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使用安捷伦频率计数器的 10 项提示
应用指南

计数器是一种即插即用的仪
器，从外表来看相当简单。您只需
把信号接到输入端，数字显示就会
告诉您频率或其它参数。但要得到
最好的结果，无论是对于测试速度
还是测试质量，设置计数器的测量
是很重要的。

选择最好的计数器
首先是选择最符合您测试需要
的计数器。以下是几种适用于不同
频率范围测量任务的计数器:
• 通用计数器
可进行频率和时间间隔, 以及一
些相关参数测量。
• 射频频率计数器
进行达 3 GHz 或更高的精确频率
测量。
• 微波频率计数器
进行达 40 GHz 或更高的精确频
率测量。
• 时间间隔分析仪
最适合进行精确的时间间隔测量。
• 调制域分析仪
专用于显示调制量, 如频率-时
间, 相位-时间和时间间隔-时间。

提示
认识分辨率和精度的差别

认为显示位数越多的测量结果
越精确的想法也许并不正确。通常
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分辨率和精度
看等同起来。它们的确相互联系，
但却是不同的概念。
计数器的分辨率是指计数器能
够在相近频率中检测的最小变化
量。在所有其它情况均相同时（如
测量时间和产品成本），位数是越
多越好 ── 但您看到的显示位数
必须得到精度的支持。当其它误差
使计数器的分辨能力偏离真实频率
时，其位数并无实际意义。也就是
说计数器提供的可能是对不正确频
率的非常精确读数。

精度由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确
定。随机误差是分辨率不确定度的
来源，它包括:
• 量化误差
计数器测量时，最后一位有效数
字存在±1的不确定性。产生原
因是内部时钟频率和输入信号间
的非相干性。
• 触发误差

系统误差是测量系统读数对信
号实际频率的偏离。包括老化、
温度和线电压变化对时基晶体的
影响。
图 1 中比较了两台计数器。计
数器 A 有好的分辨率但系统误差较
大，计数器 B 分辨率差但系统偏移
误差较小，结果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计数器 A 显示结果的精度要比
计数器 B 低。

输入信号的噪声或来自计数器输
入通道的噪声都可能引起噪声毛
刺触发。
• 时基误差
时基振荡器频率和其标称频率的
不同都会直接导致测量误差。

图 1. 分辨率—精度简图。系统误差与时基
使显示频率偏离实际频率。随机误差产生
一个频率范围，计数器不能区分此范围内
的不同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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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理解计数器的测量方法

频率计数器分成两类：直接计
数和倒数计数。理解这两种不同方
法的影响将帮助您选择最佳的计数
器并正确地使用计数器。
直接计数器简单记录已知周期
（选通时间）的信号循环次数。所
得到的计数直接送至计数器的读出
显示。
这种方法既简单又便宜，但也
意味着直接计数器的分辨率固定为
Hz。例如，对于1s的选通时间，
计数器能检测到的最低频率为1Hz
（根据定义，1s内信号循环一次为
1Hz）。因此如果您正在测量10Hz
信号，对1s选通时间的预期最好
分辨率为1Hz，或2位显示。对于
1kHz信号和1s选通，您能得到4
位。100kHz信号为6位，依此类
推。图 2表明了这一关系。还应注
意直接计数器的选通时间只能选为
1s的十倍数或十分数，这也限制了
您的测量灵活性。
与之相反，倒数计数器测量输
入信号的周期，然后将周期取倒数
得到频率。鉴于其测量体系结构，
对于给定的选通时间，所得到的分
辨率为显示位数（而非Hz）。

也就是说倒数计数器永远显示
同样的分辨率位数，而与输入频率
无关。注意对于特定的选通时间，
您将看到按位数规定的倒数计数器
分辨率，如“每秒10位”。
只需查看频率分辨率指标，您
就能确定是直接计数器还是倒数

图 2. 直接计数器显示的位数 — 频率 (对于
1s选通时间)

计数器。如果分辨率以Hz表示，
就是直接计数器。如果用位∕秒表
示，就是倒数计数器。
计数器行业规定的标准化测
量是相对于1s选通时间。图3比较
直接计数器和倒数计数器的分辨
率。在较低频率时，倒数计数器
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对于1kHz，
直接计数器给出1Hz的分辨率（4
位）。而10位∕秒的倒数计数器给
出1μHz（10位）的分辨率。
即使精密分辨率不是您的主
要要求，倒数计数器还具有速度
优势：倒数计数器在1ms时得到
1mHz分辨率，而直接计数器却要
花整整1s，才能得到1Hz分辨率
（图4）。倒数计数器也提供连续
可调的选通时间（不只是十进制步
进），因此您能以最少的时间得到
所需要的分辨率。

图 3. 比较直接计数器和倒数计数器的分辨
率 (对于1s选通时间)

图 4. 这里是10位/秒倒数计数器不同分辨
率所需要的选通时间

选择也依据性价比。如果您对
分辨率没有严格要求，也不太关心
速度，那么直接计数器就可能是经
济的选择。而对于快速和高分辨率
测量，则应选倒数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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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选择合适的时基

频率计数器的测量精度与时基
稳定性密切相关。时基建立了测量
输入信号的参考标准。更好的时基
有可能得到更好的测量。环境温度
对石英晶体的振动频率有很大影
响，可根据热行为把时基技术分为
三类:
• 室温晶体振荡器(RTXO)
这类时基不使用任何温度补偿或
控制。振荡器在 0℃ 至 50℃ 温
度范围内有最小的频率变化。为

此，要在制造过程中正确切割晶
体。优质 RTXO 在此环境温度的
变化约为 2.5 ppm。这对于1 MHz
信号是 ±2.5 Hz，因此是测量中
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它的优点
是便宜，但会带来较大的频率
误差。
• 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 (TCXO)
对于温度变化造成的频率变化，
一种补偿方法是通过增加外部元
件补偿热响应，从而得到更稳
定的频率。这种方法可稳定其热

行为，把相对于 RTXO 的时基误
差降低一个数量级(约1 ppm，对
1 MHz信号为±1 Hz）。
• 恒温槽控制晶体振荡器 (OCXO)
这种技术是把晶体振荡器放在恒
温槽中，把槽内温度保持在热响
应曲线的特定点上。从而得到更
好的时基稳定度，典型误差只有
0.0025 ppm (对于1 MHz信号为
±0.0025 Hz)。此外，恒温槽控
制时基还能降低晶体老化效应，
因此不需要频繁地送校计数器。

提示
为满足性能要求进行定期校准

校准计数器的频度由几项因素
决定。
• 时基类型
• 计数器在测量期间经受的条件
• 测量需要多高的精度
校准并非一个简单问题，通常
与计数器精度直接相关。您在显
示器上看到的测量质量取决于四
个因素:
1. 时间不变的计数器性能因素(如
提示 3 中讨论的时基温度稳定性)

2. 时间变化的计数器性能因素(如
时基的老化率）
3. 输入信号纯净度和噪声级
4. 计数器设置和配置
第2项是校准所扮演的角色。
尽管计数器是测量电信号的电子仪
器，但作为每台计数器时基心脏的
石英晶体却是一种机械元件。由于
晶体是机械元件，因此在受到各种
物理扰动时会改变它的振动频率，
并进而影响计数器精度。这些不同
扰动的累积效应即晶体的老化，校
准计数器即是对老化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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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是一项容易预测和能通过
校准得到补偿的因素。您可通过查
看计数器的老化率指标确定何时需
要校准。
例如: 如果老化率为 4×10 -8∕
天。在校准后的第300天，老化将
在总精度计算中增加1.2×10 -5 的
时基误差。如果该不确定度（对于
1 MHz信号为±12 Hz）加上其它
固有误差对您的测量是可接受的，
您就不需要校准。否则就要校准。

提示

提示

进行最精确的测量

进行最快的测量

• 选择最好的待命模式
如果您要进行快速的测量，一种
简单方法是使用频率计数器的
自动待命模式。但在四种典型待
命模式(自动、外部、时间和位)
中，自动模式的精度最低。您可
通过增加外部、时间，或位待命
模式的选通时间改进分辨率和系
统不确定度(如提示 2 所述，两者
都是测量误差的组成部分)。
• 使用最好的时基和经常进行校准
时基的质量和校准的频度将影响
您的测量质量。对于大多数应
用，您需要兼顾精度、时基质量
和校准周期。如果购买的是较
高质量的时基，就可适当延长校
准周期。如果频繁地校准，较便
宜的时基就也能达到您的精度要
求。时基不需要放在计数器中，
可用外部精密频率源和时基改进
测量精度。
• 保持计数器时基温度
如我们在提示 3 中讨论的，大多
数精密频率计数器都使用温度补
偿频率振荡器(TCXO)或恒温槽
控制频率振荡器(OCXO)。保持
频率振荡器的连续通电将避免输
出频率的变动。振荡器断电，即
使是很短时间的断电，在回到稳
定频率前也会有波动。为保证最
稳定的晶体工作:
• 把计数器放在不会被拔掉电源
的位置，使仪器在开机模式和
待机模式间交替。

• 在校准时基时，要把校准设备
拿到计数器处，而不是相反，
因此不必给仪器断电。
• 保护频率计数器免受搬移和温
度变化也将改进它的稳定性。
当您断开计数器电源时，即使是
短暂的，老化率也要按天数重新开
始计算。
• 监视触发电平定时误差
在您进行定时测量(时间间隔，
脉冲宽度，上升时间，下降时
间，相位和占空比)时，需要考
虑触发电平定时误差的影响。有
几项需考虑的因素: 触发电平电
路的分辨率和精度，输入信号在
触发点的斜率，以及输入滞后带
的宽度。
为减小这些影响，应在正弦波或
方波信号的偏置值处触发。这样
能得到最大斜率，也把滞后带误
差减到最小。如果您进行的是偏
置至偏置测量(如整个周期，两信
号间 0°相位)，那么滞后窗效应
可能被抵消。应注意大多数计数
器都最适合 0 V 触发电平设置。
• 如有可能，把所有时基锁定到单
一时钟
两个独立时基间产生的偏离和/或
抖动将增加误差。使用独立时基就
像是观看视频和声频通道在不同的
系统上的电影。在电影开始时，声
频和视频可能同步，但随着时间推
移，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使用现
代测试和测量设备的应用中，这种
偏离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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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配置现代频率计数器，
以得到每秒数百次的读数，这对于
表征随时间变化的信号是非常有用
的。应记住频率计数器最适合测量
稳定，或慢变化的信号。还应记住
为获得精确读数，得到一个好的读
数比平均大量读数更好。
• 把计数器设置到已知状态
在发送复位命令后，仪器返回到
就绪状态前最好不要发送其它命
令。对于大多数仪器返回就绪状
态，程序中增加一秒的等待或延
迟就足够了。仪器有可能丢失复
位时接收的命令。
• 设置与仪器使用数据类型一致的
输出格式
这将避免后处理期间因转换数据
格式造成的延迟。
• 禁用所有后处理和打印操作
当您禁用这些功能时，处理器就
能把它的资源用于读数和把读数
送至计算机，而不是用来响应额
外的中断，例如更新显示。
• 配置预期频率
Agilent 53100 系列计数器能按
您的测量频率优化配置。实际被
测信号必须在您命令中提供值的
10% 内。
• 设置触发电平
当输入信号通过命令中的电平设
置值时，就建立了触发条件。把
触发电平设置在信号的最大斜率
处，从而把满足触发条件的时间
量减到最小。正弦波或方波在过
零时(假定为 0V 偏置)有最大的
斜率。
• 把触发设置为立刻读数
当仪器使用双电平触发时，在得
到读数前必须同时符合这两个触
发条件。设置触发待命条件，以
立刻满足第一级触发电平。

提示
调节灵敏度, 避免噪声触发

现代计数器是一种具有灵敏输
入电路的宽带仪器。对计数器来
说，所有信号看来都是相同的。正
弦波、方波、谐波和随机噪声都像
是一连串过零点。计数器通过这些
过零点触发测量信号频率。如果信
号纯净，这一过程就不存在问题。
但带有噪声的信号会造成计数器在
寄生过零点上触发。当这种情况发
生时，您就不能得到预期的测量结
果。
幸而有针对这些问题的办法。
• 计数器要求在记录过零点前，信
号需先通过两个低和高的滞后阈
值。这两个电平间的间隔称为触
发灵敏度、滞后带 或触发带 。

问题的带有寄生成分的信号。由
于触发带很窄，因此有害噪声
(在点1和点3)及实际信号(在点2
和点4)都会造成计数器触发。实
际仅有2个周期的信号就得到4个
计数。
通过调节触发带让计数器变得
不太灵敏，您就能避免这些寄生触
发。在图 6 中，触发带有足够的宽
度(也就是灵敏度足够低)，使过零
点的寄生不会引起计数。计数器记
录2次有效过零点，并按此计算相
应的频率。如果您认为信号可能存
在噪声问题，可尝试把计数器转为
低灵敏度模式。如果显示频率有变
化，表明有时是在噪声上触发。

图 5. 由于触发带设置过窄，2个小峰值(此处
为寄生信号)在点1和点3产生不需要的触发。

图 6. 通过展宽触发带降低触发灵敏度，得
到所需要的计数。

• 高质量的计数器能让您调节这一
带的宽度，从而把不需要的触发
减到最少。图 5示出会造成测量

提示
减小跳动显示
跳动显示是最后几个数字会快
速跳动。如果您要实时调整电路，
或要按计数器显示完成某项任务，
跳动显示将是一项挑战。根据您计
数器的能力，稳定这些数字有几种
可选的方案。
• 减少显示位数
大多数计数器都有“缩位”功
能。虽然能得到稳定的显示，但

您判定电路行为所需的信息也可
能被隐藏。应注意它完全是一项
显示功能，对实际测量没有任何
影响。
• 使用极限测试
如果您仅需要知道信号是否在特
定频率带内，如果计数器有此能
力，即可使用带可视指示器的极
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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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信号平均
在考虑跳动信号时，平均(在许
多计数器上标为“Mean”)始终
是一种好的选择。与单纯减少显
示位数不同，平均能实际改进您
的测量质量。通过减小信号中随
机变动量的影响，平均减少了显
示的变化数字。

提示

提示

改进低频测量

利用极限测试能力

提示 7 讨论了信号噪声触发问
题。这一问题可能对低频信号(约
为100 Hz和更低)影响更大，因为
此时在不相关高频成份上的寄生触
发机会将更多。此外，信号的斜率
也影响触发精度 — 斜率越低，产
生这种错误的机会就越大。
这里是帮助您改进计数器低频
信号测量质量的一些步骤:
• 利用低通滤波器
假定您的计数器上有低通滤波
器，就能用它减少在谐波和高频
噪声上触发的机会。
• 使用手动触发
当把计数器设置为使用自动触发
时，它会估计信号的峰峰电平
并计算中点电平，以建立触发电
平。这种方法一般能得到良好的
结果，但对于低频信号却会造成
问题。问题在于自动触发算法所
取的时间有可能小于信号在最小
值和最大值间的过渡时间。其结
果是自动触发跟着信号电平上下
游走，而不是根据对最小值和最
大值的一致估计设置一个触发电
平。解决方案是关断自动触发而
手动设置触发电平。

• 降低计数器灵敏度
低频信号可能有低斜率 — 这意
味着信号改变状态慢。越慢的斜
率越难建立可重复触发。降低计
数器灵敏度会有所帮助。为让计
数器相继触发，信号需通过低阈
值和高阈值。计数器灵敏度确定
了触发带，即高低阈值之差。降
低灵敏度将拓宽上下阈值差，即
拓宽了触发带。
• 监视状态寄存器
完成低频测量要花较多时间。如
果您是从计算机控制计数器，就
可在要求读数前先检查状态寄存
器。计数器将连续进行测量，直
到接到指示测量结束的第二个有
效触发条件。如果输入信号断开
连接，计数器会无限期等待测量
的完成。如果您要求测量，计算
机则一直在等待，一直到计数器
响应查询时才结束测量。为避免
这种情况，开始测量，然后检查
状态寄存器，从而在请求读数前
确认测量已经完成。

• 使用直流耦合
许多计数器提供主输入通道的
DC和AC耦合选择。AC耦合可
去掉信号中的任何直流偏移，而
DC耦合则包容整个信号、偏移
及所有一切。AC耦合的问题在
于它也衰减了低频成分。由于这
一原因，有些计数器可能并未规
定 AC 耦合时特定频率之下的性
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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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每秒 10-12 位读数的计数
器并不少。极限测试能让您更容易
地解释读数。您能用几种方法配置
和完成极限测试：
• 用显示器上的可视指示器指示超
出极限的读数。
• 设置计数器，在达到极限时停止
读取数据。
• 当输出超出极限时，命令计数器
在 GPIB 接口上发送 SRQ
• 用提供的硬件线指示已产生超过
极限的读数
• 您可把计数器设置成在统计测量
中忽略超过极限的读数。
您可在把极限测试与计数器的
统计，标度和偏移特性组合使用。
标度和偏移通常用于把频率测量转
换成物理测量(如速度或转速)。
最后，您可把计数器配置为
超过极限后继续读数或停止读
数。如果您的计数器似乎停止了
触发，可能是把计数器配置成在
超出极限读数后停止。此外，当
您把计数器配置成输出外部信号
时，它将关机后再开机，进入默
认状态，因此要确保您保存和调
用该频率计数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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