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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性，不但耗時又不容易看懂。這本
應用手冊列出的考量要點可以協助您加快

選擇的過程，同時避免掉入一些常見的陷
阱中。不論您考慮要購買的邏輯分析儀是
哪家製造商生產的，依據此處討論的概念
仔細地分析每一種產品，將可協助您客觀
地評估各部儀器，選出最符合您應用需求
的邏輯分析儀。

邏輯分析儀的考量要點：快速綜覽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談論以下兩個重

選購邏輯分析儀時，可以先評估邏輯

如

分析儀的三大要素，以確保您買到的量測

果探棒的連接是斷斷續續的，或如果所使

能力合乎您的應用需求。這三大要素分別

用的探棒配件會限制信號頻寬的話，那麼

為探棒系統（連接）、邏輯分析儀（擷

擷取系統可能無法取得正確呈現信號活動

生產力的最佳化：如何提高設計團隊的

取）、以及顯示和分析工具（檢視及分

狀況所需的資訊。

效率？

點：

析）。在其中一項所做的錯誤決定可能會
大幅影響其它項所得到的結果，

下表提供這三大要素的綜覽，以及個
別需要考量的要點，至於應該要考量及應

預算的考量： 若要達到最佳的投資效益
應考量什麼？

該要避免的細節則詳述於後頁的篇幅中。

連接

擷取

檢視及分析

探棒系統

邏輯分析儀

顯示和分析工具

用途：在邏輯分析儀和待測標的之間提供可靠的

用途：提供準確又可靠的量測能力，且能因應未

用途：快速地將大量的資料彙整顯示出來，然後

實體和電氣連接。

來技術發展趨勢之需。

以您可以理解的格式來查看系統的行為特性。

什麼是探量性質獨特之信號的最佳方式？

什麼樣的擷取能力是解決您的量測需求的最佳組

什麼是分析擷取到的資料最有效率的方式？

合？
考量的重點包括：

考量的重點包括：

考量的重點包括：

• 預先設計好探棒的連接方式或在設計完成之後

• 信號的類型：差動式和單端式

• 是否有顯示和分析工具可以提供最深入特定應

再去連接個別的信號
• 探棒負載對標的系統和量測準確度的影響

• 取樣模式：時序、狀態、轉態時序（transitional timing）、時序放大

• 連接的可靠度

• 取樣率相對於標的系統的速度

• 探棒的頻寬需配得上信號的速度

• 記憶體深度的選擇

• 信號量取和探量的彈性

• 頻道數
• 觸發能力
• 是否可將其它量測結果與邏輯分析儀的擷取結
果相互整合且時間上相互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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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資訊
• 如何分析資料
• 能否跟得上技術更新和最新創舉的腳步

連接
什麼是探量性質獨特之信號的最佳方式？
探棒的重要性
前面提過，選購邏輯分析儀時，最重
要的一項決定不在於邏輯分析儀的擷取能
力，而是邏輯分析儀的探棒。邏輯分析儀
需要能讓您觀測系統中的信號，所看到的
必須要跟您的硬體所發生的一樣，邏輯分
析儀量測到的信號有多準確和可靠端視探
棒有多準確和可靠。因此，決定所需的探
棒解決方案時，勿必要考量下列特性。

探量方法 － 預先設計好和事後設想
探量方法有兩種 － 預先設計好
（designed-in）和事後設想（after
thought）。在理想的世界中，您會在電路
板設計階段，將某些信號繞接到腳座或接
頭上，因為您認為這些信號對除錯極為重
要，這就是預先設計好的探量方法。然
而，如果您已經知道會碰到的每一個問
題，早就加以解決了，因此，難免還是會
有一些“事後才想到”的探量需求。此
時，別忘了購買一些飛腳式（flying lead）
探棒，以便能探量除錯過程中，難免會出
現的散得很開的問題信號。

需要評估的邏輯分析儀探棒特性
• 準確度： 電容性負載低的探棒對電路

• 性能： 如果探棒的頻寬比擷取系統的

的侵擾最小，這對於系統的正常運作，以

頻寬小，則最高只能量測到探棒的頻寬，

及將信號準確地呈現給邏輯分析儀極為重

因此，選擇的探棒應具有高於所連接之邏

要。在較低的頻率，大部分探棒解決方案

輯分析儀的性能。另外，確定探棒的配件

的表現都可接受，但是在較高的頻率下，

不會限制探棒整體的頻寬也很重要，安捷

電容性負載低的探棒就很關鍵。應避免選

倫科技針對得獎的 InfiniiMax 高性能示波

用需要在探棒和待測標的之間額外使用一

器探棒所提供的飛腳式配件具備的性能足

個轉接器的探棒解決方案，因為額外增加

以與探棒的頻寬相匹配。

的轉接器會提高負載和成本、對效能造成
影響、以及造成另一個可能出現問題的

• 探量能力與彈性：您可能需要量測距

點。無接頭式探棒可從信號路徑中消除實

離散得很開的信號，或是位在探棒接頭未

體接頭的負載，提供最低電容的解決方

事先設計進去之處的信號。不論信號位在

案。安捷倫科技的探棒皆已針對各種特定

電路板上的什麼地方 － IC腳、跑線、腳

的探量應用做特別的設計，所造成的額外

座（pad）、導孔（via）、甚至在 FPGA 內

負載都是最低的。

部，您都得確定有探棒和配件可以探量該
信號。安捷倫科技提供的探棒選擇相當多

• 可靠度和連接方式：探棒的連接若斷

樣化，所需佔用的探量空間最小，而且一

斷續續或有問題，只會造成更嚴重的除錯

小塊區域內可以探量的信號數目最多。安

問題，讓您得另外花時間偵測和找出探

捷倫科技也提供各式各樣的探棒選項，每

棒，而非電路的問題。應避免使用昂貴又

一種的設計都是為了確保可以針對任何特

複雜的解決方案，包括需要鍍金或進行特

定的量測需求，提供最佳的量測結果，因

殊的電路板加工和處理、使用鋼板

此在應用上最具彈性。請參考以下介紹的

（stiffener）、需要在電路板背後預留空間

不同探棒選項，確保您選用的是最符合您

（keep-out area）、需要繁瑣的清洗步驟、

工作之需的探棒。

或需要進行複雜的設置才能將探棒固定
等。安捷倫科技採用探棒技術的最新創
舉，在機構設計上可以提供張力釋放
（strain relief）機制，確保連接的穩固性和
可靠度，完全沒有上述的那些限制與困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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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什麼是探量性質獨特之信號的最佳方式？
安捷倫科技所有邏輯分析儀提供的探棒選項

與標的系統的連接方式

無接頭式

Samtec
接頭

需在標的系統上預先設計好合適的位置，以配合 Pro

需在標的系統上預先設計好 100-pin Samtec 接頭。

系列 Soft Touch 或一般的 Soft Touch 使用，留置模組
（retention module）僅做為對齊以及機構固定之用。
優點

• 去除接頭可降低成本和縮短設計時間。
• 可免除接頭造成的電容性負載，提供負載最低（不到

• 高性能的接頭解決方案（1.5 pF的負載、1.5 Gb/s 的資料
速率）。

0.7 pF）、效能最高（資料速率 > 2.5 Gbits/s）的邏輯

• 支援單端式及差動式信號。

分析儀探棒選項。

• 效能為 Mictor 解決方案的三倍，負載卻只有一半。

• 柔軟的微型彈簧腳（spring-pin）設計加上四點的王冠
頭（crown tip）可讓您輕鬆連接，即使是在髒污或不
平坦的電路板表面，也能提供可靠又穩定的接點。
• 佈線穿透（flow through signal routing）能力可以簡化
設計流程並保持差動信號對的間隔，以確保差動模式的
阻抗是固定的，且幾乎可以不必再預留測試接腳（stub）。
• 可擷取高速的單端式或差動式信號，既不會影響電路的
效能，也能將信號準確地呈現給邏輯分析儀。
• 可以連接探棒與留置模組，只要用探棒觸壓待測標的，
即可瀏覽多組信號。
• 與所有種類的電路板（包括無鉛製程的電路板）相容。
缺點

• 需在 PCB 上預先設計好探棒的位置。

• 包含接頭會增加成本。
• 需在 PCB 上預先設計好接頭。

評估可供選擇之廠商的解決
方案時，切記…

• 探棒技術會吸附污染物，因此每次使用都需要經過特殊
的清洗和處理的過程。
• 需要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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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棒和待測標的之間需使用轉接器，會提高負載和成本、
降低效能、以及造成另一個可能出現問題的點。

連接
什麼是探量性質獨特之信號的最佳方式？
安捷倫科技所有邏輯分析儀提供的探棒選項（續）

與標的系統的連接方式
優點

Mictor 接頭

飛腳式

需在標的系統上預先設計好 38-pin Mictor 接頭。

可連接 IC 腳、跑線、腳座、導孔上各個散得很開的信號。

• 可靠又經濟有效的較低資料速率（600 Mb/s）解決方案。

• 針對得獎的 InfiniiMax 示波器探棒所提供的高性能配件。

• 支援單端式信號。

• 與多種配件相容，可連接 IC 腳、跑線、腳座和導孔。

• 電容性負載為 3.0 pF。

• 可維持一對一的信號接地比。
• 不需要預先設計好。

• 包含接頭會增加成本。

缺點

• 連接較為費時。

• 結合插入式封裝（through-hole）和表面黏著技術可能
會使信號繞接及電路板元件的上件作業變得較困難。
• 需在 PCB 上預先設計好接頭。
評估可供選擇之廠商的
解決方案時，切記…

• 探棒和待測標的之間需使用轉接器，會提高負載和成

• 配件可能會限制探棒的頻寬效能。

本、降低效能、以及造成另一個可能出現問題的點。

其它的探棒考量
解決 FPGA 的探量挑戰
由於 FPGA 上的腳位通常都是非常昂
貴的資源，因此只有相當少數可供除錯之
用。然而，所要探量的每一個內部信號都
需要使用一個腳位，如此一來，就會使得
探查內部狀況的能力受到限制。當您需要
探量不同組的內部信號時，必須更改
FPGA 的設計，以便將新一組的信號繞接
到腳位上，這個步驟可能相當耗時，且可
能影響 FPGA 設計的時序。此外，將信號
名稱以手動的方式從 FPGA 設計工具逐一
映對到邏輯分析儀的設定中，是相當繁瑣
的過程。當新的一組內部信號繞接出來

FPGA 動態探棒延伸了安捷倫科技在
創新探量方案的領導地位，FPGA 動態探

一致的大小是否代表不同廠商的探棒解
決方案都具有相等的能力？

棒可提供您前所未有的透視力，讓您深入

一致的大小不代表探量的能力也是一

探量 Xilinx 或 Altera FPGA 內部的動作狀

致的。安捷倫科技的無接頭式探棒解決方

況和設計。您可以運用自訂的信號名稱進

案可使用在任何一種表面處理製程的電路

行自動設定，而且只需幾秒鐘，即可設定

板上（包括無鉛製程），它採用柔軟的微

好量測新的一組信號 － 不需先停止

型彈簧腳技術，即使是不平坦或髒污的電

FPGA 的運作和變更設計，也不會影響到

路板表面，也能提供可靠的連接。其它解

FPGA 的時序。安捷倫科技的 FPGA 解決

決方案只能使用在鍍金的表面上，每次使

方案可自動對應腳位名稱，提供更快速、

用探棒皆須經過複雜的連接和清洗過程，

不會出錯的量測設定方式，2x TDM 模式

且需要使用外接的張力釋放裝置才能維持

可以節省腳位的使用，而且具有自動校準

穩固的連接。因此，一致的大小確實不代

功能，可提供信賴度更高的狀態量測結

表探棒可以提供相等的量測能力。

果。

時，需要在邏輯分析儀上手動更新這些信
號名稱，不僅額外花時間，而且很可能會
造成混淆和錯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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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
您的量測需要什麼樣的擷取能力？
取樣模式 － 時序和狀態模式

臨界值 － 確認邏輯分析儀和探棒能支援待

今日的邏輯分析儀也額外提供高速時

邏輯分析儀有兩種不同的取樣模式

測標的的信號位準（單端式和差動式信號）

序模式，速度通常為標準時序模式最高速

－ 時序和狀態模式，該使用哪一種取樣

當系統中的信號超越臨界值時，邏輯

度的四到八倍。安捷倫邏輯分析儀的時序

模式取決於您想要評估資料的方式。如果

分析儀的反應就跟邏輯電路一樣，會辨認

放大能力可透過同一探棒，同時以深度記

您想要觀察一長段時間內，信號之間的時

信號是低或高位準，因此，指定一個符合

憶體時序模式或狀態模式，對標的系統進

序關係，應使用時序模式，通常是以波形

待測標的所使用之電壓的臨界電壓是非常

行取樣，不需要分兩次探量。安捷倫的時

來顯示。如果您想要如同待測系統所看到

重要的。指定的臨界電壓不正確會造成資

序放大能力還有一項好處是擁有64 K的深

的一樣，依照一連串的事件來監測系統的

料不正確，所以，務必要確認您所選用的

度記憶體，能讓您以高解析度，觀察更長

功能運作情形，則應選擇狀態模式，通常

邏輯分析儀和探棒能支援待測標的的信號

的系統運作時間。

是以列表的方式來顯示。

位準（不論是單端式或差動式信號）。

狀態模式 － 選擇最高狀態速度至少與您的
匯流排資料速率一樣高的狀態分析儀

使用安捷倫科技的邏輯分析儀還多了

安捷倫科技將臨界值和取樣位置調整

一項好處，那就是不需要再另外採購一個

的工作自動化，以便對每一個信號進行最

在狀態模式下，會使用待測系統中的

量測模組來擷取多個匯流排的資料，唯有

可靠的取樣，因此，可節省您的時間和提

信號做為邏輯分析儀的時脈，將標的系統

安捷倫科技可以讓您將每一部邏輯分析儀

供您信賴度最高的量測結果。當信號不是

的信號取樣到邏輯分析儀的記憶體中，該

分成兩個不同的時基，表示您能夠以一部

位在預期的電壓位準時，也可以提供您診

信號就稱為外部時脈。相對於您用來將資

時序分析儀、一部狀態分析儀、兩部狀態

斷的線索。

料取樣到邏輯分析儀中的信號，您所取樣
的資料必須夠穩定，因為時脈事件之間所

分析儀、或一部狀態和時序分析儀等方式
來執行邏輯分析儀。

時序模式 － 選擇取樣率為您的匯流排資料

發生的事情不重要，只有系統在時脈信號

速率 4 到 10 倍的時序分析儀

變動時的狀態才重要。

頻道數 － 取決於您想要/需要觀察的信號有
多少

在時序模式下，會使用邏輯分析儀內
部的時脈，透過與標的系統不同步的方

您所尋找的工具必須要能讓您更容易

一般而言，您想要觀察的信號數目就

式，將資料取樣到邏輯分析儀的記憶體

進行準確的狀態擷取。安捷倫科技的狀態

等於您需要的邏輯分析儀頻道數。如果您

中。時序取樣率愈快，量測解析度就愈

分析儀具有自動化的臨界值和取樣位置設

是在狀態模式下進行取樣，您需要考量時

高。時序速度高一些是有好處的，因為它

定能力，可以掃描信號的資料穩定時間長

脈信號的頻道數。您可能也需要預留額外

可以讓您更精確地量測出信號之間的時序

度。這項功能可以讓您更有把握您是在最

的頻道，以便探量起初沒有預料到的信

關係。時序模式有時又稱為深度記憶體時

佳的擷取點進行狀態取樣，而且可以讓您

號。在某些情況下，您還需要額外的頻道

序，因為會使用到邏輯分析儀所有的記憶

一次看到所有頻道上的信號品質。

來使用較高狀態速度模式。安捷倫的邏輯

體。

分析儀只需要保留34個頻道，就能進行較
高的狀態速度量測，不像其它解決方案一
樣，會因此而將可用的頻道數減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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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
您的量測需要什麼樣的擷取能力？
記憶體深度 － 將您需要觀察的時間長度乘

觸發 － 尋找能讓您輕易地指定任何觸發事

安捷倫科技的邏輯分析儀提供的觸發功能：

以時序或狀態取樣率

件的介面

簡易觸發 － 可依照您看待標的信號的方

邏輯分析儀的記憶體深度決定了擷取

找不到問題所在就無法加以解決，邏

式來定義觸發事件，您可以使用諸如上升

時，可以觀察多長的系統運作時間。選擇

輯分析儀的觸發功能可以讓您指定想要觀

緣、下降緣、位準、突波或碼型等標準的

記憶體深度時，可以將您需要觀察的時間

察的一連串事件、當出現這些事件時希望

事件，也可以在一個或多個匯流排或信號

長度乘以時序或狀態取樣率，即可得知您

邏輯分析儀採取的行動、以及擷取記憶體

的動作基礎上，指定觸發事件，只要選擇

需要的記憶體深度。當症狀與根本原因的

中應該儲存的內容。判斷觸發功能強大與

適用該信號的碼型、信號緣或位準就行

時間相隔很遠，或當您需要觀察導致不明

否的依據包括：所能提供的序列階層

了。

當機的所有事件時，記憶體容量愈大，愈

（sequence level）數、每一階層能提供的

能提高您找到出沒不定之難纏問題的機

資源、以及分析儀可以從一個序列階層移

快速觸發 － 若您在目前顯示出來的信號

率。

到下一個階層的速度。今日的邏輯分析儀

軌跡上看到非預期中的異常現象，只要在

大部分都能提供非常先進的觸發功能，但

該可疑事件周圍拉出一個方框，然後選擇

有效率地使用擷取記憶體還可以進行

如果您無法依照系統的運作方式，輕易地

Set Quick Trigger 功能，即可觀察該事

更長時間的觀察。諸如進階觸發與儲存條

迅速完成正確的設定，那麼再強大的觸發

件會不會再出現，完全不用花時間來定義

件限定等功能可以讓您指定記憶體中要儲

功能也無用。安捷倫科技簡易好用的觸發

觸發條件，分析儀可以自動為您代勞。

存的內容，防止記憶體被不想監測的信號

模式可依照您看待標的信號的方式來進行

活動（如 wait loop 等待迴圈）所佔滿。

觸發，因此可以鎖定和找出問題的根本原

進階觸發 － 透過這項功能，您可以針對

因。

所遇到的特殊狀況，自行設定所需的觸發

您無法一直去預測將來會需要多大的

條件。您可以將觸發功能當成一個個單獨

記憶體深度，因此，務必要選擇可以只購

的觸發事件來使用，或是做為建構複雜觸

買目前需要的能力，日後需求增加時再予

發條件的基本區塊使用。每一個觸發功能

以升級的邏輯分析儀。安捷倫科技的邏輯

都以圖形化的小圖像來表示，您只要將小

分析儀可以提供業界最深的記憶體，每個

圖像拖拉到觸發序列中再放開就可以了。

頻道高達 256 M。

將空白處填入所需的數值，或從下拉式選
單中選用標準的選項，即可完整地定義出
軌跡事件的觸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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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
您的量測需要什麼樣的擷取能力？
安捷倫邏輯分析儀提供的其它能力可
以讓您：

善用可將您所有的量測需求與邏輯分析儀

速驗證信號完整性和不同量測域之間的時

充分整合的能力

序關係。您也可以將取樣時脈相互同步，

如果您重要的除錯工具的時間都能相

即使進行深度的擷取，也能讓邏輯分析儀

• 由擷取到的波形指定觸發的位置，如此

互關聯，且很容易與您的邏輯分析儀整合

和示波器的量測保持緊密的時間關聯。

一來，您就可以將症狀觸發的位置設定

成單一個量測環境豈不是太棒了？安捷倫

View Scope可搭配安捷倫所有的 16900、

在信號軌跡的最後面，然後往回查看造

科技可以提供這些能力，協助您發揮邏輯

16800、1690 和 1680 系列邏輯分析儀以

成問題的原因。

分析儀和其它量測工具的最大效益。

及 DSO80000、8000、54800 和 6000 系列
示波器使用。

• 儲存每一個觸發的條件並為它命名，建

若想跨越系統的功能以及所能設定的

立出一連串“我的最愛”。您可以叫出

參數界限追查出問題所在，需要結合邏輯

運用碼型產生器可以在系統設計完成

先前儲存的觸發條件，以測試問題解決

分析與示波器量測能力。View Scope 可將

之前，開始進行測試。您可以自訂想要系

後的最新結果。可以確信的是，稍後不

示波器的波形密切地整合在邏輯分析儀的

統接收的激發信號，也可以模擬尚未完成

需花時間設定儀器，即可執行相同的量

波形顯示幕上顯示，以便於檢視和分析。

的部份或加入錯誤以觀察系統的反應。整

測。

其連接方式很簡單 － 使用 LAN 進行資料

合的碼型產生器可以降低您開發專案的風

傳輸，而兩個 BNC 接頭則可以用來進行

險，讓您在各種不同的測試條件下驗證系

• 若您在遠端作業，可以告訴邏輯分析儀

交互觸發。時間相互關聯的追蹤標記

統的運作。

當觸發條件出現時，送出電子郵件通知

（tracking marker）和電壓標記可以讓您迅

您並擷取系統的畫面。
• 儲存條件限定功能可讓您在進行擷取
時，濾除特定類型的資料，以節省記憶
體的空間。
• 在擷取的過程中，可顯示出您在觸發序
列中的位置，讓您可以知道預期的事件
是否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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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及分析
什麼是分析擷取到的資料最有效率的方式？
您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取得深入特定應
用的資訊，以找出問題的成因？

一旦您將信號準確又可靠地擷取下來
以後，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迅速執行
深入的分析。設計團隊經常需要花很多時

數位設計的幾項重要技術轉變正逐漸
改變邏輯分析儀的傳統使用方式。

間將與系統有關的低階量測資料變成容易
解讀的深入資訊，在某些情況下，還需要
自行撰寫應用軟體來執行這些工作。當您

1. 設計團隊相繼採用更大型和更快速的
FPGA 來區別他們的產品、求取更大的

評估邏輯分析儀時，務必要尋找能協助您
有效率地擷取和分析資料的工具。

設計彈性、降低開發的風險、以及允許
現場升級（field upgrade）。

安捷倫科技與協力廠商提供多種應用
軟體和針對不同系統所設計的分析工具，

2. 在接腳數減少、節省成本、以及提高效

可充分解決這項需求，這些軟體和工具可

能的需求驅使下，序列匯流排的使用已

節省數週的開發時間，以及消除透過人工

愈來愈普遍。隨著技術趨於成熟，序列

方式解讀資料可能造成的錯誤。提供的顯

匯流排（如PCI Express）也開始受到嵌

示能力包括可以讓您以多種熟悉的格式檢

入式系統的採用。促成嵌入式設計中採

視相同的資料，且時間可以全部相互關

用序列匯流排的主要因素之一是 FPGA

聯，最多能提供 1024 個全域追蹤標記。

需要能支援 PCI Express。

可顯示的內容包含從基本波形和列表顯
示，到原始程式碼、通訊協定封包、以及

3. 雖然序列連結迅速變得相當普及，但還

數位基頻和 IQ 信號的頻率繪圖等。

是有很多並列匯流排的速度持續提升，
產生設計上的挑戰，這些匯流排包括
DDR2 和 3、FBD 1 和 2、以及高速 A
to D 和 D to A 轉換器等使用的匯流排。
4. 在增加頻寬、降低成本、以及提供設計
的彈性等需求的驅使下，類比 RF 信號
已逐漸轉為數位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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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及分析
什麼是分析擷取到的資料最有效率的方式？

FPGA
您可以深入探量 Xilinx 和 Altera FPGA 內部信號的活動狀況，擁有猶如
“X 光般”的設計透視力。也可以運用自訂的信號名稱進行自動設定，而且
只需幾秒鐘，即可設定好量測新的一組信號 － 不需先停止 FPGA 的運作
和變更設計，也不會影響到 FPGA 的時序。

數位 VSA
您可以針對數位基頻和中頻信號，進行深入的時域、頻域和調變域分析。
安捷倫科技的 89600 向量信號分析軟體提供了彈性的工具，可讓您就數位
通訊信號執行高品質的射頻和調變量測。

封包檢視器（Packet Viewer）
不論您使用的是業界標準的通訊協定，或利用安捷倫科技的客製化工具，
為您特殊的匯流排自訂所需的解決方案，都能讓您以熟悉的通訊協定格
式，在封包層級進行觸發、搜尋、檢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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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的最佳化

• 可在離線的 PC 上檢視及分析擷取到的

倍的顯示區域。另外，還可選購唯一能在

您要找的工具應該要能節省您的時

資料，同一時間邏輯分析儀還可繼續執

可攜式邏輯分析儀中內建碼型產生器的機

間，且能按照您的方式來工作。無論您是

行其它的量測，您也可以針對下一回合

種。可攜式邏輯分析儀的體積較小，能提

單獨一人在工作檯上工作，或是與分散在

的量測進行所需的設定。

供多種固定頻道數的配置選擇，範圍從

邏輯分析儀如何能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34 到 204 個頻道不等。除此之外，您只

世界各地的團隊成員一起合作，您的測試
設備都要能輕易地整合到您的除錯環境中
使用，而且要容易使用。不幸的是，沒有

• 可透過多個螢幕來擴大顯示擷取到的結
果，提供您最完整的視野。

紙上看起來再漂亮的規格也無用。

度，日後需求增加時，再予以升級就行
了。

任何規格資料有規範易用性這項規格，如
果很難讓您弄清楚要如何進行量測，那麼

需要購置眼前需要的記憶體深度或狀態速

• 可透過 Microsoft DCOM 的程控能力，
執行自動化測試。

如果您喜歡可攜式邏輯分析儀提供的
能力，但又需要更大的彈性，可以考慮安

易用性包含兩項：學習使用的時間以

• 可透過高速的 LAN 連結、共用的磁

捷倫科技的 16900 系列模組式邏輯分析

及重新學習的時間。評估邏輯分析儀時，

碟、或 USB 隨身碟來傳送和交換檔

儀，它除了具備 16800 系列的所有能力之

最好的測試方法就是實際去評定您通常需

案，在全球各地輕易地分享量測結果和

外，還可以提供下列好處：

要擷取的幾個事件，計算您在所評估的每

設定資料。
• 模組式設計可依照您想要的方式來配置

一部邏輯分析儀上，執行這些量測需要花
多久的時間。

• 可單獨使用模組式的主機，也可以在您

出合乎您需求的系統。

需要分析複雜的多重匯流排問題時，將
下列數種能夠與您的各種工作型態相

主機連接在一起使用。

• 更高的時序/狀態速度。

容的使用模式也有助於提高工作的效率。

依據您的需求選擇最佳的邏輯分析儀款式
• 可使用網路上任何一部內建 Windows

• 更多的頻道數。

和型態

作業系統的電腦來執行邏輯分析儀的應

安捷倫科技 16800 系列具備的能力通

用軟體，並從遠端控制邏輯分析儀，以

常只有價位較高的模組式系統才見得到，

提高分析儀的使用率和團隊的生產力。

所提供的性能在可攜式邏輯分析儀中無人

• 更深的記憶體容量。
• 支援差動式及單端式信號。

能及，但價位卻完全符合您的預算要求。
16800 系列配備 15 英吋（38.1 公分）的

• 可單獨使用主機，或在進行複雜的多重

顯示幕，還可選配觸控式螢幕，這樣的顯

匯流排應用時，將多部主機連接在一起

示幕尺寸是業界可攜式邏輯分析儀中最大

使用。

的，能提供比其它可攜式邏輯分析儀大一

11

預算的考量

您要如何達到最佳的投資效益？

財務減壓的選擇方案

為設計團隊選購合適的邏輯分析儀

安捷倫科技提供一些財務減壓的選擇

時，預算因素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然

方案，可以協助您的設計團隊取得所需的

而，如果您選擇邏輯分析儀時，單從價位

量測性能。如果您已經有邏輯分析儀了，

來考量，可能無法取得您的應用需要的性

可以用舊換新的方式，將它折算成抵用額

能。因此，您應該反過來，尋找可提供配

來購買安捷倫最新的邏輯分析儀。租用的

置彈性和升級選項的設備，才能一方面滿

方式可解決短期的需求，不需增加大筆的

足您目前的性能需求，又能在日後隨著您

資 金 支 出 ， 而 租 賃 或 購 買 Agilent

的需求轉變而升級。

CertiPrime 二手設備也是另一種可行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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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依據您的待測標的檢視過每一項考量
因素後，相信您應該很有概念，瞭解什麼
樣的邏輯分析儀能力可以解決您的量測需
求。如果您仍然不確定，或許可以與其他
邏輯分析儀使用者交換意見，或洽詢製造

網站
如需最新、最完整的應用及產品資訊，請
造訪我們的產品網站：
www.agilent.com/find/logic

商的技術支援人員。

相關的參考資料
出版品標題

出版品類型

出版品編號

安捷倫科技 16800 系列可攜式邏輯分析儀

彩色型錄

5989-5062ZHA

安捷倫科技 16800 系列可攜式邏輯分析儀

規格資料

5989-5063ZHA

安捷倫科技 16900 系列邏輯分析系統

彩色型錄

5989-0420ZHA

安捷倫科技 16900 系列邏輯分析系統的主機

規格資料

5989-0421ZHA

安捷倫科技 16900 系列的模組

規格資料

5989-0422ZHA

安捷倫科技 B4655A FPGA 動態測試探棒

規格資料

5989-0423ZHA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B4655A FPGA
Dynamic Probe for Xilinx

規格資料

5989-1170EN

Agilent B4656A FPGA Dynamic Probe
for Altera

規格資料

5989-5595EN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B4656A FPGA
Dynamic Probe for Altera

規格資料

5989-5716EN

Agilent Logic Analyzers and 89601A Vector
Signal Analysis Software

技術簡介

5989-3359EN

How to Measure Digital Baseband and IF
Signals Using Agilent Logic Analyzers with
89600 Vector Signal Analysis Software

應用手冊

5989-2384EN

Probing Solutions for Agilent Logic Analyzers

目錄

5968-4632E

Application Support for Agilent Logic Analyzers

目錄

5966-436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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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gilent.com.tw

Agilent Email Updates

消除所有的疑慮

www.agilent.com.tw/find/emailupdates
訂 閱 全 球 電 子 報

Agilent Direct
www.agilent.com/find/quick
協助您快速地選出最符合您需求的測試設備方案

當我們許下承諾時，我們的維修及檢驗服務

有關安捷倫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詳
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或來電洽詢。

會將您的設備性能恢復到如新品一樣的水準，再
將設備送回給您。我們會在安捷倫設備的使用年

聯絡窗口查詢：

限內，協助您發揮設備的最大效益。安捷倫科技

www.agilent.com/find/contactus

會派遣訓練有素的技術人員，依照最新的原廠檢
驗程序，使用自動化維修診斷工具及原廠零件，

台灣網站：

為您的設備進行服務。如此一來，您的量測結果

www.agilent.com.tw

將可以一直維持最高的信賴度。
安捷倫科技可為您的設備提供各種附加的專

www.agilent.com/find/Open
Agilent Open 可簡化測試系統連接與程式設
計的過程，以協助工程師設計、驗證及生產電子

業測試與量測服務，包括上線啟用的協助、到場
教育訓練、以及設計、系統整合及專案管理等服
務。

產品。安捷倫科技針對各種系統相容（systemready）的儀器提供了開放式的連接方案、開放

如需有關維修及檢驗服務更詳細的資訊，

式的工業軟體、PC 標準的 I/O、以及全球化的支

請造訪：

援，這一切都是為了協助您更輕鬆地整合測試系
統的開發工作。

是 LXI 聯盟在美國註冊的商標。

www.agilent.com/find/removealldo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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