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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信系统包括发射器、第一传输线和第

二传输线。发射器包括调制电路、载波生成器和

脉冲生成器。调制电路配置为基于第一载波信号

调制第一数据流，从而生成调制信号。载波生成

器配置为生成第一载波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脉

冲生成器配置为基于参考时钟信号生成脉冲序

列信号。第一传输线配置为承载调制信号。第二

传输线配置为承载脉冲序列信号。本发明还提供

了数据通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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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信系统，包括：

发射器，包括：

调制电路，配置为基于第一载波信号调制第一数据流，从而生成调制信号，所述第一载

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

载波生成器，配置为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

小于所述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和

脉冲生成器，配置为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生成脉冲序列信号；

第一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调制信号，所述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调制信号的

延时；以及

第二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脉冲序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脉冲序

列信号的延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

所述第一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调制信号作为第一差分信号对在所述第一传

输线上传输；以及

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作为第二差分信号对在所述第

二传输线上传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所述调制电路包括：

第一调制器，配置为基于所述第一数据流和所述第一载波信号生成第一调制信号；以

及

驱动放大器，配置为基于所述第一调制信号生成所述调制信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

所述调制电路还包括第二调制器，所述第二调制器配置为基于第二数据流和第二载波

信号生成第二调制信号，所述第二载波信号具有第二载波频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频率小

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以及

所述驱动放大器配置为基于所述第一调制信号和所述第二调制信号生成所述调制信

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的长度等于或小于所述

参考时钟频率下的所述第二传输线上的电信号的有效波长的1/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

通过所述脉冲生成器生成差分信号对形式的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以及

所述脉冲生成器包括：

第一子电路，配置为生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一信号，所述第一信号包括基于所述参

考时钟信号的上升沿生成的多个第一脉冲；以及

第二子电路，配置为生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二信号，所述第二信号包括基于所述参

考时钟信号的下降沿生成的多个第二脉冲。

7.一种通信系统，包括：

接收器，包括：

解调电路，配置为基于第一载波信号解调调制信号，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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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波生成器，配置为基于参考时钟信号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

有小于所述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和

参考时钟生成器，配置为基于脉冲序列信号生成所述参考时钟信号；

第一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调制信号，所述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调制信号的

延时；以及

第二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脉冲序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脉冲序

列信号的延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

所述第一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调制信号作为第一差分信号对在所述第一传

输线上传输；以及

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作为第二差分信号对在所述第

二传输线上传输。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所述解调电路包括：

接收放大器，配置为基于所述调制信号生成放大的调制信号；以及

第一解调器，配置为基于所述放大的调制信号和所述第一载波信号生成第一解调数据

流。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所述解调电路还包括第二解调器，所述第二

解调器配置为基于所述放大的调制信号和第二载波信号生成第二解调数据流，所述第二载

波信号具有第二载波频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频率小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的长度等于或小于所

述参考时钟频率下的所述第二传输线上的电信号的有效波长的1/10。

12.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

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以差分信号对的形式在所述第二传输线上传输；以及

所述参考时钟生成器包括锁存放大器，所述锁存放大器具有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

和输出端，所述第一输入端配置为接收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一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配置

为接收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二信号，以及所述输出端配置为输出所述参考时钟信号。

13.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通信系统，其中，所述载波生成器具有下列配置中的一种：

所述载波生成器包括锁相环电路，所述锁相环电路配置为使用所述参考时钟信号作为

所述锁相环电路的输入参考信号；或

所述载波生成器包括注入锁定振荡器，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配置为使用所述参考时钟

信号作为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的输入锁定信号。

14.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

生成第一载波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并且所述

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所述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以及

基于所述第一载波信号调制第一数据流，从而生成第一调制数据流；

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生成脉冲序列信号；

通过第一传输线传输调制信号，所述调制信号包括所述第一调制数据流，所述第一传

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调制信号的延时；以及

通过第二传输线传输所述脉冲序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脉冲序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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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延时。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数据通信的方法，其中，

生成差分信号对形式的脉冲序列信号；以及

生成所述脉冲序列信号包括：

生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一信号，包括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的上升沿生成多个第一

脉冲；和

生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二信号，包括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的下降沿生成多个第二

脉冲。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数据通信的方法，还包括：

生成第二载波信号，所述第二载波信号具有第二载波频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频率小

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

基于所述第二载波信号调制第二数据流，从而生成第二调制数据流，所述调制信号包

括所述第二调制数据流。

17.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

通过第一传输线接收调制信号，所述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调制信号的延时；

通过第二传输线接收脉冲序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的

延时；

基于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生成参考时钟信号；

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生成第一载波信号，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并

且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所述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以及

基于所述第一载波信号解调所述调制信号，从而生成第一解调数据流。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数据通信的方法，其中，

传输以差分信号对形式的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以及

生成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包括：

使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上升沿，随后响应于具有所述差分信号对之间的第一信号极

性的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的第一脉冲，第一电压电平对应于逻辑高值；以及

使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下降沿，随后响应于具有所述差分信号对之间的第二信号极

性的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的第二脉冲，第二电压电平对应于逻辑低值。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数据通信的方法，还包括：

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生成第二载波信号，所述第二载波信号具有第二载波频率，并

且所述参考时钟频率小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以及

基于所述第二载波信号解调所述调制信号，从而生成第二解调数据流。

20.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数据通信的方法，其中，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包括下列操

作中的一个：

通过锁相环电路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所述锁相环电路配置为使用所述参考时钟信

号作为所述锁相环电路的输入参考信号；或

通过注入锁定振荡器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配置为使用所述参

考时钟信号作为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的输入锁定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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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统及数据通信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实施例一般地涉及半导体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通信系统及数据通

信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系统中，有许多集成电路(IC)芯片布置在芯片中的一个或多个IC封装件或电

器件中，诸如存储器、模数转换器、无线通信器件或应用处理器。在一些应用中，基于诸如串

行外围接口(SPI)协议或内置集成电路(I2C)协议的一种或多种通信协议来执行不同IC芯

片和/或不同电器件之间的数据通信。随着不同IC芯片和/或不同电器件之间的数据通信的

带宽需求的增加，正在开发数据速率比SPI或I2C的数据速率更快的的各种数据通信协议。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通信系统，包括：发射器，包括：调制电路，配置

为基于第一载波信号调制第一数据流，从而生成调制信号，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

波频率；载波生成器，配置为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

有小于所述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和脉冲生成器，配置为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

生成脉冲序列信号；第一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调制信号，所述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

述调制信号的延时；以及第二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脉冲序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

为导致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的延时。

[000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通信系统，包括：接收器，包括：解调电路，配

置为基于第一载波信号解调调制信号，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载波生成器，

配置为基于参考时钟信号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所述第一载

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和参考时钟生成器，配置为基于脉冲序列信号生成所述参考时钟

信号；第一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调制信号，所述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调制信号的

延时；以及第二传输线，配置为承载所述脉冲序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脉

冲序列信号的延时。

[0005]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生成第一载波信号和

参考时钟信号，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所

述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以及基于所述第一载波信号调制第一数据流，从而生成

第一调制数据流；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生成脉冲序列信号；通过第一传输线传输调制信

号，所述调制信号包括所述第一调制数据流，所述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调制信号的

延时；以及通过第二传输线传输所述脉冲序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脉冲

序列信号的延时。

[0006]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通过第一传输线接收

调制信号，所述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调制信号的延时；通过第二传输线接收脉冲序

列信号，所述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的延时；基于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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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参考时钟信号；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生成第一载波信号，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

载波频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所述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以及基于

所述第一载波信号解调所述调制信号，从而生成第一解调数据流。

附图说明

[0007] 当结合附图进行阅读时，根据下面详细的描述可以最佳地理解本发明的各个实施

例。应该注意，根据工业中的标准实践，各种部件没有被按比例绘制。实际上，为了清楚的讨

论，各种部件的尺寸可以被任意增加或减少。

[0008] 图1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数据通信系统的框图。

[0009] 图2A和图2B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数据通信系统中的示例性脉冲生成

器的电路图。

[0010] 图3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数据通信系统中的示例性参考时钟生成器

的电路图。

[0011] 图4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图1中的各个节点处的信号的时序图。

[0012] 图5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载波生成器中的锁相环电路的框图。

[0013] 图6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载波生成器中的注入锁定振荡器

(injection  locked  oscillator)的电路图。

[0014] 图7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从发射器的视角进行数据通信的方法的流程图。

[0015] 图8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从接收器的视角进行数据通信的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公开内容提供了多种不同实施例或实例，以实现本发明的不同特征。以下将

描述组件和布置的具体实例以简化本发明。当然，这些仅是实例并且不意欲限制本发明。例

如，在以下描述中，在第二部件上方或上形成第一部件可以包括第一部件和第二部件形成

为直接接触的实施例，也可以包括形成在第一部件和第二部件之间的附加部件使得第一部

件和第二部件不直接接触的实施例。而且，本发明在各个实例中可以重复参考数字和/或字

母。这种重复仅是为了简明和清楚，其自身并不表示所论述的各个实施例和/或配置之间的

关系。

[0017] 此外，为了便于描述，本文中可以使用诸如“在…下方”、“在…下面”、“下部”、

“在…上面”、“上部”等的空间关系术语，以描述如图中所示的一个元件或部件与另一元件

或部件的关系。除了图中所示的方位外，空间关系术语旨在包括器件在使用或操作过程中

的不同方位。装置可以以其他方式定位(旋转90度或在其他方位)，并且在本文中使用的空

间关系描述符可以同样地作相应地解释。

[0018] 根据一些实施例，通过发射器将参考时钟信号转换为脉冲序列信号(pulse  train 

signal)，将脉冲序列信号发送至接收器，以及基于脉冲序列信号，通过接收器生成再生参

考时钟信号。当解调由接收器接收的调制信号时，基于再生参考时钟信号首先

(preemptively，抢先)补偿归因于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延时的相位误差。在一些实施例

中，与不使用脉冲序列信号和再生参考时钟信号的接收器相比，根据本发明的接收器通过

使用不复杂的解调器或具有更少的修正迭代以用于补偿归因于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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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相位误差而消耗更少的功率。

[0019] 图1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数据通信系统100的框图。数据通信系统100包括发射器

110、接收器120、第一传输线130和第二传输线140。发射器110和接收器120通过第一传输线

130和第二传输线140电耦合。在一些实施例中，除了传输线130和140之外，发射器110和接

收器120通过一个或多个物理或逻辑信道150电耦合。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发射器110和接收器120位于具有不同IC封装件的不同IC芯片

中。在一些实施例中，发射器110和接收器120位于共同IC封装件内的不同IC芯片中。在一些

实施例中，发射器110和接收器120位于共同IC芯片的不同电器件中。

[0021] 发射器110耦合至N条输入数据线IN[1]、IN[2]和IN[N]，其中N为等于或大于1的正

整数。输入数据线IN[1]、IN[2]和IN[N]中的每一条数据线都配置为承载数据流DI[1]、DI

[2]或DI[N]。发射器110包括载波生成器112、N个调制器M[1]、M[2]和M[N]、驱动放大器114

以及脉冲生成器116。

[0022] 载波生成器112配置为生成对应的载波线TXC[1]、TXC[2]和TXC[N]上的N个载波信

号CK[1]、CK[2]和CK[N]。调制器M[1]、M[2]和M[N]中的每一个调制器都具有与载波线TXC

[1]、TXC[2]和TXC[N]中的对应的载波线耦合的时钟输入端、以及与输入数据线IN[1]、IN

[2]和IN[N]中的对应的数据线耦合的数据端。调制器M[1]、M[2]和M[N]中的每一个调制器

都以差分信号对的形式向驱动放大器114输出调制的数据流。驱动放大器114基于来自调制

器M[1]、M[2]和M[N]的各个调制的数据流生成将要在传输线130上传输的调制信号。传输线

130包括适合于以差分模式传输信号的两条导线。传输线130上传输的调制信号在驱动放大

器114的输出端处为差分信号对DP和DN的形式。在一些实施例中，驱动放大器114为低噪声放

大器。

[0023] 载波生成器112还配置为生成参考时钟线TXR上的参考时钟信号CKR。参考时钟信

号CKR具有参考时钟频率。N个载波信号CK[1]、CK[2]和CK[N]具有N个不同的载波时钟频率。

在一些实施例中，参考时钟频率小于N个不同的载波时钟频率中的任何一个。

[0024] 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40具有一长度。参考时钟频率被设置为使得传输线140

的长度等于或小于传输线140上的处于参考时钟频率的电信号的有效波长的1/10。

[0025] 脉冲生成器116配置为通过参考时钟线TXR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并且配置为基于

参考时钟信号CKR生成将要在传输线140上传输的脉冲序列信号。传输线140包括适合于以

差分模式传输信号的两条导线。传输线140上传输的脉冲序列信号也为差分信号对PTP和PTN

的形式。

[0026] 接收器120耦合至传输线130、传输线140、以及N条输出数据线OUT[1]、OUT[2]和

OUT[N]。输出数据线OUT[1]、OUT[2]和OUT[N]中的每一条数据线都配置为承载解调数据流

DO[1]、DO[2]或DO[N]。接收器120包括载波生成器122、N个解调器DM[1]、DM[2]和DM[N]、接

收放大器124以及参考时钟生成器126。

[0027] 接收放大器124配置为接收在传输线130上传输的调制信号。接收放大器124从传

输线130接收的调制信号在接收放大器124的输入端处也为差分信号对DP'和DN'的形式。与

差分信号对DP和DN相比，差分信号对DP'和DN'具有由传输线130导致的延时T130和信道失真。

在一些实施例中，接收放大器124为低噪声放大器。接收放大器124还配置为向解调器DM

[1]、DM[2]和DM[N]输出放大的调制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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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解调器DM[1]、DM[2]和DM[N]耦合至接收放大器124以接收放大的调制信号并且通

过各个载波线RXC[1]、RXC[2]和RXC[N]耦合至载波生成器122。基于来自接收放大器124的

放大的调制信号和对应的载波线RXC[1]、RXC[2]和RXC[N]上的载波信号CK[1]'、CK[2]'和

CK[N]'，解调器DM[1]、DM[2]和DM[N]中的每一个解调器都输出解调数据流DO[1]、DO[2]和

DO[N]。

[0029] 载波生成器122配置为通过参考时钟线RXR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并且基于参考

时钟信号CKR '生成N个载波信号CK[1] '、CK[2] '和CK[N] '。载波信号CK[1] '、CK[2] '和CK

[N]'中的每一个载波信号和载波信号CK[1]、CK[2]和CK[N]中的对应的载波信号具有相同

的载波时钟频率、或者它们的差值在预定的工程容限内。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定的工程容限

小于对应的载波时钟频率的1.0％。

[0030] 参考时钟生成器126配置为接收传输线140上所述传输的脉冲序列信号并且生成

参考时钟线RXR上的参考时钟信号CKR'。参考时钟生成器126从传输线140接收的脉冲序列

信号在参考时钟生成器126的输入端处也为差分信号对PTP'和PTN '的形式。与差分信号对

PTP和PTN相比，差分信号对PTP'和PTN'具有由传输线140导致的延时和信道失真。

[0031] 参考时钟信号CKR和参考时钟信号CKR'具有相同的参考时钟频率、或者它们的差

值在预定的工程容限内。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定的工程容限小于参考时钟频率的0.0001％。

此外，与参考时钟信号CKR相比，参考时钟信号CKR'具有由传输线140导致的延时T140以及由

脉冲生成器116和参考时钟生成器126导致的延时。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40为传输线

130的复制品。因此，传输线140配置为导致与传输线130的延时T130相同的延时T140，或者它

们的差值在预定的工程容限内。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定的工程容限小于延时T130的1.0％。

[0032] 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30或传输线140包括线宽为6μm并且间隔为6μm的一对导

线。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30或传输线140具有1500μm的总体长度，这对应于约为36.9ps

的延时T130或延时T140。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30或传输线140具有3000μm的总体长度，这

对应于约为54.4ps的延时T130或延时T140。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30或传输线140具有

4500μm的总体长度，这对应于约为73.4ps的延时T130或延时T140。

[0033] 在一些实施例中，载波生成器122包括锁相环电路，该锁相环电路被配置为使用参

考时钟信号CKR'作为锁相环电路的输入参考信号。在一些实施例中，载波生成器122包括注

入锁定振荡器，该注入锁定振荡器被配置为使用参考时钟信号CKR '或由信号PTP '或信号

PTN'所推导的信号作为注入锁定振荡器的输入锁定信号。因此，载波生成器122由于基于嵌

入参考时钟信号CKR'的延时T140而生成具有延时T130的载波信号CK[1]'、CK[2]'和CK[N]'。

因此，基于嵌入参考时钟信号CKR '的延时T140，通过载波生成器122首先补偿载波信号CK

[1]'、CK[2]'和CK[N]'与来自接收放大器124的放大的调制信号之间的相位误差，该相位误

差归因于由传输线130导致的延时T130。

[0034] 在一些实施例中，载波生成器112和载波生成器122通过信道150耦合以交换控制

信息、样本载波信号或其他与载波相关的信息。在一些实施例中，信道150为包括一条或多

条导线的物理信道。在一些实施例中，信道150为逻辑信道，并且通过传输线130或传输线

140交换实际电信号。

[0035] 在一些实施例中，调制器M[1]、M[2]和M[N]中的每一个调制器都基于具有预定数

量的星座点(constellation  points)的正交幅度调制(QAM)方案来调制输入数据流。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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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实施例中，预定数量的星座点在64至1026的范围内。解调器DM[1]、DM[2]和DM[N]配置为

与对应的调制器M[1]、M[2]和M[N]的调制方案相匹配。在一些实施例中，基于相移键控

(PSK)方案或其他合适的调制方案配置调制器M[1]、M[2]和M[N]以及对应的解调器DM[1]、

DM[2]和DM[N]。在一些实施例中，调制器M[1]、M[2]和M[N]以及对应的解调器DM[1]、DM[2]

和DM[N]实施为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调制方案或设置。

[0036] 图2A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数据通信系统100的示例性脉冲生成器

200A的电路图。脉冲生成器200A包括输入端202、第一输出端204、和第二输出端206。输入端

202配置为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第一输出端204配置为输出脉冲序列信号的差分信号对

的信号PTP。第二输出端206配置为输出脉冲序列信号的差分信号对的信号PTN。

[0037] 脉冲生成器200A包括反相器212、第一子电路220、和第二子电路230。反相器212配

置为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并且输出反相参考时钟信号CKRB。第一子电路220配置为接收参

考时钟信号CKR和反相参考时钟信号CKRB并且输出信号PTP，其中，信号PTP包括基于参考时

钟信号CKR的上升沿生成的多个第一脉冲。第二子电路230配置为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和

反相参考时钟信号CKRB并且输出信号PTP，其中，信号PTP包括基于参考时钟信号CKR的上升

沿生成的多个第一脉冲。

[0038] 第一子电路220包括第一延时电路222、与非(NAND)门224和反相器226。第一延时

电路222的第一端部配置为接收反相参考时钟信号CKRB。与非门224的第一输入端配置为接

收参考时钟信号CKR。第一延时电路222的第二端部耦合至与非门224的第二输入端。与非门

224的输出端与反相器226的输入端耦合。反相器226的输出端与输出端204耦合。第一延时

电路222配置为导致与信号PTP的脉冲的脉冲宽度相对应的预定延时。在一些实施例中，第

一延时电路222包括多个串联连接的缓冲器或反相器。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延时电路222

包括电阻-电容网络。

[0039] 第二子电路230包括第二延时电路232、与非门234和反相器236。第二延时电路232

的第一端部配置为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与非门234的第一输入端配置为接收反相参考时

钟信号CKRB。第二延时电路232的第二端部耦合至与非门234的第二输入端。与非门234的输

出端与反相器236的输入端耦合。反相器236的输出端与输出端206耦合。第二延时电路232

配置为导致与信号PTN的脉冲的脉冲宽度相对应的预定延时。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延时电

路232包括多个串联连接的缓冲器或反相器。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延时电路232包括电阻-

电容网络。

[0040]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延时电路222和第二延时电路232具有相同的电路配置。

[0041] 图2B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数据通信系统100的另一示例性脉冲生成

器200B的电路图。图2B中的与图2A中的组件相同或类似的组件具有相同的参考标号，因此

省略其详细描述。

[0042] 与脉冲生成器200A相比，脉冲生成器200B用不同的第一子电路240和第二子电路

250的集合来代替第一子电路220和第二子电路230。

[0043] 第一子电路240包括第一延时电路242和或非(NOR)门244。第一延时电路242的第

一端部配置为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或非门244的第一输入端配置为接收反相参考时钟信

号CKRB。第一延时电路242的第二端与或非门244的第二输入端耦合。或非门244的输出端与

输出端204耦合。第一延时电路242配置为导致与信号PTP的脉冲的脉冲宽度相对应的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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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延时电路242包括多个串联连接的缓冲器或反相器。在一些实

施例中，第一延时电路242包括电阻-电容网络。

[0044] 第二子电路250包括第二延时电路252和或非门254。第二延时电路252的第一端部

配置为接收反相参考时钟信号CKRB。或非门254的第一输入端配置为接收参考时钟信号

CKR。第二延时电路252的第二端部与或非门254的第二输入端耦合。或非门254的输出端与

输出端206耦合。第二延时电路252配置为导致与信号PTN的脉冲的脉冲宽度相对应的预定

延时。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延时电路252包括多个串联连接的缓冲器或反相器。在一些实

施例中，第二延时电路252包括电阻-电容网络。

[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延时电路242和第二延时电路252具有相同的电路配置。

[0046] 脉冲生成器200A和脉冲生成器200B为脉冲生成器116的两个示例性实施方式。适

合于生成结合图4所示的脉冲的其他合适的脉冲生成器在各个实施例的范围内。

[0047] 图3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数据通信系统100的示例性参考时钟生成器

300的电路图。参考时钟生成器300包括第一输入端302、第二输入端304、和输出端306。第一

输入端302配置为从传输线140接收差分信号对的信号PTP'。第二输入端304配置为从传输

线140接收差分信号对的信号PTN'。输出端306配置为输出参考时钟信号CKR'。

[0048] 参考时钟生成器300包括配置为接收供电电压的供电电压节点312和配置为接收

参考电压的参考电压节点314。在一些实施例中，供电电压具有与逻辑高值相对应的电压电

平。在一些实施例中，参考电压具有与逻辑低值相对应的电压电平。

[0049] 参考时钟生成器300包括P型晶体管322、324、326和328、N型晶体管322和334、电流

源342、以及缓冲器344。P型晶体管322的源极端与供电电压节点312耦合。P型晶体管322的

栅极端和漏极端彼此耦合。P型晶体管324的源极端与供电电压节点312耦合。P型晶体管324

的栅极端和漏极端彼此耦合。

[0050] P型晶体管326的源极端与供电电压节点312耦合。P型晶体管326的漏极端与P型晶

体管322的漏极端耦合。P型晶体管326的栅极端与P型晶体管324的漏极端耦合。P型晶体管

328的源极端与供电电压节点312耦合。P型晶体管328的漏极端与P型晶体管324的漏极端耦

合。P型晶体管328的栅极端与P型晶体管322的漏极端耦合。

[0051] N型晶体管332的源极端与公共节点336耦合。N型晶体管332的漏极端与P型晶体管

322的漏极端耦合。N型晶体管332的栅极端与输入端302耦合。N型晶体管334的源极端与公

共节点336耦合。N型晶体管334的漏极端与P型晶体管324的漏极端耦合。N型晶体管334的栅

极端与输入端304耦合。电流源342耦合在公共节点336与参考电压节点314之间。电流源342

配置为对晶体管322至328以及332和334提供偏置电流。在一些实施例中，电流源342包括一

个或多个晶体管，该一个或多个晶体管具有在偏置电压的预定集合下偏置的一个或多个对

应的栅极端。

[0052] 缓冲器344具有与晶体管324、328和334的漏极端耦合的输入端。缓冲器344具有与

输出端306耦合的输出端。在一些实施例中，缓冲器344包括偶数个串联耦合的反相器。在一

些实施例中，缓冲器344配置为将晶体管324、328和334的漏极端处的信号放大至供电电压

的电压电平或参考电压的电压电平。

[0053] 在操作中，当信号PTP'与信号PTN'之间的电压差值约为零或小于预定值时，晶体管

326和328用作锁存器以将晶体管324、328和334的漏极端的电压电平保持在缓冲器344的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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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点电压(trip  point  voltage)以上(或之下)或以下(或之下)。当信号PTP'与信号PTN'之

间的电压差值增加时，晶体管322、324、332和334用作差分放大器以放大电压差值，并且然

后，响应于信号PTP'与信号PTN'之间的信号极性，晶体管326和328还将晶体管324、328和334

的漏极端处的电压电平拉至缓冲器344的跳变点电压以上或以下。

[0054] 参考时钟生成器300为参考时钟生成器126的示例性实施方式。适合于生成结合图

4所示的参考时钟信号的其他合适的参考时钟生成器在各个实施例的范围内。

[0055] 图4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图1中的各个节点处的信号的时序图。波形402对应于信

号CKR的波形。波形412对应于信号PTP的波形。波形414对应于信号PTN的波形。波形422对应

于信号PTP'的波形。波形424对应于信号PTN'的波形。波形432对应于信号CKR'的波形。

[0056] 在时间T1处，参考时钟信号CKR(波形402)具有下降沿402a，该下降沿对应于从与

逻辑高值相对应的电压电平(之后为“逻辑高电平”)至与逻辑低值相对应的电压电平(之后

为“逻辑低电平”)的转变。响应于参考时钟信号CKR的下降沿402a，通过将信号PTN设置在用

于预定的时间段的逻辑高电平，脉冲生成器116使得信号PTN(波形414)具有脉冲414a。信号

PTP(波形412)仍处于逻辑低电平。

[0057] 在时间T1处，参考时钟生成器126的输入端处的信号PTP'(波形422)和PTN '(波形

424)处于可根据参考时钟生成器126的配置确定的共模电压电平(common  mode  voltage 

level)。然后，差分信号对PTP和PTN到达参考时钟生成器126的输入端以作为差分信号PTP'

和PTN'。在由传输线140导致的失真和延时之后的信号PTN的脉冲414a成为信号PTP'的脉冲

422a和信号PTN'的脉冲424a。

[0058] 在时间T2处，信号PTP'和信号PTN'之间电压差值足以使得参考时钟生成器126将参

考时钟信号CKR'(波形432)拉至具有与从逻辑高电平至逻辑低电平转变(transition，又称

跃变)相对应的下降沿。

[0059] 在时间T3处，参考时钟信号CKR(波形402)具有与从逻辑低电平至逻辑高电平转变

相对应的上升沿402b。响应于参考时钟信号CKR的上升沿402b，通过将信号PTP设置为用于

预定的时间段的逻辑高电平，脉冲生成器116使得信号PTP(波形412)具有脉冲412a。信号PTN

(波形414)仍处于逻辑低电平。在由传输线140导致的失真和延时之后的信号PTP的脉冲

412a成为信号PTP'的脉冲422b和信号PTN'的脉冲424b。

[0060] 在时间T4处，信号PTP'和信号PTN'之间电压差值足以使得参考时钟生成器126将参

考时钟信号CKR'(波形432)拉至具有与从逻辑低电平至逻辑高电平转变相对应的上升沿。

[0061] 在一些实施例中，时间延时T2-T1或时间延时T4-T3的大部分归因于由传输线140导

致的时间延时T140。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40为传输线130的复制品，并且因此，时间延时

T140与由传输线130导致的时间延时T130基本相等。因此，基于参考时钟信号CKR'生成的载波

信号CK[1] '、CK[2] '和CK[N] '还包括足以补偿时间延时T130的延时。当使用载波信号CK

[1]'、CK[2]'和CK[N]'解调接收的调制信号时，归因于时间延时T130的相位误差已经包括载

波信号CK[1]'、CK[2]'和CK[N]'的嵌入的延时。

[0062] 图5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载波生成器122中的锁相环电路500的框图。

锁相环电路500包括输入端502和输出端504。输入端502配置为接收参考时钟信号CKR'。例

如，输出端504配置为输出载波信号，诸如载波信号CK[1]'。由锁相环电路500生成载波信号

CK[1]'，该锁相环电路配置为使用参考时钟信号CKR'作为锁相环电路500的输入参考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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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锁相环电路500包括相位检测器512、电荷泵514、低通滤波器516、电压控制振荡器

518、以及分频器522。相位检测器512配置为基于输入参考信号与反馈信号FDIV之间的相位

差和/或频率差来生成检测信号SD。在该实施例中，参考时钟信号CKR'用作输入参考信号。

电荷泵514配置为基于检测信号SD生成泵升电压(pumped  voltage)VCP。低通滤波器516配置

为通过低通滤波的泵升电压VCP来生成控制信号VCTRL。电压控制振荡器518配置为基于控制

信号VCTRL生成载波信号CK[1]'。分频器522配置为通过预定比率对载波信号CK[1]'分频来

生成反馈信号FDIV。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定分频比为正整数。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定分频比为

正分数。

[0064] 作为实例示出锁相环电路500。在一些实施例中，只要可选的锁相环电路使用参考

时钟信号CKR'作为其输入参考信号，具有与锁相环电路500不同的配置的锁相环电路就在

各个实施例的范围内。而且，作为实例使用载波信号CK[1]'。与锁相环电路500类似的锁相

环电路还可用于生成载波信号CK[2]'或CK[N]'。

[0065] 图6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可用于图1的载波生成器122中的注入锁定振荡器600的

电路图。

[0066] 注入锁定振荡器600包括输入端602、输出端604和调谐端606。输入端602配置为接

收参考时钟信号CKR'。例如，输出端604配置为输出载波信号，诸如载波信号CK[1]'。调谐端

606配置为接收调谐信号VTUNE以用于输出频率调节。由注入锁定振荡器600生成载波信号CK

[1]'，该注入锁定振荡器配置为使用参考时钟信号CKR'作为注入锁定振荡器600的输入锁

定信号。

[0067] 注入锁定振荡器600包括具有正反馈配置的差分放大器610、电感-电容网络620、

以及开关器件630。差分放大器610包括第一输入/输出节点612和第二输入/输出节点614。

第一输入/输出节点与输出端604耦合。电感-电容网络620与第一输入/输出节点612和第二

输入/输出节点614耦合并且配置为从调谐段606接收调谐信号VTUNE。在一些实施例中，可基

于调谐信号VTUNE来调节电感-电容网络620的电感器件的电感值和/或电容器件的电容值。

结果，可响应于调谐信号VTUNE来调节注入锁定振荡器600的振荡频率(即，载波信号CK[1]'

的载波频率)。

[0068] 开关器件630耦合在第一输入/输出节点612与第二输入/输出节点614之间并且配

置为促使第一输入/输出节点612和第二输入/输出节点614处的电压电平为共同电压电平。

因此，当开关器件630闭合时，促使载波信号CK[1]'处于其上升沿或下降沿处。因此，用于闭

合或断开开关器件630的信号还称为注入锁定振荡器600的输入锁定信号。可基于参考时钟

CLR'来调节载波信号CK[1]'的相位。在一些实施例中，代替使用参考时钟CLR'，使用基于信

号PTP'或信号PTN'的放大的脉冲信号作为输入锁定信号。

[0069] 作为实例示出注入锁定振荡器600。在一些实施例中，只要可选的注入锁定振荡器

600使用参考时钟信号CKR'或从信号PTP'或信号PTN'推导而获得的脉冲信号作为其输入锁

定信号，具有与注入锁定振荡器600不同的配置的注入锁定振荡器也在各个实施例的范围

内。而且，作为实例使用载波信号CK[1]'。与注入锁定振荡器600类似的注入锁定振荡器还

可用于生成载波信号CK[2]'或CK[N]'。

[0070] 图7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从发射器的视角进行数据通信的方法700的流程图。在一

些实施例中，结合图1中的发射器110以及传输线130和140来执行方法700。应该理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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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7中示出的方法700之前、期间和/或之后执行附加的操作，因此本文仅简要描述其他一

些的处理。

[0071] 方法700开始于操作710，其中，通过载波生成器112生成第一载波信号CK[1]。方法

700进行至操作720，其中，通过载波生成器112生成第二载波信号CK[2]。在一些实施例中，

当发射器110仅包括一个调制器M[1](即，N＝1)时，省略操作720。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发射

器110包括多于两个调制器M[1]和M[2](即，N>2)时，重复操作710和/或操作720以生成所有

对应的载波信号CK[1]、CK[2]和CK[N]。

[0072] 方法700进行至操作730，其中，通过载波生成器112生成参考时钟信号CKR。在一些

实施例中，第一载波信号CK[1]具有第一载波频率，并且参考时钟信号CKR具有小于第一载

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在一些实施例中，载波信号CK[1]、CK[2]和CK[N]具有N个不同的载

波时钟频率，并且参考时钟频率小于N个不同的载波时钟频率中的任何一个。

[0073] 方法700进行至操作740，其中，基于第一载波信号CK[1]，通过调制器M[1]调制第

一数据流DI[1]，从而在调制器M[1]的输出端处生成第一调制数据流。方法700进行至操作

750，其中，基于第二载波信号CK[2]，通过调制器M[2]调制第二数据流DI[2]，从而在调制器

M[2]的输出端处生成第二调制数据流。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发射器110仅包括一个调制器M

[1](即，N＝1)时，省略操作750。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发射器110包括两个以上的调制器M[1]

和M[2](即，N>2)时，重复操作740和/或操作750以生成所有对应的调制数据流。

[0074] 方法700进行至操作760，其中，基于参考时钟信号CKR，通过脉冲生成器116生成脉

冲序列信号。在该实施例中，脉冲序列信号为差分信号对PTP和PTN的形式。在一些实施例中，

基于参考时钟信号CKR的上升沿，脉冲生成器116通过生成多个脉冲来生成信号PTP。在一些

实施例中，基于参考时钟信号CKR的下降沿，脉冲生成器116通过生成另一些多个脉冲来生

成信号PTN。

[0075] 方法700进行至操作770，其中，通过第一传输线130传输调制信号。调制信号包括

第一调制数据流和/或第二调制数据流。在该实施例中，调制信号为差分信号对DP和DN的形

式。

[0076] 方法700进行至操作780，其中，通过第二传输线140传输脉冲序列信号PTP/PTN。

[0077]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传输线130配置为导致调制信号DP/DN的延时T130，并且第二

传输线140配置为导致脉冲序列信号PTP/PTN的延时T140。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传输线140的

延时T140可用于表示第一传输线130的延时T130。

[0078] 图8是根据一些实施例的从接收器的视角进行数据通信的方法800的流程图。在一

些实施例中，结合图1中的接收器120以及传输线130和140来执行方法800。应该理解，可以

在图8中示出的方法800之前、期间和/或之后执行附加的操作，因此本文仅简要描述其他一

些的处理。

[0079] 方法800进行至操作810，其中，通过第一传输线130接收调制信号。在该实施例中，

调制信号为差分信号对DP'和DN'的形式。而且，在操作820中，通过第二传输线140接收脉冲

序列信号。在该实施例中，脉冲序列信号为差分信号对PTP'和PTN'的形式。

[0080] 在一些实施例中，与调制信号DP/DN相比，第一传输线130配置为导致调制信号DP'/

DN'的延时T130，并且与脉冲序列信号PTP/PTN相比，第二传输线140配置为导致脉冲序列信号

PTP'/PTN'的延时T140。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传输线140的延时T140可用于表示第一传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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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的延时T130。

[0081] 方法800进行至操作830，其中，基于脉冲序列信号PTP'/PTN'，通过参考时钟生成器

126生成参考时钟信号CKR'。

[0082] 在一些实施例中，参考时钟生成器126使得参考时钟信号CKR'具有上升沿，随后响

应于具有差分信号对PTP'/PTN'之间的第一信号极性的脉冲序列信号的脉冲，第一电压电平

对应于逻辑高值。在一些实施例中，参考时钟生成器126使得参考时钟信号CKR '具有下降

沿，随后响应于具有差分信号对PTP'/PTN'之间的第二信号极性的脉冲序列信号的脉冲，第

二电压电平对应于逻辑低值。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信号极性是指信号PTN'的电压电平比

信号PTP'的电压电平大预定阈值。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二信号极性是指信号PTN'的电压电平

比信号PTP'的电压电平大预定阈值。

[0083] 方法800进行至操作840，其中，通过载波生成器122生成第一载波信号CK[1]'。方

法800进行至操作850，其中，通过载波生成器122生成第二载波信号CK[2]'。在一些实施例

中，当接收器120仅包括一个解调器DM[1](即，N＝1)时，省略操作850。在一些实施例中，当

接收器120包括多于两个解调器DM[1]和DM[2](即，N>2)时，重复操作840和/或操作850以生

成所有对应的载波信号CK[1]'、CK[2]'和CK[N]'。

[0084]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载波信号CK[1] '具有第一载波频率，并且参考时钟信号

CKR'具有小于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在一些实施例中，载波信号CK[1]'、CK[2]'和

CK[N]'具有N个不同的载波时钟频率，并且参考时钟频率小于N个不同的载波时钟频率中的

任何一个。

[0085] 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参考时钟信号CKR'作为锁相环电路的输入参考信号，通过

载波生成器的锁相环电路生成载波信号CK[1]'、CK[2]'或CK[N]'。在一些实施例中，使用参

考时钟信号CKR'或由信号PTP'或信号PTN'推导出的脉冲信号作为注入锁定振荡器的输入锁

定信号，通过载波生成器的注入锁定振荡器生成载波信号CK[1]'、CK[2]'或CK[N]'。

[0086] 在一些实施例中，载波信号CK[1]'、CK[2]'和CK[N]'中的每一个载波信号和载波

信号CK[1]、CK[2]和CK[N]中的对应的载波信号具有相同的载波时钟频率、或者它们的差值

在预定的工程容限内。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定的工程容限小于对应的载波时钟频率的

1.0％。

[0087] 方法800进行至操作860，其中，基于第一载波信号CK[1]'，通过解调器DM[1]解调

调制信号，从而生成第一解调数据流DO[1]。方法800进行至操作870，其中，基于第二载波信

号CK[2]'，通过解调器DM[2]解调调制信号，从而生成第二解调数据流DO[2]。在一些实施例

中，当接收器120仅包括一个解调器DM[1](即，N＝1)时，省略操作870。在一些实施例中，当

接收器120包括多于两个解调器DM[1]和DM[2](即，N>2)时，重复操作860和/或操作870以生

成所有对应的解调数据流。

[0088] 根据一个实施例，通信系统包括发射器、第一传输线和第二传输线。发射器包括调

制电路、载波生成器和脉冲生成器。调制电路配置为基于第一载波信号调制第一数据流，从

而生成调制信号。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载波生成器配置为生成第一载波信号

和参考时钟信号。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脉冲生成器配置

为基于参考时钟信号生成脉冲序列信号。第一传输线配置为承载调制信号。第一传输线配

置为导致调制信号的延时。第二传输线配置为承载脉冲序列信号。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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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序列信号的延时，并且第二传输线的延时可用于表示第一传输线的延时。

[0089] 在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调制信号作为第一差分信

号对在所述第一传输线上传输；以及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脉冲序列信

号作为第二差分信号对在所述第二传输线上传输。

[0090] 在实施例中，所述调制电路包括：第一调制器，配置为基于所述第一数据流和所述

第一载波信号生成第一调制信号；以及驱动放大器，配置为基于所述第一调制信号生成所

述调制信号。

[0091] 在实施例中，所述调制电路还包括第二调制器，所述第二调制器配置为基于第二

数据流和第二载波信号生成第二调制信号，所述第二载波信号具有第二载波频率，并且所

述参考时钟频率小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以及所述驱动放大器配置为基于所述第一调制信

号和所述第二调制信号生成所述调制信号。

[0092] 在实施例中，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的长度等于或小于所述参考时钟频率下的所述

第二传输线上的电信号的有效波长的1/10。

[0093] 在实施例中，通过所述脉冲生成器生成差分信号对形式的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以

及所述脉冲生成器包括：第一子电路，配置为生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一信号，所述第一信

号包括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的上升沿生成的多个第一脉冲；以及第二子电路，配置为生

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二信号，所述第二信号包括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的下降沿生成的

多个第二脉冲。

[0094] 根据另一实施例，通信系统包括接收器、第一传输线和第二传输线。接收器包括解

调电路、载波生成器和参考时钟生成器。解调电路配置为基于第一载波信号解调调制信号。

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载波生成器配置为基于参考时钟信号生成第一载波信

号。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参考时钟生成器配置为基于脉

冲序列信号生成参考时钟信号。第一传输线配置为承载调制信号。第一传输线配置为导致

调制信号的延时。第二传输线配置为承载脉冲序列信号。第二传输线配置为导致脉冲序列

信号的延时，并且第二传输线的延时可用于表示第一传输线的延时。

[0095] 在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调制信号作为第一差分信

号对在所述第一传输线上传输；以及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一对导线，并且所述脉冲序列信

号作为第二差分信号对在所述第二传输线上传输。

[0096] 在实施例中，所述解调电路包括：接收放大器，配置为基于所述调制信号生成放大

的调制信号；以及第一解调器，配置为基于所述放大的调制信号和所述第一载波信号生成

第一解调数据流。

[0097] 在实施例中，所述调制电路还包括第二解调器，所述第二解调器配置为基于所述

放大的调制信号和第二载波信号生成第二解调数据流，所述第二载波信号具有第二载波频

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频率小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

[0098] 在实施例中，所述第二传输线具有的长度等于或小于所述参考时钟频率下的所述

第二传输线上的电信号的有效波长的1/10。

[0099] 在实施例中，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以差分信号对的形式在所述第二传输线上传输；

以及所述参考时钟生成器包括锁存放大器，所述锁存放大器具有第一输入端、第二输入端

和输出端，所述第一输入端配置为接收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一信号，所述第二输入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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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收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二信号，以及所述输出端配置为输出所述参考时钟信号。

[0100] 在实施例中，所述载波生成器具有下列配置中的一种：所述载波生成器包括锁相

环电路，所述锁相环电路配置为使用所述参考时钟信号作为所述锁相环电路的输入参考信

号；或所述载波生成器包括注入锁定振荡器，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配置为使用所述参考时

钟信号作为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的输入锁定信号。

[0101] 根据另一实施例，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生成第一载波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

第一载波信号具有第一载波频率，并且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

率。基于第一载波信号调制第一数据流，从而生成第一调制数据流。基于参考时钟信号生成

脉冲序列信号。通过第一传输线传输调制信号。调制信号包括第一调制数据流，并且第一传

输线配置为导致调制信号的延时。通过第二传输线传输脉冲序列信号。第二传输线配置为

导致脉冲序列信号的延时，并且第二传输线的延时可用于表示第一传输线的延时。

[0102] 在实施例中，生成差分信号对形式的脉冲序列信号；以及生成所述脉冲序列信号

包括：生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一信号，包括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的上升沿生成多个第

一脉冲；和生成所述差分信号对的第二信号，包括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的下降沿生成多

个第二脉冲。

[0103] 在实施例中，数据通信的方法还包括：生成第二载波信号，所述第二载波信号具有

第二载波频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频率小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基于所述第二载波信号调

制第二数据流，从而生成第二调制数据流，所述调制信号包括所述第二调制数据流。

[0104] 根据另一实施例，一种数据通信的方法包括通过第一传输线接收调制信号。第一

传输线配置为导致调制信号的延时。通过第二传输线接收脉冲序列信号。第二传输线配置

为导致脉冲序列信号的延时，并且第二传输线的延时可用于表示第一传输线的延时。基于

脉冲序列信号生成参考时钟信号。基于参考时钟信号生成第一载波信号。第一载波信号具

有第一载波频率，并且参考时钟信号具有小于第一载波频率的参考时钟频率。基于第一载

波信号解调调制信号，从而生成第一解调数据流。

[0105] 在实施例中，传输以差分信号对形式的所述脉冲序列信号；以及生成所述参考时

钟信号包括：使所述参考时钟信号具有上升沿，随后响应于具有所述差分信号对之间的第

一信号极性的所述脉冲序列信号的第一脉冲，第一电压电平对应于逻辑高值；以及使所述

参考时钟信号具有下降沿，随后响应于具有所述差分信号对之间的第二信号极性的所述脉

冲序列信号的第二脉冲，第二电压电平对应于逻辑低值。

[0106] 在实施例中，数据通信的方法还包括：基于所述参考时钟信号生成第二载波信号，

所述第二载波信号具有第二载波频率，并且所述参考时钟频率小于所述第二载波频率；以

及基于所述第二载波信号解调所述调制信号，从而生成第二解调数据流。

[0107] 在实施例中，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包括下列操作中的一个：通过锁相环电路生

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所述锁相环电路配置为使用所述参考时钟信号作为所述锁相环电路

的输入参考信号；或通过注入锁定振荡器生成所述第一载波信号，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配

置为使用所述参考时钟信号作为所述注入锁定振荡器的输入锁定信号。

[0108] 以上论述了若干实施例的部件，使得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

各个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可以很容易地使用本发明作为基础来设计或更改

其他的处理和结构以用于达到与本发明所介绍实施例相同的目的和/或实现相同优点。本

说　明　书 12/13 页

16

CN 107070469 B

16



领域技术人员也应该意识到，这些等效结构并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并且在不背离

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多种变化、替换以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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