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示波器測量系統中，探棒是相當關鍵的元件。示波器探棒

提供測試中的電路實體及電子連接。也可以緩衝及調節示波

器波道輸入的訊號。理想的示波器探棒可測量絕對準確的

訊號，並準確顯示在連接的示波器上。進行這項測量時，

理想的情形是探針最好不要以任何方式干擾要探查的訊

號。既然理想探棒只存在於理想情境，在此真實情境中，

探棒測量的準確性會受限於探棒的電子效能及探棒負載。

每個工程師都曾經歷過探棒造成電路停止運作的情形。甚

至有探棒使電路開始運作的經驗。事實上，探棒會與測試

中裝置 (DUT) 相互作用，這會影響訊號波形的形狀。探棒

設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探棒負載降低到使測試中裝置

可忽略彼此互動的程度。可惜的是當訊號速度增加時，把

探棒負載降低到可忽略的程度會變得更困難。

技術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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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數位通信的訊號速度增快，已重新要求探棒的電子效

能及負載。高速訊號探查需要使用示波器探棒來測量傳輸

線環境的訊號。一旦經常使用傳輸線環境中的探棒負載，

則其需要比簡單離散探棒負載模型更複雜的處理才能達到

應有的效果。分散式電路環境中的探棒負載效應，也會導

致探棒廠商把新的方法引進探棒測量及規格。因為這個新

方法已在探棒市場中造成一些混淆，本文件會檢查這個新

方法並且把它與較傳統、已被接受的方法作比較。

探棒負載

過去一直是使用離散模型來敘述示波器探棒。典型的離散

模型，如圖 1 所示，把探棒負載描述為直流電阻及一個輸

入電容。

當訊號速度低時，這是一個正確的方法。電子訊號會以取

決於傳輸線周圍材料實體特性的傳播速度在傳輸線上傳

播。對 FR-4 電路板材料的微帶 (microstrip) 傳輸線而言，傳

播速度約是 150 ps/英吋，大約是光速的一半。對 500 ps 的

訊號上升時間而言，可觀察到訊號上升時間有變化的傳輸

線長度約是三英吋（電子長度 = 訊號上升時間/傳播速度）。

可應用的保守準則是，預期當中有相互連接來顯示比訊號

的變化可傳播的長度六分之一還長的相互連接傳輸線效應

（微帶傳輸線範例是 0.5 英吋）*1。只要電路的實體特性小於

傳播長度的六分之一，就可使用離散模型。然而當電子相

互連接變得更快時，這會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100 ps 上

升時間訊號在 FR-4 中有 0.66 英吋的傳播長度。大於 0.11

英吋的特性裝置會開始顯示傳輸線效應。

現在示波器探棒以分散式模型敘述，如圖 2 所示。這些模

型有助於考量傳輸線效應。

2

圖 1.探棒負載的離散模型 圖 2.探棒負載的分散式模型

*1 「TekConnect™ 探針：訊號準確性問題及模型化」，Tektronix,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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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棒負載的精確特徵是探棒頻率範圍的輸入阻抗。圖 3 顯

示輸入阻抗變化對高效能差動探棒頻率的圖形。使用輸入阻

抗是把介於頻率的電阻、電容及電感間複雜的相互作用模型

化的最直接方法。這個特性法使探棒使用者在特定頻率度量

探棒負載的衝擊。

示波器探查理論

與其他示波器比較時，示波器探棒具有相當不同的使用模

型。現今高頻寬示波器的每一波道皆具有 50 歐姆終端。示

波器意指用來當做末端接收器，預期會看見來自 50 歐姆來

源的訊號。示波器探棒主要是要連接到正在測試的裝置，也

就是說，可能已終止來源及接收器。這些探棒通常設計具有

高輸入阻抗，使探棒儘量不影響測試中的裝置。

在示波器實際顯示示波器探棒的情形方面有兩派想法。

Tektronix 主張探棒應測量卸載（或原始）訊號的理論。

Agilent 主張另一種不同的理論，指出探棒應測量載入的訊

號。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首先您必須了解如何分析探棒頻寬

的特徵。

探棒的通過響應或轉移功能的特徵以 VOUT / VIN 表示，其中

VIN 是探棒的輸入，而 VOUT 是探棒的輸出。這個比例敘述探

棒放大器的增益，並可寫成 VOUT (f)/VIN(f)，因為增益會隨頻

率改變。探棒的頻寬定義為探棒轉移功能的頻率降到其低頻

數值的 0.707 (3dB)。這是業界的標準頻寬定義。Tektronix

及 Agilent 執行方法的差異性和參考訊號的定義 (VIN) 有關。

把探棒導入控制良好的環境會造成環境改變。Tektronix 及

Agilent 以不同方式來說明這種改變。

經過數年後，50 歐姆環境已成為高速訊號產生及傳送的標

準。因此，示波器探棒一般是使用終止 50 歐姆訊號產生器。

測試訊號產生器的響應，是在想要的頻率範圍中儘量校準

為直線。Tektronix 以這種直線來源 (VSOURCE) 為特徵，並稱

為 VIN。之後在乾淨的 50 歐姆環境中，探棒響應在其頻率

範圍內儘量設計為直線。這種描述探棒特徵的方法具有一

種補償探棒負載的固有效應。這種類型的探棒在示波器上顯

示原始的卸載訊號。這是裝上探棒前，測試中裝置會看見

的訊號。

圖 3.具有短線小型電阻器線 Tip-ClipTM 組件的 Tektronix P7380
差動輸入阻抗

阻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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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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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採取的立場是探棒負載具有 VSOURCE 不等於 VIN 之類

的測量訊號衝擊。其聲稱必須測量探棒頻率相依負載，並

列入校準的計算中以精確衍生出探棒的頻寬。以這種方法

描述特徵的探棒具有在 50 歐姆環境中包括探棒負載的頻寬

和探棒響應。這種探棒不會嘗試補償負載，但事實上會包

括負載。當 Agilent 探棒已裝載原始訊號時，探棒會在示波

器螢幕上顯示原始訊號。

如果是無負載探針，兩種理論就一樣並且在探棒間看不出

差異。既然探棒負載確實存在，則測量理論上差異具有的

影響是，探棒及探棒頻寬的規格顯示的波形。

若要更加解釋理論上的差異，讓我們看一個簡化的範例。 假

設您想要測量完美的 1 伏特直流 (VDC) 訊號。當您以探棒測

量訊號時，會期望探棒測量到 1 VDC。如果探棒負載造成訊

號位準降到 0.95V，您要從探棒讀到 1 VDC 或 0.95 VDC？

Tektronix 的理論是您要看到 1V 的訊號。Agilent 的理論是您

要看到 0.95V 的訊號。

本範例可採取更進一步的步驟。假設您想要測量完美的交

流正弦波 1Vpp 訊號。訊號可從極小赫茲 (hertz) 掃到千兆赫

(gigahertz) 的頻率，並且仍具有完美的 1Vpp 訊號位準。當

訊號源掃過其頻率範圍時，由於改變的負載設定檔，探棒

輸出應隨頻率改變嗎？或者探棒的輸出在其主要的頻率範

圍應該讀到 1Vpp？這是個簡化的範例，但已清楚地說明探

查理論的差異性。

Tektronix 相信對探棒使用者而言，未裝上探棒之前先知道

其電路內部的運作方式會更有用。本文件的剩餘部分會更

詳盡檢查 Agilent 探查理論的效應，以及為何 Tektronix 支持

傳統的頻寬測量技術。

如何測量探棒頻寬

Tektronix 設計探棒響應在其頻率範圍內儘可能為直線。這

條直線是由校準過的網路分析儀，以及作為外至 20 GHz 直

線源的探棒測試固定器來測試，如圖 4 及圖 5 所示。典型

的網路分析儀具有特別高頻的同軸接頭，所以會採用一個

特別的探棒校準測試固定器將探棒及網路分析儀連接一

起。之後網路分析儀會經過校準，以除去任何纜線及測試

固定座的頻率效應。這個方法可確保測量的可重複性，因

為介於測試站間的纜線及固定器可能有些許差異。這個直

線系統就是 Tektronix 定義為 VSOURCE 或 VIN 的系統。

之後探棒會連接到測試固定器，如圖 6 所示，並測量探棒

響應，如圖 7 所示。

探棒具有可用來調整頻率響應的元件。這些元件可即時主

動調整來校準探棒，並使響應在其頻率範圍內儘可能為直

線。本方法的優點之一是探棒頻率相依負載在過程中會自

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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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用於測試系統校準的網路分析儀及測試固定器設定 圖 5.校準後，網路分析儀顯示直線 Vsource

圖 6.在網路分析儀測量探棒響應的設定 圖 7. Tektronix P7380 探棒響應

探棒測試固定器

探棒
探棒

電源供應

50Ω 終端

探棒測試固定器

參考平面

埠 埠

埠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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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遵照的方法有點類似，但使用一些額外的步驟來校

準探棒以顯示負載響應。在網路分析儀以測試固定器校準

為直線源後，會測量探棒載頻率上的負載，並儲存到記憶

體。這可透過與連到測試固定器的探棒響應來測量測試固

定器而達成，如圖 8 所示。透過響應的測試固定器上的探

棒負載結果顯示於圖 9。

之後使用數學來把直線參考除以探棒負載以說明負載的影

響。計算頻寬時，這就是 Agilent 用來當作 VIN 的值。

之後探棒會放入系統並測量頻率響應。圖 11 顯示使用

Tektronix 傳統頻寬測量法的 Agilent 探棒響應。圖 12 顯示

使用全新 Agilent 頻寬測量法的 Agilent 探棒響應。比較兩圖

形可看出全新 Agilent 頻寬法與傳統方法比較後，傾向膨脹

探棒頻寬。

圖 8.測量探棒負載的校準設定 圖 9.具有差動焊接探棒頭的 Agilent 1134A 負載

圖 10.使用數學說明探棒負載來計算 VIN

探棒測試固定器

參考平面

埠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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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Tektronix 方法來測量探棒，探棒響應在開始約

2 千兆赫 (GHz) 時會呈現約減低 2dB。一旦把負載從探棒響

應分開，探棒在其頻率範圍內看起來完全為直線。Agilent

探棒的設計是為了儘可能提供直線的數學頻率響應或負載

響應。之後探棒頻寬定義為數學響應從探棒的直流響應下

降 3dB 的點。全新 Agilent 頻寬規格法本質上假設來源阻抗

是零歐姆，探棒負載並不影響來源。以 Agilent 方法為特徵

的探棒具有比計算頻寬還低的有效頻寬，因為探棒阻抗在

真實情境環境中不為零。藉由比較的 Tektronix 頻寬測量法，

對有效的 25 歐姆來源阻抗（與 50 歐姆終端平行的 50 歐姆

來源）而言是最佳化的，對於在終止 50 歐姆環境中測量高

速訊號會更加接近真實情況。

一種用來指定探棒頻寬的全新 Agilent 方法的限制指出，須

考慮具有高頻寬及大量探棒負載的探棒案例。使用 Agilent

頻寬測量法的探棒，似乎具有很高頻寬，但在真實情境環

境中的有用性卻很有限。

時間領域響應 - 使用負載響應探棒的分歧

雖然示波器的主要規格之一是頻寬，但測量頻率響應時，

示波器是主要的時間領域儀器。示波器顯示的資料是振幅

對時間的圖形。在頻率領域中看似小的差異，在時間領域

中可能有很大的衝擊。

圖 11.不使用數學來除以負載的 1134A 差動焊接探棒頭響應

（Tektronix 方法）

圖 12.使用數學來除以負載的 1134A 差動焊接探棒頭響應

（Agilent 方法）



方波遠比在示波器顯示中看見的更複雜。根據傅立葉數學

運算，完美的方波可分割成無數的諧波正弦波序列。然

而，既然現今探棒及示波器不具有無限頻寬，也就不會出

現完美方波訊號。既然方波訊號無法從低狀態立即改變到

高狀態，上升時間及下降時間的數字便用來描述改變速度

的特徵。更高頻率的內容等於更快的上升及下降時間。方

波訊號邊緣的清晰度會受可用的高頻率內容的數量所影

響。探棒負載與頻率有關，一般在較高頻時會變差。因此

探棒負載在任何步階功能或方波的角落具有直接的衝擊。

圖 13 敘述探棒負載在眼形圖表中的影響。

顯示卸載響應 (Tektronix) 或負載響應 (Agilent) 的兩種理論差

異，在時間領域中變得更加明顯。

如何把理論變為實用

如圖 14 及 15 所示，兩種測量方法皆會產生希望的結果。

Tektronix 探棒設計來在探棒裝上前，顯示從測試中裝置輸

出的原始訊號。即使對於具有快速上升時間的訊號，示波

器顯示幕所示的響應，看來非常類似由來源產生的眼狀

圖。Agilent 探棒設計來在探棒裝上後，顯示負載訊號、測

試中裝置的訊號。Agilent 示波器顯示幕上的響應，的確具

有類似負載眼形圖樣的功能。

兩種用於校準探棒的方法都有效，依照您想查看或測量的

東西來決定。Tektronix 相信大多數探棒使用者都想在未裝

上探棒時了解其電路內部的運作方式。因此探棒設計來符

合這種需求。如果您想了解電路內部的運作，應該選擇

Tektronix 探棒。這類型探棒是個良好的通用工具，讓您不

必花費太多力氣就可測量。

8 www.tektronix.com/accessories

圖 13.探棒負載的時間領域效應如 CSA/TDS8000 取樣示波器所示 *2.5 Gb/s PRBS7 資料圖樣，40 ps 10/90% 上升時間

從來源卸載眼形圖樣* 負載眼形圖樣

來源
斜
率
探
棒

斜率

始終 50 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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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時間領域中卸載響應類型探棒的範例 *2.5 Gbps PRBS7 資料圖樣，40 ps 10/90% 上升時間

從來源卸載眼形圖樣*

負載眼形圖樣

TDS6804B 示波器上的

Tektronix P7380 探棒響應

圖 15.時間領域中負載響應類型探棒的範例 *2.5 Gbps PRBS7 資料圖樣，40 ps 10/90% 上升時間

從來源卸載眼形圖樣*

負載眼形圖樣

54855A 示波器上的

Agilent 1134A 差動探棒頭響應

來源 斜率斜
率
探
棒

來源 斜率
斜
率
探
棒

始終 50 歐姆

始終 50 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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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看探棒會如何影響您的電路，應該考慮選擇

Agilent 探棒。例如，如果電路可模型化及模擬化，這會非

常有用。探棒負載可加到這個模型，模擬的輸出可用探棒

的輸出及示波器來檢查。Tektronix 探棒可用在這類型的測

量，但必須要測試中裝置能在示波器的波道終止，一般是

透過同軸纜線。這類型的連接在電路板中並不常見。

Agilent 探棒在一些特定應用上是很好使用，但當作通用工

具時則無法良好運作。在沒有許多的輔助計算及額外時間

下，探棒不會給您想要找的資料，因為資料中會一直包括

探棒負載。這類型探棒不是良好的通用工具，因為它會增

加額外的複雜層面。

當工程師測量電路時會知道期望看見的結果，並使用探棒

來確認每個元件如設計時那樣運作。當探棒負載影響到

Agilent 探棒時，只會顯示系統效能。之後工程師必須決定

其所看見的結果，是否由系統或只是部分的探棒負載效應

所造成。系統有可能取得資料並往後運作來找出原始資

料，但這過程很困難而且耗時。Agilent 並沒有執行這個步

驟的自動示波器程序。測量的每個單一波形都必須完成這

個步驟。如果忽略這個步驟，之後紀錄的資料會受到懷

疑。如果工程師想使用示波器上可得的大量應用程式之

一，這個特殊步驟甚至會變成嚴重的問題。

所有這些應用程式都是使用示波器資料來執行分析。如果

使用未處理的探棒資料，因為來自不存在原始訊號中的探

棒額外效應，這些應用程式可能會假傳送或失效。

Agilent 有個應用摘要，更詳盡敘述了可用來取得探棒的輸

出，並且往後運作來顯示原始訊號的各種方法。Agilent 取

樣示波器具有正規化功能，在當作時間領域的反射計 (TDR)

測量時，可用來校準測試固定器的功能。相同的正規化功

能可用來說明探棒負載，並幫助探棒顯示原始訊號。這方

法的缺點是發生正規化前，來源需要以探棒負載來適當描

繪特徵。在許多情況下，探棒使用者的最後目標是描述訊

號的特徵。為何經過這麼多麻煩完全描述訊號特徵，好讓

它們恢復再以探棒測量呢？Agilent 即時示波器不具有這種

正規化功能。他們對這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使用離散元件，

把探棒補償電路加入來源。當的確產生所要的效應時，對

工程師測試電路來說會變得不實用。當用 Tektronix 探棒直

接測量時，為何歷經所有問題後可取消來自 Agilent 探棒的

原始訊號？

Agilent 探棒的另一缺點是無法可靠地使用在遮罩測試中。

如照片中所見，探棒負載在高速數位訊號的前端角落具有

顯著的衝擊。因為探棒負載是響應的一部分，這會造成訊

號的人為失效或通過遮罩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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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探棒頻寬
技術摘要

遮罩測試對高速序列資料測試來說是重要的工具。大多數

序列資料的標準會指定可用來確認資料流的遮罩，以確定符

合標準。典型的遮罩會設計來與行末接收器一起使用，像終

止 50 歐姆示波器波道或 SMA- 輸入探棒，像 P7380SMA。

末端接收器不須處理探棒負載的問題。到達接收器的訊號

品質主要取決於傳輸線及 50 歐姆終端的品質。遮罩會定義

在其預期的環境中序列資料流的限制，但其中並不包括外

部因素，像探棒負載。有時要存取序列資料流以直接設管

道輸送到示波器是不可能。這情況的範例是相同電路板上

的兩塊晶片，中間具有高速序列連接。存取資料流的唯一

方法是使用示波器探棒。

在原始環境中，Tektronix 探棒可用作遮罩測試，因為探棒是

設計來重製訊號。另一方面，Agilent 探棒則會顯示一個包

括探棒負載的訊號，而且可能不符合進行有效遮罩測試的標

準。當探棒未接至系統時，設計以 Agilent 探棒通過遮罩測

試的電路會碰到問題，因為是在無效環境中通過測試。如果

使用特別修改的遮罩，Agilent 探棒可用來做相容測試，但

不能使用標準委員會指定的標準遮罩。

因為探棒的負載會影響任何步階響應的前端角落，所以

Agilent 探棒測量的上升時間也可能不正確。顯示在示波器

螢幕的探棒響應包括負載。典型的示波器測量演算法是設計

來尋找 10-90% 的點來做測量。前端角落的失真可能足以改

變波形，所以 90% 的點會有顯著差異並造成測量錯誤。測

量上升時間的 20-80% 位置距離前端角落失真遠衝擊較小，

因為是在距離失真角落很遠處測量。

結論

示波器探棒是工程師用來快速測量及幫助產品銷售到市場

的工具。過去幾年來，訊號速度的大量增加使探查的複雜

性提高，這是探棒使用者須了解及說明的。在過去，所有

示波器探棒的設計師都主張相同的理論。導入 Agilent 負載

響應類型的探棒，已給予探棒使用者一個額外的工具，但

也造成一些混淆。

不管使用何種類型探棒，都須小心了解探棒如何與 DUT 相

互作用。Agilent 探棒對小型應用程式集而言或許是很好的

工具，但不適合通用探查作業，像 DUT 特徵分析、驗證及

遮罩測試，因為這些都需要額外的計算來擷取探棒負載。

相對地，Tektronix 探棒對通用探查作業而言是很好的工具，

因為其致力於直接顯示原始的卸載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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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Tektronix 聯系：

大韓民國 82 (2) 528-5299

中東、亞洲與北非 +41 52 675 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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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81 (3) 6714-3010

比利時 07 81 60166

印度 (91) 80-22275577

加拿大 1 (800) 66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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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澳洲∕巴基斯坦 (65) 6356 3900

法國及北非 +33 (0) 1 69 81 81

波蘭 +41 52 675 3777

英國及愛爾蘭 +44 (0) 1344 392400

俄國、獨立國協及波羅的海各國 7 095 775 1064

南非 +27 11 254 8360

挪威 800 16098

美國（外銷）1 (503) 627-1916

美國 1 (800) 426-2200

香港 (852) 2585-6688

荷蘭 090 02 021797

葡萄牙 80 08 12370

瑞士 +41 52 675 3777

瑞典 020 08 80371

義大利 +39 (02) 25086 1

奧地利 +41 52 675 3777

墨西哥、中美及加勒比海 52 (55) 56666-333

德國 +49 (221) 94 77 400

盧森堡 +44 (0) 1344 3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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