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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习触发——关于触发的故事

我认识一位硬件研发经理，他是2000年研究生毕业的，一直从事硬件开发工作。他在研发的

一款网络产品，要求交流输入电压工作在170V-350V之间，每当他将输入电压调节到175V时，网口

就开始工作不正常，告警指示灯有时侯会告警。 出现这种问题时，他首先怀疑到输入电压导致复

位芯片复位。于是他查找复位芯片的工作电压。 复位芯片正常工作电压是3.3V，但在175V输入时

，该电压会偶尔被拉低到3.1V。 但这位研发经理不太会使用示波器的触发功能，他总是靠示波器

上的“Stop”键，然后展开波形查看看3.3V有没有出现瞬时跌落。他试了几天只找到一次，但下

次又无法复现象出这个跌落瞬间的波形。 这就象“天上飞过了 一只鸟，但无法找到留下的痕迹”

的诗意中描述的场景。

后来这位研发经理找到我，我手提示波器去帮他几秒种就找到了“这只天上飞过的鸟”，每次

鸟儿飞过我都能看到。我 使用了触发设置中的下降沿触发，将触发电平设置得比3.3V略低一点，

触发模式设置为“Normal”。 后来这个客户毫无悬念地就买了我的示波器。

触发是数字示波器区别于模拟示波器的最大特征之一。触发是发 现问题之后定位问题的最
重要手段。数字示波器的触发功能非常丰富，善于使用触发能轻松定位出您想寻找到的异常信号或
感兴趣的信号。
很多工程师习惯于“Auto Setup”之后看到屏幕上出现波形然后“Stop”，展开波形左右移动

查看细节。
在Auto Setup之后,示波器屏幕上看到的波形还是在屏幕上来回“晃动”，有些工程师这时候

就比较茫然了。总是不停地Stop,然后展开查看有没有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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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电路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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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点 = 50%的内存

■数字示波器的采集内存是一个循环缓冲，新数据会覆盖最老的数据，直到采集过

程结束。
■示波器没有触发功能仍然可以工作，只是您观察到的波形在屏幕上“晃动”。
■触发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在“触发点”将环形采集存储器“撕开”。下面右图中，触发
点刚好处于采集内存的中间，触发点的左边是触发前的信号，右边是触发后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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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触发?

触发：按照需求设置一定的电压幅值、时间、波形变化率等方面的条件，当波
形流中的某一个波形满足这一条件时，示波器即实时捕获该波形和其相邻部
分，并显示在屏幕上。

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触发的本质，我们可以用一段很酸的话来形容。所谓触发，就是“在此
刻停留”，或者说是“等待那一刻”。触发电路可以理解为是那么一双“纯情的眼睛”在注视
着她面前走过的每一个人（信号流），当她看到她的意中人（触发条件满足）时，她的
眼睛“凝视”这个人，让意中人停留在她注视的位置(触发点)。但她会继续寻找她的下一
个意中人。每次找到了意中人，她都会让意中人在她注视的位置（触发点）停留。因
此，她的眼睛注视点(触发点)的位置只停留那些意中人（满足条件的波形）。对于被测
信号而言， 满足条件的信号可能“在此刻停留”，而对于触发点来说，会“等待那一刻”，
等待触发条件满足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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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的首要作用:隔离感兴趣的事件

隔离感兴趣的事件，
就是在触发点处隔离
的事件是满足触发条
件的信号。如右图所
示，在触发点隔离的
事件是总小于47.5ns
或大于52ns的脉宽，
该脉宽的计算是以触
发电平穿越触发点处
的脉宽波形的交叉点
处的时间间隔。

Isolate th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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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的引申作用:同步波形

同步波形，就是找到一种触发
方式使波形不再“晃动”，也就
是找出信号的规律性来同步信
号。如右图所示的信号，每组数
据包里有四个脉冲，这四个脉冲
并不是等时间间隔的，如果用上
升沿触发，则波形不能同步，视
觉上在“晃动”，但是每组数据
包是等时间间隔到来的，如果以
每组数据包的第一个脉冲的上升
沿作为触发源，则能稳定显示波
形。因此可以用边沿延迟触发，
在前一个上升沿到来之后，延迟
一段时间再触发下一个上升沿，
在上例中需要延迟的时间为标识
的蓝色的时间间隔部分。



8

触发设置的五个关键词

设置触发时要“眼观五路”：

1，触发源

2，触发点

4，触发方式

3，触发电平

5，触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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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源

触发源就是以某个通道的信号作为触发对象。触发源可以是示波器的任意通道也可以是外部
通道。下图所示选择的触发源为C2，即通道2。在 同时测量四路信号时，选择哪种信号作为
触发源有时侯有一些技巧，这和您希望调试的问题有关。 譬如您需要同时查看六路信号的
上电时序，但示波器只有四个通道，这时候可以通过两次开机的单次触发捕获，先捕获四路
信号，并将这四路信号保存为数据文件使得能来重新调回示波器，然后再来捕获三路信号，
这两次捕获中以相同的上电复位信号作为触发源使得波形能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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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点

触发点的含义就是纯美的眼睛注视的点，就是示波器让满足条件的波形停留的时刻，也就是
示波器上红色的小三角对应的位置，如下图所示，红色圈中的小红三角点就是触发点。设置
好触发条件后，触发点的位置对应的波形应都是满足触发条件的。或者说示波器让满足触发
条件的波形隔离在这个触发点的位置。每次设置示波器时都要先看看触发点、触发电平在哪
里。在力科示波器的面板上可以简单地按一下面板上的Delay键使触发点自动回到屏幕中间位
置。在测量电源的上电过程时，为了充分利用示波器的存储空间，通常尽量把触发点移动到

屏幕的最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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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电平

触发电平是指信号区分信号和事件的关
键设置。如右图所示，触发电平为右边红色
小三角的位置相对于零电平的幅值大小，也
即两条白线之间的幅值，此例中该数值为
图中右下角红色方框标示的1.00V这个数
值。设置任何触发条件都需要有一个具体
的触发电平。触发电平定义了信号是否为
满足触发条件的“事件”。

触发电平可以在Trigger菜单中设置，也可以
通过面板上的旋钮来调节。触发方式的条件
都是相对于触发电平而言的。譬如宽度触发

触发电路识别的宽度（时间间隔）并不是
上升沿的50%到下一个下降沿的50%

触发电平穿越相邻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交叉
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如右图所示，以蓝线从
触发电平的位置穿越波形，和触发点的位置
对应的脉宽相交的两个蓝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为触发条件满足的宽度大小。在图例中是
3ns-10ns之间， 这也就是说触发功能隔离
了我们感兴趣的3ns-10ns之间的脉冲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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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模式

示波器有四种触发模式，Auto,Normal,Single,Stop。如下图所示为示波器面板上的触发
部分。
Auto是指不管是否满足触发条件，都实时刷新波形。当波形不是规律信号时，候示波器的
屏幕上的波形通常看起来是“晃动”的。
Normal是指满足触发条件才触发，否则波形会静止不动，并且对于力科示波器在屏幕的右
下角有红色的提示:“Waiting for Triggering”。等待触发，“等待那一刻”。
Single指仅捕获第一次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形，触发成功后就停止。
Stop指强制让波形静止不动。
下图所示的面板上的绿色的TRIG等的闪烁快慢代表了触发速率的快慢。绿灯在亮着但不闪
烁表示触发太快闪烁太快，超过了肉眼识别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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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方式

§ 边沿触发及边沿延迟触发

§ 宽度和毛刺触发

§ 间隔触发

§ 条件触发和状态触发
§ CasCade触发
§ 逻辑触发
§ 漏失触发

§ 欠幅触发

§ 斜率触发
§ TV触发
§ 协议触发

—— I2C、SPI、CANbus,FlexRaybus,UART-RS232,Audiobus, MIL-STD-1553 触发

§ 高速串行数据触发
文字解释和图形说明

支持多种低
速串行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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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沿触发

边沿触发是最常用最简单最有
效的触发方式，绝大多数的应
用都只是用边沿触发来触发波
形。边沿触发仅是甄测信号的
边沿、极性和电平。当被测信
号的电平变化方向与设定相同
(上升沿或下降沿)，其值变化
到与触发电平相同时，示波器
被触发，并捕捉波形。如图所
示，在触发点停留的总是上升
沿。上升沿在上升的过程中如
果能达到触发电平的高度就被
触发，否则在Normal模式下示
波器上的波形静止不动，示意
波器的右下角提示“waiting 
for trigg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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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沿延迟触发

由边沿触发引伸的是边沿延迟触发
（holdoff），前面在解释示波器触发的引申
作用时有提到。
每次触发到前一个边沿之后，等待设定的延
迟时间或延迟事件再触发下一个满足条件的
边沿，最长可延迟20s或9,999,999个事件。

右图是一个实际的测试案例，包络是一系列
频率和幅值变化的正弦波信号，客户需要知
道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如果不能稳定触
发则每次通过停止波形然后调节测量参数的
门限来统计多次测量的最大最小值，非常繁
琐。 如果用边沿延迟触发方式同步该波
形，测量的门限固定在一个范围内，利用统
计功能测量出持续捕获到的包络的频率最大
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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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毛刺触发

根据信号宽度值/
毛刺值触发，可选
正向或负向宽度/毛
刺,可用于捕捉信号
中的罕见宽度/毛刺
信号。图中的触发
设置含义是，当C2
的脉冲在触发电平
处的正脉宽在90ns
和120ns之间时被隔
离，触发点停留的
位置是脉冲的下降
沿。 如果触发的是
负脉宽，则触发点
停留的位置是脉冲
的上升沿。脉宽的
范围定义可以是小
于，大于，在范围
内或范围外。毛刺
触发和宽度触发类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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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触发

根据相邻的同极
性的沿的时间来
触发,正到正或
负到负。设定的
条件也可以小
于、大于、在范
围内或范围外。
图中触发设置含
义是：当穿越触
发电平的相邻正
沿之间的时间间
隔在1.5us到
2.5us之间时被
触发。 图中一
定要将触发电平
设置为超过欠幅
的矮脉冲，否则
条件永远不会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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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触发

条件触发是两个
通道之间的关联
触发。当 第二个
波形设定条件满
足一次后,在第一
个波形边沿处触
发。图中触发设
置含义是：在C2
的上升沿达到触
发电平200mV时，
触发C2的上升沿
但前提是在这之
前C3的电平曾超

过了50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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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触发

状态触发和条件触发
类似。当第二个波形
设定条件满足并保持
该状态后,在第一个波
形边沿处触发。 它要
求第二个波形达到某
个条件之后保持该状
态。图中触发设置含
义是：在C2的上升沿
达到触发电平500mV
时，触发C3的上升沿
但前提是在这之前C2
的电平超过了500mV并
一直保持超过500mV的
状态,而且要等到C3的
上升沿有3次达到触发
电平之后才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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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e触发

四级硬件触发:A,B,C,D

每级触发包括以下触发方式
Edge,Pattern,Width,Interval,Window,Dropout, SlewRate,Runt 等

按排列组合,总计共有2500种以上触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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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触发

各通道信号分别同
时满足所设定逻辑
电平条件及所选择
的逻辑关系后触
发。可选逻辑条件:
与 (And)，非与
(Nand)，或
(Or)，非或
(Nor)。图中触发
设置含义是：C1的
电平低于775mV,C2
的电平高于
500mV,C3的电平低
于500mV，C4的电
平高于350mV，它
们同时满足这个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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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失触发

当信号最后的边
沿消失了,在消失
一定的时间后触
发。图中触发设
置含义是：在C2
的最后一个上升
沿消失之后等待
750ns被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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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幅触发

当脉冲序列的宽度

不确定，大多数脉冲信
号的幅值相同，但有小
概率的欠幅信号时所需
要采取的一种触发方
式。当脉冲穿越了第一
个门限电平，但在一定
的时间范围内不能穿越
另外一个门限电平时被
触发。如图所示。



当信号的
斜率满足
一定的条
件时被触
发。

斜率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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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触发

专门为电视信号而设计的一种触发方式，在该模式下触发电平控制不
起作用。示波器使用视频信号中同步脉冲作为触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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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特定的通信协议码型而设定的触发方式。比如
I2C触发、SPI触发、CAN触发,LIN触发,FlexRay触
发,UART触发,RS232触发,Audiobus触发, MIL-STD-
1553触发等。

协议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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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101

A 5

串行触发

Serial trigger can be selected with patterns up to 80 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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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ggerScan™ - 智能硬件触发扫描

§ 快速扫描通过训练得到的触发器设置
§ 通过智能训练，产生一组可能捕获到异常的触发设置集合

§ 自动扫描每个触发设置，直至捕获到你感兴趣的异常

§ 在示波器屏幕上重叠显示异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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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Scan——软触发，示波器中的“Google”

§ 设置非常简单,使用cursor测量波形边沿的宽度
§ 像素或屏幕分辨率(量化误差)会降低精度
§ 只有单个波形,引入了触发抖动

More action for choice 
after acquisition

More than 30 parameters
Fo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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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参与！

Any Questions? 

Frankie Wang   汪进进
Marketing Manager · LeCro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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