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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T8856 56Gb/s Pam4 误码分析仪

联讯仪器 PBT8856 产品特点:
高性能 8x56Gb/s 误码分析仪，支持多至 8 组业务通道；
快速上升沿、低固有抖动；

支持 FEC 仿真测试分析;
内置 RF 开关, 实现软件程控切换触发时钟端口；
支持高功率模式的发射端输出;

联讯仪器 PBT8856 丰富功能：

各通道可独立配置为 NRZ 或 PAM4 信号制式；

支持PRBS 7/9/11/13/15/16/23/31, PRBS7~31Q；

支持丰富测试码型, SSPRQ/JP03A/JP03B/LIN/方波

/CJT/自定义码型等;

支持 CTLE 接收端均衡调制；
支持 3 阶/7 阶模式下, 发射端的预加重及去加重调制；
支持误码注入及输入输出极性切换；

触发信号支持分频输出(4 分频~128 分频)；
强大灵活的数据库管理功能, 协助研发深度分析数据；
可通过以太网口或 USB 控制接口调用外部 API

（LabView, C#)灵活程控本产品；

主要应用

 多串行通道信号完整性测试；

 56G 线路板卡；

 电光收发模块测试；

 TOSA/ROSA 器件研发生产测试；

 电信/数通，器件/模块及系统 DVT（Design Validation Test）测试；

 高速串行芯片测试；

产品指标

工作条件

温度23 °C ± 5 °C

湿度30% 至 80% 相对湿度
预热 10 分钟后执行自校准后，环境温度变化小于± 3 °C
校准周期1 年

主要指标

数据速率:

20.625GBaud~30GBaud

码型发生器：
支持PRBS 7/9/11/13/15/16/23/31, PRBS7~31Q；
支持丰富测试码型: SSPRQ, JP03A, JP03B, LIN, 方波,
CJT, 自定义码型(64bits)等；
每个通道码型可以独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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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信号: 26.5625 GBaud, PRBS31Q码型, 发射端净输出测量

* KEYSIGHT DCA 1094B主机

发射端参数规格:

数据输出

输出类型 差 分 PAM4 / NRZ

终端 交流耦合

输出阻抗 100ohm

数据码型 PRBS 7/9/11/13/15/16/23/31, PRBS7~31Q；
SSPRQ, JP03A, JP03B, LIN, 方波, CJT, 自定义码型(64 bits)等;

数据速率 (GBaud) 20.625/24.33/25/25.78125/26.5625/27.89/27.95/28.05/28.125/28.2/28.9/30;

频率精度 (典型值) ± 50ppm

最大输出幅度 (差分) >800 mVpp ①

>1200 mVpp ②

上 升 时 间 (20 – 80%) ③ <15ps

下 降 时 间 (20 – 80%) ③ <15ps

随机抖动( RJ RMS) <350fs

连接器 50ohm Nominal, 2.92mm Female

① 测量值为发射端净输出值, 默认预加重/去加重参数

② 30cm RF测试线缆,“高功率输出”模式下输出测量值.

③ 以26.5625 Gb/s NRZ信号测量

时钟和触发输出：

输出幅度 >300mV

输出类型 单端, 交流耦合

分频比 4/8/16/32/64/128

连接器 50ohm 2.92mm 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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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切换触发输出原理图:

Clock-Out Trigger Com

误码探测器

数据输入

输入类型 差 分 PAM4 / NRZ

终端 AC-交流耦合

输入阻抗 100ohm

接收幅度(差分) ① 100mVpp ~ 1200mVpp

接收灵敏度(差分) 100mVpp

数据码型 PRBS 7/9/11/13/15/16/23/31, PRBS7~31Q；

数据速率(GBaud) ② 20.625/24.33/25/25.78125/26.5625/27.89/27.95/28.05/28.125/28.2/28.9/30;

时钟模式 内置时钟恢复

同步类型 自动同步（电平/相位）

连接器 50ohm Nominal, 2.92mm Female

① 测量值为接收端净输入值

环境指标

环境 在室内设施中使用

工作 0 °C 至 +55 °C，30 % 至 80 % 相对湿度无冷凝

储存 -30 °C 至 70 °C，10 % 至 90 % 相对湿度无冷凝

海拔 高度工作：0 m 至 2000 m，储存：0 m 至 4600 m

电源 AC 100V 至 240V，50Hz 至 60Hz，250VA 最 大 值

预热 10 分钟

尺寸 111.5mm（高 2U）x 412mm（宽）x 440 mm（长）

重量 净重≤10 kg

Trigger A Trigger B API
Remote

Rate
Divider

Rate
Divider

CH 1~4 CH 5~8 CH 1~8
Reference

Clock

Clock-in PG A PG B ED
External
Clock

PAM4 / NRZ

RF
Sw

itch



本文档中的产品规格和说明，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2022/06/06

订货及选件

产品型号 产品描述

PBT8856 8x56G 误码分析仪

标准配件 描述

电源线，USB 线，测量软件，驱动程序

可选件 描述

RF-SW 可程控 RF 开关, 实现软件程控切换触发时钟

高功率输出 发射端可支持 1200mVpp 以上输出幅值

FEC 仿真分析 提供KP4/KR4 协议的FEC 测试分析

扩展速率 提供定制化扩展测试速率

关于我们

联讯仪器成立于2017年，位于苏州高新区湘江路1508号，是中国领先的测试和测量仪器供应商，通过集成测试测量仪器及自动化测试系统，
为客户提供集成和定制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公司专注于高速光通信的测试和测量，如激光芯片、载波芯片、TO组件和光收发模块等。此外，公司积极拓展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测量领域， 集
成KGD,WLR和WAT测试机及其他开发项目，为客户提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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