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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500 

  ——不只是逻辑分析仪 

AT-LA500 属于 Active Technologies “硬件平台”系列仪器的一部分。这些仪器的主要优势是它们基于

FPGA 的硬件架构允许设备进行远程的设备

重新配置。 

这样的硬件架构允许仅通过软件升级来

修改硬件的配置，可以让设备增加新的性能或

者轻松的实现产品的定制化。 

因为这项技术，AT-LA500 集成了多种设

备的功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逻辑分析仪。同样

也可以当成下面的产品来使用： 

串行协议分析仪； 

混合信号分析仪； 

数字码型发生器-采样器； 

逻辑分析仪 

 

串行协议分析仪 

因为 AT-LA500 串行协议分析仪有专门的触发硬件电路，所以 AT-LA500 可以提供市场上最高级的触

发能力。 

图形化的用户界面使得设备的设置变得简单，同时数据的分析也可以是以图形化或者表格的形式呈

现。在两种显示方式下都提供命令解析器的，在加上交叉探头的特性可以轻松的完成偶发事件的检测。 

串行协议分析支持主流的串行协议包括： 

RS 232，I2C，SPI，Microwire，485,422，UART 

 

        图：AT-LA500 作串行译码时的软件用户界面（上面是图形化的显示，下面是表格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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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信号分析仪 

AT-LA500 可以和大多数的示波器紧紧的联结在一

起来提供一个完整的高性能以及低成本的混合信号测

试解决方案。和示波器的连接可以简单地通过一个专门

的扩展总线来实现，这个总线叫做 AT-XSS，这个总线

既可以提供扩展性也可以实现和外部设备的同步。并且

同步是双向的：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可以轮流作为触发

源。不使用 AT-XSS 总线时，使用两根 BNC 线缆来构

建起新的混合信号系统。 

设备的集成也是通过软件界面来实现的，这个过程隐藏了 AT-LA500 和示波器之间的所有通信。系统

的配置界面是非常直观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是非常强大的。混合模拟/数字信号的采集可以被显示在高级的混

合信号波形窗口里面，在这个波形显示窗口里面也包括下面的功能： 

同步显示多条模拟或数字信号波形； 

每个波形有独立的尺寸，缩放和其他属性的设置； 

可以用模拟量来代替数字总线； 

增加，删除，拖动&丢弃信号波形； 

捆绑成总线或者将总线解绑； 

高级码型/边沿搜索； 

多个光标轻松实现时间测量 

 

图：混合信号测试 

 

数字码型发生器-采样器 

AT-LA500 可以配置成一个强大的码型发生器的采样器来工作。在这种工作模式下 AT-LA500 提供仿真

标准串行或并行总线传输模式或者客户自定义的用于设备调试和特征化的数字信号的能力。它是基于一个

矢量/命令缓存器的架构搭建的并且还包括一个强大的定序器，这个定序器定义了矢量/命令的执行顺序。 

作为码型发生器-采样器，AT-LA500 提供以下特性： 

125MHz 生成速率，250MHz 采样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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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sample 的采集缓存； 

640 个矢量/命令以及 512 个定序指令； 

36 个具有两个独立方向的数据位； 

并行或者 1,2,4 线制串行工作模式； 

条件执行流或非条件执行流； 

可编程边沿/电平事件检测器； 

可编程时钟发生器； 

可编程采样频率； 

AT-XSS 总线实现多设备同步； 

 

数字波形（矢量以及命令）可以在表格中编辑或者用一个强大的非常直观的数字编辑器来编辑并且也

提供工具来实现高级码型的定义：时钟，波形片段或者整个信号或者总线上添加计数或者随机码型。 

 

 

图：数字码型发生器-采样器 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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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编辑的命令流可以轻松的通过一个专门的序列编辑表格来定义和修改 

 

图：命令流编辑表格 

 

逻辑分析仪 

AT-LA500 逻辑分析仪提供高的性能以及扩展性： 

 

36 通道@500MS/s； 

GigaView：36 通道@1.5GS/s； 

200MHz DDR/100MHz SDR 状态分析； 

500MHz 定时分析 

31 种触发电平； 

2/4MSample/通道； 

每个设备都有四个独立的阈值； 

3 个热插拔探头； 

使用 AT-XSS 可扩展至 288 个通道； 

最长可实现 130 分钟的采集时间； 

 

 

 

强大的软件包含一个良好的用户图形界面以及多个数据可视化窗口提供了高级的设备控制和数据分析功

能。设备使用 USB2.0 接口（兼容 USB1.1）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数据传输至计算机，并且提供 Labview 以及

C/C++语言的软件开发包，并且设备软件支持安装在 Windows2000 和 Windows Xp 的系统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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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技术规格： 

通道数 单设备 36 个通道 

可扩展的设备数（使用 AT-XSS 总线） 最多实现 8 个设备的同步 

最大采样频率 500MSamples/s+1.5GSample/s（GigaView） 

时序分析 500MHz 

状态分析 200MHz DDR/ 100MHz SDR 

设备包含 4 个专门的外部时钟接口 

缓存深度 最大 4M Samples+1K Samples @1.5GS/s 

触发设置 边沿触发： 

所有通道都支持：无边沿，上升沿，下降沿，上升

下降沿 

电平触发： 

选择的输入通道的条件和用户设置的码型相同或不

同时都可以触发 

触发电平 31 种 

触发模式 边沿与电平；边沿或电平；先边沿后电平；先电平

后边沿；保持触发；从不触发；手动触发 

尺寸（WxLxH） 17.3x27.3x6.7 cm 

重量 700g 

接口 USB 2.0（兼容 USB1.1） 

 

 

 

探头技术规格 

 有源高阻探头 ASP 探头 无源探头 

输入电容 9pf <10pf // 

输入阻抗 1.1MOhm 22KOhm // 

最大切换速率 80MHz 130MHz 100MHz 

线性输入电压范围 -40V——+40V -38V——+38V 0——+5V 

阈值电压 -40V——+40V 

20mv 步长 

-38V——+38V 

20mv 步长 

+2V 

阈值数量 2 个可编程并且独立的阈

值 

2 个可编程并且独立的阈

值 

1 个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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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iga View 

当今数字设备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信号质量越来越敏感，这样对于高频总线以及高速逻辑的测试

也就更难。数字电路的调试是一项困难又耗时的工作。由于快速边沿带来的新影响比如逻辑错误，串扰，

地反射以及电源分配冲突等又使得测试设备具有更高的性能。时序错误调试包括特征化下面的问题： 

毛刺； 

建立/保持时间窗口验证； 

时序边沿验证； 

串扰以及抖动分析； 

 

因为 GigaView 技术的出现，AT-LA500 能够进行时序错误的调试，传统的逻辑分析仪是没办法进行这

种类型的测试的。GigaView 技术提供 2ns 的时序分辨率以及 4MSamples 缓存深度和 666ps 高精度时序。这

样就可以将两种分析合在一起执行：一个深度时序分析在加上一个额外的高精度时序分析。 

http://www.hkaco.com/
mailto:sales@hkaco.com
mailto:support@hkaco.com

	串行协议分析仪
	混合信号分析仪
	数字码型发生器-采样器
	逻辑分析仪
	设备技术规格：
	探头技术规格
	关于Giga 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