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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示波器的垂直噪声特征

引言

所有示波器都有一个缺点：在示波器的模拟前端和数字转换过程中存在垂直噪

声。测量系统噪声将降低您的实际信号测量精度，特别是在测量低电平信号和噪

声时。由于示波器是一种宽带测量仪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示波器带宽越

宽，垂直噪声就越高。工程师在购买示波器时往往会忽视示波器的垂直噪声特

征，但其实我们需要对垂直噪声指标进行仔细的评估，因为它们能够从以下几个

方面影响信号的完整性测量。

• 引入幅度测量误差

• 在进行 sin(x)/x 波形重建时会增加不确定度

• 引入时间误差（抖动）

• 产生看起来很不好的“胖”波形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示波器厂家都在技术资料中给出垂直噪声技术指标/特征。即

使有这些技术指标，它们也往往会造成误导，而且并不完整。本文比较了带宽从 

500 MHz 到 1 GHz 的多款示波器的垂直噪声特征。

白皮书

此外，本文还提供了

一些实用技巧，使您

可以在测量系统噪声

（示波器噪声）相对

较高的条件下，更精

确地测量低电平信号

的噪声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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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噪声，应如何测量噪声

随机噪声有时也称白噪声，它在理论上是无界的，并服从高斯分布。无界意味着由于噪声

固有的随机性，您在噪声表征测量中收集的数据越多，得到的峰峰值偏移就越高。由于这

一原因，像垂直噪声和随机抖动这类随机现象应使用 RMS（标准偏差）值来进行定义和

测量。

通常认为示波器的“基线本底噪声”是示波器置于最灵敏的 V/格设置（最低 V/格）时的

噪声。但目前市场上的许多示波器在采用最灵敏的 V/格设置时带宽特征都有所降低。如前

所述，示波器是一种宽带仪器，带宽越高，通常本底噪声也越高。所以当您比较各示波器

在处于最灵敏的 V/格设置时的基线本底噪声特征时，您可能会把较低带宽的示波器与较高

带宽的示波器做对比，这不具有可比性。您应把相同带宽的示波器放在一起，比较它们在

最灵敏的 V/格设置下（此时可以提供完整带宽）的基线本底噪声。

许多示波器的评测者都犯了一个错误，即只测试示波器处于最灵敏 V/格设置时的基线本

底噪声特征，并假定这一噪声幅度适用于所有的 V/格设置。但示波器本身实际上有两个

噪声成分。一个是固定噪声，主要来自示波器前端衰减器和放大器。示波器最灵敏的全

带宽 V/格设置处的基线本底噪声与该噪声成分非常近似。在示波器处于最灵敏设置时，

这一噪声成分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当示波器处于不太灵敏的设置（较高 V/格）时，它是

可以忽略的。

另一个噪声成分是基于示波器动态范围的相对噪声，由特定的 V/格设置确定。在示波器处

于最灵敏设置时，这一噪声成分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当示波器处于不太灵敏的设置（较高 

V/格）时，它将占据主要地位。虽然在示波器处于高 V/格设置时，波形并未表现出很大

的噪声，但实际上的噪声幅度可能非常高。

在确定了固定噪声成分（近似为基线本底噪声）和相对噪声成分后，您就能使用平方和的

平方根公式估算中间 V/格设置处的噪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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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噪声峰峰值

虽然因为噪声的随机性和无界性，使用有效值测量和比较噪声能够获得最好的结果，但是人们

往往还想测量和比较噪声峰峰值。毕竟在示波器屏幕上看到的是噪声的峰值偏移，并且它在

实时/非平均测量中引入了最大的幅度误差。为此，许多示波器用户更愿意比较和测量噪声峰

峰值。但是由于随机垂直噪声在理论上是无界的，您必须首先针对要收集多少数据设定一个标

准，然后依据该标准限定噪声峰峰值测量结果的资格。

由于只进行一次 1 M 点数据采集获得的峰峰值测量结果有可能或高或低，所以我们在每个 V/格 

设置上重复 10 次这样的 1 M 点噪声峰峰值测量。然后计算这些测量结果的平均值，得到采

集 1 M 点数据的“典型”峰峰值噪声系数。

尽管把每种示波器都设置为同样的时间/格标度，然后使用无限余辉显示模式在设定时间长

度（例如 10 秒）内收集数据的方法非常有吸引力，但您应注意噪声峰峰值测试并不能使用

这种较为直观的方法。当示波器采用相同的时基设置时，不仅存储器深度可能有极大不同，

更新速率也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其他厂商的示波器具有 20 个波形/秒的更新速率，

而 Keysight 3000T X 系列的更新速率则达到 1,000,000 个波形/秒。这意味着如果您收集 

10 秒的无限余辉波形，那么是德科技示波器所收集的噪声峰峰值测量数据数量上要多大约 

50,000 倍。如前所述，由于随机垂直噪声的随机性和高斯性，您收集的数据越多，噪声峰峰

值测量结果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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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探头测量噪声

大多数示波器都配备 10:1 无源探头，这些探头可提供高达 1.5 GHz 的系统带宽（适用

于 1.5 GHz 或更高带宽的示波器）。此外，更高带宽的示波器也可以使用有源探头，

进一步增加带宽。无论您使用的是无源探头还是有源探头，探头本身都会增加一个额

外的随机噪声成分。当前的数字示波器能自动检测探头的衰减系数并重新调整示波器

的 V/格设置，以反映探头所引入的输入信号衰减。因此如果您正使用 10:1 探头，那

么示波器所指示的 V/格设置将是示波器内部实际设置的 10 倍。换句话说，如果将连

有 10:1 探头的示波器设置为 20 mV/格，那么示波器的输入衰减器和放大器的实

际设置将是 2 mV/格。这意味着由于基线本底噪声实际上放大了 10 倍，所以您会观

察到相对屏幕高度较高的噪声。如果您需要进行重要的低电平信号测量，例如测量电

源纹波，就应考虑使用 1:1 无源探头。此外，如果示波器的带宽受限于较灵敏的 V/格

范围，则您需要知道取决于特定探头的衰减系数，这一带宽限制也可能适用于较高的 

V/格设置。

在噪声条件下进行测量

当您使用的示波器置于最灵敏的 V/格设置时，示波器固有的随机噪声有可能妨碍实

际信号测量。然而您可以利用某些测量方法把示波器的噪声影响减少到最小。如果您

测量电源的纹波和噪声，有可能要用到示波器最灵敏的那几个 V/格设置。首先，应按

照前面描述的步骤尝试使用 1:1 探头，而不是使用仪器可能附带的标准 10:1 无源探

头。其次，如果您要测量电源的有效值噪声，那么测量结果中将会包含示波器和探头

系统所引入的噪声，它们有可能非常高。通过对信号（电源）和测量系统进行仔细表

征，您可以扣除测量系统噪声成分，更准确地估计实际电源噪声（有效值）。

图 1 显示了在使用 Keysight 3000T X 系列示波器测量 1.97 V 电源时，使用 1:10 

无源探头在 50 mV/格设置下得到的噪声测量结果。图 2 显示了使用 1:1 无源探头在 

4-mV/格设置下进行同样测量的结果。您可以看到，噪声 RMS 值减少了 10 倍。

观看这个视频，了

解“如何测量示波器

噪声”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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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使用 10:1 无源探头测量电源噪声的结果。

图 2：使用 1:1 无源探头测量电源噪声的结果。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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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仅对测量系统（示波器 + 1:1 无源探头）进行噪声测量的结果。

我们使用 Keysight 3000T 系列示波器上的 1:1 无源探头测量这个有噪声的 1.97 V 电

源，测得其噪声大约为 3.1 mV RMS。图 3 是使用同一个 1:1 无源探头单独对测量系统

进行表征获得的噪声测量结果。当把探头地线连接到探头触针后，我们在 2 mV/格设置下

测得的系统测量噪声大约为 1.36 mV RMS。现在，使用平方和的平方根公式，我们可以

扣除这个测量系统噪声成分，得到电源噪声大约为 2.7 mV RMS。

虽然对这个特定电源进行测量得到的结果除了包括随机成分外，可能还包括确定性/系统

的干扰/噪声成分，如果确定性成分与示波器的自动触发没有关系，您就能利用这种方法

来扣除测量系统的误差成分，得到与电源总体有效值噪声非常接近的结果。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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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嵌入式系统时钟引入的干扰/噪声峰峰值。

您还能够在有较大随机测量系统噪声的条件下精确测量干扰的各个确定性/系统成分，例如电

源开关或数字系统时钟干扰。通过使用示波器上的单独通道触发测量可疑的干扰源，您可以

重复采集输入信号，然后计算平均值，去掉示波器/探头和输入信号所引入的所有随机噪声和

干扰以及它们的非相关成分，最终获得电源特定干扰成分的高分辨率测量结果，甚至您可把

示波器置于非常灵敏的 V/格设置，例如图 4 所示的 1-mV/格。此外，要想精确测量电源的

平均直流成分，示波器必须具有足够的直流偏置范围。

我们使用这种平均测量方法对同一个含有噪声的电源信号进行测量，测得该系统的 10 MHz 时

钟（下方的绿色波形）引入了大约 1.4 mVp-p 的干扰。为了找到所有确定性（非随机性）干

扰和纹波的来源，您需要把各种可疑的干扰源作为示波器的触发源来进行多次平均测量。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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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胖”波形

某些示波器用户认为，数字存储示波器（DSO）的随机垂直噪声比模拟示波器的高，理由是 

DSO 上的迹线一般会比模拟示波器上的迹线宽。但是 DSO 的实际噪声电平并不比相同带宽

模拟示波器的噪声电平高。对于模拟示波器技术而言，由于信号极端值很少出现，因此示波

器上显示的垂直噪声随机极端值非常黯淡，或者根本看不到。尽管工程师们通常把示波器看

作是一种显示电压－时间关系的简单的二维仪器，但由于模拟示波器采用扫描电子束技术，

所以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个维度。第三维使用迹线亮度调制来显示信号的出现频次，这意味

着模拟示波器实际上隐匿了或者在视觉上抑制了随机垂直噪声的极端值。

传统的数字示波器无法显示第三个维度（亮度调制）。但当前出现的新数字示波器已经具有

了亮度分级功能，显示质量与老式模拟示波器相差无几。

图 5：没有亮度分级的 100% 亮度显示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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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显示了当亮度调整到 100% 时，在 400 mV/格设置下捕获的 10 MHz 信号。这个

屏幕快照是没有亮度分级功能的数字示波器的显示结果。由于没有亮度分级，示波器显示

的是一个包含噪声极端峰峰值的“胖”波形。但是在 400 mV/格设置下测得的这个输入

信号的“厚度”主要源于示波器的固有噪声，而不是源于输入信号噪声。图- 6 显示的是

同一个 400 MHz 信号，但现在它的亮度调节到 30%，更接近对噪声极端有天然抑制作

用的模拟示波器的显示。我们现在能够在相对灵敏的 V/格设置下看到更“清晰”的波形，

而看不到示波器固有噪声的影响。此外，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波形细节，例如正弦波正峰顶

上的“摆动”。在以前恒定亮度（100%）下由于示波器噪声相对较高，我们是看不到这

些细节的。如果您正在采集重复的输入信号，就能像图 4 显示的例子那样，通过对波形求

平均值消除测量系统噪声和随机信号噪声。若是实时/单次采集（不能进行多次采集再求平

均值），有些示波器还可以提供高分辨率采集模式。

图 6：30% 亮度显示，64 级亮度分级。

在单次采集中使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 DSP/数字滤波过滤掉噪声和干扰的高频成分，把

垂直分辨率增加到 12 位，但此时付出的代价就是测量系统的带宽降低。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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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当您选购示波器时，一定要仔细考虑示波器的固有噪声特征。不是所有的示波器都具有相

同的技术指标。示波器的垂直随机噪声不仅会使测量精度下降，还有可能影响数字信号的

显示质量。在您测量示波器的噪声特征时，必须仔细设置示波器，以保证在相同测量条件

下进行测试。这些条件包括使用相同带宽的示波器、相同的 V/格设置（全带宽）、相同的

采样率、相同的存储器深度和相同的采集数。

您可以运用数学计算、波形平均、DSP 滤波和显示亮度分级等各种测量方法尽量减少甚

至消除测量系统噪声成分，从而更精确地测量系统中的低电平随机噪声成分和确定性噪声

成分。

虽然本文着重探讨的是 500 MHz 至 1 GHz 带宽示波器的噪声测量比较，但文中提出

的原则适用于任何带宽的示波器 — 无论是更高还是更低的带宽。事实上，更高带宽的 

Keysight 8 GHz Infiniium S 系列示波器拥有 10 位 ADC，在 1 mV/格设置和 1GHz 带

宽下的噪声仅为 90 µV。由于采用更低功耗的集成电路（IC）技术实现了更高度的集成，

是德科技的仪器能够达到更低的测量噪声。

在实现高精度和高信号完整性方面，垂直噪声只是重要技术指标之一。如欲了解其他需要

注意的关键技术指标，请浏览电子书《如何确定示波器的信号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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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 基线本底噪声 — 在示波器最灵敏的全带宽 V/格设置下测得的 RMS 有效值噪声电平

• Sin(x)/x 重建 — 一种软件滤波特性，它以更高的数据分辨率重建样本波形，从而

更精确地显示符合奈奎斯特定理的原始未采样输入信号

• 本底噪声 — 在示波器各 V/格设置下所测得的 RMS 有效值噪声电平

• 随机噪声 — 服从高斯分布的无界噪声

• 动态范围 — 数字存储示波器（DSO）模数转换器的满量程范围，它由示波器的 V/格
设置决定，在大多数示波器中，通常在 8 格峰峰值（全屏）到 10 格峰峰值之间变
动

• 峰峰值噪声 — 示波器中根据特定判据确定的峰峰值噪声，这些判据包括时间、采集

数和/或采集存储器深度

• 有效值噪声 — 作为标准偏差测得的随机噪声

• 无限余晖 — 数字存储示波器（DSO）的一种常见显示模式，它累积和显示所有采
集结果，以显示信号在最坏条件下的偏差

• 高斯分布 — 典型的钟型曲线统计分布

• 确定性 — 系统性误差/噪声源，它是有界的

• 迹线亮度调制/分级 — 随着特定 X－Y 像素点的出现频次而改变示波器显示亮度

• DSP — 数字信号处理

• MegaZoom IV — 是德科技的一项专利技术，提供迹线亮度分级功能和快速波形

更新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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