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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响应分析（波特图） 
使用 Keysight InfiniiVision X 系列示波器 

 

对于当今的许多电子设计，通常需要执行频率响应分析来确保其满足性能要求。 通过这个信号
表征域，您可以观察电路设计的输出在不同频率输入下的响应。 如果不执行此分析，可能会导
致设计和产品出现问题。 频率响应分析 (FRA) 在无源和有源滤波器、放大器以及开关模式电源
的负反馈网络等设备（闭环响应）中至关重要。 

在本应用指南中，您将了解到什么是 FRA，并通过三个不同的测量示例了解如何使用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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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频率响应分析？ 
如果对频率响应测量不熟悉，记得回顾您的电气工程大学时代，创建
波特图是那时候的必修课。 波特图是系统输出相对输入的增益和相位-
频率（即频率响应）的理论线性近似值。 波特图基于电路传递函数的
极点和零点。 比如，串联 R-L-C 无源电路（图 1）的传递函数 T(jω) 
包含 2 个极点和 1 个零点（0 Hz 时）。 这就形成了基于以下公式的
带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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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串联 R-L-C 无源电路。 

图 2.  串联 R-L-C 的增益和相位波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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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R = 50 Ω、L = 10 µH、C = 1 µF，则 fPole1 理论上出现在 3.2 kHz 时，
fPole2 理论上出现在 800 kHz 时。 这两个频率就是 ± 20 dB/10 倍频线性近似值
与 0 dB 相交之处，如图 2 所示。 但是，如果对这个无源电路进行测试，就会
发现实际的增益和相位轨迹并不是完美的直线，尤其是在这些极点频率附近。 
您会发现，在这两个极点频率下，增益下降约 3dB、相位约为 ±45°。 

那么，相对于理论性能，该如何测试一项设计以验证其实际性能呢？ 

 

自动频率响应分析 
除非您有幸使用专用的频率响应分析仪 (FRA) 或矢量网络分析仪 
(VNA)，否则这种分析就是一项使用示波器和函数发生器作为正弦波输
入源的枯燥无味的测量练习。 这项练习涉及了大量手动执行的幅值和定
时测量，以确定多个频率设置下的增益 (A = 20LogVOUT/VIN) 和相位。 
这是当今大多数 电子工程 学生所使用的方法。 然而，是德科技频率响
应分析 (FRA) 应用的问世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 第一次，您可以使用示
波器的内置波形发生器作为正弦波输入源，结合示波器内的自动 FRA 软
件，执行自动频率响应测量。 

 

  

 

亨德里克·韦德·波特 
（1905 年 – 1982 年） 

亨德里克·韦德·波特于 1905 年 
12 月 24 日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
州的麦迪逊市。 波特在 1926 年
获得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数学
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不
久，便在贝尔实验室 (The Bell 
Labs) 开启了其杰出的工程设计
与科学研究生涯。 在贝尔实验
室工作期间，波特于 1935 年在
哥伦比亚大学成功完成了物理
学博士学位。 1938 年，波特博
士发明了以其名字命名、且被
如今的工程系学生所熟知的
“波特图”。 但这个名称并不
是他自己命名的。 他只是简单
地称之为“渐近频域幅值和相
位图”。 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
间，波特博士获得了许多学术
奖章和奖项，并在电气和通信
工程的各个领域拥有 25 项专
利。 他还与贝尔实验室的其他
知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密切合
作，包括克劳德·香农和哈
利·奈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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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nfiniiVision 的“Settings”（设置）菜单，用于建立频率响应分析测试的测试条件。 

 

在执行频率响应测试以生成增益和相位波特图之前，应先对 InfiniiVision 示波器 FRA “Settings”（设置）菜
单（图 3）中的测试参数有个基本了解。 

• 频率模式： 
o 扫频 – 在从指定的起始频率到指定的停止频率范围内，示波器执行多次增益和相位测量。 这种模

式生成叠加的对数增益和线性相位-频率的关系图。 也可以在表格中查看测量结果。 
o 定频 – 示波器仅在一个指定频率下执行增益和相位测量，仅生成数字增益和相位测试结果（无曲

线图）。 

• 频率（起始、停止）：指定的起始频率就是初始测试点，最低可设为 10 Hz。 指定的停止频率就是最
终测试点，最高可设为 20 MHz。 

• 点数：指定的整个“起始/停止”扫频范围内待测试频率的数量（1 到 1000）。 测试点数量越多，分辨
率越高；不过，绘制所有数据需要的时间也越长。 

• 源（输入、输出）： 指定的示波器输入源（通道 1、通道 2、通道 3 或通道 4）和指定的输出源（通道 
1、通道 2、通道 3 或通道 4）。 

• WaveGen（Amp、Imp）：指定的测试幅值和负载阻抗。 对于线性系统来说，测试幅值越高，测量值
的动态范围通常就越大。 但是，在测试可能达到饱和、而后表现出非线性特征的系统（例如反馈放大
器电路）时，测试幅值设置过高可能会导致波形失真和测试结果不准。 

• 幅值曲线：如果开启，就可以指定测试幅值按 10 倍频线性增高或降低，而不是在整个“起始/停止”扫
频范围内使用固定的测试幅值。 在测试不时展现出非线性特征的系统时，就可以使用这种模式优化动
态范围。 注意，1000 X 系列示波器中不提供幅值曲线绘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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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和图 5 显示的是图 1 中 R-L-C 系列带通滤波器在  100 Hz 至 20 MHz 范围内扫频所得的波特图和表格
化结果。 使用示波器的双踪增益和相位游标，可以看到 -3 dB 截止频率下限出现在 3.8 kHz 处，-3 dB 频率
上限出现在 750 kHz 处。 理论上的截止频率与实际的截止频率之间有差异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缺陷，如器件
公差和导线电感。 这进一步说明了执行真实测试的重要性。 

基于是德科技示波器的 FRA 测试解决方案有一个优点，即在扫频期间可以查看 VIN 和 VOUT 时域波形。 这
一点很重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它提供了待测电路在测试期间的工作状况的良好视觉反馈。 第二，可以
通过它监视波形形状，以实时了解由于过驱动有源电路而可能出现的非线性行为。 这是使用独立的单箱频
率响应分析仪所不能实现的。 图 6 显示了使用 200 mVPP 测试振幅时的 VIN 和 VOUT 正常正弦波波形示例。 
图 7 显示了在 1 Vpp 下测试时的失真/非正弦波波形示例。 重要的是，VIN 和 VOUT 在整个扫频期间保持正弦
才能避免增益和相位误差。 

 

图 4.  R-L-C 系列带通滤波器的增益和相位图（增益 = 蓝
色轨迹，相位 = 橙色轨迹）。 

图 5.  可导出（.csv 格式）的 R-L-C 系列带通滤波器增益
和相位数字测试结果。 

图 6.  FRA 扫频期间的 VIN 和 VOUT 正常正弦波波形。 图 7.  因过驱动导致的 VIN 和 VOUT 失真正弦波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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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回路响应测试 
频率响应分析在测试开关模式电源的负反馈放
大器补偿网络稳定性方面也很重要，如图 8 所
示。 当负载突然变化时，例如负载增加（负载
需要更多电流），输出电压会瞬间下降。 负反
馈放大器应迫使输出电压回到需要的调节输出
电压水平。 但是，如果反馈放大器网络响应过
快，可能会导致输出不稳定/振荡。 响应太慢则
可能导致负载无法正常通电和运行。 执行内部
电路控制回路响应测试（波特图）对于确保不
发生这些情况至关重要。 

图 9 显示了开关模式电源反馈网络上的内部电路
控制回路响应测量结果。 关键测量包括相位裕
度 (PM) 和增益裕度 (GM)。 如果获得了选配的
功率测量软件包的使用许可，InfiniiVision 示波
器会在频率响应测试结束时自动显示这些信息。 
在此测试中，0 dB 交叉频率下保持 49° 相位裕
度和  0 dB 交叉频率下保持 10 dB 增益裕度足以确保稳定性。 

  

图 8.  测试开关模式电源的控制回路。 

图 9.  开关模式电源负反馈网络的控制回路响应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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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详细了解控制回路响应测试 ，请参阅本文档末尾列出的有关此主题的应用指南。 该应用指南还探讨了
执行这种内部电路测量所需的附件和推荐探头。 

 

电源抑制比测试 
电源抑制比 (PSRR) 是另一种类型的频率响应测
量，主要在线性 DC-DC 转换器（如低压降稳压器 
(LDO)上执行。 线性转换器通常用于 DC 输出保
持极度平缓、噪声/纹波最小的应用中。 为了测试
转换器对输入干扰的敏感性，应使用变频交流信
号对 DC 输入进行调制。 

图 10 显示了 PSRR 测量测试设置的框图。 应注
意，“抑制”是“增益”的倒数。 此处，典型的
频率响应测试基于 20Log(VOUT/VIN) 绘制增益-频
率关系图，PSSR 基于 20Log(VIN/VOUT) 绘制抑制
-频率关系图。 

图 11 显示了线性电源的 PSSR 测试结果。 在该测试中，电源在扫频结束时测得 36 kHz 时的最大抑制为 
99 dB，19 MHz 时的最小抑制为 42 dB。 

如需详细了解电源抑制比 (PSRR) 测试，请参阅本文档末尾列出的有关此主题的应用指南。 该应用指南还
探讨了执行这种内部电路测量所需的附件和推荐探头。 

图 10.  测试线性调压器的 PSRR。 

图 11.  线性电源的电源抑制比 (PSRR)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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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频率响应分析 (FRA) 是所有入门级 InfiniiVision 1000 X 系列示波器“G”型号（包括内置波形发生器）的标准
配置。 如果获得了电源、嵌入式、汽车、航空、USB 或终极捆绑软件包的使用许可，高性能 InfiniiVision 
3000T X、4000 X 和 6000 X 系列示波器中将包含频率响应分析功能。 可以在下方找到每个软件包的数据
表及更多详细信息。 除了通用的 FRA 测量（增益和相位波特图），选配的功率测量软件包还包括含自动相
位裕度 (PM) 和增益裕度 (GM) 测量的控制回路响应测试，以及带有自动增益反转（抑制）图绘制功能的电
源抑制比 (PSRR) 测试。 

 

总结 
为了确保电路设计符合所需的带宽性能规范以确保系统稳定性，通常很有必要执行频率响应测量。 使用传
统示波器和函数发生器手动执行这些测量可能是一个枯燥的过程，且动态范围测试结果不足。 此外，专用
的频率响应分析仪通常要么不可用，要么太难使用。 现在，是德科技的 InfiniiVision 示波器凭借以下各项实
现内置的 FRA 测量功能： 

• 内置波形发生器 

• 自动 FRA 软件 

• 双踪增益和相位游标 

• 在测试期间监控时阈波形，实时了解可能发生的失真行为 

• 通过绘制幅值曲线优化动态范围 

• 自动相位和增益裕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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