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波导去掉一半，或将板料打弯成 U 形槽，即可作成槽天线（图 6.30），想起这个念头
就是因为在前面扁波导实验中，好象缝在中间反而强，干脆扔掉另一半算了；另外从缝天线
180°覆盖的实践中（图 7.29）也可想象得到，去掉大的地板就剩λ/4 的槽，可能全向性不
差，而且可以采用同轴线馈电，变化手段就多了。
单元像个盒子，两端习惯上是封死的，其实不必封死，前面口上用两个短路片短路即可，
因为只有λ/4 宽，对于波导而言是截止的。这样作适合于多元排阵，形成一个长槽。
这种天线可以从多个地点、多种方法馈电，很难说呈现什么阻抗，而取决于馈电方法与
馈电点，因此只能在设计阵天线时一起考虑。后面有这种天线的实例，带宽对于谐振阵而言
是足够的，场形不圆度≤4dB，比 0.2λ直径同轴线缝好 1dB。

6.8 单元天线的小型化
在有些情况下，单元天线需要小型化，一般采用三种方法：绕成圈以减小长度，如手机
天线；加高介电常数材料以减小尺寸，如车载或手持 GPS 天线；加载以降低高度，如中波广
播天线。下面分别作些介绍。

6.8.1 线圈式天线
为了缩短长度，有的天线干脆作成线圈型(图 6.31)，一般在
阻抗圆图上也是转一圈以适合某一工作频段，有的在圆图上转 2
圈以适合两个工作频段，甚至 3 圈适合三个工作频段，这就要看
调试本领了。这种天线作一只是很方便的，在外面封上橡胶后还
要保持一致，试制时就麻烦一些，没有反复的压胶配合是定不了
型的。
下面举一个实测的例子。样本是用φ1 铜线在φ6 杆上绕 12 圈后取下，拉长到 24mm，
成为一个外径φ8 的空心线圈(显然对 470MHz 等较低频率是有实用价值的，若是 3GHz，即使
λ/4 也不过 25mm,用不着绕线圈)。对此样本在 300—3280MHz 范围内进行了阻抗测试(数据
见下表)，一共在圆图上转了六个圈，每个圈与图 6.1(a)相似，画在一起看不清，画六张似
无必要，现简述如下(表 6.1)：在并联谐振时，呈现阻抗很高，简作∞;串联谐振时阻抗为
有限值。显然这种天线适合多频应用，但要满足特定要求却并不容易。
表 6.1 线圈的多频特性
阻抗圆图序号

第1圈

第2圈

第3圈

第4圈

第5圈

第6圈

第7圈

并联谐振频率(MHz)

300

700

1200

1750

2200

2700

3280

串联谐振频率(MHz)

470

1095

1625

2050

2590

3145

串联谐振阻抗(Ω)

45

55

42

24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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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高介电常数天线
以 GPS 瓷片天线为例，由于εr 约 20 多一些，这就将天线尺
寸减小到只有 24mm 见方的一个小方块，车载手持均无问题。
1、基本结构
这种结构是由贴片天线演变而来，它是靠四边的缝辐射的，
由于馈电点不在中心，因此，对应两缝间有相位差别而形成了向
上半空间发射的波瓣。
其外形如图 6.32 所示。
2、测试项目与方法
改变切角以及中心点位置，可调整到圆极化，一般为右旋并
满足驻波要求。
(1) 驻波：一般能在 GPS 频段（1590MHz 附近）波段得到ρ
≤1.5 的带宽约 10MHz。这个比较好测，只要插到电桥测试口上即可测试，但要注意加不加
地板是不同的，规定指标时要规定接地板尺寸。这是必测项目，以下为选测项目.
(2) 增益：一般要求为 5dB，测试方法见 10.2.1 节。
(3) 轴比：天线放在一个可旋转的夹具上，在满足远场条件下，上面用线极化振子发射，
旋转两天线中的一个，则被测天线收到的强度随转角会有变化，最大与最小之差就叫轴
比。要求小于 6 dB，好的可做到 1 dB。

6.8.3 中波天线小型化——屋顶天线
中波广播天线一直沿用桅杆天线(简作 MA)或称发射铁塔，高度约在 0.25λ左右。1988
年出现了一种所谓 CFA 天线，高度仅在 0.02～0.04λ之间，高度减低了近 10 倍。为了好奇，
作者也作了些缩尺试验。实验是在 30 MHz 附近做的。由于中波广播天线，一般不超过半波
长；因此其方向性与点源相差无几，只要能适当提升辐射电阻，再加上匹配措施即可使用。
而且中波广播带宽很窄，因此客观上存在着实现小型化的有利条件。
天线小了后，可以架在屋顶上，而且其主要措施是加载，加载大到像个屋顶，因此称其
为屋顶天线也有双重意义。
1、加载的影响
(1) 简单的单极子天线高度在 0.03～0.04λ时，辐射电阻在 1Ω附近，单纯靠匹配的话
带宽太窄，效率也太低。采用直径尺寸与高度尺寸相等的金属网加载，甚至超过高度尺寸时
(不妨称为超加载天线)，辐射电阻可升到 5Ω左右。再利用电感使其串联谐振，即可将辐射
电阻提高到 10Ω以上，这就不难匹配了。
(2) 加载增加了电容，又像帽子故用 C 表示加了顶载。加载好像只增加了对地电容而减
少了容抗，其实更主要的是增加了电阻分量。在圆图上来看，它由外圈（R=0）的圆上，移
到圆图里面来了；R 约在几个Ω量级，此时再加电感使其串联谐振，则 R 可达 10Ω以上。
大家知道，串联谐振本身作为纯电路来看，是不会改变电阻
的。现在由于谐振原因，纠正了电流的相位，改善了电场 E
与磁场 H 相位，而增强了辐射，因此也就增加了辐射电阻。
加载又加感是个有效措施。
(3) 加载要的是面积还是尺度？实验证明，在 30MHz
时φ430mm 的一个铝板的加载作用与同样以φ430mm 圆为
顶点的一个内接六边形框架(线径φ1)是差不多的，顶视示意
图见图 6-33。这种框架式顶载简作 F(Frame )，这就为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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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加轻便的屋顶天线提供了雏形。用六根玻璃钢管支撑一个六边形框架，就像一个凉蓬
的骨架，这就减少了风阻与自重，大大减少了对架设建筑物的强度要求。再加电感使其谐振，
于是称为 MLF 天线（单极加感框帽天线）。側视图见 6-34c。
2、双极子的出现
所谓 CFA 天线[53]，示意图见图 6-34a,其特点是加了一个 D 盘，一个 E 筒以及一个 C
帽，故这里称作 DEC 天线。这种天线的实际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首先作出了能
用的屋顶天线，另一个就是在单极子上又加了一个盘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双极子天线。

作者对交叉场的说法是不相信的，因此提出了另外的名称与解释。卞国荣[54]在原 DEC
的基础上将 E 筒去掉，代之以电感，而试成了 DLC 天线(图 6.34b)，这个 D 字既指 D 盘，
也有双极(Dual Pole)两重意义。DLC 即双极加感加帽天线或双极 LC 天线。
3、四种天线的相对增益比较
本试验与一般作法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测天线的阻抗的同时，监示了三同点(见 10.1.3
之 4 )的信号强度（插损）
。这个是容易的，只要在待测频率下的 0.159λ处，置一拾取天线，
来拾取待测件的信号送到仪器测插损的口上即可。仪器工作在同时测插损与回损状态上。测
出的插损即代表了相对增益。缩尺实验结果是在相同的匹配情况下，桅杆式天线的地网也用
同一个地板下得出的。MA 的插损为 22dB，DLC 的插损为 26dB ，MLF 的插损为 26.4dB，
DEC 的插损为 28dB（对所谓 CFA 天线，作者未掌握，可能没有调好）。
4、四种天线的对比
表 6-2 四种天线对比表
天线名称
DEC 双极
DLC 双极
MLF 单极
MA 单极

高度(λ)
～0.03
0.03
0.03
0.25

挡风面积
大
大
小
大

重量
重
重
轻
重

屋顶架设
能
能
易
难

建设面积

造价

互耦

增益 dBi

0.004λ

2

高

弱

-3

0.004λ

2

高

弱

-1

0.004λ

2

低

弱

-1.4

～0.2λ

2

高

强

+3

5、讨论
(1) 双极天线是一种新生事物，但机理尚未摸清，到底有多少好处尚待实践证明。虽
然认为 D 盘与 C 帽对地网的电流可以抵消，实际上地网不但未取消而是加强，改成了紫铜
板。虽然地板尺寸为 0.06λ见方，但因为高度只有 0.03λ，因此地板的绝对面积虽减少了，
但与振子的相对关系几何关系未变。因此比地网损耗小。
(2) 电磁场是同时存在不可能分割的，E 筒的电场与 D 盘的磁场交叉作用的说法，不能
令人信服。
(3) 有顶帽 C 就不必加 E 筒，这已为[54]所证实。
(4) 加 C 帽可以改善低角辐射，是一种几何光学的说法。几何光学成立的条件是尺度
83

＞＞λ，而现在尺度＜＜λ。因此，加 C 的作用只是加载，而不是将波束下压。做成抛物
面只起美观作用。
(5) 双极天线由一点馈入，形成了一个环形电路，对计算与调试带来困难。不容易找到
最佳状态。最好利用双测试通道，同时看回损与三同点间的插损；但在屋顶上时可能距离不
够。
中波屋顶天线大有可为，它可以利用屋顶以节省占地面积；利用屋面做成实地板，降低
了地网的损耗；又可利用建筑物的高度减少阻挡，是一个值得研究推广的项目。尤其是框架
型单极子特别简单，省工省料，并降低了对建筑物的要求，值得小型电台试用。
框架型单极子提出后，无人响应。究其原因，原来是造价太低，价格报不上去。
中波屋顶天线现在已有多处使用，多架在地面，而且高度多在 0.05λ左右。

6.9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个单元天线的输入阻抗值是固定的，还是与调配有关，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上面已提到小天线串电感可增加输入电阻，看来单元天线的输入阻抗值不是固定的，是
与调配有关的。
加深这个印象的还有一个试验。在我们做单枝节匹配实验中，发现用电阻做失配负载时，
用测试结果计算匹配参数，按匹配参数设置即可得到匹配。假如测试一个单元天线，用测试
结果计算匹配参数，按匹配参数设置却得不到匹配。也就是说调配改变了单元天线的输入阻
抗，或者说一个单元天线的输入阻抗值不是固定的。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结语
本章中所提到的各种线天线。都是实验研究作出的。假如你有样品可借鉴的话，最好先
照搬过来。假如你有现成的软件的话，也可代入先算出个初始尺寸，然后由实验进行修正。
由计算直接得出定型尺寸的希望是不大的，因为馈电点千差万別，支撑方法也各不相同，材
料也难保满足要求等等。很多文章都说他们的天线是算出来的，事实上大多数的天线都是作
出来后才写文章的。这样作，理论与实践必然是一致的，就是不一致也要想法凑得差不了太
远。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理论都不管用，如面天线多半是算出来的，而传输线上的器件也有很
多是算出来的，但是线天线上的理论离开实际稍远一些，又难又繁还不太准。说来说去一句
话，所有单元天线都是试出来的，只有阵列天线有些设计计算工作。不要轻视实验研究，更
不能不懂仪表，最好亲自调试或测试，否则你最多是个学者，绝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工程师。
本章只提到一些本人实践过的常规天线，还有很多方面并未涉及，如高μ、高ε材料的
天线，不用线圈就能将天线作得很小。另外微带贴片天线具有广泛的用途，尤其是在共形的
应用上。低高度天线在楼宇通信中用得很多。
最古老的振子天线现在仍在大量应用，而新的天线也会层出不穷，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
践上，都有作不完的工作，开发不完的品种，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的作下去，不会作不出成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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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阵列天线

当单个单元天线不能满足对方向图或增益(对雷达而言为天线的口径面积)的要求时，就
得将两个以上的单元天线阵列起来以达到相应的要求。

7.1 概述
先介绍几个名词。
线阵：又叫一维线阵，当所有的单元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时，称为线阵，这条线称为阵列
轴线。
面阵：常用二维面阵，即所有单元阵列在一平面中，阵面通常为矩形。
端射：线阵最大辐射方向若与阵列轴线重合，而且是单方向辐射，称为端射。
边射：面阵的最大辐射方向在面的法线方向时，称作边射，对于线阵则最大辐射方向
在阵轴线的中垂面上。
全向与定向：在方位面上 360°内各个方向辐射基本一致者称为全向天线，如电视、广
播天线通常如此。也有的只要 180°覆盖，还有的只要某一扇区，而作为测向或定点通信则
希望波束适当窄些，这些叫定向天线。

1、线阵
这是最常用、最基本的一种阵列，单独使用时常用作全向天线，另外它也是组成面阵的
基础。
⑴ 两元阵
让我们看看最简单的等辐两元阵。两振子 A、
B 垂直于纸面（θ面），P 点很远，因此两振子到 P
点的由距离引起幅度差很小，可以视为等幅。而相
位差却要进行计算，以原点为准，A 点振子到 P 点
与 O 点到 P 点的路程差为－
为

βd
2

βd

sin θ ，B 点的程差

2

sin θ 。

假定馈电相位分别为±Φ，则 P 点的电场矢量和为：

E=IB e

j(

βd
2

sin θ −φ )

+IA e

− j(

βd
2

sin θ −φ )

对于等幅情况，IA=IB=I, 则

E= 2I cos(

βd
2

sin θ − φ )

① 同相阵
所谓同相阵（即φ=0）, 则得
E=2Icos[β(d/2）sinθ]
最大点指向θ=0°此即边射。方向图为 8 字形。当 d≤λ/2 时，在±90°内，只有一
个波瓣，即称主瓣。而当 d＞λ/2 时会出现另外的波瓣，称边瓣。 当 d≥λ时会出现与主
瓣一样大的边瓣，称作栅瓣。
② 电扫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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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φ≠0，则最大辐射方向将不是 0°，而可以指向任意方向，这只要解
φ=β(d/2）sinθ方程即可，这是电扫天线或相控阵的基础。
③ 端射天线
当φ=βd/2 时，最大辐射方向将指向θ=90°(与阵列轴线一致)时称为端射，方向图为
心形。常用的端射天线已如前述八木天线与等比结构振子阵天线，除此以外，专门按阵列设
计端射的尚不多见。
本书将主要谈些基于同相阵的边射阵列天线。
⑵ 线阵的用途
线阵特别适用于全向天线，尤其是垂直极化的通信天线中。
全向天线中常用端馈以求结构简单，但带宽有限，宽带必须并馈，而并馈则带来馈线不
太好放的问题。而定向天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馈线放在天线后面不会影响天线。用多
个定向天线组成全向天线也是一种办法，可惜成本高些，但有时也是必要的。线阵可用作抛
物柱面的照射器，以作频扫三坐标雷达天线。即使是相控三坐标雷达，也实际上皆为线阵(行
馈)组成。而主要相控也只在线阵(列馈)上完成。线阵由于幅度可控，可作成极低副瓣天线。

2、面阵
一般都是同相边射的大型定向天线阵，可由线阵组成，也可由多个子阵组成，最先进的
当属相控阵。本书只介绍常规的。最简单的面阵为四元阵，这样即可形成方位与仰角两个方
面的跟踪，如测风雷达等。
通常采用面阵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足够的增益（或面积，如雷达设计中就强调功率孔径
积，这个孔径就是天线的面积）。另外面阵也便于对水平与垂直面的方向图分别设计，以满
足不同的使用要求。面阵多半是并馈的，但也有垂直波束用相扫或蛇形线进行频扫的端馈。
面阵可以利用阵列形状抑制边瓣，这是线阵办不到的。

7.2 阵列的方向图
本书只介绍一维线阵的常规波束方向图的计算，而不涉及差波束等专门课题。

1、同相等辐线阵的阵因子
各元的电流不但等幅而且同相，又称均匀分布，
这种天线的方向图的计算公式实质上是个矢量叠加的
公式，很有用。设观察点 P 很远，由各元到达该点时
路经基本上是平行的，则路程差（简作程差）就可简
化为βd sinθ(任意两根线之间的投影不是太好算
的，若将各点到 P 点的矢径写成矢量，则两矢量进行
点积即得。矢量运算一般比较复杂，但对计算投影却
是非常简便的)。
P 点的场强为所有点的场的叠加。假定每点间的
间距为 d，幅度为 1，初相为 0，只考虑程差。以左边第一元为原点(这样作公式简单与奇偶
无关），则方向图 F(θ):
jβdsinθ
j2βdsinθ
j(n-1)βdsinθ
F(θ)= 1 + e
+e
+ …… + e
利用等比级数求和法，将 F(θ)再乘一次公比项后相减，中间项消去,仅剩首尾两项即
得:

86

j n βd sin θ

sin( n2 βd sin θ )
1 − e jnβd sin θ e 2
F(θ)=
=
[
]
1
sin( 12 βd sin θ )
1 − e jβd sin θ e j 2 βd sin θ

（7-1）

第一项相位差是因为计算时原点取在边上造成的，若以阵列中心为原点就不存在这项
了，因此只有后面一项有方向图意义。
当 n 足够大时，半功率波束宽度约为 51°λ/D，式中口径 D = n d。等幅分布是一种最
常用的分布，其波束最窄，效率最高，馈电最简单；其缺点是第一副瓣约 13dB，甚至实际
天线的边瓣约 10dB，稍大了一些，只适宜作通信天线，不宜作雷达天线。

2、同相不等辐线阵的阵因子与口径利用率
由于均匀阵副瓣太大，在雷达中会将一驾大飞机看成是一驾大飞机左右一边一个小飞
机，因此在定位系统中的天线有副瓣要求，最少-20dB，越低越好。这是一个比较专而深的
问题，这里只提一下有这么回事。只要我们按一定规律将阵列中各元的幅度改成中间强两边
弱，即可得到比较满意的副瓣。
大致有无边瓣的二项式分布、等边瓣的切氏分布与可控制等边瓣数的泰勒分布，这些都
有表可查，或有公式可算[30]。有时也可代入初值多次试算，用计算机优化。
由于辐值不等，一般不如等辐能够写成一个紧凑的公式，而以多项式出现。一般情况都
是对中间对称的。元数分为偶数与奇数两种，虽然奇数公式写来简单一些，但实际偶数阵用
得多些。对于对称阵列，坐标原点应放在阵列中心，这样计算公式将以实数形式出现，而对
于非对称阵列则不管在不在中心，皆以复数形式出现。
对于 2n 元的偶数对称线阵，方向图:
n

F（θ）=

∑I
i =1

i

cos( 2i2−1 βd sin θ )

(7-2)

对于奇数对称阵，共 2n+1 项，方向图：

F(θ)=

I0
+
2

n

∑I
i =1

i

cos(iβd sin θ )

(7-3)

同相阵的最大方向在阵列的中垂线（面）上，或者说方向图的指向与线（面）阵的法线
方向相同，常称边射阵。
天线波束宽度的估算公式为θ3dB ≈ Kλ/ D
(7-4)
均匀分布时 K 为 51°，-20dB 边瓣时 K 约 64°，进一步的不均匀分布将导致 K 值更大，
效率更低。
在不计互耦的情况下，n 元阵的远区场强最大值正比于ΣIn，假定每个单元阻抗相同，
2
则总辐射功率正比于ΣIn ，所以远区最大方向的功率流量与总消耗的功率之比，再用均匀阵
的元数 n 归一，即得可用来表示口径的利用率η。

η=

(∑ I n ) 2

(7-5)

n∑ I n2

对于均匀阵η=1，而为了抑制边瓣，不等幅阵η设计值通常在 0.85 左右。
这个公式的得来并不依赖于阵的形状，既适用于线阵，也适用于面阵[10]。

3、利用阵列形状来抑制天线边瓣
在等距排列的阵列天线中，可以控制馈电强度来抑制边瓣。当然也可在强的地方仍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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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强度的振子，但是多放几个来达到增强的目的。这样一来天线的外形就不是正规的矩形
了。所以称之为利用形状来抑制天线边瓣。这是因为圆口径均匀分布的边瓣要比矩形口径的
好而想起的。这种方法适于中小型天线。
首先适合采用这种方法的是二项式分布，如 1:2:1, 1:3:3:1, 1:4:6:4:1 等。只要间
距不是拉开到出了栅瓣，二项式分布是没有边瓣的。另外等差阵列也是可行的，如 1:2:3:2:1,
或 1:2:3:3:2:1, 也可以 2:3:4:4:3:2,也可以 2:2:3:3:4:4:4:4:3:3:2:2；不一而足。写好
程序用计算机调整一下，很方便就能得到-20dB 以下的边瓣，但要得到-30dB 以下就难了。
特点与限制
· 由于每元的幅度是等辐的，因此口径利用率理论值为 1。
· 馈电简单，所有功分器都是等功率功分器，容易加工，也容易得到宽带。
· 可以采用二项式排列，而不等辐线阵一般是不采用这种分布的，因为利用率太低。
· 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未真正抑制边瓣，只是换了一个观测面而已。如四元方阵转 45°
即成 1:2:1，9 元方阵转 45°即成 1:2:3:2:1, 16 元方阵转 45°即 1:2:3:4:3:2:1。
· 元数必须是整数，甚至要求是 2 与 3 的公倍数，因此并不是任意要求皆可达到的，
只适于边瓣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
· 为了结构上的考虑，有时采用不对称形状，以使重心低些，如同三角形，这样作在
低仰角主平面内问题不大，而在某个仰角因地面干涉不同会出现边瓣增大情况。

4、天线方向图的形状要求
上面谈的都是常规波束，适合一般定向工作要求，但对于有些场合，会提出些特定要求，
譬如电视天线，要求方位面为全向而俯仰面要下俯并且有零点填充；而监视雷达天线则要求
方位面很窄，从而定向精度高；俯仰面为扇形，以便得到全空域覆盖。下面分别介绍一下。
⑴ 全向
一般认为方位 360°内起伏在±3dB 以内就可以了[11]。当然起伏越小越好。
① 垂直极化
弗兰克林天线或喜连川天线的场型肯定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垂直天线只要直径不太粗，
其方位面的全向性必然很好。问题是多个振子后，馈线不好处理。AS-1079/GR 天线的作法
[31]是一种方法，另一种作法有点象电视塔的作法，是用 4 个垂直的扇形振子组阵完成全向。
这样中间的空隙就可用来走同轴线了。
② 水平极化
在电视塔中 V 频段常用蝙蝠翼天线来达到全向，互相垂直的两对振子固定在桅杆上，两
振子间馈电再差 90°即可得到很好的场型。U 频段则常采用 4 振子阵，每个阵复盖 90°来
达到全向。有时为了减少驻波还将每个振子依次移相 90°，为此振子还要做适当的偏移[8]。
U 频段以上即开始有用缝天线的了，只要直径不粗（≤0.1λ）场型仍是很好的。粗到
0.2λ就是极限，作者的经验是单缝在 0.2λ直径上不圆度达 5dB，勉强能用。S 波段以上可
用 T.Takeshima 提出的扁波导双面缝天线[29]。
⑵ 180°覆盖
一般而言，覆盖 180°并不难，但假如在一个车厢侧壁上形成 180°覆盖却并不容易。
不管垂直极化还是水平极化，振子离开车壁均须λ/4 左右，此时±90°将为零辐射（盲区）
得不到 180°覆盖。解决的方法是在车厢壁上开一缝后面用λ/4 背腔 （波导，同轴线皆可）
封住，详见 7.6 节之 4。
⑶ 扇形覆盖
给定一个形状，让你尽量地去接近它，这就是所谓赋形波束，面天线常用双弯曲反射体
来实现，而阵列中常用伍德.沃德法[10]。将给定形状画出后，用一个个的子波束去填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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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子波束为同相均匀阵。第 2 个波束指向第 1 个波束的零点。第 3 个波束指向第 2 波束零
点。每个波束幅度不同、指向不同，以便在若干个点上与给定波束重合。完全重合是不实际
的，也是办不到的，满足一定要求就行。
形成第一个波束是同相均匀阵，第二个波束虽幅度均匀，但指向不同，故带有一个斜相
位。第三个波束则斜得更多些，这样的口径分布叠加起来，就不成其为均匀阵，而是一个带
有某种相位分布的不等幅阵，既不等辐也不同相。得到初始分布后尚可在计算机上进行优化
或优选。
电视天线中所谓的主瓣下俯零点填充就属这类性质。通常人们认为只要引入一点相位差
就可补偿，这只是一种拼凑的方法，不妨上计算机试试。但正规的综合方法必然导致不等辐
的分布。
伍德沃德法能作成指数分布吗？
在赋形波束天线线源设计中，有可能用到伍德沃德法。得到的分布是中间强两端弱，假
如我们在叠加分布时不是按中点同相叠加，而是在始端按同相叠加，那就会得到始端大末端
小的分布(可能是一种指数分布),这对于在用波导宽边开缝行波阵的设计中可能是有利的，
这时缝的偏移量可能会均匀些，这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验证过。

7.3 阵列天线的增益
阵列天线的增益可通过立体方向图函数用计算机算出。本节介绍与增益有关的几个问
题，以便对增益有更深的理解。

1、增益与主瓣宽度的关系
假定一个天线的垂直波束宽度为θ°，水平波束宽度为φ°，则得到：

G=

41253

θφ

这个公式是如何来得呢？假定能量集中在θφ的立体角中，那么从原始定义出发
2
G=4π/θφ。再将θ、φ用度表示（乘 57.3 ）即可得到上式。对不对呢？
让我们代入同相等辐阵看看，假定是个方阵，每边为 D，则θ=φ=51λ/D 代入得

41253D 2
16 D 2
G≈
≈
512 λ2
λ2
而根据经典公式 G=

4πA

λ2

，显然前面公式算出的数值必须打一折扣。即使是均匀分布，

分子项上也不会是 41253 而是

G=

32400

(7-6)

θϕ

至于其他分布那就更低了，不少通信天线增益指标讲的偏高，可能就是采用 41253 的结
果。

2、增益与副瓣的关系
同相天线增益高，副瓣大；八木天线副瓣大，增益高；而不等辐天线副瓣小，增益低；
给人一个感觉似乎副瓣低的天线增益就得低，要想增益高得允许副瓣大一些。这种说法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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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小型天线。对于大型天线则是副瓣不低下来，增益上不去，尤其是大角度的副瓣。这个
问题是很容易想清楚的，但稍许要点立体概念。让我们把整个空间分成 4 万个 1°×1°小
方锥形方格，假定主波束宽度也只有 1°×1°，那么它的增益会到 40000 吗？显然办不到，
除非它没有副瓣。假如考虑到所有副瓣皆为 0.01 即-40dB，但由于他们占有 40000 余个空间，
他们占有的能量将为主瓣的 4 倍。因此 G 下降为理想值的 1/5 即 8000 左右。其他结果见下
表，估计时假定副瓣一样大。
表 7-1 增益与副瓣的关系
副瓣电平 (dB)

0

-10

-20

-30

-40

-50

-60

增

0

10

20

30

39

44.7

46

益 (dB)

从此表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副瓣越低，增益越高。换另一种说法，增益为 10dB 时允
许副瓣所占能量为 1/10，增益为 20dB 时副瓣能量只能占 1/100。否则增益上不去。
上述结论是在副瓣一样大的情况得出来的，简单化了一些，实际上小角度的副瓣允许大
一些，而随着角度增大到 90°，副瓣必须依次递减下去，以保证副瓣总能量不超过要达到
该增益时的允许值。用这种说法就更有普遍意义了。
只要天线的立体方向图能写出来，则总有办法算出增益。它是一个三维的东西，不要在
纸上看一个剖面就想得出结果，假如一定要在一张方向图上看增益，那就只好把立体方向图
看成是一个绕主瓣而旋转的立体了。不妨试一下，这种方法对单个八木天线或等比结构天线
还是很有效的。若有两个正交面的方向图则要取两者分别算出的增益的几何平均值。
总之，天线增益是由立体方向图所决定的，对立体方向图进行面积分来得严格一些。笼
统的讲副瓣大增益高。或者副瓣小增益高是讲不清楚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3、增益与元数的关系
先看两元，假定各元功率相同，则远场为 2 倍，功率流为 4 倍，而消耗功率为 2，所以
增益为 2。
对于元数为 N 的等辐同相阵，若每个元电流为 I，则远场将正比于 NI，而功率消耗正比
2
于 NI 。即

G=

( NI ) 2
=N
NI 2

也就是说不考虑互耦的情况下，阵列的增益正比于元数 N。

4、增益与间距的关系
N 元天线的增益应该作到 N 倍于单元天线，否则用 N 元干什么呢？但不是随意放置就行
的。这个问题有两种提法，一种是元数一定放多远合适（一般指增益最高）；一种是尺寸已
定，放多少元合适。这个问题严格来讲是不太好解决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等辐线阵公式(7.1)。当元间距 d 在λ/2 附近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随
着 d 的增大，主瓣变窄。当 d 大到 1 个波长时，90°方向会出现第 2 个最大值，这是三角函
数的多值性，不足为奇。它是除了主瓣以外的第 2 个最大值，光学名词称之为栅瓣。显然栅
瓣是我们不希望的（干涉仪除外），栅瓣出现后会造成定向错误，而且也使增益降低。
让我们看一下[10]贾西克天线手册中的图 5-10，这是按点源算出的，或者说是按振子 H
面排阵算出的结果，表 7.2 只记下出现最大增益时的间距：
表 7-2 点元排阵的最大间距
元数

2

3

4

6

8

12

16

间距（λ）

0.69

0.75

0.8

0.88

0.88

0.92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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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 d = λ处有个突降，这是栅办出现的结果。假如单元为 E 面排阵，或者虽然 H
面排阵，但加有反射网（阵列天线一般都加反射网的），这就会得到[10]中图 5-22 的结果，
其结论可归结为两句话：
·不管 2 元还是 16 元，一律以间距为λ时增益最高。
·共线阵（全向阵）的增益可用下式来近似：
G ≈ 2L/λ
（7-7）
不用记这张图只记这两句话已足，而[10]中图 5-10 的曲线是不太实际的，当然不能说
图 5-10 是错的，而只是前提与实际不符，实际上应该用[5]中图 5-22，即间距为λ。遗憾
的是微波工程手册[2]P.215 只登了前一种，这就使得不少人上了当。甚至著名的天线公司
垂直极化线振子的间距只用到 0.92λ，其实只要电流元就能用到一个波长，何况是全波振
子，实在要保险，用到高频的一个波长是绝无问题的。
上面是仅就增益而言，或只就谐振阵而言，而从馈电方面来说，H 面排阵常用λ/2 间距，
从分层量化的需要或由电扫不出栅瓣的需要，可能要选λ/2 为间距。具体问题还得设计人
员自己拿主意，但是常规通信用的线阵垂直极化全波振子阵的间距不用一个波长，那是不明
智的。
阵元的间距也可用阵元的有效面积来确定，要充分发挥每个阵元的的作用，则其有效面
积不宜重叠，但为了抑制边瓣，有效面积又不得不适当重叠。切忌超过有效面积排阵，以避
免栅瓣出现。

5、异形场形的增益估算
电视发射中尤其在 U 频段，常用四振子阵作为子阵来拼出各种场形，大致数据是这样的，
一个典型的四振子阵增益约为 12dB 即 16 倍，其方位覆盖约 90°若用两块子阵互成 90°即
可得到 180°覆盖，若互成 180°则形成“8 字”形覆盖，此时由于能量分给两个子阵故增
益下降 3dB（即 9dB 或 8 倍）。也可用 3 块作成 270°覆盖，但更多的是用四块互成 90°排
在一个方塔的四周形成全向天线，此时能量分为四份，因此增益只有 6dB（4 倍）。似乎天线
子阵越多增益越低，这是因为它们覆盖了不同的方向，假如都对准一个方向就不一样了。对
全向而言，一般 4 个为一层，要增加增益只有增加层数，层数每增加一倍增益应当增加 3dB，
通常作到 8 层（即 15dB）
，也有 6 层，4 层或 2 层的，这种用 4 个子阵形成全向似乎有点划
不来，但是一个塔总是上面细下面粗，不能都占塔顶，最高处用缝天线，稍低用蝙蝠翼，再
下面就只好用振子阵了，而且中间还要让出地方走馈线，也只好如此了。
这里讲的增益值是理论值。假如高于此值，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振子间距大于半波长、
场形不圆、再有就是(7.6)式系数用了 41253。

6、反射平面对天线增益的影响
⑴ 地面反射
有地面后，入射波与反射波有可能在某个仰角叠加，Emax 可能增加 6dB，而发射功率不
变（反射面离天线较远，不会影响到天线的阻抗）。这就相当于增益增加 6dB.这就是米波雷
达看得远的原因，但有些仰角又会相消而引起盲区问题。
⑵ 平面反射网(板)对天线的影响
①对于较大双向阵列，波束呈图 7.4(a)形，加网后呈图 7.4(b)
形，因此加网后增益增加 3dB。
②半波振子
E 面加网后增益增加 3dB(见图 7.5)。H 面加网后增益增加 6dB(见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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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方向图而言，大天线加不加网差 3dB，而半波振子加不加网 H 面差 6dB，E 面只差
3dB，总效果约 5dB。提醒一句，求增益积分时，积的是面积而不是体积，直径小一倍时，
面积只小四倍（6dB）。

③ 假定对半波振子而言反射面很大，可用影像法来估算。此时相当半波振子后面半波
长处又放了一个反相的半波振子，正前方电场增为 2，即大 6dB，但由于阻值由 73Ω变为 86
Ω，又下降 0.7dB，因此半波阵子加网只能增加 5.3dB，实际约 5dB 左右。
结论: 加网（板）对于天线增益的影响随着天线的加大而由半波阵子时的 5dB 逐渐降
为 3dB。另一方面由于测试误差，测出增益增加 6dB 也不足奇。

7.4 阵列的馈电
在计算方向图或增益时，假定阵列各单元具有给定的幅度与相位，为了得到预期的结果、
就要通过馈电网络来实现，这里谈谈线阵，面阵只是一带而过。
线阵的基本型式为并馈与端馈，以及两者间的不同组合，比如中馈。虽然并馈必然是中
馈，但这里中馈特指两个端馈之
间的一种组合形式，其中又分并
联中馈与串联中馈，7.6 节中有其
结构图。
图 7-7 为一个简单四元阵的 3
种馈电网络形式。

7.4.1 并馈
这是一种最正规的作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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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比较考究的场合，譬如雷达天线或电视发射天线。其作法就是由天线汇总点到每一个单
元，中间所走的路径、器件数、级数或节数完全相同（功率可能不等,以满足幅度分布要求）
，
从而在宽频带内保持了各单元同相和等时延的要求，具体作法有：
1、等幅并馈
大致上皆由多组功分器组成，譬如 24 元阵可以用 2×2×2×3，即 3 级 2:1 与一级 3:1
来完成，也可用 2×4×3，排列组合多种多样，甚至有用一级 24:1 者[32]，完全取决于设
计人员的决择，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当然对于不等幅分布时由于多了一种限制，取法会
少一些。
功分器多用λ/4 单节或双节阻抗变换器（变阻器）作成，不等分的复杂一些，等分的
简单一些，也可用串并联补偿式变换器，这种虽然在 20%带宽内对驻波毫无影响的变换器，
但由于有串联臂对制造与防水皆不利，故用的不多（图 1.14）。特别在乎尺寸且功率不太高
时也有用短阶的。参见[52]。
2、不等幅并馈
⑴ 由 2:1 等功率分配器实现不等功率分配,如图 7-8 所示。

⑶ 纯不等幅 专门设计不等幅功分器，一个 3:1 的不等幅功分器示意图见图 7-9。
这是与图 7-27 天线配套的 3:1 功分器，天线分上下两层，每层左右各一个 3:1 功分器。
在图 7-9 中，水平馈线由左端输入，经λ/4 开路线做成的串联补偿线耦合到中间一段λ/2 的
短路线上；前λ/4 用作阻抗变换，后λ/4 接地作并联补偿。中间分出三路，一路向左到中
间最强的单元（内导体直径最粗），另两路向右送到边上两个单元，内导体直径分别更细一
些。由三根内导体直径不同来达到分布要求。

⑶ 馈电电缆
①电缆长度的选择问题
对于宽带同相阵一般要求等电长度即可，这样可选最短的电缆组合为准，只要单元好，
电缆好，连接器好，电缆长度是无所谓的。但有人宁愿选用λ/4 的奇数倍，这样作是想利用
它来获得连接器反射的抵消。也有人选用λ/2 的整数倍，这种作法排除了电缆特性阻抗的误
差带来的影响，这种作法认为连接器很好，因此馈线不参与反射，具体如何作并无定论。
②同相阵是否只要求中频同相
众所周知，宽带同相阵是采用等长电缆并馈的，以保证阵面口径上在所有频率上各元间
都是同相的。但这样作在全向阵中带来了走线的麻烦，有的就把电缆剪成上面长下面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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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频保持同相的作法。此法既方便又省料，可是质量没有保障。假如作为点频工作，这样
作是可以的。作为电视它是一种宽带信号，而这种只保中频同相的阵是一种频扫天线，不同
频率将指向不同的方向，也就是改变了频响而且时延也不同。当然，这种影响在电视机画面
上由主观评价能否看出来还不清楚，因为即使色调变了，但只要图像清楚（中频是同相的），
一般人是不会去深究的，但终归不是一种正规的作法。
注：在电视天线并馈阵中，有时采用相差λ/4 抵消天馈不完善造成的驻波，这是一种
不得已的措施，但是很有效[8]。

7.4.2 端馈
顾名思义是由一个线阵的一端馈进去的，（有人称之为串馈，考虑到端馈中既有并联又
有串联，中馈中又有串并之分，为了避免相混，这里不用这个名词）。
1、行波天线阵
从网络的角度来看，端馈是多个传输网络与多个带辐射元的等效两端口网络的级联。最
简单的传输网络就是一段传输线（波导或同轴线）。最简单的辐射元就是在波导或同轴线上
开的一个缝隙。若所有辐射元间的间距为λ的倍数(波导中常为λg/2)，辐射将在法线方向
叠加，而所有元的反射也将完全叠加，这种阵叫作谐振阵。其波束在 f0 时指向法线，而频
率偏离 f0 时波束将偏离法线，此即频扫现象。当波束偏离法线一个波束宽度后，由于此时
元间距已不再是λg/2 的倍数，反射将互相抵消，形成行波状态。天线按行波状态设计的叫
行波天线阵。这种天线大多由波导开缝作成，有在宽边开的，也有在窄边开的，这种天线匹
配带宽很宽，只是口面不同相而波束偏离法线带来些麻烦[10][28]。也有人采用每元加一段
线将相位补偿过来以保同相，这种作法是可行的，因为在行波天线上每段都是匹配的，因此
每元加一段相应长度的线即可形成同相，只不过显得笨重一些而已。
关于扫过一个波束即成行波天线这句话，需要费一点思考才能理解，写起来有点绕人。
在一个均匀分布的谐振阵上，假若每元带有反射Г，这样在谐振频率时 N 元全部加起来的总
和得 NГ，若将每元的Γ值包括间距的相移写成公式，正好类似等幅同相阵的公式，只是此
时变数为 f 而不是方位角。当谐振时即全部同相，波束指向法线方向，反射为单元反射的叠
加。而当变频使波束扫开一个波束即进入副瓣区，此时各元的反射将相互抵消，达到方向图
副瓣的电平，越偏离副瓣越小，此时即进入了行波天线区。上面解释中，将总反射（或输入
驻波比）的频响曲线与等幅同相阵方向图进行了类比。这种讲法有可能加深你的理解。再重
复一下，一个等距等耦合（指谐振时）的端馈阵在低频时为行波天线，相位依次领先，波束
偏离法线；到谐振频率时，波束指向法线，为谐振阵天线；频率继续升高，相位依次落后，
波束偏离法线另一方向，又变成行波天线了。这三种情况在一个阵上都可能发生，看你用在
什么频段。应当指出的是按谐振阵设计的等耦合阵，在行波状态下耦合关系改变了，先强后
弱，因此真正行波阵尚需另行设计，这里只是定性的介绍点物理概念。
下面主要介绍谐振阵。
2、谐振阵
对于端馈并联式天线，在均匀传输线上，若所有辐射元间距相等并且为某一频率 f0 下
的λg/2 的整数倍，则由于无耗传输线的特性，所有元的阻抗等于全部并在一起，由于辐射
元通常是相同的，因此每个元的电压与电流都是相同的，而相位则在间距为λg 时全部同相，
间距为λg/2 时，尚需依次反相以保持同相。由于这种幅度相等，相位不是同相就是反向的
分布如同纯驻波分布，因此有人称之为驻波天线。其实这种分布只是就各元间的相对幅相关
系而言，并未涉及线上的电压电流分布。譬如一个 N 元谐振阵，若每个阵元导纳为 1/N，则
端馈输入端的导纳即 N(1/N) = 1，也就是说它的输入端的传输线上完全可以是行波，因此
称驻波天线容易造成误解。由于这种特定的等幅同相只在中频时成立,其他频率不成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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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谐振回路的窄带特性，称之为谐振式阵列是比较确切的。
谐振阵大致有下列两种型式:串联型与并联型.并联型是用得最多的一种谐振阵。
（1）谐振阵的串联型式
让我们看一个三元阵的例子（图 7-10）

在末端 a 点向右看，等于同轴线端接
了一个阻抗 ZA，在 b 点向右看，由于长度
是λ的整数倍，所以阻抗不变仍为 ZA。而
缝间又有一个 ZA，两者串起来为 2 ZA。同
理到 c 点即为 3 ZA，然后再经过阻抗匹配
即可。等效电路如图 7.11 所示。
这种天线由于外导体是断的，必须封在绝缘管内(如玻璃钢管)。这种天线也能作成微带
线式，微带线很薄只有 0.5mm 左右，见示意图 7.12，这种天线用在 2GHz 左右，也是放在玻
璃钢管内的。

（2）谐振阵的并联型式
常用的简单并联谐振阵如图 7-13 所示，图上画了 3 个并联的缝。

缝可以用电耦合馈，也可以用磁耦合馈，缝元不多时最好用直接耦合，图 7-13 中为直
接耦合。若每个缝的阻抗为 ZA，则 C 点为 ZA/3。因为传输线上经过 1 个λ时仍为原值，在 a
点向右看为 ZA，在 b 点向右看为两个 ZA 并联，到 c 点时向右看即为三个 ZA 并联，如图 7-14
所示。这种天线显然结构简单，效率较高，但带宽较窄。这种阵由于外导体是整体的，要比
串联的结实一些，套个玻璃钢罩只是为了密封，不是为
a
b
c
了支撑，玻璃钢对天线匹配有时有利有时不利，故要以
加上罩测试合格为准。
这种天线的场形（不圆度约 5dB），若要改善场形就
要同一端面上用 2~3 缝，这时就要用探针激励，调整就
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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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波导双面缝阵也属于并联型，但缝距为λg/2 故要交替反相。
3、并联式谐振阵单元阻抗对带宽的影响
（1）问题的提出
谐振天线阵——以其结构简单且效率较高而在某些场合得到大量应用。虽然这种天线
的相对带宽不宽，通常只有百分之几，但在 U 频段其绝对带宽也有十余兆赫，若频段更高则
更宽，足够某些场合应用。
在具体设计一个端馈并联式谐振阵时，对每个单元的阻抗值通常有两种取法，一种是每
个单元皆为匹配的，对于常用的 50Ω系统，即每个单元阻抗皆为 50Ω。另一种作法是每个
单元阻抗皆为 50N，这样 N 个单元并联后自成 50Ω，不用再加阻抗变换装置。前者常用于振
子阵，后者常用于缝隙阵。问题是这两种作法哪个带宽宽一些？带宽与单元阻抗值的关系尖
不尖锐？有没有合适的范围以进行某种选择？为此作者进行了一些数值计算。
这儿所说的带宽仅指匹配带宽，即驻波比小于某值的带宽。计算时有以下的一些假设：
·元间距设定为中频的一个波长。这是一种常用的间距。在此间距下，不计互耦不会引
入多大误差。
·每个单元阻抗都是相同的纯电阻，没有虚数而且在计算带宽内保持不变。天线的带宽
是由阵列与单元两者的特性决定的。正如天线方向图等于单元方向图乘阵列因子一样，我们
也可以认为天线驻波比曲线等于单元的驻波比频响曲线乘阵列驻波比的频响曲线。因此，算
的只是阵列驻波比频响曲线，而不是天线的驻波比的频响曲线，这在元数 N 很小时，两者差
别很大，本节给出的都是阵列因子带宽而不是天线带宽。
·只算端馈，不算中馈。实际上，中馈即两个元数减半的端馈相并(或串)，只算一半元
数的端馈，仅就考虑匹配带宽而言并不失去其普遍意义。当然实际使用时，要尽量采用中馈，
这不单纯着眼于匹配，而且中馈边频波束不会偏斜。
·引入的阻抗变换装置不影响阵列的带宽，一般也确实如此。
·馈线是均匀的（即等幅阵），而且特性阻抗为 50Ω。对于其他特性阻抗，采用归一化
电导值的方法也能换算过去。
一共计算了 2～10 元的各种曲线，10 元以上用得较少，还计算了 12、14、16、20、30、
40 几种。
并联谐振阵计算方法很简单，只是算一段传输线接有负载时的输入导纳，每计算一次再
并上一个电导，循环 N-1 次即可。计算出的是不同阻值下的驻波比的频响曲线，画在图上，
然后查出一定驻波比下阻值与带宽关系，重画一张图。
（2）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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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为 2、3、4、5、10、20 等元数的带宽与单元阻抗的关系，图上纵坐标为带宽，
单位为%，这个带宽是总带宽，不要再乘 2 倍。横坐标为单元阻抗值，图上 1.1、1.3、1.5
等为驻波比。
由图 7.15 可看出，单元阻抗值对带宽的影响是很大的。通常以驻波比 1.5 为准时，单
元阻抗偏离最佳值的一半或一倍，其带宽将减少到最佳值的 1/2。而驻波比为 1.1 时，带宽
将减少到最佳值的 1/4。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
对应不同元数，发现有某个比较合适的单元阻抗 R0，称为最佳单元阻抗或优选单元阻抗。
结果见下表，表中 g 为归一化电导。
表 7-3 最佳单元阻抗与归一化电导
元数（n）

2

3

4

5

10

20

30

40

R0 (Ω)

50

80

110

140

286

580

880

1200

R0/n (Ω)

25

26.7

27.5

28

28.6

29

29.3

30

G

2

1.87

1.8

1.78

1.75

1.72

1.7

1.67

1.05 log N

单元最佳阻抗在常用范围内 R0≈28N(Ω)，或者更准一些可用 R0=25×10
，这是由
表中数据拟合的一个经验公式。
这个结果是在 50Ω传输线计算得的，如何用到其他特性阻抗传输线呢？因为传输线上
的反射特性都是与特性阻抗来比较的，因此可将公式改成归一化阻抗表示即可。

r0 = R0/Z0 = 0.5×101.05 log N

(7-8)
这个结果能否用于波导系统呢？波导传输线的差别在于元间相移是色散的，但这只会降
低一些带宽，而不会影响最佳单元导纳值。另外，波导缝阵的间距常用λg/2，这个因素反
过来增加了带宽。因此用上述的曲线或公式大致估算波导缝谐振阵的带宽，仍然是可行的。
一般情况下采用 g = 1.8/N 来代替常用的 1/N，会带来显著的改进。当然，若用（7-8）式
的倒数会更准一些。注意式中是 log 而不是 ln。

g0 = G0/Y0 = 2 ×10-1.05logN

(7-9)
图 7.16 是在最佳单元阻抗下的阵列带宽曲线，这是一种乐观估计，或者说是谐振阵带
宽的上限，因为它没有考虑单元的驻波比频响曲线。在常用范围内可用下式近似：

BW≈

46 ρ − 1
(%)
N −2

(7-10)

式中，BW 为总带宽，ρ为驻波比，N 为单元数，分母出现 N-2 说明 2 元阵的天线带宽是
只受单元限制，而不受阵列限制。
⑶ 实例
① U 频段电视发射天线中，有一种异形同轴线缝阵，采用由铝板弯成的开缝矩形外导
97

体，尺寸较大故功率也较大。这种天线原本采用 10 单元中馈，如果简单改成 4 单元中馈，
按理带宽应很宽。实际不然，调整很繁琐且带宽不宽。这是因为减少元数未计及单元阻抗是
否合适引发的问题。经过测试，单元阻抗约在 400Ω左右。对于 50Ω传输线，2 单元阵在驻
波比 1.1 的计算带宽只有 1%。很显然，这是单元阻抗的影响(该用 25Ω,却用了 400Ω)。
③L 波段全向缝天线。一个 8 元端馈同轴线缝谐振阵，带宽只有 0.7%.后来将单元调成
240Ω，驻波比为 1.3 时的带宽为 2.8%，为原来的 4 倍，而上限为 4.2%。在这个基础上改成
中馈，驻波比 1.5 的带宽为 8%。后来又改用槽形天线代替同轴缝，带宽达 14%。接近乐观估
计值 16%。而有关资料介绍，8 元谐振阵带宽为 9.4%[14]，或 5%［2］
。
③ S 波段波导缝谐振阵。在 MMDS 用的天线中，用一种是采用扁波导双面开缝天线［29］
，
我们发现中馈 16 元阵的带宽比 10 元的还宽。看来对于 10 元阵，原来的偏移量不合适，但
波导已作成，只好加螺钉来增加每个单元电导，终于作到了驻波比为 1.5 时的带宽为 10.8%。
与乐观估计相同，而有关资料介绍，10 元谐振阵带宽为 7.6% [14]，或 4.5%[2]。应当说明
的是，伍捍东作的中馈 16 元扁波导双面缝谐振阵的带宽已达 7.7%，超过(7-10)式 40%，说
明式（7-10）对波导阵并不是上限。
④ X 波段波导缝谐振阵. 这儿引用一下资料[33]中的结果，44 缝 Y=1 时驻波比为 1.5
的带宽约 0.53%。而 Y=2 时的带宽较宽（由于文中未给出阻抗值，不好去计算匹配带宽，但
从图的趋势估计匹配后的带宽将大于前者）。而根据(7.9)式，采用 Y=1.66 可能会更好，乐
观估计可达 0.77%，而有关资料介绍，44 元谐振阵带宽为 0.86%[14]，或 0.5%[2]。
⑷ 小结
在谐振阵设计中，一般皆未提到单元阻抗（或导纳）对带宽的影响。作者在计算中，发
现不同元数的谐振阵都存在某个最佳的单元阻抗，偏离该值后带宽会显著下降。根据计算数
据，发现最佳归一化的单元阻抗可由（7-8）式拟合。最佳归一化单元导纳可用（7-9）式拟
合，按此值计算的谐振阵比按 g=1/N 的阵带宽会宽出一倍以上。
根据式（7-10），以常规驻波比为 1.5 为例，据有关资料介绍，BW=38/N 见[14]，或 BW=22/N
见[2]，而本书为 32/（N-2）。通过几个例子以及物理概念，用（7-10）式来估算带宽是更
符合实际情况的。
谐振阵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本书只算了均匀分布并联式谐振阵，对于非均匀分布谐
振阵以及有色散时谐振阵的真正带宽，还有待具体设计时进行计算与优化。即使如此，
（7-9）
式仍不失其普遍意义。对于（7-10）式，本来就是一种乐观估计，仅供参考，但如果实测值
与（7-10）式差得太多，就说明该谐振阵尚有改进余地。
4、并联谐振阵的不等幅馈电
谐振阵多用于等幅分布，但也有在窄带情况下要求适当降低副瓣的。这种结构一般都是
中馈的，中间强边上弱。因为对称，我们只讨论一半的结果即可。其等效电路如图 7-17 所
示，以一个 4 元阵（8 元阵的一半）为例进行讨论。

假如每个单元天线的阻抗 Z 皆为 Z0(导纳为 Y0)。图 7-17 中，元间距为λ/2。若采用λ，
则一段为λ/4 另一段为 3λ/4。这对谐振频率的幅度公式并无影响，只是用λ时各元同相，
而用λ/2 时依次反相。在 V1 与 V2 两点间套用两次同轴线公式，并利用λ/4 的奇数倍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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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V2 = V1Z022/Z021，
如法炮制依此类推可得
V1:V2:V3:V4=1:

(7-11)

Z 022 Z 022 Z 032 Z 022 Z 032 Z 042
:
:
Z 021 Z 021 Z 031 Z 021 Z 031 Z 041

(7-12)

改变各段特性阻抗即可得到所需的幅度分布。幅度与单元阻值无关，只要每根单元阻抗
相同即可。
在 V1 点的输入导纳为:
Yin=Y0｛1+

2
Y021
Y2
Y2
［1+ 031 （1+ 041 ）］
｝
Y022
Y032
Y042

(7-13)

这里只写出了中频的关系式，便于计算 Z011 与 Z012 以得到匹配，但得不到频响。因此实
际计算时,应写出两元间的两段传输线的普遍公式，多次迭代即可得到结果，然后对不同频
率进行计算即可得到频响。这种计算由于是多节级联复数计算，只能编程由计算机计算。
7.6 之 3 有一个 10 元中馈（即 5 元端馈不等幅的例子）。
这种结构由于采用两节阻抗变换，并且输出电缆上尚可加相位补偿段，给人感觉是一种
宽带结构，而实际上不是的，它仍是一种窄带谐振式结构。在 U 频段电视台中使用尚可，它
有结构小巧便于安装等优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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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喜连川天线及其变异
从原理上也可看成是交替辐射式，即当电流反相时让它走到同轴线内导体上，而让同相
的电流在外皮上流，再经λ/2 时再翻转一次[51]。示意图见图 7-18，结构不是惟一的，假
如尺寸不大，图 7-18(b)就更简单一些。
这种结构外面必须加有玻璃钢套筒，因此有人干脆称之为玻璃钢天线，但套玻璃钢罩的
天线种类很多。也有称其为 CO-CO 天线的，取英文同轴共线字头。
由尊重发明人出发，本书称之为喜连川天线。另一方面，为了便于记忆，不妨谐其音改
称喜连串天线；或者干脆叫作连串天线，也有象形之意。
图 7-18 中，(a)、(b)只画了半个剖面，其实每段都是封闭的同轴线。(c)中每段只有半
边，即一边为一根线，一边为一个片(美国通信能量公司的作法)，用于 2500~2686MHz 频段，
并且是双中馈后并馈。设计很巧妙，可惜效率差些。也有干脆用微带线作的[35]，这种天线
容易实现中馈。
这种天线的难点在于有支撑材料后，如何找到合适长度，使得波束不倾斜。这种天线有
作成十余节的甚至 35 节的。这是一种简单高频高效的窄带天线，有条件的话尽量应该作成
中馈（特别简单，在连续结构中，直接用同轴线由中间引入接到对面即可）。作成中馈的主
要限制是同轴线必须在细线中引入，因而功率容量有所限制，另外中部可能要在筒外加匹配
措施。目前仍然是端馈用得多些。由于系统要求，有时宁可天线波束下俯，这就可能变成行
波天线了。这种天线既可用于谐振阵也可用于行波阵（波束下俯）。

3．中馈
2 节中谈到端馈天线的一个特性就是偏离谐振频率时，波束会倾斜。假如用两个端馈天
线，一上一下，或一左一右，将它们同时馈电，则由于两者波束偏向相反的互相抵消作用，

波束指向将保持在法线方向。当然这样作会降低一些增益，但是如果要求带宽不太宽，这样
作是合适的。中馈不是一种独立的馈电型式，它是两个端馈（一般为谐振阵）的组合。组合
可以是简单的 2:1 变阻器并联馈电式，也可以用麦潜德式平衡器来实现的串联馈电[36]式，
如 8 缝阵(图 7-29 与图 7-31）。这样作对阻抗变比好一些，但结构复杂一些。还要注意的是
并联时两天线的馈电极性是相同的，而串联时，馈电极性是相反的，因此两组天线的单元的
馈电也必须反过来，否则将形成差波束（法线方向是零）。
馈电型式主要分为并馈与端馈两种，而中馈其实是两种型式的混合采用。若从实际使用
情况来看，并馈适合宽带或极宽频带的天线，行波天线适于一般宽带天线或低副瓣天线，谐
振阵或谐振阵中馈适于窄带与要求天线小巧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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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关于垂直复盖的几个问题
垂直覆盖不单与阵列的垂直波束有关，
还与地面反射、地面弯曲，以及大气中的传
播特性有关。 注：场强计算参见“浅谈 ”。
1.上下两层天线的补盲问题
在地面架设的米波雷达，可以计算得到
比较合适的波束，一般天线分上下两层，改变功率分配与相移,即可形成一个比较连续的空
域覆盖。但是当架高改变后就不行了，因此不如改成同反相补盲，反正两者互补，但要作一
种同反相开关。开关可以放在机房里，也可放在天线上。放在天线上就得要用继电器。这种
继电器可利用现成的交流接触器改装，只要行程有 10mm 以上就好办了，继电器带动 4 个片
子，两两平行，互成 90°，平时下面两片通，送入即送出；吸下时上面两片通，多走了λ
/2，即达到反相的目的。
2.两个波束转换问题
我们曾经用过一高一低的两个天线来进行转换，利用同步转速电动机与发射机发射重复
频率同步，利用火花隙将能量轮流送到两个天线，而接收是用两个电容耦合片来完成的。当
一个天线工作时，通过旋转耦合片耦合到接收机，而另一耦合片使另一天线耦合到地，交替
转换，中间还要保持一段时间内不变。这是一种机电式的转换，难点在于转换时能保持发射
频率不变。
3.接收波束的控制
苏式米波雷达常用两段传输线形成的功率分配器，用改变上下波束形成的盲区角度来测
高（测仰角后计算），早期是收发皆通过测角器，后来改为只是接收时通过，原为瓷筒后改
成瓷盘来缩短传输线。
这种结构在[9]中叫功率分配器。
利用传输线的目的在于分别对来自上下天线来的信号各自乘上两个因子，一个是正弦，
一个是余弦，而这两者的关系是由传输线为λ/4 来达到的，因此是窄带的。
作者采用谐振腔中加三个耦合环的方法（一环固定到接收机，另两环互成 90°并且能

同步旋转，以得到可控的正余弦关系（见图 7-24）
），作成环式测角器，只要腔谐振即成，
并且可利用腔作滤波器以增强信号并抑制噪声。
但在甚高频实现它也要费点事。腔体上下要对称，否则正余弦性不好，环要加上平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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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两零点间不是 180°而差了５°。初样如图 7-23(a)，正样如图 7-23(b)。
腔中一共三个环，从顶上看如图 7.24，中间垂直于腔底的一个环是固定的，接到接收

机。另外两个环是由齿轮啮合在一起旋转的，互成 90°,一个是 Sinθ(接下天线 ),一个是
Cosθ(接上天线)。（θ是环与腔底形成的角度）
。这就形成了一个能旋转的正余弦功率分配
器。
在平地上用信号源作试验，这种测角器的精度达 0.15°。实际使用时，需要保持机器
的上下天馈系统的对称性，因此，只有个别机场用得好。
顺带介绍一下耦合问题，环不旋转时放在 45°,此时上下天线与接收机的耦合分别为１
/√2，而功率关系即为耦合的平方和，即１／２＋１／２＝１。但有人就是认为１／√2 有
损失，非要将它改成１，即两个环不互成 90°而是相同（三个环皆为最大耦合），并且作为
技术革新希望推广。这种作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电压若１＋１＝２，则功率将为４，能量
就不受恒了。这个问题与 N 个功率放大器要合成一样，每个放大器的功率耦合系数只能是１
／N，这不好象也是损失了吗，为什么不用 1:1 呢，假如 N 个都是 1:1 这将造成 N:1 的不匹
配局面，驻波将成为 N,而只有 N 个１/N，才会成为 1:1，重而达到匹配的状态。
2
2
Cos θ+Sin θ=1 肯定是没有损失的。在上下天线耦合环接上负载，由接收机入端测旋
转时的驻波比≤1.2，而且与转角无关，它的确是匹配的，并没有额外的损失（因为腔体还
有≤0.5dB 的损失）。这两个问题由匹配来看是容易的，单就每个放大器只耦合 1/N 来看就
想不通了，事实上功率还是都出去了，不是功率只耦合了 1/N，而是耦合系数是 1/N。
4.零点填充
通信广播中的零点填充与雷达中的补盲是一回事，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一个指向空中，
一个居高临下指向地面。正规的作法,其原理是利用几个带相位的子阵面且指向不同的零点。
将这些子阵面叠加起来,结果形成了一种中间强两边弱的口径幅度分布，还附带一定的相位
分布。也就是说不单相位要变幅度也要变，才能真正的作到赋形。也不排斥用计算机任设一
些分布来选取比较好的结果即可，因为广播中的要求并不高。但主要是靠不等幅，而不单靠
移相，此处作法与赋形波束相似但更简单一些，要求也低一些。
5.地面弯曲与大气传播的影响
对于低空或对远处进行通信时，由于甚高频以上电波不再
被电离层反射，主要靠直射波来进行，这就有个视线距离的问
题，架得高才能通得远。另外，大气由于上稀下密也对传播有
影响。严格说来要用指数模型来算传播路程，但也有沿用将地
球直径加大 4/3 来等效得到电波视线距离的［17］
，这样公式大
为简化。图 7-25。
2
2
2
D + R =（R+H）
2
2
D = 2RH + H ≈ 2RH
(∵H << R )
地球半径 R 为 6370km，再乘 4/3 再乘 2 得 170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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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ax

≈ 4.23

H ,

(7-14)

视距 D 单位用 km，塔高 H 单位用 m。或者用
2
(7-15)
H = D /17000
这只是算的单边视线距离，即一边架高，一边架在地面，假如两处天线都架高，则
D =4.23( H 1 + H 2 ),

(7-16)
2

若两处等高则 D = 8.45 H ，或 H = D /71.5
表 7-4 塔高与视线距离
距离 D(Km)

30

40

50

60

70

80

一高一地(m)

50

90

140

200

270

360

等高（m）

13

22

35

50

69

90

显然两处架得一样高是最合算的。

7.6 阵列天线的实例
本节介绍作者设计的几种阵列天线,作为实例供读者参考.

1. 宽频带全波振子阵
由于设计天线时总体提出的要求带宽为 1.35:1，显然只有用全波振子组阵才行。文献
[6]中介绍了全波振子阵的宽带性能，尤其是 2 元振子成对与 4 元振子组阵的特性极佳。从
结构方面出发，我们选用了振子对作试验。为了减少风阻，振子断面也作成椭圆形。直接按
尺寸作不搞缩比，并且所有调节部位都使得调整时基本不影响外形尺寸。譬如振子头引出时
不是简单的打个洞用螺钉止住，而是作成两个半边夹子夹住，等等。反正所有尺寸都能调，
直到满意为止。
应当强调的是，振子对反射网高度是个很关键的因素，高度合适阻抗会很集中。从这点
出发采用 V 形馈电是不合适的，采用 T 形双馈线就便于调高度了(图 6-10)。我们试的结果
是高λ/4 最好，而不是文献[6]上讲的 0.34λ。我们也希望是λ/4，这样对增益有利。在调
试中发现这种天线阻抗虽然成团（集中之意），但偏电感性，可能是双线平衡器的跳线电感
太大所致。奇怪的是,振子出头用锥面反而不如直跳的(图 6-11)，似乎还要有意引入一段电
感似的，后来还在跳线处相反方向并联了一小段开路电缆（小电容）以抵消这个电感，才将
阻抗点迹移到圆图中心。振子总长约 0.7λ左右，这是一种宽带的结构，尺寸稍许变些看不
出多大变化。
从结构考虑,四个振子对水平排列作成一个子阵。振子水平极化，列距按中频 0.84λ排
列，行距振子对间按 0.5λ，相临子阵的振子行距为 0.7λ。振子对用 0.5λ是为了双线形
成λ/4 变阻器，便于阻抗匹配。而相邻适当拉大是为了增加增益，也可减少互耦。
子阵上四个振子对用 1 个 4:1 变阻器，变阻器采用[6]中串并联补偿的作法，这种变阻
器基本上不影响带宽，只是串联部分结构有点麻烦。
原来很担心互耦问题，因为在一个振子对旁（上下或左右）放另一振子对时，对阻抗有
明显的影响。当真正组成阵后，发现总阵的带宽比单个振子对还宽，这可能是互耦多了后反
而会相互抵消，同时电缆损耗较大也起了作用。总阵的带宽达 1.7:1，驻波比一般在 1.2
以下，比八木天线阵或等比结构天线阵来，驻波比的频响要平稳得多。
天线是按上少下多排列的，最高处为一个子阵，次高处为两个子阵，下面两层皆为三个
子阵，形成水平面 2:3:4:4:3:2 的等效不等幅排列，水平最宽处 12 个振子，最高处 4 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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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波束宽度 = 64°λ/D。在 d≤λ时，边瓣约-18dB。当 d=1.11λ时，60°出现-10dB 栅
瓣。
反射网不是等距的，而是按 6°等角分布，好像这样作合适些。反射网是用铁丝作的，
直径 a 约 0.0015λ,尾瓣优于-25dB，低频可到-30dB。

图 7-26(a)为阵面示意图，图 7-26(b)三条驻波比曲线，从上到下排列，分别为：振子
对(上)，子阵(中)，总阵(下)。
该天线存在一些不足：
① 垂直波束较窄，以致顶空盲区较大，后来有的只好采取了同反相补盲。
② 垂直面内为非对称分布，虽有利于结构重心降低，但某些仰角副瓣偏大。
③ 现在看来对全波振子对，用板线平衡器馈电会比双线平衡器好一些。
④ 电缆用得太细，虽然功率容量足够，但从降低损耗与提高可靠性来看应该用粗些，
当然这样作要增加成本并增加重量。
⑤ 应采用交叉排列，避免高端出栅瓣.
即使如此，该天线由于首先采用了利用阵列形状来抑制边瓣，以及对振子对的馈电结构
作了简化，仍属一种有创意的天线。这是一种米波雷达天线。

2. 两层六列双激八木天线阵
一种既有高性能又便于机动的天线，而且带宽是 1.38:1。这种带宽应由全波阵子阵来
实现，但考虑到机动，只好用八木天线。

整个天线如图 7.27 所示，作成上下两层，每层 6 个八木天线，水平排阵。八木天
线排阵，一层是最有效的，但两层也是常用的；不这样作水平方向太长不匀称，桁架也吃不
消。作成两层尚可在垂直面作文章如补盲与测高等；另外又加上发射机要求两根电缆直接耦
合反相输出(推挽），正好上下天线是反相的(可以公用一套图纸）。左右间距按高频的一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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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设计，上下约中频一个波长。这是一种米波雷达天线。
单元八木天线是折合振子双激的，由于单元总长约一个波长，频率较低不适于作立体反
射器，故采用了双激。双激本身形成了一个端射天线投向引向系统。这个天线还有一个奇特
之处，即反射体用了两根，而且是平放的(不占运输空间），即在原反射体与激励体之间又加
了一根稍短的反射体，粗看对整个天线带宽性能并无影响，细测才发现低边频稍高一点处没
有它，对驻波还真有点影响。
6 排天线是按 20dB 切比雪夫分布馈电的，在边瓣上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天线
却在尾瓣上出了问题，单元尾瓣全频带优于-20dB，而排阵后高低频尾瓣不错，但中频却最
差。这个问题看来是上下两层互耦造成的，后来将天线前移，利用桁架的隔离作用才将中频
尾瓣降到允许的程度。
这个八木天线的难点在于长度不长，假如长到两个波长的话，那天线是很好作的。但是
该振子仍为一个相对极值(即在附近动动尺寸都是不行的)，除非大动。这个振子两边频的驻
波比为 1.6，只要高出 0.1MHz，马上不合格，一点余量也没有，而总系统的带宽几乎全由振
子决定，其他皆属宽带系统。
在测单元驻波比时，曾碰到过长线拖曳效应，即 XG-13 信号源在某一个驻波不太好的点
上是呆不住的，不是高了就是低了，后来非要测出这点，是加了衰减器后才找到的。
上面提到的八木天线排一层最有效，是这样一种概念，八木天线水平放置由前方视入，
其投影面积是很小的，而有效面积却不小。排两层后有效面积与机械面积之比降为 2，随着
层数增多而趋于 1，因此说八木天线不宜多于两层；一层最好，甚至于单个八木最好，排阵
若处理不当，效果不如单个八木的例子是经常见到的。

3. 两层十列垂直极化八木天线谐振阵
这是一种辅助的天线，原来是全波振子阵，要想寄生到上述主天线(图 7-27)上去，就
显得阻挡太大了。
天线示意图见图 7-28：这是敌我识别用的询问机天线。
平衡器为缝隙式平衡器，外加一屏蔽套,使得平衡器不直接与玻璃钢接触，而与屏蔽套
接触，不受天气影响。
排阵按-30dB 切比雪夫分布设计 1:0.878:0.6692:0.4299:0.2575，这是一个中馈的两
个 5 元端馈并联谐振阵，利用前面讲过的
公式(7,12) 式，令 ZOn1=75Ω，总长 3λ/4，
而变换的 ZOn2 可解出：依次为 ZO22=65.85Ω,
ZO32=57.15Ω，ZO42=48.18Ω，ZO52=44.9Ω，
这些数值是易于实现的，每个端馈输入按
ZO=75Ω设计，则一共只须 3 个 2:1 的功分
器，即可联成两层 10 列阵了。
采取了几个措施，
·顾及单元互耦的影响，干脆两个
八木单元一起调。
·为了避免出栅瓣，H 面水平间距用 0.85λ。
·馈线间增加介质段，使得 0.85λ的长度相移 360°，保证同相（采用聚乙烯，εr
为 2.3,缩短系数约 1.52,每 1mm 机械长度相当 1.52mm 电长度,即可算出应加介质段的机械长
度）。
·由于带宽不宽，采用半波振子比折合振子更易保证尺寸。
在单层 10 列阵的试验中，阵的边瓣与组阵的振子单元的驻波有关，用驻波好的振子组
成阵，边瓣可达-28.5dB（接近理论值），驻波差的振子组阵只有-25dB。尾瓣为-27dB，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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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差了一些；两层天线组合在一起后，边瓣变化不大而尾瓣降为-23dB，这是因为作单元时
只考虑了 H 面互耦的影响，未考虑 E 面互耦的影响，假如调单元时采用 4 个一齐调，可能会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天线的效率为 0.7，比原来全波振子阵的 0.4 高得多，这是因为介质延迟比较严格
的保证了中频的同相。这个天线的防水性能不太好，这是因为既未加天线罩，又未加充气装
置的必然后果。

4.

180°覆盖的天线

天线要求装在车壁上，而且要求方位面内在 180°内无盲区，原设计用垂直极化，由于
离开车壁一个高度，在 90°方向（即车壁方向）为盲区，无法使用。为了在 90°方向有场，
电场必须垂直于车壁(即用水平极化)才有
可能，即使是用水平极化，若用振子辐射,
在 90°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只能在车壁
上开水平极化缝，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试验证明确实有效，±90°方向通信距离
远远超过要求，示意图见图 7.29： 这是
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天线。
为了压缩体积（高度），将λ/4 背腔倒
在前壁上。注意，内导体进行了串联补偿，
使得收发两个频率点的驻波比都在 1.3 以
下(图 7.30(c)).此天线为 L 波段，带宽 100
兆赫。输入阻抗如图 7.30(a)，呈圆弧状，
为了将首尾两点频率调好，天线输入端串
联了一段 1.25λ的 SFT-50-3 开路电缆，得
到了如图 7-30(b)的效果。
实测驻波ρ
的频响曲线如图 7-30(c)所示。

5.

八元同轴缝阵

这是两个 4 元端馈并联阵组成的中馈阵，上下各画 2 元为例，图 7.31(a)为侧视图，图
7-31(b)顶视图与剖面图，以便看清上下关系。
这实际上是麦潜德平衡器的延长或变通应用，用作中馈串联[36].图 7-31(b)为顶视图，
由缝向中看的投影，强调的是上下反相，所以激励点在缝的不同側。
这种设计是作者采用的一种大胆设计，直接将内导体与外导体的缝边短接，看起来像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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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其实在外导体周长λ/2，缝长 0.72
λ时，约 240Ω，理论上若上下各用 8
元则两端各为 30Ω，中间为串联即成 60
Ω，实际上作的是上下各 4 元。
这种天线的场型不圆度≤5dB，缝
的方向强些。曾在 U 频段与 L 波段作过
数只，效果良好。尤其是 U 频段，由于
尺寸大，功率可以很容易作到 3KW，作
到 10KW 就得中馈并联才行，比那种方波
导式的简单多了，场型也好些。激励点不一定是圆柱体，可以是片状的，甚至在各激励点故
意加电容片；也不一定要在缝的中心。主馈两头剩λ/4 与外导体短路形成金属支撑与直流
接地，也可用来调匹配，但调时上下要对称，否则破坏同相条件；也可在中馈两边加聚四氟
乙烯片，滑动后粘住即可。

6. 槽天线谐振阵
这种天线有 4 槽与 8 槽的，图 7-32 为 4 槽的，这是飞毛腿导弹指令舱天线。8 槽的再
延长些即可。

注意上下馈电也是反相的，因此激励片接槽的方向上下是相反的，激励片约长λ/4，可
改变其宽度。用于 S 与 L 波段，尤其是 L 波段效果很好。宽度尺寸要比扁波导双面缝的窄一
半，场型不圆度≤4dB，驻波比 1.5 的带宽在 L 波段最高可达 200MHz。两端λ/4 短路块既是
支撑，也可用来调驻波，但上下应对称，不要差太多，以免口面不同相。这种天线一致性不
太好，因为结构尺寸不如波导的好保证，调整点很多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在 S 波段的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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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扁波导双面缝阵（结构简单，加工一致性好）
。
结语
本章介绍了阵列天线的一些基本设计思路，希望对读者自行设计的能力有所助益；但是
假如你是一个新手的话，还是由仿制开始为宜；找一个实践证明确实有效的样机，完全仿制
或按比例缩放，然后逐步消化，取得经验后逐步进行改进。
设计一个常规的阵列天线并不困难，一般是先提出一个增益要求或孔径面积的要求，以
及使用频段，这样大致轮廓就定了下来。采用什么单元排阵，一般由带宽决定。宽频带天线
要用并馈，其中又以均匀分布的利用阵列形状抑制边瓣的方法最有效最简单。而窄带可用端
馈式中馈谐振阵。而谐振阵设计中请注意对单元阻抗的选择，以得到尽可能宽的带宽。
阵列天线中最不好办的就是解决互耦问题，八木天线本身就是各单元互耦的产物，因此
特别怕与其他单元的互耦。这在极低副瓣天线与相控阵天线中是绕不过去的，但是在常规天
线中却是可以不管的一个问题。
虽然实例中有两个八木天线阵，实际上八木天线并不是一种好的阵元，尾瓣不易作低，
除非阵元不多，否则还是用全波振子(或半波振子)加反射网更简单更稳妥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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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测试原理与仪器

8.1 驻波比测量
1. 测量线
这是一种最直观，极不易出错的测驻波与测阻抗的设备.它的缺点是只能点频测试，速
度太慢，但是不得已时还经常用得着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扁波导等非标准设备，只
要在上面开一条缝就能测试了。由于大家都知道测量线，这里只提一下个人的体会。
关于探针耦合深浅问题。一般书上都强调耦合要浅，以免探针失谐影响分布带来测试误
差。根据作者经验对于同轴测量线而言，能深的话，还是深一点好。有一次作者在天线下用
一种仿苏的板线测量线，发现探针深浅对驻波测试值影响极大，探针很浅时为纯驻波，很深
时为行波；毫不夸大的可以说你要测出什么值，就可测出什么值。后来发现，探针太浅时，
耦合的是外皮外表面的场，分布极差。而探针深时，才是测量线内部的我们所需要的场，由
于这时天线匹配很好故呈行波，不同深浅时内外场比值不同，故可呈任意值。此例说明，在
测天线阻抗时，因为有天线在辐射，也就是说测量仪器外表皮上有电流，不能让它影响读数。
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耦合加深。
测量线设计中，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采用板线作测量线，结果是一点也未降低制造公差，
甚至宽度比内导体大 5 倍后照样辐射，因为辐射是由左右偏心引起的。有时不得不在测量线
底部将两个外板短路，形成 U 形，才能使用。既未降低公差又易辐射，插头过渡还引入难点。
当然现在作一个宽频带的反射电桥要比作一个测量线简单得多，不是特殊情况，已不会有人
再去用它了。

2. 旋转式驻波测量仪
旋转式驻波测量仪是在测试时与测量线的直线往复运动不一样，而是连续旋转运动的，
故称旋转式驻波测量仪，其实它与测量线一样，也能测阻抗。但习惯上仍称为驻波测量仪.
这种仪器现在用的人不多了，这里只介绍一些处理方法与解决问题的思路，而并不着重仪器
本身。
作者试制的旋转式驻波测量仪作了如下改进：
·改检波输出为高频输出这是因为雷达本身有接收机可作指示，犯不着再去配发选频放
大器，这就要求输出用转动交连，而不能用简单的滑环。
·这种仪器原本用于 30～1000MHz，但是使用中发现 200MHz 以下，已不能测天线驻波，
原因是耦合太浅，信号比外边漏过来的大不了多少；因此测试极不稳定，并与人的位置有关，
手放在上面与手不放在上面不一样。后来
将耦合下移 5mm，即将耦合增大了 10dB，
即得到明显改善，但也只能用到 80MHz。
·在原理推导中，发现原来的标准电
容，可用电感来代替。而用短路线后，只
要长度为λ/8 即得到导纳为-j，不用另
外校正，只要机械长度对即可；不单避免
了加工电容的难度（多层同轴电容，加工
难度很大），减少了调试工作量，还带来
了能用于测高功率驻波的优点（因为电容
间隙小，容易击穿，而短路线无此问题）。
这种仪器频带较宽（80～1400MH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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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是本身无抗谐杂波能力，要另加滤波器或谐振腔来解决这个问题，经常会发生测不准的
问题，毛病就出在忘了加滤波器这点上。除了能在高功率上测驻波这个优点外，现在有了网
络分析仪后，是不会再用它测驻波了。
这种仪器还有两种特殊的应用：
·接上匹配负载，在设定频率上，可得到一个能 360°连续旋转的移相器而且精度不错，
我们曾用它来检测与校准 30MHz 中频测相接收系统的相位准确度。
·另一变通应用是在全反射下，可作正弦衰减器，用作二极管检波器的校正。
作为拓宽知识面，不妨将其原理公式简单推导一下。这种仪器是在一个 T 形接头上方装
一段截止了的波导(图 8-1)，在圆波导内装一能旋转的耦合环来耦合磁场，为了得到纯磁场
耦合，前面装了片状极化栅，环上还对称装了电屏蔽片，耦合出来的射频信号经一直接接触
式的转动交连送出；T 形接头中部送入信号，剩下两头一头接待测负载，一头接到作为标准
导纳的±j。用电容可实现+j，用λ/8 短路线可实现-j，这里用的是λ/8 短路线。式中全用

导纳归一值。

Hx ∝ -I1 =-I2-I3
Hx = K(-Y+j)
Hy ∝ I3-I2
Hy = K(-y -j)
以 T 形中点 V = 1，则 I2 = y，I3 = -j，则耦合环中的磁场 H：
H = HxCosθ+ HySinθ
= K[(-y+j)jCosθ-(y+j)Sinθ]
= K[-y(Sinθ+Cosθ)+j(Cosθ- Sinθ)]
= K 2 [-y Sin(θ+45°)+j(Sin(θ+135°))
令φ = θ+45°

H = K 2 （-ySinφ+jCosφ）
= jK 2 (Cosφ+jySinφ)
由于我们只对相对值感兴趣，而一般仪表也只能指示相对值，则信号相对强度 Er 可写
成：

Er = Cosφ+jy Sinφ

(8-1)

众所周知无耗线上
Vx = Vcosβx + jIZ0Sinβx
而 I = VY ,则
Vx = V(cosβx+ jYZ0sinβx)
Z0 = 1/y0,则
Vx =V(cosβx+ jysinβx)
同样，测量线的指示设备也只能指示相对值 Vr，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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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 cosβx+jy Sinβx

(8-2)
(8-1) 与(8-2)完全相似，也就是说环旋转了一圈相当于在测量线上移了一个波长，因
此它既能测驻波又能测阻抗。
应该提一下这种探头可用于波导测高功率驻波，参见[37]。应当说这是一种在波导上测
高功率驻波的最简易的方法，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8.2 反射电桥
测反射还可用定向耦合器或魔 T，这里只谈电桥。
反射电桥又称电桥反射计或定向电桥，它不过是测反射系数的传感头。它只能测反射并
不能测入射。由于它的输出正比于反射系数，因此取名反射电桥是非常恰当的。有人称为驻
波电桥，其实驻波电桥只适于那种在里面已装入检波二极管，因而只有幅度信息没有相位信
息的电桥。

1． 基本原理
原理图与惠司顿电桥完全相同，只不过结构尺寸改小适于高频连接，并且不再想法调平
衡，而是直接取出误差电压而已。
如图 8.3 所示，除非 ZX = Z0 否则 a、b 两点间是有误
差电压 Vab 的。
Vab = V

Z x − Z0
3Z x + 5 Z 0

(8-3)

误差电压正比于失配，这种接法称为失配电桥。
假如像图 8-4 那样在 a、b 间也接上 Z0 (不妨称其为
输出端匹配电桥)：
Vab =

V Z x − Z0 E
·
= Γ
8 Z x + Z0 8

(8-4)

只有这样输出才正比于反射系数。反射电桥的名称也由
此而来。
假如有兴趣的话，可对误差电压 Va-Vb 自行作些推导。
⑴ Va-Vb 与 a、b 两点间相连的 RL 的关系由等效电路列三
接点电压方程可解出：
2
Va-Vb = V(Zx- Z0)/(3Zx+ 5ZxZ0/RL+ 5Z0+ 3Zo /RL)
（8-5）
当 RL 不接，即得（8-3）式结果，当 RL=Z0，即得(8-4)式结果。RL 为其它状态皆不适合，
越小则信号越弱，虽未丧失测失配误差的性能，但与反射系数真值有偏离。
⑵ Va-Vb 与 a、b 两点对地傍路阻抗的影响，假定 a、b 两点对地傍路阻抗皆为 jωL，由
等效电路列三接点电压方程可解出：
2
2
2 2
Va-Vb = V(Zx- Z0)/(8Zx+ 8Z0+ 13Z0Zx/jωL+3Z0 /jωL- 3ZxZ0 /ω L )
(8-6)
当ωL→∞时，可得(8-4)式
当频率较低时，ωL 变小，不单输出变小，而且开短路比值变大。开短路比值差 6dB 可
能是决定电桥使用频率下限的一个分界点。实践证明双线对称式平衡器不太适于 1MHz 以下。
既要满足 RL=Z0，又要对地阻抗高，只好用磁耦合式平衡器（即 1:1 变压器）将引出的 RL 对
地浮起来，才能作成低频反射电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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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桥的基本性能参数
定向性
在电桥测试端口经开短路校正后呈一根水平线，在接上精密负载后，光点应
下降，其 dB 值即定向性。一般定向性有 35dB 就不错了，对一般测量绰绰有余；要求高时，
要用精密负载校零反射，校后有效定向性即与负载的回损值相当。采取三项校正[38][39]
后电桥定向性即使低到 30dB 也无妨，但不宜再低(进口仪器有用到 16dB 的)，我们一般以
40dB 为优秀标准、35dB 为合格标准、以 30dB 为故障标准。
测试端口反射
这是指由测试端口向电桥内部看去是否匹配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作
到 20dB(回损)左右就不错了。这个指标主要影响大反射的测量，而通常主要是测小反射，
因此影响不算大，要求高时可加作三项校正校掉。
对于反射电桥这个指标好一些，对于失配电桥由于少了一个匹配电阻，这个指标不好，
反射理论值为 0.25 左右，因此测试端口开路时电压为 1.25，短路时则为 0.75，这就使得若
以开路为准时，测试数值要好 2dB 左右。某些人乐于采用失配电桥是因其信号强，并且回损
测好了近 2dB，便于通过验收测试。
插入损耗
输入端与测试端间的插损在 6dB 左右，而输入端与输出端的插损理论值为
12dB，我们作的约 14dB。
时间常数 对于驻波电桥由于输出有滤波 RC 电路，其值应在微秒级，但有的已达毫秒
级，这点在测有长馈线的天线时（如电视台发射天线就是这样）特别严重，此时测试结果与
扫频仪扫速有关。

3. 结构示意图
关于反射电桥的机理示意图见 8-5。其实只要知道误差
电压是差模，而输出是单端，因此这里要的就是一个宽带高
对称性的平衡器。为了能用于较低频，进口仪器双线对称式
平衡器每臂绕成两个线圈，用Φ0.4 同轴线绕制。我们也曾
用Φ0.5 的同轴线绕过，很难调节，后来改用Φ1.2 半硬线
直线排列，套上 6 个 4 孔磁心就行了[40]。
电桥使用频段非常宽，而且宽度主要受平衡器的带宽所限。
图上看来 a、b 间似乎少了一个匹配电阻，但由于平衡器为 1:1 的，因此接收机的输入
端将反应到此处来，若接收机输入端呈现匹配，则 a、b 间就相当于接了一个匹配电阻。
双线对称式平衡器虽然平衡带宽是无限的，但阻抗带宽却是有限的，为了改善低频特性，
国外仪器中是将双线的每根线用多个磁心绕成线圈，以加大电感减小双线对 a、b 两点的旁
路作用。我们作的低频只能到 5MHz，再低得另想办法，实在不行就分段作，因为除仪器带
宽特宽外，一般产品特宽的并不多。

4． 注意事项
这种桥很易损坏，主要是插头超差所引起，这里面有个 L-16 与 N 型的问题，虽然已于
1990 年 2 月 1 日宣布国标连接器也采用 N 型。但实际上 L-16 仍在大量应用，这样造成若用
N 型作桥，则 L-16 插上将损坏电桥，而按 L-16 作桥则螺纹不对，而且缝太大，对高频不利。
只好加一个公英制转换的保护接头，加保护接头后，精度会降低，但是若连保护接头一起作
三项校正，则精度也就恢复到精密负载水平。

8.3 射频指示设备
不管测什么，除了传感头（接收天线，耦合环，电桥，定向耦合器等等）外，总得要有
接收装置或指示设备，泛称指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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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射频指示装置就是一个检波头接一个电表或检流计，但这样作灵敏度太低，源
的功率要大，不符合电磁兼容要求。目前主要有检波低放式与全相参外差式接收机式两大类。
两大类指示设备的比较见表 8-1
表 8-1 两大类指示设备的比较表
全相参外差式接收机

检波放大式

有相位信息，能测阻抗、相移、群时延、故障定位

无

有谐杂波抑制能力

无（除非另加滤波器）

灵敏度高，-90≈-120dBm

-55dBm

线性检波动态大 80dB～120dB

平方率检波 40dB～60dB

成本(价格)高

成本(价格)低约一半

一般扫频仪或标量网络分析仪用的是检波放大式的，而矢量网络分析仪用的是外差式接
收机；但也有的标量网络分析仪是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功能简化型，只是软件简化，硬件仍与
矢量网络分析仪相同，不属典型的标量网络分析仪；它除不给（不是没有）相位信息外，其
幅度性能与矢量网络分析仪全同。这里只谈两种典型的情况，不强调这种矢量网络分析仪简
化型标量网络分析仪，它不是一种技术上的分类，没有必要把它单列成一类。其实原本网络
分析仪就只有一种，那就是矢量网络分析仪；后来把扫频仪加了归一器后叫作标量网络分析
仪，现在的标量网络分析仪根本没有资格叫作网络分析仪。
下面对表 8-1 中的比较项目进行说明：
1．相位信息
⑴ 有反射信号的相位，就能算出输入阻抗(这在 1.2 节中已讲到)。知道了负载在圆图
上的轨迹，就马上可以知道负载的性质，该采取什么方法匹配，还有无匹配潜力等等。

如图 8-6 所示，如有 A，B 两个规格的天线，若只在标量网络分析仪上选择，肯定
选 B 而不要 A，而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上看，A 比 B 有潜力得多，加个电容就比 B 好了。因此，
只看标量，有时会作出错误选择。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在全波振子对测试中就是 A 这
种情况。因此，在调试中首先要将天线阻抗调集中（在圆图上成团）。举例来看，反射网与
振子高度调节就有 A 这种情况，折合振子单边加粗也有 A 这种情况，然后再采取措施（如并
电容，串电感，调短路片位置，改平衡器内导体等）使其匹配。经常不是使中频处于圆图中
心，而是使整个频带处于中心某一小圆内，有时还得牺牲一下中频性能。没有矢量网络分析
仪能调好天线，是一个好的调试工；能用圆图会移动参考面调试一个天线使其达到指标，才
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工程师。
⑵ 有传输信号的相位就能测出天线阵面的相位分布，这对于相控阵来说是绝对必要
的，就是对于一般的同相阵，且不说近场测试，就是作个近场诊断也是很有必要的。多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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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两个天线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天线的效果，这大多数都是相位弄反了的原故。还有不少人剪
电缆就是按机械长度剪的，这在频率低，长度短时影响不大。而在频率高，电缆长时，再不
量相位那是不行的。
当然，测相位一般也只能比较相对长度，同时还存在一个相位模糊问题，对传输而言，
差 360°(对反射而言差 180°）是弄不清的，这就要用群时延或时域故障定位来解决。
⑶ 有相位信息就能测群时延，经过一个网络（也可能是一段线、一个放大器、滤波器
或一个射频系统）要想信号不失真不单要求辐频特性失真小，而且还要求时延误差小。矢量
网络分析仪中群时延是由频率变化时的相位变化计算出来的[41]。显然,没有相位数据何来
⊿Φ？譬如上下行有线电视以及无线电视中就有群时延要求，一般宽带放大器的群时延是不
大的，问题出在滤波器上。
群时延也可用来测电缆绝对电长度，但不如时域法直观 与准确。
⑷ 有反射相位后便于窄带时域反算以得到时域功能，能作同轴电缆故障定位或断面检
查。既然能定故障位置，因此电缆末端开路或短路即可测出其电长度，对于 2 米电缆(电长
度约 3 米)能准到±1 毫米，这种精度一般是足够的。
2.关于谐杂波抑制能力
一般国产扫频源的谐杂波在-20dB 左右，甚至杂散波只有-15dB，进口扫频源好的也就
在-30dB 多一些。外差式接收机对谐杂波的抑制能力皆在 40dB 以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而对于宽带检波低放的扫频仪与标量网络分析仪，不外接滤波器对寄生谐杂波就没有抑制能
力的，有时还会出现下面几种问题：
⑴ 天线驻波会被测大。
作者就曾经碰到两个折合振子作成的调频台天线，用 XS-14 扫频仪测出其驻波比为 1.5，
而实际驻波比只有 1.1。仔细一查，原来我们测的是 100MHz 左右，而该仪器此时却有一个
-15dB 的 150MHz 的寄生杂散信号，由于天线带宽很窄所以对该杂散信号呈现大反射，故测
出数据偏大；若测的是电阻，其带宽很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人用扫频仪测 450MHz
喜连川天线为 1.6，而且怎么也调不下来，而用 PNA362X 测，不到 1.1。这种例子就太多了，
可以说天线的驻波水平基本上反映了扫频源的寄生谐杂波水平，实在测不好，换个进口扫频
仪或矢量网络分析仪就行了。
⑵ 滤波器带外抑制会被测小

图 8-7 两种测试结果

某 1240～1310 的带通滤波器分别在 HP8620 和 PNA3620 上测试结果如下: 图 8-7(a)
所示是因为通带在 1200MHz,因此 300MHz，400MHz，600MHz 的谐波皆会出现，并且带外抑制
也下不去，而实际如图 8-7(b)。
⑶ 窄带天线增益会测低
有人反映缝天线测增益，不用 PNA362X 测不出增益。果然如此，也是谐杂波在捣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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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天线为一宽带 4 振子板状天线，比较天线也是同样的宽带 4 振子板状天线。当用扫频仪
发射时，由于谐杂波都收进来了，所以读数较强。而采用窄带缝天线后收得弱了，因为它带
宽窄收不到谐杂波。当换用 PNA362X 后，虽仍用宽带天线，但由于 PNA 有很强的谐杂波抑制
能力，它只收了它该收的频率，这样一来窄带缝天线就显得强了，因为比较双方都只收一个
频率，这样增益就测准了。这些问题全是实践中发生的，凭空想像还真想不出来。
3.灵敏度高
这是因为接收机带宽窄，并且采用相干检波带来的。灵敏度高后,可测高灵敏度接收机
的输入匹配情况，因为工作时信号很弱，假如用超过使用情况数十分贝的信号去进行测试，
显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这时前级的状态已变了。
4.动态大
动态大得益于线性检波（或混成零中频，当然也可直接在中频取样），而二极管平方律
检波一下就把动态 dB 数减了一半，这是很不合算的。其实，标量网络分析仪所处理的视频
信号动态比矢量网络分析仪大得多，
明明只有 40dB 的射频动态，而检波后的视频却变成 80dB
动态。所以标量网络分析仪能有 60dB 动态就很不简单了。
矢量网络分析仪具有 3、4 两项优点，因此矢量网络分析仪可以兼测方向图，不必另买
一套测试接收机。在加配硬、软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自动记录。
比来比去，标量网络分析仪只剩下一个比较便宜的优点，单从性能出发，标量网络分析
仪已无存在的必要，随着技术的发展、成本的降低，标量网络分析仪早晚将被淘汰。
5.关于二极管检波的几个问题
检波二极管在射频测试中，主要用于检测高频信号。由于频率太高的信号一般器件是无
法响应的，因此只好用二极管检出其直流分量（利用其单向导通特性）、或检出其调制分量
（利用其平方律特性）以便引入放大器，以改善检测灵敏度、提高稳定性、并增加其动态范
围。一般动态范围在 40dB 左右，采用换档技术后，动态可达 60dB。
直接检出直流分量适用于高功率场合、以及简单的扫频仪场合。一般动态范围为 40dB，
测反射时由于电桥引入衰减，一般只能测 30dB 以内的回损。在简单的高功率检测系统中，
直流检测是方便的，但请注意 3 个问题。
⑴ 直流通路问题
如图 8-8 所示电路，正常时 220V 交流输
入，输出直流峰值为 622V，现在有一个二极
管断了，请问输出电压多少？其标准答案为
311V，这就闹了笑话，由于此二极管断后无
直流通路，因此输出为零。
用简单检波头作测试时，与环配合不出
问题；与探针配合就成问题了(图 8-9)，此时
若换成带匹配电阻的二极管也就没有问题了。
⑵ 反向电压不够
在作 L 波段雷达高功率监测中，发现功率增大后读
数反而减小，将普通检波管(Vr=10V)，改成高反压管
2AP15(Vr=30V),甚至 2AP17(Vr=100V)，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出在脉冲雷达上，峰值虽高，而平均值不高，这种
问题在低频测交流电压时也存在。图 8-10 所示这种接
法，必须高反压管。 改用 8-11 电路就不需高反压管，
因为由电阻或二极管提供了反向通路。反向电压对检波
管而言高不起来了。当然这种结构用作检波头就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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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因此简单一些还是换只高反压管省事。

⑶ 检波特性的校准问题
一般采用在开路测量线上分
布为正弦波来校正，尽量在 30°
以内作完，否则校准曲线会饱和。
一般下面弯，上面直，在一定范
围内，加一个常数 C 相除即可，
(不必查曲线)。

Vb I b + C
=
Va I a + C

检出为低频调制份量者，若
晶体二极管检波的平方律较好，可直接用选放或对数放大器读数；最好用标准衰减器进行校
准，每衰减 1dB，读数也应小 1dB。

8.4 矢量网络分析仪
矢量网络分析仪能测相位，而相位是时间的函数，严格来讲应称作相量（Phasor）
。但
其运算与性质可借用空间上的矢量概念，因此习惯上仍称矢量而不称相量。
扫频的优点是快速而且能不漏掉窄带的细节，缺点是在带有长电缆的测试系统中会出
现误差，而且通常不能点频工作。频综跳频较慢，只适于测宽带器件；但能测带有长电缆的
测试系统，而且能点频工作；这在作近场诊断或方向图测试中是必要的。
对测试天线而言，一般同时只测一个参数，这时单测试通道已足够。对调滤波器而言，
最好同时看两个参数，因为两个参数间可能有矛盾。对隔离器、环流器等可能同时要看三个
参数，而对测管子可能要同时看四个参数，取决于用途。
电桥放在仪器内显得简洁一些，但要配昂贵的测试电缆。电桥放在仪器外面，可以保持
仪器的最高精度，不需要测试电缆，也便于维修。用测试电缆时要用到阴负载，而阴负载的
精度不易保证。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换 75Ω套件、SMA 套件或 100Ω、300Ω差分套件，一物
多用。甚至采用大功率电桥与滤波器，以便在邻台发射的情况下照样测试。

1. 普及型矢量网络分析仪 PNA362X 系列
P 为 Popular Portable Phasor 3 个字的缩写，NA 为 Network Analyzer 的缩写。1996
年底完成了第五代样机的工作，对原样机作了彻底的改进：硬件上加了倍频器扩展到
3200MHz、并加有双测试通道。整机结构彻底改装、单板机也改成卡插到无源底板上。而软
件上将三角表由 512 字节改为 4K，角分辨率由 0.7°改到 0.1°。重编了三项校正软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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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善了精度；还增加了时域故障定位功能，后来还加了方向图测试功能。可以说，天线
工作者只要有了它就能完成全套指标测试。
⑴ PNA362X 的特色是：
· 一体化设计
所有信号源，接收机……打印机等全部置于一个机箱内，便于独立
完成测试任务。
· 五个操作键
中文菜单运行，堪称“傻瓜式”网络分析仪。
· 体积小重量轻
重约 13Kg，为同档进口仪器的一半。
· 符合国情 频段设置与价格符合国情，价格约同档进口仪器的 1/4。
⑵ PNA362X 的技术特性如下：
-5
· 频率综合跳频，每点频率精度≤10 ，能点频工作。
· 可预设 6 种等距扫频方案，一种列表跳频方案。
· 跳频速度约每秒 10 点，对调滤波器而言慢了一些。
· 由于测完一点后才跳频，因此能测带长电缆的系统的指标。
· 频段范围 0.001~120，5~870，30~1600，30~3200MHz，30~6000MHz 5 种可选。
· 动态范围 测插损时 80dB，回损 50dB，增益为-20dB ~ +30dB
· 分辨率与不确定度
小插损分辨率为 0.01dB 不确定度在 50dB 以内为±0.2dB±(dB 值)4%。
小反射分辨率为 0.002，1600MHz 以下小反射不确定度约±0.01，以上为±0.02
相位分辨率为 0.1°，1600MHz 以下不确定度±5°/幅值，以上为±10°/幅值。
· 反射电桥定向性≥40/35dB 与频段有关。
· 有时域故障定位，能测电长度，并能查明电缆指标不好的原因。
· RS-232 串口输出数据到 PC，USB 口可直接保存数据。
· 50Ω负载回损≥46/40dB 与频段有关。
· 可选方向图记录功能。
⑷ 几点作法与说明：
· 用频率综合源就是为了确保频率精度，而且省去在一般扫频仪中都有的一块线性频
率电压转换的板子。
· 虽然三项校正能将电桥定向性改善，但 PNA362X 的电桥出厂时都是调到 40dB 的。
· 参考通道只提供相位参考，幅度先后由同一信号通道进行测试，这就避免了跟踪误
差。
· 本来国标 GB 11314-89 规定 1990 年实施，废除 L16 改用 N 型，但目前仍大量混用，
PNA362X 一度将插座按英制而插头按公制，并且减少螺扣数来保证互联。这在
1600MHz 以下是不成问题的，而到了 3000MHz 后，内导体间的 0.3 的间隙已影响
到合格标准了，因此高端桥按英制，而低端桥与面板插座曾是公英制任你插，现在
N 型已成主流，只用 N 型了。
· 当有了 1600MHz 的仪器后，采用倍频器可以很简单的得到了 3200MHz 的仪器。有
了 3GHz 的仪器后，再采用倍频器也可以得到 6GHz 的仪器，但就不那末简单了。
· 采用相关器检波（也可称相干检波，也有人称混到零中频，都是一个意思，采用参
考中频与信号中频相关即得）。所谓相关，其实就是用参考中频搬动一个开关，让信
号中频来回正反接到一个测试放大器的输入端，从而得到幅相检波。由于开关用的
不是高速器件，开关之间会出现小的尖峰，若有更快的开关就好了。在现在已有高
速 A/D 的情况下，有可能直接中频取样会更好些。
· 测方向图在天线测试中是比较费事的，PNA362X 可选测方向图功能，并提供简易转
台，码盘（1°一槽以便 1°取一次样）与光电开关，可由机内小打印机打出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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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送到 PC 机，以便打出大的方向图，并提供所需软件。
· 反射电桥是用印制板作的，测试时若插入超差的插头则印制板上的内导体不是顶皱
皮了，就是掰断了。PNA362X 将内导体插芯尾部开叉骑在印制板上，这样作后牢度
大大改善，但对调试增加了困难，但是可靠性更重要。

2.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校正、检定与设备
矢量网络分析仪要校准的有频率准确度、幅值准确度、相位准确度、回损的准确度。频
率准确度是最好办的，找一个精度高一点的频率计来对一下即可，甚至只要对对时钟频率就
够了，因为频综是要与时钟锁住的，下面谈一下幅相与定向性问题。
(1) 幅度准确度
一般只要找到一个标准步进衰减器即可，最简单的就用 HP8495 或 HP8496 即可。当然用
截止式衰减器也可以，但不如用 0dB 起始的步进衰减器。校对小衰减值时，衰减器两头最好
各串一只 10dB 衰减器，大衰减时就不必串了，否则影响动态范围。
⑵ 相位准确度
若有标准线的话，最好用传输法测试，但一般还是可变短路线容易获得。因此可在回损
状态下检定相位精度即可。由于此检定是在大反射下进行，为避免信号的牵引，电桥输入端
允许串入 10dB 衰减器。致于如何校开路，短路要根据线的长短与检定频率而定，如 PNA362X
规定 1600MHz 的仪器在 1250MHz 处检定，因为此时每 10mm 对应 30°正好是整数。对 3200MHz
者用 2500MHz，此时每 5mm 对应 30°。可任选检定频率，但不如这两个频率数字简单。
⑶ 测回损精度
由于对仪器幅相精度已通过检定，对回损的测试精度就看电桥了，假如检定时又作了三
项校正，那么回损测试精度就取决于负载了。
①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拥有一个经过计量合格的负载，平时不去用它，只在关键时比
比对。即使是微冲公司的 26N50 也不是每只都是一样的，有条件的话最好在多个中选择一个
留下来作标准。当然若只是测测产品，那用不着这样费事，因为一般产品驻波要求为 1.5(电
视为 1.1)，但假如你的产品是精密负载或电桥那就要费事点了。一般用户有问题寄回厂家
即可。
作者研制定型过两种负载：一种是用自制片状电阻作的，反面还有电容补偿，回损可作
到 46dB，但最高只能到 1800MHz，而且不够结实。另一种是用Φ3×9 的无感电阻作的，作
到 3000MHz, 40dB，问题是这种电阻不够稳定。制作负载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稳定的、
有台阶以避免尺寸突变的金属膜电阻，一个是没有 0.0Ω的软导电橡胶。因此有时不得不担
心零反射校正，因为负载不稳定就越校越不对。我们宁可把电桥作得好一些，因为桥内器件
全是焊死的，只要不用超差插头往上插，它的稳定性比负载还好些。不推荐通过电缆进行测
试，因为通过电缆后要用阴负载来校，而阴负载就更不稳定了。用好的负载作标准一般只适
于 6GHz 以下，再高时应用滑动负载。
②
滑动负载 它是一种能在均匀线上滑动的负载，驻波并不一定要很小（一般在
1.05 左右），但要求滑动时驻波不变，只变相位。这样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上就画了一个圆，
圆的半径代表负载的反射幅值，圆心偏离圆图中心的矢径即电桥的不确定度（或称剩余驻波，
或称定向性误差），校几个频率就要拉几次，好在负载与仪表都是宽带的，一般只测最高频
即可。用匹配反射计法时，也离不开滑动负载。
③
偏置负载与标准线 由于反射较小时已与定向性误差相当，两个信号就分不清。
干脆将电桥偏置，即将标准负载换成-20dB 的负载，这时就可利用长线将其分开了[40]。
长线一般长 300mm，一端有支持片一端没有，没有的一端接负载，有支持片的一端接桥，偏
置不一定要准，但要基本上是宽带的才行。
④
空气标准线 这是一段尺寸很标准的同轴线，接头也是特制的，保证内导体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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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它可用于λ/4 法中，也可用于 TRL 法中，总之由于它是已知的，标准的，经过它与
不经过它测出数据就可多一种状态，多列一组方程，以便解出未知数。

8.5 各种附件
1. 各种转换接头
由于实际产品的插头各种各样，而仪器的测试接头通常只有一种，这就有个转接问题，
而且它要参与到测试值中去，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检测，有几种作法。
⑴ 在转接头后接上相应的负载后，测其输入驻波，此法虽简单，问题是不易得到各种
不同连接器的标准负载。
但对于某一具体单位，对于某种常用的尺寸型号，作些专用负载也是必要的。
⑵ 将两个转接器对接起来后仍接仪器标准负载，进行测试，由于可能偶然会碰上两个
反射会抵消的情况，因此测试频带应尽量宽，偿若宽带内并无起伏，才能证明转接器无问题。
⑶ 两个转接器对接接负载后的驻波若很小，而且在两个转接器间再串入一段对使用频
率为λ/4 的标准线后的驻波仍然很小，才能证明这种转接器在这个频段没有问题，因为第
一次测试若反射抵消而经λ/4 就会变成叠加，因此两次结果皆好，才是真好。
⑷ 转接器的本身反射（S11）能作到 40dB 是很好的，也是很难的，尤其是频率高时譬如
3GHz 能到 30dB 也就能用了。对于尺寸较大的转换，可用时域法检测，找出关键反射点，以
便改进。

2. 标准负载
经常会用到标准负载作为零反射，用来校正电桥的定向性，但标准负载是否合乎标准
呢？
⑴ 与另一经过计量的负载相比较，作法是用已知好的负载校零反射后，再进行测量即
可，此法最简单，而且是宽带的。
⑵ 匹配反射计法，在反射电桥后连接一匹配器再接上滑动负载，调节匹配器使得滑动
负载滑动时驻波不变，即认为在该频点上反射计是完全匹配的，此时再换接待测负载， 即
可得到负载的驻波，但只能得到一个频点上的数值，要得另一频点还得再匹配一次。
⑶ λ/4 标准线法
先测出直接接负载时的反射系数幅相Γ1，
再测经λ/4 标准线后测出的幅相Γ2，在纸上用
量角器画出两次的矢量图(图 8-13)。即可解出
ГL 为负载之反射，ГB 为电桥之(定向性)误差。
λ/4 法更适合在波导系统中使用，详见
9,5,2 之 2 中各项。
标准负载在低端能作到 46dB，而 3GHz 能保
持 40dB 就不错了。
⑷ 用偏置负载与标准线再用纹波录取法即可量出小的反射[40]。

3. 电桥
电桥与负载之间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没有好桥作不出好负载，反过来没
有好负载也作不出好桥，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检测电桥与检测负载差不多。
⑴ 在电桥校过开短路后，接上好的负载，测出剩余信号即代表电桥的定向性，生产时
就是这样作的，也只有此法最方便。
⑵ 拉动滑动负载，驻波应不变，在阻抗圆图上看应为一个圆；而此圆的圆心与仪器的
圆图的圆心的偏离值，即剩余反射或定向性误差，而圆的半径即代表负载的反射，当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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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此值并不起作用。
⑶ 仍然采用λ/4 法，桥与负载皆可得到校正。
⑷ 两段标准线法 由于λ/4 法要有相位值，但采用两段标准线法即可不要有相位。作
法是先直接接负载测一次得到ρ1，桥与负载间串一段标准线线长 L1，再测一次得ρ2，再接
另一根 L2 的标准线测一次得ρ3 这就可得到三个方程[40]
2
2
2
ρ1 = Vd + 2VdρxCosΦ + ρx
2
2
2
ρ2 = Vd + 2VdρxCos（Φ - 2βL1) + ρx
2
2
2
ρ3 = Vd + 2VdρxCos（Φ - 2βL2) + ρx
有了三个方程即可解出 Vd 与ρx，Φ无影响。
后两种作法显然是麻烦的，但它确实能分清问题。在作旋转式驻波测量仪中，仪器的剩
余驻波为 1.1，但却调出了 1.02 的负载，就是靠的λ/4 法。当然，现在有了好的仪器是没
有必要这么费事去干这个的，但是多知道几种方法并无坏处。

8.6 窄带时域反算的实践
为了找出一根同轴电缆的故障位置或指标差的原因，就要作时域故障定位检查。这在以
往都是用时域反射计来进行测试的，这种仪器是发一个极窄的视频脉冲（ns 级）后看其反
射波形。这就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有死区，发射脉冲内的反射被淹没了。二是不能测波导系
统，三是使用频段无法控制。现在大量采用的是先用频域测试后，反算到时域，这种作法避
免了上述缺点，但却带来了一个理论性的问题，窄带时域反算行不行得通？

1. 窄带时域反算
由频域反算到时域，理论上要求频率由 0 到∞, 这显然是不实际的，一般的仪器达不到
这种要求。反过来说这种要求合理吗？由实际的需要来看，一般雷达的带宽不过几百兆赫，
而电视台不过 8 兆赫，用超过系统带宽的信号去测试，并不能反映真正系统的运行情况。对
于波导系统那就更明确了，低于截止频率它不通，高于临界频率又不能用，只能作窄带测试。
另外在普及型仪器中，采用单片机或单板机，由于内存有限，时间又不宜太长，不得不
采用最简单的作法。

2. 具体作法
实际的电缆长度都是有限的，这就可以把电缆长度看作周期函数的一个周期来处理，这
就将富氏积分运算降为富氏级数求和。它的缺点是带来了一个模糊距离的问题，测试时要按
长度选择测试距离大于待测件长度，以避免模糊。
模糊距离 D=150/⊿F
（8-7）
⊿F 为 1MHz 时 D 为 150m，距离档选定后，⊿F 就选定了。所谓窄带测试，就是由某一
频率点 F0 开始，依次按 F0+⊿F、F0 +2⊿F、……到 F0+N⊿F，即 N+1 个点的频域测试，总带
宽为 N⊿F。这就与富氏级数有了差异，不是由 0 开始而是由 F0 开始， F0 有可能到 3GHz。而
高端也不是∞，而只是 F0+N⊿F。这样反算的结果时域全反射的波形将不是一个窄的矩形脉
冲，而是一个均匀分布同相阵的方向图函数（式（7-1）
），呈 SinNΦ/NSinΦ形式。
N 的大小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影响分辨力。分辨力按 3dB 计为 133÷（N⊿F）
，
按零信号计为 300÷（N⊿F）。实际上，约 200÷（N⊿F）就能分辨了。即需分辨相距 1m 的
两个反射点时，要 200MHz 带宽，依此类推。
这样作的后果仅仅是降低了时域分辨力，而不会丢失反射点（这个结果如同雷达看到的
飞机只是光点一样，并不能因为分辨力不够而否定雷达的作用）。实践证明，分辨力越差反
射越大，而起伏个数减小。因为分辨力差时看的是一段反射的总和，所以信号反而增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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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作虽然不符合时域的实际，但是却有助于找到实际的问题。窄带测试还可换一种说法来理
解，假如反射点的反射系数与频率无关，那么这种线性组合的运算，多算几项少算几项是不
会有实质性的影响的。假如与频率有关，那么应该只测使用频率，才能反映客观情况。实践
证明电缆分布反射曲线是与频率有关的。
窄带时域反算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通过实践发现它更符合实际要求。普及型矢量
网络分析仪 PNA362X 就是采用反算方法，才增加了时域故障定位功能的，而这种功能对找
电缆毛病是非常有效的。

3. 几点解释
⑴ 模糊距离的含义
①对于一段长为 L 的同轴线，本身是个非周期性的问题，本应用连续频谱作富氏变换
解决，但这样作测试与计算难度与工作量都很大，很不实际。
②假如已大致知道长度为 L，那我们可以取一个距离 La，让 La＞L，并且我们假设这

个现像按 La 周期重复下去。如图 8-14 所示。这样作对解决 La 以内的故障定位毫无问题，
问题出在大于 La 的地方，La 就是人为定义的模糊距离，它也就是看成为周期函数的周期。
这样作就由富氏变换转成富氏级数（而实际作时，更简化为阵列方向图函数）。测试的是离
散的点频，即 f,f+⊿f,…f + n⊿f,测试与计算大大简化，这才能在 PNA362X 上实现。
模糊距离是由⊿f 决定的，反射相位Φ为：

lf
Φ = − 2 β l = − 720 o / λ = − 720 o lf / 300 = 2.4°

（8-8）

式中 f 的单位为 MHz， l 的单位为 m 。

ΔΦ = − 2 .4 o lΔ f
模糊时⊿Φ=360°（由于 360°与 0°是分不清的，故称为模糊）。以其代入，得：
360°=-2.4°LaΔf,
这就得到了式（8-7）。
⑵ 分辨率(力)的理解
① 在时域上看，如雷达的发射脉冲宽度为
τ，如图 8-14 所示.则τ即为分辨率，在τ 内
是分辩不了的。
由信号处理（脉冲函数的展开）知道，一个
宽度为τ的脉冲其基本频率带宽为 1/τ，大致理
解为 1μS 的周期脉冲的带宽为 1MHz，也可说
τ×BW ≈1
或
τ=1/BW.
② 1μS 在空间电波所走距离为 300M，对雷达而言反射波为 150M，（去 150，回 150，
实际走了 300M），由直观概念可知 1μS 脉冲的分辨率为 150M，即分辨距离
Dr=150÷（BW） =150÷〔（N-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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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上式是由直观概念推出的，若由零点推分辨率，则
Dr=300÷〔（N-1）⊿F〕
式中（N-1）⊿F 为总带宽。而实际情况在两式之间，约 Dr=200/总带宽。
(3) 还可换个思路，把整个过程看成是一个阵列口径的方向图函数，以角度对应距离，
⊿F 对应元距，（N-1）⊿F 对应总口径，则方向图的波束宽度对应分辨率，栅瓣即对应第 2
个周期的模糊响应，控制元距不使栅瓣出现，也即控制⊿F 以控制模糊距离，这种说法对搞
天线的人来讲更熟悉一些。

8.7 对取样变频的理解
取样变频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不少人甚至 HP 公司的说明书中却称
其为谐波混频（连取样脉冲发生器也称为谐波发生器），这是一种误解。这可能是因为大家
都习惯了混频式的外差接收机，以为只有混频才能得到中频。其实取样变频是另一种决然不
同的方法来得到中频的，与混频毫不相干。

1. 基本原理
取样变频的思路来源于取样示波器，它是通过取样把原来显示器上来不及显示的信号
（一般在 GHz 以上），变慢到常规示波器能看能同步的范围就行了。而取样变频则是不但要
降低频率，而且要使超高频信号变成固定的一个能保持高频相位的中频信号，也就是要与高
频锁相。下面对其基本原理与公式作简单推导与解释。
首先举个例子，看看取样变频的过程，如图 8-16 一个高速变动的信号 RF 是如何通过取
样变低的，图上画了一个有 36 个周期的 RF，假如我们第一次在 t=0 时取样，则 V=0，在 t=
τ时，让它取第二个周期，设在 10°上，即得 V=Sin10°，t=2τ时，取在第三个周期的
20°上……，依次经过 36 个τ，刚好把 36 个周期的取值的 36 个点拼成一个完整的 IF 周期。
这就将频率降低为原来的 36 分之一，而且由于每个 IF 周期由 36 点组成，波形很易恢复。
假如我们每两个 RF 周期取一次样，仍然得到每个 IF 周期 36 个点则频率将降为原来的
72 分之一，假如隔 10 个周期取样，甚至几百个周期取一次样那变比就更大了。

2.基本公式
·设信号频率为 RF，取样频率为 SF，中频为 IF。
原理示意图(图 8-17)非常简单，只要能控制 SF，就能
得到所需的 IF。
·每次取样必须在原波形上错开一个相位⊿φ，这
是显然的。若不错开而是同步的去取，则取出的不是 0，
就是取出的值不变（直流）。
设取样脉冲间隔为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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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IF 其相移⊿φ=2πIFτ这个等式是无条件的，只要是连续波就成。
对于 RF 其相移⊿ψ=2πRFτ也是永远成立的，但若
⊿ψ=2nπ+⊿φ
这个等式就是有条件的了。当这个等式成立时，也就是说在取样的一瞬间，因为 2nπ
是看不到的，能看到的是⊿ψ=⊿φ，这就是锁相条件，能锁住相位所得到的中频完全保持
了高频信号的相位，这就使得人们能在固定中频条件下来得到高频的相位信息，使得矢量测
量得到简化。这个条件再展开一下即得到三个频率间的关系式。
⊿ψ=2πRFτ=2nπ+⊿φ=2nπ+2πIFτ
代入 τ=1/SF，约去 2π则得到：
RF/SF = N + IF/SF 即得
SF =（RF-IF）/ N
（8-9）
事实上用⊿ψ=2nπ-⊿φ也可锁住相，如法炮制得到
SF =（RF+IF）/ N
(8-10)
在 PNA362X 中我们用的是后者。
3.特点与限制
主要是与混频的比较
⑴ 由于工作在开关状态，故损耗很小，不像混频一般损耗在 6dB 以上。
⑵ 与相干检波结合应用，只加滤波电容即可将本身的谐杂波干扰抑制达 40dB 以上，
而混频中放必须靠复杂的滤波器才行。
⑶ 假如把公式整理一下得 IF=RF-NSF 或 IF=（N+1）SF-RF 就会给你一个混频的错
觉，若是谐波混频的话，则每一次谐波皆对应有两个输出，有 n 次谐波将不小于 2n 个输出，
取样变频的输出在只有一个信号加入的情况下，只有一个输出而且是中频，因此它决不是谐
波混频。
⑷ 取样源只要有一个倍频程变化即可完成 100:1 的频带接收，如 PNA362X 取样源为
9-18MHz，却完成了 30-3200MHz 的变频到 600KHz 的作用。若用混频则要作 30±0.6 到
3200±0.6 的本振，覆盖也是 100:1 不但繁而且难，由 3200MHz 混到 600KHz 可能要两次混
频。
⑸ 要求源很稳定，否则锁相锁不住，混频无此要求。
⑹ 由于响应为梳状响应，即有可能收到 2N 个干扰，因此不宜用于对外敞开的场合，
只适于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工作，如矢量网络分析仪中只有一个信号源。混频则由于具有各
种滤波器，适于用在敞开场合，如用到通信、雷达、电视中等等。
由 HP85301B 的本底噪声为-107dBm，HP85301C 为-98dBm 来看，两者约相差 9dB，即取
样的比混频的差 9dB。
以上是在 PNA362X 研制中的一点体会，取样变频以其简单高效而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中得
到广泛应用，它决不是什么谐波混频。
由于技术发展，矢量网络分析仪采用基波混频的多了起来。

8.8 DDS 的频率分量
对已有的数十位的相位累加器中相应的正弦曲线表中，按 fc 时钟脉冲间隔去取样（取
表中的代码）
，再由数模转换器 DAC 发出的这样一个取样系统的频谱特性给以简单而确切的
解释，这就是本节的目的。
这种信号产生的方法是一种开环的过程，但由于 fc 通常为晶振，因此其产生信号仍是
相当稳定的，故称之为直接数字频综 DDS(Direct Digital Synthes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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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看看一个取样过程会产生多少频率分量。

1.基频 f0 数值
由于 fc 已知，则脉冲间隔即为τC = 1/fC。每个器件的相位粒度（或分辨率）δФ，也
是给定的，
-P
δФ= 2π·2
P 为相位累加器位数，AD9850，P 为 32;AD9854，P 为 48。每个脉冲间隔的相位增量为
⊿Ф= NδФ=ω0τC
-P
N·2π·2 = 2πf0/fC，
所以基频分量
-P
f0 = fC·N·2
(8-11)
2.对影频的解释
人们希望得到单纯的 f0,遗憾的是总伴有影频出现，如何解释或理解呢？下面我介绍 3
种说法。
⑴ 由取样脉冲造成了多个频率分量
让我们看最简单化的情况，当取样脉冲发生器高到极限时，高次项已不存在，就剩
下一项基频与直流:
V = a0 + COSωCt
a0 为直流偏压，假定为直流耦合，而且 a0=1，则
VC = 1 + COSωCt
这种简化是有根据的，一般时钟
脉冲到极限时，就成为一个加了偏压的正
弦波。如图 8-18 所示。
由取表得到的波形为 Sinω0t，取表过
程与取样过程相同，它是取样脉冲同 Sin
ω0t 相与的过程，也就是个相乘的过程。
故
Sinω0t [1+CosωCt]
= Sinω0t+ Sinω0t CosωCt
= Sinω0t+(1/2)Sin(ωc+ω0)t-(1/2)Sin(ωc-ω0)t
(8-12)
这就是简化了的情况，一共三个频率分量,一项基频 f0，两项影频。第一影频为 fCf0，第二影频为 fC+f0。此两影频对 fC 而言互为镜频，而对基频而言毫无镜像之意，有人译
为镜频似不妥，由于此两频与基频形影相随，故译之为影频(原文 Image Frequenc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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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主要用基频，这是因为覆盖比大（譬如 2 甚至 2 ）、分辨率高、滤波容易（用简
单的低通即可），若有必要当然也可用第一影频，优点是可以得到更高的频率，但覆盖比低
（在 2 以下）
，滤波要求高，（具有高低端陡峭的带通滤波器，或高 Q 的谐振腔），至于有无
更高的频率分量，那就要看取样脉冲的尖锐程度，正如同阶跃二极管可用来得到十几倍的倍
频，DDS 也有这样可能，但这似乎并不是 DDS 的正常工作范围。
⑵ 由相位的取值来理解
由于三角函数是周期性的，在极坐标上表示时，一圈为 2π（或 360°），若⊿Ф=π/q，
也可认为它是 -（2π-π/q）。以地球为例，若往东走过 10°与往西走过 350°是等同的，
在表上查的位置是相同的，但一个是正向查表⊿Ф，一个是反向查表；反向查的相位增量大
一些，为-2π+⊿Ф，
（负号不计，因为正反查到的数值都是一个数，因此输出包络相同，但
相位增量不同，相位有正负，而频率只表示每秒变动的周期，永远为正。
124

2π-⊿Ф=2π-2πf0/fc= 2πfI/fC ,所以 fI = fC- f0
不但如此，对于+⊿Ф时+2mπ(所谓的相位模糊)也无妨，故得 2mπ+⊿Ф = 2πfIm/fC
即 fIm+ = mfC+f0， 而对于反相，也有±2mπ问题，
（同样不管方向）可得另一组影频
fIm- = mfC-f0， 故 DDS 产生的频率分量依此为 f0，fC-f0，fC+f0，2fC-f0，2fC+f0……
⑶ 由查表绘图来理解
这是最笨的,但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只要将一次次的取值画出来，就会发现当 N 值取为
2 的倍数时，组成波形比较单纯（这种情况总共只有几十个，即相位累加的位数 P-2，因为
等于 P 时即时钟，用不着去取。等于 P-1 时为 2 分频，也用不着去取，甚至仅仅只为 2 的倍
数的话，那是没有必要用 DDS 的），而不是这种情况时，即出现调制波形。
为了容易看清问题，让我们看一下 n = p-2 附近的情况，即将一个完整的波形分 4 次拼
成，现在假定 n = p-2 附近，但不等于 p-2，这时查表就会发现，开始时取出的零点很深，并
且取出的最大点接近于 1。而当隔一段时间后，由于 n ≠ p-2，因此要错开一个角度，而且
慢慢积累。你就会发现，取出的零点不深，而且取出的最大值也小了。
你用示波器看就会看到像糖葫芦似的波形，只看一个周期的话就会看到包络发花的波
形，也就是调制波形，而调制波形即两频相乘，用三角公式即可分成是两个信号叠加的后果，
因此影频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寄生杂散的信号，但不是虚假的。
现在将上面的一些结果归纳一下
· DDS 的频率分量有 f0，以及幅度小一半的 fC －f0， fC+f0，以及幅度更小的 2fCf0，2fC+f0……
·fC－f0 与 f0 不是镜频关系，只能称为影频。影频好像镜频，但不是镜频，有的资
料写成镜频的提法是不严格的。
·出现多个频率分量是这种作法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能量的，并不是虚假
的，也不是表的位数与 DAC 的位数不够造成的（这些所造成的杂波信号的电平更低。
）
·f0 是 DDS 的主要工作频率，SFDR（无寄生杂波动态范围）大，变比大（在 230
次以上），频率分辨率高（粒度小），而且滤波容易，但不宜接近 fC/2，一般只能到 fC/3，有
人认为可能到 0.4 fC，这要看你作的滤波器的水平，以及你允许的信杂比。
·用第一影频 fC- f0 或更高的影频作输出是可行的，但变比小（＜2），滤波困难（要
有高低端陡峭的带通滤波器或高 Q 腔），信杂比稍低一些，使用时利弊应当权衡一下。

8.9 其他
1. 关于近似公式与有效位数
这方面的问题在大学中曾学过一些，但有些人仍然以为位数越多越准，对有效位数
的概念并不明确，对近似算法不习惯，下面谈谈本人的一点体会。
⑴ 有效位数概念 以测量一个 5V 电压为例：
在工程技术中尤其是测量中经常碰到有效位问题，5V 与 5.0V 或 5.00V 他们的意义是
不同的，5V 只准到个位，而 5.0V 准到小数点后 1 位，5.00V 则准到小数点第 2 位，小数点
后数字右面的 0，通常是可以抹去的，但若真有足够的准确度时，是不应该抹去的。
要习惯用浮点来表示数值，浮点的数字位即有效位数。
要注意经过运算的有效位不能超过原始数据的有效位，如反射系数测定时准到 0.01 已
属难能可贵，即只有两位有效位；因此计算出的驻波，回损，阻抗等数值也不可能超过两位，
而通常仪器上的读数皆超过两位，但你要心中有数，只有两位是准的，其它位是算出来的，
并不有效，不要为假象而迷惑。
最令人不解的是有的进口扫频仪明明说明书写的是频率不确定度 12MHz，而显示数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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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显出了 Hz，虽然分辨率高于准确度是常有的事，但也不应差 7 位数，连兆赫都准不了，
怎能算出赫兹来，这是一种假数字显示仪器，
（它是测 VCO 电压反算的，并没去测频率），而
频率综合源才是真正的数字式仪器。
对于高频测量，同一器件用两台仪器测试，会得出不同数据，这是正常的，但只要有效
位对，或者说在仪器规定的不确定度内就行了，要想通过互相间的检验，只有产品的指标富
裕些，太临界了就不好办。
⑵ 近似公式（近似计算）
这也是一种为初参加工作者不易接受的一种作法，但只要用得得当那就可以大大简
化推导过程或者容易得到结果，而且数值具有够用的准确度。
在阵列方向图的公式推导中，假定各元到远区某点 P 的辐射中，只考虑中心的距离
而不计算及各元与 P 的距离差别，这就是一种近似。换句话说，就是各元与 P 点间的距差（或
程差）只反映在相移上，而不反映在幅度上，这是一层近似。另外在程差的推导上，假定各
元到 P 点的矢径是平行的，这就很容易得到常见的程差公式Φ=βdSinθ，即远场方向图计
算中已引入两项近似计算，这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当然在近场计算中就不合适）。
在驻波比计算中会用到ρ=（1+|Γ|）/（1-|Γ|），若|Г|较小（如 0.1）
，则
ρ＝１＋２|Г|，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例子。
下面要提到一个更大胆的例子，作者在推导陶瓷谐振腔 Q 值公式中作了多层近似，
不妨强调一下，以示近似计算的必要性与有效性。
·陶瓷谐振腔原本为一有耗线，但处理成无耗线带有一个小于１的|Г|，也就是将
αL
αl
e 提出，并且假定αL 在一定范围内与频率无关而用|Г|＝e ，这就成为一般常用的无耗
传输线了。
·在输入阻抗计算公式中当|Г|→１，Φ→180°(λ/4 短路腔)时，
分子＝１＋|Г|，而分母为１＋|Г|－j|Г|SinΦ,因为 CosΦ→１,因此只要分母中虚部等
于实部即得到３dB 点的⊿Φ。
· 再利用⊿Φ→０时，SinΦ≌⊿Φ＝（１－|Г|）／|Г|＝１－|Г|，以后得到
了 Q=1.57/(1-|Г|)的简单公式，只有多次近似才能得到如此简单的公式，对于一般测试来
说，精度是足够的。
2.广义模拟法
虽然作者并不确切地知道广义模拟法的定义，但作者确实用过一次广义模拟法。事
情是这样的，在板线平衡器试成后有一个参数无法解决，那就是板线中有了内导体后的差模
特性阻抗本人不会算，怎么办呢？在射频中同轴线的测量是很准的，而双线差模就难办了。
看书后发现双线的特性阻抗的公式与截面电阻的公式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于是我就在水桶
中测起它们的截面电阻来了，因为双圆导体 Z0 是有公式的，其它截面的断面电阻测出后与
其一比较即可。板线平衡器中的差模公式(5-12)就是这样拟合出来的。开始时用直流作，发
现很不稳定，因为电解出的气泡无法去掉，后来改用 50Hz 交流就很稳定了。
这就是广义模拟法的一个例子，要测的是特性阻抗而测的却是截面电阻，这种作法对数
学水平高的人看来可能认为是种儿戏。但是它的确解决了问题，一个能符合工程计算应用的
经验公式就这样得到了。
3. 射频情况下的地线概念
在低频时，我们认为地代表零电位，某个端点接了地线，就等于回到了零电位。但
随着频率的升高，情况有所变化。譬如，短波收音机的天线输入端用根线连到地上（或自来
水管上）则信号反而增强，地线起了天线的作用，也就是说频率高了对地线的理解要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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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对高频以上的信号通常是用同轴线来传输的，把心线看成是高电位，而把外皮看成
是地，因为外皮接不接大地并不影响信号传输，而且手摸外皮也毫无影响，事实上造成这种
后果的原因是外皮形成了屏蔽线，而并不在乎外皮是否真正接大地。
有的天线的确是在天线与地线间加了激励电压，这就是常见的单极子，而同轴线外
皮接到地网上。但若是水平对称振子有没有地它是不在乎的，因为激励电压存在于对称振子
的两臂之间，一定要引入地的概念的话，那么阵列天线的反射网或板是可以看成地的。但此
时地的概念不在于等电位（这个已办不到了）而只是给出个边界条件，使其切线方向电场为
零，为了保证这点反射板会激起相等相反的场，也就是说起了反射作用，反射网的作用是反
射而不是接地。
接天线的电缆外皮若是有了辐射，除了采用平衡手段外，光接地线是没有用的，要
想一个东西不辐射只有将它完全用金属屏蔽起来。
在射频上只有平衡与屏蔽，没有接地一说。
4.电视机输入口加天线放大器有没有用？
一段时期流行过在电视机输入口加所谓天线放大器，这是一个有关噪声的系统问
题。不妨来谈一下什么时有用，什么时没有用。一般来讲是没有用的，而且是有坏处的，这
是因为放大器虽然放大了信号同时也放大了噪声，更不妙的是它还产生了噪声，因此经过放
大器后信号是大了，但信噪比却减小了。什么时候有用呢？那就是信号实在太弱了，此时同
步是主要矛盾，而图象质量差一点无妨时才有用。假如天线在房顶，那放大器必须也放在房
顶，其目的在于保持信噪比不致被电缆损耗所降低，放大器放在电视机入口是没有用的。
即使是在一个接收机中，高放增益、中放增益与视放增益虽然都是电路的增益，也
都是不可取代的。更何况天线的增益它的含义完全不同，它是由空间方向图形成的增益与电
路上的增益毫不相干。这种加放大器的作法与有源天线有点相似，本书未提及有源天线并不
是说它没有用，而是因为作者并未作过有源天线。
当然到底有没有用，作些实验测试一下便见分晓，有用的东西，终归会有人用的，
没有用的东西早晚会被淘汰，这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5.VXI 或虚拟仪器会一统仪器天下吗？
不妨把 VXI 称作会作各种测量的计算机，有多种优点，能随意组合，随意拼装等等。但
是作者认为它只适合于大系统，只适于那些高水平的人，一般用户是用不起来的。一般用户
只需要一些专用的傻瓜式（智能式）的仪器。用计算机去控制一切，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
由于技术进步，计算机已小到可嵌入很多仪器中，使他们既完善又好用。一般用户是不会去
找一个万能的系统，去测一个很简单项目的，那是不值得的。
6.散射参量[44]
两端口网络的射频参量有 4 个，即 S11、S21、S12、S22。
S11 与网络输出端接上匹配负载后的输入反射系数Г相当。注意：它是网络的失配，不
是负载的失配。负载有反射时测出的Γ，要经过修正才能得到 S11 .
S21 与网络输出端匹配时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端电压比值相当。对于无源网络即是传输系
数 T 或插损；而对放大器即增益。
上述两项是最常用的。
S12 即网络输出端对输入端的影响，对不可逆器件常称隔离度。
S22 即由输出端向网络看的网络本身引入的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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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档矢量网络分析仪可以交替或同时显示经过全端口校正的四个参量。经济型或普及
型矢量网络分析仪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插头重新掉头连接才能测得 4 个参量，而且没有作
全端口校正。

结 语
本章介绍了一般常用的仪器（未提方向图测试的专用设施），书中未介绍扫频仪与
标量网络分析仪，是因为普及型矢量网络分析仪出现后，扫频仪与标量网络分析仪已无存在
价值。早晚要被淘汰，
通常的仪器都是由高一档的仪器对低一档的同类仪器进行检定的，但这里对矢量网络分
析仪并未采用这种作法，而是用最基本的标准来作基本参数的检定，这种作法既简单又准确，
也更实用、经济、有效。
PNA362X 中主要是利用通讯，电视，计算机中的技术与通用器件，完全自行设计的，它
能满足射频测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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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传输线测试

在着手联机与通电之前，请按安全注意事项操作。
· 先仔细看完有关的说明书，最起码要看完每个仪器的安全操作注意事项，再开始联
机，以免发生人身与责任事故。
· 养成习惯 将有关仪器的地线先相互连接起来，并且连到与大地相通的地线上，这
样作首先是为了人身安全。另一方面，在未将仪器互连之前直接连接电缆，有时还
会烧坏器件；这是因为各仪器之间漏电不同，机壳间电位不同，在没有加地线让它
门等电位之前，在互连电缆之时，若不能保证地线先接上，心线后接上，而是相反；
则仪器间的漏电流将通过心线烧毁或损伤取样头。
· 注意高频连接器 尤其是 L-16 或 N 型，心子是否偏心，插针是否伸出，否则超差
的插头经螺纹的机械利益拧上后很容易将插座顶坏；尤其是电桥的测试端口，多数
是顶坏的而不是用坏的。一方面要多加小心，一方面对于要求不高的场合，尽量通
过保护接头来连接，因为保护接头不值钱。即使要求高，加保护接头还可通过三项
校正校掉其引入的误差。
· 当附近有强信号发射时，不要把仪器接到天线上，以免强信号由天线倒灌损坏仪器。

9.1 驻波比与阻抗测量
1、 测量线法测驻波比
记下探针在测量线上滑动时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两者相除即得驻波比。用测量线测天
馈线的驻波比的优点是概念清楚，不易出错，缺点是只能点频工作，测一条频响曲线费时较
多，不适于生产调试。在发射机腔体中或天馈线中，利用现有装置上开一条缝来检查驻波比，
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此时尺寸较大，作转换并不符合真正高功率的状态。
2、 旋转式驻波测量仪法
优点是比测量线小巧，缺点也是只能点频工作，工作频率太低，并且由于是宽带器件，
因此对信号源谐杂波有要求，使用时应加带通（或低通）滤波器。
3、 长线扫频法测驻波
一个扫频仪加上一段较长的同轴电缆
如图 9-1 所示，即可用来测 ZL 的驻波比。
要求电缆特性阻抗为 Z0，并且均匀。由于
电缆较长，因此随着频率的扫动，其相位
在很大范围内快速的变动着。
Φ=-2βL= - 2.4°Lf（m，MHz）(9-1)
Φ变化 360°为一完整周期，
即 360=2.4L⊿f 则
⊿f=150/L
(9-2)
若电缆长 30M，电长度约 45M，则⊿f 约 3MHz，即每变 3MHz，相位就变化 360°。在
接上 ZL 后线上有一驻波比ρ，扫动时 Zin 在变，入端的电压也在变。由分压比得：
VL=

VZ in
，
Z 0 + Z in

由于扫频中变化了一周，则其中必然有一次 Zin 为最大ρZ0，有一次为最小 Z0/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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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ax =

Vmin =

所以

VρZ 0
Vρ
=
；
Z 0 + ρZ 0 1 + ρ
VZ 0 / ρ
V
；
=
Z0 + Z0 / ρ 1+ ρ

Vmax
=ρ
Vmin

由于 Vmax 与 Vmin 并不发生在同一频率上，因此只有 ZL 对频率变化不大时，其驻波比才
能由长线输入端的电压起伏来得到。
此法的优点是简单，设备投入少，但只能测大致范围内的驻波，测不出每个频率点的
驻波，分辨力也差，测试时还应有标准驻波比负载来进行校对。此法适于测本身带有长电缆
的系统，这就不用再配长电缆了。实际系统由于机房与铁塔间有很强的地电流，用一般的检
波头来测输入端电压是不行的，要用特制的加有三级高通的检波头才行。
矢网普及后，长线扫频法已不再用来测天线了，但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用法，它是用反
射计（定向耦合器，或电桥）来检测入端反射，其目的在于用长线分离仪器反射与负载反射
来测很小的驻波的，由于要用高精度的标准空气同轴线，所以只适于 2GHz 以上频率使用。
因为较低频段直接用电桥就很好了，用不着那么费事了。
4、 驻波电桥法
将扫频仪接到驻波电桥入端，将驻波电桥出端接到显示器，待测件接到测试端口，即
可测驻波比。优点也是简单，投资低，测试效率高，及时可看结果，一般能测到 1.1 左右，
要想更低必须有好的电桥与高灵敏度的示波器或加大信号功率，测到 1.02 也是可能的。
由于一般扫频仪谐杂波较强，应在使用频段上，在桥的输入端接带通滤波器，否则由
于驻波电桥的宽带检波引入了谐杂波的信号，将得不到可信结果。
由于电桥内检波器路 RC 时间常数的影响，快扫对带有长线系统波驻波比频响曲线有平
滑作用，慢扫时频响曲线的尖峰就显出来了。
5、驻波测量中几个实际问题
⑴ 仪器不是没有误差的
一个待测件在两台仪器上测出的数据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因为每台仪器都有一定的误
差，那么差多少是合理的呢？这就要作误差估计了。对于一个定向性为 40dB 的电桥来说，
表示入射到反射的漏过信号为 0.01，这也就是不确定度的大小；设待测件的的反射为Γ，则
读出的反射将为两者的矢量和，由于两者之间的相位可为任何值，其后果是：
Γmax=|Γ|+0.01, Γmin=|Γ|-0.01，即Γ值起伏±0.01。
不确定度为-40dB 的测试正常示值范围见附录 E。若定向性为 30dB,则Γ值起伏±
0.0316。由此也可算出驻波比值的范围或回损值的范围；这两种参数都要用计算器计算，不
如反射系数为线性关系可以心算。
在三项校正中，这个定向性不足引入的误差，可由标准负载来校零（也有称校匹配的），
其实质是以负载的反射为零。这在 1GHz 以下还是办得到的，而实际上负载也是有反射的。
假如负载也是 40dB，那校不校也就无所谓了。假如负载低于 40dB，那反而校坏了。作为工
程应用，不宜提出过高要求。矛盾出在有时某一产品在这台仪器上合格而在另一台仪器上不
合格，但有时又反过来。这时的实质是产品作得太临界。产品指标一定要留有余地，否则这
种矛盾永远存在，靠换仪器来使产品过关只是权宜之计。总之对仪器的误差范围要有所了解，
射频仪器的误差总是比低频仪器的误差大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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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注意防止电缆出问题
实际测量中要防止电缆出问题。不是实在必要，不宜通过电缆来进行测试，否则电缆的
不完善将影响测试精度。作为测试电缆必须经过检验，其回损优于 30dB 为宜。随便找一根
电缆可能只有十几个 dB 那是不行的。
电缆不好能否进行三项校正来提高精度呢?原则上是可以的，但要有阴短路塞与阴负载，
用双阴加阳负载只适于 1000MHz 以下。
即使作为连接电缆，也常因接触不良与开短路现象造成仪器不能正常工作，通常以为是
仪器故障，其实多半是电缆出了问题。
⑶ 带有长馈线的天馈系统
在机房内测馈线端口的驻波(即天馈系统驻波)，此时一般馈线较长，少则几米多则上百
米，这其中有三种反射，一是天线入口的反射，常称远端反射；另一种是馈线到仪器的转接
头的反射，称近端反射；还有就是最不好控制的馈线本身的反射。
·假如用长线扫频电压法测天线，而且用主馈线作参考线的话，原则上它只反映远端反
射。照说这种作法是最合理的，但是这样作的人不多。而是用另一根参考线在天线口上测天
线驻波(当然也可以用其他仪器搬上塔去测)，但这只测了天线，并未反映出天线与主馈线的
关系，不如用主馈线作参考线更符合实际情况。
·不愿用主馈线作参考线的原因，主要是用一般检波头接到馈线心线上时，由于馈线内
导体上会有很强的 50Hz 地电流，必须用特制的检波头(入口加了三级高通)将 50Hz 滤掉后才
行，此法并未能推广。
·为了便于观测，现在多用驻波电桥来测试。它是一种差模器件，对共模 50Hz 有强的
抑制，但是却带来了三种反射在一起的后果，造成反射的频响曲线起伏很大，当然最高点若
合格那是没有矛盾的。但经常有多点超出，此时用扫频仪在 0.01 秒扫速档是看不出来的(由
于检波滤波电路起了平滑作用,若用 1 秒扫速就看见了)，所以人们宁愿用扫频仪或标量网络
分析仪而不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
·一般说来，天线入口的反射通常是合格的，但由于另两项的参与就出了问题。对于近
端转接一般在米波问题不大，更高频段时就得注意，尽量要减少近端反射以减少它带来的超
差。
·关于主馈管的反射问题。好的主馈管会帮你忙，因为它本身反射小，所以不怎么增加
反射，但引入了损耗，每 1dB 插损可增加 2dB 回损。差的馈管会造成某些频点叠加而超限，
这只有靠取平滑值(即只看曲线的中心线，但有的用户是不会同意的，只好仍用扫频仪)。馈
线差的那怕接上最好的负载(1.01)，也会出现某个频率突跳的谐振现象，说明此馈管不宜在
此频段使用，只好在其他频段试试。
其实用时域来观测这些反射，那是分得很清的。一般远端反射并不大，而馈管的分布反
射并不很小，但这种检查由于没有条文规定，不能作为验收的依据，只是一种检查故障的方
法。主馈线入口驻波不合格，多半是天线指标不富裕而后与馈线在某些频点反射叠加造成的，
因为长达百米的多个分布反射在某一频点叠加起来的概率确实是存在的，大型馈管本身作到
1.1 就不错了。
6.阻抗测量
为了得到更好的阻抗匹配，就得要作阻抗测量。阻抗测量采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仪
器自动点出阻抗在圆图上的轨迹。若用测量线测阻抗，在圆图上点上一点可能要化 3 分钟甚
至更多，但有时仍不得不如此。下面介绍用测量线测阻抗。
⑴ 测量线末端短路，调谐好频率后，滑动探针找出零点位置（简称零位）。待测件接
在末端也即相当接在零位上，因为两点相距λ/2，两点在输入阻抗值上是相同的
，只要知道零位处的阻抗即得待测件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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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接上待测件，滑动探针记下最大值与最小值与最小点位置（简作小位）。用最大值
与最小值相除得驻波比ρ（必要时还应对读数线性进行校正）。
⑶ 在圆图上点出最小值位置
圆图横放，在实轴（中心线）上右边找出测得的ρ位
置，圆规以圆图圆心（1，0）为圆心，ρ为半径在实轴左边点出最小点位置（1/ρ）。
⑷ 由［（小位-零位）/λ］=W，得旋转的波长数 W 值；正为顺时针方向，负为反时针方
向。以圆图圆心为圆心，ρ为半径，从圆图左边Ф=180°方向，按圆图外圈波长数
刻度旋转 W 波长数后，点下此点即得待测件的阻抗归一值，乘以 Z0 即得阻抗值。线
上最小点阻值为 1/ρ，测后即为已知值，转到参考面上就完成了测试过程，得到了
测试值。
⑸ 为了避免出错，旋转角最好图解，在方格纸上，先在与测量线相对应的刻度上，点
上零位；零位左右半波长处(即±0.5λ处)亦为零位，这样即可在方格纸上画出一些
以 0.5λ为周期、高度为 0.5 的锯齿形来，一查即得。要认定旋转方向以离开负载
方（顺时针方向）为正。这时算出的阻抗是在测量线的口上，若要转到真正天线口
上，或感兴趣的地方，那就应该在该点短路作零位测量。

9.2 插损测量
在一传输线系统中, 通常都会提出整个系统的插入损耗(简称插损或 IL)不得大于某一
规定值的要求, 若系统不止一个器件, 则每一个器件(一般为两端口网络)也都有各自的插
损指标,因此测插损是经常碰到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通常的作法是采用替代法, 先将网络分析仪的输出端与输入端间, 用两根电缆经过一
个短的转接器(一般为双阴或其他硬同轴线短线)连接起来校直通, 然后将转接器去掉接入
待测件即可测出插损。但是测试值有时偏大, 有时偏小, 甚至出现放大现象, 这在测小插损
时经常会碰到, 尤其是测较长电缆时，会出现起伏较大且较多的现象。
1.失配对测试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替代法, 是通过串入待测件后入口收到的信号变小后来算出插损的。假如整
个系统(即源出口, 两根电缆, 转接器, 入口)是理想匹配的, 则测出的损耗是对的。 但是
理想匹配这个前提只在较低频率下存在, 而一般情况下是不理想的, 也就是说测试系统中
有多处反射存在。入口的信号(除了入射的经过插损的信号外, 还有反射信号)将随着各信号
的叠加或相消而起伏。
2
在一般情况下，插损为 1-|Γ| ,式中Γ应理解为ΓΣ，由此算出的起伏范围见表 9-1。
表 9-1 系统回损与测试误差
系统回损

（dB)

测试误差 (±dB)

10

15

20

25

30

1.74

0.55

0.18

0.054

0.017

系统回损是指待测件向两端看
去的回损。
表中±号暂不去管它, 因为测试
误差是指衰减还是指信号说法相反,
我们只要知道影响的范围即可。不采
取措施,系统回损 25dB 是不容易的,
因此±0.1dB 这是一般测量中能达到
的极限。
为了减少测试误差, 就要想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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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各器件的失配或者测出各端口的等效网络参数进行修正, 常称全端口校正(如 12 项校正
或 TRL 校正), 这种功能在中档以上的矢量网络分析仪中是内附的, 由于是比较复杂的矢量
运算, 在经济型与普及型的矢量网络分析仪中并未配置。
由于各个参数皆为复数, 显然标量网络分析仪是不具备校正能力的。
2.减少测试误差的常规作法
参见示意图(9-2), 在待测件两端各接一个 10dB 衰减器可改善系统匹配(当然用两只
隔离器或环流器效果更好, 但由于不易得到, 而且应用带宽有限, 因此通常多用衰减器)。
测时将两衰减器用转接器（对于一头 J 一头 K 的场合，不用转接器）连好, 一头用电缆接到
仪器输出端, 另一头用电缆接到仪器输入端校直通, 然后去掉转接器将衰减器直接与待测
件相连。这相当于待测件两端各引入 20dB 回损, 可以认为系统回损在 20dB 以上, 采取此措
施后，一般可得到可信的数据。当然这还得要求作为校直通的转接器的反射很小, 而且最好
电长度很短或者与待测件等长。除此之外, 所有连接器必须连接良好, 所有连接电缆也必须
是接触可靠的。
3.用测回损法测小插损[43]
作法是将待测件一端接全反射（开路，短路，或可调短路线），在另一端测其输入驻波
ρ，其插损 I.L 为：
I.L.= 10 Log

ρ +1
dB
ρ −1

(9-3)

这种测法要求被测件是无反射的（S11→0）
，若有反射则可端接一短路线，拉动短路线测
出最大驻波ρM 与最小驻波ρm，则插损为
I.L. = 5 Log

ρM +1 ρm +1
·
dB
ρM −1 ρm −1

(9-4)

输入端测驻波的仪器可以是任何能测驻波的仪器，此法的优点是插损永远为损耗型，绝
对不会测成放大（因为ρ≥1），而且只测入端；其缺点是不能测不可逆器件的插损。
此法的实质是测回损（R.L.），由（9-3）式可导出
I.L = 10 Log

1
1
= - 10 Log|Γ| =
R.L.
Γ
2

(9-5)

即一个器件（或一根电缆），假定本身是无反射的，而在末端处于全反射时则其回损为
其插损的两倍。因为入射经一次插损到末端，再经全反射后沿原路返回又经一次插损，所以
反射信号是经过了两次插损后的信号，因此测出的回损值为插损值的两倍。虽然回损这个指
标不太好理解，但通过这个例子,可见回损的定义是有实际含义的。
在天馈分配网络系统中，测插损是很困难的。有人是用测各个馈电点的功率后计算的，
既费时又不易测准（当然若有测分布要求时也只好如此）。此时不如让各馈电点一律断开，
然后在总输入端测回损后除 2，此法应该是个行得通的方法，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4.注意事项
测小插损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只要仪器预热时间足够（随校随测可适当减少预热
时间），连接电缆以及所有的连接器接触良好，再采用两个 10dB 衰减器对接后校直通，然后
直接将待测件接入两衰减器之间的作法，一般是会得到可信的结果的。但要注意：
·不要为了省事，将两个衰减器都接到仪器口上(接一个是可以的），而用两根电缆连接
到待测件上，这样作减少不了误差，得不到可信结果。
·这里顺便提一句，插损一般用 dB 表示。虽然 dB 与电压比或功率比的换算公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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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dB 值却是惟一的（不要说是功率 dB 还是电压 dB 的这种话）
。
·小于 0.3dB 的插损是很难测准的，尤其是在带有各种转换的情况下，那根本不是在测
插损，而是在测转接器的重复性误差。请注意有的进口器件写的指标根本不是测试值，而是
计算值，甚至计算也有错误。譬如某著名公司的功分器要求ρ≤1.25(或 1.3)，而插损要求≤
0.05dB，而按 1-Γ2 的计算值分别已达 0.054dB 与 0.075dB，还未计及铜耗（约 0.02dB）。因
此，这种所谓的指标是吓唬人的，或者说是骗人的。国内已有人作出带宽与驻波皆优于进口
的产品，就由于插损无法测准而得不到确认。
5.关于插损测试误差的理解
⑴ 插损的含义与内容
虽然很多计算都是把传输线作为无耗线处理的，而真正的传输线都是有耗的，经常需
要测量一段线的插入损耗，简称插损。
插损有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由 αl 决定的真正的传输线的损耗，若 α 为每米衰减
则 200mm 的损耗即为 0.02dB,
的 dB 数，则乘上长度即得。如某线在某频率时的 α 为 0.1dB/M，
α 是电阻损耗与介质损耗的总和，我们也不必关心其计算公式，因为对于常用的电缆皆有
表可查（附录 B）；或用 2.1 节之 3 中的拟合公式估算。
2
另一部分是无耗线的失配损失，1-Г （注：此节中Г即|Г|，省写了||符号），物理含
义是明确的，在两端（源端与负载端）无反射的情况下，由无耗器件的Г引起的反射能量为
2
2
Г ，所以原来为 1，现为 1-Г 。这种损失是可以弥补的，假如采取匹配措施的话可以消除，
因为它只是反射了，并非消耗了，但信号总归是小了，因此习惯上仍称为损耗。
⑵小插损测试中的问题
一般射频仪器的测试精度的标称值皆在 0.3dB 左右，因此小于 0.3dB 的插损属小插损，
小插损是很难测准的。假如你不在仪器的源端与输入端各接一衰减器（改善匹配用的衰减器）
就测试一个谐振腔或一段短同轴线，你就会发现有时不但不衰减而在有的频点上会测成放
大，而电缆在一段频段内会出现低频比高频损耗大的反常现象。假如频段宽些的话，整个曲
线表现为围绕一条下降曲线而上下起伏，均匀下降的中心值才是真正的损耗，上下起伏的是
2
2
因系统不匹配引起的测试误差，这个起伏远大于被测试器件的Г ，因而使人对损耗=1-Г
产生了怀疑。
⑶无耗线的失配损失
① 匹配状态下的接收功率
如图 9-3 所示，显然
2
PLmax= V /4Z0
④ 任意电阻
性负载的
失配损失
2
这 里 请 注 意 电 阻 是 由 ZT /Z0 来 实 现 的 ， 设
ZT/Z0=K
可推得 PL=

V2 K 2
与前式相比
Z 0 (1 + K 2 ) 2
2

2 2

损耗 = PL/PLmax=4K /(1+K )
图 9-4 中 Γ =

K2 −1
K2 +1
2

(9-6)

经过运算可得：
2

2 2

1-Γ = 4K /(1+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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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就反过来证明了，一个网络在纯电阻负载下的失配损失为 1-Γ
③ 任意阻抗的失配损失
2
上式似乎只证明必须在实轴上才行，其实只要这样想一下，由 ZT 左端视入即为 K Z0 ，
为简单起见以 0≤K≤1，即代表半个实轴。
在源端与 ZT 之间加入一段 Z0 相同的线（图 9-5）
，是不会影响结果的，因为设源是匹配
的，这样在离开 ZT 后逐步前移λ/2，即矢径在圆图上扫了整个圆图，也就是说原来证明的
并不是特例，而是全部情况。
换另一种说法，若为一个任意阻抗（圆图上任一点）即可通过一段线转到实轴上（而
这段线是假定无耗的），因此②中证明的好像是特例，其实已包括全部（任意）阻抗范围，
2
也就是说 1-Γ 是一种普遍情况。
⑷ 系统两端不匹配时对测一段理想线所引入的误差。
让我们用传输公式直接代入数值，算几个特殊情况下的例子来看看。这里假定两端具
有相同的反射幅值。先看一个具体例子(图 9-6)。
ZL 吸收的功率 PL=

V 2ZL
，
(ZG + Z L )2

显然由 ZG 引起的变化要比 ZL 引起的要大。但由于作直通
校正时的归一作用，使得每次测试时的 ZG 为定值；因此只要
算 ZG 为某值时变 ZL 的后果。
以回损 20dB(反射 0.1)为例：则 ZG 与 ZL 最大为 61.11Ω，最小为 49.11Ω,
考虑到最坏的组合。
2
当 ZG =61.11，且 ZL =61.11 时，PL =0.0041V ，ZL =49.11 时为 0.00393，起伏为±0.18dB。
2
2
ZG =49.11，ZL =61.11 时，PL =0.00587V ，ZL =49.11，PL =0.0066V ，虽然绝对值比 61.11
时为大，但归一后，相对变化反而只有±0.17dB.其他计算结果见表 9-2：
表 9-2 不同系统回损时的误差大小
回损 dB

10

15

20

25

30

反射系数Γ

0.316

0.17

0.1

0.056

0.0316

理论误差范围±dB

1.74

0.5

0.18

0.054

0.017

1-Γ模型 dB

+2.38

+1.36

+ 0.83

+0.47

+0.27

1+Γ模型 dB

-3.3

-1.62

-0.92

-0.5

-0.28

0.46

0.13

0.044

0.014

0.0043

2.2

0.53

0.18

0.055

0.017

2

1-Γ 模型±dB
2

1-(ΓG+ΓL) 模型±dB

表中回损指被测件向两端（源与负载）看去的回损，被测件为一段理想匹配且无耗的同
轴线。理论误差为按等效电路(图 9-6)数值计算的上下限（考虑了直通归一）
，1+Γ为 HP8530
2
演示资料上采用的误差模型，由于正负不同，写成两行。1-Γ 为一般书上的 1-ΓGΓL 的模
2
型。1-(ΓG+ΓL） 的模型为考虑两端反射相加的极端情况，看来这个模型在г≤0.17 以下
完全与等效电路算出的一致，因此是一种最符合实际的误差模型。
2
虽然 1-Γ 本身只能小于 1，似乎不可能出现放大的情况；但由于归一时所处的情况不
同，在最大时归一为负误差，而在最小点归一则出现正误差。
⑸ 小结
·插损测试误差主要是失配损失（或反射）引起的。
·在只有一个反射Γ的情况下，即被测件、源或负载只有一个不匹配时，则失配损失
2
为 1-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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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件匹配而源与负载皆不太匹配（Г≤0.1），可以ΓΣ表示两者反射的叠加，则
2
失配损失为 1-（ΓΣ） 。
(9-7)
2
·一般书上插损与 1-ΓGΓL 有关，即使再加上分母的影响最多为 1-2ΓGΓL，或 1-2Γ
2
2
仍与 1-（∑Γ） ≈1-4Γ 不一致，误差偏小。
·放弃 1+Γ的误差模型，因为它既无理论根据（电压分布并不等于能量转输）
，又无
实验根据，作者在一段期间内也是采用这个模型并想利用它来修正插损测试误差的，
结果失败了，这才引起前面的这一段思考与理解。
2
·当被测件、源或负载都有反射时，可以相信，失配损失仍为 1-（ΓΣ） ，只不过此
时ΓΣ=ГG+ГX+ГL 而已。

9.3

同轴电缆的检测

完成任何一项测试任务，可以说是离不开连接件同轴电缆的。为了保证测试任务的顺利
进行，取得可信的数据，首先检测待用的同轴电缆的好坏是很有必要的，或者说是绝对必须
的，绝不能对同轴电缆的质量掉以轻信。同轴电缆的检测分三大类：装配质量检验、常规电
性能检验及专项检测（找故障才用，一般不用）
。

1 装配质量检测
⑴ 外观检查（以常用 N 型连接器为例）。
·插芯不得有明显偏心，否则应用同心塞校正之。
·插芯内导体台阶到外导体口上的距离≥5.3，一般用深度卡尺即可，最好用专用拷
表拷一下。
⑵ 三用表检查
·两连接器的内导体与内导体，外导体与外导体应导通，电阻在 0Ω附近。
·内外导体之间绝缘电阻≥100MΩ。
⑶ 耐压试验
·按电缆标准或使用要求规定，进行耐压试验一分钟，对检查是否受潮或太脏有铜屑
等特别灵。

2 常规电性能检测
Ａ.测电缆插损（也称测衰减）
① 替代法
在使用要求频段下，在插损档，通过连接电缆经两个 10dB 衰减器用双阳校直通，
校后去掉双阳接入待测电缆即得插损曲线，应满足给定要求。
② 回损法测插损
在仪器经过开短路校正后，接上待测电缆，测末端开路时的回损，回损除 2 即得
插损，此法的优点在于不会出现矛盾，并特别适合已固定架设的情况。
③ 非正常情况
检测电缆时最好用全频段测试，插损由小到大应是一单调平滑曲线，并且插损在标
准规定以内。小有起伏也不要紧，那是反射叠加引起的，但若有某一频点附近显著高于左右
频点（插损增大）呈一下陷曲线状，说明此电缆有问题。多数是连接器外皮压接不良所造成，
返工后重测，少数是电缆本身形成的，那么此电缆只能停止使用。
连接器外皮显著接触不良，可用本节第 9.3.3 项中第⑶段提到的电缆屏蔽性能检查方
法加以确诊。
Ｂ.测电缆回损
① 待测电缆末端接上阴负载（或阳负载加双阴），测其入端回损，应满足规定要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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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全频段测试，一般是低端约在 30-40 分贝左右，随着频率增高到 3GHz 一般只能在 20dB
左右。假如全频段能在 30dB 以上此电缆可作测试电缆，一般情况下尤其是 3GHz 附近是很难
作到 30dB 的。能作到 26dB 就不错了。
② 回损测试曲线呈现周期性起伏，而平均值单调上升，起伏周期满足⊿F=150/L，（L
为电缆的电长度（m），⊿F 单位为 MHz），则此电缆属常规正常现象。主要反射来自两端连接
器处的反射。若低端就不好，甚至低频差高频好，或起伏数少，则电缆本身不好。
③ 回损测试曲线中某一频点回损明显劣于左右频点呈一谐振峰状，此时出现了电缆谐
振现象。只要不在使用频率内可以不去管它，这是电缆制造中周期性的偏差引起的周期性反
射在某一频点下叠加的结果，只能避开它。粗的电缆不常见此情况。
④ 在测回损中出现超差现象时，可按本节第 9.3.3 项中第⑴段提到时域故障定位检查
加以确诊，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注：测电缆驻波比时点数与最大误差的关系
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电缆驻波比时，需要设置点数；这里讨论一下点数与最大误差
的关系。
1、 为什么矢量网络分析仪有测试点数 N 的问题？
矢网在测试驻波比时，有三项校正功能，可以显著提高测试准确度。三项校正是一
种相当复杂的矢量计算，需要一点一点的进行。点数太多影响速度，点数太少可能漏掉
峰点。
2、 电缆测试时驻波比曲线的周期性
当扫频测一根电缆接负载后的驻波比时，总会发现曲线有高有低呈周期性。正常情
况下，起伏周期的频距ΔF(MHz) = 150 / Le(m)。起伏数 Q = 测试带宽 BW / ΔF。
式中 Le 为电长度，单位为米。电长度是机械长度 L 的

ε e 倍，ε e 为有效介电常数。

电长度与机械长度之比为波速比，一般在 1 到 1.5 之间。实心聚乙烯电缆约 1.5，实心聚
四氟乙烯电缆约 1.4。因此起伏数 Q≈0.01BW（MHz）L(m)。
3、 每个周期内的点数与最大误差的关系
对于短的连接电缆（跳线）
，由于电缆较短，可以认为两端的特性阻抗相同。为简
单起见，假定连接器的反射也相同。采用这种简单模型来算算一个起伏周期内的点数 n
与最大误差的关系。

n=

90
arccos(1 −

δ
2Γ

式中Γ为反射系数绝对值， δ 为允许的绝对误差。

)

假定反射系数允许的绝对误差为 0.01（这是一般仪器的最高水平），测试不同驻波比
时所要求的每个周期内点数如下：
指标要求驻波比小于
每个周期内所需点数的参考值
1.02
1.5
1.03
2.0
1.05
2.4
1.10
3.4
1.15
4.1
1.20
4.7
1.30
5.7
1.50
7
2.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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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2.1
∞
15.7
每个周期至少两点，这是取样定理规定的；随着驻波比加大而增多，但最多也不会
超过 16.
4、举例
·0.8 米实心聚四氟乙烯电缆，电长度为 1.12 米，测试带宽为 3000MHz。则起伏数 Q 为
22．4.；指标要求驻波比小于 1.1，查表每个周期内的点数参考值为 3.4，则点数不应
小于 22.4×3.4≌76 点。
·对于电视塔，比如馈管 150 米，电长度约 200 米，ΔF(MHz) = 150 / 200= 0.75；
Q = 带宽 8 / 0.75 = 10.7; 指标要求驻波比小于 1.1，查表每个周期内的点数参考值为
3.4，则点数不应小于 10.7×3.4≌36 点。
5．公式推导
• 反射相移 φ = −2 β l = −2 ×

360 o

λ

× Le = −

720
× Le (m) = −2.4 fLe
300 / f ( MHz )

负号表示落后，不去管他，只看绝对值。
矢网测试的是反射信号，只有一个反射信号时是不含有起伏的，两个反射信号在扫频时
会互相干涉造成起伏。反射来自连接器与电缆连接处，通常反射大致相同，而且相同的信号
干涉起伏最大。产生一个起伏的相移为 360 度，由ΔΦ=2.4 LeΔF=360º，即可得到一个起
伏周期内的ΔF=150/ Le≈100/L 若测试带宽为 BW，则起伏数 Q=BW/ΔF≈0.01BWL
• 一个起伏周期内的点数与绝对误差的关系
在两个反射信号Γ相同的情况下，其干涉轨迹为一半径为Γ的圆，最大反射为 2Γ，最
小为 0.若每周期测试两点，则最大误差将发生在极角为 90º（圆周角为 45º），此时误差δ
为 2Γ-2ΓCos45º,推而广之，若每周期测试 n 点，则δ=2Γ-2Γcos(90º/n)。
每周期所需测试点数 n =

90
arccos(1 −

δ
2Γ

)

• 测试待测电缆所需的总点数为每周期所需测试点数乘上起伏数，即 N=nQ 。
Ｃ.同轴电缆电长度的测量
在射频范围内，各个功能块、器件或振子单元经常采用同轴电缆进行连接（即馈电），
除了要求插损小、匹配好之外，常常还对引入的相移提出要求。一般只要求相对相移，譬如
同相天线阵或功率组合单元等，它们要求每根电缆一样长；而收发开关或阻抗变换场合则会
提出长度为λ/4 的要求；U 形环平衡器又会提出长度为λ/2 的要求，这就出现了如何测电
缆电长度的问题。
在不加支持片的同轴线段中，同轴线段的机械长度（或几何长度）与电长度是一致的，
在有支持片或充填介质的情况下两者是不同的。机械长度与电长度之比为波速比（也有称缩
波系数，或缩短系数），一般在 0.66 到 1 之间。电长度显得长些，而实际机械长度显得短些。
实际上要求的是电长度，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的正好是电长度。
⑴ 测反射相位定电缆电长度
当电缆末端开路时，在其输入端测其反射的相位是容易的，由于反射很强测试精度也
较高。当然末端短路也是可行的，但不如开路时修剪长度来得方便，因此常在末端开路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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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进行测试。
① λ/4 电缆的获得
·仪器设定在要求的使用频率下点频工作，在测回损状态下校开路与短路。
·接上待测电缆（末端开路），若电缆正好为λ/4 时，相位读数应在 180°附近。
若Φ<180°则说明电缆偏长，反之则偏短。
·此法也适于测λ/4 奇数倍的电缆，致于是 3λ/4 还是λ/4，点频下是分不清的。
② λ/2 电缆的获得
·同前（即在点频测回损状态下校开路与短路）
。
·接上待测电缆（末端开路），若正好为λ/2 则测试相位值应在 0°附近，若Φ在
0°以上（第一象限），则电缆偏短，若在 360°以下（第四象限），则偏长。
·此法也适于λ/2 整倍数的电缆，至于是λ还是λ/2，在点频下是分不清的。
③ 与参考电缆比相对长度
·同前（即在点频测回损状态下，校开路与短路）。
·接上参考电缆（也称标准电缆），记下相位读数Φ0。
·接上待测电缆，若读数Φ=Φ0 则说明两电缆等长，不等则相差为Φ-Φ0，注意仪
器相位为领先值，读数越大越领先，Φ大于Φ0 则偏短，反之则偏长。
④ 几点说明
·前两种，由于是在λ/4 与λ/2 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与电缆特性阻抗无关，而第
③种测试精度与特性阻抗有关，只有相同特性阻抗的电缆比较才行，否则出错。
·在测试中有时会搞不清是长了还是短了，可以在末端或始端加一小段电缆（如保
护接头）试试。若更离开理论值说明电缆长了，若更靠近理论值则说明电缆短了。
还有一种方法则是用三个频率，即 f0 ±Δf，扫频测试；若高频点接近理论值
则电缆短了，若低频点接近理论值则电缆长了。
·由于反射法电波在电缆上走了两次（一个来回），所以读数与误差皆要除以 2。
⑵ 测传输相移定电缆长度
在行波状态下，电缆引入的相移即其电长度，这种作法一般更符合实际使用情况，
但由于要求两端皆接上高频连接器，因此一般只适于验收，而不适于调整。可用下
述方法比较两根电缆的相对相移。
·在测插损状态下，经过连接电缆与两个 10dB 衰减器对接后校直通。
·在两个衰减器之间串入参考（标准）电缆，在相损档记下相位测试值Φ0。
·换接待测电缆，若测试值亦为Φ0 则两者等长，若测试值为Φ，Φ-Φ0 为正则短，
反之则长了。搞不清时，请参见上面④几点说明中的第二点。
·也可直接在两个 10dB 衰减器间串接参考电缆校直通，再换接待测电缆即得。
⑶ 时域故障定位法测电缆电长度
同轴电缆末端开路（或短路）测出的故障位置即电缆电长度，此法可测电缆绝对电长度。
由于此法是 81 频点的累计结果，最为稳定可靠，而且与特性阻抗无关。
·按测回损法连接，并选时域状态。
·估计电缆电长度，将距离档选到合适距离，以避免模糊距离。
·按菜单键取出机内扫频方案后，进行开路与短路校正。
·接上待测电缆，进行测试，画面出现一峰点。
·将光标移到峰点附近后按菜单键，光标在《放大》下闪动，再按执行键画面将展开
四倍后重画一次，并在方格下面显出 dmax=×××等数值，此值即电缆电长度。
⑷ 其他
测电缆绝对电长度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群时延法，它是通过不同频率的相移不同经过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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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的，对于滤波器、放大器、声表器件等特别有用。如果仅仅为了测电长度，采用群时
延法并没有多大好处。
在测较短电缆时，以用简单的测反射相位法为宜。在测较长电缆时，可能时域法好一些。
当然也不妨诸法并用，互相映证，来得更放心一些。
注：严格来讲，N 型与 SMA 型电缆的插损与相移都是测不准的，除非采用零参考面转接
器（参见“浅谈”）。
以上讲的都是用 PNA362X 测的，假如只有测量线则可用下面的方法。
⑸ 比较法
见图 9-7，信号分两路走向测量线，
在测量线滑动中可以找到一个零点，这个
零点在偏移中心λ/4 处。假如想把零点移
到中心，则可将连接到测量线的电缆长度
差λ/2 即可。测量线为了降低要求与提高
灵敏度可以用直接接触的活动接头，这种
方法一般还是行之有效的。
有时零点很不深，甚至滑动时出现行波状态，剪电缆长度可以移开这个频率，但总有某
个频率上是不行的，虽然这个频率已超出工作频率，但是总使人对此法产生了怀疑。
另一类问题是会出现循环赛的情况，譬如有三根电缆 A，B，C，有时会测出 A>B，B>C, 那
么 A 应该>>C，而有时反而会出现 C>A，看来这种方法只好放弃了。
⑹ 用测量线测零位移动
如图 9-8 所示在测量线末端接上标准电
缆（参考电缆）记下零点位置，换接待测电缆后
若零位相同，即说明两根电缆长度相等，偏右则
长，偏左则短，作此测量时一般电缆末端开路方
便一些，另外两根电缆机械长度应大致相同，待
测的稍长一些。
这种作法是很方便的，但是要注意信号源频率应稳定，并且电缆特性阻抗与测量线的特
性阻抗应相同。为了排除电缆特性阻抗的参与，最好标准电缆接上时的零位与测量线开路时
的零位相同（这可以用剪长度或变频率达到此要求），此时电缆长度即为λ/2 整数倍，而与
特性阻抗无关。
零位每λ/2 重复一次，因此当电缆长度差大于λ/2 后就搞不清谁长谁短了。

3 专项检测
常规检验不合格后，可进行专项检测，以查明故障性质加以处理，能修则修，实在不行
就报废。
Ａ .同轴电缆的时域故障定位检查
⑴ 同轴电缆的三段反射
同轴电缆可说是射频设备中少不了的一种连接件，短者几厘米，长者几百米，它并
不是一种很起眼的东西，但对系统性能确是至关紧要的一环。对同轴线可以提出多方面的要
求，现在我们只看看对它的驻波比要求。
通常要求同轴电缆的驻波比≤1.1，即使在 V 频段这个要求也不低。在更高频段那就更
难了。对于电视台发射天馈系统，其系统的驻波比就要求为 1.1，那分配给馈线的指标就更
不好提了。
一根同轴线（电缆或馈管）从其输入端测出的驻波比是由三段反射的矢量叠加造成的。
一段是远端反射，它包括了负载的反射以及电缆输出连接器处的反射。如果负载是无反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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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阻，则远端反射即指输出连接器处的反射。另一段是输入连接器（包括转接器）处的反射
叫近端反射。还有中间这一段由电缆本身制造公差引起的分布反射，使用者对这段反射是无
能为力的，只是把问题搞清楚而已，以便于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何分清这三段反射呢？
⑵ 时域分布反射的获得
为分清一根电缆的三段反射，通常用时域反射计，它是一种能发射很窄脉冲（ns 级）
后看其反射波形的仪器。它有三点不足，第一是有死区（或盲区），对近端反射无能为力，
因为在发射脉冲宽度内的反射一般是被发射脉冲淹没了。第二是它对波导系统无能为力。第
三由于发的是窄脉冲，所占频段极宽，待测件的测试频段不能控制。如本来电缆只用于 400
兆赫附近，而它测的却是几十赫到千兆赫内全频段的性能，这并不适合于一般使用者的要求。
时域反射计只是电缆生产厂的一种专用设备。它的性能不如测频域反算时域的方法来得灵
活，而且还多花钱（作为验收，频域仪器是必备的，假如它有时域功能就不用再买时域反射
计了）。
现在可用网络分析仪上的时域故障定位功能软件来完成时域反射的测试。它的作法是在
频域中测出多个有关频率的反射系数，然后经过运算来得到时域画面。纵坐标为反射系数幅
度值，横坐标为距离或时间。不
0.25
但分清了三段反射而且看出了同
轴电缆上的分布反射，从而可以
检查电缆制造的工艺水平或质量
水平。普及型矢量网络分析仪
PNA362X 上带有时域功能，它能
根据电缆使用频段来设定扫频起
止频率，以便得到符合实际需要
的时域检查。PNA362X 的时域最
高分辨力为 6cm，随着探测长度
加长而降低。下面的例子都是用
PNA362X 测的，曲线都是机内所
附的微打印机打的。对一般使用
者以及专业电缆生产厂都有参考
意义。
0.05
⑶ 几个实测的例子
① 故障定位模拟试验
用三段短电缆及两个双阴连
起来末端接阴负载来模拟一段有
故障的电缆，可以明显的看见双
阴的峰。见图 9-9
② 测电缆的电长度
电缆末端开路（或短路）即
可测出电长度，图 9-10 为一根
460mm 的 SFF-50-3 的测试数据，
其电长度为 645mm,波速比约 0.7，
缩短系数约 1.4。
③ 电缆的三段反射示意
（图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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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典型的测试数据，远近端连接器处的反射皆为 0.03(一般远近并不对称)。而
电缆的分布反射为 0.005。
一般 50-3 的电缆，市售 J5 连接器的反射约为 0.04 ~ 0.1，我们设计的 JL-N 约 0.01~0.04
有所改进。
④ 几种电缆本身的分布反射
这是我们手上反射最小的电缆，据说是进口的，我们用 SFF-50-7 来表示它，就反射而
言，这种电缆适于作测试电缆，可惜柔软性差些（图 9-12）
。
图 9-13 为 SYV-50-5 的测试曲线。图 9-14 为 SYV-50-3 的测试曲线。是用 6 米放大档测
的。
所测电缆样本长约 1.5m，用 30~3230MHz，⊿F=40MHzs 扫频方案测试（假如用窄带测
试，反射会增大而起伏数会减小。）
。

⑤长电缆的例子
上面是两段约 30 米长的电缆的两个例子，测试频段为 240-400MHz，⊿F=2MHz，显然
这段 KD-12（图 9-15）是不合格的典型，与 SFF-50-7（图 9-16）相比差距太大。
图 9-17 是某电视台 10 频道天馈系统的测试结果，按 10 频道的两倍带宽测试，电长度
为 365 米，看来馈线质量不是太好。
从以上测试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初步结论。
· 相同品种的同轴电缆粗的分布反射比细
的反射小。内导体单芯的比多芯的反射小。
· 分清三段反射能帮你找出故障（或指标
差）的原因，明确改进方向。
插头的反射不宜大于 0.03，电缆的分布反射不应大于 0.01，这是作者得出的经验数据 ，
电视用时要求还要高一些。
· 故障定位功能是很有用的，按使用频段设定扫频频段也是有效的，宽带反射小而起伏
多,窄带的反射大而起伏少不容易漏掉故障。
Ｂ．特性阻抗的检测
这里举个例子：某厂加工了一批 SFF-50-1.5 的带 SMA 插头的电缆，作了五根样品，长
约 120mm，都是合格的。后来作了几十根长约 240mm 的却全部临界，在 430MHz 附近ρ为 1.15。
用时域测反射在两端插头处约 0.07，为此加测了 Z0,发现为 47Ω。后来换了 Z0 为 49.8 的电
缆，ρ只有 1.04；原来作短的电缆合格是因为刚好反射相消，而长的电缆长度不合适造成
反射叠加。在窄带虽可用凑长度解决问题，但最好还是采用好的电缆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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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域检测发现两端连接器处反射较大时（譬如>0.03），除了装配质量外，还有插头
本身设计问题，一般市售连接器是不适于用到 3GHz 的。假如连接器是仔细设计，考虑了支
持片的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电缆的特性阻抗可能不对，此时就应测测电缆特性
阻抗，以分清是电缆特性阻抗不对还是连接器有问题。
具体作法请参见“射频技术浅谈”
，上面介绍了 6 种方法。验收原材料电缆时，宜用
测电长度与低频电容法。
Ｃ .电缆屏蔽度检测
也称漏泄检测，也有称防卫度检测。具体作法同阵面幅相检测(10.3)。
① 采用全频段扫频方案，在测插损状态下，用一根好的短电缆校直通。
② 在输出端接上待测电缆，其末端接上阴负载或双阴加阳负载。
③ 将一个拾取环（见 10.3），通过一段电缆接到输入端；当环远离待测电缆时，读数
应≥70dB。
④ 将环靠在电缆上滑动，若读数仍在 70dB 以上则电缆性能优秀，若读数在 60dB 左右
属良好，若读数在 40-50dB 就不太好，但勉强能用，若读数在 20-30dB，则肯定有了故障，
一般出现在连接器处，必须重装，压紧后再测，连接器处不宜低于 50dB。
⑤ 连接器接地不良时，其时域波形表现为拖尾巴波形，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脉冲波形
上面讲的是带插头的电缆（常称跳线）的检测方法，只是一种查毛病的方法，并不作为
验收的依据，它与国标 GB/T 15217-94 有以下不同之处。
① 国标规定采用铁氧体管套在两端来吸收两端传来的电流，以便只拾取电缆本身屏蔽
不好漏出之电流，而不管插头与电缆连接之处的漏射；而对跳线而言，这里却是最
容易出故障的地方，绝对不能不测，因此不能加铁氧体套管。
② 国标测的是平均值，本节介绍的是测局部漏泄的最大值，好象更合理，更严格。
③ 国标规定吸收环要套进去，而且要同心，这就比较费事，我们发现不用套，更方便
一些，读数并不太小。
④ 国标规定只在 30～100MHz 以内，而经常 2～3GHz 下漏得更多。
⑤ 国标以外导体接到信号源上为准校 0dB，这样作虽然有理，但不好操作，而且 1W 机
直接辐射对人体有害，这里规定以仪器直通校 0dB，未能计及拾取环的起始衰减，
这样作简单一些，但只有相对意义，只能作为检测，不能作为检定，当然也不妨用
一根剥去外皮的电缆来校 0dB，或者用一根已检定过的电缆来传递测量值。
关于连接器的屏蔽度的测试，见 GB12270-90，较难实施。
Ｄ．关于同轴连接器的检测
同轴连接器俗称高频插头座，虽然对其也有驻波要求，但由于它门一般不能单独使用，
因此不太好检测。
⑴ 装在电缆上检验，因为一般转接电缆（跳线）都是有驻波要求的，只要指标合格，
也就没有必要去分清连接器的好坏了。要是指标不合格，也就要用到前面所述的时域故障定
位方法。可以查清问题所在，但时域方法只能找出问题所在，而并非验收标准。
⑵ 作专用检测用工装
将两个相同的连接器想法通过严格的空气线连接起
来后测驻波，譬如对一种微带插座可以用下法进行，要
作两个零件，一个是将两插座连接起来的外方内圆的铜
块，圆内径与内导体连接块外径要满足 Z0 的要求，方块
上攻丝，以便两边固定上插座。
由于内导体为 0.2 薄片，可通过一个零件接上一个
小的青铜圆柱，铣两个互相垂直的缝，两边各留一段不断即可将内导体接上（图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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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夹具设计不是惟一地，你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设计，只要保持内外导体间的理论尺
寸即可。
一般产品的驻波要求都很低，是用不着测试的，对于要求高的场合只能针对具体情况采
用上面两种作法，仔细试试尺寸，3GHz 以上的连接器不是随便作作就行的，一根电缆作到
回损 30dB（驻波比 1.07）以下是不容易的，插头要好，电缆要好，装配焊接好，三者缺一
不可。
⑶ 测试方法
两个插头(座)经测试工装连接后，即成一段短同轴线，即可进行测试。
① 可以在该短线后接上标阻后测入口驻波，以判断其指标是否符合要求，最好能作
到 1.05 以下，在驻波比不满足要求时，即可采用圆图坐标看其阻抗轨迹，以便找出原因。
② 对短线可测其 Z0 来进行判断，是内导体偏细还是偏粗。
③ 对短线接上标阻后进行时域检测，以便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反射当在 0.03 以下
.通过时域还可找出最大反射点，以便在圆图显示时用移参移到最大反射点即可找出问题的
性质。

9.4

多对双绞线电缆的测试

在电脑网络连线中，用到了多对双绞线电缆，而且提出了技术要求，如何用常规
单端(即一线一地制，如同轴线。)仪器进行测试呢？
1. 技术要求：
有关单位对于 5 类线（四对双绞线）的技术要求见表 9-3（每对绕成双绞线的线又有多
股与单股之分。相当线号为 24AWG—26AWG）。6 类线技术要求参见“浅谈”。
表 9-3 EIA/TIA—568A 传输要求
衰减量 dB/100M

频率

特性阻抗

回损

近端窜扰

MHz

Ω

dB

dB

多股

单股

1

100±15

23

62

2.4

2

10

100±15

23

47

7.8

6.5

16

100±15

23

44

9.9

8.2

20

100±15

23

42

11.1

9.3

25

100±15

22

41

12.5

10.4

31.25

100±15

21

39

14.1

11.7

62.5

100±15

18

35

20.4

17

100

100±15

16

32

26.4

22

注：在执行 5 类线标准验收时，有的用户要求按输入阻抗为 100±15Ω来验收，
其理由为既然有特性阻抗为 100±15Ω的要求，而现在线很长（300m），因此只测其输
入阻抗来代替前两项要求。
对于理想的均匀线，这个要求还勉强说得过去，问题是线既不理想也不均匀，这个
要求就超出了标准范围，否则就没有必要定第二栏的要求，对于 100MHz，标准规定回
损为 16dB，假如按输入阻抗要求则为 23dB，超过标准 7dB；因此把特性阻抗验收标准
改成按输入阻抗验收，是不符合本标准的作法。另外有的仪器有|Z|坐标，这是一种电
路参数而不是传输线参数，用|Z|=100±15Ω来要求传输线的输入阻抗，是会闹笑话的。
比如 Zin=j100Ω,是完全符合|Z|=100±15Ω要求的，而对于传输线而言却是全反射，根
本不能用。
2. 测试方法
这儿只讨论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来测试双绞线，不涉及市售电脑线专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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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设备。
① 直接用单端仪器测试
这是一种原则性的错误，因为平衡受到破坏，产生了共模
电流，将导致衰减加大、窜扰严重。但有的地方仍然是这样作的，不妨试一试。
② 采用 PNA100Ω差分套件。
③ 将单端仪器测试口通过复用开关扩为八个，采用混合模式散射参量进行计算与校准，
这是 ATN 公司的方法。
下面将只采用①、②两种方法进行测试，实验是用 PNA3628 进行的，其频率范围为：
1KHz～120MHz。测试样本是一段 22.5 米的商品电缆。
3.测试结果
⑴ 特性阻抗 Z0 测试
虽然 Z0 一般不是频率的函数，但仍测了三个频点，测时线长最好用测试频率的λ/8,
测其末端开、短路时的输入电抗，相乘开方后即得。测试结果见表 9-4。
表 9-4 特性阻抗 Z0 测试对比
测试频率 （MHz）

1

10

62.5

单端电桥测 （Ω）

97～114

103.6～107.7

100～106

差分电桥测 （Ω）

108～113

103～108

103～108

每个频率下有四个数据（四对线），两法测试结果差别不大，看来都可以用。
⑵ 测回损
表 9-5 回损测试对比
1

10

16

20

25

31.25

单端 dB

24

28.8

23.4

27

21

16

差分 dB

24.5

27

24.4

26

23.8

F

MHz

19.4

62.5

100

27

16.4

21.3

15.8

表 9-5 中为四对线中的最差值，出现最差的线对在两法中并不一致，但问题不算大。
⑶ 测衰减
图 9-19 中上面一根曲
线为要求值，与用差分转换
头测的很吻合（但很临界），
用 单 端 测 量则 显 著 超
标，数据不合理。
⑷ 测窜扰
图 9-20 中虚线为要求值，
用差分转换头测的完全符
合要求而且很富裕（下面的
线）。用单端测的则严重超
标，数据不合理（上面的
线）。
4. PNA100Ω差分套件
⑴ 差分转换头
为
一平衡器与 50Ω/100Ω转
换级连而成。
① 平衡器
平衡器是一种双线对称式平衡器，为了能将使用频率降低到 1MHz，加了 11 个
（不得少于 6 个）四孔磁芯。示意图见图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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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50Ω/100Ω变换器
可解得，R 在 35Ω附近（推导可参考
2.2 节之 3）。原理图如图 9-21。
⑵ 差分电桥
它是一个由三个 100Ω无感电阻，与接
在测试口上的待测电阻，组成的一个平衡电桥（惠士登电桥）。由信号源来的单端信号，
通过平衡器变成差分信号后，接到电桥的对角线两端。另一个对角线两端，再通过另一平
衡器将误差信号变成单端信号后，送到仪器的接收输入端。即可直接测得 100Ω双线系统
的回损或驻波比，也可测试输入阻抗；但数值要乘 2，因为仪器为 50Ω系统。
5. 小结
直接用常规单端矢量网络分析仪测特性阻抗是可行的，测回损的误差则大了些，但似
乎尚能勉强使用，测衰减则显著偏大，测窜扰则严重失实。
采用 PNA100Ω差分套件后，矢量网络分析仪即可胜任各种双绞线的测试，也可进行时
域故障定位测试。其它特性阻抗的差分套件可另行定制。
各种操作步骤与 PNA100Ω差分套件清单，参见 PNA 仪器射频测量参考资料。
有时用差分头接在单端电桥上代替差分电桥进行调试是可行的，但不宜进行测试。因为
调试是要调到匹配的，而测试时通常是不匹配的。

9.5

PNA362X 用于测波导系统

PNA 常用于测同轴线系统,测波导系统时，应针对手头器件情况进行相应的变动。

1.测波导器件的插损与相移
只要有两个匹配好的同轴变波导, 即可按原来同轴线测插损方法进行。
· 按菜单键，设定扫频方案并按
执行键选定之。
· 将两只同轴变波导(cg)经两只
波导隔离器对接起来, 入(左)端接
到仪器输出端,出(右)端接到仪器输
入 A(或 B)端，校直通。如图 9-22 所
示。
· 将两只波导隔离器分开, 将待
测 器 件 (dut) 接 入 两 波 导 隔 离 器 之
间，即可测得插损与相移。
· 插损量程有四档, 可按〖↓〗键来选择, 最小一档为 0-2.5dB, 最大可测 80dB;
测移相器相移与插损时, 可按〖菜单〗
键，选《相损》档,画面将随〖↓〗键
反复出现四种坐标:
 ① 相 位 量 程 为 ± 180 ° ( 每 格
72°)，插损量程为+1～-4dB。
② 插损仍为+1～-4dB，相位在
光标点的附近平移展开(每格 5°)。
③ 相 位 按 ± 180 ° ( 每 格
72°)，插损量程改为+5～-20dB。
④ 插损仍按+5～-20dB，相位在光标点的附近平移展开(每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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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同轴反射电桥测波导器件(或系统)的反射特性
Ａ.常规扫频测试
· 将反射电桥(RB)接到同轴变波导上, 并用一块短路板将波导口短路(封上)后（如图
9-23 所示）
，按执行键进行〖校：开路〗项目。（只适合老软件，新软件只能在同轴线上进
行三项校正）
· 假如同轴变波导的失配很小时, 可直接连上待测件进行测试。拆下短路板, 接上待
测器件, 即可进行测试, 此时测试值中将包含
同轴变波导的反射在内, 假入要求不高, 这样
作是可行的（如图 9-24 所示）。
· 由于波导口开路并非全反射, 因此波导系
统测试中一般只好用校短路来代替校开路, 这
样作对测驻波比(回损)无妨, 闪点参数所显驻波比(回损)数字有效。
· 用短路代开路后相位差了 180°, 因此再用阻抗园图来看时, 就成了导纳园图,此时
用园图只宜用来看相位与看曲线集中情况及趋势等, 而闪点参数所显相位数值需改正负号
(即差±180°), R 与 X 是不太好用的(一定要用的话，可将 R+jX 用 50Ω除后再取倒数,即得
归一后的相对导纳 g +jb)。 用矢量便于对器件进行匹配。
Ｂ.点频计量测试法
① λ/4 法
在上面提到的测试方法中，由于同轴变波导的失配不知道，必然带来误差，这种误差
在点频上可用λ/4 法分离。对于波导系统则用λg/4 。
以点频 2450MHz 为例，对于 BJ-26，λg=173.36, 准备一段长度为λg/4=43.34±0.1 的
短波导即可。作法如下：
·按测回损连接，电桥测试口通过双阳接到同轴变波导的同轴端口上，在其波导口接上
λg/4 短波导，再在λg/4 短波导末端接上短路板(如图 9-25 所示)。在仪器设置为点频、测
回损的情况下，按执行键，进行〖校：开路〗项目。
·取下λg/4 短波导，直接在同轴变波
导口上接上短路板，按菜单键选短路项，按
执行键，进行短路校正。同图 9-23
·取下短路板，在同轴变波导口上接上
待测负载(同图 9-24)，记下测试数据|Γ0 |
与Φ0 ，|Γ0 |可由(ρ-1)/2 算出或由打印
机选〖反射〗项打出。.
·在同轴变波导口与待测件间，串入λ
，记下(或打出)测试
g/4 短波导（见图 9-26）
数据|Γ1 |与Φ1；
图解法

如图 9-27 所示，用直尺与量角器，在纸上即可由Γ0 与Γ1，解出Γcg(同轴变波导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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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Γdut(待测件的反射)。以纸中心为原点，由同一原点、按同一比例在纸上画出Γ0 与
Γ1 的矢量图，连接Γ0 与Γ1 的端点 a 与 b，找 ab 连线的中点 m，则 om =Γcg ,ma =Γdut .
通过这种测试，准确度大大提高，搞清了问题所在。可用低档设备作出高档产品。其实
这种测试的另一目的在于，找出一个好的负载与一个好的同轴变波导以便进行扫频测试。由
于屏幕上只有ρ，请用(ρ-1)/2=|Γ|公式或打印出〖反射〗数据(下同)。
② 单线法(单波导法)
此法实际上是λ/4 法的一种变通或推广，假如手头有的短波导不是λg/4，或者想校更多
的频点的话，不妨试试此法。
·按测回损进行连接，在同轴反射电桥上作开路与短路校正。这是因为短波导不是λg/4
而且还要扫频测试，只能在同轴反射电桥上作开路与短路校正。
·反射电桥接到同轴变波导，并在波导口接上待测件(同图 9-24)，记下Γ0 测试值(或
打印出〖反射〗数据)。
·在同轴变波导口与待测件之间，接入一短波导(电长度Φ约 90°，或 30°到 150°之
间，不宜靠近 180°)，记下Γ1 测试值(或打印出〖反射〗数据)。参见图 9-26。

·同上，画出Γ0 与Γ1 的矢量图 9-28，连接Γ0 与Γ1 的端点 a 与 b，找 ab 连线的中点，
过中点作 ab 中垂线，在中垂线上找出一点 m，使得∠amb = 2Φ(Φ可由实际波导长度算出，
2Φ<180°时，m 点在矢量三角形内，2Φ>180°时，m 点在矢量三角形外)。则 om = Γcg，
ma = Γdut ,误差已得到分离。此法虽然能扫频测试，但修正还得一点一点的进行。
·一般使用时，带宽并不宽，即使按λg/4 法进行扫频测试，精度也是够好的。
③ 双线法(双波导法)
假如有两段长度约λg/6 的短波导，即可采用此法。
·同②中第一点，按测回损进行连接，在同轴反射电桥上作开路与短路校正。这是因为
短波导不是λg/4 而且还要扫频测试，只能在同轴反射电桥上作开路与短路校正。
·反射电桥接到同轴变波导，并在波导口接上待测件，记下Γ0 测试值(或打印出〖反射〗
数据)。接法见图 9-24.
·在同轴变波导口与待测件之间，接入一短波导(电长度Φ约 60°，或 30°到 90°之
间)，记下Γ1 测试值(或打印出〖反射〗数据)。接法见图 9-26。
·在同轴变波导口与待测件之间，再接入一短波导(电长度Φ约 60°，或 30°到 90°之
间，如图 9-29 所示)，记下Γ2 测试值(或打印出〖反射〗数据)。

·用直尺与量角器，在纸上画出Γ0、Γ1 与Γ2 ，过三矢量端点 a,b,c 可以作一圆，找
出其圆心 m，则 om =Γcg , ma =Γdut 。如图 9-30 所示
④ 调配反射计法(滑动负载法)
滑动负载在波导中是很容易实现的，有了它，虽可以测三次定一圆(见上双线法)解出
Γcg，但通常多采用调配反射计法。这是一种典型的点频计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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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测回损进行连接，在同轴反射电桥上作开路与短路校正，再将反射电桥接到同轴变
波导上。

四 螺
滑动负载

图 9-31 调配反射计法

·在同轴变波导口接上一只四螺钉匹配器[55]，后面再接上一只滑动负载。如图 9-31。
· 反复调节四螺钉匹配器，使得拉动滑动负载时反射系数的幅值不变(即回损不变或驻
波比不变，并不要求为零)，此时即可认为反射计已完成调配(误差→0)。
· 用调配后的反射计测试出的Γ值，即可认为是真值。
Ｃ.提高扫频测试准确度的校零法
介绍计量方法的目的，除可以进行精密测试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通过测试找到一只
好的波导负载(驻波比≤1.02)作标准负载，与一只好的同轴变波导(驻波比≤1.1).
· 假如有了一只标准负载, 而且接到上述同轴变波导后所测驻波比 ≤1.13(回损-24dB),
则可以按菜单键选〖校零〗项并执行之，从而使得测试设备的精度与校零用的负载相当(即
测试系统的剩余驻波比≤1.02), 但若没有好的负载, 或者接上负载后驻波≥1.13（新软件
无此要求）, 则不能校零, 否则反而出错。
·最好用λg/4 短路波导作开路标准，扫频
进行开路校正；虽然扫频作开路校正只有一点
严格有效，但常规窄带应用是可行的。

3．采用波导定向耦合器测试
Ａ.常规扫频测试
· 将仪器输出端经同轴变波导接到定向耦
合器的主路输入端,付路反射输出接到仪器输入(A 或 B), 在主路输出口用短路板封上
后校开路。如图 9-32 所示。
· 拆下短路板接上待测件即可进行驻波比
测试。
Ｂ.点频计量测试法
采用波导定向耦合器测试后，也能采用点频计量测试法，作法同上(见 B 之 2 中各项)。
Ｃ.提高扫频测试准确度的校零法
采用波导定向耦合器测试后，也能采用提高扫频测试准确度的校零法，作法同上(见 B
之 3)。最好用λg/4 短路波导作开路标准，扫频进行开路校正；虽然扫频作开路校正只有一
点严格有效，但常规窄带应用是可行的。

4

采用魔 T

A.常规扫频测试
· 将仪器输出通过同轴变波导接到魔 T 的和支路, 将差
支路通过同轴变波导接到仪器输入（A 或 B）, 将标准波导负
载接到魔 T 的一路, 另一路用短路板封上后校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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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下短路板接上待测件即可进行驻波比测试。参见[45]
B.点频计量测试法
采用魔 T 测试后，也能采用点频计量测试法，作法同上(见 B 之 2 中各项)。
C.提高扫频测试准确度的校零法
采用魔 T 测试后，，也能采用提高扫频测试准确度的校零法，作法同上(见 9.5.2 之 3)。
最好用λg/4 短路波导作开路标准，扫频进行开路校正；虽然扫频作开路校正只有一点
严格有效，但常规窄带应用是可行的。

结

语

本章中对很多人并不在意的同轴线缆的检查，作了极其详尽的阐述。这是因为常用的
电缆很不完善，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后果。每开始一个新的试验以前，最好把所有
要用的电缆全面检查一下，必要时重装插头或换一根新的。注意电缆外皮与连接器接地要好。
必要时用双层屏蔽套的。
不要轻易把电缆作为标准线使用。除非你要求很低。
由于标准线在波导中易于实现，λ/ 4 法用来提高精度是非常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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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10.1

线天线测试

方向图的测试

方向图测试本身并不难，难在它须要一套设施。首先是空旷的场地或暗室，其次是转台
与安装架设装置，当然还要有一套收发设备能自动记录测试数据。
这里要提醒的是在测照射器的幅度方向图之前，先要定出相位中心。

1．相位方向图的测试
由于这个问题未受到充分重视，故这里先讲它。作为抛物反射面天线的照射器，可以
是振子，也可以是喇叭，甚至是波纹喇叭，抛物面反射器对照射器不但有幅度分布要求，对
相位分布也有要求。一般要求同相，或者说测幅度方向图时转台的旋转中心要落在照射器的
相位中心上。除要求转台上有平移微调用的拖板，以便来回调整位置，找到合适的相位中心，
当 然 指 示 设备 要 用 有 相位 信 息 的 矢量 网 络 分 析仪 之 类 的 幅相 接 收 机 ，最 简 单 的 就是
PNA362X。
相位中心不是一次就找得出来的，它是一个试凑过程；甚至有的照射器 E 面与 H 面相位
中心不重合，假如你能在天线反射面或付面中能修正这些相位误差的话，你的天线设计就又
高了一层。

2．测远场幅度方向图的考虑
A、测试距离 R
2

一个待测天线最大口径尺寸为 D，则 R≥2D /λ，这是允许口面相位差π/8 推出的，适
于一般常规要求。详见 [46][47]，对于一般通信天线大致上约为 30m。
B、架高问题
一般习惯收发天线适当架高一些，以避免阻挡与人的影响。有人想避开地的影响，
拼命架高并无必要，因为在低频段，低增益下脱离地面达到自由空间的效果是办不到的，甚
至测增益有时要故意架低才能测准。但测波瓣并不太在乎高度，也不宜放在盲区，有时得适
当选择一个高度才行。当然有条件的话尽量在暗室中测试。
C、系统信号强度（接收功率）估算

P ⋅ Gt ⋅ G ⋅ A PGGt Gr λ
Pr =
=
4πR 2 ⋅ L
(4π )2 R 2 L

2

（10-1）

式中 P 为发射功率，L 为电缆损耗， Gt 为发射天线增益，Gr 为待测天线增益，R 为距
离，λ为波长，G 为放大器增益(注意，放大器还有输出最大功率 Pmax 的制约)。（只要公式
左右端、分式上下项采用同一单位，10-1 式与单位无关。）
为方便起见，将 10-1 式改用 dB 表示，则
PrdBm= PdBm + GdB + GtdB + GrdB +λdB - RdB - LdB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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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距离因子 RdB = 20log（4πR）,也可查表 10-1
表 10-1 距离因子表
R (m)

10

20

30

40

50

60

RdB

42

48

52

54

56

58

⑵ 波长因子λdB = 20logλ，也可查表 10-2
表 10-2 波长因子表
f (MHz)

30

150

450

λ (m)

10

2

0.6

λdB

20

6

-4

900

1800

2400

3000

0.3

0.16

0.125

0.1

-10

-16

-18

-20

⑶ LdB 可以自行测试或查手册，以 3000MHz 为例
SYV-50-5
每米 1dB
SYV-50-9
每米 0.6dB
SYKY-50-9
约每米 0.28dB
SYKY-50-15
约每米 0.17dB
⑷ 接收设备的灵敏度（噪声电平）
二极管检波低放
-50dBm（d.c）
（即标量网络分析仪扫频仪等） -60dBm（a.c）
PNA362X 常规
-80dBm
PNA362X 精测
-90dBm
混频中放接收机
-95dBm
测试接收机 SA1711
-110dBm(1KHz 带宽)
频谱仪
HP8567
-115dBm(1KHz 带宽)
HP8566
-134dBm(10Hz 带宽)
频谱仪灵敏度高是由带宽换来的，假如信号源不稳仍然是收不好的，对于 3000 MHz，
-7
-5
-4
1KHz 的带宽为 3.3×10 这不是一般信号源作得到的，一般信号源只有 10 甚至 10 。
频谱仪是用来测频谱与互调的，仅作天线一般是没有必要购置的。
·接收功率 Pr 必须高于噪声电平 40dB 以上，估算强度时要留有 40dB 以上的余量。
D、具体实现方案
以 MMDS 全向天线为例，Gr=13dB，λ=0.1m,λdB=-20dB,半波振子 Gt 为 2dB(用等比结构
天线更高一些),30 米的 RdB（空间因子）为-52dB。
⑴ 大功率检波低放方案
Pr=PdBm+2+13-20-52= PdBm-57dB
与交流调制的二极管灵敏度相当，但是还要加 40dB 动态，所以发射功率要 40dBm 即
10W，这种作法的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强，因为发射功率大，但这样作会干扰其他设备，大功
率信号源也不太好找。
⑵ PNA362X 自发自收
这种作法增加了电缆损耗，要用放大器，30 米 SYV-50-5 损耗 30 dB，则动态只有 30
dB，用 SYKY-50-9 动态可达 50 dB，一般情况下加放大器后再测，发射电缆用粗些的空心电
缆是够用的了，已有 PNA362X 的情况下，不必再投资。
⑶ PNA362X 加放大器发，混频中放接收机收
动态可达到 55 dB，混频中放接收机与本振可以自制，也可以在购置天线方向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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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时成套购置。
⑷ 频率综合源发，测试接收机（或频谱仪）收，动态可到 66 dB，虽有好处，而投资
大增。
E、不稳定的问题
⑴ 接收的信号噪音比（S/N）不高是主要原因，至少要 40 dB，越高越好。
⑵ 天线与转台不牢固，受风的影响或人的影响。
⑶ 注意漏信问题
·放大器必须放在发射天线处,远离 PNA362X。
·输入输出两电缆尽量拉开一些，不能靠近，最好用一段具有双层镀银屏蔽层的电缆
或其他屏蔽性能好的电缆作 PNA362X 的引入与引出。
·电缆连接器与电缆外皮必须接触良好。
⑷ 检查仪器是否稳定
将整个环路连在一起，但发射天线到接收天线之间，用长电缆加衰减器来代替空间
衰减与相移（前例中衰减量为 20+52-2-13=57dB）。信号若很稳定，而且拔掉电缆后信号能
下降 40dB，即说明仪器正常（假如有步进衰减器，搬动衰减器信号能依次下降达 40dB，那
就更明确了）
。
⑸ 有外部干扰时，可在仪器输入端串入窄带带通滤波器，以抑制带外干扰。
F、改进方向
⑴ 测方向图最好有正规的转台与固定装置。
⑵ 有自动记录仪器。PNA362X 可选自动记录中等增益天线波瓣功能。
⑶ 有暗室或暗箱作近场诊断或测试（用 PNA362X 即可，但有一个定位问题）。暗室大到
能作远场测试当然更好。

3 几点思考与发现
A. 同一场形下,不管天线大小,也不管什么波长，其空间衰减是相同的.
通常有这样一种错觉，由于天线越大测试距离就越大，因此对收发设备动态要求也要增
大(或灵敏度要提高)。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空间的衰减是由场形决定的，而不是天线大小决
定的，天线加大后要满足远场条件，所以距离要拉大；但其增益也大，总衰减不变。以常规
2
波束为例：先假定天线是方的，则 Ar=D ，再假定发射天线也是方的，口径为 D/N，由传播公
2
2
2
2
2
2
2
2
式空间衰减α=GtGrλ /4πR ,代入 R=2D /λ，以及 Gr=4πD /λ ,Gt=4πD /N λ ,即可推出空
2
间衰减α=1/（4N ），若 N=10 则α=-26dB。
2
2
假定天线是圆的，直径为 D，发射天线也是圆的为 D/N，则α=π /4N ，若 N=10 则α
=-28dB，也就是作为常规波束天线，不管大小（因为 D 消掉了）
，不管频段（因为λ消去了），
它们测试时的空间衰减皆约 30dB 左右，但要注意，由于全向天线或赋形波束天线一个剖面
窄，一个剖面胖，这就不好办，因此一般空间衰减约在 50dB 左右，这就对发射设备提出了
较为苛刻的要求。
B.方向图的测试
一般的转台只是一维转台，通常只能测水平方向图，只要将天线正常安装在上面，水平
旋转后测出的就是水平方向图；由于地面的影响，发射天线也不一定等高，所以测出的皆为
锥面方向图，在要求不高时这样作也就行了。
测垂直方向图时，一般将待测天线转 90°后，安装在转台上，仍按水平方向图测试
即可，不要忘了将发射天线也要转 90°，否则极化不对了。
场地应比较空旷与平坦，孤立的一棵小树杆对水平极化影响不大，但对垂直极化影响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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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
C. 发射天线的大小问题
① 有人认为发射天线大了后，测试距离也要加大。若发射天线口径为 Dt ,则测试距
2
2
2
离应为 R = 2Dt /λ+ 2Dr /λ,更有甚者，认为应满足 R = 2（Dt+Dr） /λ.这就更大了。
② 有人认为发射天线大了后，会影响接收天线口面上的幅度均匀性，发射天线越大，
接收天线口面上的幅度就越不均匀。结论也是要加大测试距离。
③ 以上两种说法都认为发射天线宜小不宜大，其实不然。发射天线 Dt 越大（假定口
面同相），在同样的距离上的波前必然比点源的波前更均匀，相位差更小。尤其是在 Dt 很大
的情况下，可近似为平面波，则测试距离可很小。因此天线的测试距离随 Dt 的增大不是增
大而是缩小。这也就是用压缩场进行测试的物理概念[48]。 压缩场就是用一个大抛物面形
成一个局部的平面波，使得一个小些的天线能在室内进行远场测试。
2
因此，常规天线就按 2Dr /λ来决定测试距离，发射天线越大越好。甚至还可以缩短测
试距离。不放心的话，不妨在待测天线处测一下不同发射天线时的场强分布，谁的场强均匀
就用谁，一切以实测为准。
D.中波天线测试的一点思考
常规远场公式不适合于中波矮天线，让我们看看线元表达式中[10]：

Eθ = K [

j
1
1
−
−
]
2
βr ( βr )
( βr ) 3

发现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点，就是当 βr=1 时
Eθ=K[1 – j - 1] = - j K.
此时三项波的辐值相同，不妨称之为三同点。由于一、三两项相消，只剩下第二项凋落
波，故也可称之为纯凋点。假如我们在这一点测试场强的话，就会只得到凋落波的场强，虽
然我们并不需要它，但由于这一点是三同点，三项的辐值是相同的，因此我们间接地得到了
辐射场，达到了我们的目的。βr=1，即三同点的位置为：
R=λ/2π≈0.159λ
对中波而言约在 30～95 米之间。
R=2D2/λ是众所周知的远场公式，它是在天线口径 D＞λ的条件下，天线边缘与天线
中点对远区场的相位差为π/8 推得的，但由于中波超加载天线很矮，而λ已很大，因此按此
式来算，其得数将很不合理。因此需要一个新的准则或方法来决定测远场的合适距离。
·选 R=10λ/2π≈1.59λ，则波的三项分量的比例为 10-1：10-2：10-3，即在此处测辐射
场时，由于另两项的干涉，造成的不确定度不会大于 11%
·选 R=100λ/2π≈15.915λ，则三项的比例变为 10-2：10-4：10-6，则由于另两项的干涉
造成的不确定度不会大于 1%。
因此测试距离决定于你所需的不确定度，事实上一般选 R=1.59λ已足，虽然只能准到
11%，其实真正测试时，环境影响很大，绝不只 11%. 一般应用，选 1.59λ以远即可。

4 喜连川天线的垂直方向图
这是一种高效简洁的全向垂直极化天线，垂直波瓣通常要求下俯或平视，不希望上翘，
为此需对垂直波瓣进行测试。
当然最好在实际使用状态下进行测试，但这样作代价太高，通常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将
天线横过来水平放置后，测水平方位波瓣来代替的。
A、水平放置的喜连川天线并不等于水平极化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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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不允许采用金属固定架
水平极化振子一般是对称的，允许采用垂直的金属支架（因为左右相等相反，支

杆处于零场处），而喜连川天线的电场是不对称的，若用金属支架，其上必然有电流。
⑵下引电缆外皮电流问题
·传导电流 正规喜连川天线引出处加有λ/4 扼流套，可以防止天线电流向下流
，但由于有的人为了简单将这个套取消。还有的人为了调配方便，用了一段λ/4 双线来代替，
这是基本错误。对称式平衡器只在对称振子中有效，对于喜连川天线这种非对称结构，只有
扼流套才有效，其他平衡措施一律无效。
·感应电流 由于电缆外皮处于非零场中必然有感应电流，或者说喜连川天线对
外皮之间必然有共模电压，通过天线对外皮的共模阻抗必然有外皮电流，但加扼流套能保证
皮上电流不流入同轴线内。
B、改善波瓣测试精度的措施
天线支架采用非金属，如图 10.2 所示。
喜连川天线本身应加扼流套，正反加皆可。
引下电缆穿入带扼流套的金属管中，扼流套可不止一个。也可将电缆外皮用吸波材料
包住。
收发天线电缆出头处的连接器，必须装配良好，电缆外皮应与连接器的地接触良好。
发射天线应为对称线天线，并加有宽带平衡装置，防止发射交叉极化。若用等比结构
振子对，电缆引出处上下管末端必须短接（有人不短接）。
被测天线附近应开旷，尽量减少场地的不对称。
C. 几个试验
两次记录同一状态下的波瓣，应基本一致，否则有接触不良或干扰存在。
改变天线在架上的角度以试天线本身的对称性。
试引下电缆平伸加长或改变角度的影响。在正常接收情况下，手握（或晃动）发射或
接收天线电缆，读数应基本不变，以此判断皮上电流的有无与大小。此试验只能在测插损
状态下进行。
试天线电缆端对方位度盘 270°,与顶端对 270°所测波瓣的差别，以试场地的影响。
以手动测试来判断仪器自动记录是否正常。
试试旋转中心前后移动是否有影响（因为喜连川天线中心难定）。
试外部干扰与仪器的动态范围 在校完最大值后，在有隔离器的情况下，拔掉发射天
155

线进行波瓣记录，记下的波瓣就是干扰分布图或动态范围（应≥40dB），可用来估计干扰
的影响或想法避开干扰的方向。
喜连川天线由于是不对称结构的全向天线，对测试带来困难，再加上节数多，结构也
不易作得很对称，波瓣测试能在某个频点上比较对称就不错了，所有频点全部对称是很难的，
定向天线有反射板就好办多了。

10.2

线天线增益的测试

1 两天线法
A. 用途
当有两个相同的天线要测增益时，可用此法。尤其是圆极化天线，因为没有标准增益天
线作比较，不得不采用此法。此法适于测试小的 GPS 天线或单组贴片天线。
B.原理
此法的理论根据是，两点源在自由空间的插损 IL 是可以算出的，因此换成两个天线后，
插损减小的 dB 值即两天线增益 dB 值的和。若两天线相同，除 2 即得单个天线的增益 dB 值。
如其中有一个已知，也可算出另一个。
C.条件
首先想法接近自由空间环境，在暗室中用吸波材料或在普通房间内采用小的测试距离以
接近自由空间环境。因此 G≤10，并且频率高时好办些。其次是被测天线应有明确的辐射中
心，以便量距离。如贴片天线的辐射中心就在口上，单极子与偶极子也好办，而八木天线的
辐射中心就说不清，距离不好确定，不适于此法。
D.算法
2

对于天线口面每边 D 都≤λ的天线，测试距离 R= 2D /λ=2λ。以 GPS 瓷片天线为例，
λ=0.19 m，R=0.38 m，由（10-1）式知两天线之间的衰减(距离很近，L 可不计，也不用加
放大器，故 G=1)

Pr/Pt= G1A2/4πR2
2

代入 A2=G2λ /4π

Pr/Pt =G1G2(λ/4πR)2
代入 R=2λ

Pr/Pt =0.00158G1G2
以下用 dB 值表示，插损 IL 为
IL=G1+G2-28
（dB）
即
G1+G2=28-IL
（dB）
2

2

注意：两点源在自由空间的插损是(λ/4πR) ，而不是扩散因子 1/(4πR )。
E.测法
·在两个相同的天线的背面直接装上插座，架好并保持口面间距为 2λ。
·两连接电缆校直通后，分别接到两个天线插座测其间插损 IL。
如 IL=18dB，则 G1dB+G2dB=28dB-18dB=10dB ，两天线相同，则 G=5dB，误差在 1dB 以内。
注意：此法以点源为准，测出的增益倍数为 G0，dB 数为 dBi。
此法可与比较法结合起来作，即可先测两个半波振子的 G0 ，以作比较。

2 三天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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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三个天线时，可用此法。条件同两天线法。其原理如下：
用两天线法，可测得两个天线增益 dB 值之和。若有三个天线，其增益分别为 G1，G2，
G3 ，两两组合测三次得：G1dB + G2dB = XdB
G2dB + G3dB = YdB
G3dB + G1dB = ZdB
三式相加除 2 得 G1dB + G2dB + G3dB =（X+Y+Z）dB/2 = WdB 则：
G1dB = WdB – YdB， G2dB = WdB – ZdB， G3dB = WdB - XdB
三天线法显然比两天线法繁得多，不是极其考究的情况，不必采用。可参见[49]。

3 比较法
虽然测量天线增益的方法已列入标准化资料，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看到目前有些单
位的场地、设备条件以及测试方法的采用上，仍然想介绍一些情况。值得提醒的是，这里与
一般微波天线增益测试在某些作法上很不一致的。譬如微波天线强调的是垂直口径上的起伏
（包括收发双方），而在米波段，距离上的起伏（或称空间驻波）却更为重要。微波天线希
望尽量架高以脱离地面，而米波段有时却故意架低来解决地面对增益测试的影响。
A.基本布置
书上谈到的测增益方法不止一种，但在米波段，用半波振子作参考天线（也可称标增
益天线），用比较法测增益可能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其布置示意图见图 10.6。待测天线较
大时，倒不下也移不开，只好与参考天线半波振子并列放置。信号发射天线(图上未画)应位
于两者的中垂线上而距离满足远场要求的地方。
在通讯、广播电视行业中，增益 G 的定义本来就是相对半波振子而言的。这种定义的物
理意义显而易见，测试也方便。而在雷达行业中却习惯用点源作参考（写作 G0），可惜点源
只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测试中，还得用半波振子；测试得到 Gλ/2，然后再乘 1.64 即得 G0。
若用 dB 值表示，Gλ/2 则成 dBd,G0 则成 dBi= dBd+2dB（注：10log1.64=2.15dB）。现在天线
增益已多用 dBi 不再 dBd 了。
B.测试距离选择
2

对此我们不作深究，只是按常规设置，测试距离 R≥2D /λ。式中 D 为天线最大口径，
λ为波长。此式并未计入信号天线口径，一般情况也不必考虑其影响。
对八木天线测试有个具体问题要提一下（见图
10.3），对于这样一个八木天线的 D 算多大的问题，不
能像其他天线一样，量量机械尺寸即可。此处用单元长
度 l 是不对的；对于长八木而言用总长 L 代替 D 来估算
R，是既省事又保险的方法。另一方法就是要估算一下
有效口径 Ae，经反算得到 D。也不妨用 G0=10L/λ来估
算 G0，再反算 D。
C.被测天线的架高问题
从直觉出发，总希望把天线尽量架高一些来摆脱地
面的影响，事实上，米波段天线垂直方向图都比较宽，想摆脱地面是办不到的。因此只
要适当架高即可，所谓适当就是从便于操作与架设出发，只要不低到地面影响天线上的
电流分布或阻抗就行了。架高不宜小于一个波长，不要以为越高越准，正相反，假如天
线不下俯的话，架高越高，垂直方向所引起的损失越大。另一方面，越高晃动越大，而
且垂直花瓣更多不易测准。
D.有地面反射时，垂直方向图在增益测试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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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立体波束变窄所得到的好处就叫增益，但是由于垂直波束变窄，在测试距离
不是很远、而且米波段地面反射严重的情况下，会带来测试值偏低的情况。这个问题让我们
从信号天线的架高考虑上谈起。有三种作法
·升降信号天线直到找到垂直波束最大点为止，设在此时测出的增益为 G1。
·信号天线与被测天线等高，设此时测出的增益为 G2。
·只要信号足够强，信号天线尽量降低，设此时测出的增益为 G3。
下面对三种情况作一点分析，参见图 10-4。现以被测天线发射，计算信号天线处场来
列公式（用信号天线发亦同）。

·信号天线位于被测天线垂直波束最大点处(此时直接波与反射波同相相加)
⑴ 被测天线平架 先由被测天线发射，则此时信号天线处合成场强 E1 为
E1 = E（θ1）+∣Г∣E（-θ）
(10-3)
式中，E(θ)表示被测天线垂直场强方向图，E（0）表示波束最大值，Г为地面反射
系数。改参考天线发射后，收到的场强为 ES，由于其垂直方向图为圆，所以
ES=1+∣Г∣
(10-4)
此法测得增益为 G1a
G1a= {

E (θ1 ) + Γ E ( −θ )
1+ Γ

⑵ 被测天线指向信号天线
G1b= {

(10-5)

则

E (0) + Γ E ( −θ − θ1 )
1+ Γ

·信号与被测天线等高
G 2= {

}2

}2

(10-6)

h = H

E (0) + Γ E ( −θ )∠Φ
1 + Γ ∠Φ

}2

式中，φ表示直接波与反射波间的相位差
·信号天线尽量低 h→0
⑴ 被测天线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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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G3a= {

E ( −θ ) + Γ E ( −θ )∠Φ
1 + Γ ∠Φ

}2 = E 2 ( −θ )

(10-8)

⑵ 被测天线指向信号天线
G3b= {

E (0) + Γ E (0)∠Φ
1 + Γ ∠Φ

}2 = E 2 (0)

(10-9)

由上诸式可见，只有在信号天线尽量低而且被测天线指向信号天线的情况下，增益的
2
测试值才接近天线增益的真实值 E (0）
。（假如被测天线也较低，则-θ→0，此时 G3a 也将→
2
2
E (0）)。显而易见，G1a，G1b，G2 皆小于 E (0)，而且垂直方向图越尖锐，这个差值越大。
信号天线处于最大点位置最易为人接受，信号天线与被测天线等高也是习惯作法，只有
第三法将信号天线架低，被测天线下俯的作法似乎不合情理，但理论与实践皆证明第三法
是惟一正确的。当然若被测天线垂直方向图很宽，这个差值并不很大。
，
在采用第三法时，φ→180° ，因此直接波与反射波是相消的，因此只能在信号足够强
的情况下才能架低，信号太弱时也只好架高一些。
F.空间驻波问题
当我们在测某米波八木天线阵
时(图 7-27)，发现测试数据老不重复，昨天
与今天测的不同，上午与下午测的不同，有
时相差一倍。最后终于发现是半波振子前后
倾斜造成的，虽然其支杆底部放在一个地
方，但振子每次在距离 R 方向是有差异的，
因此我们有意在 R 方向移动一下，发现在半
波长的距离内即有一个起伏，如图 10-5 所
示。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距四分之一波
长，正如在测量线上的驻波相似，故称之为
空间驻波，这个起伏远比 1/R 与 1/（R+r）
的差异大得多，通常在 1dB 左右，有的频率甚至达 3dB。碰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把半波振子与大天线距离 d 拉开一些，并且在不同位置测一下空间驻波，发现只要不是靠得
太近，适当远一些即可，继续移远起伏并不继续减小，纯靠移远不能解决问题。只好想法修
正。
设直接波为 1，反射波为Г（何处来的尚不清楚，但肯定是近处来的，而并不是图中由
远处地面反射来的；因为这种形式的干涉所造成的起伏是在高度方向而不是距离方向，而且
起伏很慢,这一点与微波天线极不相同.）,则半波振子在移动中收到的最大值为 1+Г，而最
小值为 1-Г。因此若以最大值为准则增益偏低，而以最小值为准则增益偏高。
G 小=

G
G
； G 大=
2
(1 + Γ)
(1 − Γ) 2

1 + Γ = G / G小 ； 1 − Γ = G / G大 ；
G=

4G大G小

(10-10)

G大 + G小 + 2 G大G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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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稍微繁了一些，一般应用时可采用 G =

G大G小 近似

在采用此式修正后，测试数据就很重复了。在后来的各批抽测中，在不同的地点测试皆
能保持数据的合理一致性（常常看到国内外文章上一些天线的增益测试数据偏高，通常并不
见得是他的天线有多好，可能未进行修正，公布的是测试中的最大值）
。
G.其他几个具体问题
⑴ 极化问题
由于参考天线是半波振子，因此只宜在水平极化下应用，否则半波振子的馈电电缆外
皮上将会有感应电流，从而破坏了半波振子的参考意义，因此即使是垂直极化天线，也最好
转过来按水平极化测试。若一定要在垂直极化下测试，则参考天线必须换带扼流套的振子(见
图 6.3(a))，频率高时最好用标准增益喇叭。
⑵ 被测天线是用作发射还是用作接收问题
用作接收会方便一些，因为这样作可以与波瓣记录仪放在一个地点，但这样作有一个
前提，就是被测天线应该是基本匹配的（譬如说驻波≤1.5）。否则应采用发射法以便对两个
天线的发射功率进行监测，并代入增益公式进行修正。
⑶ 参考天线与端射天线的相对位置问题
在用比较法测天线增益时，假如天线不大并且倒下很方便的话，则两个天线可先后放
在同一地点上。假如天线不能倒下，则有个 d 与 r 的问题（图 10-6）。只要测试距离够远，
由 r 引起的幅度差异是不大的，也是可以估算的。R 方向带来的起伏主要是空间驻波。
严格地讲，应找出八木天线的相位中心，但一般可将半波振子放在激励元附近，然后前
后移动（或摆动）测出空间驻波即可。
至于 d 的决定，宜适当大一些。可在不同的
d 上测空间驻波，起伏在一分贝内即可，只要大
部分频率点好就行，有时个别频率上起伏达三分
贝，再拉远也不行时则只好作罢。一般说来，天
线在 90°方向场强很弱只要适当拉开些即可。
⑷步骤（以接收法为例）
·将半波振子调到测试频率的相应长度上
（略短于λ/2），其驻波比≤1.2。
·检查被测天线驻波，若大于 1.5（要求低
时不妨到 2）
，则应调好或采用发射法修正入射功
率。
·信号天线开始发射，大致看看半波振子
收到的信号强度，只要检测设备有足够大的读数，而且读数稳定的话，尽量将信号天线架低。
·将半波振子前后移动（或摆动）λ/2，记下最大值 P 大与最小值 P 小。
·将检测设备接到被测天线，使天线方位对准信号天线，然后下俯找到最大值（假如
天线能俯仰的话），记下信号强度 PT
被测天线增益 GdBd = PTdB – (P 大 dB+ P 小 dB)/ 2
注：这里假定读数全用分贝表示，若用倍数表示则应用 GT = 1.64 G大G小 。
大型天线的参数测试中，测增益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否则难以得到可信的结果。
小天线的增益测试很简单，用两天线法即可。

160

10.3

天线阵面幅相分布的检查

对于一个阵列天线, 不管是线阵还是面阵,对其阵面场的幅相相对分布是有其相应的要
求的。天线作好后一般是测其远场性能, 这就要有大的设施, 大的场地, 费钱又费时。其实
只要在近场测出其口面的幅相分布, 即可算出其远场特性。近场测试也有其具体问题, 需要
微波暗室以及一套好的拾取天线与定位系统, 但是仅仅为了证明天线是否正常, 只作近场
诊断(或称作检查)那就简化多了, 用不了那么多的设备, 只要作个拾取天线, 即可用矢量
网络分析仪测出各振子间的幅相关系。实践证明这样作是既简单又有效, 便于对天线产品进
行百分之百的检验,而不像远场那样只是在例行试验时才进行抽测。
1.拾取天线
任何形状的线天线、环皆可作拾取天线, 但我们经验以对称振子与平衡环两种为好, 为
了简化定位问题, 我们可以将拾取天线挂在要测的振子上, 要作绝缘的挂钩, 以尽可能保
持每次放置的位置相同。
(1) 对称振子(图 10-7), 其长度 L 没有什么要求, 一般短于被测件即可, 只要拾取信
号够强,短些也无妨, 但两臂长度要对称。往下送的双线对称式平衡器可以用金属管焊成,
也可用电缆本身作成, 长度在λ／4 左右即可, 要求并不严格。采用正挂与反挂振子在同一
被测振子上,若两者幅度基本相等,相位相反(即相差 180°)，即说明测试系统正常。

图 10.7 对称振子

(2)
平衡环(图 10-8), 环可以是园的, 也可以是矩形的, 尺寸<<λ, 外观对称而将同轴线心线
焊到对面即可, 环本身是对称的, 因而形成了一个穿入式的平衡器。
这是一个磁耦合环, 适宜于测线上电流分布, 当然也适宜于测振子间幅相分布, 但定
位比对称振子困难一些。判断此环的好坏, 也是正反挂在被测振子上，要求幅度基本相等,
相位亦反相。
2.具体作法
图 10-9 画的是个 3 元倒相式天线, 实际上不管多少元都是一样的。
· 将天线输入头接到矢量网络分析仪输出端口上;
· 将拾取天线挂在最强的一个振子上, 以此作为参考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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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测试频率(1 点或多点), 校直通;
· 按菜单键, 选相损画面, 此时幅值应在 0dB 左右, 相位应在 0°左右;
· 将拾取振子挂到其他振子上, 记下幅值与相位, 即可得到各个振子的相对幅相分布;
作此试验时,应采用精测，地方要适当空旷一些, 人距天线适当远些, 若怀疑仪器不稳
则可再挂回参考振子处重校后再测, 甚至测一点回一次参考振子处, 也可能另外的振子更
强也不怕, 因为相损的范围为+1dB、-4dB, 这适合于测等幅分布的情况, 若起伏更大可按换
档键换档, 可测+5dB 到-20dB 范围, 一般是够用了。
在 V 频段以上 S 频段以下, 全向缝阵用得较多, 我们经验证明, 在调匹配过程中必须监
视各缝的相位基本相同, 否则即使匹配调好了, 而增益降低了也是不好用的。测试表明, 相
位分布对的增益就高, 否则就低, 这是显然的, 因为只有同相加起来才是最大。有了矢量网
络分析仪, 就要利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能测相位这个重要功能, 使得我们能开发与生产出性能
优良的天线产品。
在阵列天线中只要阵面幅相与分布满足要求，则用不着测远场即可判定该天线有无问
题，一般来说只要没有故障，并馈阵列的幅度是由设计决定的，很难改变。而其相位由于通
过电缆长度是可以调整的，一般是调到同相以得到最大增益，也有适当移相以得到某种零点
充填或波束下倾的。
·不要把单元反射系数的相位与单元的电流相位混为一谈。
在并馈阵列天线中，需要对每个单元的电流相位进行检查，看其是否与要求的一致，对
于常规天线一般都是要求相位相同，由于这种作法要求有耦合探头定位装置，否则读数很不
稳定。有人改为测每个单元的馈线口上的反射相位来代替，假如每个单元的阻抗完全相同，
这样作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每个单元阻抗并不会完全相同，而只是要求其反射较小，
而在反射较小的情况下，反射系数的相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反而造成错觉，这是因为电流
相位≠反射的相位。举个例子，如单元阻抗为 50±j5，反射系数为 0.05∠±90°即反射系
0
数相位变化达±90°（相差 180 ）。而真正电流的相位为：

1 + Γ 1 + 0.05∠ ± 90 o 1 ± j 0.05
∠ ± 2.86o
=
=
=
Zl
50 ± j 5
50 ± j 5
50∠ ± 5.71o
误差为±8.57°，最大相差 17°。
由此可看出两者是不同的，不能把单元反射系数的相位看成是单元的电流相位。本来±
8.57°可以不修剪电缆，若按±90°修剪电缆那就错了，但假如多频点测试，看成团效应有
可能是对的，总之还是慎重一些为好，我们要的是辐射电流的相位。

10.4

天线阻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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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个器件的输入阻抗在测传输线中已介绍过了，而对于测天线而言，尚有其特殊性，
一是天线是辐射的，测试仪器必须只测天线而不受辐射的影响。二是外部有干扰，会干扰甚
至倒灌烧毁仪器。
1． 抗自身辐射的影响
当测试数据不重复、与人的位置、或手摸电缆有影响时，应采取某种措施：
(1) 被测天线置微波暗室内，仪器置暗室外。
(2) 被测天线置微波暗箱内，仪器置暗箱外。
(3) 被测天线置室外，仪器置室内。
(4) 架高一些，仪器置于地面。
(5) 被测天线最好水平放置，测试电缆垂直放置，处在天线零场或弱场处。
(6) 被测天线置仪器上面，在测试电缆上套上扼流套或吸收材料（如铁氧体磁环）
。
2． 现场测试中的抗外界干扰问题
现场测试时，上述某些手段是用不上或者是无用的。以中波广播天线为例：
(1) 对外地台的干扰，一般属同频干扰，只有靠精测的多次平均，甚至多频点测试来人
工平滑以取得比较可信的数据。
(2) 对本地台的发射，由于是近距离的强干扰，不加保护措施，极易损坏仪器。首先要
换用能承受 100W 的大功率反射电桥(RB-M)，然后将仪器与电桥输入电缆串一组可
调带通滤波器，这样做对一般强干扰已经能对付了。由于滤波器没有串在测试口，不
影响测试结果。这是电桥外置的好处，这样做对建造或维护中波天线时的调试极为有
利，否则每周只有一个下午停机的情况下，调试时间太少了。

结语
关于测天线水平方向图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有人认为应当不遗余力地，极其费事
地测出天线的自由空间的方向图。作者认为怎么用就怎么测，因而测出的是一个锥面内的波
束，虽然不符合所谓的理论波瓣。但却是一个真实的实际的方向图。
本章提到的米波天线远场增益测试的作法，是经过实践考验的。
天线远场测试是个既费人力又费物力的事，应当尽量改成近场测试，实在条件有困难也
要开展近场诊断；近场诊断无问题，天线不会有问题,实在不放心也只能抽测少量的作远场
测试。
关于 PNA3620 自发自收进行远场测试有个很好的例子：在 L 波段下， PNA3620 发出
的信号经三段放大接力（电缆总长 700 米(衰减 90dB)），送到发射天线发射。收发天线相距
500 米（空间衰减 50dB）,在总衰减 140dB 的情况下，进行了相位测试，数据非常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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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11.1

其他测试项目

是电感还是电容

1. 射频下的电感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有位用户在其 150MHz ,BP 机主台发射机中一直采用一种
线圈（在 1/4W 电阻上，用漆包线绕 40 圈），其目的估计是用作扼流圈。谁知，在 PNA3620
上一测却为容性。是仪器出了问题吗？为此，对其进行了超频带范围的测试，结果整理如下：
线圈 A 是在 1/4W100K 电阻上用φ0.25 漆包线绕 40 圈，内径φ2.
线圈 B 尺寸同上，但是是空心的。
经测试后发现两阻抗数值皆由正到负，即由感性逐步变成容性。特性类似一个并联谐
振回路，低频时呈电感，高频时呈电容，中频时呈谐振。两者在 400MHz 以下时差别不大,
如图 11-1 所示。 400MHz 以上差别就大了，线圈 A 的阻抗轨迹为一个大圆,局部有 3 个小圆,
如图 11-2a 所示。 线圈 B(空心者)呈现 4 个偏心圆，如图 11-2b 所示.

为了给不习惯圆图的读者加深点概念,现将线圈 A 的阻抗数据少取几点打印出来（见表
11-1）：
表 11-1 线圈 A 的阻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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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MHz)

R (Ω)

30

52.1

130

JX (Ω)

F

(MHz)

R (Ω)

JX (Ω)

170.2

830.

12.1

21.5

400.8

-665.1

930

17.6

48.6

230

50.4

-259.2

1030

30.3

79.9

330

16.4

-130.6

1130

81.9

87.2

430

21.1

-107.1

1230.

70.4

149.5

530.

4.7

-66.2

1330

210.5

263.9

630

15.1

-32.6

1430

208.3

-271.3

730

10.2

5.9

1530

36.3

-78.4

下面给 一组参考数据，用 0.35 漆包线在Φ5 杆上 平绕若干圈脱下来即成为一个线圈，
对于这种线圈其第一谐振点 f01 大致可用下表查出范围（见表 11-2）。
表 11-2 线圈第一谐振点 f01
t

圈数

f01 MHz

20

10

5

210

370

590

3
890

2

1

1490

2030

0.75

上列数据可用下式拟合： f01 = 2000/t
(11-1)
谐振时呈电阻性即Φ=0，用相位来定谐振点明确一些，比用∞好。第一个谐振点为并联
谐振形式，低于第一个谐振点的频率呈电感性，高于第一个谐振点的频率呈容性。
这里并不试图解决线圈估值与设计问题，而是通过实例说明：不能简单地将高频结构用
到甚高频，更不谈用到超高频。这儿主要想说明器件或零件用在什么频率，就应该在什么
频率下进行测试。对射频测试来说，手头没有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测试，不仅仅是不方便，
有时还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2. 射频下的电容
⑴ 电容的串联谐振现象
在电路中经常用到瓷片电容作旁路电容，测试中发现带引线的瓷片电容呈电容性也是有
条件的。由于引线电感的参与，电容也会变成了一个串联谐振回路，随着频率的升高依次出
现第一个串联谐振点与第一个并联谐振，也就是说一个电容的高频测试特性也是在圆图上周
期性的绕圈。超过谐振点后呈电感性。个别型号变容管由于引线太细，也会出现电感性。
普通瓷片电容的谐振频率如表 11-3 所示：
表 11-3 瓷片电容的谐振频率
电容 pF
f0MHz

1000

100

10

5

1

35

130

330

500

1200

表 11-3 可用 f0=1200/ C

(11-2)

来得到较好的近似，由表或公式即可找出 f0，然后即
可决定扫频方案进行测试演示，左为一个典型的示意
图，频率低于第一个谐振点时呈容性，高于第一个谐
振点时呈电感性。
请注意：在甚高频以上时，所有的元器件的低频
参数都已失去意义，甚至用高级的 LCR 参数测试仪也
不例外。因为这种仪器的测试一般只有 10KHz，最高
也不过 1MHz。只有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才能测出其在射
频使用频率下所呈现的阻抗值。根据经验用矢量网络
分析仪甚至在 1000MHz 附近,先测定各元件的电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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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组成滤波器也是可行的。
Z0

λ/2

～

R

(a)

Z0

(b)
图 11-4

ESR 测试

⑷ 射频时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⑸ 普通的贴片电容不宜用于微波频段。需要时，可以作一夹具进行测试：利用待测件
与一段同轴线组成λ/2 腔，并联在传输线上形成一个陷波器，示意图见图 11-4(a)；
由图 11-4(b)可导出传输系数 T，或陷波深度(插损 IL)与 ESR 的关系。

T=

2R
50 + 2 R

(11-3)

表 11-4 中给出了几个数据，可点在单对数坐标纸上，连成曲线以便插值。
表 11-4 ESR 与 IL 对照表
ESR (Ω)

10

IL (dB)

-10.88

ESR (Ω)

0.5

IL (dB)

-34

7
-13
0.4
-36

5

4

3

2

1

-15.56

-17.2

-19.4

-22.6

0.3

0.2

0.1

0.05

0.025

-54

-60

-38.5

-42

-48

-28.3

注：图中电容放在顶端，不如放在线的末端，参见“射频技术浅谈”上的照片。

3.电感标称值的测试
(1)
(2)
(3)
(4)

(5)

(6)

标称值一般用 LCR 仪器进行测试，也可用 PNA3628 进行测试。
用 PNA3628，按测回损连接；
扫频方案设为 0.1590MHz 点频；
在电桥测试口上校开路与短路；
在测试口插上待测件即可测出其 R 与 X 值，R 用于优值 Q 的计算，由 X 即可算出电
感 L 值。
X = jωL = j2πfL = jL(μH), 因此 |X|Ω= |L|μH，如 X 测试值为-j10Ω
即为 10μH。
按 0.1590MHz 设置，适于测 1～999μH;
按 1.590MHz 设置，适于测 0.1～99μH,即 0.1|X|Ω= |L|μH，读数除以 10。
按 0.0160MHz 设置，适于测 10～9990μH,即 10|X|Ω= |L|μH，读数乘以 10。
也可用列表扫频方案，同时使用两或三个频率进行测试。

4.电容标称值的测试
（1）按测回损连接；
（2）扫频方案设为 63.662MHz 点频(非 3628 型仪器只好设为 63.65MHz)；
（3）在电桥测试口接上短路器后校开路，取下短路器后校短路。阻抗圆图变成导纳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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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插入待测件即可测出其导纳值(G+jB)，从而算出电容 C 值。注意：屏幕上仍显
R+jX,
但要知道其实是 G+jB。经过计算，|X|Ω=|C|p,如测试值 X 为 10Ω，则 C 为 10p。
同样 R 值也可用于优值 Q 的计算。
（5）按 63.662MHz 设置时，适于测试 1～999p.
按 6.366MHz 设置时，适于测试 10～9990p,即读数乘以 10。
按 0.636MHz 设置时，适于测试 100～99900p，即读数乘以 100。
（6）也可用列表扫频方案，同时使用两或三个频率进行测试。

5. L/C 的比值是否越大越好
在作谐振迴路时，总以为 L/C 的比值越大越好。最近在作中波滤波器时，发现在 1.6MHz
时，390μH 与 270pF 在串联谐振时的 ESR 为 233Ω，而用 190μH 与 540pF 在串联谐振时的
ESR 为 64Ω。对于 50Ω传输系统，前者的插损为 9.9dB,而后者的插损为 4.7dB。说明在电
感的 ESR 较大时，L/C 的比值还是小些为好。

11.2

陶瓷谐振腔的测试方法

陶瓷谐振腔由于耐高温，而且相对介质常数高（可到 80 以上），故体积小，而且温度
稳定性也好（约 3ppm/C°）, 常用于功率较高（瓦级）的小型移动通信设备（如手机、无
绳电话等）中作滤波器或双工器。
对于这种器件，一般要求测其谐振频率与 Q 值，大致有以下几个方法：临界耦合法、反
射系数法、陷波器法、弱耦合测频响法，下面分段简单介绍一下。

1.临界耦合法
其思路为在一矢量网络分析仪上接一测试夹具，测试夹具本身为一插座，其内导体伸
出一叉形簧片，插座在经过开路与短路校正后，将陶瓷腔放在夹具上。陶瓷腔的引线（通常
为一薄铜片）与插座的叉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前后移动腔体（改变耦合电容）使得对陶瓷
谐振腔形成临界耦合（图 12-11），则此时虚部为 0，实数为 50Ω的点的频率，即谐振频率。
而∣R∣=∣X∣的两点间频带宽度去除谐振频率即得 Q。
这种测试方法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上用圆图来看，是很清楚的。但在标量网络分析仪上也
能测出，只要先调临界耦合使得某一频率上回损小于-40dB 的话。则回损最低点的频率即谐
振频率 f0，再找出两个 7dB 点的频率 f1 和 f2，则 Q = f0/(f2-f1)(临界耦合时，|R|=|X|点的
反射为±j/(2±j)，其反射绝对值为 0.447，回损值为-7dB)。
此法比较直观，但操作有困难，并不实用。因为夹具难做，短路难校。临界耦合也不是
那么简单就调好了的，速度太慢。
2.直接测反射系数法
在矢量网络分析仪经过开短路校正后，在电桥测试端口开路时，光点在Г=1(Φ=0°)
处，接上陶瓷腔后，在显示屏上将出现如图 9-1 的情况，则Φ=0°的一点的频率，即谐振频
率 f0，记下此点的反射系数模值或回损即可算出 Q。
陶瓷谐振腔有两种结构，一是作成λ/4 短路线，一是作成λ/2 开路线。
⑴ λ/4 短路线
由式（1-14）可知一段线的输入阻抗
-2гl
-2гl
Zin=Zor(1+Γe )/(1-Γ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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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0r 为腔的 Z0，对于短路线Г=-1，所以
-2гl
-2гl
Zin=Zor(1-e )/(1+e )。
αl
假定在频率变化不多的情况下腔的衰减αl 不变，就可以令 e =|Γ|，而把 Zin 写成：

1 − Γ e − j 2 βl

Z in = Z 0

1 + Γ e − j 2 βl

形式上全同于史密斯圆图，但注意两轮Γ含义不同。第一次的Г=-1 是短路线的末端，
这次∣Γ|是在腔入口（测试点），由仪器看入的（测出的）等效|Γ|。
对于λ/4 腔,2βL=180°，
Zin max =Z0(1+|Γ|)/(1-|Γ|)=ρZ0,
现在想法求出 Zin=0.707 Zin max 时的⊿Φ，其条件为（令Φ=2βL）
：

1 − Γ e − jφ
1+ Γ e

− jφ

=

1 − Γ cos φ + j Γ sin φ
1 + Γ cos φ − j Γ sin φ

= 0.707 ρ

假定∣Г∣→1，Φ→180°，则分子中虚数远小于实部基本为 1+∣Г∣不变，上式可
化简为

1+ Γ
1 − Γ − j Γ sin φ

= 0.707 ρ ，

当Φ=π时，分母最小，为 1-|Γ|，因此只要
1-|Γ|=|Γ|Sin（π±ΔΦ）
即可满足方程要求，得
SinΔΦ=（1-|Γ|）/|Γ|，
当ΔΦ→0，并且|Γ|→1 时，ΔΦ=1-|Γ|。 谐振时Φ=π，3dB 时Φ=π±⊿Φ，所以
Q =π/2⊿Φ=1.57/(1-|Γ|)
(11-4)
2
有的书上 Q =π/(1-Γ )，当|Γ|→1 时，两者是一致的。
⑵ λ/2 开路腔
如法炮制，可得 Q=3.14/(1-|Γ|)，似乎 Q 大了一倍，其实由于腔长了一倍， αl
将增大一倍，又使Г减小，所以λ/2 腔虽比λ/4 腔的相位灵敏度高一倍，但 Q 值却差不多。
上两式中Г是对 Zor（谐振腔的 Zo）而言，而仪器测试时是对仪器的 Zo 而言，则应由仪
器测出Г后算出ρ0 与ρZ0，然后除上 Zor 得到腔内之ρr，再算到Гr，以Гr 代入 Q 值公式
即得。当仪器特性阻抗 Z0=50Ω，陶瓷腔 Zor=7Ω，可参考表 11-5 取值，使用时可用对数坐
标纸画出连线以便插值。
表 11-5 回损与 Q 值对照表
回损 dB

0.1

0.2

0.3

0.4

0.5

0.6

0.7

ρ0

174

86.9

57.9

43.4

34.8

29

ρr

1241

620

413

310

248

207

177

155

138

Q(λ/4)

975

487

325

244

196

163

140

127

110

Q(λ/2)

1950

975

650

488

392

327

280

245

219

24.8

0.8

1

21.7

19.4

实测效果
·谐振频率的分辨率，决定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相位分辨率，对于相位分辨率为
0.1°的情况下，如λ/4 腔，反射相位为 180°，只能分辨 1800 分之一，对于 900MHz
，即 0.5MHz。
·由于|Г|→1，因此对仪器稳定性要求很高，为了减少接触不良引入的损耗，要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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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良好，故夹具不好作。
·虽然此法比较严格，但由于实际上的问题，可能并不太实用。

3.陷波器法
如图 11-5 将陶瓷谐振腔串入测频响。
当 Zx=0 时，V0max=V/2； 假定 Z0=50Ω， Zx≠0 时，
V0=50V/（Zx+100）
，则
T=V/V0max=100/( Zx+100）， 因此可由测出的谐振点衰减值得到 T，从而解出 Zx，

(11-5)
Zx=(100/T)-100
而陶瓷腔的 Zxmax=ρZ0r，陶瓷腔特性阻抗 Z0r 一般在 7Ω左右，则可算出腔内ρr 为
Zx/ Z0r，由ρr 可得有耗腔的等效|Г|代入公式(9-4)可得 Q，最低点的频率即谐振频率。
[例] 如某λ/4 腔在谐振点测得的插损为 30dB，即 T=0.0316,则
Zxmax=100/T-100=3064Ω，
除 7 得ρ=437.8，Г=0.99544，Q=1.57/(1-|Г|)=344，
若λ/2 腔也能测出 30dB 则 Q=688。数据见表 11-6。
表 11-6 陷波器插损 IL 与 Q 值关系
IL (dB)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Zmax(Ω)

900

1159

1485

1895

2412

3062

3881

4912

ρr

129

180

212

271

345

437

554

702

Q(λ/4)

102

131

167

213

271

344

436

551

Q(λ/2)

203

262

335

426

542

688

872

1103

用陷波器法测试也非常实际，操作简单，动态要求不高，但对仪器谐杂波抑制能力要
求很高。用一般扫频仪或标量网络分析仪是不行的，因为这些仪器无谐杂波抑制能力，测出
的插损（IL）偏低，测不出腔的真实 Q 值。但对测谐振频率 f0 还是有效的。
夹具要推敲一下，否则影响结果与速度，对仪器输入输出匹配也有要求，重复性不好，
Q 值数据起伏太大，不推荐采用。
4.弱耦合下测频响法
将腔体接入一段传输网络中(见图 11-6)，尽量降低耦合，以得到接近无载情况下的数
据。
用扫频仪器测图 11-6(a)的装置的频响，则随着 Z1,Z2 的加大（耦合减轻）。频响将越来
越来尖锐（越接近无载 Q），只要仪器动态范围足够大（因为耦合轻时，插损很大），夹具作
得恰当(见图 11-6(c))，测起来是很方便的。F0=谐振频率，BW=3 分贝带宽，则

Q=

f0
BW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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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图 11-6 中，Z1 与 Z2 如用小电容来实现，在推导中会出现ω 项不好办，用电阻可能
无此问题。实际用电阻作时，插损作不高（由于两端分布电容的耦合），只好作成方形封闭
的 T 形接头，方形是为了便于定位，并且还要引入一个台阶以便腔体放入时不会掉下来。
实测效果
在未放入腔体时，两针间系一截止波导，插损约 60dB，放入陶瓷腔体后，陶瓷腔体与
连接片改变了两针之间的耦合，使插损约在 40dB 左右，对于 1900MHz 的λ/2 开路腔，测出
3dB 带宽约 3.4MHz，即 Q 约为 560，与国外产品报告中用 HP8720 实测的数值相符。
虽然这种作法的谐振频率与夹具有关，是不太严格的，但由于测试简单，被测件只要
放入即可，不要求接触良好（因为原来插损就很大，接触不良不发生影响），因此是很实用
的一种方法。

5.几种方法的比较
·临界耦合法 由于不易调到临界耦合，很难说有什么使用价值，而且机理尚未搞清。
·直接测反射系数法 必须要矢量网络分析仪，频率分辨力受相位分辨力限制，对装
夹要求很严。
·陷波器法 对动态要求不高，但对谐波抑制要求较高，因此普通扫频仪用不起来
，适于测谐振频率，而 Q 值不太准。
·弱耦合法测谐振曲线 此法要求仪器动态范围大，谐振频率与夹具有关，但对夹具
要求不高，测 Q 准确，而且重复性很好，适于工程中采用。

6.λ/2 腔比λ/4 腔 Q 高些吗？
在前面公式中λ/2 腔的系数比λ/4 腔高一倍，是否 Q 会高一倍呢?其实不然，由于
λ/2 腔长了一倍，考虑损耗后 Q 值并不高。
[例] 在 3GHz 时，7/8”同轴线每米损耗约 0.1dB，若用作谐振腔，λ/4 为 25mm,
λ/2 为 50mm, λ/4 损耗为 0.1×25/1000=0.025dB, 则回损为 0.05dB, |Г|=0.9994,
Q=2728。
λ/2 腔损耗为 0.05dB,回损为 0.1dB(Г=0.99885, Q=2730),可见两者 Q 是一样的。
但λ/2 腔的相位灵敏度要比λ/4 腔快一倍，假如能用上这个特性的话，或许会有些好
处，想提高 Q 是办不到的。

11.3

双面复铜板介电常数的测试

1.低频测电容法
⑴ 原理公式：由物理书可知 C = Aε0 / t，
-12
3
2
式中ε0= 8.8552×10 F/m = 8.8552×10 P/mm，A 为面积 mm ,t 为厚度 mm。
2
若 A =10×10mm , t=1, 则 C=0.8855P，即 1 平方公分的两个板间距为 1mm 时的电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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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P，而 1mm 见方的面积两板间距为 1mm 即 1mm 电容=0.008855P，有介质后 C=εrC 则
εr=112.9×C×t/A
(11-7)
2
⑵ 测试方法：用一只能分辨 1P 电容的三用表进行测试，如一块 62×73mm 的复铜板
测得 C 为 114P，而 t 扣除铜箔厚度后为 0.96，则εr=112.9×114×0.96/(62×73)=2.67
有的复铜板低频与高频的εr 基本不变，而有的复铜板高频与低频时的差别较大，这就
要在使用频率下进行εr 测试为宜。

2. 测方腔谐振频率法
⑴ 公式推导：对于长 a，宽 b，高 h 的距形腔其谐振波长[2] :

2

λ0 =

(m / a ) + (n / b )2 + ( p / h )2
2

对于复铜板，h 不大，故 P=0 。
为简单起见， 取 a=b， m=n=1， 则

λ 0 = 2a
有介质时 λ 0 = 2ε r a
所以 ε r =

λ0 2

(11-8)

2a 2

若 f 用 GHz 表示，则

εr =

45000
f 2a2

若 a 取 50

εr =

则

18
f (GHz )
2

(11-9)

(2) 样本制作：
截一块 50×50 的方板，四边用
铜皮焊住，注意不得有漏焊处。如图
11-7 所示：
⑶ 测试方法：设定扫频方案
后，作直通校正，然后将输入输出
分别通过两根端面切断的电缆对
准耦合孔测插损(图 11-8)，电缆
端面紧贴即可,无须将芯线焊到对
面地上。即可测得谐振频率。如测
得 f0 为 2.63GHz, 则

εr =

18
=2.6
2.63 2

3．测微带线反射相位法
⑴ 测末端开路时一根微带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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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端反射相位在 180°、360°、540°……时的频率即可由长度得知εre（微带线的有效
介电常数）。也可短路，但不如开路方便。
⑵ 在测回损状态下，在接微带线的测试插座末端，接微带线前作完开、短路两项校正，
焊上被测微带线后测相位，如一段长 51.7，宽 2.6、厚 0.96 的微带，在 1GHz 时为 180°,
则

ε re = 2.1（1GHz 时，λ/4 为 75 。所以

75
= ε re ；3GHz 也是 180°，但却为
51.7

3λ/4)

εr =

⑶ 由[42]

⎛t ⎞
1 + (2ε re − 1) 1 + 12⎜ ⎟
⎝ w⎠

(11-10)

⎛t ⎞
1 + 1 + 12⎜ ⎟
⎝ w⎠

可算出 ε r =2.54 。

4. 时域法测微带线长度
对以上长 51.7，宽 2.6、厚 0.96 的微带样本进行时域测试，测得长度为 76mm，则

ε re =

76
， ε re =2.16，
51.7

再用（11-10）式，可算得

ε r =2.62 。

5. 小结
⑴ 低频测电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只要复铜板质量较好，则低频与高频差不多。但对
于质量差的只能在高频进行测试，因为两者差别较大。
⑵ 方腔法制作样本要费一点事，但测试结果比较准确，而且与厚度无关，计算也简单。
⑶ 时域法与相位法，测试虽简单，但计算较复杂，而且线宽不易测准，相比之下时域
法可能比相位法稍好一些。
⑷ 也曾用过测 Z0 的方法来反算，由于 Z0 法与线宽有两层关系，因此测试数据相差更
大，不推荐采用。当然有时为了匹配需要，找对 50Ω线的尺寸也是很重要的，甚至
是必需的。
⑸ 同一块材料不同方法的测试结果汇总如下：
表 11-7 不同方法的测试结果比较

εr

电容法

方腔法

时域法

相位法

2.67

2.60

2.62

2.54

Z0 法
2.3

前四种方法的平均值约 2.61，看来方腔法较准，时域次之。没有矢量网络分析仪
时只能用电容法与方腔法。
注：“浅谈”上尚有其它材料电磁参数测试方法。

11.4

群时延的测量

若要求一个网络对通过的信号产生的失真较小，除要求该网络幅频特性平坦外，该网络
对通带内所有频率的时延也应大致相同。这种频率对时延的函数称为群时延τ，它可用网络
对不同频率的相移差除以频差来得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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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时延τ= －

dφ
360df

微秒

（11-11）

式中Φ为相移(度)，频率 f MHz。负号的意思是频率越高，相位越落后。网络只产生时
延，不产生超前。

1.扫频方案的设置
扫频的起止频率是由网络使用通带来决定的，dΦ与 df 常用⊿Ф与⊿f 来代替。⊿Ф不
宜接近 360°，否则容易出现模糊。但又不宜小到与误差接近则起伏太大，一般以数十度以
上为宜。由此可定 50/τ≤⊿f≤500/τ，式中τ用 ns。常用值见表 11-8)：
表 11-8 群时延测试⊿f 初选值
群时延τ

10μS

1μS

100nS

10nS

⊿f 初选值（MHz）

0.025

0.2

2

20

测试点数可在 21～81 点间进行选择，点数宜多些。扫频方案不是惟一的，而不同的扫
频方案的测试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只有通过试验，找出不同器件的相应最佳扫频方案作
为指定方案定下来。测同一种器件只能采用同一种扫频方案，否则不好相互比较。

2.操作方法（以 PNA362X 为例）
·按测插损连接图连接；
·设定扫频方案，并选定测插损；
·校直通后串入待测件测插损；
·按菜单键后将光标移到群时延下；
·按→，←键选择量程，再按执行键即可进行群时延测试。
注意事项如下：
·测小插损时，应在两连接电缆头上各串一只 10dB 衰减器，通过双阴校直通后，然后
去掉双阴，将待测件串在衰减器之间进行测试。
·测放大器的群时延时，要另加衰减器以抵消放大器的增益后，仍在插损档进行测试。
衰减器的时延很小，可以不计。也可以另行测出衰减器及连接转换之类的群时延后减掉之。

173

第 12 章

赘语与参考资料

A. 赘语
※1、思路问题
一种新型天线的研制成功，一个原来书上没有的公式的推出，这里面有个思路问题，思
路正确会导致成功，思路不正确就只能失败或者不成功，下面作者将个人的一些成功思路与
不成功的思路都写下来供参考（按年代先后取主要的）。
1、用阵列形状抑制边瓣
在天线书上可看到矩形口径的边瓣为-13.2dB，而圆口径天线的付辫为-17.6，显然这是
天线口径形状造成的，阵列天线作成◇形或△形不是更好吗，在 1956 的一种米波雷达中就
采用了△形的设计（图 7-26），后来陈秉礼在另一天线上采用了◇形。
2、 米波宽带天线阵的一种设计（见 7.6 之 1）
书上与照片上全波振子对用∨形双馈线的较多，而这种作法虽然漂亮，但对调节离网
高度不利，故采用了Ｔ形的（图 6-10）。调试结果发现振子离网高度不是书上讲的 0.34λ，
而是 0.25λ，这是最理想的，于是把高度定为 0.25λ。但是发现阻抗轨迹虽集中，但偏电
感，后来加了一段开路电缆作电容就匹配了。早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概念，不用阻抗圆图调匹
配，会作出错误选择。
3、 环式测角器（见 7.5 之 3）
原苏式测角器是在传输线作成的功分器上滑动其抽头，来得到上下天线的正余弦关系
的，由于是利用λ/4 的关系，因此是窄带的。这时想到物理教科书上提到过的发电机线圈
在平行磁场中旋转时，可得到正余弦关系。在 V 频段可在谐振腔内将磁场集中并平行于腔底，
再用两个正交耦合环耦合出来就可得到天生的正余弦关系（见图 7.24 ），而且可在很宽频
带内调谐，一种新型的可连续旋转的环式测角器（或正余弦功分器）作成了。
4、等比结构激励的八木天线（见 6.4 之 3）
由等比结构管低端，由八木引向器管高端，并在一起就得到了符合排阵需要的倍频程的
复合八木天线单元（图 6-21）。
5、 旋转式驻波测量仪（见 8.1 之 2）
一开始也是想法求圆管中的圆极化场的长短轴与角度，推导了满满两页纸，还搞不太
清。后来换了一个思路，只看环中的磁场分量（图 8-1、8-2），发现它与测量线上的分布函
数完全相同，只不过一个是长度一个是转角而已，这就不用推导就可知道测量线能干的事它
也能干。
6、两排十列八木阵的设计（见 7.6 之 3）
吸取了别人的教训，作八木单元时干脆两个单元一起调，因为是带了 H 面耦合后调出来
的，因此不怕 H 面排阵。
为了抑制栅瓣，排阵间距定为 0.85λ，谐振阵所需整波长相位，由充填介质延迟补足。
7、板线平衡器（见 5.2.2）
由于搞不通为啥缝隙平衡器的负载阻抗要除 4，而用共差模概念列了边界条件，从而解
出了除 4 的结果，而道理还说不清；另外却发现这个电路是个宽带补偿电路，频带窄是因为
补偿过头所致，因此把缝加大，甚至掰开成板状，这就得到了板线平衡器（图 5-22）。
8、平衡器分类
由基本的平衡器的四个表征出发，简单而严格的对平衡器进行了分类，这是经 33 年的
领悟，在出差在 206 所的招待所中，看到原版贾西克天线工程手册修订本后，对书中毫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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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的罗列了 12 种平衡器后，深有感触而后想通的（见 4.1）。
9、对称线天线的共模阻抗与不平衡电流比
以往的天线书中只提到平衡下的情况，对于不平衡的情况如何处理一直束手无策，41
年后才想到，不平衡电流就是共模电流，只要在对称线天线中引入电路中常用的共模阻抗概
念后，思路的豁然贯通，终究为平衡器的不平衡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见 4.2）。
10、共模阻抗的应用
（1）半波振子与同轴线直接相连的后果。
谁都知道这样作不对，但使用效果并不差。应用共模阻抗概念后，直接相连的后果一
下就解出来了（见 4.3）
。
（2）扼流套式平衡器的带宽
这种平衡器早有应用，而且知道是窄带的，但无定量的计算方法，引入共模阻抗概念
后很快就解出来了（见 5.1.1）。
（3）λ/2 U 形环的带宽（见 5.3.1）
只知道这种平衡器的中频阻抗比为 4:1，但并无推导，更不谈其他频率。在引入共模阻
抗后，再加上λ/2 的同轴线传输线公式联立，即可推得全部公式。总之好多个一直悬而未
决搞不清的问题，在引入了共差模，尤其是想通共模阻抗后，就一个个的解决了。
11、谐振阵单元阻值对带宽的影响（见 7.4.2 之 3）
对于并联 N 元阵常用的电导为 1/N，但也有用 1 的。到底单元阻抗与带宽有多大关系，
代入数字算算即可，从而得到了一个电导的优选公式(7-9)与带宽公式(7-10)。
12、全向圆极化天线（见 6.5 之 2）
在现场电视摄像机用天线转播时，发现线极化信号极不稳定，这是多径效应造成的，要
改用圆极化才行。试过六种方案，总算试出一种在λ/2 圆上排 4 个 45°的折合振子作成的
阵(图 6.22)，经第三届城运会现场直播，使用效果良好。
13、窄带时域反算的实践（见 8.6）
理论上要求频带为 0 到∞，而实际只用使用频率来反算，反而更解决问题，歪打正着。
14、打印机输入改交流耦合
有些问题本来搞得很复杂，而解决后却又非常简单。很多人反映打印机 M-150Ⅱ容易烧，
在我们以及同事手上一连烧掉四只，只好想法加保护电路，越想越复杂，弄的毫无办法。其
实原因就是口上电平错了，不该高的高了，改用交流耦合后只能高一会，不会一直高下去，
一下就解决了，后来就再也未烧过。
15、平衡器的共模抑制比（见 4.6.3）
由于摸索本振与信号之间的隔离而采用了和差器，在隔离度的测量中，想到用这个方法
来测平衡器的有效性不是很好吗？这就将本人在平衡器理论中留下的两个问题（三种单线对
称式平衡器的有效性、双线对称式平衡器的跳线影不影响平衡）基本上都解决了。
16、双线对称式平衡器的漏射
几乎无人怀疑双线对称式平衡器会漏射，但却怀疑板线平衡器会漏射。为此引用半波振
子结果进行了推导，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漏射估算公式(5-9)。
17.双天线法测增益
本来双天线法是不容易作的，因为又要功率计又要场强计。其实只要测两个天线之间的
插损即可，这就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了(见 10.2.1)。
18、PNA362X 的研制思路（见 8.4）
因为没有用的，又买不起，干脆自己动手作一个（条件不好反而成了动力）。自己有用
的后，就想到还有很多人没有矢量网络分析仪用呢！要想普及矢量网络分析仪主要的是要人
买得起，也就是说主要着眼点是如何降低成本，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走仿制的道路。首先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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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样机的钱都没有；即使仿成之后，仪器中用的多是些专用器件，成本根本降不下来。因
此只好由基本原理出发，采用计算机，通讯机，电视机中的通用器件与相应电路来完成各个
功能块的功能。我们的口号是稳定可靠，方便轻巧，适合国情，便于普及。第 2 条思路是牺
牲速度确保精度，目前速度不高，确有其技术上的难点，但我们认为速度与精度来比，速度
是第二位的。尤其对于天线调试，调整的时间远大于测试时间（当然对用螺钉调滤波器而言，
就嫌太慢了）
。老实说，目前我们的 PNA362X 与国外先进的仪器相比，差距是不小的。但另
一方面，它确实能用、好用、还耐用，已远远超过本人原先的设想。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我
们将尽最大努力去逐步完善它。愿基层天馈与射频工作者，都有矢量网络分析仪可用！
19、三同点的发现
2003 年，Kabbary 问及如何只测辐射场。情急中,想起电流元辐射公式中βr=1 这一点
有其特殊意义；它是三同点或纯凋点，这点上测出的场强的值等于辐射场。同时也解决了中
波矮天线的测试距离问题（见 10.1.3）。
20、L/C 比值不一定越大越好
在作中波串联谐振电路时，电感损耗太大，L/C 比值小些反而更好（11.1 之 5）。

※2、失败、教训与不足
这一辈子教训也不少，写下来供参考，希望不要重蹈覆辙。
·报废三人年
1953 年在军委通信部研究所， 3 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整整做了一年的试验，作出四
套八木天线的尺寸，结果却因调节长度的结构外径跳跃太大，而完全报废；其实只要用薄铜
皮套来作就行了。
·高空副瓣大
1956 年试成用阵列形状抑制天线边瓣时，用的是Δ形阵，使用中发现高空某些仰角副
瓣明显增大，当初若采用◇会对电性能有利。
·同反相补盲
早期雷达主要靠天线加大面积来推高威力，某雷达由于面积过大，波束稍窄，虽然能看
400 公里，而 200 公里以内顶空却是盲区，不得不增加同反相补盲的措施。
·不仅仅是耐压
在上述阵列设计中用的电缆太细，虽然承受功率足够，但若从降低损耗以及牢靠性（心
线较细，出头部分易断）
，应该用粗一倍的电缆。
·对消的零点难稳定
米波雷达由于垂直波束太宽，利用最大值测仰角是不行的，只好利用盲区（零点）测角。
但由于场地不理想，以及因为零点是相消出来的，因此对上下天馈系统的对称性要求很高，
从而对使用人的技术维护水平要求很高，因此用得好的站点只是个别的，大多数用得不好甚
至未用。而试验场上，由军方自测的最大误差不超过 0.15°,但试验场的情况与实际使用情
况并不一致。
·八木天线排阵并不理想
尤其是中频尾瓣变坏，令人难忍。一般情况下，阵列还是用带反射网的振子为宜。
·同轴线怕潮
室外天线应加防护罩或使用充气设备，否则天线上的同轴线会积满水，倒都倒不出来。
·同轴线接头多时，宜采用夹子。
有些人不喜欢用同轴线夹子，认为它不好看、不神气、甚至不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同轴线采用夹子连接是徐脉珩提出来的，他的理由是苏制图传小天线的减速箱与主杆都用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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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同轴线更小还不行吗？后来果然试成。但 1958 年作某天线时仍沿用了老的螺套，结果
两个人的虎口都拧出了血泡，还接触不良，不得已又改成了夹子。不相信夹子的人是因为他
没有吃过苦头，这种苦头一个人吃过也就够了，何必每个人都吃呢！
·板线平衡器的密封问题
原板线平衡器采用泡沫衬垫后绕玻璃钢密封，结果头上很易撕开，而泡沫衬垫进水虽不
易，而出水则更难。使用一年后，全部皆得掰开或换掉，否则天线尾瓣显著变坏。
·导电的地方不宜镀铬
曾作了一批带滑动接点的开槽同轴线，要求接点接触电阻≤0.01Ω，由于镀了铬，接触
电阻＞0.3Ω，远远超过了要求。最后连夜用砂皮砂掉铬层留下镍层才解决了问题，原来样
机是镀的镍，生产时却误以为铬了，铬很耐磨但导电不佳。
·铍青铜作弹性接触，必须热处理得当，否则不如就用硅青铜不处理来得稳当。
·反射电桥测试口当有超差的插头往上插时，很易使铜箔翹起或撕断，与微带线连接处采
用叉形骑在板上，上下焊后牢度增强；但调试困难，并且源匹配不佳，有利有弊。
·PNA362X 锁相稳定时间太长，影响了速度，再加上对电磁兼容认识不足，以致地线噪声
太大，必须多次平均以保精度，也影响了速度。
·喜连川天线 我很想把它用简单的电路等效下来，可惜未能取得进展。因为全部是连在
一起的，离散阻抗概念用不上。
·双面扁波导缝的试验中的思路错误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测试，由于作者在 1958 年作过
常规波导宽边单面缝的测试，因此将其作法沿用过来。先找缝的谐振长度，后找偏离与电导
的关系。结果发现缝在半波长时 G（电导）小，B（电纳）大，缝调到 B=0 时，G 又太大了，
无法作阵元。试图用调谐钉与对穿杆调掉电纳，不成功。随后又对 G 与偏离的关系作了两个
测试，发现并非 d 越大 G 越大，而是相反，这就使我得出了缝在正中时辐射最强的结论，这
个结论应该是错的（但触使我去掉一半而作成了槽天线，这种槽天线在 L 波段作过多种天线，
使用效果很好）。
基于上述两个试验的不顺，使得我放弃了双面扁波导缝的继续研制，而后来伍捍东却大
量生产了这种天线。他就是用的半波长缝，效果很好，说明不谐振的缝（B≠0）也能排阵，
这却是我当时放弃的理由，有条件还应该继续深入下去，但想作的事太多，只好作罢。
·试过用平板缝天线（类似图 7.29 的单缝）多元端馈来形成平面安装的端射天线，苗头
不对，未继续试下去，但似乎应该是一种适合于装在飞行体上的天线。
·四方形塔上装四面天线的场型，用影像法是好算的；三角形塔上装三面天线的场型用影
像法就无能为力了，相交面上的左右极限不等，不会算。
2
·想找个简单方法修正测插损误差，未能如愿；只得到误差为 1-（ΓΣ） 的理解（见 9.2
之 5）。
·由物理概念出发推出了频域到时域转换，却推不出门波内的时域到频域的转换。
·花了不少时间研制无源互调测试仪，终因合路器互调指标居高不下，被迫放弃。

※3、不太容易承认或接受的问题
有些问题就是这样，开始通不通，久而久之也就承认了，虽然弄清道理后是会承认的。
但也不一定每件事都想得通，下面不妨举些例子，活动活动脑子。
1、 λ/4 波长线末端短路，输入端却呈现开路，反之则反。这个道理凭想当然是想不出
来的（见 1.1 之 4）。
2、 在甚高频以上明明是线圈却呈容性，明明是电容却呈现感性，不用仪器测是不会相
信的，想当然也是想不出来的（见 11.1）。
3、 在缝隙式平衡器中，明明尺寸未变，只是开了一条缝阻抗却要除 4（式 5-10），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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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线上是允许沿轴线开槽的，板线测量线的槽就更大了，却并无除 4 问题。
4、 板线平衡器的辐射并不比双线平衡器的大。
5、 N 个功放要合成一路，每路的耦合系数只能为 1/N，对每路而言其岂不损耗了吗？
6、 八木天线阵阵元的平衡器进水后尾瓣显著增大。
7、 电缆谐振现象，有的电缆在接匹配负载后，会在某个频点驻波特大，有的电缆在末
端开路的情况下却会在某个频点驻波特小（见 2.4）。
8、 按使用频带对同轴线进行窄带时域反算比用宽带信号更好，周期性的误差对谐振频
率反应特大，而对宽带信号反应并不大，反而掩盖了问题(见 8.6)。
9、 在有地面的情况下，用接收法测天线增益时，要求发射天线架得越低越好，并且待
测大天线要下俯(见 10.2.3 之 4)。
10、垂直极化振子阵的垂直间距应为整波长，而不是 0.92 波长（见 7.3 之 4）。
11、补偿式金属支撑的带宽能作到覆盖比为三甚至更宽，在避雷器应用中通常用到覆盖比
为三（见 2.3）。
12、不理解取样变频的机理，非要说它是谐波混频。（见 8.7）
13、由于 DDS 是查表后径 DAC 发出的，给人印象应该只有基波，其实其频谱非常丰富，尤
其是影频非常强，是真信号不是假信号。（见 8.8）
14、用二极管检波放大式仪器（扫频仪与标网）测天线，驻波会测大，增益会测小，在阻
抗匹配中还会作出错误选择（见 8.3）。
15、宁肯用一根所谓的标准电缆用长线法测电视天线驻波，也不愿用主馈管作标准电缆去
测驻波，其实这是最合理的（只要采用具有三级高通对 50 赫兹具有很强的抑制的检波头），
当然还要假定主馈管没有毛病。
2
16、由一个器件的反射Γ引起的插损为 1-Γ ，这是所有书上都写出来的公式，由于实际
系统的不理想，起伏将远远大于此值，HP 是按 1±Γ来估计误差范围的，既偏大也不符合能
2
量关系，作者用具体数据代入后，发现用 1-（∑Γ） 与理论值误差最小。（见 9.2 之 5）
17、双线对称式平衡器的跳线，只影响匹配，不影响平衡，这是由等效电路进行计算的结
果，不得不承认，但仍想不太通。（参见[16]）
18、采用 75Ω同轴电缆是个历史性的错误，损耗既不小，连接器更难作。
19、在设计馈线器件时，中频应选（fH+fL）/2,而不要选

f H f L 。（见 1.5 之 1）

20、习惯于低频电路的人，对史密司圆图不感兴趣，不采用|Γ|∠Φ而采用|Z|∠Φ。其
实阻抗绝对值|Z|只是个过渡参数，对阻抗匹配毫无用处甚至闹笑话。
21、有人就是要测电缆的电感与电容来得到特性阻抗，而不用开路电抗与短路电抗来算。
22 两电缆相连，由特性阻抗不同引起的驻波比，并不只是两者特性阻抗之比，而可能是
其平方甚至更大（2.1 之 6）。
23 谐振电路中的 L/C 值，并非越大越好（11.1 之 5）。

※4、知与行浅谈
年过八十四，厉经沧桑多少有些经验之谈，关于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的问题，我认为
用一流程框图来表示似乎更明确些。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并不确切，知识只是一种潜力，或一种势能，它只有通过实践才会
变成力量。人人都希望有所作为，但能不能有所作为，这里面也有个匹配问题；决不要眼高
手低好高骛远，要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相当多的人在学校学的不错，而后来却少有作为；
因为他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愿干。而不少的人在学校学的并不好，但后来却有所作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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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实事求是，把自己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全身心的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中去。并且

经验

理论、定律
或公式（客
观存在）

学习

成果
判断、
决定或
策划

知识
（主观
意识）

教训

价值或
效益

实践（生产
与经营，计
算与思考）

后果

浪费或
亏损

乐于实践、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不断努力，终于作出了成绩。
作为一个理论水平不高，对很多高深数学不知所云的人，有时是会气馁的；也会有人看
不起的，但决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因为要人看得起是很难的，所谓文人相轻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学术界是冷的，你不要怕冷，要沉得住气。孤芳自赏本来是种缺点，但我认为却是绝对
必要的，假如自己都不欣赏自己，哪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呢？
这里提一下天赋与勤奋的问题，淡化或否定天赋是不实事求是的。天赋是天生的客观的，
勤奋是后天的主观的。类似硬件与软件，两者分属两个范畴。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辅
相成的乘法关系，绝不是这个几成那个几成的加法关系。
学会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熟视无睹，不放过问题，不盲目相信别人与书本，不满
足现状，一点一滴的改进，还要善于自我否定才会进步。
举一个简单例子但也是最有争议的例子，那就是下雪冷还是化雪冷的问题，绝大多数人
却会说化雪冷，因为这是小学老师从小就灌输的观点。他们的根据是下雪要放出热量，化雪
要吸收热量。其实只要排除偏见重新换个角度想一下，请问谁决定化雪呢？显然是外界温度
高于 0°C 它才化，谁又决定下来的雪不化呢？显然温度低于 0°C 才不会化，雪本身是没有
主观能动性的。至于你的感觉如何我不想谈这个问题，我只相信温度计。实际问题也许会更
复杂些，这里只是提醒你一个简单的看问题的方法，要抓住根本原因，不要似是而非的抓错
了。作试验找毛病也是这样，现象可能很复杂而原因可能很简单，技术水平与经验、以及人
能否作出成绩的差异，也就在于能否作出正确及时的判断。问题不在于到底谁对谁错，而在
于会不会换个角度不带偏见地去看问题。
记得中学英文老师讲过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一般译作熟能生巧，我看译作实践
创造完美的话境界会更会高些。在这里实践应理解为一种目的性明确的、自觉的劳动而不是
其它，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谈得上成功。
这本书的出现，总会被某些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高水平的人所不屑，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强调的是我尽力了.积 13 年的经验写出了板线平衡器，33 年后才写出平衡器分类，41
年后才悟出不平衡的处理，49 年后才想起将共模抑制比用到平衡器上。我这一辈子，就这
么点心得体会，我把它全写出来了。射频技术发展到今天，决非那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成千
上万人的积累，我不过是在知识的道路上添上几个石子而已；当然，在平衡器的不平衡研究
上，也算得上摸索出了一条途径，有那么几个小公式确实是我推出来的。作为我这个被人看
作是不会算、只会凑的人，我已是心满意足了。
这本书谈及的范围有限，我只写我实践过的，没有实践过的我没有写，正所谓千虑之一
得。希望这本书能作为引玉之砖，引得那些实践得更广更深入的同行们写出他们的金玉之言，
则中国技术界幸甚！
作为结束，我把本节中提到的两句司空见惯的成语，斗胆改写了一下送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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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只是潜力，
实践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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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常用 50Ω同轴电缆衰减常数与频率的关系

注：① 字母表示材料，如 D 为聚乙烯，F 为氟塑料；数字表示外导体内径，如 D3 即 SYV-50-3，D80 为 SDV-50-80，
F3 为 SFT-50-3 等。② 实线为产品指标，虚线为外推值，仅供参考。③ 横坐标为频率，起始频率 30MHz 终止频率 20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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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常用 50Ω 同轴电缆承受功率与频率的关系曲线

注：① 字母表示材料，如 D 为聚乙烯，F 为氟塑料；数字表示外导体内径，如 D3 即 SYV-50-3，D80 为 SDV-50-80，
F3 为 SFT-50-3 等。② 实线为产品指标，虚线为外推值，仅供参考。③ 横坐标为频率，起始频率 30MHz 终止频率
20GHz。④ 功率为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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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驻波比,回损与反射系数对照表
驻波比,回损与反射系数对照
驻波比

回损（dB） 反射系数

由反射引入

回损,驻波比与反射系数对照表

的插损（dB） 回损（dB）

驻波比

反射系数

1.000

∞

0.0000

0.0000

60

1.002

0.0010

1.01

46.06

0.005

0.0001

50

1.006

0.0032

1.02

40.08

0.0099

0.0004

45

1.011

0.0056

1.03

36.60

0.0148

0.001

40

1.020

0.0100

1.04

34.15

0.0196

0.0017

38

1.025

0.0126

1.05

32.25

0.0244

0.0026

36

1.032

0.0158

1.06

30.71

0.0291

0.0037

34

1.041

0.0199

1.07

29.41

0.0338

0.005

32

1.052

0.0251

1.08

28.30

0.0385

0.0064

30

1.065

0.0316

1.09

27.31

0.0430

0.008

28

1.083

0.0398

1.10

26.44

0.0476

0.0099

26

1.106

0.0501

1.11

25.65

0.0521

0.0118

24

1.135

0.0631

1.12

24.94

0.0566

0.0139

22

1.173

0.0794

1.13

24.49

0.0610

0.0162

20

1.222

0.1000

1.14

23.68

0.0654

0.0186

19

1.253

0.1122

1.15

23.13

0.0698

0.0212

18

1.288

0.1259

1.16

22.60

0.0740

0.0238

17

1.329

0.1413

1.17

22.12

0.0783

0.0267

16

1.377

0.1585

1.18

21.66

0.0826

0.0297

15

1.433

0.1778

1.19

21.23

0.0868

0.0328

14

1.5

0.1995

1.20

20.82

0.0909

0.036

13

1.577

0.2239

1.30

17.69

0.1304

0.0745

12

1.671

0.2512

1.40

15.56

0.1667

0.1224

11

1.785

0.2818

1.50

13.98

0.2000

0.1773

10

1.925

0.3162

1.60

12.73

0.2308

0.2377

9

2.1

0.3548

1.70

11.72

0.2593

0.3023

8

2.323

0.3981

1.80

10.88

0.2657

0.318

7

2.615

0.4467

1.90

10.16

0.3103

0.4397

6

3.01

0.5012

2.00

9.54

0.3333

0.5115

5

3.57

0.5623

3.00

6.02

0.5000

1.25

4

4.419

0.631

4.00

4.37

0.6000

1.94

3

4.628

0.7079

5.00

3.52

0.6666

2.55

2

8.724

0.7943

10.00

1.74

0.8182

4.81

1

17.391

0.8913

∞

0.00

1.0000

∞

0

∞

1.0000

注：本表前四列为驻波比对应的回损、反射系数与反射引入的插损。后三列为回损对应的驻波比与反
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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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反射不确定度-40dB 时测试正常示值范围
驻波比标称值

回损标称值

驻波比示值范围

回损示值范围（dB）

反射系数示值范围

1.00

∞

1.000～1.020

40.00～96.00

0.0000～0.0100

1.01

46.06

1.000～1.030

36.49～96.00

0.0000～0.0149

1.02

40.08

1.000～1.040

34.02～96.00

0.0000～0.0199

1.03

36.60

1.010～1.050

32.11～46.41

0.0047～0.0247

1.04

34.15

1.019～1.061

30.57～40.34

0.0096～0.0296

1.05

32.25

1.029～1.071

29.27～36.83

0.0143～0.0343

1.06

30.71

1.038～1.081

28.15～34.36

0.0191～0.0391

1.07

29.41

1.048～1.091

27.16～32.46

0.0238～0.0438

1.08

28.30

1.058～1.101

26.29～30.91

0.0284～0.0484

1.09

27.31

1.068～1.112

25.50～29.61

0.0330～0.0530

1.10

26.44

1.078～1.122

24.78～28.49

0.0376～0.0576

1.11

25.65

1.087～1.132

24.13～27.50

0.0421～0.0621

1.12

24.94

1.097～1.142

23.53～26.63

0.0466～0.0666

1.13

24.49

1.107～1.152

22.97～25.84

0.0510～0.0710

1.14

23.68

1.117～1.163

22.45～25.12

0.0554～0.0754

1.15

23.13

1.127～1.173

21.96～24.47

0.0597～0.0797

1.16

22.60

1.136～1.183

21.50～23.86

0.0640～0.0840

1.18

21.66

1.156～1.204

20.67～22.78

0.0725～0.0925

1.20

20.82

1.176～1.224

19.92～21.84

0.0809～0.1009

1.22

20.08

1.195～1.244

19.24～21.00

0.0890～0.1090

1.25

19.08

1.224～1.275

18.33～19.90

0.1011～0.1211

1.30

17.69

1.273～1.326

17.05～18.38

0.1204～0.1404

1.35

16.54

1.322～1.377

15.97～17.14

0.1389～0.1589

1.40

15.56

1.371～1.429

15.05～16.10

0.1566～0.1766

1.45

14.72

1.420～1.480

14.25～15.20

0.1736～0.1936

1.50

13.98

1.469～1.531

13.55～14.42

0.1900～0.2100

1.60

12.73

1.566～1.634

12.36～13.12

0.2207～0.2407

1.70

11.72

1.664～1.736

11.39～12.06

0.2492～0.2692

1.80

10.88

1.761～1.839

10.58～11.19

0.2757～0.2957

1.90

10.16

1.858～1.942

9.88～10.44

0.3003～0.3203

2.00

9.54

1.955～2.045

9.28～ 9.80

0.3233～0.3433

注: ① 本表为通用表格, 适合于定向耦合器, 反射电桥, 驻波电桥, 魔 T 等定向性为 40dB 的测试器件估计测试示值之用,
在此范围内皆属正常。② 左边第一行为驻波比的真正数值。③ 回损最大值为 96 是因为 PNA3620 最大只能到 96, 实际上回损大
于 50dB 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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