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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P300/R&S® UP350音频分析仪

实验室、服务、生产领域多用途

音频分析仪

拥有卓越性能的低价位产品

R&S精灵仪器系列不断壮大：¸	

FS300频谱分析仪、¸SM300	RF信

号发生器、¸AM300	双通道任意

/功能发生器中现在又增加了两款

音频范围分析仪。这两款分析仪的

频率范围是10	Hz到80	kHz，可满足

当今所有的常见应用需求。	

由于具有丰富的功能和出色的技术

规格，令它们在低价位产品中格外

抢眼。¸UP300可提供当今音频

T&M中所有常见的测量功能，并且

可生成所需的测试信号；它的模拟

输入和输出为双通道。¸UP350	

另外包括有数字音频接口，并且还

可以测量数字音频协议和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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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最新音频分析仪具有丰富的功能、优

良的技术特性以及紧凑的设计。

3 0 0家族又新添两名音频分析仪

成员， ¸ U P 3 0 0 音频分析仪       

（图1）包含模拟输入和输出，而

¸UP350另外还提供有数字音频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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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除了R&S® UP300（左侧）的模拟接口外，R&S® UP350还提供有分别供普通消费者和专业人士使用的数字音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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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信号多种多样

¸UP300和¸UP350音频分析仪

中的发生器可以提供实验室、服

务、生产、教学测量所需的全部测

试信号。由于部分基本信号的固有

失真远远低于–90	dB，因而也可以

用来测量高端设备。¸UP350	的

全部信号都可以通过模拟或数字接

口输出（图2）。所提供的主要测

试信号包括：

正弦波用于测量频率响应、电

平线性度或者谐波失真；信号

电平或频率可被扫描。

双信道正弦波，每个信道可单

独设置频率和电平；例如，

在测量双向信道串扰时非常有

用。	

双音信号用于调制失真分析和

差频失真测量；测试信号满足

相关标准而且可设置的范围较

宽。		

◆

◆

◆

多音信号最多可设置17种不同频

率和电平的正弦波信号；从而

迅速获得	DUT	频率响应的有关信

息，

正弦波突发信号—可设置信号

的突发、间隔时间、频率、电

平—用于测试音频回路的动态

响应。	

噪声用于DUT的宽带模拟；还可

施加于正弦波信号上。

出色的测量特性

R & S精灵仪器系列中采用了“大

型”罗德与施瓦茨音频分析仪的技

术设计。需要测量的模拟信号经过

模拟输入阶段处理后被数字化，然

后再由测量子程序进行评测。该方

式具有以下诸多优点：

¸UP350的数字音频接口可同

样提供模拟接口处的全部测量

功能。

◆

◆

◆

◆

操作方法基本相同，给不太经

常使用该仪器的用户带来方

便。

模拟和数字接口处的测量方法

完全相同。并且所有滤波器都

采用数字处理方式，使其还具

有相同的特性。当需要比较D/A

转换器前后的测量结果时，这

两个方面的设计会特别有帮

助。

两种分析仪都可测量带宽高达80	

kHz	的模拟音频信号（图3）。另

外，¸UP350还可分析数字音频

信号，采样率高达192kHz。这些性

能都是此类产品中新增加的性能，

可覆盖最新音频设备的全部频谱范

围。此类产品带给用户的另外一个

惊喜是都具有双信道运行功能。换

句话说，两个信道的信号可同时进

行处理，并可同时提供测量结果—

因此不需要进行输入连接器的切

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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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分析仪都可提供下列测量功

能：

电平测量由于仪器包含普通消

费者和专业人士音频设备测量

所需的全部整流器，因此可测

量真有效值、峰值或者准峰值

加权。

选择性电平测量当需要检查宽

带干扰中是否存在较小信号

时，对于可单独设置的带宽将

需要进行选择性电平测量。

◆

◆

DC 测量可测量全部电平范围。

总谐波失真测量(THD) 包括选择

加权谐波。

THD+N和SINAD测量用于测量包

括噪声在内的总谐波失真。

调制失真分析和差频失真测量	

用于使用相应的测试信号检测

交调失真。

频率和相位测量

极性测量用于检测信号路径中

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极性变换。

FFT分析支持最多16k点的FFT处

理并且提供众多窗口功能，可

显示信号的频率组成，分辨率

<3	Hz（图4）。以前这种性能仅

在非常昂贵的音频分析仪中才

有。

¸UP350—模拟和数字

¸UP350也具有¸UP300的全

部功能，但是¸UP350还可用于

数字音频设备的测量和模拟/数字

混合接口的相关应用。双信道、

数字音频接口既可作为BNC连接

器使用，也可作为光线接口使用

(TOSLINK)。

除了以上测试信号之外，该发生器

还可产生数字音频协议所需的数

据。信道状态数据的输出格式有专

业录音棚格式和普通用户格式两

种。

用户既可以设定验证位，也可以设

定奇偶校验位。如果是数字音频信

号，该分析仪还可以完成所规定的

测量功能。	

◆

◆

◆

◆

◆

◆

◆

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评测数字音频

协议、显示验证位和评测所接收到

的音频数据流中的数据块错误、序

列错误和前导信号错误。根据信道

状态数位的数据内容，它可以自动

切换为专业或业余格式数据，并且

以纯文本格式显示信道状态数位的

含义。	

¸UP350的采样率大小有32kHz、

44.1	kHz，以及48	kHz及其倍数96	kHz

和192	kHz。该分析仪可以测量输入

数据信号的采样率。

包含多种滤波器

即使其他制造商生产的价格昂贵的

音频分析仪也只能以选件的形式提

供滤波器，罗德与施瓦茨的音频

分析仪则不同：¸UP300和¸

UP350中都包含有高端设备中常见

的数字滤波器，其标准配置中即含

有加权、1/3倍频程、倍频程滤波

器共三种滤波器。

监听被测信号的声音

您可以把普通耳机连接到标准3.5	

mm插座上监听被测音频信号。当

需要测量电平时，您可以将该输出

切换到允许监听过滤信号的声音功

能。

通过USB进行远程控制

通过标准USB接口，可利用PC对这

两种音频分析仪进行远程控制。系

统内含有LabView、LabWindows/CVI

所需的软件驱动程序，或者可将它

们作为动态链接库（DLL）直接与

任何常用的编程语言或开发环境相

连。

图4   FFT分析可支持高达16k个点并可提供众多窗口功

能—在同类产品中拥有不俗的表现。可以显示带宽

高达80 kHz的信号的频谱组成。

图3   高达80 kHz的带宽使其可以测量宽带音频设备。

40



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
41

命令结构容易理解，可进行快速编

程。与罗德与施瓦茨的所有其他仪

器一样，这两种新型分析仪的软件

驱动程序可不断的进行更新，并且

通过互联网提供。	

300系列—功能强大的平台

两款分析仪都是基于300家族的检

查和测试组件，所有家族成员的

“长相”都相同，并且都包括高亮

度5.4"TFT显示屏，使设置的读取极

为容易（图5）。大部分操作都有

菜单指导，如同罗德与施瓦茨的其

他高端仪器相同。测量结果以数字

的形式显示，但是也可以信息图形

的形式显示，并且可以使用光标进

行评测。	

3 0 0家族的成员都采用模块化设

计，由于所有基本模块都是标准化

模块，比如机壳、电源、处理器等

等，因而生产更为经济。分析仪采

用坚固的防护设计，因而非常适合

实验室以外的日常使用。仪器上有

可调把手，携带方便，也可以支起

放在试验台上。为了尽可能节省空

间，可将300家族的几个成员摞在

一起放置。如果取下把手和防护，

还可以将它们安装于19"机架上。

由于它们外形非常纤细，并排放置

也不成问题。

图5   采用菜单模式进行操作，令操作更为方便。即便不经常使用该仪器的用户也能应付自

如。配备高对比度TFT彩色显示屏，即使在光线较弱的条件下读取设置和结果也非常容易。

R&S®UP300/R&S®UP350主要技术数据
频率范围	 10	Hz	~	80	kHz

输入电压	 最大	33	V	

输入噪声	 <2	µV	(A	授权)

FFT	 最大	16	k采样率

R&S®	UP350的特有数据

采样率	 32	kHz	~	192	kHz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 UP300/UP350)

总结

¸UP300和¸UP350是具有良好

价位的音频分析仪，不仅性能优

良，而且它的小巧的外形和便携

性，也适合于实验室以外的应用场

合。高亮度的TFT显示器用于显示

设置和测试结果。即使是对不常使

用的人也感觉操作相当简单。尽管

价格便宜但它拥有音频测试仪所

有的最新功能。¸UP300有双通

道模拟输入和输出，分析带宽为

80kHz。¸UP350额外还具备取样

率高达192kHz的数字音频接口。

Klaus	Schiff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