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频率合成器最优环路带宽的选取
孙家星 1 孙越强 2 杜起飞 2
(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2.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北京,100190)

摘要：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环路带宽值的选取直接影响其输出相位噪声。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锁相环的
基本组成部分，然后分析了晶振、集成锁相芯片和压控振荡器相位噪声对频率合成器环路输出端的噪声影
响，从而导出了最优环路带宽计算公式。并且通过基于 PE3236 芯片的频率合成器的输出相位噪声测量对最
优环路带宽公式正确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当根据最优环路带宽公式取值时，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的输
出相位噪声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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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lection of bandwidth value of PLL frequency synthesizer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output
phase noise. Base on this, the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the PLL, and then analyzes the crystal
oscillator and integrated PLL chip and the 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 phase noise on the output of the frequency
synthesizer loop noise influence. So the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optimal loop bandwidth is derived. Also the
optimal loop bandwidth formula is verified by the measurement of the output phase noise of the frequency
synthesizer based on the PE3236 c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optimal bandwidth value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the output phase noise of PLL frequency synthesizer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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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通信系统中，锁相环频率合成器是产生本振频率的一种方法[1]。该方法具有输出频率
频谱纯度高和频率范围宽等优点，广泛应用于通信、航天和遥测等技术领域，是现阶段主流
的频率合成技术。而环路输出相位噪声是锁相环频率合成器主要技术指标之一，它直接影响
到整个通信系统的性能[2]。因此本文通过对影响环路输出的两类噪声分析，推导出环路带宽
公式来选取最优环路带宽值。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该公式可以被应用在频率合成器环路带宽
值的选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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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锁相环相位噪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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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相环[3](Phase Lock Loop, PLL)是一种允许用外部参考信号控制环路内部振荡器的频率
和相位的电路，同时也是一个相位反馈控制电路。锁相环结构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为鉴相
器、低通滤波器、压控振荡器和分频器。
锁相环频率合成器[4]中，噪声来源很多，考虑的实际应用，通常将这些噪声看作由外部
输入。有源器件组成的环路滤波器等效噪声与其他噪声相比较数值较小，将其忽略。锁相环
频率合成器环路相位噪声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 1 环路相位噪声模型
Fig.1 Loop phase noise model

在上图中，将锁相频率合成器相位噪声[5]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低通型相位噪声；另一
类是高通型相位噪声。低通型相位噪声为温补晶振和集成锁相芯片内部触发器导致的噪声。
上图中集成锁相芯片噪声主要分为：数字分频器的触发相位噪声和鉴相器的触发相位噪声。
根据锁相频率合成器输出相位噪声叠加在输出端，因此可以看做晶振经过倍频与压控振荡器
频率进行鉴相，得到的晶振倍频相位噪声与集成锁相芯片内部相位噪声较为接近，因此不能
忽略晶振对锁相环输出相位噪声的影响。
高通型相位噪声通常被称之为振荡器噪声。该锁相环路中压控振荡器的相位噪声主要是
闪烁噪声和热噪声组成。
由于低通型和高通型噪声功率远小于信号功率，因此，这两类噪声对信号噪声谱密度的
影响可以近似堪为独立无关处理。因此，环路输出的相位噪声谱密度[6]可以表示为：

𝑆𝜑𝑜 (𝜔) = 𝑆𝜑𝑙0 (𝜔) + 𝑆𝜑ℎ0 (𝜔)

(1)

式中，S𝜑𝑙0 (𝜔)为晶振和触发器共同作用时经过环路输出的相位噪声谱密度、S𝜑ℎ0 (𝜔)为
压控振荡器作用时经过环路输出的相位噪声谱密度。一般低通型噪声能量主要集中在低频部
分。当环路带宽较窄[7]时候，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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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振和集成锁相芯片内部相位噪声谱密度[8]可以表示为：
𝑆𝜑𝑟 (𝜔) + 𝑆𝜑𝑗 (𝜔) = ℎ𝜔𝑟 −1 + 4𝜋𝜎 2 ∆𝑡𝑅 𝜔𝑟

(3)

压控振荡器相位噪声谱密度可以表示为：
𝑆𝜑𝑣 (𝜔) = ℎ−1𝑣 𝜔−3 + ℎ0𝑣 𝜔−2 + ℎ1𝑣 𝜔−1 + ℎ2𝑣 𝜔0

≈ ℎ−1𝑣 𝜔−3

(4)

式中，ℎ−1𝑣 、ℎ0𝑣 、ℎ1𝑣 和ℎ2𝑣 分别为压控振荡器闪变噪声调频谱、白噪声调频谱、闪变噪

声调相谱和白噪声调相谱的幂律谱系数。实际中压控振荡器噪声谱中的闪变噪声调频谱为优
势谱，因此将上式中后三项忽略。

3 最优环路带宽
锁相环路低通滤波器采用高增益二阶环路，此时整个环路的传递函数的幅度频率特性为：

|H𝑙 (𝑗𝜔)|2 =
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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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𝑙 (𝑗𝜔)|2 、|Hℎ (𝑗𝜔)|2 分别为低通型相位噪声单独作用和高通型相位噪声单独作用
时候环路的输出幅频特性。𝜀和𝜔为阻尼系数和环路自然谐振频率[9]。
由环路输出相位噪声方差公式：
∞

σ2 𝜑𝑜 = 1/2𝜋 ∫0 S𝜑𝑜 (𝜔) |H(𝑗𝜔)|2 𝑑𝜔

(7)

将上述公式分别代入环路输出相位噪声方差公式得：
∞

σ2 𝜑𝑟𝑜 + σ2 𝜑𝑟𝑜 = 1/2𝜋 ∫0 (S𝜑𝑟 (𝜔) |H𝑙 (𝑗𝜔)|2 + S𝜑𝑗 (𝜔)|H𝑙 (𝑗𝜔)|2 )𝑑𝜔 = h2 B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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𝑙𝑛[(2𝜀 2 − 1) + 2𝜀√𝜀 2 − 1]得到下式：
σ2 𝜑𝑜 = h2 B𝐿 + 𝑀/𝐵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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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当环路带宽处于某一值时，环路输出相位噪声方差为其极小值点，因此该频点为最优环
路带宽值。当阻尼系数选取 1-1.5 之间时，该最优带宽值[10]为：
2 3 ℎ−1𝑣

B𝐿 = (5) √

h2

(12)

4 实验验证
此实验基于 PE3236 芯片的锁相环频率合成器进行。采用直接测量 10MHz 温补晶振相位
噪声和芯片手册给出的触发器相位噪声进行相加所得的相位噪声谱密度在环路相位噪声近

端表现为S𝜑𝑟 (𝜔) = h2 𝜔−1 = 1 × 10−11 𝜔−1。对中心频率为 1.5GHz 压控振荡器进行测量，可
以得出其相位噪声谱密度为：S𝜑𝑟𝑣 (𝜔) = ℎ−1𝑣 𝜔−3 = 6.1918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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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似值代入最优环路带宽计算公式。得到环路带宽值为 62.8KHz。
为了验证环路带宽计算公式近似值的正确性[11]，我们采用直接测量法来选取最优环路
带宽。使用该方法时候，首先分别测量输出相位噪声中低通型和高通型相位噪声功率谱曲线
[12]
，然后将其相交点出的频率与计算公式所得到的值进行对比即可。当把锁相环路带宽设置
很宽，则在环路带宽内测得的绝大部分是低通型噪声的功率谱曲线。而将环路带宽压的很窄，
测量的环路输出相位噪声就是高通型的相位噪声的功率谱曲线[13]。如图(a)和(b)给出了环路
带宽为 300KHz 和环路带宽 3Khz 时锁相环路输出频率相位噪声，其特点是当环路带宽处于
两者交叉点的时候，环路带宽为最优环路带宽，而此处的环路带宽近似看作为 63KHz。为了
说明该环路更具有说明性，将锁相环环路带宽值设置为 65KHz，如下图(c)所示。为进行对比
说明，将实测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3 所示。

(a)

(b)

(c)
图 2 实际测试相位噪声
Fig.2 The actual test of phase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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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际测试相位噪声对比
Fig.3 The contrast actual test of phase noise

经验证锁相环路最优环路带宽取值与计算公式所求值近似相等。实际测量压控振荡器相
[14]

位噪声谱密度测量误差通常较大

，因此交点处的取值为近似取得，但不影响环路最优带宽

取值判断。

5 结束语
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的最优环路带宽是提高信号质量的有效措施

[15]

。通过对基于 PE3236

芯片的锁相环频率合成器输出相位噪声的测试和结果分析，表明锁相环频率合成器最优环路
带宽计算公式理论值和实际测试值比较吻合。因此按照最优环路带宽的计算公式所取的最优
环路带宽值完全可以用于一些设备本振频率源的环路带宽值的选取。
实验中发现，晶振倍频后的相位噪声与集成锁相芯片内部相位噪声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值。
随着集成芯片行业不断发展，锁相频率合成器中集成锁相芯片内部噪声逐步被减弱，晶振的
相位噪声在锁相频率合成器输出频率近端影响比较明显，呈现凸起现象。因此选取高性能的
晶振对于频率合成器输出相位噪声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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