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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信号以便对电气设计或系统进行表征、 
测试或故障诊断可能会单调乏味且耗时。 
因此，我们的专家提出了四个秘诀， 

帮助您更高效地生成简单或复杂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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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波形发生器输出的清晰度

在制作软饮或啤酒等饮品时，纯水无可替代，因为几乎不可能从最终产品中

去除杂质。同样，在创建放大、混合或调制信号的电路时，使用具有低谐波失

真的纯正弦波来对电路进行测试很有意义。在对设计进行故障诊断以确定

错误来源，特别是对发射机、接收机和锁相环进行故障诊断时，使用具有最

干净输出的波形发生器将会大有帮助。

利用频谱分析仪检查波形发生器的噪声电平时，首先要看波形发生器的带

宽。查看带宽是否指定为 3 db 点，发生器是否可以按照指定带宽输出正弦

波甚至是方波。噪声通常用总谐波失真来表示，即基频中的能量与谐波或

相关频率中所有能量之和的比率。图 1 是利用 Keysight Trueform 波形发生

器生成的噪声（0.04 THD）。从频谱分析仪中获取的屏幕截图显示，基频是  

10 MHz（最高峰值），谐波（较小峰值）出现在了基频的偶数倍。

布线也会对噪声产生重大影响。务必使用高品质的电缆和连接器，以便只为

电路提供所需的信号。双屏蔽同轴电缆可以很好地避免把不需要的信号耦

合到源信号中。与源、电缆和电路匹配的阻抗可以消除反射，使传输的功率

得以最大化。

从纯正弦波开始秘诀 1

图 1. Trueform 波形发生器

的频谱纯度。本例中，噪声

小于 0.04 T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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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价格经济的波形发生器创建脉冲

您可以使用相对经济的波形发生器代替专用脉冲发生器来生成触发信号和时钟

信号，以及进行逻辑控制。在设计控制电路时，可以将波形发生器用作外部源

来触发延迟，并轻松更改触发之间的延迟。以下是用波形发生器生成脉冲的三

种技巧。

方波：您可以通过改变方波的占空比来创建脉冲，占空比通常在 20% 到 80% 

之间。如果需要更高或更低的占空比，请使用猝发模式，该模式能让您输出单

个周期（脉冲）的方波，并指定发送下一个脉冲前的等待时间。

任意波形：如果需要各种自定义脉冲和码型，您可以使用具有灵活的任意 

波形功能的波形发生器，来定义不同的形状和参数。如需获得最佳的时间分辨

率，请使用尽可能多的点来描述脉冲。Keysight BenchVue 函数发生器控制和

自动化 PC 软件可以更简单地创建自定义任意波形。

脉冲模式：许多具有内置脉冲功能的、较新的波形发生器，如 Keysight 

Trueform 波形发生器，为您提供了一种简单、灵活的脉冲生成方式。利用这种

发生器，只需指定脉冲几个的主要参数：周期、脉冲宽度上升和下降时间。在

这三种情况下，您都可以使用猝发模式来输出多个周期（N 周期猝发），从而

创建更长、更复杂的脉冲序列。如果外部选通信号可用，它还可以与触发延迟

和猝发模式一起使用，以创建精确的触发信号。Keysight 33600 Trueform 波形

发生器可以生成上升/下降时间最快可达 3 ns，抖动低于 1 ps 的脉冲。 

生成基本脉冲或可变边沿脉冲秘诀 2

下载应用指南
使用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生成脉冲

>
脉冲宽度

周期

上升时间 下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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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88-8472EN.pdf?id=165541


将两个信号合二为一

多音信号是几个正弦波或音调的叠加，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振幅、相位

和频率。由于能够快速、高效地在电路或系统的整个带宽上施加激励，

它们已被应用在许多测试规范中。它们还可针对给定的频率来确定某个

器件的频率响应，或者执行其他测量，比如测量互调失真。美国的拨号

音是由 350 Hz 和 440 Hz 音调组成的多音信号。

创建多音信号有以下两种方法：

第 1 种方法：串联两台或多台正弦波发生器，并将它们的幅度合并生

成单个波形。这些发生器需要有相同的时钟源和相位控制来同步波形。

第 2 种方法：以数学方式创建波形，并将其下载到一台任意波形发生

器上。可以创建覆盖整个测试长度的单个任意波形；或者非常精确地创

建一段波形，使其能在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进行重复。

使用双通道波形发生器，以便按照上述第 1 种方法将两个通道合并到

一起。Keysight Trueform 波形发生器能够保持信号和相位的同步，并在 

同时生成双音信号。它们具有独特功能，可将多个信号合并到单个通道

上，无需使用第二个通道，也无需创建任意波形。利用 Trueform 波形发

生器，可以直接从前面板创建复杂的多音信号。 

使用加性噪声，测试实际操作条件下器件对噪声的抗扰度

观看视频>

生成多音频信号秘诀 3

上面的迹线是干净的信号。中间的绿色迹线是要添加的噪声，其振幅可以远远小于干

净信号的振幅。下面的迹线显示了两种信号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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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pcnUq4txqg&feature=youtu.be&t=50s


使用排序创建自定义“混合”

任意波形或自定义波形通常由具有一个振幅列表的波形发生器来创建。一旦发

生器执行到列表结尾处，它会从头开始再次播放该列表。最常见的波形发生器

使用 DDS 技术，能够根据需要跳过某些频率点。信号的复杂性会受采样率和

存储器深度的限制。

复杂的通信信号，比如用于机器人或汽车应用的信号，通常不会重复数秒钟。

您可以利用具有极深存储器的发生器来生成单个长波形，或者将其划分为更 

小的波形段。用于机器人应用时，可以把同一信号重复 1000 次来驱动一个动

作，但在重复时使用不同的开头（用于加速）和不同的结尾（用于减速）。 

分段方法具有多种优势：设置更简单，使用的内存更少，并且更容易修改。例

如，您可能对提速和驱动段感到满意，只是想修改减速段。

任意波形也常用于引入瞬态或压降，来测试电路对不频繁事件的反应。设计不

佳的电路可能会在压降时闭锁或复位。分段可简化引入独特周期或改变好坏周

期比的过程。

波形排序能大幅提高测试效率。从几个任意波形开始，通过改变每个分段的循

环次序和循环次数，排序可以用来创建非常多的组合。您可以使用 Trueform 波

形发生器轻松创建任意波形。使用 Trueform 发生器的话，排序可以包含多达 

512 个步骤。您可以将总共 32 个序列、多达 1,024 个分段预先载入发生器的

易失性存储器中，以提高吞吐量。 

生成定制任意波形秘诀 4

下载应用概览
更高效地设计任意波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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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1-3993EN.pdf?id=2436053


获得 Trueform 发生器的优势
许多波形发生器采用了直接数字合成（DDS）技术，该技术使用固定时钟来

仿真信号。固定时钟方法会增加或减少信号中的点，以便满足固定的时钟速

率，并可能生成与您的预期不同的信号。与之相比，Trueform 波形发生器采

用专有技术打造而成，它可以完全按照您的设计来播放信号中的每个点。

想要了解有关复杂波形生成的
更多信息？>

比较是德科技波形发生器的价格、产品功能等

访问网站

访问对比页面

原始信号

Trueform 信号

直接数字合成（DDS）信号

Keysight Trueform 波形发生器
33600A 系列，80 和 120 MHz 33500B 系列，20 和 30 MHz

抖动 <1 ps <40 ps

脉冲边沿时间 2.9 ns 独立上升和下降 8.4 ns 独立上升和下降

任意波形
64 MSa 存储器，具有排序
功能

16 MSa 存储器，具有排序功能

PRBS 码型 200 Mb/s，N 的范围是 3 到 32 50 Mb/s，N 的范围是 7 到 28

双通道耦合 相等、差分、比率和组合

本文中的信息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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