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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位萬用電錶
執行高效交流均方根量測

應用說明

簡介
如果您使用數位萬用電錶（DMM）量測交流電壓，就必須了解電錶提供的讀值類
型，以正確解讀量測結果。您的儀錶提供的是峰值、均值、均方根（RMS）值，還
是其他類型數值？如果答案是「其他類型數值」，那麼您可能遇到麻煩了，而且問
題通常出在交流均方根量測。本應用說明將幫助您了解量測均方根值時，DMM 採
用的各種技術、信號如何影響量測品質，以及如何避免常見的量測錯誤。

2011 年 NCSL 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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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交流均方根
乍看之下，交流均方根值量測相當複雜。

縮放係數僅適用純正弦波。若為其他類型

有兩個量測挑戰與高波峰因數有關。第一

既然如此複雜，我們為什麼還要量測呢？

的信號，使用此方法會得到錯誤的答案。

個挑戰涉及輸入範圍。請想像一個信號週

這是因為真均方根是唯一不受信號形狀影

如果您使用的儀錶並非設計來執行此任

期非常低，但峰值振幅相對較高的脈衝序

響的交流電壓讀值。通常是最實用的真實

務，便很可能會得到嚴重錯誤的結果—視

列串。這樣的信號會使儀錶同時量測高峰

波形量測方式。

儀錶和信號而定，誤差可達 40% 或更高。

值和低很多的均方根值，可能會在較高的

均方根通常用來量測等效熱值，與等效直

Vpk 與 Vrms 的比率稱為波峰因數，是決定量

流值驅動的電阻負載功耗有關。例如，1Vpk

測準確度的重要因素。波峰因數可以衡量

正弦波為電阻負載提供的功率與 0.707V

dc

波形峰值相對於其 RMS 值的高度。波峰

第二個挑戰是信號中的高頻能源量。一般

信號相同。可靠的信號均方根讀值可讓您

因數越高，要進行精確的交流量測就越

而言，高波峰因數代表諧波較多，會對所

更了解信號對電路所造成之影響。

困難。

有儀錶造成問題。嘗試量測均方根峰值和

一端造成過載問題，並在較低的一端產生
解析度問題。

平均響應電錶更是困難重重。
圖1為四個常見的電壓參數。峰值電壓
（V pk）和峰對峰值電壓（V pk-pk）很簡單。

Vrms 的。

總量
總量

V avg 是指一個完整波形週期中所有瞬間值
的平均。下方則向您說明我們是如何計算

Vpk
Vavg VrmsVpk
Vavg Vrms

對正弦波來說，波形的負半波會與正半波
相互抵消，經過一個週期後平均值為零。

時間
時間

這類平均值無法提供太多關於信號有效振

Vpk-pk
Vpk-pk

幅的詳細資訊，因此大多數儀錶會根據波
形的絕對值來計算 Vavg。正弦波的絕對值為
Vpk x 0.637（圖 2）。
您可先計算波形中每個點的平方值，然後

圖 1：常見電壓參數

計算這些平方值的平均值，最後計算平均
值的平方根，由此計算出 V rms。如果是純

或平均響應電錶便是依據這些縮放係數而
運作。

總量
總量

正弦波，則有幾個捷徑可行：只需將 V pk
x 0.707 或 Vavg x 1.11 即可。平價峰值響應

Vpk
Vavg Vpk
Vavg
時間
時間
圖 2：Vavg 是根據波形絕對值計算而得。

www.keysight.com/find/dmm

04 | Keysight | 使用數位萬用電錶執行高效交流均方根量測 — 應用說明

改善交流均方根量測的秘訣
若考慮量測均方根的重要性和難度，進行日
常量測任務的最佳方式為何？下列秘訣將
幫助您獲得更好的量測結果。

秘訣 1：
了解您的數位萬用電錶如何量測
均方根。

熱交流轉直流轉換器

峰值和平均值交流轉直流轉換器

這種舊均方根量測技術採用等效熱值法。

平價電錶（特別是平價手持式電錶）通常

交流信號會使熱電耦溫度上升，電錶的直

會從峰值或平均值來得到均方根位準。這

流部分便可讀取熱電耦輸出。此方法的優

類電錶僅可為未失真的純正弦波計算真均

點包括頻寬較寬和能夠處理極高波峰因數

方根。如果您需要量測真實信號的真均方

的能力，代表其可為各種真實信號提供真

根，這類電錶並不適合。

均方根。

類比交流轉直流轉換器

在量測均方根值方面，不同的萬用電錶各
有所長。大致了解萬用電錶在量測均方根

等效熱值法的缺點是成本較高，且在量測

時所採用的技術，可幫助您判斷其是否符

速度與低頻準確度之間進行取捨時缺乏靈

合需求。這裡簡要說明了四種常見萬用電

活性。基於這些原因，最新一代的數位萬

錶技術在操作上的優缺點。前三種透過將

用電錶並未採用這項技術。

交流轉換為直流來進行量測；最後一種則
將類比輸入信號數位化，再計算均方根。

很多中階數位萬用電錶使用一系列類比電
路來計算平方值，再計算其平均值，最後
計算平均值的平方根，可為幾乎所有信號
類型計算真均方根。

如果您需量測高頻寬和高波峰因數信號，
並得到不錯的準確度，可以搜尋這類熱模
型。如果高準確度對您而言非常重要，則
可以考慮採用數位取樣法的萬用電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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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取樣
最後一個方法採用與數位示波器類似的取
樣技術，來產生一套透過均方根演算法傳
送的資料點。同步取樣使用多個通路來擷
取信號，如圖 3 所示。每個後續通路都稍
有延遲，當通路足夠時，信號便能以非常
高的解析度進行數位化。

此技術具有以下幾個優點：可為多種信號
提供真均方根，並具備高準確度，此外即
使使用較慢的類比數位轉換器，也能夠實
現非常快速有效的取樣率和較寬頻寬。但
是這種方法僅適用重複信號。
如果您著重準確的均方根量測，並且可能
需要量測脈衝串列和其他複雜信號，那麼
真均方根電錶將是您唯一的解決方案。而
在另一方面，使用峰值或平均響應電錶則
可為您節省資金。選擇時只要記得這些電
錶可達到哪些功能，又有哪些無法達成
即可。

秘訣 2：
了解信號對量測品質有何影響。
讓我們看看幾個不同的信號，首先是正弦
波。純正弦波的波峰因數為 1.414，峰值響
應電錶只需要調整 Vpk 值即可計算出準確的
均方根。若 Vpk 值為 500 mV，我們可以預期
均方根值約為 350 至 357 mV（此範圍考慮
了所使用信號產生器的誤差）。果然，真
均方根電錶的信號讀值確實為 353.53 mV。
價格較低的平均響應電錶之信號讀值則為
351 mV。
和純正弦波不同，圖 4 中的三角波有一
些較高頻能量，因此波峰因數為 1.732 也
就不足為奇。將峰值除以波峰因數，得到
的均方根預計約為 290 mV。現在，平均
響應電錶開始出現問題，其信號讀值為
276 mV，與真均方根電錶的讀值 288.68 mV
相比，存在 4% 的誤差。
讓我們來看一下脈衝序列，此處的波峰因
數取決於信號週期。您可透過下列公式得
出波峰因數的近似值：

CF
第二觸發點
第一觸發點

T
t

其中：
CF = 波峰因數

圖 3：數位取樣

T = 波形週期
t = 週期中有信號的部分

圖 4：量測三角波的 RMS

www.keysight.com/find/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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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數值也等於信號週期倒數的平方根。
以圖 5 中的脈衝序列為例，其信號週期
為 2%，波峰因數則為 50 的平方根，即
7.071。
正弦波和三角波的均方根值計算非常簡
單，均方根值為 Vpk 除以波峰因數。但計算
脈衝序列的交流均方根值較為複雜：

使用此公式，圖 5 中信號週期為 2% 的

圖 5：量測低信號週期脈衝序列的均方根

2-Vpk 脈衝序列理論 均方根值約為 280 mV。
即使在這種已經超出指定效能範圍的情況
下，真均方根電錶的讀值仍為 275.9 mV。
另一方面，平均響應電錶的讀值為 73 mV，
誤差已達 74%。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但能幫助您了解高波峰因數對量測帶來的
影響。
讓我們再看看另一種波形，也就是圖 6 中
含有雜訊的雜亂正弦波。真均方根電錶的
讀值為 348.99 mV，與數位示波器的量測
值 345 mV 相當接近。平均響應電錶的量測
值為 273 mV，誤差超過 20%。此誤差是由
平均響應電錶的有限頻寬所致。信號含有
平均響應電錶未考慮在內的的高頻能量。

圖 6：量測含雜訊正弦波的均方根

www.keysight.com/find/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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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 3：
避免常見的量測陷阱。
如果交流均方根讀值不合理，請勿自動假
設電路有問題—問題可能在於您的量測方
式。下方列出一些可能會影響均方根量測
的常見陷阱。其中有一些我們已經討論
過，您之前可能也已遇過當中許多陷阱。

如果您想要納入直流成分，但電錶為交流
耦合，那麼量測的結果可能會大錯特錯。
另請注意，如果您需要在大直流偏移上量
測小交流信號，但您的電錶並無法直接提
供交流+直流，您可使用交流耦合量測交流
成分，並另外量測直流成分。之後再使用
均方根加法將二者加總：

頻寬錯誤
如果量測中沒有考量較為明顯的成分，諧
波較多的信號就會產生低讀值量測結果。
請查閱儀器的產品規格表，了解您需要處
理多少頻寬。然後確保您的信號不會超過
該頻寬。

自熱錯誤
低於全刻度的量測

AC + DC =

( ACrms 2 )

2

+ DC 2

大多數儀錶規定交流輸入最低需為全刻
度的 5% 或 10%（部分可低至全刻度的
1%）。為了達到最大準確度，量測應儘量

高波峰因數信號的飽和問題

接近全刻度。某些情況下，如果手動設定

高波峰因數信號除了會導致高頻成分問

可以讓輸入範圍達到最大，您可能需關閉

題，還會破壞輸入範圍。請回想一下信號

自動範圍調整功能。

週期為 2% 的脈衝序列。其超過 7 的波峰
因數代表峰值比均方根值高出七倍以上。

交流和直流耦合

表示您的儀錶需為低均方根值提供足夠的
振幅解析度，且需避免高峰值達到飽和。

匆忙之下很容易會忽略這個簡單問題。如
果您的電錶為交流耦合（或具有可選的交

更糟糕的是，您通常也不會得到波峰因數

流耦合），便會以與輸入信號串聯的方式

飽和的過載指示。因此檢查儀錶的最大波

插入一個電容器，電容器會封鎖信號中的

峰因數規格，避免超標是非常重要的。

高電壓會導致儀錶的信號調節元件溫度升
高，因而造成量測值發生偏移。請留意最
大輸入電壓；如果您超過最大輸入電壓，
請先讓電錶冷卻一段時間，再進行下一次
量測。

趨穩時間
根據定義，均方根量測需對所量測之最低
頻率的多個週期計算平均時間。因此，如
果您不在意特定量測中的低頻率，您的數
位萬用電錶也配備可選平均濾波器，請切
換到速度更快的濾波器。

直流成分。此舉可能是您想要的，也可能
適得其反，全視信號和您嘗試想達到的結
果而定。

www.keysight.com/find/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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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專有名詞

相關文件

雖然交流均方根量測乍看之下相當複雜，

波峰因數 — 用於衡量波形峰值相對於其均

Keysight Truevolt 系列數位萬用電錶產品規

但具備相關知識可幫助您因應這樣的複雜

方根值的高度

格書， 文件編號 5991-1983EN

性。如果您還沒有這樣做，請確認您數位
萬用電錶產品規格書所列的波峰因數、頻

DMM — 數位萬用電錶

寬及其他極限值。請盡可能不要超過這些
極限值。

rms — 均方根（root-mean-square）的縮寫

在極限值內運作的高品質儀錶，可持續提

真均方根 —「真」均方根一詞，係用來區

供可靠的量測結果。

分實際量測均方根值的儀錶與從峰值或平
均值計算均方根值的儀錶

如需更多是德科技數位萬用電錶的相關資
訊，請瀏覽

Vavg — 平均電壓，使用波形的絕對值（將週

www.keysight.com/find/dmm

期的負半波當作正半波處理）
Vpk －峰值電壓
Vpk-pk — 峰對峰電壓
Vrms — 交流電壓的均方根值

www.keysight.com/find/dmm

09 | Keysight | 使用數位萬用電錶執行高效交流均方根量測 — 應用說明

演進
是德科技獨一無二的硬體、軟體，支援及專家組合，可協助您拓展全新的局面。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
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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