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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数据

¸UP300 

频率范围 10 Hz - 80 kHz

电平范围 最大 33 V

输入噪声 <2 µV (A-加权)

快速傅立叶变换 最高16 ksamples

¸UP350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还另外包括 

采样率  32 kHz - 192 kHz

生产、实验室、服务用专业音频分析仪

¸UP 300和¸UP 350分析仪具有优惠的

价格，频率范围高达80 kHz，用途非常广

泛。该仪器功能丰富，技术特点突出，并且

采用了紧凑式设计。¸UP 300可用于所有

传统意义上的音频工程测量，并且可产生所

需的测试信号。其模拟输入和输出采用双通

道设计。

¸UP 350提供了数字音频接口，技术更为

先进，可测量数字音频协议以及数字采样

率。

这两款音频分析仪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实验

室使用、技术服务，以及自动化生产中的测

量使用。

信号质量高

适合高端测量使用

测量功能丰富

双通道信号生成和测量

¸UP 300可连接模拟接口

¸UP 350可连接模拟和数字接口

通过USB接口实现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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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区域，用于进行参
数和功能设置

软按键区域，
用于显示所选菜单
对应的各种功能

旋转按钮，用于仪器参数
的连续调整

数字键盘，用于输入数字
参数

箭头键，用于菜单浏览

输入键，用于确认所
输入数值

系统键，用于调用系统和
服务功能

人体工学设计用户接口
通过菜单进行操作，即使未经过培训的用户也能快速学会正确的使用方

法。菜单结构清晰，便于进行浏览。

采用高对比度TFT彩色显示屏，分辨率达320 × 240像素，在各种角度或光

照条件下均可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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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UP 300功能丰富，是众多模拟音频

应用的理想测量工具。而¸UP 350的

功能则更为强大，它还可以测量数字

音频设备。

可产生各种测试信号，包括单通道或双通道信号

测量所有线性和非线性失真

标准配置下即可选择多种滤波器使用

FFT分析，分辨率高

测试信号

■ 正弦波信号，可测量频率响应、电平线性度、谐

波失真

■ 对正弦波信号进行电平和频率扫描

■ 双频信号，用于进行失真分析和差频失真测量

■ 多频信号，最多17个任意频率的正弦信号

■ 正弦突发信号，用于测试音频电路的动态响应

■ 各种应用中的噪音测试；并可加入到正弦波信号

中。 

测量功能

■ 电平测量，包括均方根值、峰值、准峰值加权

■ 可选择不同的电平测量量程，可调整带宽

■ DC电压测量

■ 总谐波失真+噪声（THD+N）或信号+噪音+失真

(SINAD）测量：测量谐波总量，其中包括噪声

■ 总谐波失真（THD）测量，并可选择加权滤波

■ 调制失真分析和差频失真测量

■ 频率和相位测量

■ 信号极性测量，检查信号路径的极性是否相反

■ FFT分析，可显示分辨率低于3 Hz的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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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种高质量测试信号

¸UP 300和¸UP 350音频分析仪内的信号发生器可提供多种

信号，其中包括正弦波信号、双频信号、多频信号、突发、噪

声等等，从而为实验室、技术服务、生产测量提供理想的测试

信号。这在同类型低价位仪器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这两款音

频分析仪的固有失真低于–90 dB，因而还可以测量高端音频设

备。

适合高端测量使用

这两款分析仪可提供高达80 kHz的信号带宽，使用户甚至可以

测量宽带音频设备。而¸UP 350的采样率则高达192 kHz—这

在同类型仪器中是史无前例的。

包含多种滤波器

¸UP 300和¸UP 350包含各种加权、三分之一倍频程、倍频

程滤波器。而这三种滤波器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任意组合。

强大的FFT分析功能

¸UP 300/350在FFT分析能力方面，也非同类所能比拟。该功

能最多可支持1.6万个点，并且同时提供众多视窗功能，并可显

示带宽高达80 kHz的信号的频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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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与施瓦茨测量仪器家族又添
新成员—配备众多先进功能

用途广泛

■ 方便置于试验室桌面使用

■ 随身携带

■ 安装入19英寸机架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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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接口

USB主接口可与PC连接，实现数据的高速、低成本传输。通过另外一个USB接口可

以连接其他外围设备（例如打印机）。

 

外部结构相似

300系列仪器的外部结构都非常相似，都包括5.4英寸VGA TFT显示屏、前面板控制

按钮、防护罩、把手（位置可调节）。只是不同型号产品的前、后面板连接器不

同。

如果取下防护罩和把手，¸UP 300/350还可以安装入19英寸机架内。由于其外形

小巧，两台300系列仪器还可以并排放置。

 

除了模拟接口之外，¸UP 350的后面板上还配备有普通和专业数字式BNC接口。

¸UP 300

¸UP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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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注意：由于我们会不断的对产品进行改进，如需随时了解产品的最新动向，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up300.rohde-schwarz.com。

规格所适用的条件如下：满足规定的环境条件和校准周期。

  

分析仪

模拟音频输入

频率范围 DC/10 Hz - 80 kHz

频率响应

(以1 kHz为参照)

10 Hz - 20 Hz

20 Hz - 22 kHz

22 kHz - 40 kHz

40 kHz - 80 kHz

±0.1 dB

±0.05 dB

±0.1 dB

±0.25 dB

BNC连接器 2通道，浮地式，AC/DC耦合选择，通道1位于前面板，

通道2位于后面板。

最大输入电压 均方根值，正弦波 33 V

量程 步进值为6 dB 390 mV 到 50 V（最大输入33 V）

输入阻抗 内侧/外侧导体对地 100 kΩ

串扰 频率<20 kHz，600Ω电源阻抗 >100 dB

共模抑制 50 Hz，Vin < 3 V

1 kHz，Vin < 3 V

16 kHz，Vin < 3 V

>80 dB

>75 dB

>60 dB

发生器输出 每个输入信道可切换至其他发生器输出信道

数字音频输入（仅限于R&S®UP 350）

BNC连接器 非平衡式、接地、位于后面板上

阻抗 75 Ω

输入电平(Vpp ) 100 mV - 5 V

光纤输入 TOSLINK

通道 1、2，或双通道

音频位数 16 - 24

采样率 32 kHz, 44.1 kHz, 48 kHz, 96 kHz, 192 kHz

款式 专业级和普通用户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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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

均方根值，宽带

误差极限 测量速度AUTO（自动），1 kHz正弦波，AC耦合

测量速度AUTO FAST（快速测试）

±0.1 dB，DC耦合误差略大

量程的±0.1 %大小

DC耦合的误差要超出AC耦合误差±0.1 

dB大小

积分时间 AUTO FAST（自动快速）/AUTO（自动） 5 ms/50 ms，至少1个周期

值 1 ms - 10 s

噪声 使用A滤波器时，电源阻抗600Ω

使用 CCIR 无加权滤波器时，电源阻抗600Ω

<2 µV

<4 µV

滤波器 加权滤波器和系列预定义倍频程、三分之一倍频程滤波器；最多可同时组合使

用3个滤波器

均方根值，可选择

误差极限 ±0.2 dB

带宽(–0.1 dB) 固定带宽滤波器 3 Hz, 10 Hz, 30 Hz, 100 Hz，或 300 Hz

带宽 (-3dB) 相对带宽

绝对带宽

1% ,3%,1/12倍频程， 1/3倍频程，

值(最小10Hz)

10Hz 至 fmax/5

选择性 100 dB

频率设置 输入固定数值设置

峰值

测量值 正峰值、负峰值、峰－峰值、绝对峰值

误差极限 1 kHz ±0.2 dB

记录间隔 20 ms - 10 s

滤波器 加权滤波器和系列预定义倍频程、三分之一倍频程滤波器；最多可同时组合

使用3个滤波器

准峰值

测量值 达到CCIR 468-4规定标准

误差极限 分析仪带宽22 kHz 达到CCIR 468-4规定标准

噪声 使用 CCIR 加权滤波器时，电源阻抗600Ω <12 µV

滤波器 加权滤波器和系列预定义倍频程、三分之一倍频程滤波器；最多可同时组合

使用3个滤波器

DC电压

电压范围 0 V - ±33 V

误差极限 ±（1%测量值+0.5%量程）

总谐波失真(THD)

基频 20 Hz - 20 kHz

频率调谐 通过输入固定数值，自动调谐

加权谐波 高达80 kHz d2到d9中任意两者的组合

误差极限 谐波<50 kHz

谐波<80 kHz

±0.7 dB

±1 dB

本底噪声 基频1 kHz

基频20 Hz到5 kHz

基频5 kHz到15 kHz

基频15 kHz到20 kHz

<–100 dB

<–90 dB

<–85 dB

<–80 dB

频谱 显示信号和失真的条形图



测量功能

总谐波失真（THD+N）+噪声和信号+噪声+失真（SINAD）

基频 20 Hz - 20 kHz

频率调谐 输入固定数值，自动调谐

带宽 加权滤波器和系列预定义倍频程、三分之一倍频程滤波器；

最多可同时组合使用3个滤波器

误差极限 带宽<22 kHz

带宽<80 kHz

±0.8 dB

±1.4 dB

本底噪声 带宽20 Hz到22 kHz，基频1 kHz

带宽20 Hz到22 kHz，基频20 Hz到5 kHz

带宽20 Hz到80 kHz，基频20 Hz到20 kHz

<–95 dB + 4 µV

<–90 dB + 4 µV

<–80 dB + 8 µV

频谱 对过滤后的信号进行后FFT处理

差频失真(DFD)

测量方法 符合IEC 268-3或IEC 118标准

频率范围 差频

中心频率

80 Hz - 2 kHz

200 Hz - 80 kHz

误差极限 fcenter < 20 kHz ±0.5 dB

本底噪声 DFD d2, fcenter < 20 kHz

DFD d3, 5 kHz < fcenter < 20 kHz

<–105 dB

<–90 dB

频谱 显示信号和失真的条形图

调制失真(MOD DIST)

频率范围 频率下限

频率上限

30 Hz - 2.7 kHz

8 × flower - 20 kHz

误差极限 ±0.5 dB

本底噪声 flower = 60 Hz, 4 kHz < fupper < 15 kHz

flower = 60 Hz, 15 kHz < fupper < 20 kHz

输入电压≤4 V

输入电压>4 V

<–85 dB

<–80 dB

<–75 dB

频谱 显示信号和失真的条形图

次数

频率范围 20 Hz - 80 kHz

误差极限 测量时间10 s ±10 ppm

测量时间1 s ±100 ppm

相位

频率范围 分析仪带宽22 kHz 20 Hz - 22 kHz

分析仪带宽80 kHz 80 Hz - 80 kHz

误差极限 f < 20 kHz，两信道的频率范围相同 ±1°

极性测试

测量值 非对称输入信号的极性

显示 正/负

10 音频分析仪¸ UP 300/UP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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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
用于所有模拟式和数字式分析仪。最多可同时组合使用3种滤波器。所
有滤波器均为数字式滤波器，系数准确度为32位浮点。

加权滤波器 A加权滤波器

C 消息

CCITT

CCIR非加权滤波器

CCIR 1k加权滤波器

CCIR 2k加权滤波器

去加重50/15，50，75，J. 17

IEC/IEEE调谐器

1/3倍频程与倍频程滤波器的设置

FFT分析仪

频率范围 DC - 80 kHz

FFT大小 1 k、2 k、4 k、8 k、16 k点

窗口函数 矩形窗、Hann窗、Blackman-Harris窗、

Rife-Vincent 1到3窗、Hamming窗、

平顶、、Kaiser窗 (β = 12)

分辨率 16 k点，带宽22 kHz 2.93 Hz

平均值 指数或普通 1 - 256

模拟音频输出

BNC连接器 2通道、电子式、浮地式（对地峰值电压0.2 V）或接地、短路保护、

外部馈线最大电流120 mA。

通道1位于前面板，通道2位于后面板

电压范围 正弦波、开路 0.1 mV - 7.5 V (Vrms)

电源阻抗 27 Ω

串扰 f < 20 kHz >100 dB

负载阻抗 >200 Ω

共模抑制 at 1 kHz >50 dB

数字音频输出（仅限于R&S®UP 350）

BNC连接器 非平衡式、变压器耦合、位于后面板上

阻抗 75Ω，短路保护

输出电平（VPP） 负载75Ω 0.5 V

光纤输出 TOSLINK

通道 1、2，或双通道

音频数位 16到24

采样率 32 kHz, 44.1 kHz, 48 kHz, 96 kHz, 192 kHz

款式 专业级和普通用户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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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

Sine（正弦）

频率范围 2 Hz - 80 kHz

频率误差 ±10ppm

误差极限 1 kHz ±0.1 dB

频率响应（以1 kHz为参照） 20 Hz - 20 kHz ±0.05 dB

固有失真THD+N 测量带宽20 Hz到22 kHz <-90 dB

扫描参数 频率、电平

MOD DIST（调制失真） 用于测量调制失真

频率范围 频率下限

频率上限

30 Hz - 2700 Hz

8 × flower - 39.95 kHz

电平比（LF:UF） 可选 从 10:1 - 1:1

误差极限 ±0.5 dB

固有失真 在60 Hz, 7 kHz时，电平比4:1

其他设置；fupper < 20 kHz

<-90 dB

<-84 dB

DFD 用于差频测量

频率范围 差频

中心频率

80 Hz - 2 kHz

200 Hz - 39.95 kHz

误差极限 ±0.5 dB

固有失真 DFD d2, 7 kHz < fcenter < 20 kHz

DFD d3, 7 kHz < fcenter < 20 kHz

<-105 dB

<-90 dB

Multisine（多正弦波）

频率范围 2.4 Hz - 80 kHz

最小频率间隔 带宽22 kHz 2.4 Hz

动态范围： 以峰值为参照 100 dB

特点 1到17条频谱线，每条频谱线的电平、

起始相位、频率都可选择

正弦突发

突发时间 一个信号周期为60 s

间隔时间 突发时间高达60s

低电平 零至突发电平，绝对值或相对值

至突发电平

噪声

分布 高斯、三角形、矩形

极性测试信号

正弦突发信号 1.2 kHz

作用时间 1个周期

间隔时间 2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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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测量功能 均方根扫描

总谐波失真 (噪声)
宽带或可选

信号产生 正弦信号

扫描方式 频率 与/或 电平

扫描间隔 线性  对数

扫描步进 单次   连续

扫描点数 X轴

Z轴 (频率&幅度 扫描)

2~1024对均方根
2~200对总谐波失真(噪声)
1~10

测量结果显示

单位

电平（模拟） V, dBu, dBV, dBm 和 dBr（与参考值之比）

电平（数字） FS, %FS, dBFS 和 dBr（与参考值之比）

失真 % 或dB

次数 Hz

相位 度

测量结果的图形显示

显示模式 频谱图

曲线图

条形图

测量结果列表

显示功能 自动调整

X轴缩放

全屏和半屏模式

2条垂直和2条水平光标线

最大值搜索功能

音频监视器

耳机连接器 3.5 mm插座

输出电压 <2 V

输出电流 <20 mA

电源阻抗 10 Ω, 短路保护

推荐耳机阻抗 600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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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频协议（仅限于R&S®UP 350）

信号发生器

验证位 无，L+R

通道状态数据 分别为专业款和普通款预定义掩码，

符合IEC 60958标准

分析仪

协议数位显示 验证位

通道状态数位

错误指示

L 或 R

分别显示所记忆的专业款或业余款

数据字段、预定义设置，

符合IEC 60958标准；

自动检测数据块错误、序列错误、

前导错误

时钟率测量 误差极限 ±50 ppm

基本技术规格

接口

主USB接口 打印机；U盘 A插头，协议版本1.1

USB设备 专用命令集，通过所提供的Windows驱动

程序(Windows XP/2000)进行远程控制

B插头，协议版本1.1

外部监视器连接器  (VGA) 15针D型母

键盘连接器 PS/2母

显示器

类型 5.4" 有源TFT彩色显示屏

分辨率 320 × 240像素

Max.最大刷新率 10幅/秒，额定值

电源

输入电压范围 自动确定测量范围 100 V - 240 V (AC), 50 Hz - 60 Hz

功耗 <120 VA

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范围： 满足EN 60068-2-1/2标准 +5 ˚C - +45 ˚C

仪器存放温度范围 -20 ˚C - +70 ˚C

相对湿度[%] 满足EN 60068-2-3标准（无冷凝） +40 ˚C下95 %

机械性能

正弦振动 满足EN 60068-2-6、EN 61010-1、 5 Hz到150 Hz：55 Hz时最大值2 g。

MIL-T-28800D 第5级标准 55 Hz到150 Hz：恒定值0.5 g

随机振动 满足EN 60068-2-64标准 10Hz到500 Hz: 1.9 g

耐冲击性 满足EN 60068-2-27和MIL-STD-810标准 冲击谱

电磁兼容性 满足EN 55011 B级和EN 61326标准

(欧盟EMC指令(89/336/EEC)）

EMI磁场强度 10 V/m

安全性
EN 61010-1/IEC 61010-1, UL 3111-1;

CSA C22.2 No. 1010.1

尺寸 (W × H × D) 219 mm × 147 mm × 350 mm

重量 9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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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名称 型号 订购号

音频分析仪（模拟接口） R&S®UP 300 1147.2494.03

音频分析仪（模拟和数字接口） R&S®UP 350 1147.2507.03

机架适配器 R&S®ZZA-300 1147.1281.00

仪器包 R&S®ZZK-300 1147.2542.02

附件

操作手册（德语/英语），USB接口电缆（与PC连接），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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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热线: 800-810-8228

customersupport.china@rohde-schwarz.com       

www.rohde-schwarz.com.cn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9-5罗德与施瓦茨办公楼

邮政编码: 100016

电话: +86-10-64312828

传真: +86-10-64379888

上海
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北路227号中区广场807-810室

邮政编码: 200003

电话: +86-21-63750018

传真: +86-21-63759170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2902-04室

邮政编码: 510075

电话: +86-20-87554758

传真: +86-20-87554759

成都
成都市顺城大街308号冠城广场28楼G座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 +86-28-86527605-09

传真: +86-28-86527610

西安
西安市和平路99号金鑫国际大厦603室

邮政编码: 710001

电话: +86-29-87415377

传真: +86-29-87206500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88号中心商务大厦1901室

邮政编码: 518026

电话: +86-755-82031198

传真: +86-755-82033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