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U4301A
PCI Express® 3.0
分析仪模块

技术资料

了解替代产品 ...
... 安捷伦模块化产品

概览
产品描述

特性

安捷伦高速 U4301A PCI Express ® 3.0 分析仪模块是
一款协议分析仪，支持从 Gen1 到 Gen3 速率的所有 PCI
Express ® 标准，包括 2.5 GT/s (Gen1)、5.0 GT/s (Gen2) 和
PCIe 8 GT/s (Gen3) 及 X1 到 X16 链路宽度。U4301A 分析仪
可捕获和解码 PCI Express 数据，并在 Packet Viewer 窗口
显示数据。

● 支持全速率第 1 代、第 2 代和第 3 代 PCIe
● 支持全速率 X1、X4、X8 或 X16 链路宽度
● 支持触发输入/输出与其他测试工具保持同步
● 以突出显示数据包的通道视图格式显示实际数据
● 可通过增加 U4305A 训练器进行激励响应测试

U4301A 分析仪是安装在 AXIe 2 插槽机箱或任意
Agilent AMP 2 插槽机箱上的刀片式插卡。

● 紧凑的 AXIe 模块化系统配置

U4321A 固定插槽内插探测器或以安捷伦软接触技术
为基础的 U4322A 总线中间探头均可执行探测。
通过另外的 U4305A PCIe Gen3 训练器能够对 PCIe
系统进行激励和响应测试。链路训练序列器状态机
(LTSSM) 训练器提供激励，可测试全速率 Gen3 系统的
PCIe 链路。

分析和调试

● 支持 Gen1 到 Gen3，x1 到 x16 链路

宽度
● 每模块 4 GB 的数据捕获缓冲存储

业界领先的探头

● 总线中间探头支持 x1 到 x16 单向或

x1 到 x8 双向。固定插槽内插探测
器将支持 x1 到 x16 单向或双向。

激励和测试 U4305A 训练器

● 支持 Gen1 到 Gen3 和 X1 到 X16 链路

宽度
● 使用自动 LTSSM 训练器进行 X1 到

X16 链路测试

● 采用了 ESP 技术的无源无扰探测

● PCIe、MR-IOV 和 SR-IOV 激励响应

测试
● 业界体积最小并可扩展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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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体系结构概述
管理系统并与系统进行交互的
PC 控制器

2 插槽模块化机箱

PC 到机箱的 PCIe Gen1 x4 电缆

通过 PCIe x4 电缆链路从 PC 控制
器对 U4301A 协议分析仪模块进
行控制

U4322A 软接触总线
中间探头 3.0

配置
步骤 1

订购 U4301A 分析仪模块
选择被测通道数选件和 5 Gbps 或 8 Gbps 应用软件许可证。
参见订货信息获取详情。

步骤 2

订购模块化机箱
推荐的机箱是 Agilent M9502A 2 插槽 AXIe 机箱
或任意 Agilent M9505A 5 插槽 AXIe 机箱

步骤 3

订购 PCIe 接口适配器和电缆。参见订货信息获取详情。

步骤 4

订购适用于特定测量应用的探头
●
●

步骤 5

U4321A 固定插槽内插探测器 3.0: 订购被测通道数选件。
基于安捷伦软接触技术的 U4322A 总线中间探头

添加用于激励/响应测试的训练器
●

U4305 训练器: 订购被测通道数选件、被测通道数软件许可证和应用软件, 例如 LTSSM、MR-IOV 和 SR-IOV 仿真。

注: 由于连接器的大小随通道宽度而变化, 因此插槽内插探测器和训练器通道宽度是固定且不可升级的。较小的通道宽度探头适用于更宽的通道应用, 但只能测
试较低的通道。安捷伦不推荐或支持使用通道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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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和优势概述
U4301A 分析仪模块
从物理层到传输层有效地表达协议交互
● 突出显示数据包的通道视图，显示总线上的实际数据
● 业界标准的电子表格形式协议查看器:
○ 通过数据包类型或方向突出显示
○ 简易流量列显示能够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协议的激励

和响应特性
○ 内容关联列只显示相关信息，最大程度地减少水平滚动
● 灵活的 GUI 配置可满足调试需求，通过预定义的 GUI 布局

进行链路训练调试、访问配置空间和通用的 I/O 空间等。

简单易用、功能强大的状态触发
● 新颖、简单的触发模式能够轻松设置单一事件触发器
● 功能强大的状态触发包括:
○ 触发序列器支持 4 种状态。
○ 根据码型实施触发 (顺序集码型或数据包类型)。
○ 内部计数器和计时器。
● 外部触发输入/输出

强大的硬件特性确保捕获重要的瞬变事件
● 大容量数据捕获缓冲存储器，适用于记录较长的会话:

每模块 4 GB (X1-X8 双向) 和 8 GB X16 单向
● PCIe Gen1 x4 链接到主 PC，提供高达 10 Gb/s 的数据下

载，可节约宝贵的测试时间
● LED 可显示通道状态和速度，以快速了解当前的链路状态

U4301A 分析仪模块特征和技术指标
*依据主机的环境技术指标，除最大工作温度 = 40°C
触发输入: 输入阻抗 = 50 Ω，Vmax = 3.3 V
触发输出: 2.0 V
最小触发持续时间: 20 ns

主 PC 要求
处理器速率: 1 GHz 32 位 (x86) 或 1 GHz 64 位 (x64) 2 GB 最小可用存储器，运行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32 位) 或
Windows 7 (32 位或 64 位);
可用硬盘空间: 1.5 GB
支持 DirectX 9 图形，建议使用 128 MB 图形存储器 (支持 Super VGA 图形)。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 或更高版本。
兼容 PCIe Gen1 x4 接口模块。
4

产品特性和优势概述
探测
精确的数据恢复和一致的信号表征
U4321A 固定插槽内插探测器
● ESP (带均衡监听探头) 技术可确保在全部 Gen3 平台以及

所有 x1 到 x16 链路宽度上进行精确的数据恢复
● 高保真度信号捕获可确保再现设计中的问题
● 针对被测件 (DUT) 端点的机械稳定性，并确保固定的

PCIe 插槽连接

特征
功率: 12 vdc，1.25 A 最大值
电源: 0950-5160
输入: 100-250 VAC，50 到 60 Hz

精确的数据恢复和灵活的应用模式
U4322A 总线中间探头
● 在没有 PCIe 连接器的情况下提供信号捕获
● 以安捷伦软接触技术为基础的微接触弹簧针脚探头可

确保与信号焊盘的可靠连接
● 每 4 通道具有一个独立的参考时钟，可最大程度地发挥

板上布局的灵活性

特征
输入: 25 V 最大值或 3 Vrms 到 250 Ω
温度: 工作温度 0 到 40°C
存储温度 -40 到 70°C
湿度: 15% 到 95%，无冷凝
海拔高度: 3,000 m (10,000 ft)

全面的链路测试
U4305A PCI 训练器
● 增加的 U4305A 提供 PCIe、MR-IOV 和 SR-IOV 激励响应测试
● 预定义的 LTSSM 序列简化了状态转换测试
● Gen 1 到 Gen 3 系统全速率测试
● 以全速率支持所有通道宽度
● 端点仿真并可作为下游元器件 (DSC)
● 根组件仿真，并可作为上游元器件 (USC)

技术指标
详细的特征和技术指标，参见 U4305A 技术资料，59908458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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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U4301A 分析仪模块
需要特定配置来确定被测通道宽度。
型号

描述

U4301A-A01

链路宽度 X1

U4301A-A04

链路宽度 X4

U4301A-A08

链路宽度 X8

U4301A-A16

链路宽度 X16

U4301A-AN2

PCIe Gen2, 5 Gbps 软件许可证

U4301A-AN3

PCIe Gen3, 8 Gbps 软件许可证

模块化机箱和计算机接口
推荐的机箱是 2 插槽 AXIe 配置。
机箱类型

型号

PC 配置

接口

电缆

AXIe (推荐)

M9502A 2 插槽 AXIe

笔记本

M9045A

Y1200A

台式

M9047A

Y1200A

探头选择
探头类型

型号

描述

固定插槽内插探测器 8 Gbps

U4321A-A01

链路宽度 X1

注: 由于连接器的大小随通道宽度变化,
为了适应不同的通道宽度, U4321A 内插探测器
探头通道宽度是固定且不可升级的。
安捷伦不推荐或支持使用通道转换器。

U4321A-A04

链路宽度 X4

总线中间探头

U4321A-A08

链路宽度 X8

U4321A-A16

链路宽度 X16

U4322A

以安捷伦软接触技术为基础的总线中间探头适用于无标准 PCIe 连接器的应用,
以进行测试

U4322A-R05

5 个一组的无连接备用压接连接件

U4317A

Gen3 到 Gen2 总线中间适配器

型号

描述

U4305A-E01

链路宽度 X1

U4305A-E04

链路宽度 X4

U4305A-E08

链路宽度 X8

U4305A-E16

链路宽度 x16

U4305A-EX3

训练器软件许可证

U4305A-LT3

LTSSM 软件许可证

U4305A-MR2

多根虚拟化软件许可证

U4305A-022

ECRC 测试

U4305A- 023

SR-IOV 仿真

U4305A-024

增加到 5 个功能仿真

激励/响应测试仪
训练器卡
PCIe 训练器和适用于 PCIe 3.0、
PCIe 2.0 和 PCIe 1.0 的
PCIe LTSSM 训练器
注: 由于连接器的大小随通道宽度变化,
为了适应不同的通道宽度,U4305A PCIe
训练器通道宽度是固定且不可升级的。
安捷伦不推荐或支持使用通道转换器。

相关安捷伦资料
出版物标题

出版物编号

Hardware and Probing for PCI Express Gen3 User's Guide available at Agilent.com/find/U4301A
Agilent Technologies PCI Express ® Design and Test - From Electrical to Protocol Brochure

5989-5594EN

Agilent Technologies U4305A PCIe 3.0 Exerciser, Data Sheet

5990-8458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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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gilent.com.cn
www.agilent.com/find/modular
www.agilent.com/find/pcie3
安捷伦优势服务旨在确保设备在整个生命周期内
保持最佳状态，为您的成功奠定基础。我们不断投资
开发新的工具和流程，努力提高校准和维修效率，降
低拥有成本，以便您保持卓越的竞争力。您还可以使
用 Infoline 网上服务更有效地管理设备和服务。通过共享
测量与服务方面的专业经验，我们能够帮助您设计创新
产品。
www.agilent.com/find/advantageservices

如欲获得安捷伦科技的产品、应用和服务信息,
请与安捷伦公司联系。如欲获得完整的产品列表,
请访问: www.agilent.com/find/contactus
请通过 Internet、电话、传真得到测试和测量帮助。
热线电话: 800-810-0189、400-810-0189
热线传真: 800-820-2816、400-820-3863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3 号
(010) 64397888
(010) 64390278
100102

上海分公司

www.agilent.com/quality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碧波路 690 号 4 号楼 1-3 层
(021) 38507688
(021) 50273000
201203

广州分公司

www.agilent.com/find/emailupdates
根据您的选择, 即时呈送产品和应用软件新闻。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 66 层 07-08 室
(020) 38113988
(020) 86695074
510613

成都分公司

www.axiestandard.org
AdvancedTCA ®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and Test (AXIe) 是基
于 AdvancedTCA 标准的一种开放标准, 将 AdvancedTCA 标准扩展到通用
测试和半导体测试领域。安捷伦是 AXIe 联盟的创始成员。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天府四街 116 号
(028) 83108888
(028) 85330830
610041

深圳分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 3 楼
(0755) 83079588
(0755) 82763181
518048

www.lxistandard.org

西安分公司

局域网扩展仪器 (LXI) 将以太网和 Web 网络的强大优势引入测试系统
中。安捷伦是 LXI 联盟的创始成员。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编:

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 88 号长安国际大厦 D 座 5/F
(029) 88867770
(029) 88861330
710068

安捷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www.pxisa.org
PCI 扩展仪器 (PXI) 模块化仪器提供坚固耐用、基于 PC 的高性能测量
与自动化系统。

安捷伦渠道合作伙伴
www.agilent.com/find/channelpartners
黄金搭档: 安捷伦的专业测量技术和丰富产品与渠道合作伙伴的便捷
供货渠道完美结合。

PCI Express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PCI-SIG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 169 号 25 楼
电话: (852) 31977777
传真: (852) 25069292

香港热线: 800-938-693
香港传真: (852) 25069233
E-mail: tm_asia@agilent.com
本文中的产品指标和说明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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