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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的測量需求選擇最佳的
被動和主動示波器探棒

應用指南

序言
被動電壓探棒是當今最常用的示波器探棒
要進行可靠的示波器測量，首先是為您的應用選擇適合的探棒。雖然有許多不同類型的示波器探棒可供
選擇，但它們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被動探棒和主動探棒。被動探棒不需要外接示波器電源。主動探
棒需要外接示波器電源為探棒中的主動元件（例如電晶體和放大器）供電，並提供比被動探棒更高的頻
寬性能。每一大類都包括許多不同類型的探棒，每種探棒都有其最適合的用途。

被動探棒
被動電壓探棒是目前最常用的示波器探棒類型。它可以再分為兩大類型：高阻抗輸入探棒和低阻抗電阻
分壓器探棒。具有 10:1 分壓比的高阻抗輸入被動探棒可能是目前最常用的探棒。目前大部分中低階示
波器在裝運時都附帶該探棒。探針電阻通常為 9 MΩ ，當探棒與示波器的 1 MΩ 輸入端相連時，探針與
示波器輸入端的分壓比（或衰減比）為 10:1 。觀察到的探針處的淨輸入電阻為 10 MΩ 。因此，示波器
輸入端電壓是探針電壓的十分之一，兩者的關係可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V 示波器 = V 探棒 * (1 MΩ/
(9 MΩ + 1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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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探棒
與主動探棒相比，被動探棒更耐用，也
更便宜。它們具有非常寬的動態範圍
( 典型 10:1 探棒的動態範圍 >300 V) 和高
輸入阻抗，可與示波器的輸入阻抗相匹
配。然而，高阻抗輸入探棒與主動探棒
或低阻抗 (Z0) 電阻器分壓被動探棒相
比，會產生較大的電容負載，並具有較
窄的頻寬。
圖 2. 高阻抗被動探棒提供結實耐用、價格較低的通用探測與故障診斷解決方案

低 阻 抗 電 阻 器 分 壓 探 棒 具 有 450 Ω 或
950 Ω 輸入電阻，與示波器的 50 Ω 輸入
形成 10:1 或 20:1 的衰減比。輸入電阻器
之後是 50 Ω 電纜，使用示波器的 50 Ω
輸入作為負載端接。切記，示波器必須
具有 50 Ω 輸入，才能使用此類探棒。這
種探棒的主要優勢包括，電容負載小，
頻寬非常高 ― 在幾 GHz 的範圍內 ― 有
助於進行高精準度計時測量。此外，與
類似頻寬範圍的主動探棒相比，此探棒
的成本比主動探棒低。您可以在以下應
用中使用這種探棒：探測電子電路邏輯
(ECL) 電 路 、 微 波 元 件 或 50 Ω 傳 輸 線
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種探棒有較
大的電阻負載，可能影響信號的測量振
幅。
圖 3. 低阻抗電阻器分壓探棒具有低電容負載和寬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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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探棒
如果您的示波器頻寬超過 500 MHz ，可
能或應該使用主動探棒。雖然價格較
高，但是當您需要高頻寬性能時，主動
探棒還是您的最佳選擇。主動探棒比被
動探棒價格較高，並且其輸入電壓有
限，但是由於它們的電容負載顯著降
低，因而能使您更深入地觀察快速信
號。

顧名思義，主動探棒需要有探棒電源。
許多先進的主動探棒使用智慧探棒介
面，該介面可提供電力，以及充當相容
探棒與示波器之間的通信鏈路。通常，
探棒介面能夠識別連接的探棒類型，並
且按正確設置輸入阻抗、衰減率、探棒
功率和偏置範圍。

圖 4. 許多先進的主動探棒使用智慧探棒介面，該介面可提供電力，以及充當
相容探棒與示波器之間的通信鏈路

通常情況下，您會選擇使用單端主動探
棒測量單端信號（以接地為參考的電
壓），使用差動主動探棒測量差動信號
（正電壓與負電壓之比）。差動探棒中
的信號連接之間的有效接地面比大部分
單端探棒中的接地連接更理想。這個接
地面將探針接地有效地連接到待測物
(DUT) 接地，連接阻抗非常小。因此在
測量單端信號時，差動探棒可以獲得比
單端探棒更精確的測量結果。 Keysight
InfiniiMax 1130A 系列探測系統使用專為
手動點測、插座式連接或焊入式連接優
化的可互換探棒，只需通過一個探棒放
大器便可進行差動或單端探測。

圖 5. InfiniiMax 探測系統提供多種單端和差動探棒附件，可構成經濟高效的
單端和差動探測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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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考慮
更高頻寬是主動探棒相對於被動探棒的
一個明顯優勢。探棒使用者經常忽視的
一個問題是連接到目標的效應，稱為
“連接頻寬”。儘管特殊的主動探棒可
能具有非常出色的頻寬技術規格，但是
一般公佈的性能都是在理想探測條件下
實現的。在實際的探測條件下（可能需
要使用探測附件連接探針），主動探棒
的性能可能要遠遠遜色於公佈的性能。
主動探測系統的實際性能主要是由“連
接”系統決定。圖 5 中，在 V Atn 點左
側的寄生元件是確定實際主動探測系統
在高頻應用中的性能的驅動因素。
圖 6. 在 V Atn 點左側的寄生元件是確定實際主動探測系統在高頻應用中的性能的驅動因素

例如， Keysight N2796A 2 GHz 單端主
動探棒通過探針和 2 釐米長的偏置接
地，提供 2 GHz 頻寬。使用這種最佳設
置，您可以獲得 2 GHz 探棒頻寬。如果
拆除探針和接地連接，改用 10 釐米雙引
線轉接頭，則探棒頻寬下降到 1 GHz 。
再將其他夾具連接到雙引線轉接頭，
則探棒頻寬進一步下降到 500 MHz 。
由此可見，此處的訣竅在於更短的
輸入引線提高了探棒性能。

圖 7. 使用的引線越短，您將實現的探棒頻寬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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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棒負載效應
現在我們來討論探棒的輸入阻抗和輸入
負載。許多人以為探棒輸入阻抗是一個
常數。您可能聽說過，探棒具有 kΩ 、
MΩ 甚至 10 MΩ 級的輸入阻抗，但是輸
入阻抗不是在任何頻率上都是恒定的。
輸入阻抗會隨著頻率的增加而下降。

在直流和低頻範圍內，探棒的輸入阻抗
最初等於額定輸入阻抗（如果是 10:1 被
動探棒，輸入阻抗即為 10 MΩ ），但是
隨著頻率的增加，探棒的輸入電容開始
變成短路，探棒的阻抗開始降低。輸入
電容越高，阻抗下降趨勢越明顯。

圖 8 顯示了 500 MHz 被動探棒與 2 Ghz
主動探棒的比較。您將會看到，在

圖 8. 在 ~10 kHz 交點及其之後，主動探棒的輸入阻抗比被動探棒高

~10 kHz 交點及其之後，主動探棒的輸
入阻抗比被動探棒高。輸入阻抗更高，
意味著對目標信號施加的負載越小，負
載越小即意味著對信號的影響越小或損
害越小。

在圖中大約 70 MHz 頻寬處，被動探棒
的輸入阻抗降低到 ~150 Ω ，而主動探
棒的輸入阻抗為 ~2.5 kΩ 。兩者的差異
相當大。例如，如果您的系統的信號源
阻抗為 50 Ω 或 100 Ω ，那麼由於探棒負
載的原因，被動探棒對信號的影響要比
主動探棒大得多。

在該頻率範圍內，連接被動探棒就相當

圖 9. 使用 2 GHz 主動探棒（黃色跡線）和 500 MHz 被動探棒（紅色跡線）
測得的信號邊緣速度

於在您的電路中加入了一個 150 Ω 電阻
器。如果您可以容忍的話，可以繼續使
用被動探棒。如果您不能容忍的話，再
使用被動探棒就會產生問題，最好選擇
使用在高頻範圍內具有更高阻抗的探
棒，例如主動探棒。

上面的圖 9 顯示了使用兩種不同的探棒
測量實際信號的實例。綠色跡線顯示
在未連接任何探棒時，信號邊緣速度

所測量的信號的區別。顯然，主動探棒
不會使目標信號發生較大的失真。

為 1.1 ns 。它表示該信號的頻寬為 300
MHz （ =0.35/1.1 ns ）。當連接 2 GHz

如果您連接 500 MHz 被動探棒測量相同

主動探棒測量這個 1.1 ns 信號時，示

信號，現在測得目標信號的邊緣速度為

波器顯示黃色跡線位於綠色跡線之
下，您甚至無法分辨原始信號與探棒

號，使其速度變慢。

1.5 ns 。被動探棒實際上會破壞目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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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用戶在為示波器應用選擇適當的測量工
具時，往往忽視了探棒。許多工程師在
選擇示波器時首先關注需要的頻寬、取
樣率和通道數，其次考慮如何將信號輸
入示波器。但是要進行可靠的示波器測
量，首先應考慮為您的應用選擇適當的
探棒以及如何正確地使用探棒。

對於一般的探測和故障診斷來說，被動
探棒是一個妥當的選擇；但是在高頻應
用中，主動探棒可以為您提供更精確的
高速信號測量結果。雖然市場上許多主
動探棒標有極其卓越的頻寬技術規格，
但是請記住，主動探棒的實際性能主要
是由您如何將其連接到目標決定的。一
條簡單的經驗證明，如果您希望進行高
保真度測量，輸入引線越短越好。

是德科技示波器
從 20 MHz 至 >90 GHz 的多種機型 | 業界領先的技術規格 | 功能強大的應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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