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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秘訣幫助您更佳執行示波器探測

探測技術對於高品質的示波器測量非常重要，而探棒通常是示波器測量鏈中的第一環。如果探棒的性

能不足，就會在示波器上看到失真訊號或誤導訊號。為您的應用選擇恰當的探棒是執行可靠測量的第

一步。如何使用探棒也會影響您執行精確測量的能力，以至於影響您獲得有用的測量結果。本應用指

南介紹8個重要秘訣，幫助您為自己的應用選擇適當探棒，提高示波器探測能力。以下探測秘訣將幫

助您避免最常見的探測陷阱。

秘訣1：選擇被動探棒還是主動探棒？

秘訣2：使用雙探棒檢查探棒負載

秘訣3：使用前的探棒補償

秘訣4：高靈敏度、寬動態範圍電流測量

秘訣5：使用差動探棒執行安全浮動點測量

秘訣6：檢查共模抑制

秘訣7：檢查探棒耦合

秘訣8：阻尼諧振 (Damp the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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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1

選擇被動探棒還是主動探棒？ 

對於中低頻 (小於 600-MHz)測量來

說，被動高阻抗探棒是很好的選擇。

這些探棒堅固耐用且價格經濟，具有

寬動態範圍 (大於 300 V)和高輸入阻

抗，從而和示波器的輸入阻抗相匹

配。不過，和低阻抗 (z0)被動探棒或

主動探棒相比，被動探棒具有更高的

電容負載，而且頻寬較低。總之，對

於絕大多數類比或數位電路的通用除

錯和故障診斷來說，高阻抗被動探棒

都是一個極好的選擇。

對於在寬頻範圍上 (大於600 MHz)需

要執行精確測量的高頻應用來說，最

好選用主動探棒。主動探棒比被動探

棒價格較高，並且其輸入電壓有限，

但是由於它們的電容負載顯著降低，

因而能使您更精確地觀察快速訊號。

Keysight N2873A 500-MHz被動探棒，

採用15-cm鱷魚夾接地線：

－載入訊號後，現在具有740 ps上

　升緣

－探棒輸出包含諧振，上升緣測量為

　1.4 ns

在圖 1-1中，我們看到的是採用 600

MHz示波器 (Keysight DSO 9064A)測

量具有 500 ps上升時間訊號的螢幕

擷取畫面。左圖是使用 Keysight

N2873A 500 MHz被動探棒測量此訊

號的圖像。右圖是使用 Keysight

N2796A 2 GHz單端主動探棒測量同

一訊號的圖像。兩個圖中的黃色跡線

均是訊號在探測之前的曲線。綠色跡

線是探測後的訊號曲線，它與探棒的

輸入相同。紫色跡線顯示的是測得訊

號，也可以稱為探棒輸出。

被動探棒在載入訊號時會混入自身的

電阻、電感和電容（綠色跡線）。或

許您希望示波器探棒不要影響待測物

(DUT)的訊號。不過，在本例中，被

動探棒對待測物確實有影響。被探測

的訊號其上升時間由原來預期的 600

ps變為 4 ns，部分原因是由於探棒

的輸入阻抗，另外還因為在測量583-

MHz訊號 (0.35/600 ps = 583 MHZ)

時，探棒的頻寬只有500-MHz。

Keysight N2796A 2-GHz主動探棒，

採用1.8-cm接地線：

－訊號未受探棒影響，仍有630 ps

　邊緣

－探棒輸出和訊號相匹配，並測得邊

　緣為555 ps

被動探棒的電感和電容效應還會造成

探棒輸出的過沖和波動。一些設計人

員對這個數量的測量誤差並不在意，

但對某些設計人員來說，這個數量的

測量誤差是無法接受的。

我們看到，在將主動探棒（例如

Keysight N2796A 2GHz主動探棒）

連接到待測物時，該訊號幾乎未受影

響。訊號特徵在探測後（綠色跡線）

和探測前（ N2796A 2 GHz跡線）幾

乎完全相同。此外，訊號的上升時間

也未受探棒的影響，始終保持在 555

ps。另外，主動探棒的輸出（綠色跡

線）也和探測得的訊號（紫色跡線）

相匹配，測得上升時間為預期的 600

ps。 N2796A主動探棒的 2 GHz頻

寬、優異的訊號真實度及其低探棒負

載使這一切成為可能。

圖1-1.用被動探棒和主動探棒測量具有600 ps 上升時間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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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雙探棒檢查探棒負載

圖2-1：使用雙探棒檢查探棒負載

圖1-2.高阻抗被動探棒和主動探棒比較

圖2-2.由長接地引線引起的探棒負載

探測電路之前，先將一個探針連接到

電路上的一點，然後再將第二個探棒

連接到同一點。在理想狀況下，您應

看到訊號無任何變化。如果訊號產生

變化，這個變化是由探棒負載引起的。

在理想狀況下，示波器採用無擾線（

具有無限的輸入電阻、零電容和零電

感）連接到待測電路，它能對待測訊

號執行精確複製。但在現實世界中，

探棒是測量的一部分，它會向電路載

入負載。

如欲檢查探棒的負載效應，首先要將

探棒連接到待測電路或一個已知的步

進訊號，另一端連接到示波器的輸入

端。在示波器顯示幕上觀察此軌跡，

然後保存，再在顯示幕上調用以使跡

線保留在顯示幕上執行比較。稍後，

將相同類型的另一個探棒連接到同一

探測點，觀察在使用兩個探棒執行探

測時原始跡線有何變化。

為了更佳執行探測，您可能需要對探

測執行調整，或者使用較低負載的探

棒。例如本例中，縮短接地引線就能

起到好的效果。在圖 2-2 中，電路接

地採用 18 cm（ 7英寸）長的接地引

線。

被動探棒和主動探棒的主要區別如表1-2 所示

高阻抗被動探棒 主動探棒

電源要求 無 是

負載 高電容負載和

低電阻負載

電阻和電容負載的

最佳組合

頻寬 高達700 MHz 高達30 GHz

應用 通用中低頻測量 高頻應用

耐用性 非常耐用 耐用性較差

最大輸入電壓 ~ 300V ~ 40V

典型價格 $100-$500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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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的探棒補償

大多數探棒在設計時都和特定示波器

型號的輸入相匹配。不過，各個示波

器之間也是略有差別，甚至在同一示

波器的不同輸入通道之間也有差別。

所以在將探棒連接到示波器的輸入端

之前，一定要確保首先檢查探棒補

償，因為此探棒先前可能已經過調整

以便和不同的輸入相匹配。為了解決

這個問題，大多數被動探棒都採用內

建補償RC分壓器網路。探棒補償是

調整RC分壓器的過程，以使探棒維

持在額定頻寬上的衰減率。

如果示波器能夠自動補償探棒性能，

使用該功能將會非常有用。否則，可

使用手動補償來調整探棒的可變電

容。大多數示波器在前置面板上都可

提供方波參考訊號以對探棒提供補

償。您可將探針連接到探棒補償端，

再將探棒連接到示波器的輸入端。觀

察方波參考訊號，使用小螺絲刀對探

棒執行恰當調整，以使示波器螢幕上

的方波看上去像方波。

圖2-3.使用短接地引線降低探棒負載

在圖2-3 中，同一訊號接地採用彈簧

接地引線。在使用較短的接地引線

後，探測訊號（紫色跡線）的振鈴

(ringing)就消失了。

圖3-1.使用小螺絲刀調整探棒的可變電容。

圖3-2.和平坦方波相應的補償調整

圖3-2 中的上圖所示的是如何恰當調

整探棒端接盒中的補償電容器。在圖

中您可看到，如果低頻調整不恰當，

方波中可能就會有過沖 (overshoot)

或者下沖 (undershoot)。這將造成高

頻測量的不準確性。因此，確保對補

償電容器執行正確調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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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電流測量秘訣

隨著當前電池供電設備和積體電路變

得越來越注重環保和高效能，工程師

迫切需要高靈敏度的低電平電流測量

能力，以確保電流消耗處於可接受的

範圍之內。需要精確測量功耗的主要

應用是無線移動設備和消費類電子產

品等使用電池供電的應用。為了儘量

延長電池的使用時間，工程師需要最

大限度降低產品在整個使用壽命中的

功耗。功率定義為P = V x I。降低設

備功耗的主要方法是在電源電壓固定

不變的情況下，減少設備的平均電流

消耗。

測量由電池供電的移動設備（例如手

機或平板電腦）的電流消耗，最主要

的挑戰是電流訊號的動態範圍非常

寬。移動設備通常需要在活動狀態（

峰值電流非常高而且消耗得非常快）

與閒置或待機電流模式（只消耗極少

直流和交流電流）之間來回切換。

圖 4-1顯示了在用 GSM手機打電話

時測得的電流消耗。活動狀態下的電

源峰值高達 2A左右，而閒置模式中

的電流消耗極小。

利用示波器測量電流，最簡單的辦法

是用Keysight 1147B 或N2893A等鉗

形電流探棒直接監測輸入待測物的電

流。

圖4-2. 使用示波器測量電流的最簡單方法是使用鉗形電流探棒，

例如Keysight 1147B或N2893A。

圖4-1. 用GSM手機打電話時測得的電流消耗。

最新的 Keysight N2820A系列高靈敏

度電流探棒可以同時滿足寬動態範圍

和高靈敏度電流測量需求。由於當前

的應用環境要求測試裝置的外形必須

極小，所以這些探棒還具有另一個優

勢―只需極小的空間便能與待測物

(DUT)建立物理連接。最新的N2820A

/21A交流 /直流電流探棒具有示波器

電流探棒中業界最高的靈敏度，可覆

蓋最低50 uA、最高5 A的電流範圍。
而且，為獲得更精確的測量，工程師

必須不定期地對探棒執行消磁處理，

以消除探棒核心的殘餘磁性，並補償

鉗形電流探棒的直流偏置。額外的校

準流程會使鉗形電流探棒更加難以使

用。

可是，這種方法並不適合測量從不到

1毫安培快速變到幾安培的小電流，

因為鉗形電流探棒的動態範圍和靈敏

度都非常有限，僅有幾毫安培。以測

量手機電流消耗為例，空閒狀態下的

電流由於受到探棒雜訊的掩蓋而很難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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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 N2820A 2 通道高靈敏度電

流探棒內建兩個並聯的差動放大器並

對它們應用了不同的增益設置，低增

益端使您可以查看波形的全貌（或 "

縮小 "視圖），而高增益放大器則提

供 "放大 "視圖，使您可以查看極其

微小的電流波動，例如手機的待機電

流。 N2820A/21A 電流探棒經過優

化，可以測量待測物中的電流流動以

描述子電路特性，從而使使用者除了

能夠查看大訊號之外，還能查看快速

和大幅變化的電流波形的詳細細節。

該探棒可以通過創新的方式連接到待

測物。它附帶的先通後斷 (MBB)連接

器使您無需焊接或拆焊引線，即可快

速地探測待測物上的多個位置。MBB

探棒可以安裝到目標電路板上，或用

電線連接到待測物。它能夠插入到適

用於 0.025 英寸方針的 0.1英寸標準

間距的通孔中。用戶可相應地設計其

PCB版圖。要想在不中斷待測電路的

條件下，輕鬆連接目標電路板上的多

個位置或斷開與這些位置的連接，

MBB是最好的選擇。

探棒技術的創新不僅僅是這些。在捕

獲到電流波形之後，您現在想要計算

系統在一段時間內的平均電流消耗。

Keysight Infiniium和 InfiniiVision示波

器在曲線測量結果下提供了一個區域

(Charge)，您可以通過積分運算輕鬆

計算隨時間變化的電流消耗，結果用

安時（ Ah，即安培 x小時）表示。

Ah是衡量電池儲電容量的單位。

1安時等於 1安培電流流動 1小時的

結果。

現在利用N2820A/21A電流探棒，工

程師在測試由電池供電的產品時能夠

同時查看動態電流波形的詳細細節和

整體概況，獲得此前使用傳統鉗形探

棒無法得到的測量結果。

圖4-3.最新N2820A/21A 交流 /直流電流探棒提供了示波器電流

探棒中業界最高的靈敏度。

圖4-4.它附帶的先通後斷 (MBB)連接器使您無需焊接或

拆焊引線，即可快速地探測待測物上的多個位置。

圖4-5.Keysight Infiniium 和 InfiniiVision 示波器在曲線測量結果下提供

了一個區域 (Charge)，您可以通過積分運算輕鬆計算隨時間變化的電

流消耗，結果用安時（Ah，即安培 x小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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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差動探棒執行安全浮動點

測量

示波器使用者經常需要執行浮動點測

量。在這種測量中，任何測量點都不

能潛在接地。例如，假設您要測量線

性電源系列調節器U1的輸入和輸出

的壓降。那麼調節器的電壓輸入引腳

和輸出引腳都不能接地。

在執行標準示波器測量時，探棒連接

到訊號點，探針接地引線連接到電路

接地，此時，示波器實際測量的是測

試點和接地之間的訊號差。大多數示

波器都將其訊號接地終端（或 BNC

介面的外殼）連接至防護接地系統。

此舉可使示波器上的所有訊號均有一

個共同的連接點。基本上所有示波器

測量都是相對於 "接地 "來說的。從

本質上來說，將接地連接器連接到任

何一個浮動點點都可使探測點接地，

這常常造成尖峰或電路故障。您應如

何應對這種浮動點測量問題呢？

目前執行浮動點測量有一個很流行但

卻不太可取的解決方案，那就是 "A-

B"技術，它使用兩個單端探棒和示波

器的運算函數來執行浮動點測量。

大多數數位示波器都有減法模式，採

用此模式時，兩個輸入通道執行電子

相減可算出差動訊號的差異。為了得

到良好的結果，每個探棒在使用前都

應該執行匹配和補償。採用這種方

法，共模抑制比通常可限制到 -20dB

(10:1)以下。如果每個探棒的共模訊

號都非常大，而差動訊號卻小得多，

那麼兩邊的增益差別將會極大地改變

他們的 "差動 "或 "A-B"結果。此時

最好對同一訊號重新探測一次，看看

"A-B"結果將如何顯示。

對任何一種示波器而言，要執行安

全、精確地浮動點測量，使用高壓差

動探棒，例如 Keysight N2790A，都

是一個更佳的解決方案。 N2790A通

過在探棒上安裝一個真實的差動放大

器，獲得高達 1400 VDC + AC峰值的

額定差動電壓測量範圍以及在10 MHz

處有 -70 dB的共模抑制比 (CMRR)。

使用差動探棒及可滿足應用的充足的

動態範圍和頻寬可執行安全、精確的

浮動點測量。

圖5-1.當測量未採用接地參考時，必須採用差動測量解決方案。

圖5-2.明智的檢查辦法是對同一訊號執行雙重探測，再觀察 "A-B"結果如何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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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共模抑制

圖6-1.將兩個探針均連接到接地，並觀察

螢幕上是否有任何訊號顯示。

秘訣7

檢查探棒耦合

探測時最易產生誤解的問題之一是共

模抑制可能會影響測量品質。無論是

單端探棒還是差動探棒，將兩個探針

均連接到待測物的接地，然後觀察螢

幕上是否有任何訊號顯示都是值得的。

如有訊號顯示，該訊號顯示的就是由

於缺少共模抑制而引起的訊號受影響

程度。測量的由源而非訊號造成的共

模雜訊電流可從待測物的接地流經探

棒接地，直至探棒電纜遮罩。共模噪

音源可能在待測物內部，也可能在其

外部，例如電源線雜訊、EMI或ESD

電流。單端探棒的長接地引線可能會

使該問題變得非常明顯。單端探棒常

常會遭到缺少共模抑制的影響。差動

主動探棒則可提供高得多的共模抑制

比，通常可高達80 dB (10,000:1)。

圖6-2.差動主動探棒可提供高得多的共模抑制比，有效消除共模雜訊電流。

在將探棒連接至訊號時，用手抓住探

棒電纜並繞圈移動。如果螢幕上的波

形發生嚴重改變，那就說明能量就已

耦合到探棒遮罩，產生了這個改變。

通過使用探棒電纜上的磁芯來降低電

纜遮罩的共模雜訊電流可能有助於提

高探測精準度。探棒電纜上的磁芯會

生成一系列的阻抗與導體中的電阻並

聯。增加探棒電纜的磁芯對訊號幾乎

沒什麼影響，因為訊號通過中心導體

的核心並沿著遮罩的核心返回，致使

沒有淨訊號電流經過核心。

減少單端探棒接地引線的長度將會有

一定的幫助作用，轉而採用差動探棒

是最有效的措施。很多用戶都不能理

解探棒電纜環境的改變會造成測量結

果的改變，尤其是在執行高頻測量

時，它會造成測量可重複性和測量品

質的下降。

圖7-1.使用探棒電纜的磁芯將有助於提

高探測精準度

因此，電纜磁芯的位置非常重要。為

方便起見，您可嘗試著將磁芯安裝在

示波器一端。這將使探棒變得更輕、

更易於操作。不過，在將磁芯安裝到

電纜的探棒介面端時，磁芯的有效性

將會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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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8

阻尼諧振

探棒性能受到探棒連接的高度影響。

由於設計中訊號速度的提升，您在連

接示波器探棒時可能會發現更多過

沖、振盪和其他擾動。探棒會在與元

件的連接位置形成一個諧振電路。如

果諧振位於示波器探棒頻寬內，確定

測量擾動源於電路或是探棒將變得十

分困難。

如果您必須在探針上添加電線以便在

狹窄的環境中執行測量，可在探針上

放置一個電阻器以阻尼添加電線的諧

振。

對於單端探棒來說，應將電阻放在訊

號引線上，並儘量保持接地引線短

路。對於差動探棒來說，可將電阻器

放置在引線尖上，並保持引線長度相

同。電阻器的值可通過先探測一個已

知步進訊號通過夾具電路板（如

Keysight E2655B）進入示波器通道

的訊號值來確定。然後再探測線尖上

裝有電阻器的電線訊號。當電阻器的

值恰當時，除非訊號經過了低通濾

波，否則您應看到和測試步進相似的

步進形狀。如果您看到過量振鈴

(ringing)，請增加電阻器值。

圖8-1.在探針上放置一個電阻器來 添加電線的諧振。阻尼

圖8-2.通過對探棒輸入執行恰當阻尼，負載 /輸入阻抗將永遠不會低於阻尼電阻器的值。

圖8-3.隨著設計速度的增加，您可能會看到更多的過沖、振鈴和其他擾動問題。

通過在探針上添加阻尼電阻器可以克服由探棒連接形成的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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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4.InfiniiMode N2750A 系列、1156A-58A

系列和 InfiniiMax 系列探棒圴使用這種阻尼

附件技術來達到最佳且靈活的性能。

探棒的阻尼附件提供了一種靈活的使

用模型，在其規定頻寬內可以維持低

輸入電容和電感以及平坦的頻率響應。

InfiniiMode N2750A 系列、 1156A-58A 

系列和 InfiniiMax 系列探棒圴使用這種

阻尼附件技術來達到最佳且靈活的性

能。

要實現示波器的最高使用效能，您必須根據特定的應用需要選用適宜的探棒和

附件。請與是德科技的測量專家聯繫或訪問www.keysight.com/find/scope_probes 

查找示波器探棒和附件綜合系列的資訊。

可靠測量，從探棒開始！相關是德科技資料

型錄標題 型錄類型 型錄編號

是德科技示波器探棒和附件 選型指南

Infiniium 示波器探棒和附件

InfiniiVision 示波器探棒和附件

5989-6162ZHA

技術資料 5968-7141EN

技術資料 5968-8153Z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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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個人化頁面查看與您息息相關的資訊

LXI是繼 GPIB之後推出的區域網路 (LAN) 標準，可提供更快速、更有效率

的網路連結方式。是德科技之前身安捷倫EMG是LXI聯盟的創始會員。

®AdvancedTCA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and Test (AXIe)是基於dvancedTCA

標準的開放標準，將AdvancedTCA標準延伸到通用測試和半導體測試領域。

是德科技之前身安捷倫EMG是LXI聯盟的創始會員。

五年保固延長計劃

是德科技銷售夥伴

三年保固

是德科技提供經濟實惠的五年保固保證，確保儀器的運作達到規格要求，

您可持續信賴儀器的量測準確度。

除了享有卓越產品規格外，還可獲得與眾不同的產品擁有體驗。是德科技是

全球所有量測儀器廠商中，唯一保證所有儀器皆享3 年保固的廠商。

兩全其美：是德科技專業的量測技術與齊備的產品，搭配是德科技銷售夥伴的

服務與彈性價格。

是德科技 - DEKRA Certified ISO 9001:2008品質管理系統。

PCI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PXI)模組化儀器提供堅固耐用的PC式

高效能量測儀器與自動化系統。

www.keysight.com.tw

www.keysight.com.tw/find/contactus

www.keysight.com.tw

www.keysight.com/find/mykeysight

www.axiestandard.org

www.lxistandard.org

www.pxisa.org

www.keysight.com/find/ThreeYearWarranty

www.keysight.com/find/AssurancePlans

www.keysight.com/go/quality

www.keysight.com/find/channel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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