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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eysight Infiniium 9000 系列示波器 
輕鬆地對 I2C或 SPI協定的設計進行除錯與測試

低速串列匯流排介面如 I2C (內部積體電路 ) 和 SPI (串列周邊介面 )，已被
廣泛應用於現今電子設計中的晶片間通訊。在許多設計中，這些串列匯
流排通常可提供具有豐富內容的資料點，以做為除錯與測試之用。但由
於這些協定會以串列的方式來傳送位元，故使用傳統的示波器會有一些
限制。以手動方式將擷取到的 1和 0轉換成協定會很辛苦，而且無法即
時完成，還可能造成人為錯誤。再者，傳統示波器的觸發，並不足以用
來指定協定層級的條件。 

您可以利用是德科技的 I2C和 SPI協定觸發與解碼應用軟體，來擴增示波
器的功能。本應用軟體可以讓您使用 Keysight Infiniium 9000系列示波器，
輕鬆地對包含 I2C或 SPI協定的設計進行除錯與測試。

 – 設定您的示波器，在 30 秒內顯示 I2C或 SPI協定解碼
 – 使用一組豐富的整合式協定層級觸發功能
 – 檢視協定層級的封包，以節省時間並減少錯誤
 – 使用時間關聯檢視，針對串列協定問題進行疑難排解，找出時序或
信號完整性的問題根源

迅速找到功能

透過儀器面板上或“Setup＂ 功能
表中的“Serial Decode＂ 按鍵，來
開啟 / 關閉解碼功能。您可以檢視
嵌入在波形顯示畫面上，或出現
在協定檢視器表列視窗中的解碼
資訊。(請詳見第 4-5 頁 )

30 秒完成 SPI 或 I2C 設定

設定您的示波器，在 30 秒內顯
示協定解碼。使用“Auto Setup＂ 
可自動設定取樣率、記憶體深度、
臨界值和觸發位準。

同時支援 
類比與數位通道

使用示波器或數位通道的任意組
合，來擷取串列匯流排。您可以使
用 MSO 的數位通道，以保留類比
通道來檢視其他時間關聯的信號。

本應用軟體提供下列授權版本：

 – 固定授權，限用於某一示波器
 – 浮動式授權

 – 伺服器版授權
 – 可轉移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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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一組豐富的整合式協定層級觸發功能。本應用軟體包含一組可設定的
協定層級 I2C或 SPI特定觸發條件。選擇串列觸發時，本應用軟體會使用
示波器內部特殊的即時觸發硬體。

硬體式觸發可確保示波器在預觸時，不會錯過任何的觸發事件。該硬體會
接收利用示波器通道或數位通道所擷取的信號，並重組協定訊框。然後
對照指定的協定層級觸發條件來檢查這些協定訊框，一旦符合條件便進行 
觸發。

I2C或 SPI協定觸發與搜尋

負載編輯器

使用負載編輯器，逐字指定資料值。 
運算子提供了額外的觸發彈性。

擷取後搜尋

使用與觸發完全相同的功能表， 
來搜尋擷取到的協定列表。

迅速找到發生的事件

迅速移到下一個發生的指定事件。
跳到下一個或前一個發生的指定
事件。

I2C 觸發設定

為 I2C 觸發選擇位址、讀 / 寫、位址確認和資料等值。

SPI 觸發設定

透過示波器的觸發功能表，迅速叫
出協定觸發功能。以最多 200 個位
元及十六進位、二進位或十進位格
式，來指定 SPI 協定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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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 協定解碼

利用波形與列表間精確的時間關聯來進行 SPI 協定解碼

是德科技的 SPI 協定檢視器，包含了波形與選定封包間的關聯。列表中
以藍色標示的那一列即為選定封包，其與波形顯示畫面中的藍色線會產
生時間關聯。當移動波形中藍色的時間追蹤標記時，封包視窗中的藍色
列將會自動移到相對應的位置。反之，若捲動封包檢視器並標示特定的
封包，則時間關聯的追蹤標記會移到波形中關聯的資料點。

支援兩線式、三線式和四線式 SPI

本應用軟體支援兩線式、三線式
和四線式 SPI。使用 MSO 的數位通
道， 以保留類比通道來同時檢視
其他的信號。

在波形顯示畫面嵌入 SPI 解碼

利用示波器的波形顯示畫面，來
顯示解碼資訊。以 SPI 來說，小刻
度代表時脈轉換，大刻度代表串
列封包中每個字的開頭和結尾。

全螢幕 SPI 列表

使用全螢幕列表功能，將整個顯
示畫面填滿精簡的協定資訊。協
定檢視器視窗會在列表中，顯示
每個串列封包的索引號碼、時戳
值和資料內容。您可以捲動所有
解碼的串列封包，找出想要的事
件或傳輸中的錯誤。表列視窗中
的資料可以存成 .csv 或 .txt 檔，以
供離線分析或製作文件使用。

使用分段式記憶體進行長時間信
號擷取

使用分段式記憶體來擷取較長的
時間擷取串列協定幾秒鐘到幾天
的時間。示波器在每次擷取時只要
看到觸發條件，便會將記憶體填
滿。分段式記憶體會使用時間標
籤，來追蹤各分段擷取間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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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間關聯的追蹤標記，在實體與 I2C 協定層資訊間快速瀏覽。在波形
顯示畫面，使用嵌入的解碼來顯示協定內容。或者，使用業界第一款基
於示波器的多標籤協定檢視器，以精簡的表列格式來檢視協定事件。以
I2C 來說，小刻度代表時脈轉換，大刻度代表串列封包的各個部分，例如
位址、確認和資料。

將整個顯示畫面填滿精簡的協定
資訊。協定檢視器會顯示每個串
列封包的索引號碼、時戳和資料
內容。列表內容可以存成 .csv 或 .txt 
檔，以供離線分析或製作文件使
用。您可以利用搜尋功能，來快
速瀏覽一項擷取操作。

“Details”標籤會將封包細分成幾
個簡單易懂的文字欄位。懸浮方
塊會顯示額外的細節。

“Payload”標籤會顯示封包所傳送
的資料，其由十六進位和 ASCI格
式的位元組所組成。

“Header”標籤會以資料簿格式來
顯示封包。欄位上的懸浮方塊會
顯示額外的細節。

I2C 協定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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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C 規格及特性

I2C 信號源 (時脈和資料 ) 類比通道 1、2、3 或 4
MSO 機種還可使用數位通道 D0 到 D15
任何波形記憶體

最大時脈 / 資料速率 最高到 3.4 Mbps 的任何波形記憶體 (自動 )

自動設定 自動設定示波器，以執行正確的 I2C 解碼與協定觸發

觸發 啟動及重新啟動 7 位元位址
啟動及重新啟動 8 位元位址
啟動及重新啟動 10 位元位址
啟動及重新啟動 11 位元位址
指定以下其中 3 個欄位的值 
　　讀或寫
　　位址 (十六進位或二進位值 )
　　位址確認
　　資料 (最多 20 個位元組 (以十六進位、二進位、ASCII 或十進位格式指定 )) 
　　　　運算子包括： =，以 8 位元文字為邊界

SPI 規格及特性

支援的 SPI 協定 兩線式 SPI 信號：
　　資料源和時脈源
三線式 SPI 信號：
　　資料源、時脈源和晶片選擇信號源
四線式 SPI 信號：
　　資料源 (MOSI)、時脈源、晶片選擇信號源、資料源 (MISO)

SPI 信號源 (所有信號 ) 類比通道 1、2、3 或 4
MSO 機種還可使用數位通道 D0 到 D15

最大時脈 / 資料速率 最大到 50 Mbps (自動 )

自動設定 可自動設定示波器，以執行正確的 SPI 解碼與協定觸發

解碼文字大小 使用者可選擇 4 到 32 個位元不等

解碼位元順序 使用者可選擇 LSB 或 MSB

觸發 資料長度可多達 200 個位元
　文字數量 * 文字大小 ＜ 200 個位元
　　文字數量最多可選擇 50 個
　　文字大小可選擇 4 到 32 個位元不等
資料運算子包括： =、OR 



7

是德科技全系列示波器
備有多種尺寸，頻率範圍從 20 MHz 到 90 GHz 以上 | 領先業界的規格 | 強大的應用軟體

訂購資訊

本應用軟體與所有 Keysight 9000 和 S系列示波器相容 

應用軟體 9000 系列 S系列 9000 Series S-Series

I2C/SPI 觸發與解碼 固定 出廠時安裝 選項 007 N5391B-1FP

使用者自行安裝 N5391B-1NL
N5391B-1FP *

N5391B-1FP

 

浮動 可轉移 N5391B-1TP *

伺服器版 N5435A-006

I²C/SPI、RS-232/UART觸發與解碼套件 固定 出廠時安裝 選項 018 N8800B-1FP

使用者自行安裝 N8800B-1NL
N8800B-1FP *

N8800B-1FP

 

浮動 可轉移 N8800B-1TP *

伺服器版   

* 需要 Infiniium 5.0或更高的版本

相關資料

文件標題 文件類型 文件編號
Infiniium S系列示波器 產品規格書 5991-3904EN

Infiniium 9000系列示波器 產品規格書 5990-3746EN

Infiniium 9000 H系列示波器 規格資料 5991-152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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