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波器的 6 大高级使用技巧
基础进阶



引言
网上有很多介绍示波器基础知识的资源。如果您搜索相关的主题，比如触发的基

础知识、探测的重要性、如何正确设置标度等等，必然会找到大量有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您也可以从网上找到到很多非常专业化的内容。

那么有没有比基础更进一步但又不是那么深奥的知识呢？其实还有另外几种先进

的示波器功能不为人知。

通过本电子书，您将掌握示波器的一些高级功能，无论您从事哪个行业或处于何

种应用环境，这些功能都可以帮助您更深入地了解设计。所有 InfiniiVision 示波

器，包括新型 1000 X 系列示波器，都提供这些功能。 了解以下知识，您将可以

更高效地执行测试：

1. 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发现隐藏的错误

2. 在执行测试之前仿真算术运算

3. 使用波特图表征器件输出

4. 远程连接和控制示波器

5. 使用水平模式获得新视角

6. 使用采集模式以不同方式分析样本

如果您觉得需要从基础入手按部
就班地学习，那么可以下载本 
电子书的入门版《充分发挥示波

器潜能的 6 大秘诀》。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2759552/infiniivision-1000-x-series-oscilloscopes?cc=US&lc=eng
https://connectlp.keysight.com/WW_1000X_6_Essential_Tips_eBook_Find-Your-Location
https://connectlp.keysight.com/WW_1000X_6_Essential_Tips_eBook_Find-Your-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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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
（FFT）发现隐藏的错误

技巧 1

快速傅里叶变换



使用 FFT 发现隐藏的错误
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可能是示波器上使用最广泛的数学变换方法。因此，在我

们的大多数示波器上都配有专用的 FFT 按钮，甚至在本电子书中也有专门的章节来

讨论 FFT 方法。该功能之所以如此普遍，原因在于它赋予您全新的视角（即频域）

来观察信号。

以前，您执行 FFT 分析时需要使用射频仪器，而如今，该功能已经是现代化示波器

内置的常用功能。

FFT 主要用来分析频率分量和可能存在的毛刺。当您使用标准示波器的时域功能时，

可能看不到这些细节。

但是使用 FFT 分析，您可以查看构成信号的各种分量的频率与功率。 

技巧 1

在这一集的“示波器大学”中，
详细了解 FFT 是什么，它为何如
此重要，以及如何亲手设置一台
示波器。

立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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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傅里叶变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OsHMGMYc


在执行测试之前仿真
算术运算

技巧 2

算术运算



在执行测试之前仿真算术
运算
测量现有信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如果需要修改信号呢？在器件实物上执行

修改，通常成本会太高，而且花费的时间也太长。如非绝对必要，您不会考虑变

更设计。在对器件做出实际更改之前，最好通过算术运算来仿真设计变更或预测

输出结果。

算术运算的用途有很多。比如： 

• 查看两个信号通过差分放大器后有什么变化

• 分析如果电路中添加了低通滤波器，您的器件会产生什么响应  

技巧 2

了解更多

阅读这篇博文，更深入地了解算术运算和先进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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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术运算

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community/keysight-blogs/oscilloscopes/blog/2016/09/01/advanced-oscilloscope-measurements-and-analysis


使用波特图表征 
器件输出

技巧 3

波特图



使用波特图表征器件输出
有些器件的输出与输入有直接关系，您在测试此类器件时，必须分析它在各种频

率和幅度的输入信号下的响应特性。对于无源滤波器、放大器、开关电源和音频

系统等器件，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不执行该分析，那么很可能在某些输入条件

下，器件会发生故障。您肯定不希望客户发现这种情况！

Keysight In�niiVision 示波器的频率响应分析功能使用波特图来显示系统的增益和相

位。您可以很快看到增益或相位中是否出现异常峰值。如果出现了多余的峰值，就

表明在输入某些频率的信号时，您的设计会出现问题。您可能需要重新进行设计，

所以一定要在设计过程中尽早执行这一分析。 

技巧 3

通过这一集的《示波器大学》，了解如何在仪器上轻松地设置这
一分析功能，以及如何查看结果。

立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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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图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x2015004/oscilloscopes?cc=US&lc=e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mVAs6vqLU


远程连接和控制
示波器

技巧 4

远程连接



远程连接
您只需要在示波器上连好键盘并打开网站，即可远程连接示波器。有很多应用需要

局域网连通性功能，例如监测仪器、远程控制仪器或执行自动化测试等等。

无论您是在教育实验室、设计室还是制造车间内工作，局域网都可以帮助您改善流

程。它可以让您灵活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通过局域网连通性功能，多位工程

师可以同时远程连接和使用示波器。这样，学生和同事不管身在哪里，都能共享使

用设备开展项目工作，最终节省预算。

您不仅可以通过局域网向仪器发送远程命令，还可以在计算机上通过实际仪器屏幕

和仿真的控制硬键来全方位控制仪器（见下文）。

此外，您还可以轻松地连接到计算机应用软件，如 BenchVue。这样，您就可以使

用 TestFlow 功能快速开发自定义的自动化测试，捕获和记录测量数据，并导出结果

进行离线分析。 

技巧 4

免费试用 BenchVue 软件， 
请确认您的仪器具有局域网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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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连接

https://www.keysight.com/zz/en/software/application-sw/benchvue-software/oscilloscope-control---automation.html


使用水平模式获得
新视角

技巧 5

水平模式



使用水平模式获得新视角
通过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信号，可以直观地了解您的器件在各种情况下的响应特性。

它具有三种不同的“水平模式”，可以为您观察信号提供独特的视角。每种模式都

有不同的用途和适用范围：

XY 模式

XY 模式，有时又称为李萨如（Lissajous）图形，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水平模式。您可

以将波形绘制为通道 1 幅度与通道 2 幅度的关系图，而不是绘制为幅度（通常是电

压）随时间变化的图形。这样，您就可以通过对比电压与电压、电压与电流，甚至

流量与压力来分析波形。

该模式的一些常见用途包括： 

• 分析半导体器件的电压与电流

• 在生产车间，XY 测试图形可以让工程师快速了解器件是否出现制造误差

• 表征两个信号之间的频率和相位关系。圆圈表示信号的相位相差 90°。右侧的
椭圆则表示有 45° 相移。

技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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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模式



滚动模式

这个模式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绘制条形图。它适用于频率极低（有时只有几 Hz 或更
低）的波形。当频率很低时，可能没有时间等待并记录整个波形，尤其是当您所使

用的调试信号可能会改变屏幕上的输出结果时。您必须了解信号如何随时间变化，

而不是等待示波器一次一个地捕获结果并绘制成图。在时间标度设置为较慢标度

时，某些示波器会自动切换到滚动模式。

此模式非常适合用于分析占空比、两个信号的长期关系、直流线路中的漂移，以及

电源中的开关特性等特性。请记住，该模式不是通过触发激活的，仅用于直观地查

看波形变化，而不是进行详细测量。 

缩放模式

缩放模式非常容易理解。当您想从长时间捕获结果中截取一小部分放大显示和分析

时，就可以使用该模式。在此模式下，您可以在放大的窗口内执行测量和算术运算

（这种技术称为选通）。

了解更多

查看示例，了解如何在 In�niiVision 示波器上设置和
执行 XY 模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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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模式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c=US&lc=eng&ckey=2838609&nid=-32110.1203274.02&id=2838609


使用采集模式以不同
方式分析样本

技巧 6

采集模式



使用采集模式以不同方式
分析样本
为了确保分析没有遗漏任何信息，您必须使用各种采集模式进行分析，全面了解信

号的优缺点。采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示波器的采样方法，以便分析不同的信号特

征。

技巧 6

了解更多

尝试使用各种采样率设置来分析信号。阅读本文，
详细了解每种采集模式分别能够为您带来何种帮
助。

常规

这是最常用的日常测量模式。它以指定

的采样率采集样本，并在每次发生触发

事件时将所有采样显示在屏幕上。它没

有发生重大的警告事件，因而是最安全

的使用模式。

平均

该模式捕获多个波形并求取平均值。

它非常适合用于测量周期性信号，如

时钟或任何会产生稳定触发条件的信

号。它主要用于找出隐藏的瞬态噪声

或毛刺，使您可以查看真实的基础信

号。但是，正以为如此，这个模式不

适合一般调试，而只适合快速查看您

的真实信号。

高分辨率

这是另一种平均模式。然而，它不

是波形与波形的平均，而是点对点

的平均。在此模式下，您可以捕获

毛刺和非周期性的信号，同时仍然

可以减少信号上的一些随机噪声。

分段

这是一种独有模式，专门用于捕获脉

冲、罕见事件或偶发毛刺。在常规采

集模式下捕获偶发事件，偶发事件之

间会间隔很长的时间，浪费了大量的

存储器空间。通过使用分段存储器，

您无需存储这段时间内的信号，而专

门存储要分析的信号部分，甚至可以

采集更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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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模式

https://www.electronicdesign.com/test-measurement/why-you-should-care-about-oscilloscope-acquisition-modes


总结
您在日常调试中使用的示波器通常有一些高级功能，不过您以前可能没有想过要

使用这些功能。现在，您可以获得详细介绍每种功能的资源，希望它们能帮助您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利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观察信号，可以让您发现此前从未了解

的信息。

当您开始调试工作时，应该勇于尝试扩大测试范围，以便探查到更深层的信息，

并且别忘了使用这些功能：

• 算术运算，尤其是 FFT

• 使用波特图进行频率响应分析

• LAN 连通性

• 水平模式

• 采集模式

除了这些功能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示波器使用技巧可以提升您的设计分析能

力。请观看《示波器大学》视频系列，了解更高级的选项和应用软件。

了解更多

请观看《示波器大学》视频系列，了解更高级
的选项和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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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HyxysSubUnQnk5Sd6twoQ_HHaf2EWn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HyxysSubUnQnk5Sd6twoQ_HHaf2EWnf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HyxysSubUnQnk5Sd6twoQ_HHaf2EWnf


获取可以信赖的测量结果

放心地执行测量，打造可以改变未来的设计。1000 X 系列采用了与高端 In�niiVision 

系列相同的久经考验的技术，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专业级测量。现在还为您提供了

更多功能，比如 4 线 SPI 解码和 LAN 远程连接等能力。获得您需要的性能，执行

可以信赖的测量。

查看新新 1000 X 系列示波器，以及更多可帮助您提升测试水平的资源。

需要更宽带宽和更多高级应用软件？请查看 2000 X 系列 和 3000T X 系列示波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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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2759552/infiniivision-1000-x-series-oscilloscopes?cc=US&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x205206/infiniivision-2000-x-series-oscilloscopes?cc=US&lc=eng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x205216/infiniivision-3000t-x-series-oscilloscopes?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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