的选择
应用指南
J-BERT N4903B 高性能串
行 BERT 可提供完整的 PCI
Express ® 2.0 版标准的抖动
容限测试能力:
●

所有内置抖动源 (双音 DJ、按频谱
分布的RJ、SSC 和剩余 SSC) 都符
合 PCI Express® 2.0 版标准

●

灵活的时钟通道和触发通道支持
PCI 参考时钟差模噪声

●

灵活的码型可对被测件进行训练
(设置环回模式) 然后进行测试

●

J-BERT N4903B 高性能串行
BERT 可与 N5990A 自动化测试
软件一起进行自动化一致性测试

从测试角度来看，这两个技术指

1. 校准通道适用于基本技术指标，它

标可看作是: 有关芯片级性能的基本

可生成幅度比为5:1 的符码间干扰

技术指标和有关连接器上的板卡 (特别

(ISI)，从而在主板和插卡所使用的

是在互通性方面) 的 CEM 技术指标。

印刷电路板中产生一个信号畸变。

本文内容
本文描述了 PCI Express 2.0 版
标准对接收机 (RX) 抖动容限测试的要
求，同时还解释了 J-BERT N4903B
高性能串行 BERT 如何利用其完整的
抖动容限测试能力，来有效地满足这
些要求，进行一致性和表征测试。
最后，本文还简要介绍了如何使

中的 ISI 3 号迹线获得。图 1 是

基本技术指标包括两种不同的时钟

N4903B 的测量窗口。游标读数给

拓扑:

出了预定的比值。如图 2 所示，定

●

数据驱动拓扑

●

公共参考时钟

用 J-BERT N4903B 的测量功能来执
行 TX 测试。

具有该幅度比的信号可从 J-BERT

标准的要求

时抖动为 73 ps (ISI 读数)。由于
DJ (1.5 MHz .. 100 MHz) 技术指标
的值为 88 ps，那么还需要 15 ps
的 SJ。

简而言之，第一种拓扑不共享时

简介

钟信号，而第二种拓扑提供1/50 数据

PCI Express 已成为计算机内部

速率的公共参考时钟。表 1 的前两列

的一个主要接口。2006年12月，PCI-

显示了这两种测试方案以及相应的抖

SIG® 协会发布了第2版基本技术指标

动参数值。

2. 以下所有抖动参数都是 J-BERT
N4903B 上校准的刻度，无需再进
行任何校准。只要像图中那样在
刻度盘中输入预定值即可。如果要
验证抖动值，我们推荐您使用

(Base Specification Revision 2) [1]。

infiniium 86100C DCA-J 以及图 2

第 2 版将工作速度从第 1 版的 2.5 Gb/s

CEM 标准主要针对公共参考时

提升到 5 Gb/s。除了基本技术指标之

钟拓扑的插卡和系统主板测试。表 1

所示的抖动分析功能 (RJ、PJ 和

外，该组织还于 2007 年4月发布了板

在最后两列给出了这两种测试方案的

ISI 读数)，并根据应用指南[7]来

卡机电 (CEM) 技术指标 2.0 版 [2]，并

抖动参数值，并依次列出了四种RX测

进行验证。

将其作为基本技术指标的配套版本。

试方案的抖动参数。下面将详细描述
这些参数:

PCIe 2 RX 测试
芯片测试

芯片测试

插卡测试

基本技术指标

基本技术指标

CEM 技术指标

CEM 技术指标

数据驱动拓扑

公共参考时钟

公共参考时钟

公共参考时钟

校准通道 (ISI)

5:1 脉冲电压

5:1 脉冲电压

无

无

RJ 1.5 MHz .. 100 MHz

4.2 ps rms

3.4 ps rms

3.4 ps rms

1.4 ps rms

RJ 10 kHz .. 1.5 MHz

8.0 ps rms

4.2 ps rms

4.2 ps rms

3.0 ps rms

DJ>100 MHz

无

无

有, 27 ps 的 SJ

有, 27 ps 的 SJ

有, 88 ps 的纯 SJ 或 (SJ+ISI)

系统主板

有, 30 ps 的 SJ

有, 30 ps 的 SJ

剩余 SSC

无

75 ps, 三角波

75 ps, 三角波

无

SSC

20 ns(-500 ppm)

无

无

无

CM 串扰 (SI)

300 mV

300 mV

无

无

VRX- 眼图, 最小值

100 mV pp, 差分

120 mV pp, 差分

300 mV pp, 差分

260 mV pp,差分

DJ>1.5 MHz .. 100 MHz

表 1: 不同测试方案所需要的 RX 抖动容限测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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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J (1.5 MHz .. 100 MHz) 适用于不
同数量的所有测试方案。
4. RJ (10 kHz .. 1.5 MHz) 适用于不同
数量的所有测试方案。
5. 大于 100 MHz 的 DJ 适用于 CEM
标准，代替基本技术指标中的 ISI
生成。
6. DJ (1.5 MHz .. 100 MHz) 适用于不
同数量的所有测试方案。使用抖动
容限测量，可以通过扫描频率来进
行调试 / 表征测试。
7. 剩余 SSC 适用于这两个标准，但
不适用于系统主板测试。它与周期
抖动类似，但它是三角波形状。

图 1: 幅度比为 5:1 的校准通道，使用 J-BERT N4903B ISI 3 号迹线实现

8. SSC 只适用于基本技术指标中的
数据驱动拓扑。SSC也是N4903B
发生器时钟设置窗口中的一个校
准刻度。它是唯一不能用infiniium
86100C DCA-J 的抖动分析功能
直接进行测量的抖动分量; 推荐使
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测量，详情请
见 [6]。
9. 表1最后一行中的值是要求的最小
幅度。这些幅度指的是芯片引脚上
的幅度。由于 PC 板存在损耗，这
些幅度与同轴电缆末端的幅度有一
定差异。此外，第 2 代标准需要损
耗补偿，使跳变比特与去加重比特
幅度相同。这就必须使用 N4916A
去加重信号转换器，如图 3 所示。

图 2: 对图 1 中的信号进行的抖动分析，ISI 测量值为 73 ps

对于根据 CEM 技术指标进行的插
卡测试，最小幅度的校准可以通过
PCI SIG 提供的一致性测试基板

N4916A 去加重信号转换器

(CBB) 和一致性测试负载板 (CLB)
来进行。这两种电路板可以通过
同轴电缆非常方便地进行连接。

J-BERT N4903B 发生器提供的数据

N4916A信号转换器用于调整其可
变去加重，直到跳变比特的幅度等
于去加重比特的幅度。[8]

一致性测试
负载板(CLB)
一致性测试基板
(CBB)
到 DSA91304A 的数据

图 3: 设置 J-BERT 以及 N4916A 去加重信号转换器和 CBB 及 CLB 来校准最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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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 Express 2.0 版 RX 抖动
测试基础知识

图5显示了双音DJ的概念。通常

图6显示了扩频调制 (SSC)。这种

DJ 抖动采用一个频率上的正弦抖动， 调制由 SSC 偏差 (典型值为 500 ppm)
而该频率可能随着时间发生改变(抖动

和 SSC 频率 (典型值为 30..33 kHz )

PCI Express 2.0版RX抖动容限

容限测量)。双音法同时使用两个正弦

来定义。
SSC偏差通常是向数值变小的

测试通过生成新的抖动类型，对RX进

信号，一个在低频，另一个在高频。

方向发生。因此在数据速率为 5 G b / s

行测试:
1. 在频谱上分布的 RJ
2. 双音 DJ
3. 剩余 SSC

的时候，500 ppm 的偏差就意味着在
低频信号可以在频段的最大值和

30..33 kHz 的频率内，数据速率会在

最小值之间自由地进行连续扫描。两

5 GB/s 和 4.975 Gb/s 之间变化。理
个信号的实际大小取决于测试方案， 想的调制波形是三角波，但实际上介
参见表 1。J-BERT N4903B相应地生 于正弦波和三角波之间的任何波形都
成所需的 PJ1 和 PJ2。

可以。

本章将深入讨论这些主题:
图 4 显示了在频谱上分布的 RJ。

在频谱上分布的随机抖动(RJ)

该图显示了抖动量与频率的变化关

低频带通滤波器(砖墙式滤波器)

系。白噪声 (无限带宽) 在所有频率上
都具有恒定的能量。此处的技术指

白噪声

标显示，低频上的随机抖动较大，高
频上的随机抖动较小。实际抖动大

高频带通滤波器

可变增益

小取决于具体的测试方案，参见表
1。在频率为 1.5 MHz 处转变，滤波
砖墙式滤波器

器的截止频率将是无限陡峭 (采用砖墙
式 (Brick-wall) 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的
一种)。
J-BERT N4903B 通过在整个带
宽 (10 kHz .. 100 MHz) 上加入 RJhf，
并在低频段 (10 kHz .. 1.5 MHz) 加入
RJhf，来创建这种情景。
图 4: 带宽加权的随机抖动

双音确定性抖动(DJ)
低频扫描信号源

高频可变信号源
可变增益

扫描

图 5: 双音确定性抖动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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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描述了在时域上观察SSC调

SSC 调制

制。顶部迹线是未经 SSC 调制的信
号，作为参考信号。底部迹线是数据
数据速率

信号，而 SSC 调制从负斜率处开始。
在该斜率上，数据速率 (频率) 呈线性
下降; 数据周期 (时间) 按照1/x函数增
加。SSC 频率为 33 kHz 时，负斜率
持续的时间长度为15 us。因此得出负
跳变过程中包括:
15 us/200 ps = 75000个数据周期
(1)。数据周期的时间从200 ps (D1) 变
到 201,005 ps (D75000)。从调制负斜率
开始到结束，未调制信号的参考数据
流的总延迟偏差等于 TSSC = 20 ns:
图 6. SSC 调制

时域中的 SSC

PCIe 向 100 MHz 参考时钟加入
SSC 调制，因此系统需要在发射机
(TX) 端加入一个倍增锁相环，在接收
机 (RX) 端加入一个具有时钟数据恢复
(CDR) 功能的倍增锁相环。CDR的带

无 SSC

宽有限，导致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参考
时钟变化做出反应。在如图 8 所示的
系统体系结构中，出现在接收机闩锁
输入端的发射端数据和经过 CDR 的
时钟有严重的传输延迟差异。经过
CDR 的传输延迟 (~200 ns) 比经过通
道的传输延迟 (技术指标为< 12 ns) 大
得多。这种延迟差异使 SSC 产生相
移，导致采样器上的眼图闭合。这称
为‘剩余 SSC’
(rSSC)。在进行测试
时，在数据上使用干净的参考时钟和

图 7. 时域中的 SSC 调制

剩余 SSC (可产生等效的强化测试条

剩余 SSC

件) 可以使这种情况发生反转。
发射机闩锁

通道

发射机闩锁

T1= 传输延迟差

发射端
锁相环

参考时钟

·rSSC 技术指标为 75 ps
·结果来自参考时钟上的 SSC 和传输延迟 T1
·每次计算用时 75 ps，产生 220 ns 的延迟，技术指标为 T1=12 ns
·大于等于大部分 rSSC 预算是因为 CDR (最小带宽>5 MHz)
·当进行测试时，禁用参考时钟上的 SSC，用数据上的 rSSC 代替
图 8: 传输延迟差异导致剩余 SSC (rS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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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

接收机
锁相环

测试设置和方框图

RX 测试、方框图、基本技术指标

图9到图11显示了接收机测试设
置的方框图。
校准通道
RJ 1.5 MHz .. 100 MHz
RJ 10 kHz .. 1.5 MHz
DJ >100 MHz
DJ>1,5 MHz..100 MHz

基本技术指标适用于芯片级的被
测件 (DUT)。需要使用可容纳芯片的
定制设计电路板。这些设计可能包

数据参考时钟

数据

括，也可能不包括校准通道。如果不
包括校准通道，可能要使用 J-BERT

剩余 SSC
SSC
CM 串扰 (SI)
VRX- 眼图, 最小值

被测件, 芯片

N4903B 的 ISI 功能。
定制电路板

根据时钟拓扑，J-BERT
N4903B 连接到包括发生器数据端口
和误码检测器端口的电路板 (有或没
有参考时钟端口)。建议使用触发通
道作为参考时钟端口，请参见下页和

最小 RX 功率

芯片测试
基本技术指标
数据驱动拓扑
5:1 脉冲电压
4.2 ps rms
8.0 ps rms
无
有, 88 ps 的
纯 SJ 或 (SJ+ISI)
无
20 ns (-500 ppm)
300 mV
100 mV, 峰峰值,
差分
120 ps

芯片测试
基本技术指标
通用参考时钟
5:1 脉冲电压
3.4 ps rms
4.2 ps rms
无

75 ps, 三角波
无
300 mV
100 mV, 峰峰值,
差分
120 ps

· 发生器和抖动设置提供的所有抖动分量
· 生成序列信号 (包含训练和一致性码型) 的发生器
· 在 CDR 模式下提供一致性码型的分析仪
图 9: 根据基本技术指标进行 RX 测试的测试设置，包括或不包括参考时钟根据拓扑情况而定

图 12。

RX 测试, 方框图, CEM 技术指标, 插卡

CEM 技术指标适用于插卡测试

插卡测试
CEM 技术指标

(图 10) 和系统主板测试 (图 11)。在进

公共参考时钟

行这些测试时，必须使用一致性测试

校准通道 (ISI)

无

基板 (CBB) 和一致性测试负载板[3]

RJ 1.5 MHz .. 100 MHz

3.4 ps rms

[4]。为了进行正确的参考时钟注入，

RJ 10 kHz .. 1.5 MHz

4.2 ps rms

可能还必须对 CBB 进行一定的修改，

DJ > 100 MHz

有, 27 ps 的 SJ

数据参考时钟

数据

请参见[5]。
插, 卡

在对包括多个数据通道的插卡进
行测试时，建议使用 PCIe 转接卡 x1
至 1x PCIe x16。
根据 CEM 技术指标进行的测试
通常是由参考时钟拓扑决定的。因此
J-BERT N4903B 连接到发生器数据

一致性测试基板

DJ >1,5 MHz .. 100 MHz

有, 30 ps 的 SJ

剩余 SSC

75 ps, 三角波

SSC

无

CM 串扰 (SI)

无

VRX- 眼图, 最小值

300 mV, 峰峰值, 差分

·发生器和抖动设置提供的所有抖动分量
·生成序列信号(包含训练和一致性码型)的发生器
·在 CDR 模式下提供一致性码型的分析仪
图 10: 根据 CEM 技术指标对插卡进行 RX 测试的测试设置

端口、误码检测器端口和触发通道端

RX 测试, 方框图, CEM 技术指标, 系统主板

口 (作为参考时钟)，参见上文。

数据

数据

一致性测试负载板

系统主板

系统主板
CEM 技术指标
通用参考时钟
校准通道 (ISI)
无
RJ 1.5 MHz .. 100 MHz
1.4 ps rms
RJ 10 kHz .. 1.5 MHz
3.0 ps rms
DJ > 100 MHz
有, 27 ps 的 SJ
DJ > 1,5 MHz .. 100 MHz 有, 30 ps 的 SJ
剩余 SSC
无
SSC
无
CM 串扰 (SI)
无
VRX- 眼图, 最小值
380 (在 6 dB 时为 260) mV,
峰峰值, 差分

·分析仪在 CDR 模式下从系统主板数据恢复时钟, 随后将恢复后的时钟馈送到发生器的时钟
输入端口

·发生器和抖动设置提供的所有抖动分量
·生成序列信号 (包含训练和一致性码型) 的发生器
·分析仪检查一致性码型
图 11: 根据 CEM 技术指标对系统主板进行 RX 测试的测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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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设置, J-BERT N4903B
的设置
J-BERT N4903B 连接到发生器
数据输出端口、误码检测器数据输入
端口和触发通道端口，需要时作为参
考时钟使用。如图 12 所示，触发通道
的幅度和偏置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
以适应要求的电平技术指标。触发通
道能够提供除法器因数 (divider factor)
为 1/50 的时钟信号，以提供 100 MHz
的参考时钟信号 (此编程窗口未显示，
可以使用按钮 PG Setup → Trigger/
Ref CIK Setup 进入该编程窗口)。
图13显示了J-BERT N4903B序

图 12: 必要时的参考时钟测试设置，该时钟是由 50 倍分频 (分屏) 的触发通道生成的

列编辑器，其中包括插卡训练所需的
序列。训练包含前三个数据块，可将
插卡切换到环回模式。数据块 4 包含
一致性测试码型，将在误码检测器上
使用，进行同步和 BER 测量。使用按
钮‘To PG’，可将该序列载入到 JB E R T N 4 9 0 3 B 硬件中。在按下
‘Start’按钮之前，应先给插卡通电。
当按下‘Start’后，通过发送一次数
据块 1 和 2，500 次数据块 3，最后发
送无限次数据块 4，将会生成序列。
这在左下部分的状态窗口读数
‘Sequence, B:4’中指示。此时，JB E R T 误码检测器可以自动校正
‘BER:0.000’读数中的结果。图中未
显示 J-BERT N4903B 误码检测器在

图 13: 使用 4 个数据块 (包含训练部分和一致性测试部分) 的序列器设置，
分析仪对一致性测试部分 (第 4 个数据块) 进行检测

外部时钟模式下从发生器时钟输出端
口获得时钟。(ED Setup → Clock
Setup)。
图 14 显示了插卡测试方案中的
抖动设置。拨入的值为;
rSSC (技术指标为 75 ps)

375 mUI

PJ1 (< 100 MHz, 30 ps)

150 mUI

PJ2 (> 100 MHz, 27 ps)
sRJ (HF, 3.4 ps rms)

135 mUI
17 mUI rms

sRJ (LF, 4.2 ps rms)

4 mUI rms

注: RJLF 的实施是递增的，编程值计算: RJLFRJHF=4.2 ps rms-3.4 ps rms = 0.8 ps rms
(等于 4 mUI rms)

使用这种混合的抖动分量，插卡
必须达到 BER<1e-12 的水平，以符合

图 14: 插卡抖动混合的抖动设置

要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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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 测试结果
如图15 所示，使用“累积结果”
，
可以有效地对附加卡的一致性进行验
证。为了证明 BER<1e-12 的置信度等
于 95%，必须测试 ~3 * 1e12 个比特
并且没有发现误码 [9]。在数据速率为
5 Gb/s 的条件下，这相当于 600 秒的
测试时间。累积结果测量配置为单次
运行，持续 600 秒的时间。结果图形
将显示是否有误码出现。
如图16显示，抖动容限表征测量
是一个重要的表征或调试测试工具。
该测量可以配置容限扫描的起点和终
点以及分辨率，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
缩放，还可以选择载入一致性测试模

图 15: RX 测试的一致性测试结果。BER 的测量时间为 600 秒 (无误码发生)，
相当于 BER<1e 12 的置信度为 95%

板来查看裕量。抖动容限一致性测量
是一种速度更快的工具，其中测量点
沿着一致性曲线分布。图16中显示了
一个从1 kHz到300 MHz有50个测量
点的容限测量。
尽管技术指标规定使用非去加重
信号进行RX一致性测试，但是为了进
行表征，可能需要使用此类信号。在
本例中，我们建议使用 N4916A 去加
重信号转换器，详情请见[8]。

TX 测试结果
如图 1 7 所示，借助 J - B E R T
N4903B 眼图测量以及载入预定义一

图 16: 抖动容限表征，使用 1 kHz 至 300 MHz 的 SJ 进行测量

致性测试模板(包括裕量定义)的功能，
可以高效地进行 TX 一致性测试。该
测量不仅快速，而且能够定量表示任
何违例 (黄色插图)。除了适用于该一
致性测试模板之外，该测量还提供了
电平、幅度、跳变时间、抖动和信噪
比等读数。

图 17: 使用 J-BERT N4903B 上的一致性测试模板进行眼图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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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ERT N4903B为表征TX提供
了多种测量。图 18 和 19 显示了开眼
和输出定时测量的实例。J - B E R T
N4903B 技术资料 (5990-3217EN) 提
供了测量功能的完整列表。
图 18 中的眼图提供了插卡的输
出信号所获得的眼图轮廓测量结果。
测量结果的 BER 为 1e-9 (红色曲线)，
幅度分辨率为 1 mV，时间分辨率为
1 ps。
图 19 中的输出定时测量能够测
量绝大多数 BER 阈值上的总体抖动。
此处显示的曲线图配置为 BER 1e-6。
在启用快速总体抖动优化的情况下，

图 18: 开眼表征，内部曲线代表 BER 1e-12 处的开眼

总体抖动测量 (BER < 1e-12) 将在大约
20 分钟后完成。
图20 显示了一个 TX 抖动传输测
量。该测量的步骤为: 手动扫描抖动
频率 (SJ=.1 UI，500 kHz .. 50 MHz)，
记录输出定时测量的相位裕量参数，
然后将这些值输入电子表格，并标准
化为最低抖动频率处的读数。图 20
显示了 TX 抖动传输测量的结果图。

总结
本文描述了基本标准和 CEM 标
准对 PCI Express 2.0 版 RX 抖动容
限的要求。这些标准规定了生成某些

图 19: 用于表征 BER 1e-6 处的总体抖动的输出定时测量

新型抖动的要求，本文就此进行了深
入讨论。本文还突出介绍了 J-BERT
N4903B在有效满足这些新要求方面
BERT N4903B 进行 TX 测试进行了
展望。

增益(dB)

的出色能力，并在最后对使用 J -

J-BERT N4903B 以校准刻度盘
的方式提供所有抖动，因此不需要定
制校准。如果需要去加重信号，我们
建议您使用 N4916A 去加重信号转
换器。

频率(Hz)

图 20: 使用 J-BERT N4903B 提供的抖动源和测量，手动测得的 TX 抖动传输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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