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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触发开始

给您的信号拍一个终点照
要充分利用示波器的功能，示波器触发是您需要掌握的重要功能之一。如果您需要

对当今许多更为复杂高速的信号进行测量，这一点尤为重要。

请将示波器触发试想为赛车终点的摄像机。虽然这不是一个可重复的事件，但在第

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的瞬间，摄像机的快门必须与赛车的前保险杠高度同步。在示

波器上查看没有触发的波形就像随机拍摄赛车的照片。从比赛开始到结束，您会看

到很多赛车，但却没有抓拍到真正需要的画面。

使用示波器的默认触发设置，示波器将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这个时间点会在屏幕

中心（水平和垂直中心）显示。

您想使用哪个通道作为触发源；您想要怎样的触发电平设置；您想在什么样的边沿

（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以及水平和垂直位置控件，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选择，

以帮助您抓拍到需要的照片，从而知晓事件的真相。 

秘诀 1

立即观看

2 分钟导师：触发基础知识

了解更多

应用指南：

示波器 
评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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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SyqPE6avo4&feature=youtu.be


牢记探测要点
秘诀 2

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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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探测要点

选择正确的示波器探头
探头将示波器连接到被测器件（DUT），它们对于优化信号完整性至关重要。市

面上销售的示波器探头有成百上千种，您如何选择正确的那一款？这个问题并没

有唯一的答案，因为每一个设计都不尽相同。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您需要考

虑一些不同的探头特征。

带宽
探头的带宽描述了探头能将多高的频率传递给示波器。探头带宽不够一样会造成

严重的信号衰减，探头带宽和示波器带宽选择方法一样。 

衰减比
探头具有不同（有时可切换）的衰减比，衰减比会改变信号进入示波器的大小。

如果衰减比较高，您可以查看较高的电压信号，但它也会放大示波器的内部放大

器噪声。衰减比较低意味着您看到的示波器噪声更小，但会有更多的负载效应可

能让您的信号失真变形。

秘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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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负载效应
没有任何探头能够完美地再现您的信号，因为当您将探头连接到电路时，探头就会

成为这个电路的一部分。这种现象称为负载效应。给系统增加不必要的负载，可能

导致测量不准确，甚至会改变信号的波形形状！

电阻负载：最好是确保探头的电阻超过电源内阻的十倍，以使幅度下降小于 10%。

电容负载：确保探头的标定电容负载符合您的设计参数。

电感负载：使用尽量短的地线来降低电感负载（在信号中显示为振铃）。

无源探头与有源探头
无源探头通常价格便宜、易于使用而且结实耐用。无源探头是一类通用且精确的

探头。

它们通常会产生相对较高的电容负载和低的电阻负载。在探测带宽小于 600 MHz 

的信号时，无源探头很有用。一旦超过这一频率，则需要使用有源探头。

有源探头中包含有源元器件，用于放大或调理信号，但需要电源才能工作。它们能

够支持更高的信号带宽。有源探头比无源探头的价格要高得多，并且不像无源探头

那么结实耐用。有源探头的负载效应通常比无源探头小。

无源探头适合用于定性测量，例如检查时钟频率、查找缺陷等。有源探头则在定

量测量方面表现出色，例如输出纹波或上升时间。虽然有源探头的成本比无源探

头高，但它们能够极大提高测量精度。

应用指南：

更好地进行 
示波器测量
的八个诀窍

了解更多

博客文章：

简单几步，
进行精确的
示波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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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89-7894EN.pdf
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community/keysight-blogs/oscilloscopes/blog/2016/12/21/quick-steps-to-accurate-oscilloscope-probing


正确设置波形刻度
秘诀 3

刻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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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设置波形刻度

水平刻度设置
在进行与时间相关的参数测量时，水平刻度设置是一个重要考量。

当您改变信号的水平刻度设置（每格时间）时，您也改变了总信号

采集时间。信号采集时间进而会影响示波器的采样速率。这种关系

可通过以下公式来表示：

采样速率 = 存储器深度/采集时间

存储器深度为固定值，采集时间可以通过调整示波器上的每格时

间刻度设置来确定。随着采集时间增加，采样速率不得不降低， 

如此才能将整个采集结果存入示波器的存储器。进行时间相关的测

量（频率、脉冲宽度、上升时间等）时，选择适当的采样速率很 

重要。 

秘诀 3

增加每格电压的刻度

这两个屏幕都显示了同一个信号，但采用的刻度不同，因此，测量的结果明显不同。

100 KHz 时钟信号

正确的信号刻度设置至关重要。
示波器的采样速率和垂直分辨率对测量精度影响很大，合适的信号刻度设置能让您优化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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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刻度设置
正如水平刻度设置对于时间相关的测量很重要一样，垂直刻度设置对于垂直相关的

测量（峰峰值、RMS、最大值、最小值等）也很重要。只需简单地增加信号的垂

直标度，您就可以获得更精确的测量，测量的标准偏差要小得多。为什么垂直刻度

设置对测量有影响？就像水平（时间相关的）测量受到采样速率的影响一样，垂直

（幅度相关的）测量也受到垂直分辨率的影响。

立即观看

网上直播： 
如何进行出色的示波器
测量（06:24:00）

了解更多

电子设计文
章：如何进
行出色的示
波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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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dnGrOcIw&feature=youtu.be&t=6m24s
https://www.electronicdesign.com/test-measurement/make-great-oscilloscope-measurements


使用正确的采集模式
秘诀 4

采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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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正确的采集模式

示波器有哪些采集模式？
如果想对示波器读数有信心，您需要了解不同采集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这些模式包

括：常规采集、平均采集、高分辨率采集和峰值检测采集。采集模式是经过精细调

整的采样算法。通过改变示波器模数转换器（ADC）的采样速率并选择性地绘制或

组合采样点，可以观察到信号的不同特性。

常规采集模式
常规采集模式是示波器的默认模式。ADC 进行采样，示波器抽取到所需的点数并

绘制波形。日常调试任务最好使用常规采集模式，因为它在总体上能够很好地表示

信号。这是一种安全的使用模式，不会出现重大的问题。

平均采集模式
平均模式会捕获多个波形并将它们进行平均。平均采集模式的主要好处在于它能通

过平均去除信号上的随机噪声，让您只看到底层的信号。平均采集模式只能用于周

期性信号，并采用稳定的示波器触发。平均模式非常适合查看或表征非常稳定的周

期性波形。 

秘诀 4

右边的屏幕采用了平均采集模式，明显呈现了更多的细节。

常规模式 适合于日常调试。

平均模式 
有助于消除稳定的周期性信号上的随机
噪声。

高分辨率模式
用于在调试瞬态

或稳态信号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分辨率。 

峰值检测采集模式 有助于了解不常见的异常高点或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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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模式
高分辨率模式是另一种平均采集形式。只不过它不是波形到波形的平均，而是点

对点的平均。实质上，ADC 会对信号进行过采样，然后将相邻点放在一起进行平

均。这一模式采用实时 boxcar 平均算法，有助于减少随机噪声。它还可以带来更

高的分辨率位。

在降低随机噪声方面，高分辨率模式不如前面讨论的平均模式那样有效，但它也有

一些明显的优势。因为高分辨率模式不需要进行多次捕获，所以它可以用于非周期

性信号和瞬态的触发。这使得在一般问题的调试上，高分辨率模式比平均模式好 

得多。

峰值检测采集模式
峰值检测采集模式的功能与高分辨率模式类似。ADC 对信号进行过采样并选择性

地选择要显示的点。但是，峰值检测模式不是将这些点放在一起加以平均，而是选

择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绘制。这样做很有用，因为它可以让您发现异常的高点或低

点，而这些点在其他模式下可能无法看到。峰值检测模式最适合用于检测毛刺或查

看非常窄的脉冲。  

了解更多

2 分钟导师：
奇怪的采集
模式

网上直播： 
如何进行 
出色的示
波器测量
（23:50）

立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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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BC97UUljK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dnGrOcIw&feature=youtu.be&t=23m50s


使用高级触发 
查看更多细节

秘诀 5

高级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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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级触发查看 
更多细节
在 秘诀 1 中，我们讨论了基本触发，其实还有更多的触发模式可供选择。 

秘诀 5

上升/下降时间触发 
如果系统存在阻抗失配或异常负载，导致
边沿过慢，可以采用这种触发模式。

建立和保持时间触发  通常用于在建立和保持时间违规时触发。

内置协议触发 如果使用串行总线，这种触发非常有用。

上升/下降时间触发
上升/下降时间触发在大于或小于一定量的时间内查找从一个电平到另一个电平的上

升或下降边跳变。它会针对状态改变得太快或太慢的信号触发。这种触发有助于查

看是否存在阻抗失配，系统上是否存在某些额外负载导致边沿过慢。

建立和保持时间触发可用于各种数据和时钟信号。一个示波器通道探测时钟信号，

另一个通道则探测数据信号。建立时间是时钟边沿之前数据信号电平必须存在的时

间。保持时间是时钟边沿之后数据信号电平必须保持的时间。这个触发模式很重

要，因为数字设计要求在时钟边沿发生之前，建立起一段时间的数据线状态（0 或 

1）。将触发条件设置为指定的建立和保持要求，可以检查设计中的违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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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触发
当今许多示波器均内置协议触发功能。如果您使用串行总线，协议触发非常有用。对

于这些不同总线中的每一根，都有一系列不同的触发（开始条件、停止条件、缺失确

认、无确认寻址等）。

  航空航天/国防   ARINC 429、MIL-STD 1553 等。 

  汽车     CAN、I2C、SPI、等。 

  计算机    USB 等。

您可以通过触发开始条件开始调试，这将为您提供稳定的数据包流量视图，并让您了

解系统的运行状况。如果您遇到系统错误或想要证明一切正常，您甚至可以只针对错

误触发。这样可以让您只关注导致问题的领域，而不用将时间浪费在数百个没有错误

的数据包上。如果示波器配有分段存储功能，您可以将其打开，在很长时间段内只捕

获错误。 

了解更多

网上直播：
高级触发
（14:30）

立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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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community/keysight-blogs/oscilloscopes/blog/2016/09/28/advanced-oscilloscope-triggering-and-signal-isolationhttps://community.keysight.com/community/keysight-blogs/oscilloscopes/blog/2016/09/28/advanced-oscilloscope-triggering-and-signal-isol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TzOdGsr7D4&feature=youtu.be&t=14m30s


对串行总线使用 
综合协议解码器

秘诀 6

协议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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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串行总线使用 
综合协议解码器

协议解码
根据您所测试的器件类型，您可能需要测试某些串行总线（例如汽车上的 CAN 和 

LIN 总线以及嵌入式设计中采用的 I²C 和 RS-232 总线）。示波器可以通过进行物

理层测量来表征这些信号的模拟质量。

如秘诀 5 中所述，协议触发有助于捕获总线上的特定实例或事件，这非常有用。然

而，当今使用的许多串行总线采用十六进制格式编码，理解起来非常困难。综合协

议解码可将这些事件转换成更易理解的格式。 

硬件解码
基于硬件的解码提供了解码的实时更新。这提高了示波器捕获和显示偶发性串行总

线通信错误（如位填充错误、格式错误、确认错误、CRC 错误和错帧）的概率。

秘诀 6

例如： 在上面，您可以看到示波器在 CAN 总线上的十六进制帧 0x201 上触发
并进行解码。屏幕上还有两个区域，一个进行符号解码，另一个进行固有十六进

制格式解码。

在本例中，示波器在帧 ID 0x201HEX（与二进制 010 000 0001 关联）上触发。
解码器将捕获到的数据转换成实用的信息（例如“速度 ＝ 852.52 rpm”）， 
而不只是几个比特。

网上直播：
调试串行 
总线

了解更多

2 分钟 
导师： 
协议解码

符号解码迹线的扩展视图。

十六进制解码迹线的扩展视图。

立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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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Ca0tBht9j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2VTBwbi-gg&feature=youtu.be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前往示波器学习中心
查看是德科技的示波器学习中心，获取更多示波器资源。从示波器基础知识到先进

的测量技巧，再到是德科技专家的悉心指导，学习中心为您提供各种所需的资源。

从低成本示波器开始
Keysight InfiniiVision 1000 X 系列示波器以令人 

难以置信的低价，为您提供品质过硬、得到行业认可的技术。 

专业的测量和易于理解的专业知识，就在您的手边。 

前往是德科技学习中心 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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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scilloscopelearningcenter.em.keysight.com/en/oscilloscope-learning-center/
https://www.keysight.com/pt/pcx-2759552/infiniivision-1000-x-series-oscilloscopes?nid=-32110.0.00&cc=BR&lc=por&cmpid=zzfind1000x-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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