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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数字万用表更好地进行交流
有效值测量

应用指南

引言
如果您使用数字万用表（DMM）进行交流电压测量，那么必须要了解您的万用表为您提供的是峰值、平均值、
有效值（rms）值还是其他测量值。如果是“其他测量值”，那么您可能会遇到麻烦，通常麻烦出现在交流有效
值测量中。本应用指南将帮助您了解数字万用表如何利用各种技巧来测量有效值，信号如何影响您的测量质
量，以及如何避免常见的测量错误。

2011 年 NCSL 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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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交流有效值
测量交流有效值并不像一眼看上去那么简

换算系数仅适用于纯正弦波。对于其他类

有两个测量挑战与高波峰因数有关。第一

单。如果它十分复杂，那么我们为何担心

型的信号，使用此方法得到的答案是错误

个挑战涉及输入范围。想象一个脉冲串有

呢？原因就是真有效值是唯一与信号形状

的。如果您使用的仪表并不是专门针对此

非常低的占空比和相对较高的峰值幅度。

无关的交流电压读数。通常，它是对实际

任务设计的，那么您很可能出现严重的错

这样的信号会导致仪表同时需要测量高峰

波形最有用的测量。

误－－取决于仪表或信号，计算值与正确

值和非常低的有效值，这可能会在高端造

值可能相差 40% 以上。

成过载问题，并在低端造成分辨率问题。

流值驱动的电阻负载的功耗数量有关。例

Vpk 与 Vrms 的比值（即波峰因数）是决定

第二个挑战就是信号中的高频能量较大。

如，1Vpk 正弦波为电阻负载提供的功率与

测量精度的重要因素。波峰因数衡量的是

一般而言，高波峰因数意味着存在更多谐

0.707Vdc 信号相同。信号的有效值读数较

波形峰值相对于其有效值的高度。波峰因

波，这会给所有仪表带来麻烦。尤其是峰

为可靠，将有助于您更好地了解信号在电

数越高，进行准确的交流测量就越难。

值和平均值响应仪表，想要测量有效值会

有 效值 通常用来度量等热值，与等 效 直

路中产生的影响。

面临重重困难。

电压（Vpk）和峰峰值电压（Vpk-pk）非常简
单。Vavg 是指一个完整波形周期中所有瞬
时 值 的平 均 值。下面我 们 会 介 绍如 何计

幅度
Volume

图 1 显示了 4 个常见的电压参数。峰值

Vpk
Vavg VrmsVpk
Vavg Vrms

算 Vrms 。如果是正弦波，波形的负半波与
正半波恰好抵消，在一个周期中平均值为

Time
时间

零。这 类 平均 值不能提供关于 信号有 效

Vpk-pk
Vpk-pk

幅度的深入信息，因此，大多数仪表是基
于波形的绝对值来计算 Vavg。同样是正弦
波，这里可以使用 Vpk x 0.637 来计算（图
2）。

图 1. 常见电压参数

您可以先求波形中每个点的平方值，再求
由此计算出 Vrms。如果是纯正弦波，您可
以利用一些捷径：只需用 V pk x 0.707 或

幅度

它们的平均值，最后求平均值的平方根，

Vavg x 1.11 即可。经济实惠的峰值响应或

Vpk
Vavg Vpk
Vavg

平均值响应仪表正是根 据这些换算系数
而设计的。

时间
Time
图 2. 根据波形绝对值计算的 V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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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进行交流有效值测量的技巧
热交流至直流转换器

峰值和平均值交流至直流转换器

这种传统技术使用等热值法来测量有效

经济实惠的仪表，特别是经济实惠的手持

值。交流信号会使热电偶温度上升，然后

式仪器，通常根据峰值或平均值来计算有

仪表的直流部分将读取热电偶输出。这一

效值电平。它们仅能计算无失真的纯正弦

方法的优点包括宽带宽和能够处理非常高

波的真有效值。如果您需要对真实环境中

的波峰因数，这意味着该方法能够计算各

的信号进行真有效值测量，这些仪表并不

类真实信号的真有效值。

适用。

长。了解万用表在测量有效值时所使用的

等热值法的缺点是成本较高，在权衡测量

模拟交流至直流转换器

技术，将有助于您决定其是否符合您的需

速 度和 低 频 精度时不够灵 活。由于 这 些

求。这里我们汇总了 4 种常见万用表技术

原因，最 新 一 代数字万用表没有采用该

的优缺点。前 3 种采用的方法是将交流转

技术。

考虑到测量有效值的重要性与困难，什么
办法能够让您最好地完成日常测量任务？
下列技巧将帮助您获得更好的结果。

第 1 个技巧：
了解您的数字万用表如何测量
有效值。
在测量有效值方面，不同的万用表各有所

换为直流；最后一种是将模拟输入信号转
换为数字输入信号，然后计算有效值。

很多中档数字万用表使用一连串的模拟电
路来计算平方值，再计算其平均值，最后
计算平均值的平方根，提供几乎所有信号
类型的真有效值。

如果您需要高精度地测量高带宽和高波峰
因数信号，您可以寻求合适的热模型。如
果高精度对您很重要，您可以考虑数字采
样的万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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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采样
最后这个方法采用与数字示波器类似的采
样技术，都是创建一组通过有效值算法发
送的数据点。同步采样使用多个通路来捕
获信号，如图 3 所示。每个后面的通路都

这项技术具有众多优势：提供广泛信号的
真有效值；高精度；即使使用较慢的模数
转换 器也能支持快 速、高效的采样 率 和
更宽带宽。但是，这一方法仅适用于重复
信号。

会有轻微时延，当拥有足够的通路时，信
号能够以非常高的分辨率进行数字化。

如果精确的有效值测量对于您很重要，您
可能需要测量脉冲串和其他复杂的信号，
此时真有效值仪表是您唯一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使用峰值或平均值响应仪表可
能会节省资金。您需要牢记的是这些仪表
具有或不具有哪些功能。

第 2 个技巧：
了解 信 号 如 何 影 响 您 的 测 量
质量。
让我们来看几个不同的信号，首先是正弦
波。纯正弦波的波峰因数为 1.414，峰值
响应仪表仅需定标 V pk 值就能提供精确
的有效值。如果 Vpk 值是 500 mV，我们估
计有效值大约为 350 至 357 mV（此范围
考虑了所用信号发生器的不精确度）。不
出所料，真有效值仪表获得的信号读数为
353.53 mV。价格较低的平均值响应仪表
得到的信号读数为 351 mV。
与纯正弦波不同，图 4 中的三角波拥有部
分高频能量，因此波峰因数为 1.732，完全
在意料之内。将峰值除以波峰因数，得出
预计的有效值为大约 290 mV。现在，平
均响应仪表开始出现问题，其信号读数为
276 mV，与真有效值仪表 288.68 mV 的读
数相比，出现 4% 的误差。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脉冲串，此处的波峰因

第二触发点
第一触发点

数取决于占空比。您可以通过下列公式获
得与波峰因数接近的近似值：

图 3. 数字采样

CF ≅

T
t

其中：
CF = 波峰因数
T = 波形周期
t = 此周期中有信号的部分

图 4. 测量三角波的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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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等于占空比倒数的平方根。因此，以
图 5 中的脉冲串为例，其占空比为 2%，波
峰因数就是 50 的平方根或 7.071。
计算正弦波和三角波的有效值相当简单；
有效值等于 Vpk 除以波峰因数。然而，计算
脉冲串的交流有效值则稍为复杂：

Vrms

Vpk

1 ⎞
=
× ⎜ 1−
⎟
CF
⎝ CF ⎠
⎛

2

使用此公式，图 5 中具有 2% 占空比的 2
Vpk 脉冲串的理论有效值约为 280 mV。即

图 5. 测量低占空比脉冲串的有效值

使在此例中，其有效值已经超出了指定的
性能范围，但真有效值仪表读数为 275.9
mV。另一方面，平均响应仪表读数为 73
mV，误差达到 74%。这是一个极端的例
子，但是能够让您清楚地了解高波峰因数
会给您的测量带来什么影响。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波形－－图 6 中显示
的包含噪声的杂乱正弦波。真有效值仪表
的读数为 348.99 mV，此结果接近数字示
波器测量所得的 345 mV。平均响应仪表
将该值设为 273 mV，误差超过 20%。这一
误差是由平均响应仪表有限的带宽所致。
信号包含高频能量，而平均响应仪表未将
其考虑在内。

图 6. 测量噪声正弦波的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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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个技巧：
避免常见的测量陷阱。
如果一个交流有效值读数意义不明，这是
否自动假定您的电路有问题，而问题可能
出在您如何进行测量上。下列为可能影响
有效值测量的常见陷阱。我们已经遇到了
一些陷阱，您在之前可能也已经遇到过。

低于满量程的测量
大多数仪表规定交流输入最低为满量程
的 5% 或 10%（有一些最低仅为满量程的
1%）。为了实现最大精度，测量需要尽可
能地接近满量程。有时，如果手动设置可
以帮助您最大化输入范围，您可能需要放
弃自动定标。

交流或直流耦合

如果您期待包含直流分量，但是仪表为交
流耦合，那么其结果可能大错特错。请注
意，如果您需要测量较大直流偏置上的较
小交流信号，而您的仪表无法直接提供交
流 + 直流功能，您可以使用交流耦合测量
交流分量，再单独测量直流分量。然后，

带宽错误
如果测量中没有包含更多的谐波分量，谐
波较多的信号就可能产生低读数的测量结
果。请 检 查 仪 器 的 技 术 资 料，了解 您 需
要多少带宽。然后确 保 您的信号未超 过
带宽。

您可以使用有效值加法将二者相加：

AC + DC =

2

( ACrms 2 )

+ DC 2

高波峰因数信号的饱和问题
高波峰因数信号除了会导致高频 分 量问

自热错误
高压会使仪表的信号调理 元器件温度上
升，从而导致测量值发生偏移。请注意最
大输入电压；如您超过该值，那么在进行
其他测量前，应给仪表留出冷却的时间。

题，还会对输入范围造成破坏。请回想一
下 2% 占空比的脉冲串。其 7+ 的波峰因
数意味着峰值比有效值高出 7 倍多。这意

建立时间

味着您的仪表需要为低有效值提供足够的

根据定义，有效值测量要求对被测最低频

幅度分辨率，避免高峰值达到饱和。

率的多个周期计算平均时间。因此，如果
您并不在意某个 特定测量中的低频分量

当您忙碌起来时，很容易忽略这个简单的

更糟糕的是，您通常根本无法获得波峰因

而且您的数字万用表具有可选的平均滤波

问题。如果您的仪表为交流耦合（或具有

数饱和的过载指示。您必须检查仪表的最

器，那么请切换至更快的滤波器。

可选的交流耦合），它会以与输入信号串

大峰值因数指标，并避免它们超标。

联的形式插入一个电容器，电容器会阻隔
您的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取决于信号和您
想要获得的结果，测量可能令人满意或适
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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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术语

相关文献

交流有效值测量比您第一眼看上去要复杂

波峰因数 ——波形峰 值相对于波形有效

Keysight Truevolt 系列数字万用表技术资

得多，但是稍微了解一下其原理，将帮助

值的量度。

料（5991-1983CHCN）

您更好地应对复杂性。如果您还没有这样
做，那么请查看您的数字万用表技术资料

DMM ——数字万用表

标明的波峰因数、带宽和其他极限值。请
尽量遵守这些极限值。

rms ——均方根的缩写

高质量仪表会在其极限值之内运行，提供

真有效值——术语“真”有效值用于区分

持续可靠的测量结果。

实际测量有效值的仪表与根据峰值或平均
值计算出有效值电平的仪表
V avg —— 平均电压，使用波形的绝 对值
（周期的负半波按照正半波一样计算）
Vpk ——峰值电压
Vpk-pk ——峰峰值电压
Vrms ——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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