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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子产品日益复杂，市场对示波器的带宽和准确性提

出更高要求。这不是购买一台高档示波器就能解决的问题，还需

搭配适合的探头和正确的测试方法。本文从探头的原理出发，讲

述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探头。

一、认识示波器探头
被测信号不可能直接接入到示波器中，这就需要一个设备为

测试点与示波器之间建立电气连接。根据需求不同，这个设备可

以是一个导线，也可能是较为复杂的电路。这个负责勾连测试点

与示波器的设备就是示波器探头。所以示波器探头至关重要，没

有探头示波器将无法进行测量。

图1

上图为示波器探头测量时的示意图，从上图可知，示波器一

般具有三个典型的部分，探头头部、探头电缆和探头补偿设备。

其中探头头部的作用是与测试点直接接触，从而与被测系统产生

电气连接，最终获取到需要测量的信号。探头电缆的作用则是使

示波器和探头头部彼此不互相干涉，可以做到在不移动示波器的

前提下，随意移动探头头部，使之可以方便的与测试点接触。最

后的探头补偿设备，主要是为了尽量消除探头电缆带来的负面影

响，从一定程度上保持探头的测量准确性。

由探头的基本结构可知，探头是不可能被看为一个透明的设

备，一定会有很多性能上的限制，比如探头电缆和补偿设备决定

了探头的带宽，又比如探头中的器件尺寸也决定了探头的输入电

压。所以探头会有一些基本的参数。在此归纳一下：

1、衰减系数

衰减系数，是所有探头都会有的一个参数，指的是探头使信

号幅度下降的程度。某些探头可能会有可选择的衰减系数。典型

的衰减系数有1×、10×和100×。1×探头表示不会对信号进行

衰减。10×则表示信号会被衰减10倍再输入示波器。1×、10×

这些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之前的示波器没有自动识别探头衰减系

数和自动调节的能力，所以需要通过1×、10×这些名称来提醒

测试者记得要把测量出来的结果乘以相应的倍数。

2、带宽

带 宽 也 同 样 是 一

个探头必备的参数，指

的 是 探 头 导 致 信 号 衰

减-3dB情况下的频率

点。如图所示：

图2

如100MHz探头就有100MHz带宽，500MHz探头就有

500MHz带宽。一些探头，还会有一个低频的带宽频率，比如一

些AC探头，不能传递DC信号，它在低频段会有一个带宽参数。

值得一提的是，带宽指的是-3dB的频谱，此时信号被测量出的

幅度只有真实信号的70.7%，所以测量者需要考虑对这个结果是

否可以被接受，否则就需要使用更高带宽的探头。

3、上升时间

带宽指的是对单一正弦波的测量，如果需要测量的是方波，

则需要考虑探头的上升时间，该参数是探头在阶跃信号激励的输

入下，输出信号从10%上升至90%所需的时间。这个参数实际

上是用来进行评估误差范围的。比如被测试方波信号的上升沿的

上升时间为10ns，则经过一个上升时间为3.5ns的探头，最终输

出的上升时间就大致为：

上升时间退化了5.9%。

如果此时改用0.7ns的探

头，则输出的上升时间为：

上升时间仅仅退化了0.24%。所以测量时，就需要尽量选择

上升时间远小于被测信号上升时间的探头，一般需要3~5倍。

4、最大输入电压

最大输入电压是指探头可以输入的最大额定值的电压。最大

输入电压取决于探头机身和探头内部器件的额定击穿电压。一般

该项会通过一些安规规范来给出，而不是给出单一的电压，比如

一般10×的无源探头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00VRMS CAT Ⅱ。其

中CAT Ⅱ 指的是一类测试场景，300VRMS CAT Ⅱ指的是在

这类测试场景下可以测量的最大电压。而且这个电压并不是一个

恒定值。而是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探头会给出自己的

电压额定曲线，如图3所示：

5、输入电容

输入电容就是从探头的探头头部端测量出的电容。对于有

源探头，该电容包括探头探针的寄生电容和探头内部电路中的电

容。对于一些无源探头，还要包括探头电缆的寄生电容和示波器

本身的电容。该电容值越小，一般说明探头可测量的频率越高。

6、输入电阻

探头的输入电阻是探头的探头头部端测量出的电阻，该值是

在DC情况下测量出来的。对于无源探头来说，衰减比例越大，

探头的输入电阻越高。

7、示波器补偿范围

多数无源探头都是一种通用的设备，而在不同示波器之间，

甚至在同一台示波器不同通道之间都会有所差异。探头为了兼容

这些差异，就会自带一个补偿网络，用来补偿不同示波器间的

差异。如果补偿不足或者补偿过度，就会导致测量结果出现错

误。而这个补偿网络是一定会有一个能够调整的范围的，这个范

围就是示波器补偿范围。一般的无源探头的示波器补偿范围为

10~35pF。

8、电缆长度

每个探头都必须有一段探头电缆，这是为了更加方便的进行

测量。而这段电缆会造成一定的信号传播延时。例如，1m左右

的探头电缆，大概会有5ns的延时。对于10MHz的信号，这会造

成大概20°左右的延时。电缆越长，会导致相位信号延迟越长。

而这个延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对测量造成影响，因为在一定带宽范

围内，这个延时并不会跟随信号频率变化而变化，所以不会造成

群延时的失真。只有在两个以上通道一起测量时，传输延时才会

产生影响，特别是当电压探头与电流探头一起进行功率测量时，

不同探头之间的延时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测量之前需要根

据电缆长度来推算大致的延时。如果延时过大，则需要使用示波

器内的延时校准功能。

二、常见探头种类
常见探头分类如下图所示：

图4 示波器探头分类

其中无源探头常见的有1×、10×、100×三种规格，一般

情况下，1×探头多为低带宽探头，适用于测量低频低电压的信

号，100×探头耐压值一般较高，适用于一些高压测量情景，而

10×探头的带宽一般都比较高，适用于较高速信号的测量。

有源探头中，高速差分探头适用于高速信号的测量，其带

宽很高，而且探头负载效益很小，但是一般都价格昂贵。高压差

分探头一般适用于对高压场合的测试，与无源探头相比，不仅输

入电压更高，一般都在1000V以上，而且由于其两根测量线对

地阻抗都非常高，使其可以直接进行非接地测量，比如在测量市

电时，无源探头的地线必须接到市电的地线上，只能测量L或者

N与地线之间的电压，而高压差分探头却可以进行任意两线间的

测量。电流探头用于对电流进行测量，有些电流探头只能测量交

流，有些也可以进行直流测量。

三、 探头的使用注意事项
在探头的使用上，还需要考虑一些问题：

1、安全

使用探头进行测量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比如使用

无源探头时，探头的地线与示波器的地是连接在一起的，当示波

器安全接地的时候，探头是安全的。但是当示波器没有安全接地

时，探头的地线就会存在一定的电压从而给使用者带来危险。具

体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图6 示波器接地

由于Y电容的原因，导致原本的接地点电压就不在是0V，而

是L与N之间电压的一半也就是110V电压，这个电压会对人体进

行伤害。所以示波器的测量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接地良好，或者

采用隔离变压器进行完全的安全隔离，否则有可能会导致使用者

触电。

而且此时如果探头的地线是接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上，比

如说市电的火线上时，就会导致整个示波器外壳都带有220V高

压，这时人再触碰示波器时就会发生直接触电，这种情况非常危

险，相当于直接将手插入市电插排。

图7

2、连接顺序

探头通过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间接接地，而被测系统可能是

一个悬浮的系统，为避免危险，地线必须先连接到地上，将示波

器与被测系统共地，然后才能将探头探针点在测试点上。而当断

开探头时，也要先断开探针，然后再断开地线。

3、阻抗

使用探头时，需要考虑与示波器的匹配问题。常见的无源探

头，一般需要示波器的阻抗档位是1MΩ阻抗。而一些有源探头

则是需要50Ω阻抗。使用探头前，要看说明书上对应阻抗的说

明，来选择相应的示波器档位与之匹配。

4、带宽

当使用探头进行测量时，整个系统的带宽就是由探头带宽和

示波器带宽两部分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带宽不足，都会导致最

终测量结果不能达到要求。比如选用一个100M的探头配套一个

500M的示波器，那么带宽最多也就只有100M左右，这样就无

法发挥500M示波器的带宽优势。所以合理选择示波器与探头，

才能让测试带宽达到要求。

5、电压

选择探头时，还需要考虑测试信号的电压，一方面要保证

测试电压不要高于探头的最大输入电压，另一方面也要保证探头

输出的信号在示波器的可测量范围内。这需要测试者根据测试信

号的电压来选择探头。比如要测量600Vpp的电压信号，就需要

选择耐压值超过600Vpp的探头，而一般示波器最大测量电压是

80V，所以需要选择一个衰减比大于8的探头。而如果需要测量

的信号是10mVpp的电压信号，则就需要采用无衰减的探头进行

测量。

6、地线的影响

传统的使用习惯上，示波器

的接地方式就是那根长长的接地

夹线。这种接地方式，确实是一

种简单方便的接地方式，但是却

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准确的接地

方式。

图8 接地夹线示意图

由于地夹线比较长，其会形成一个寄生电感Lgnd，随着夹

线的增长，这个电感也会增大，而这个回路电感会和示波器探头

的输入电容Cin产生谐振。这就导致示波器的幅频特性变得不平

坦，导致测量不准确。下图为使用接地夹时的等效电路。

图9 接地夹线等效电路图

下图为用该等效电路仿真出的频谱特性曲线：

图10 频谱特性曲线

可以看出，在60MHz以上的频

率，幅度已经产生了超过3dB的过

冲，而到达100M左右时，过冲到

最大幅度。所以如果采用地夹，测

量超过60MHz的信号就会产生比较

大的失真。正确的方式应该是采用

接地弹簧。接地弹簧具有非常小的

电感，可以大大提升探头的带宽。

而且使用弹簧，也会减小接地

环路面积，大大较小空间噪声的辐射干扰。

7、补偿电容的调节

对于10×无源探头，其等效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12 探头等效电路

其中C1和Cline1是示波器和通讯电缆的寄生电容，是无法

去除的。由于R2的原因，势必会产生一个低通滤波器，这就导

致探头无法通过高频信号。为了提高探头带宽，探头中会加入

C2，来进行补偿。

计算可得该系统的零点：   

系统极点为：

只有使得这两个点重合，

才能让探头带宽得以平坦。而

示波器的输入

电容C1和通

讯电缆的电容

Cline1都有一定的变化范围，所以必须加入一个可调电容Cadj

来进行匹配。实际使用时，需要通过这个可调电容来将探头带宽

调节平坦。具体方式是将探头链接到示波器的校准片上，然后通

过调节探头补偿装置上的调节器，将方波调节平坦。下图为调节

图例。当屏幕上的波形变为方波时，表示探头调节成功。

图13 探头补偿示意图

8、探头的负载效应

前文提到过，探头都是具有输入电容和输入电阻的，这就导

致其并不能当成一个阻抗无穷大的设备，其测量时的等效模型如

下图所示。

图14

根据电路知识可知，对于直流信号而言，与未接入探头前

相比，Vout会有所下降，因为现在的负载不再是RL，而是RL与

Rin并联后的电阻，这势必小于原来的电阻RL。而对于交流信号

而言，还需要在并联上一个电容Cin产生的阻抗。而这个阻抗会

随着频率的增加而逐渐减小。这就是有些情况下探头点上去，电

路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在使用探头测量时，需要评估探头的负

载效应对被测试系统产生的影响。比如一般的1×探头，输入电

容高达150pF左右，如果接入到一个50Ω系统中，会产生一个

40M左右的低通滤波器，如果被测信号接近或者高于这个频率

时，就会导致被测系统工作异常。进行高频测量时，探头的输入

电容越小，对系统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小。

四、总结
探头在示波器测量系统中，至关重要。ZDS4000示波器具

有很优越的各项性能，同时标配了性能优异的无源探头，但是探

头的使用上存在着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为了能正确的发挥示波

器的性能，使用者需要了解这些，才能即安全又准确的得到测量

结果。

（文章源自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

钳表作为电流测量的主要工具，是广大电气工程师手头使

用率仅次于万用表的主要利器之一。但是对于琳琅满目的仪表型

号，复杂多变的工控环境，到底该如何快速选择适合自己的哪一

款呢？

日常的钳表选择，大家常规的一般是看 是否交直流，是否

标称精度够高，然而实际操作中精度往往还是不够满意甚至不够

稳定。其实影响精度的规格还有很多，请听我们专家娓娓道来：

真有效值/平均响应值

真有效值是指在给定频率下（比如工频），如果电流的大小

/振幅变化很大，此时真有效值是基于积分算法模拟计算，则可以

把变化的电流都测量在内。而平均有效值是基于正弦波峰值的给

定平均值计算，难以把超出部分更准确显示出来。

具备真有效值钳表产品如Fluke 319/381/365/369/902FC

等等。

分辨率与量程

分辨率和精度是2个概念。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理解，分辨率

是指仪表能识别的电流等待测信号变化的最小量。而且往往需要

结合适合的量程，才能显示更准确的值，或者发挥手头仪表的最

大准确度。

举例，假定待测电流为2.0A，电流变化量是+/- 0.03A，2

只钳表假定：相同1%精度+5字，相同显示位数；表1 （分辨率

0.1A，量程600A），表2（分辨率0.01A，量程3A）。则：

-表1不能识别0.03A电流变化，可能读数2.5A不变，

-表2能识别0.03A电流变化，结合5字的读数精度，读数变

化可能范围1.965-2.035（还未考虑+/- 0.02精度范围）

频率响应

标准的工作电流是工频，因此大部分的钳表产品都是基于工

频响应而设计校准。而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频率要求。比如

广泛应用的变频器/VFD，工作频率范围集中在30~50Hz之间，

这时若需要精准测量VFD输出电流，则需要考虑钳表的频率响

应。

具体产品推荐：Fluke 381标注精度的工作模式下，支持低

至10Hz。

低通滤波器

提到频率，不得不提到低通滤波器（LPF）。很多回路其实

是受高频谐波影响的，会造成钳表测得信号可能高于实际值。比

如整流器，逆变器等。因此有此类设备的回路测量，需要使用自

带低通滤波器的钳表产品。

具备LPF钳表产品举例Fluke 369/368系列，Fluke 381，

安博 ACD-14-PRO等。

钳表也已经进入钳口即可直接测量相电压的新纪元了！

Fluke T6系列电压钳表，钳口即可直接读数最高1000V的相电

压与最高200A电流，并同时显示！完全告别了万用表或钳表，

传统表笔测量电压的繁琐操作，高效而且安全！

好了，有了以上的硬指标和新技术讲解。其实在实际仪表的

工作中影响精度的，还有很多隐性的设计与质量标准（比如元器

件与IC等级与耐久标准，屏蔽层设计与做工，PCB版工艺/比如

接口与电路镀金等），校准标准等等因素影响。可见，如果仅仅

依据量程/标称精度，来选择仪表是很容易沦为键盘工程师，事倍

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只有对自身工控环境的有深度理解，对手

里的仪表工具有深入了解，才能更合理选择适合的工作利器！

（文章源自福禄克）

示波器探头的重要性，你了解多少？

为什么买了精度这么高的钳表，还是测不准？

图3

图11 接地弹簧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