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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振幅準確度， 
就用下一代信號產生器 
獲致真實的效能 
信號產生器提供準確、高度穩定的測試信號，以便用於各種元件及系統測試應用。在射頻測試系統中，

您可提升從信號產生器輸出到待測物 (DUT) 的量測準確度。然而，儀器與 DUT 之間的電線、元件及切

換器，可能會降低量測準確度。 

如果您須使用信號產生器執行量測，本白皮書可協助您提高振幅準確度。振幅準確度為什麼重要？ 
如何將振幅準確度最佳化？讓我們先從射頻功率量測的基礎知識開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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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直流及低頻功率量測 

什麼是「功率」？ 
國際單位制將瓦特（W）定義為一個功率單位；一瓦是每秒一焦耳，用於量化能量轉移的速率。在直流及

低頻時，電壓與電流量測很簡單而直接。功率 (P) 是電壓 (V) 及電流 (I) 的乘積。 

對於低頻信號，電壓及電流都會隨時間變化。能量轉移速率（瞬時功率）也會隨時間變化。圖 1 顯示瞬時

功率 (P) 隨周期（藍色曲線）而變動。透過整合 P 曲線下的面積，可求得平均值。 

 

 

 

然而，隨著頻率增加，電壓與電流壓量測變得極困難而不切實際。多數應用因而改為進行直接功率量測。

圖 2 顯示三個電壓位準相同，頻率不同的連續波。Pi（綠色）是瞬時功率，隨時間變化。Pavg（紅色） 
代表平均功率。 

 

您可以看到平均功率保持不變，且與頻率無關。對於高頻信號，平均功率是很好的參量。接著讓我們釐清

射頻量測的不同功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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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從低頻到高頻功率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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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功率 

隨著頻率增加，阻抗將發生變化。「平均功率」一詞現在很常聽見，用於泛指所有的射頻及微波系統，

因為瞬時功率的變化太快，變得沒有意義。平均功率是在最低頻率時，多個時段內的平均能量轉移速率。

對於連續波（CW）信號，最低頻率和最高頻率是相同的，所以「平均功率」及「功率」亦同；而調幅信

號則須在信號調變成分的許多時段中求得平均功率。 

波封功率及峰值波封功率 (PEP) 

對於某些應用，工程師需在無法查看射頻載波波形細節的情況下，檢查調變或瞬態條件的影響。下面的圖 
3 顯示高頻調變信號功率量測。上圖是調變信號的電壓波封，左下圖以綠色顯示信號的瞬時功率，以紅色

顯示平均功率。 

波封功率的量測，是藉由與最高調變頻率期間相比，求得較長時間的平均功率，但與載波期間相比，功率

較短。右下方的圖 3 以紅色顯示波封功率。最大波封功率稱為「峰值波封功率 (PEP)」，是指定射頻發射

器的重要參數。 

 

圖 3：高頻調變信號的電壓波封及功率波封 

 

有關射頻及微波功率量測的更多詳細資訊，請下載應用說明《射頻及微波功率量測基礎知識第 1 - 4 部分》。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c=US&lc=eng&ckey=272209&nid=-11143.0.00&id=27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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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統計 - 互補累進分佈函數  

在時域及頻域中，許多數位調變信號看起來像雜訊。功率互補累進分佈函數 (CCDF) 曲線有助於分析數位調

變信號高階功率統計數據。您可以使用信號產生器的 CCDF 繪圖功能，來識別信號波形的峰均功率比 (PAR)，
如圖 4 所示。信號波形為 64 QAM，符碼率為 1 Msps，並具有 RRC（根升餘弦）基頻濾波器波形。PAR 為 
5.95 dB。 如果輸出振幅設定為 0 dBm（平均功率），則 PEP 等於輸出振幅加 PAR，即 +5.95 dBm。 

PEP = Pout + PAR 
其中 Pout 是信號產生器（平均輸出功率）上的振幅設定。 

 

 

圖 4：Keysight N5182B 信號產生器的波形工具軟體提供的 CCDF 繪圖功能 

 

信號產生器的增益壓縮 
如果信號產生器的輸出功率飽和，不僅會影響輸出功率位準準確度，還會影

響 AM 對 AM 壓縮所致的調變品質。對於高 PAR 信號，信號產生器的振幅位

準設定，不得大於信號產生器的最大輸出功率（即 PEP）減峰均功率比的數

值。例如，信號產生器的最大輸出功率為 +18 dBm，信號的 PAR 為 10 dB，

則信號產生器可使用的最大振幅設定（平均功率）為 +8 dbm（18 - 10 = 8）。

如此可防止信號產生器的功率放大器飽和。 

 

 

 

 

  

什麼是 AM 對 AM 壓縮？ 

理想情況下，放大器具有 
恆定增益，因此 Pout 與 Pin  
呈現線性相關。在高輸入位
準時，需設定飽和或壓縮
（又稱為 AM 對 AM），如此
將導致基頻 IQ 星座圖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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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使用 CCDF？ 
CCDF 曲線是分析數位調變信號功率分佈的出色工具，適用於許多設計應用。 

• 將調變格式的影響視覺化。 
• 透過系統元件組合多個信號。 
• 評估展頻系統（例如 CDMA）。 
• 設計並測試射頻元件。 

要瞭解有關 CCDF 的更多資訊，請下載《使用 CCDF 曲線分析數位調變信號》應用說明。 

 

功率規格要求為何？ 
在射頻測試中，最大輸出功率是每個信號產生器的基本屬性。信號產生器必須維持頻譜純度及位準準確度，

同時提供高輸出功率。讓我們仔細看看信號產生器的振幅規格。 
 

最大輸出功率 

底下的表 1 顯示 Keysight MXG/EXG 信號產生器的最大振幅規格。查看此表時，請注意以下幾點： 

1. 可設定範圍不是信號產生器的實際輸出範圍。使用輸出偏移，信號產生器可輸出偏移輸入值（正數

或負數）的振幅，代表您可使用外部放大器或衰減器擴展輸出範圍。 

顯示（可設定的）振幅位準 = 輸出位準 + 振幅偏移 

2. 輸出振幅受頻率範圍及工作溫度的影響。 
3. 步進衰減器（以 5 dB 步進）提供粗略功率衰減，以獲得較低的功率位準。ALC（自動位準控制）

電路在衰減器維持範圍內對功率位準進行微調。 

 

 

 

 

 

 

 

 

 

 

 

 

https://www.keysight.com/main/gated.jspx?lb=1&gatedId=1000001951:epsg:apn&cc=US&lc=eng&parentContId=worldwide_home&parentContType=sr&fileType=VIEWABLE&searchTyp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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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參數 

可設定範圍 +30 至 –144 dBm 
解析度 0.01 dB 

步進衰減器 5 dB 步進電子類型為 0 至 130 dB 

連接器 N 型 50 Ω，標稱值 

 

最大輸出功率 1 () = 典型值 

頻率 標配 選項 1EA 

9 kHz 至 10 MHz +13 dBm +17 dBm (+18 dBm) 
> 10 MHz 至 3 GHz +18 dBm +24 dBm (+26 dBm) 
> 3 至 5 GHz +16 dBm +19 dBm (+20 dBm) 

> 5 至 6.0 GHz +16 dBm +18 dBm (+19 dBm) 
 
註 1：產品規格介於 20°C 和 30°C 間。此溫度範圍外的最大輸出功率，通常會下降 0.01 dB/°C。  
 
表 1：輸出參數及最大輸出功率的振幅規格 

 

振幅準確度 

信號產生器的振幅準確度是指產生器之輸出振幅符合設定振幅的程度。振幅準確度通常設定於頻率及溫度

範圍內。設定溫度範圍是因為信號產生器通常在溫控環境中進行校驗。工作溫度愈偏離信號產生器校驗的

溫度，振幅準確度就愈失準。 

如前所述，信號產生器的輸出範圍取決於衰減器及 ALC 電路。輸出功率愈低，所需的衰減器愈多。每個衰

減器都會產生一些不確定性。表 2 顯示振幅準確度受到頻率範圍及振幅位準影響。 

在一些調變條件下，ALC 電路無法正常處理，將導致輸出位準誤差。此時可過關閉 ALC 並使用功率搜尋，

以獲得所需的功率位準準確度。當 ALC 關閉功能與脈衝調變一起使用，且脈衝寬度小於 2 微秒，並具有特

定外部 I/Q 調變時，ALC 關閉功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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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模式下的絕對位準準確度 1（ALC 開啟）() = 典型值 

 標配  選項 1EQ  

準確度 最大功率可達 –60 dBm < –60 至 –110 dBm < –110 至 –127 dBm 

9 至 100 kHz (± 0.6 dB) (± 0.9 dB)  

100 kHz 至 5 MHz ± 0.8 dB (± 0.3) ± 0.9 dB (± 0.3)  

> 5 MHz 至 3 GHz ± 0.6 dB (± 0.3) ± 0.8 dB (± 0.3) ± 1.5 dB (± 0.5) 

> 3 至 6 GHz ± 0.6 dB (± 0.3) ± 1.1 dB (± 0.3) ± 1.6 dB (± 0.6) 

CW 模式下的絕對位準準確度（ALC 關閉，執行功率搜尋，相對於 ALC 開啟） 

9 kHz 至 6 GHz ± 0.15 dB，典型值   

數位 I/Q 模式下的絕對位準準確度（僅限 N5182B） 

（ALC 開啟，相對於 CW，W-CDMA 1 DPCH 配置 < +10 dBm） 

5 MHz 至 6 GHz ± 0.25 dB, (0.05 dB)   

 

表 2：Keysight MXG 信號產生器的絕對位準準確度 

 

 

 

 

 

  

圖 5：ALC 反饋電路的簡化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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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幅準確度的重要性 
接收器靈敏度測試決定接收器是否能檢測出等於或低於指定功率位準的微弱信號。在此情況下，量測結果

跟信號產生器位準息息相關，因此信號產生器振幅準確度規格至關重要。 

例如，接收器具有 -110 dBm 的指定靈敏度位準。接收器靈敏度測試將只接受夠靈敏的接收器，以檢測信

號強度為 -110 dBm 或更低的傳輸。有六個 DUT 具有不同的接收器靈敏度位準，如圖 6 所示。為確保不通

過的元件絕不能通過靈敏度測試，您需要將輸出位準設定得更低，並考慮信號產生器的振幅準確度。 

案例 1：信號產生器的振幅準確度為 ± 5 dB。 輸出振幅需設定為 -115 dBm。實際輸出位準高 1 dB，為  
-114 dBm。您可看到六個 DUT 中有五個不通過。 

案例 2：信號產生器的振幅準確度為 ±1 dB。 輸出振幅需設定為 -111 dBm。實際輸出位準低了 1 dB，為  
-112 dBm。在此案例中，您可看到只有兩個 DUT 不通過。 

事實上，在這個例子中測試了六個 DUT，只有一個不通過。當信號產生器提供更好的振幅準確度時，可減

少重新測試的次數。 

 

 

圖 6：比較接收器靈敏度測試結果與不同位準的振幅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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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應用軟體 
高輸出功率 

雖然您可以透過加購高功率放大器來增加輸出功率，但高功率放大器會降低信號產生器

的頻譜純度及失真效能。 

頻譜純度 
在信號產生器中加購一個高功率放大器，會增加寬頻雜訊底線。當您量測信號產生器的

相位雜訊，在偏移載波頻率大於 1 MHz 時會出現寬頻雜訊。此外，放大器還會因增益

平坦度及阻抗變化而影響突波效能。對於數位調變信號，寬頻雜訊會降低調變品質。 

失真性能 
功率放大器是導致射頻信號產生器出現非線性失真的主要原因，包括諧波及互調失真。

這兩種類型的失真會造成通道內、頻內及頻外不需要的頻譜信號。它們還會降低信號產

生器在突波、調變品質及頻譜再生等方面的效能。 

要了解有關創建更有效的高功率信號產生器的更多資訊，請下載《產生及應用高功率輸出信號》應用說明。 

低輸出功率 

對於低輸出功率，衰減器準確度是最重要的特性。輸出功率位準愈低，振幅準確度愈低。這是因為您需要多

個衰減器的組合來進行更高的衰減，但每個衰減器都會導入誤差。 

輸出極低振幅信號時，信號產生器內部產生的雜訊變得至關重要。系統雜訊底線愈低，信噪比 (SNR) 愈高。

較低的 SNR 導致不佳的接收器靈敏度量測。 

除了系統雜訊底線外，干擾信號是極低振幅信號誤差的重要來源。普遍的做法是將 DUT 置於屏蔽環境中，

以阻擋干擾信號。 

超出輸出範圍 

射頻信號產生器可輸出高達 +25 dBm，低至 -120 dBm 的功率。如需超出此規格的振幅，可透過放大器或

衰減器來增加、減少輸出功率。當您擴展信號產生器的輸出範圍時，需注意兩個重要因素。 

1. 放大器增益的不確定性會影響輸出振福位準。 
2. 衰減器平坦度及準確度效能。 

  

減少失真 

為了提供高輸出功率，

可選擇的諧波濾波器用

於降低諧波位準，ALC 
電路可修正失配及頻率

響應。具有低失真的高

效能功率放大器是最重

要的。 

https://www.keysight.com/main/gated.jspx?lb=1&gatedId=1785286&cc=US&lc=eng&parentContId=worldwide_home&parentContType=sr&fileType=VIEWABLE&searchTyp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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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化振幅準確度的最佳實作 
當您將外部放大器、衰減器或其他被動元件等，與信號產生器搭配使用時，有多種方法可以最佳化振 
幅準確度。常用的方法是使用向量網路分析儀 (VNA) 量測整個信號路徑，並將修正值輸入信號產生器。 
藉由使用新信號產生器的內建功能，有多種方法可提高振幅準確度。 

使用平坦度修正功能 

使用者平坦度修正功能可對射頻輸出振幅進行數位調整，以補償纜線、切換器或其他元件的外部損耗。 
使用功率錶/感測器校驗量測系統，可自動產生功率位準修正表。 

USB 功率感測器可直接連接信號產生器。信號產生器可當作功率錶使用，並量測測試平面的功率。修正 
值能被儲存於信號產生器的記憶體中。您可在下次使用相同的測試配置時，叫出並套用所儲存的校正值。

下面的圖 7 說明使用信號產生器及 USB 功率感測器的平坦度修正設定。 

 

圖 7：使用 USB 功率感測器進行平坦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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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部位準調整 

透過外部位準，您可以將 ALC 回授源移到更靠近待測物的位置，這樣就能將測試配置中大部分佈線和元件

帶來的功率不確定性納入考量。 
 

 

圖 8：外部位準調整的測試配置 

 

隨著功率耦合器/分離器輸入端的射頻功率位準改變，外部檢波器會回送補償的負電壓值。ALC 電路使用該

負電壓來升高或降低信號產生器功率，以便調節射頻輸出功率，此方式確保電源耦合器/分離器輸入端的功

率位準維持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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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資訊，請上網查詢：www.keysight.com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

們的網站或來電洽詢 以下為是德科技聯絡窗口：

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本文件資訊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8, Published in USA, November 2, 2018, 5992-3447ZHA 

理解、分析並修正射頻信號路徑 
射頻信號產生器可用於測試射頻元件、接收器、發射器及系統。振幅準確度是射頻測試系統的關鍵

因素。本文概述射頻功率的基礎知識及振幅準確度的重要性，並提供相關工具來分析信號及修正振

幅平坦度。 

最好的解決方案來自您的經驗、洞察力和創造力，再搭配信號產生器和量測軟體，讓您能產生可有

效測試待測物的信號。 

有關幫助您進行更佳量測的其他最佳實作，請瀏覽射頻測試部落格。有關是德科技信號產生器的詳

細資訊，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find/sg。 

https://blogs.keysight.com/blogs/tech/rfm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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