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0UR124,DS90UR241,DS90UR905Q,
DS90UR906Q,DS90UR907Q,DS90UR908Q,
DS99R124Q,DS99R421

Application Note 1807 FPD-Link II Display SerDes Overview

Literature Number: ZHCA352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应用注释1807
John Goldie
2009年11月4日

概述
美国国家半导体嵌入式时钟LVDS SerDes FPD-Link II系

FPD-Link II SerDes系列使宽并行总线串行化为下图1 所

列具有强大的功能，超过了前几代FPD-Link SerDes在显示

示的一个串行差分信号。因此获得了24:1或更大的信号压缩

应用上的信号质量。 FPD-Link芯片组将宽并行RGB总线串

比（如果把地线也考虑进来）。系列中的现有芯片支持通用

行化为4或5对LVDS信号。18位RGB串行化为三组LVDS数据

的18位和24位RGB显示应用。由于消除了单串行信号和多线

线和一个LVDS时钟，而24位RGB则串行化为四组LVDS数据

（多路）间的偏差问题，因此支持长达10米的电缆长度。这

线和一组LVDS时钟。这就提供了一个更小，更高速的视频总

就使FPD-Link II SerDes理想用于低成本电缆的长距离应用。

线，并成为了笔记本显示接口的实用标准。

FPD-Link II显示SerDes概述

FPD-Link II显示SerDes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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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通用框图—FPD-Link II 18位RGB显示应用
单串行差分信号带有并行数据（RGB和控制）信息，时
钟信息和小量串行损耗。单信号对的布线大大便利了系统设

计，节省了大量互连、接线引脚，并减少了互连接口偏差的
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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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4位串行有效负载实例

图2 示例了24位（用户）有效负载。这24位数据区又追加

串行有效负载

了四个额外的串行位，它们提供嵌入式时钟信息，链接代码

串行有效负载优化了FPD-Link II 系列的不同芯片组，同

和工作模式信息。固定的时钟边沿在C0和C1位产生，编码/模

时也优化他们支持的那些应用。常见的串行有效负载的参考

式信息则由A&B位传送。

解释就如上图2 所示的28位串行帧。28位串行帧的组成为：

串行器功能

24位数据位、2位嵌入式时钟信息和2位用于链接的串行控制
位。因此，对于每24位的数据，实际发送的是28位串行位。

串行器（SER）功能一般是收集宽并行总线和它的时钟

这就是基本链接的效率24/28（86%）。这是一个重要的实

信号，进行有效负载的优化，追加串行控制位，转换高速串

验数据，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保持低损耗。此方案比通用的数

行信号的电平到LVDS的电平。有效负载优化了AC耦合互连

据通信8b/10b方案（效率为80%）好30%。注意，24位数据

的串行传输。这一动作平衡了发送给支持AC耦合传输的数

被修改为平衡的、随机的和加扰的数据。这样做是为了支持

据。取决于使用的芯片组，有效负载的随机性和加扰性也提

链接上的交流耦合，并在传送相对静态的数据时，有助于减

升了链路中的信号质量。

少ISI（码间干扰）的影响。这两个时钟位是固定的，一位高

有些SER器件（取决于SER器件）可支持一些其它选

（C1）一位低（C0） - 注意这两个是直流平衡的一对。两个

项。可支持不同的输入（平行）总线，这随总线宽度和信号

串行控制位，通常被标注为DCA (A)和DCB (B)，给DES提供

物理层而变。支持3.3V的LVCMOS总线，也支持一些产品可

信息以恢复数据、链接状态和模式。支持24位RGB芯片组对

选的1.8V。另外，具有FPD-Link（基于LVDS）输入的串行

串行数据流里的视频同步信号的状态进行编码。

器转换为FPD-Link II（即DS99R421和DS90UR907）。

数据流RGB显示的应用

串并转换器功能

FPD-Link II芯片组主要用于具有各种显示分辨率的RGB

串并转换器（DES）的功能是恢复时钟和数据信号，并

应用。对于基本的芯片组（DS90UR241/124），比较常用的

将他们提供给目标设备（例如一个显示）。FPD-Link II DES

是18位色彩深度。大范围的PCLK速率的支持取决于选择的

的独特之处是因为它能够快速锁定串行数据流，而不需要Ser

芯片组。用户数据的有效负载，比如24位数据位，18位RGB

提供本地参考时钟或任何特殊训练图形。这些特性使FPD-

信息，3个显示控制信号（HS, VS, DE）和3个通用信号都是

Link II SerDes和很多其它竞争产品中独立出来。他们简化了

以每PCLK发送的。

应用，支持热插拔，且需要较少的外部元件（减少板空间和
成本）。该DES甚至提供了LOCK输出信号，允许系统检查
串行接口状态。
有些DES器件（取决于DES器件）可支持一些其它选
项。可支持不同输出（平行）总线。这随总线宽度和信号物
理层而变。支持3.3V的LVCMOS总线，也支持一些产品可选
的1.8V。另外，串并转换器具有FPD-Link（基于LVDS）的
输出（即DS90UR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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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4位RGB FPD-Link II SERDES XGA显示应用
在这个示例中，如果PCLK为43MHz，那么串行传输速

置。电缆均衡是由一些FPD-Link II接收器提供的，此功能补

率为PCLK 的28倍，即1.2 Gbps。该示例中用户数据速率为

偿了电缆损耗。通过引脚控制或串行总线控制寄存器进行调

PCLK的24倍，即1.0 Gbps。

节。

信号质量的提升者

EMI缓解特性

如上所述，数据有效负载被修改为随机的，加扰的数

差分LVDS物理层用来帮助减少EMI的产生。线驱动器转

据，且平衡数据以支持接口的交流耦合，提高串行信号的信

换时间被控制为平衡和居中的。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任何来自

号质量。除了这些，物理层也被提升，并允许芯片组决定的

线路驱动器的共模电流。奇模（差分）信号在一对电缆上产

不同选项。

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有助于降低总辐射。串行链

某些FPD-Link II线路驱动器具有可调预加重特征。这对

接在源端和接收端端接以减少任何的信号反射。某些部分提

于较长距离的应用或高损耗的互连很有用。将电阻连到PRE

供内部端接以减少外部元件数量，并减少由此产生的短线长

引脚和地上，该电阻值设定被驱动的“额外”输出电流值。

度。

如果紧随的逻辑位具有相同的逻辑状态，“额外”电流则因

优化DES（接收器输出）处的并行总线来降低EMI。控

紧随的位而被关断。根据这个原理，ISI（抖动）得到减少并

制边缘速率，某些DES芯片提供输出驱动强度控制。大多数

进行了节能。

DES芯片支持PTO（逐步开启）功能，该功能将数据输出

另外的FPD-Link II线路驱动器提供去加重功能。类似于

分组，偏置开关时间点以减少同步开关，从而降低了电源噪

预加重功能，该功能可通过外部电阻进行调节。串行控制总

声。其它芯片采取频率扩展PTO，动态改变输出开关顺序，

线提供另一种办法来调节可编程寄存器的设定。在原始数据

进一步加强宽总线的噪声降低。一些串并转换器提供扩展频

转换后，去加重减少了差分输出摆幅，从而减少了ISI（抖

谱时钟的产生。此功能调节输出时钟和数据周期，有效传播

动）。

周期性输出转换有关的能量并降低辐射。

某些FPD-Link II线路驱动器也支持差分输出电压幅值选

目前的FPD-Link II SerDes芯片

择引脚。由于标准波动，此引脚通常设置为低。但如果需要

后续会提供更多不同的FPD-Link II SER和DES 芯片。

一个更大的VOD，此引脚则设置为高允许一个增加的波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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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选择的FPD-Link II SER和DES芯片对照表
国家半导体型号

功能

色彩深度（位每像素）

通用I/O

并行接口

PCLK（MHz）

DS90C241Q

SER

18位

3

LVCMOS

5 to 35

DS90C124Q

DES

18位

3

LVCMOS

5 to 35

DS90UR241Q

SER

18位

3

LVCMOS

5 to 43

DS90UR124Q

DES

18位

3

LVCMOS

5 to 43

DS99R421Q

SER

18位

3

FPD-Link (3D + C LVDS)

5 to 43

DS90UR905Q

SER

24位

N/A

LVCMOS

5 to 65

DS90UR906Q

DES

24位

N/A

LVCMOS

5 to 65

DS90UR907Q

SER

24位

N/A

FPD-Link (4D + C LVDS)

5 to 65

DS90UR908Q

DES

24位

N/A

FPD-Link (4D + C LVDS)

5 to 65

查看网站获取最新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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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D-Link II DES芯片的特殊时钟恢复电路的独特之处就是因
为他们不需要训练图形、本地参考时钟、且支持现场链接的

FPD-Link II SerDes芯片为显示、影像、基于像素的设

热插拔功能。

备、及其他应用提供了嵌入式时钟单串行信号流。串行接口
极大地方便了空间，引脚，偏差和成本方面的互连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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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FPD-Link II显示SerDes概述

注释
欲了解有关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和验证设计工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站点：
产品

设计支持工具
®

放大器

www.national.com/amplifiers

WEBENCH 设计工具

www.national.com/webench

音频

www.national.com/audio

应用注解

www.national.com/appnotes

时钟及定时

www.national.com/timing

参考设计

www.national.com/refdesigns

数据转换器

www.national.com/adc

索取样片

www.national.com/samples

接口

www.national.com/interface

评估板

www.national.com/evalboards

LVDS

www.national.com/lvds

封装

www.national.com/packaging

电源管理

www.national.com/power

绿色公约

www.national.com/quality/green

开关稳压器

www.national.com/switchers

分销商

www.national.com/contacts

LDO

www.national.com/ldo

质量可靠性

www.national.com/quality

LED照明

www.national.com/led

反馈及支持

www.national.com/feedback

电压参考

www.national.com/vref

简易设计步骤

www.national.com/easy

PowerWise®解决方案

www.national.com/powerwise

解决方案

www.national.com/solutions

串行数字接口（SDI）

www.national.com/sdi

军事/宇航

www.national.com/milaero

温度传感器

www.national.com/tempsensors

SolarMagic™

www.national.com/solarmagic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PLL/
VCO）

www.national.com/wireless

PowerWise®设计大学

www.national.com/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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