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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示波器進行

嵌入式串列匯流排除錯

對串列匯流排規範有深入的瞭解，

還需要一些運氣。如圖 1 所示，

我用示波器擷取到一個 I2C 訊框，

其中通道 1 為 SCL( 串列時脈線 )

信號，而通道 2 則是 SDA( 串列資

料線 ) 信號。若要用手動方式進行

解碼的話，就必須使用下列程序。  

▓在示波器上面擷取一個訊框。 

▓進行螢幕截圖。

▓用電腦開啟截圖，並在時脈的每

個上升信號緣上加入直線。

▓在 SCL 的每個上升信號緣處，

根據信號位準將 SDA 信號轉換

成 1 或 0。 

▓依據 I2C 規範，將二進位數值轉

成十六進位。除了要計算時脈

信號緣，還必須知道 I2C 規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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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7 位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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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放眼當今的電子產業，各家

廠商皆在努力縮減產品大小、功

率和成本，促使越來越多的設計

在嵌入式裝置中採用串列匯流排。

儘管串列匯流排可以減少資料傳

輸所需的腳位數、功耗和空間，

但也造就了更高的設計複雜度。

工程師在進行串列匯流排相關工

作時，需要一種快速的方法為其

設計進行除錯和驗證。許多串列

標準具有非同步的本質，讓擷取

和解碼增添了些許挑戰。在尋找

串列匯流排上的功能和時序問題

時，雖然協定分析儀是很好的工

具，不過示波器也可以讓工程師

找出雜訊來源、擷取暫態波形、

執行實體層相符性測試、以及量

測功耗。當示波器內建串列觸發

和解碼功能時，就可變成功能強

大的多合一工具，非常適合嵌入

式硬體工程師使用。 

擷取和解碼
在串列解碼器內建到示波器

之前，工程師必須以手動方式對

串列訊框進行解碼。用這樣的方

式嘗試擷取特定訊框時，除了需

十六進位的數值。以這個範例來

說，這是一個寫入訊框，位址是

0x29，資料為 0x04。  

這種方法雖然可行，但卻相

當費時，而且此信號甚至有可能

不是您要的訊框。假如工程師需

要對多個串列訊框進行解碼時，

需要花費的時間就變得很可觀。

這時候示波器內建的串列解碼和

觸發功能就會發揮很大的效益。

在圖 2 中，我開啟了示波器內建

的 I 2 C 解碼器。另外我還用了串列

觸發功能，因此快速找到了正確

的資料封包。您可以看到示波器

格線最下面有解碼後的藍色訊框，

最上面則有橘色的觸發點。工程

師可以利用這樣的功能在匯流排

圖 1：以手動方式進行 I2C 解碼



 2016.04/ 電子與電腦 57

上面快速找到想要的資料，不需

要深入瞭解串列規範。

利用分段式記憶體來擷

取偶發串列事件
假設有一個設計含有多顆

IC( 積體電路 )，它們透過 I2C 與

微控制器進行通訊，而我想要查

看寫入一顆特定 IC 的所有資料。

這只要在 IC 的寫入位址上設定一

個觸發就能輕鬆完成。示波器會

設定成任何時候只要看到該位址

就進行觸發，但這樣還是很難從

示波器預設顯示的單一波形畫面，

來綜觀所傳送的所有資料。這時候

分段式記憶體就非常好用了。分

段式記憶體可以讓示波器持續等

待直到符合觸發條件，接著將波

形存到記憶體中並記錄時間標籤，

然後重新準備觸發並等待下一次

的觸發。如圖 3 所示，我將示波

器設定為，每一次資料寫入位址

hex 64 的 IC 就進行觸發，並啟用

分段式記憶體來擷取 1000 次。透

過這樣的工具，工程師就可以看

到哪些資料寫入了 IC，寫入的發

生頻率有多高，同時還能檢視每

一個訊框的實際信號。假如訊框

出現異常資料的時候，工程師就

可以在條列清單中選擇該訊框，

然後檢查實際信號的完整性。雜

訊或暫態信號可能會造成訊框錯

誤。 

擷取耦合的暫態信號
偶發的暫態信號若是耦合到

串列匯流排上，就可能會導致錯

誤，或是隨機將嵌入式處理器重

置。使用傳統示波器的觸發方法

會很難抓出問題。數位串列信號

伴隨著偶發事件時，甚至更難以

觸發更罕見的暫態信號。有一種

方法可以確認暫態信號是否存在，

那就是使用無限持續時間。無限

持續時間模式運作時，示波器就

不會清掉各個信號擷取間的顯示

畫面，畫面會持續更新並將新的

信號疊加到前面的信號上。使用

串列觸發可顯示所有傳送的訊框，

而無限持續時間會讓畫面中的每

個位元位置都填滿。如果出現一

個暫態信號時，您就會立刻注意

到這個信號。 

一旦確認有出現暫態信號，

您會希望觸發此信號。就像我前

面說過的，要用傳統觸發方式進

行擷取會非常棘手。在觸控螢幕

示波器推出之後，就產生了一種

全新的觸發方式。透過這種稱為

區域觸發的功能，擷取暫態信號

就變成了稀鬆平常的工作。圖 4

顯示的 USB( 通用序列匯流排 ) 信

號出現了一個偶發的暫態信號。 

要觸發這個暫態信號時，我

只要在觸控螢幕上畫出一個方框，

然後選擇「Zone 1 必須交會」即

可。示波器已經對任一個 USB 訊

框開始進行了觸發。開啟區域觸發

會讓示波器只有在看到 USB訊框

開始，而且指定區域內出現信號

時才會觸發。觸發結果可以在圖 5

中看到。一旦成功觸發了暫態信

號之後，您就可以對它執行量測，

以便查清楚此信號的來源。  

圖 2：I2C 自動觸發與解碼 圖 3：利用分段式記憶體進行串列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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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雜訊來源
如果您的串列匯流排沒有出

現隨機的暫態信號，而是持續出現

耦合雜訊呢？由於無法觸發雜訊，

所以為了要查清楚雜訊來源，就必

須使用不一樣的方法。這時候示波

器的 FFT( 快速傅立葉轉換 ) 數學

運算功能就會非常好用。FFT 會

將時域信號轉換成頻域方式呈現，

如此就可讓您確認耦合雜訊的頻率

成份。圖 6 顯示一個有耦合雜訊的

USB 信號。 

圖 4：USB 信號出現耦合暫態信號 圖 5：利用區域觸發功能擷取暫態信號

圖 6：出現低頻雜訊的 USB 信號 圖 7：對 USB 信號與耦合低頻雜訊執行 FFT

從這張螢幕截圖上的 USB 訊

框開始封包，我們可以知道雜訊有

大約 150mV 的峰對峰值電壓。為

了弄清楚這個雜訊的來源，我使用

FFT 功能並開啟了峰值標記。當我

第一次開啟 FFT 的時候，並沒有

明確看到一個頻率成份是雜訊。這

代表雜訊的頻率比 USB 信號低很

多。 

為了要找出主要的頻率成

份，我們必須將時間刻度放大到每

格 10ms。在這樣的時基設定下，

FFT 就能夠檢測到低頻信號了。

在圖 7 中，您可以看到雜訊約為

61Hz，這其實是從交流電源 ( 美

規 ) 耦合到 USB 信號上的雜訊。 

嵌入式串列匯流排另一種常

見的雜訊來源，可能是以 MHz

頻率運作的時脈信號。圖 8 所顯

示的，是對一個 USB 信號執行

FFT，而此信號上有從 16MHz 時

脈耦合進來的雜訊。內建無線區域

網路 (WLAN) 的物聯網裝置也有可

能會從無線電感應到雜訊。圖 9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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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個 USB 信號伴隨著 2.4GHz

的頻率峰值，這是常見的 WLAN

頻率。 

       

結語
嵌入式硬體工程師時常會面

對的挑戰，就是必須設計出體積更

小、更省電、成本更低的裝置，因

此迫切需要功能更強大的除錯和量

測解決方案。新型數位儲存示波器

內建串列觸發與解碼功能，是您工

作上的絕佳工具。有了內建解碼功

能之後，手動對個別訊框進行解碼

的方式已經成為過去了。先進串列

觸發可精準擷取您所要的訊框，使

用上也比以往簡單許多。分段式記

憶體可與串列觸發和解碼結合在一

起，長時間擷取許多特定的資料傳

輸。觸控螢幕實現了全新的觸發技

術，可讓您輕鬆擷取偶發的暫態信

號。最後，利用示波器的 FFT 功

能有助於找出雜訊的來源。嵌入式

工程師若採用了新型示波器，就等

於擁有一整套的除錯工具。 

圖 9：USB 信號帶有 2.4GHz WLAN 雜訊圖 8： USB 信號帶有 16MHz 時脈雜訊

是德科技與 SGS 合作開發 LTE-A 3DL CA 相符性測試系統

是德科技 (Keysight) 日前宣佈與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展開密切合作，雙方針對 GCF 與

PTCRB 認證，共同推展 LTE-A 3DL CA 相符性測試案例驗證。

是德科技新推出的 TP195 測試平台可支援持續演進的 LTE 標準，讓測試工程師能夠在同一測試平台上

執行射頻與無線電資源管理 (RRM) 相符性測試。藉由與 SGS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是德科技可協助無線產業

加速通過 GCF/PTCRB 認證，並為工程師提供可用於 LTE-Advanced 裝置驗證的 TP195 測試系統。是德科

技與 SGS 共同開發出 LTE-Advanced 3DL CA 測試功能，並利用這些功能為無線產業的客戶提供服務。

TP195 的設計宗旨是支援並滿足持續演進之 GCF 與 PTCRB 認證要求。Keysight TP195 是業界首款

可驗證 PVG#71 第 8 節 3DL CA 測試案例的測試平台。與 SGS 成為合作夥伴後，是德科技可支援 RFT-

124(PTCRB) 與 WI-231(GCF) 的 3DL CA 要求，並可維持其產業領導地位。

如需執行 LTE 用戶端裝置 (UE) 的射頻參數驗證與特性分析，功能最齊全的 Keysight T4010S LTE 射

頻測試儀是必備的測試工具。這套同級最佳的測試系統可滿足早期開發、研發、相符性與認證測試 Keysight 

T4010S LTE 射頻測試儀的相符性測試版本可根據 3GPP TS 36.521-1 執行射頻量測，而研發版本則提供使

用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以開發完全客製化的測試案例，無論是基於 3GPP 定義的測試案例，或是全新的測試

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