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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介绍了模拟锁相放大器和数字锁相放大器原理、特点、过渡和发展过程。通过数字锁相放大器的硬

件的模块化结构、灵活的算法设计、软件的升级能力、应用的范围和特点、以及性价比等说明锁相放大器发展的前
景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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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view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alog and digital Lock-in amplifier. Especially, the digital Lock-in Amplifier ha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the model hardware, flexible arithmetic, updatable software, extensive application and
low cost. S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k-in Amplifier would have a bright future and powerful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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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美国 EG&G PARC(SIGNAL RECOVERY 公司的前身) 的第一台锁相放大器(Lock-in
Amplifier，简称 LIA)的发明，使微弱信号检测技术得到标志性的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基础科学和工
程技术的发展[1] [2]。目前，微弱信号检测技术和仪器的不断进步，已经在很多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未来科学研究不仅对微弱信号检测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反
过来促进了微弱信号检测新原理和新方法的诞生[1] [3]。
早期的 LIA 是由模拟电路实现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模拟与数字混合的 LIA，这种
LIA 只是在信号输入通道，参考信号通道和输出通道采用了数字滤波器来抑制噪声，或者在模拟锁
相放大器（简称 ALIA）的基础上多了一些模数转换（ADC）、数模转换（DAC）和各种通用数字
接口功能，可以实现由计算机控制、监视和显示等辅助功能，但其核心相敏检波器(PSD)或解调器
仍是采用模拟电子技术实现的，本质上也是 ALIA。直到相敏检波器或解调器用数字信号处理的方
式实现后，就出现了数字锁相放大器（简称 DLIA），DLIA 比 ALIA 有许多突出的优点而倍受青睐，
成为现在微弱信号检测研究的热点，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ALIA 仍然发挥着 DLIA 不可替代
的作用[4~5]。
本文将通过介绍 ALIA 的基本结构、不足和特点；接着将重点介绍 DLIA 的一般结构，并通过
硬件，软件和算法三方面来说明 DLIA 的发展趋势。
一. 模拟锁相放大器（ALIA）[1~3][5]
SIGNAL RECOVERY 公司的 5209 、5210 和 5105、5106 型是通用的 ALIA，图 1 是其典型的
结构，主要由信号输入通道、参考输入通道、相敏检波器和正交相敏检波器、输出通道、微处理器

和辅助数字部分组成。输入通道包括信号输入、低噪声前置放大、电流电压转换、放大和组合滤波
器。信号输入有三种方式：单端电压输入，差分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方式，可以适应被测信号为电
压和电流两种形式。在被测信号为电压信号的情况下，单端电压输入方式是常用的方式，如果信号
中存在共模干扰信号，就采用差分输入方式。低噪声前置放大器的增益可调，也可根据频率和源阻
抗选择最小噪声因子的外接低噪声前放或阻抗匹配变压器，滤波器组主要分为陷波滤波器、组合滤
波器，陷波滤波器是滤除工频及其二次谐波的干扰；组合滤波器可灵活组成低通、高通、带通和陷
波四种模式。参考输入通道由参考触发、内部时钟、可调相移器和 90o 固定相移器组成 0~370o 可变
移相。参考输入可用外部输入，或内部时钟信号（也可输出用作被测信号的同步调制），由于参考触
发整形电路的存在，只要求外部参考信号在一个周期内有两个过零点并且有一定的幅度，这意味着
方波、三角波和其它信号，以及如 TTL 信号或逻辑电平等，都可以像正弦信号一样作为参考信号使
用；内部时钟产生内部相位开关来驱动相敏检波器和正交相敏检波器，使仪器运行于正交的双相
ALIA 模式。相移器的调节使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的相位差为零。在双相位 ALIA 中，90o 相移器输
出一个与输入信号正交的参考信号，用来驱动两个相敏检波器，同样通过后续的低通滤波器，分别
检测被测信号，经过直流放大器由电压表显示其结果。
相敏检波器实质是个模拟乘法器（或称同步解调器），主要作用是将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正
弦或方波）相乘，其结果会出现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的差频项及和频项，再通过低通滤波器滤除和
频项，保留差频项，最后输出的直流信号与被测信号的振幅成正比，其关系可用下式简单表示：

uo (t ) = kVsVr cos θ

（1）

其中 uo 是低通滤波器输出信号， Vs 是输入信号的幅值， Vr 是参考信号的幅值， θ 是输入信号与参
考信号之间的相位差，系数 k 由输入信号和参考信号的波形及相敏检波器的工作模式来共同确定。
要使输出直流信号与被测信号的振幅成正比，必须保证输入信号与参考信号的频率相同、相位差为
零（或固定的相位差）
，振幅也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常量，只有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LIA 的直
流输出信号才真正反映实际信号的变化。
正交矢量锁相放大器是多了一个正交相敏检波器，两个相敏检波器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唯一
差别就是正交相敏检波器的参考输入多了一个 90o 相移器，当同相输出为： I = kVsVr cosθ ，正交
输出则为： Q = kVsVr sin θ ，由上述两路输出可以计算出被测信号的幅度和相位：

Vs =

1
kVr

I 2 + Q2

， θ = arctan(

Q
)
I

（2）

如果同相输出与正交输出通过 ADC 转换为数字信号，在数字信号处理单元中按照公式（2）的
算法计算出被测信号的幅值和相位，并将数字形式的幅值和相位通过 DAC 转换为模拟信号。正交
矢量 ALIA 由于能计算出被测信号的幅值和相位，可以避免在测量时对参考信号做可变的移相调节，
可避免移相的调节误差对测量准确性的影响。
ALIA 的进步是微控制器的应用，本图１中所示了两种常用数字通讯接口，即 232 串行通讯接
口和虚拟设备通用的 GPIB 接口。通过这两个接口可以用计算机去设置 ALIA 的各个参数，可以便
利操作与设备的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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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拟锁相放大器（ALIA）的典型结构

模拟电子器件存在温度漂移，又由于各个有源模拟器件本身就是个噪声源，而无源器件也会引
入噪声，这些电子系统的噪声会影响 ALIA 输出信噪比的提高，也影响输出直流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 ALIA 本身是一个开环系统，无法对干扰造成的误差予以纠正。这些因素限
制了 ALIA 性能的提高和更进一步的发展。目前，在要求短时间响应的二级锁相检测系统、二级锁
相闭环检测系统和高频率的锁相系统检测等的应用中，ALIA 仍然不可替代。
二. 数字锁相放大器（DLIA）[4]
如果 LIA 的相敏检波器（或同步解调器）是用数字信号处理的方式实现的，就成为 DLIA。
SIGNAL RECOVERY 公司提供了多种的、系列的 DLIA，如 7210、7225、7225BPF、7265、7280
和 7280BFP 等，其原理如图 2 所示。一般的结构包括以下一些部分，即信号输入通道、参考输入
通道、数字相敏检波器、正交数字相敏检波器、数字低通滤波器、输出通道、辅助输入通道、输出
微处理器、辅助输出通道和微控制器部分。其中信号的输入通道与 ALIA 相同，只不过是交流放大
必需保证转换为数字信号时有足够大的幅值。抗混叠滤波器是模拟信号数字化之前所要考虑的，其
作用是滤除不需要的频率信号，并将要数字化的信号在不失真前提下将其频率上限限制在采样频率
的一半以下，避免 ADC 的信号出现虚假信号，即主 ADC 的采样频率必须满足采样定律。被转换
后的数字信号被送入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中，依据一定的算法完成相敏检波器的功能，再通过
数字低通滤波器后获取差频后的直流信号。参考通道以信号输入通道相同的采样速率提供数字相敏
检波器所需要的相位信息，参考输入通道同样有内部和外部参考信号两种。在外部参考信号模式下，
输入的模拟参考信号或逻辑电平，被一个 DSP 单元采用数字锁相环算法测量其频率，并产生所需
要的相位信号。在内部参考信号的模式下，只需要给参考 DSP 单元输入所需要的参考信号频率值，
就可以在所选定的频率上产生数字相敏检波处理单元所需要的相位信号，这种方式不需要外部参考
信号和 ALIA 所需要的相位锁相环，因此不需要时间锁相就可直接输出相位信号，降低了相位噪声。
参考通道中的 n 倍频器不仅可以在与输入信号相同的频率上进行锁相，而且还可以在输入信号的 n
倍谐频上进行锁相检测，这在俄歇光谱学等领域中是非常有用的，但是 n 倍频后最大频率是受最大
参考频率限制的。参考信号处理单元也可实现数字参考相移，其精度可达到毫度。同相相位和正交
相位信号在数字处理单元中一般通过查询的方式实现，可以使同相相位信号和正交相位信号同时提

供给两个数字解调器，使输出的两个分量能同步输出。输出通道中的数字低通滤波器，可以减小模
拟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不稳定所造成的误差。输出 DAC 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输出处理
单元可以通过和的平方根算法和除法算法计算出被测信号的幅值和相位。输出微处理器可以对从辅
助 ADC 的数字信号进行必要的运算，在通过 DAC 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或数字显示。另外 DLIA
还包括一个微控制器，该微处理器有辅助数字输出、数字显示，键盘通讯，IEEE-488 通讯和 RS233
通讯功能。
与 ALIA 相比，DLIA 有以下优点：
（1）由于 DLIA 在输出通道中没有直流放大器，可以避免直流放大器的工作特性随时间变化
的不稳定性和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温度漂移带来的干扰，这是 ALIA 不可解决的问题之一；
（2）DLIA 的内部晶振时钟源随时间和温度变化小，用这种稳定性高的时钟源来做调制信号和
参考信号能降低参考信号的不稳定所带来的误差，同时在内部参考模式中，数字信号处理单元能在
最短时间甚至能不需要延时就能完成锁相功能，尤其在频率扫描测量中有其明显的优点；
（3） 如果被测信号有较强的正交性，采用 DLIA 的高性能的正交解调技术，使微弱信号检测
精度能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4）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信号处理单元的性价比提高，使 DLIA 的性价比也得到相应的提
高，数字锁相技术将会更深入地影响未来的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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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锁相放大器（DLIA）的典型结构

表 1 列出了 SIGNAL RECOVERY 公司提供的商品 LIA 的主要性能，对 DLIA 和 ALIA 作比
较，供应用中的选择。

表1

SIGNAL RECOVERY 锁相放大器的主要性能比较

7210

7225

7265

7280

5209/5210

5105/5106

（DLIA）

（DLIA）

（DLIA）

（DLIA）

（ALIA）

（ALIA）

0.001~120k

0.001~250k

0.5~2M

0.5~120k

5~20k

2nV~1V
2fA~1μA

2nV~1V
2fA~1μA

10nV~1V
10fA~1μA

10μV~1V

>100dB

>100dB

>100dB

100nV~3V
1pA~0.3mA
>130dB

1μs~100ks

1ms~3ks

0.3ms~10s

频率（Hz） 200~50.5k
灵敏度
（FS）

10μV~1V
10pA~1μA

动态储备

>80dB

时 常 数

4ms~1ks

谐波抑制

10μs~100ks

10μs~100ks

>90dB

>90dB

>90dB

谐波测量

F、2F

32F

65536F

32F

F、2F

特

32 通道，
128 通道

常用

宽带

常用

点

解调方式
典型应用

>90dB

直接数字解调，无需下变频

>80dB

>80dB

正弦或方波

F
模块式/插件式
方波

电、光、磁、声、热、超导、振动等测量；各种谱仪、电镜扫描探头、 用于仪器配套
原子力显微镜等应用；以及 AC 阻抗测量、AC 桥、反馈控制环等。
和教学

三。数字锁相放大器（DLIA）的新发展[6] [4]
1。基于单片机的 DLIA
目前通用单片机一般是 8 位型单片机，工作频率最大为 20MHz。随着单片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也逐渐出现了 16 位型单片机，工作频率也逐渐提高到 100MHz。由于单片机的廉价和开发的便利性，
使单片机将广泛地应用于 DLIA。但是受到单片机处理能力的限制，因此用单片机的 DLIA 的算法
要进行优化，使算法更加简单，有效并适合单片机的硬件特性。
文献 6 报道了由 DDC112 和 At89c82528 位单片机构成的 DLIA。主要目的是用来测微弱的缓慢
变化的光信号，由于背景光比较强，因此需要 DDC112 作为 20 位的 ADC，来提高探测系统的动态
范围。该系统的最大采样频率是 2kHz，这主要受 DDC112 的采样速度限制。At89c8252 限制了系统
的运算能力，需要高效的优化算法来完成数字锁相放大功能。
作为 LIA 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低频噪声，现在大多采用一种叫频谱倒置的算法。这种算
法主要是通过交替交换采样点的正负号，实现比较简单，便于单片机处理。文献报道了一种适合于
8 位单片机的低通滤波算法， 这种算法是单极点的 2.5Hz 的 Butterworth 低通滤波器，此算法的主
要优点是滤波器的系数是 1/256 的倍数，可以通过简单的移位操作即可完成系数的除法运算。将上
述两个算法融合与一起，即同时完成频谱倒置和低通滤波器的作用，其数学表达式如下[6]：

yn = −

xn
x
y
y
+ n −1 + y n −1 − n −1 − n −1
256 256
256 256

（3）

在实现过程中，由于采样数据是 20 位数据，中间运算数据要采用 32 位才能保证其精度，这要
用四个字节才能完全表示，并且在读写存储器过程中也比较困难，这主要使用了 C 或 C++中的枚举
数据结构来解决的。另外文献还报道了通过数字查表方式修正由于系统中 DDC112 的两个不匹配积
分电容所带来的误差[5]，从而保证了系统的最大动态范围，提高了系统性能。
这样简单的系统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性能，主要用了优化的算法和通过数字查表方式得到解决。
但是该系统由于单片机较差的处理能了和较慢的运行速度，使该系统只能应用于低频信号检测中。
2。基于专用 DSP 的 DLIA
自从专用 DSP 诞生以来，使信号的数字实时处理成为可能。这主要得益于 DSP 中的乘加求和
的快速运算功能，使复杂的算法能在几个指令周期内完成。DLIA 的相关运算和数字滤波算法正是

DSP 的优势所在。文献[7~11]报道了以 AT&T 的 DSP32C，TI 的 TMS320C30 和 TMS320C6xEVM, 及
MOTORALA 的 DSP56002EVM 作为 DSP 的 DLIA。这几种 LIA 根据实际需要和 ADC 与 DAC 转
换速度的限制，工作频率在几 Hz 到几十 kHz 的低中频范围内，如果采用高速的 ADC、DAC 器件
和高速的 DSP 处理器并采用并行分布式设计方法，工作在 MHz 的 DLIA 也是不难实现的。下面将
着重介绍基于上述硬件结构的 DLIA 所需要的基本常用算法。
一般 DLIA 所共有的双通道正交相关算法，这种算法的基本思想源于正交矢量 ALIA，但又有
不同，如图２所示。参考信号的两个正交分量是根据内触发或外触发参考信号的频率和相位，通过
DSP 的内部查表方式而产生的。因此这两个正交信号不会因为内部触发信号和外部触发信号的形式
（即正、余弦，方波或三角波参考信号）而改变。因此能消除由于参考信号是其它形式而造成的谐
波分量的干扰。在内触发模式下，采用 DAC 和 ADC 的相同的采样频率，能使采样得到的被测信号
和参考信号在相同采样点上的相位差恒定，从而消除了由于相位差不恒定而造成的干扰。相同采样
时刻的采样数据分别与正交的两个参考信号在 DSP 中通过相乘运算就可以完成相关算法。为了降低
由于采样和量化引入的各种相位噪声，还需要使采样频率设置为参考信号频率的整数倍，满足采样
定理并要对被测信号进行抗混叠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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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相位锁相环
在参考信号由外触发信号提供情况下，为了准确获得与外触发信号的频率和相位相同的两个正
交参考信号，就需要能准确跟踪外触发信号，在数字信号处理上就需要一个数字相位锁相环算法来
实现该功能。文献[7][9]详细讨论了数字相位锁相环算法和实现过程，如图 3 所示，数字相位锁相环
主要由数字检相器，低通滤波器和数控振荡器构成，其传递函数的数学公式如下[7]：

H(z) =

ϕ (z)
F(z)
k2
， F(z) = k1 +
=
θ (z) (z − 1) + F(z)
(1 − z −1 )

（4）

公式（4）中的具体系数要根据硬件系统和算法来确定。另外，文献[7]还对外触发信号采用了频
率与幅值估计算法来跟踪外触发信号的频率与幅值，以防数字相位锁相环失锁和调节直流增益防止
DLIA 溢出。这些复杂的算法之所以能在 DLIA 中实时处理，主要得益于这种专用 DSP 的特点。最
后文献还报道了在信号输出通道中采用低通滤波器来对输出信号进行滤波。此低通滤波器一般都采
用 IIR 结构的 Butterworth 算法，因为该滤波器带通的最大平坦特性。
在上述算法的基础上，使得 DLIA 的在 0.5Hz~20kHz 频段上的动态储备比 ALIA 要高。DSP 的
自动加载程序特性使 DLIA 能独立运行并嵌入到其他系统中，文献[10]就是将 DLIA 作为一个模块嵌
入到分光光度计系统中的例子。随着 DSP 的处理功能的增强和相应算法的发展，DLIA 的性能会进
一步得到提高，并出现新的特征和用途。
3。基于 PC 的系统级模块化 DLIA
基于 PC 的 DLIA 的硬件架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用标准总线及标准机箱的硬件设计，如采用
一种通用的 VME-bus 数据总线和 3U, 5VME 板的 6 插槽标准机箱结构[12] ，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能
将 DLIA 集成于一个复杂的数字系统中，同时也可以通过采用专用数据采集卡和数据处理卡来提高

DLIA 的性能；第二种是用通用数据总线的设备级硬件结构，这种结构主要是用于集成各种专用数
字设备，如由 HP3325A 信号源, HP318 计算机, KEITHLEY705 扫描器和 KEITHLEY194 数字采集
器或 HP3561A 数字分析仪通过 IEEE-488 总线连接而成的 DLIA 系统[13]。这两种都是开放式结构，
易于系统升级，模块的高性能指标会使 DLIA 系统的性能更强，频带范围能从 DC 到几百 MHz，甚
至可以到 GHz。这些优势使得 ALIA 望尘莫及。
这种基于 PC 的 DLIA 的最大优势在于核心数字处理单元是由资源丰富，
功能强大的 CPU 构成，
各种应用软件在操作系统平台上运行。与此相比，基于 DSP 的 DLIA 为了提高算法的效率，算法是
通过汇编语言实现的，这种对硬件依赖性极强的汇编语言不仅易读性差并且移植性也低。而基于 PC
的数字锁相算法是采用 C，C++等高级语言实现的，因此可以直接在由不同 CPU 构成的 PC 系统上
运行。在算法设计不需要考虑硬件资源的限制，尤其对 DLIA 性能影响极大的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来
说，可以把各种不同结构和阶数的 FIR 和 IIR 滤波器都包含在一个滤波包中，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
应的滤波器，这样就提高了 DLIA 的灵活性和性能。如果采用可视化语言 LABVIEW 来实现 DLIA，
整个系统可以将友好直观的控制界面与算法集成于一起，使整个系统集成为一个虚拟仪器，便于系
统的操作。采用这种语言实现的 DLIA 系统已有报道[14]。
由于整个系统运行在 PC 平台上，因此也可以使用各种仿真软件对算法进行预测研究，尤其是
算法在极端条件下的性能，将给算法的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指明方向。例如使用 MATLAB 对算法进
行预测，并通过模拟仿真对算法系数进行了优化。提高了算法的性能 [9~10]。另外采用 MATLAB,
MATHMATICAL 等仿真软件还可以对自适应滤波，小波分析，神经网络等新的算法在 DLIA 中的
应用的进行研究，使其功能更加多样化。
因此基于 PC 的系统级模块化 DLIA 有以下优势：可以进行多级 DLIA 的研究，可以利用最新
的算法来提高特殊的性能，可以通过系统的观点来实现灵活的 DLIA 检测。从灵敏度，动态范围，
动态储备，稳定性等性能指标上比较，DLIA 的性能将远远超过了 ALIA
。
四。讨论
ALIA 是用模拟器件设计的早期产品，由于模拟器件的温漂和噪声影响，限制了 LIA 的输出信噪
比的提高，也限制了动态范围；ALIA 不是闭环系统，没有反馈调节，信号失真程度较大；当设计
一旦完成，其功能也就完全被确定，系统升级能力差，性能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成本也高，本质上
限制了发展。但是，ALIA 的在一些特殊场合有不可替代的特性，例如对信号的相位比较敏感的系
统和高频系统中的应用等。
目前商品形式的 DLIA（见表 1）
，是先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再进行灵活的相关运算处理，
因而抗干扰能力强，信噪比高。又因为输出级没有直流放大器漂移的影响，动态范围大。
LIA 的进一步发展是随着数字信号处理硬件技术和软件算法的发展，使 DLIA 对超低频的信号检
测能力超过 ALIA，并能设计出 DLIA 所独有的新功能。即使在不变的硬件平台上，也能通过软件
算法的升级而使整个系统的性能得到提高。这种数字化硬件平台容易模块化，可以嵌入到其他系统
中，使 DLIA 的应用更加广泛。DLIA 与计算机相结合可以成为虚拟仪器；也可被软件化为软件锁
相放大器。当然，要使这些研究转变成商品应用还需假以时日，但新的 DLIA 必将成为十分活跃的
发展领域。另一方面，ALIA 也正孕育着新的原理和方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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