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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總覽

簡介
大多數函數產生器均使用直接數位合成（DDS）技術。不幸的是，DDS 有很多問題，導致實驗室量測
會出現非預期，而且多半無法解釋的問題。Trueform 技術具有低抖動，而且可真實重現波形，可消除
這類問題。您不會再得到模棱兩可的結果！請閱讀本文，以進一步了解 DDS 和 Trueform 波形產生器之
間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於測試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從概念上來說，想要產生波形，最簡單的方式是在記憶體中儲存各個波形點，然後逐一讀取這些點，
並將它們記錄到 DAC。完成最後一點的讀取後，產生器會再次跳回第一點，並開始下一個週期。這就
是所謂的「每個時脈一個點」（PPC）的波形產生方法。
儘管此方法看起來是最直覺的波形產生方式，但它有兩個主要缺點。首先，要變更波形頻率或取樣
率，必須變更時眽頻率，然而良好的低雜訊、可變頻時眽，會使得儀器的成本和複雜度升高。其次，
大多數應用並不需要 DAC 的步進輸出功能，而需使用複雜的類比濾波技術來提供平順的步進輸出。考
量到其複雜性和成本，此技術主要用於高階波形產生器。
DDS 使用固定頻率時眽和簡化的濾波機制，因此比 PPC 方法更經濟有效。DDS 的相位累加器在每一次
時眽週期中逐步增加輸出，其輸出代表波形的相位。輸出頻率與所增加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時眽頻
率是固定的，也可輕鬆變更頻率。透過某些查詢表，累加器輸出將從相位資料轉換為振幅資料。
相位累加器設計使得 DDS 可以使用固定時脈，而且能夠以比時脈更快的取樣率執行波形。使用 DDS
時，波形記憶體的每一個點，並不會全都顯示在輸出結果波形中。相反的，DDS 輸出所提供的波形近
似值，代表波形中某些小特性被部分或完全跳過。在最佳情況下，這類近似值可能導致抖動增加；而
在最差情況下，則可能導致嚴重的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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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的 Trueform 技術讓新一代波形
產生技術突飛猛進，並且在兩個方面展現
最佳效能。它可提供類似 PPC 技術的可預
測低雜訊波形，而且無跳過的波形點。同
時，它還提供媲美 DDS 技術的實惠價格。
Trueform 產生器使用專利式虛擬可變時脈
和先進的濾波技術，可有效追踪波形的取
樣率。後面段落將介紹 Trueform 更勝於
DDS 波形產生技術的優勢。

提高信號完整性
Trueform 勝過 DDS 的主要優點之一是，更
出色的信號完整性。將其頻譜和時域與抖
動量測進行比較，您可看出它在頻域方面
的優勢。圖 1顯示透過 Trueform 技術產生
的 10-MHz 正弦波之頻域檢視圖。圖 2 顯
示利用 DDS 技術產生的 10-MHz 正弦波之
頻域檢視圖。

圖 1：Trueform 技術的諧波

理想的正弦波為無任何諧波的基本頻率。
然而，在真實世界中，波形一定會存在某
些諧波。諧波越少，代表波形越完美。您
可從圖 1 和 2 紅圈看出基本頻率有多少 dB
的二次諧波。Trueform 的二次諧波 > 5 dB，
比 DDS 的二次諧波低很多。圖 2 的藍圈顯
示 DDS 技術從雜訊底線延伸出的四次和五
次諧波。同時產生的還有兩個諧波之間的
非諧波突波。如圖 1 所示，使用Trueform
技術時，您可忽略不計這些諧波和突波。

四次

五次

圖 2：DDS 技術的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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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抖動量測的角度比較兩種技術時，
Trueform 的優點變得更明顯。圖 3 和 4 顯
示透過高效能示波器，在 10-MHz 脈衝信
號上完成的抖動量測。開啟示波器的持續
時間設定後，您可放大檢視脈衝信號的上
升信號緣。示波器的直方圖功能可用來量
測信號的週期抖動。這兩次量測的示波器
振幅和時間刻度設定是一樣的。圖 3 和圖
4 以紅圈圈出標準偏差量測，結果即為信號
的 RMS 抖動。圖 3 顯示 Trueform 脈衝信
號抖動量測，圖 4 則顯示 DDS 脈衝信號抖
動量測。與 DDS 脈衝波形相比，Trueform
脈衝波形的抖動整整少 10 倍以上。
Trueform 的信號完整性比 DDS 更出色，代
表其測試不確定性更少。在處理基於信號
緣的時序應用時，例如產生時脈信號、觸
發信號或通訊信號時，此特性尤為重要。

圖 3：Trueform 信號上的抖動量測結果

圖 4：DDS 信號上的抖動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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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產生的波形就是您獲得的
波形
如所述，DDS 使用固定時脈和相位累
加器，因此無法保證可播放波形的每
個點或特性。頻率越高，則輸出波形

在 50 kHz 的 Trueform 波形

與理想波形就相差越大。相較之下，
Trueform 可播放每個波形點，無論您
設定了多少的頻率或取樣率。在處理波
形的小細節時（對測試而言，這些細節
非常重要），這是不可或缺的特性。

在 50 kHz 的 DDS 波形

例如，我們產生了一個任意波形，其
中包含一個脈衝，上方有七個下降振
幅突波。之後，我們將該波形載入
Trueform 波形產生器和 DDS 函數產生
器，並以 50 kHz、100 kHz 和 200 kHz
這三種不同頻率來播放波形。圖 5、6
和 7 顯示，示波器擷取到的結果。黃
色軌跡是 Trueform 波形，而綠色軌跡

圖 5：在 50 kHz 上的任意波形比較結果

是 DDS 波形。
在圖 5 的 50 kHz 處，這兩種產生器都
可重現脈衝頂部有 7 個突波的波形。
您可看到 Trueform 的突波達到更高的
振幅。
在 100 kHz 的 Trueform 波形

在 100 kHz 的 DDS 波形

圖 6：在 100 kHz 上的任意波形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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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6 的 100 kHz 處，Trueform 波形產生
器可播放所有 7 個突波，而 DDS 則不會播
放其中任何一個突波。
在圖 7 的 200 kHz 處，Trueform 波形產生
器再一次播放了波形中的所有 7 個突波，
而 DDS 在 100 kHz 處未曾播放任何一個突

在 200 kHz 的

波，在 200 kHz 處則播放了 3 個突波。請

Trueform 波形

注意，DDS 在 200 kHz 處所播放的 3 個突
波，跟實際波形點中 7 個突波的正確時間
位置並不相同。此範例說明了透過 DDS 技
術產生的波形，可能會掩蓋對設計完整性
至關重要的細節。

在 200 kHz 的
DDS 波形

結語
DDS 是過去幾十年來函數產生器普遍採用
的技術，是進階 PPC 技術的低成本替代方

圖 7： 200 kHz上的任意波形比較結果

案。然而，在上述範例中您可看到，DDS
在信號完整性方面有不少缺點，包括抖

是德科技的 Trueform 專利技術提供結合 DDS

動、諧波雜訊、遺漏波形點等。這些缺點

和 PPC 技術優點的替換方案，並透過獨家的

在在說明，採用 DDS 技術的函數產生器，

數位取樣技術實現無可匹敵的效能。下表列

無法一致地重現經過編程的波形。

出 Trueform 技術與 DDS 技術的逐項比較。

信號緣抖動

DDS：
傳統 25 MHz
波形產生器

Trueform：Keysight
20 MHz 和 30 MHz
波形產生器

DDS：
傳統 100 MHz
波形產生器

Trueform：
Keysight 80 MHz 和 120 MHz
波形產生器

增進特性

< 500 ps

< 40 ps

< 200 ps

< 1 ps

提升 12x 至
200x 倍

涵蓋 100% 的波形點

遺漏波形點

涵蓋 100% 的波形點

準確複製波形

自訂波形複製 遺漏波形點

總諧波失真

0.2%

0.04%

0.2%

0.03%

提高了 5x 倍

抗混疊濾波

必須從外部提供

不間斷的抗混疊

必須從外部提供

不間斷的抗混疊

無抗混疊偽像

將任意波形
排序

無法實現

標配

無法實現

標配

輕鬆產生複雜
波形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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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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來電洽詢

讓我們是帶動前瞻技術不斷演進的推手。
聯絡窗口查詢：
www.keysight.com.tw/find/contactus
台灣是德科技網站：
www.keysight.com.tw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免費客服專線：0800-04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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