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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its from the Lab® reference designs are engineered and
tested for quick and easy system integration to help solve today’s
analog, mixed-signal, and RF design challenges.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or support, visit www.analog.com/CN0275.

AD8147

用于宽带视频的三通道视频驱动器

AD8122

具有可调线路均衡特性的三通道
差分接收器

AD8120

三通道偏斜补偿视频延迟线，内置
模拟和数字控制功能

支持通过UTP传输视频的完整宽带驱动器和接收器解决方案，
针对RGB、YPbPr及其他
评估和设计支持

通过UTP电缆传输的信号主要受三个损害的影响，这些损

设计和集成文件

害会导致视频质量下降：

原理图、布局文件、物料清单

电路功能与优势

• 集肤效应造成非线性限带，导致信号消散和高频信号内
容丢失。该损害导致图像锐度下降并出现暗条纹。

无屏蔽双绞线(UTP)——如Category-5e (Cat-5e)——最初设

• 阻性损耗带来低频平坦损耗，造成图像对比度下降。

计为传输局域网(LAN)流量，现已成为其他许多信号传输

• 用于尽量减少线对间串扰的对绞率(走线长度)不同，导

应用的经济型解决方案，因为它具有可观的性能和低成本

致4对双绞线之间存在延迟偏斜。由于收到的3路信号在

优势。这些应用均为传输宽带视频信号的系统，它们采用

时间上存在对齐误差，延迟偏斜导致收到的图像出现色

4对双绞线中的3对传输红、绿、蓝(RGB)电脑视频信号或

彩误差。

亮度和两个色差(YPbPr)、高清分量视频信号。视频信号消

图1所示的解决方案通过采用AD8122三通道接收器/均衡器

隐间隔中可嵌入所需的水平和垂直同步脉冲，这些脉冲亦

恢复视频信号的高频内容，同时提供平坦增益，从而克服

可在3对双绞线中作为共模差分信号传输。这些系统经常

了这些损害。AD8120三路偏斜-补偿模拟延迟线会在两路

包含视频交叉点开关，并用于将来自少量信号源的视频信

最先到达的信号中加入延迟，使得三路收到的信号在时间

号分发至许多显示器(如数字标牌应用)，或将来自大量信

上正确对齐。AD8147三通道驱动器提供视频源信号所需的

号源的视频信号分发至几个显示器，如键盘-视频-鼠标

单端至差分转换。

(KVM)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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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0275

图1. 均衡与延迟补偿UTP驱动器和接收器(原理示意图： 未显示所有引脚、连接和去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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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通过UTP传输视频的系统简化框图

电路描述

时的UXGA，约为6 ns)内完成建立，并且相对于最终值的误

图1所示的视频传输系统采用RGBHV视频信号，其中RGB

差应小至忽略不计(低于满量程约46 dB，或3.5 mV)。虽然某

表示红、绿、蓝视频信号，HV表示独立水平和垂直同步

些频域性能指标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指标在时域内

脉冲信号。因此，总共5路信号通过3对双绞线电缆传输。

对视频信号有何影响。例如，系统带宽必须足够高，以产

视频系统性能以时域描述最为合适，并且最重要的规格是
阶跃响应建立时间。视频显示中两个像素之间的转换通常
是阶跃函数，且每个像素持续一段特定的时间。理想情况
下，视频的阶跃响应应该在像素时间的一小部分(对于60 Hz

生上升时间短到满足建立时间规格要求的阶跃响应。然
而，单有带宽还不够，因为振铃、过冲和响应迟缓，甚至
宽系统带宽具有的短上升时间，都可产生极大的建立误
差。系统简化框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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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

AD8122三通道均衡器执行差分至单端模式转换，针对这些

RGB信号通常源自75 Ω单端、源接端电压源，且需要75 Ω

信号损害提供高共模抑制和补偿。图4显示了均衡器输出

负载端接。在负载上，正确端接的信号幅度通常在0 mV和

端校正后的阶跃信号，建立至1%误差所需时间少于70 ns。

700 mV间变化。为了通过UTP传输RGB信号，信号会从单

注意，图4中的时间刻度以纳秒为单位。

端模式转换为平衡(差分)模式，然后放大2倍以考虑因UTP

0.8

源和负载端接造成的6 dB损耗。这可通过使用三通道差分

0.7

驱动器轻松实现，如AD8147。
0.6

VOLTAGE (V)

AD8147根据以下公式提供额外的特性，以编码TTL逻辑
电平、三路输出共模电压(VOCM)上的水平和垂直同步脉冲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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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VOCM

K
= (VSYNC − H SYNC ) + VMIDSUPP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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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00米Cat-5e电缆均衡阶跃响应(注意时间单位为ns)

其中：
K表示中间电源电压(VMIDSUPPLY)与共模脉冲电压的峰值偏差。
VSYNC和HSYNC是单位加权项，对于逻辑1为+1，对于逻辑0为
−1。这种编码方案产生数值为零的净交流共模电压，从而

对于频域而言，图5显示了长度为100英尺至1000英尺的
Cat-5e电缆的频率响应，长度以100英尺递增，限带效应和
平坦损耗极为明显。
0

最大程度地减少来自电缆的共模电磁辐射。

–10

驱动器评估板包含实施单端至差分模式转换和同步脉冲编
–20

–40
–50

到的信号呈现圆形且分散，并且简单电缆电阻导致电缆的
平坦阻性损耗。图3通过对比300米长的UTP全摆幅视频阶

–60

跃响应与输入电缆的阶跃信号，展示了这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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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电缆长度时的非均衡Cat-5e电缆频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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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有关AD8122如何有效恢复接收信号的高频内容以及平坦损

0.4

耗可通过对比图6中AD8122输出的均衡频率响应和图5中的
非均衡频率响应而看出。对于1000英尺(300米)长的电缆，

0.3

60 MHz时超过50 dB的非均衡损耗经AD8122均衡器优化后

0.2

为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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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器
UTP电缆的集肤效应产生随频率增加的传输损耗，导致收

GAIN (dB)

码所需的全部信息，包括K的调节。

图3. 300米Cat-5e非均衡电缆的阶跃响应

Rev. A | Page 3 of 7

GAIN (dB)

CN-0275
6

接收器评估板包括AD8122和AD8120以及所需的全部支持

3

电路，包括5个电位计以手动调节高频增强、平坦增益和3

0

路延迟线。此外，还提供针对AD8120的可选串行控制的串
行接口。

–3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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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
200m
250m
300m

–9
–12

视频分配系统中远端的图像质量很重要。图像质量由阶跃
响应建立至与最终值相差3.5 mV所需的时间决定，当该值超
过像素时间的某一小部分时，图像质量便开始受影响。图

–15

7显示了未采用均衡或偏斜校正时，通过300米(1000英尺)
1

10

100

FREQUENCY (MHz)

Cat-5e电缆接收图像的极端例子。图7中的黑色拖尾极为严

10788-006

–18
0.1

重，阶跃响应迟缓，而且时间偏斜导致色彩失调。完全校

图6. 不同电缆长度时的均衡Cat-5e电缆频率响应

正后的图像见图8。

针对最后一个损害，AD8120三路延迟线纠正了3对双绞线
之间的时间偏斜，并提供2倍的增益以驱动通过双端接75 Ω

10788-007

电缆传输至显示器的视频信号。

10788-008

图7. 未对通过300米Cat-5e电缆传输的图像应用均衡和偏斜校正时

图8. 对通过300米Cat-5e电缆传输的图像应用均衡与偏斜校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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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和接收器评估板的实物照片分别显示在图9与图10

包括原理图、布局文件和材料清单，请访问www.analog.com/

中 。 若 需 获 得 EVAL-CN0275-TX-EBZ发 射 器 评 估 板 和

CN0275-DesignSupport

10788-009

EVAL-CN0275-RX-EBZ接收器评估板的完整设计支持包，

10788-010

图9. EVAL-CN0275-TX-EBZ发射器评估板

图10. EVAL-CN0275-RX-EBZ接收器评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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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变化

电路评估与测试

成本更低的AD8124三通道均衡器在仅需驱动最高200米的

已构建完整的系统级即插即用驱动器和接收器评估板，包

UTP系统中可替换AD8122。AD8124与AD8122引脚不兼

含所需的全部视频图像阵列(VGA)电路和RJ-45连接器。提

容，且控制功能也有所不同。

供带有旋钮的电位计以控制均衡和偏斜校正。一个简单的

驱动器除了AD8147，还有很多选择。AD8146提供和AD8147
相同的功能，但不集成专门的共模同步电路。AD8146通常
用在那些将垂直和水平同步脉冲放置在视频信号消隐间隔

视频源即可提供最好的测试配置，例如一台电脑和一台高
质量显示器。电脑和显示器能够支持最高UXGA/60 Hz的分
辨率。

中的系统，而非将脉冲置于共模电压上的系统。AD8148与

设备要求

AD8147规格相同，只不过它的固定增益为4而非2，并且可

需要以下设备：

配置用于预加重，以驱动最高为100英尺的UTP。对于要求
功耗更低的系统，AD8133和AD8134可提供与AD8146和
AD8147对应相同的功能，并且功耗更低，但它们的带宽较
低。最后，对于可使用5 V电源、成本最低的系统，AD8141
和AD8142 CMOS驱动器也许是最佳的选择。

• 一个UXGA视频源(笔记本电脑)
• EVAL-CN0275-TX-EBZ发射器评估板(不出售)
• EVAL-CN0275-RX-EBZ接收器评估板(不出售)
• ±5 V电源(两个：一个用于发射器评估板，另一个用于接

收器评估板)

UTP的安装各不相同，可能覆盖较广的区域、通过多个配线

• Cat-5e电缆，100英尺至1000英尺，增量为100英尺(Stellar

架，并且时而没有接地参考。这些情况可能导致与本地接

Labs U5E-24-CMR-665，MCM Electronics #24-10510)

收器接地参考有关的接收共模电压的剧烈波动。在均衡器

• 一台UXGA视频显示器

前端放置一个具有宽共模范围的平坦增益差分接收器，如
AD8143，则可在这些情况下提供最高21 V的输入共模范围。
AD8122和AD8124均同时支持同轴电缆与UTP电缆。AD8122
可使用引脚绑定为任一模式，且AD8124利用VPOLE控制以

测试
测试设置的简化框图见图11。连接设备后，即可使用标准
视频进行端到端的测试。

修改它的频率响应，支持任一电缆类型。

UXGA SOURCE
(LAPTOP
COMPUTER)

EVAL-CN0275-TX-EBZ
AD8147 DRIVER BOARD
WITH TEST-SIGNAL INJECTION

±5V SUPPLY

Cat-5e CABLE

EVAL-CN0275-RX-EBZ
AD8145/AD8123/AD8120
RECEIVER WITH AUTO-ADJUST

图11. 通过UTP传输视频的自动调整测试配置功能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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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 SUPPLY

CN-0275
了解详情

修订历史

CN-0275设计支持包：

2015年6月—版本0至版本A

http://www.analog.com/CN0275-DesignSupport。

更改“评估和设计支持”部分 ...................................................1

Ardizzoni John，高速印刷电路板布局实用指南，《模拟对
话》39-09，2005年9月。
MT-031指 南 ， 实 现 数 据 转 换 器 的 接 地 并 解 开 AGND和

更改“电路评估与测试”部分 ...................................................6
更改“数据手册和评估板”部分 ...............................................7
2012年8月—版本0： 初始版

DGND的谜团，ADI公司。
MT-101指南，去耦技术，ADI公司。

数据手册和评估板
AD8147数据手册
AD8122数据手册
AD8120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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