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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號源可提供準確、高度穩定的信號，以便用於各種元件和系統測試。信號產生器可提高

調變準確度，並可模擬系統信號，讓您能夠有效測試接收器效能。

本應用說明可協助您在使用射頻信號源進行量測時，輕鬆獲得更準確的結果。遵循一個或

多個提示設定您的測試，以獲得更準確的量測資料。

提示 1：減少信號源的有效諧波失真

在信號源輸出端使用低通濾波器，有助於減少諧波失真。

提示 2：提高功率位準準確度

使用功率錶，更精準量測待測裝置的信號位準。

提示 3： 提升頻率準確度

選擇適當的頻率參考，可提升絕對或相對的頻率準確度。

提示 4：提升信號源匹配度

使用固定衰減器可減少失配誤差。

提示 5：結合信號源輸出，以進行三階交互調變點（TOI）量測

透過適當的設定來隔離信號源，並且提升匹配度。

提示 6：擴大振幅範圍

使用放大器和衰減器，來分別擴大或縮減信號源的振幅範圍。

提示 7：LTE 元件測試的最佳化 

使用適當的濾波器，可以將 EVM 和 ACLR 最佳化。

提示 8：選擇最佳相位雜訊特性

選擇適當的相位雜訊曲線，有助於將通道內或通道外的量測最佳化。

典型的向量信號產生器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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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

減少信號源的有效諧波失真

如欲執行準確的諧波失真量測，您需使用純粹的頻譜信號源和頻譜分析儀。信號源的諧波

失真以及頻譜分析儀的動態範圍，會使得量測品質大為受限。然而，諧波失真低於基礎值

（大約在 30 到 50 dB）時，信號源本身反而變成限制因數。圖 1a 是典型的諧波失真量

測。信號的諧波失真，通常依據與基礎值相比的最大 dB 諧波振幅來指定。

使用低通濾波器可改善信號源的有效諧波失真，如圖 1b 所示。使用低通濾波器來大規模

衰減諧波時，請選擇可以讓基頻完整通過的截止頻率。您可直接使用頻譜分析儀來驗證信

號源/濾波器的整體效能。如果通過濾波器的基頻損耗很嚴重，此損耗應可歸因於信號源

輸出位準的設定。您可使用頻譜分析儀來檢查濾波器的輸出基礎位準，或參閱提示 2 來進

一步提升精準度。

注意：您可計算特定諧波的失真比例，例如 mth 諧波，

或是計算總諧波失真率：使用上述的公式計算個別諧波失真率，然後計算平方根，

圖 1a： 使用信號分析儀量測諧波失真。 圖 1b： 利用信號源輸出端的低通濾波器裝置，提升信號源的諧波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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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2：

提高功率位準準確度

設定量測裝置時，您可能在信號源和待測裝置之間使用電纜、濾波器或切換器等被動元

件，而它們會影響待測裝置的信號源位準準確度。在某些應用中，如接收器靈敏度測試，

輸入信號位準的準確度是關鍵要素。如欲獲得到適合待測裝置的理想功率，在開始量測之

前請先執行以下測試。您的量測配置包含信號產生器、功率儀錶，以及功率感測器和電䌫

或切換器，它們都是必要的測試元件，如圖 2 所示。

校驗功率感測器的功率錶，可以讓您獲得更精確的功率量測。前提是您對功率錶的校驗和

歸零操作很熟悉。

注意：功率錶的準確度取決於感測器的校驗因數；請務必在校驗之前，將校驗因數輸入功

率錶。

您可使用 USB 功率感測器或是外接功率錶，來執行功率位準校驗。一般來說，USB 感

測器非常簡單易用，因為支援 USB 感測器的的信號產生器，會自動為特定感測器下載校

驗因數，並儲存於信號產生器中。某些信號產生器亦支援外接功率錶，並可透過 LAN 或 

GPIB 等遠端介面，自動下載校驗因數。

功率錶校驗完畢之後，您可根據信號頻率來設定功率錶的量測頻率，請先將感測器連接至

您的待測裝置，如圖 2 所示，並量測其功率位準。如果功率錶顯示的功率和信號源應有

的位準不同，可使用信號源振幅偏移功能進行必要的調整，以便讓信號源的功率位準顯示

與功率錶的結果相符。將振幅調整到特定頻率後，此信號源在同一頻率時的任何振幅，都

能測得正確數值。請注意，許多信號產生器會自動執行此修正，並套用功率感測器校驗因

數，以提供每個頻率的正確輸出。由於功率錶的準確度很高（不確定性介於 dB 範圍的十

分之一），您可確認功率位準的準確性。

圖 2： 可提升信號位準準確度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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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3：

提升頻率準確度

執行某些量測時，激發信號的絕對頻率是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在其他量測中，最重要的是

多個信號之間須有精確的相對頻率間隔。舉例而言，想要建立具有已知頻率的多頻輸入，

常用的方法是將數台類比信號產生器結合在一起，每個信號源的頻率準確度取決於其內部

頻率標準。這些標準可能會有些許差異，因而造成量測的相對頻率誤差。

舉例來說，假設您將兩個信號之間的間隔設定為 1 kHz，以 200 MHz 為中心頻率，而且

信號源的年老化率為 ± 1 x 10-6。在此情況下，信號源頻率誤差為 200 MHz x 1 x 10-6 = 

± 200 Hz。因此可推估此間隔介於 600 Hz 至 1400 Hz 之間（參見圖 3）。如欲提高準確

度，可將兩個信號源的時基連接在一起，您可將一個信號源的參考信號輸出端（通常位

於背板上），連接至另一個信號源的參考信號輸入端。如此一來，間隔的不確定性變成 1 

KHz x 10-6 或 0.001 Hz。

有了無線信號產生器，您只需單一信號產生器便能產生出多頻信號。由於所有的音訊都是

經由共同的基頻時脈頻率所產生，所以相對的音訊間距非常精確。

如果信號的絕對頻率是關鍵因素時，則找出可得的最重要外部頻率參數，有助於增加信號

源的頻率準確度。請在您的儀器中選擇最準確的時基，並將所有裝置與此參數連接。有些

儀器製造商提供選配的高穩定度烤箱參考振盪器。這些頻率和時間標準極為準確，但價格

不斐。

藉由使用機構標準（可用於整體設施的高準確度頻率參考），您還可進一步提高頻率準確

度。您可將信號產生器以及所有其他設備連接到此參數，因此您需要一個信號分配放大器

來維持適當位準和阻抗匹配。

請注意，使用外部頻率參考時，其相位雜訊會減弱信號產生器的相位雜訊。為避免此問

題，在使用前，您需考慮外部參考信號源的相位雜訊。

圖 3： 陰影範圍代表此範例中的相對頻率誤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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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4

提升信號源匹配度

信號源匹配度很重要，許多測試裝置都會出現不適當的匹配。信號源和負載阻抗之間的

不匹配，會改變進入待測裝置的有效信號輸入位準。待測裝置很少很少直接與信號源連

接，讓情況變得更複雜。通常都是使用電纜和其他元件進行連接，例如信號源和負載之

間的轉接器和濾波器。如果使用轉接器來因應測試設備的連接器類型、使用濾波器來消

除信號源諧波等等，要注意這些元件會減弱信號源匹配，如您可在測試裝置上所見。有

許多方法可減少不匹配的發生。最簡單的方法是插入一個與測試裝置輸入端匹配的固定

衰減器。這樣能提升有效信號源匹配，約為衰減器的兩倍 dB 數值。

如與負載不匹配，會產生來自負載的反射，此反射會朝信號源回溯。信號源並不會將其

全然吸收，部分的反射會朝向負載再反射。視信號的相位而定，此再反射波會增加負載

的建設性或是造成破壞。從量測的觀點來看，關注的焦點應放在最大和最小功率傳輸，

藉以顯示因阻抗匹配問題而產生的最大和最小誤差。

圖 4 顯示插入衰減器後所產生的量測差異。

圖 4： 信號源匹配會影響量測的不確定性。

ρS = SWR-1 = 1.9-1= 0.9 = 0.31

不匹配的誤差  = 20 log [1+ρS ρD]
                         = 20 log [1+(0.31)(0.2)]
     0.52 dB

SWR+1    1.9+1   2.9
   

ρD =  0.5 = 0.22.5

不匹配的誤差 = 20 log [1+ρS ρD(atten)2]

= 20 log [1+(0.31)(0.2)(0.32)2]    0.055 dB

1
DUT

⦁ 在插入一個衰減器之前

DUT

⦁ 在插入一個 r = 0.32，10 dB 的衰減器後

衰減器

範例

 已知：  信號源 SWR = 1.9
   待測裝置的 SWR = 1.5

 找出： 不匹配的誤差

不匹配的誤差最大值     0.52 dB
                              

不匹配的誤差最大值     0.055 dB



7 | 是德科技 | 使用射頻信號產生器執行精準量測的 8 個提示 － 應用說明

提示 5

高品質的三階交互調變點（TOI）量測

在結合兩個信號源做三階交互變點（TOI）量測時，請務必確認這兩個信號源有負載端相

接並相互隔離。如果這兩個信號源不是互相隔離的，它們可能會進行交互調變，並在待測

裝置的輸入端產生交互調變產物（參見圖 5a）。這個情況可能會遮蔽裝置真正的調變效

能。

每個信號源最好要有 50 ohm 的負載。在使用電阻結合器時，請使用三電阻類型，而不是

雙電阻類型，如圖 5b 所示。雙電阻結合/分流器適用於位準調整應用，分流器的一端連接

至功率錶以正確控制位準。使用三階交互調變點（TOI）時，雙電阻給合器不會為所有連

接埠提供 50 ohm 的匹配。除了為所有三個連接埠提供適當的終端負載外，三電阻分流器

為兩個信號源提供 6 dB 的隔離度。

結合兩個信號源的最好方法是使用定向分離器或定向耦合器。它們能提供 佳的連接埠匹

配及額外的隔離功能。

無論使用哪一種結合器，您都可以透過在每個信號源的輸出端新增衰減器（在信號結合之

前）來改善信號源之間的隔離，如此可增加信號的功率以便補償額外的衰減。信號源的輸

出每增加 10 dB，則隔離度便增加 20 dB。增加隔離度的另一個方法是在每個信號源之後

置入放大器。放大器的反向隔離通常可為兩個信號源提供充足的隔離。

對於某些信號源，閉閉自動位準控制（ALC）的輸出會減少調變作用。如此有助於預防在

兩個信號源之間功率位準控制的衝突。對於寬頻率偏移（通常為 100kHz 以上）而言，這

不是太大的問題，因為在 AM 關閉時，大部份的 ALC 頻寬都相當低。

圖 5a：兩個信號源互相調變的範例。 圖 5b：使用三電阻結合器來隔離信號源的輸出。

RL  0  dBm ATTEN    10 dB          10 dB/DIV

CENTER  20.00000  MHz                 SPAN  10.00 kHz
RB   30 Hz               VB 30 Hz                   ST   20 sec  

DUT

頻譜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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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向量信號產生器，您可利用單一產生器來產生多重音訊，前提是各音訊之間的頻率間

隔總量，需落在基頻產生器的頻寬之內，這樣您就無需使用外部信號源，可大幅簡化測試

配置。其動態範圍受限於基頻產生器垂直解析度的有效位數。向量信號產生器通常可顯示

小載波饋通，如圖 5c 的中間所示。軟體預失真技術則可進一步減少交互調變的情況，如

圖 5d 所示。

圖 5c：向量信號產生器所產生的兩個音訊，顯示從兩個音訊到三階產物超過 70 dBc 的載波饋通。

圖 5d：透過預失真技術來修正間距不平均的音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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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a：在增加振幅範圍時，可使用低通濾波器來減少所增加的諧波失真。

圖 6b：在減少振幅範圍時，請將待測裝置置於受保護的環境中。

提示 6：

擴大振幅範圍

輸出功率範圍是所有信號產生器的一項重要規格。如需使用超過此規格的振幅，可透過放

大器或衰減器來減少輸出功率。在使用其中一個裝置來擴大輸出振幅範圍時，請特別注

意一些重要因素。放大器增加的不確定性會直接影響輸出信號位準。請注意放大器的 1dB 

壓縮點。如果您想要讓裝置非常靠近此壓縮點，可在輸出端使用低通濾波器來減少增加的

諧波失真（參見圖 6a）。

在使用放大器的情況下，您需考慮使用衰減器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如衰減器的平坦度和準

確度。為了獲得最正確的量測結果，請使用網路分析儀來分析衰減器來修正信號源功率，

以補償衰減器發生的任何錯誤。

在使用外部放大器或衰減器時，提示 2 所提及的提升功率位準正確性，對提供最佳準確度

也很有幫助。

干擾信號是導致信號源錯誤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振幅位準很低的情況下。這些信號不是

來自外部幅射，如附近的廣播電台，就是來自信號源本身的洩漏，而洩漏的信號源會影響

待測裝置的位準輸入；外部雜訊則會影響量測資料。如欲減少量測誤差，請將待測裝置置

於受保護環境中，如金屬盒（參見圖 6b）中或受保護的房間內。TEM（橫向電磁波）隔

離室也是不錯的選擇。如此有助於減少外部輻射，和來自衰減器，或信號源在隔離室外的

洩漏所造成的影響。

低通
濾波器 輸出

至 DUT

DUT
長纜線

衰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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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7：

LTE 元件測試的最佳化

不同於 cdma2000®、W-CDMA、或 HSPA 等較早期的行動通訊標準，LTE 標準並未定義

特定的傳輸濾波器，因此可支援各種濾波器的部署，並將通道內功能最佳化，進而改善 

EVM，或將頻段外效能最佳化，以獲得更出色的 ACPR 以及頻譜遮罩特性。這些特性無法

兩全其美，在您最佳化其中一項時，通常會導致另一項的結果變糟。

在測試元件時，最好以具有最佳 EVM 或 ACLR 效能的激發信號開始，以便清楚確認所

有因待測裝置引起的衰減。Keysight Signal Studio 軟體提供不同的過濾器選項，以提供

使用者修改 EVM 和 ACPR 信號特性的不同選擇。預設上，該軟體會開啟是德科技定義

的基頻濾波器，以便同時維持 ACPR 和 EVM 效能。如欲將信號最佳化以提高 EVM 效

能，可使用另一種類型的過濾器，以便針對符號滾降長度輸入非零數值（以 Ts 為單位， 

1Ts = 32.55 ns），如此便可設定在時域中套用的 OFDM 窗口的長度，以便舒緩 OFDM 

符號間的不連續性。增加此參數的數價有助於改善 EVM 的效能，但卻可能因而降低 

ACPR 的效能。

圖 7a、7b 和 7c 的範例顯示使用不同過濾器類型的結果。它們全都使用 5MHz E-TM1.1 

信號，可將所有可用的解析度頻寬，全部分配給使用 QPSK 調變的 PDSCH。圖 7a 顯示使

用預設基頻濾波器的結果。此複合 EVM 約為 0.53%，而 ACRP 則為 -73.2 dB。圖 7b 顯示

基頻濾波器關閉，且符號滾降長度設為 20 Ts 的結果。這個組合可提供最佳 EVM，鄰近通

道的再生度也相當高。EVM 約為 0.37%，而 ACPR 為 -43.1 dB。

您可結合使用兩種類型的濾波器，以提供更出色的 EVM 效能，並維持良好的 ACLR。圖 

7c 顯示基頻濾波器開啟，符號滾降長度設為 20 Ts 的結果。EVM 為 0.46%，而 ACPR 為 

-73.1 dB。圖 7c 的量測範例展示 Keysight MXG 信號產生器的卓越 ACLR 效能。視不同信

號參數而定，MXG 的 ACLR 效能通常比其他 EVM 功能相仿的信號產生器高 3 到 5 dB，為

測試高效能的裝置提供額外的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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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a：5 MHz E-TM 1.1 信號，具備預設的基頻濾波器（ ACLR 最佳）。

圖 7b：5 MHz E-TM 1.1 信號，沒有基頻濾波器，符號滾降長度為 20 Ts（EVM 最佳）。

圖 7c：5 MHz E-TM 1.1 信號，具有基頻濾波器，符號滾降長度為 20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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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8：

選擇最佳相位雜訊特性

在信號源中的隨機雜訊會使功率分散至小範圍的頻率中。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相位雜訊，

通常在數學上以隨機相位調變建模。相位雜訊的單位為 dBc/Hz，或是它與標準化為 1 Hz 

頻寬的載波，所相差的 dB 值。我們以信號源輸出的頻率偏移來定義相位雜訊。舉例而

言，3 GHz 的信號源，當頻率偏移 20 kHz 時，則相位雜訊為 -131 dBc/Hz。

如圖 8a 所示，有些信號產生器有兩個相位雜訊模式可供選擇。您可將效能依照通道內或

通道外的量測結果加以修正。如果信號產生器內部合成器的鎖相環路頻寬被擴大，則進行

通道內量測時，在較小的偏移（如 < 150 kHz）下，將產生最少的相位雜訊，但如果偏移

變大，相位雜訊會隨之提高。相反的，如果使用窄鎖相環路頻寬，較高偏移的通道外量測

（如 > 150 kHz）將獲得最佳的相位雜訊，代價是是在較低偏置時會增加相位雜訊。

許多信號產生器機型都具有可將信號信噪比效能最佳化的模式。針對給定的衰減器設定，

該模式可調整 ALC 位準，以減低寬頻雜訊，如圖 8b 所示。我們建議使用此模式來測試寬

頻接收器，及其他對整體雜訊功率相當敏感的裝置。

相位雜訊通常顯示於對數軸上，方便您在同一畫面中同時檢視近端雜訊（偏移 < 1 kHz）

和遠端雜訊（偏移 > 1 MHz）。

圖 8a：調整鎖相環路頻寬以便將相位雜訊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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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b： 將信號雜訊比最佳化以便減少寬頻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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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使用其中一個或多個技巧完成設定，可提高資料準確度，並為元件、接收器、或系統測試

應用，提供準確、高穩定度的信號。

如欲瞭解射頻信號產生器的更多資訊，請上網至：www.keysight.com/find/X-Series_sg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x205194/x-series-signal-generators-mxg-exg?nid=-32490.0&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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