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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理论分析给出了 OPA 型二阶有源滤波器电压传输函数的一般公式, 结合 DVCC-HX20 型信号与系统实验

箱中实验电路进行计算分析, 指出了实验电路存在的问题, 在不改变原电路结构的情况下, 给出了两种具体的改进方法, 

并通过实施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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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滤波器是一种能使有用频率信号通过, 同时抑制无用频率成分的电路, 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信号
处理中. 通常分为无源滤波电路和有源滤波电路两类, 由于有源滤波器不使用电感,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 
此外, 借助集成运算放大器良好隔离性的特点, 容易得到高阶滤波电路. 在信号与系统等课程的实验中都有滤
波器相关的实验内容, 但实验仪器得出的一些实验结果却出乎于意料之外, 让学生很不理解. 我们结合理论分
析, 同时进行必要的技术修正, 使不同特性的滤波器在实验范围内(1MHz)具有比较良好的性能. 通过对有源滤
波器的分析研究和改进, 使学生能够正确的理论联系实际, 学会并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理论分析 

二阶滤波器的是一种线性系统, 根据系统稳定性的要求, 其系统传输函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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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1、a0为大于零的实数, 它们可以使滤波器具有不同的通频带滤波特性, 如果令 a0=ωc
2, a1=ξωc,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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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为阻尼系数, 取 0~2 间不同的数值, 是品质因数 Q 的倒数. 系数 b2、b1、b0取不同的值就可以得到不同频
带形式的滤波器, 当 b2=b1=0, b0=G0ωc

2 时, 为低通滤波器；当 b1=b0=0, b2=G0 时, 为高通滤波器；当 b2=b0=0, 
b1=G0ξωc时, 为带通滤波器；当 b1=0, b2=G0, b0=G0ωc

2时, 为带阻滤波器.  
式（1）也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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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号流图的梅逊(Mason)规则, 要实现式(1)需要 7 条支路, 即 3 条前向支路和 4 条支路构成的两个环路.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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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号流图 

由于运算放大器具有输入阻抗高, 输出阻抗低, 高的开环增益和良好的稳定性及所用外部元件少等优点, 
可作为构成 OPA 型有源滤波器的有源元件. 用运算放大器构成二阶有源滤波器, 有两种基本方法, 即压控电压
源法和无限增益多路反馈法, 其中压控电压源法构成的二阶有源滤波器的优点是: 电路性能稳定, 增益容易调
节, 是许多实验仪器开发商喜欢采用的形式. 这种形式的电路是运算放大器采用同相输入接法, 其基本形式如
图 2 所示.  

 
图 2  二阶有源滤波器的基本形式 

由节点分析法可如图所示电路的电压传输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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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0=1+Rf /R0, 为了保证有源滤波器的稳定性, 增益 G0应当较小；Y1~Y5为元件的导纳, 其中有两个是电
容, 其余的是电阻, 这样就可组成不同频带形式的二阶有源滤波器.  

3  实验电路分析与改进 

在信号与系统实验中, 滤波器是一个最基本的实验项目, 实验仪器开发商为了简化电路, 通常将 Rf 设计为
零, R0设计成无穷大, 即增益固定为 1.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DVCC-HX20 型信号与系统实验平台中的二阶
有源滤波器, 其四种不同形式的电路如图 3.  

 
（a）有源低通滤波器                                （b）有源高通滤波器 

 
（a）有源带通滤波器                                （b）有源带阻滤波器 

图 3  二阶有源滤波器的实验电路 
根据式（5）可求出四种滤波器的传输函数和幅频特性分别为 
有源低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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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a）有源低通滤波                                （b）有源高通滤波 

   
（c）有源带通滤波                                （d）有源带阻滤波 

图 4  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 
对有源低通滤波器, R=R1=R2, C=C2=C1 /n,由式(7)可求得上限截止频率 fH=31.2kHz. 对有源高通滤波器, 

R=R3=R4, C=C4=C3 /n,由式(9)可求得下限截止频率 fL=14.3kHz. 对有源带通滤波器, R=R5=R6=mR7,C=C6=C5 /n,由
式(11)可求得下限截止频率 fL=8.9kHz, 上限截止频率 fH=57kHz, 通带中心频率 f0=22.5kHz. 对有源带阻滤波器, 
R=R8=R9=mR10, C=C8=C9=C7/n,由式(13)可求得下限截止频率 fL=6.2kHz, 上限截止频率 fH=37kHz, 阻带中心频率
f0=15.1kHz.  

可见有源低通滤波器和有源带通滤波器的实验结果与理论基本相符, 而有源高通滤波器和有源带阻滤波器
的实验结果与理论差别很大, 且严重失真.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几种实验仪器中所选用集成运算放大器不是
OP07, 就是 F741, 这些都是通用型运放, 转换速率低, 实验测试发现其单位增益工作频率通常不会超过 80kHz, 
这对上述的有源低通滤波器和有源带通滤波器基本不影响, 而有源高通滤波器和有源带阻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
计的偏高, 使得输出的高频部分明显下降. 为解决滤波器输出严重失真的问题, 在不改变实验电路结构的情况
下, 可采用较大的阻容参数, 使滤波器工作频率降低, 如将图 3(b)中取 R3=R4=10kΩ, C3 =47nF, C4=22nF, 图 3(d)
中取 R8=R9=22kΩ, R10=10kΩ, C7 =22nF, C8=C9=10nF, 可得如图 5 所示的幅频特性曲线. 或者将图中的集成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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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换成高速型 LM318, 同样可以在较高的频段得到较好的滤波效果. 如图 6 所示, 其中 R3=R4=1kΩ, C3 

=22nF, C4=10nF；R8=R9=2kΩ, R10=1kΩ, C7 =22nF, C8=C9=10nF.  

   
（a）有源高通滤波                                （b）有源带阻滤波 

图 5  改进参数后的幅频特性曲线 

   
（a）有源高通滤波                                （b）有源带阻滤波 

图 6  改进运放后的幅频特性曲线 

4  结束语 

用电路仿真软件 Multisim 等分析验证设计电路是目前较好的仿真实验方法, 但在具体实施甚至将电路制
作成电子仪器时, 必须考虑到实物元件与理论模拟元件的差异, 进行必要的修正. OPA型有源滤波器适合作较低
频带的滤波器, 如果要提高有源滤波器的工作频率, 可采用 OTA-C(运算跨导放大器-电容)型或者 CCⅡ(第二代
电流传输器)型. 在制造教学用电子实验仪器中, 考虑到仪器的成本以及元器件的更换, 选用 OPA 型有源滤波器
还是比较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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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and improvement for second-order active filter 
LIU Yuan-she 

(School of Electr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P.R.C.) 

 
Abstract: By theory analysis, a common formula of voltage transfer function for OPA-type second-order active filter is 

presented.  With caiculated experiment circuits in DVCC-HX20 type experiment case for signals and systems, the problem in 

these circuits are pointed out.  Under the circuits structure not changed, two improvement methods are offered.  Through 

these methods put into effect, satisfactory experiment result are ac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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