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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基本电路知识 

 
这里假定读者是个非电专业人士，要干射频技术工作，让我们从零开始，从头谈起。 
通常讲电皆从摩擦生电开始。在冬天晚上脱衣服时会听到劈劈啪啪的打火声；这个现象

就是摩擦生电。这种电叫静电，它不能持续供电，而且通常是有害的；不去管他。让我们从

能持续供电的直流电开始。 
 

1.1  直流电路 
 1.1.1  几个名词 
  ·电源  能持续供电的东西或设备称电源。电源有两个极，一正一负。电源必须有电动势 

才能对外供电，而供电的大小又取决于负载的大小以及电源的额定电流与容量。 
  ·电动势  说玄些他是一种势能，说白了他就是电源能提供的 高电压（空载电压）。 
  ·电压  用电压表或三用表电压档量出的伏特数。 

  ·负载  所有用电的东西或设备，对电源而言，统称为负载；而不管你是灯泡或是马达。 

  ·电流  当电源与负载用两根导线连通时，就会有电流流通；可串入电流表或三用表电流 

档测量，单位为安培。 

 1.1.2  一个 简单的电路图 

                                           左图中：                                    

E 为电动势 

r 为电池内阻 

S 为开关   

R 为负载电阻，单位为欧姆Ω。 

I 为廻路电流。     

V 开关断开时为 E， 

开关接通后为负载两端电压降。  

  根据欧姆定律，负载上的电压降 V等于电

流 I 与电阻 R 的乘积，即 V=IR(也可写成 I=V/R ，或 R=V/I).现在廻路中有两个电阻要串连

起来，所以
rR

EI
+

=  ， 
rR

ERIRV
+

==   。    

    在一个廻路中，有个规律：∑ = 0V   即沿廻路走一圈，电动势刚好用在抵消电压降

上面，两者刚好相等相反。两者皆为电压，皆用伏特为单位；但电源为供电方，又称主动的

或有源的；而负载为用电方，又称被动的或无源的。                                

两点之间的电压可以随意用表笔测量，但测量电流却需将电流表串入廻路中才能测量。 

1.1.3  功率与用电量 

电力的大小用功率 P 表示: VIP =   ,也可写成 RVRIP /22 ==  。 

功率的单位为瓦特 Watt，简称瓦 W。常用千瓦 kW。设备的能力有时也用伏安表示。 

用电量与时间成正比，常用千瓦小时为单位，俗称“度”。 

电池的容量用安时或瓦时为单位，1安时表示若用 1 安培电，可以维持 1 小时。 

1.1.4  电阻 

电阻是一种不良导体制成的器件，有多种型号与规格，常用做负载与电热器。电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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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欧姆Ω。另外无形的电阻到处都是，如电源的内阻还有导线的内阻等等，通常忽略，

需要时才计及。 

电阻的串联与并联 

• 电阻的串联很简单，将各个阻值相加即得总阻值 ΣR 。 

nRRRR +++=Σ .....21  

 

 

 

 

 

• 电阻的并联比较麻烦，先求得各个电阻的电导值，再将各个电导值相加得到总电导

值 ΣG ；然后取其倒数即得总阻值。电阻

与电导互为倒数。电导 G 的单位为西门

子 S。 

R
G 1
=  ， 

nGGGG +++=Σ ....21  . 

Σ
Σ = G

R 1
   

1.1.5  线圈   

电流流通后，会产生磁场 H，为了加强磁场，将线绕成圈状，总磁场为圈数与电流的

乘积。单位为安匝。 

在线圈中加上铁心后增加了磁感应强度 B，而 HB μ= 。μ 为导磁率(一般指相对导磁

率)，其值在空气中为 1，好的磁芯可以上万。而磁力正比于磁感应强度 B ，因此电磁铁因

为有了铁心，其磁力大大增强。 

磁铁有两个极，南极 S与北极 N。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相吸作用常用来制成电磁铁、

继电器、力矩马达等，相斥作用的 大胆的应用就是悬浮列车。   

1.1.6  电容 

两个互相绝缘的导体之间存在着电容，电容对电荷有存储作用,常用来消除动接点之间

的火花，以及整流后的滤波。电容的单位有法拉 F，微法(µF 即 10
-6
F)，微微法（pF 即 10

-12
F）。 

电容的大小，可用电容表测出。也可

以用公式算出：C=0.008854εrA/t 。式中

εr为相对介电常数，如空气的相对介电常

数为 1，聚四氟乙烯约 2，聚乙烯约 2.3

等等。A 为面积，单位 mm
2
。t 为间距，单

位 mm。例如 10mm 见方，间距 1mm 其电容

约 0.9pF. 

1.1.7  直流电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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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与自动化设备都要用直流电供电，手持式设备靠电池供电。 

直流电的缺点是有极性，接反了不工作甚至造成损坏。电话机内采用桥式整流电路，

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直流电的调压原来是个问题，现已有所改变，甚至也有用直流高压输电的，以减小线

上损耗。 

总而言之，人们是离不开直流电了。 

 

1.2  交流电路 

 1.2.1 楞次定律   

楞次发现在线圈中插入或抽出磁铁时，线圈两端会有感生电压 V 产生。 

     
dt
dnV φ

−=   式中n 为线圈圈数，φ为总磁通 BA=φ ， B 为磁感应强度，A为面积。 

     先不管公式，只看其物理意义：线圈两端感生的电压．．．．．．．．．V．等于圈数与磁通变化率的乘积。．．．．．．．．．．．．．．

这个电压是电动势，负号表示为反电动势，反电动势将产生电流以抵消磁通的变化。 

 1.2.2 原理示意性交流发电机 

    在一对线圈的磁路中，装入一个能旋转的磁铁。连

续旋转磁铁，线圈两端感生的电压为 V（不管负号）。 

                 

)( om tSinVV φω +=  

    磁铁旋转时，磁通变化率天生的为正弦波。Vm为电

压 大值，ω为角频率，实质为角速度。t 为时间，Φ

0为初相。电压时正时负，电流交替换向，是为交流。 

    幅度 Vm为电压 大值，Ve为有效值。Ve=0.707Vm  市电 220 伏是有效值，Vm=311V 。 

    交流电的瞬时功率是随时在变的，在半个周期内的总功率与用直流电供电的功率相等的

情况下，直流电只需 Ve的 0.707 倍。这就是有效值的来源。通常皆用有效值。 

      ω=2πf，频率 f 为每秒周期数.单位为赫兹 Hz，简称赫。市电频率为 50 赫。 

      Φ0为初相，表示 t=0 时的相位角。对于单个信号，它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当处理两

个或两个以上同频（相干）信号时，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位差，也就是初相差。 

 1.2.3 关于复数（矢量）的简单运算    

在中学就知道， 1− 为虚数，写成 i。而在搞电的人为了避免与电流相混，写成 j。 

的确，，假如在一根线上看问题，比如 x 轴，由零开始，向右到+∞，向左到-∞，中间

找不到 1− ，所以称之为虚数。 

上面是在一根线上看问题，或者说在一维上看

问题。现在让我们在一个平面上看问题，也就是两

维问题。在全国地图上，以南京为原点，向东可到

上海，向北可到北京。向北是到不了上海的，向东

也是到不了北京的。东西（x 轴）与南北（y 轴）

是相互独立相互正交的两个坐标，即直角坐标。平

面上任何一点可用（x,y）来表明。 

平面上任何一点也可用（ θρ ,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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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ρ cos=x ， θρ sin=y 。 

   单位矢量 θθθ sincos je j += ，这是一个定理，也是一个定义。当然矢量也可写成 X+jY.

矢量也就是用复数来表示的一个量。单位矢量当
o90=θ 时就是 j，也就是说 j 就是 Y 轴的

单位矢量。虚数不虚．．．． ，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矢量的分解与合成 

    jyxje j +=+= θρθρρ θ sincos  

    
22 yx +=ρ  ，

x
y1tan −=θ    对于交流信号， ρ 为幅度，θ 为相位。 

矢量的加减    将矢量各个分解后，实部与实部相加减，虚部与虚部相加减后，再合成。 

两矢量的乘除  用矢量表示式，幅度相乘除，相位相加减即得。 

矢量的开方   用矢量表示式，将幅度开方，相位除以 2 即得。如
o

e1801 =− ，则

je
oj ==− 901 ，再一次证明：虚数不虚．．．． ，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1.2.4 交流下的电感与电容 

交流下的线圈呈电感性，电感 L 的单位为亨利 H，可用电感表测出。 

交流下的电感表现为电抗，其值为 Ljω ，与频率有关。电流比电压的相位落后 90 度。 

交流下的电容也表现为电抗，其值为
cjω

1
，与频率有关。电流比电压的相位领先 90 度。 

 1.2.5 交流下的阻抗、电流与功率 

除了纯电阻的加热器外，一般负载既有电阻 R，又有电抗 jX，故称阻抗 Z, Z=R+jX。 

此时负载上的电压 V 电流 I 关系为 :
θ

θ
j

j e
Z
V

eZ
V

jXR
VI −==
+

=  

由于电压与电流有了相位差φ，所以功率 φφ sincos IjVIVVIP +==  

前一项为有功功率，后一项为无功功率。所以交流电的功率值要对伏安值打折扣 CosΦ，

这个折扣称为功率因数。 

 1.2.6 变压器 

交流电有个优点，能通过变压器改变电压。在一个磁芯上绕两组线圈，输入端称初级，

输出端称次级。初次级电压比即两者的圈数比。 

比如要将市电220V变成10V,则圈数

比为 22:1。假如你初级绕 22 圈，次级绕

1 圈，那是要出事的。因为短路了。空载

电流一般设计为满载电流的十分之一，

这里有个每伏 少圈数问题。它与磁芯

截面积成反比，如截面积为 10 平方厘米

时，每伏约 4 圈。即初级绕 880 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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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绕 40 圈（考虑到有内阻造成的电压降，需适当多绕）。 

2121 // NNVV =  

初次级电流比与圈数成反比（由功率相同或磁通相同皆可得此结论）。 

阻抗 Z=电压 V/电流 I，所以初次级的阻抗比为圈数

比的平方。这个特点可用来做阻抗匹配。如输出级内阻

为 200Ω，而负载为 50Ω，则需要接一个圈数比为 2:1

的变压器。 

变压器也可做成自耦式的。效率更高，滑动抽头可

作成调压器。自耦式变压器的缺点是初次级不隔离，容

易触电，不如互耦式的安全。 

 

 1.2.7 整流电路 

半导体二极管  半导体是单向导通的，做整流用的二极管有三个参数，正向导通压降（一

般为 0.7 伏）、反向击穿电压与额定电流。 

半波整流       

 

 

 

 

  

全波整流         

 

 

 

 

 

 

桥式整流 

 

                           

 

 

 

 

 

倍压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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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倍压整流 

 

             

 

 

 

 

 

 1.2.8 三相交流电 

在一个交流发电机中，绕三组位置各差 120 度的线圈，即可发出三相交流电。通常用 Y

接法，三根中线相连，三根火线分别引出；即三线一中制。

市电三根火线对中线的相电压皆为 220 伏，两根火线之间

的线电压为 380 伏。 

三相交流电动机的优点是启动力矩大，改变相序（交

换两根火线）即可控制电机正反转。 

三相交流电还有其它特点，不再多谈；通常还是用单

相电的多。 

三相电连接示意图如左 

 

1.3  高频电路   

泛指 30 兆赫以下的交流电路，而且只考虑分离元件的集中参数。 

 1.3.1 串连谐振 

当电感与电容串连当成一个元件时，两者的电抗在某个频率下会抵消而呈现很低的输入

阻抗；这个现象称为串连谐振。 

C
jLjZ

ω
ω −= 当 01

0
0 =−

C
L

ω
ω 时 ，      

012
0 =−LCω ，

LC
f

π2
1

0 = 。 

这就得到谐振频率 f0的公式。谐振时输入阻抗很

低，这个特性可用来做陷波器。并联到电路中以抑制不想要的信号，在频响上造成一个零点。

注意：由于元件是有耗的，零点并不能真正为零，零点是有深度的，一般零深-40dB 就不错

了。 

 1.3.2 并联谐振 

当电感与电容并连当成一个元件时，两者的电纳在某个频率下会抵消而呈现很高的输入

阻抗；这个现象称为并连谐振。 

假定电容无耗，电阻存在于电感中。可得到： 

 22222

222

2 )1(
)(

1 CrLC
CrCLLjr

CjrLC
LjrZin ωω

ωω
ωω

ω
+−

−−+
=

+−
+

=  

   并联谐振有两种提法：输入阻抗为纯阻与输入阻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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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阻抗为纯阻时： )
2

1(1 2

0 L
Cr

LC
−≅ω  

      输入阻抗 大时：
CL

CrLCrL
2

222
2
0

2 −+
=ω  

当忽略根号下的 r
2
项时，结果是输入阻抗 大与为纯阻时相同，当进一步忽略 r

2
C 时，

并联谐振频率与串连谐振频率相同．．．．．．．．．．．．．．．。通常也都是这样做的，无需计较那种细小的差别。 

并联谐振时的输入阻抗
Cr
LZin ≅ 。在本节第一式中，忽略分子中的 r，带入谐振条

件（1-ω
2
LC=0）后即得。注意：在推导公式中，经常要忽略一些次要的参数，否则得不到

既简单又足够准确的公式。 

并联谐振常用来做调谐廻路，有时也用做阻塞网络以抑制邻台干扰。 

 1.3.3 普通中波收音机框图 

 
输入电路是一个由磁棒天线线圈与可变电容组成的调谐廻路，由一个圈数少的线圈耦合

到混频器。再与本振信号混频后经滤波器得到中频信号，再经中频放大器、检波器、低频放

大器送到喇叭。虽然已有单片电路集成块，但下面仍然分段加以介绍。 

 1.3.4 调谐廻路 

收音机中调谐廻路是用来改善信号杂波比（简称信杂比 S/C）的，尤其是要对镜频进行

抑制。 

调谐廻路亦称槽路，通常是线圈 L与电容 C 并联的并联谐振廻路。 

线圈有个品质因数，称优质 Q，
r
LQ ω

= ，为了减小电阻，小信号常用多股线，高功率

下常用铜管。 

调谐廻路有个耦合问题，输入与输出端皆为高阻抗时，可以直接并联上去或通过耦合电

容耦合上去；输入与输出端若为低阻抗时，则要对线圈进行抽头或用较少圈数的线圈耦合上

去以降低耦合，否则调谐廻路将起不了调谐作用。 

 1.3.5 混频 

直接对高频信号进行处理是不行的，电台太多，选择性太低分不开。混频是将高频信号

频率 fS与本地振荡器（简称本振）信号频率 fL拍频得到中频信号 fI的。拍频后产生两个信

号：由平面三角积化和公式可推得：信号频率 fS的信号与本振频率 fL的信号相乘后，得到 

fL+fS 与 fL-fS两个频率的信号；滤掉 fL+fS，保留 fL-fS信号，这就得到了频率较低的中频信

号 fI。普通收音机的中频为 465KHz。由于频率较低，而且是固定的，这就容易制成窄带高

增益的中频放大器；从而解决了选择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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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频器可由乘法器、开关或非线性器件制成，有现成的双平衡混频器可以买到。 

fS+fL的信号也可能是中频，这个频率称镜频，要通过高频输入端的调谐廻路抑制掉。 

 1.3.6 本振 

在接收机中用来做混频参考信号的振荡器称为本振。 

中波收音机中的本振就是一个自激振荡器，由可变电容调台。可变电容为双连，一连给

本振，一连给输入调谐廻路。这里有个统调问题，一般只能做到两点统调。低端靠垫振电容，

高端靠补偿电容。 

高级接收机中的本振是频率综合器，可用数字输入调台。 

 1.3.7 中放 

中频放大器简称中放，中放由带通滤波器与放大器组成。可由中周变压器得到带通，也

可由三端陶瓷滤波器得到带通。 

接收机的增益主要来自中放，因此自动控制中放增益可以使得各个台声音一样大（AVC），

有时也称自动增益控制（AGC）。 

 1.3.8 检波器 

中频信号需要经过检波才能得到音频信号。调幅检波器与半波整流电路相同，只不过旁

路电容小些而已。时间常数要比中频周期大以便滤掉中频，但要比音频周期小以免压掉高音。 

 时间常数为电阻与电容的乘积，如负载 R=1000Ω,旁路电容 C=1000pF。则时间常数τ 为

1µS。 

 检波器有两路输出，一路供音频放大，一路供 AVC。 

 1.3.9 放大器与跟随器 

放大器有各种模块，根据参数选用即可。 

放大器的主要参数为用 dB 表示的增益，不同场合还有特殊要求。如前放要求噪声系数

低，功放则要求输出功率大。 

放大器可加负反馈以降低放大倍数来换取其它性能的改善，如反馈系数为β，原放大倍

数为 A0，负反馈好后放大倍数为 A，则
0

0

1 A
A

A
β−

= 。 

当全部负反馈时（β=-1）, 1≅A 。放大器变成跟随器。虽然不放大电压，却放大了电

流。从而输入阻抗很高，而输出阻抗很低。常用做探头等要求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的场

合。 

 1.3.10 匹配与共轭匹配 
级与级之间，尤其是输出级与负载之间有个匹配问题。也就

是负载应选多大才能使得输出功率 大。 

          R
rR

VRIP 22 )(
+

==  

设 R = r 时输出功率为 Po 
负载大小与输出功率的几个计算值 

负载 R/r   0.2   0.4    0.6    0.8   1   1.2    1.4     2     4     8      16 

输出 P/P0 0.556  0.816  0.936  0.988  1  0.992  0.972 0.888  0.64  0.395  0.221 

    可见 R=r 时，输出功率 大。 

匹配对输出管而言，要求源内阻等于负载电阻。当两者之一带有电抗分量时，除要求

源内阻等于负载电阻外，还要求另一部分带有相等相反的电抗与之相消，这就叫共轭匹配。 
注意：匹配时的效率只有 50%，这对弱电是可行的，对强电来说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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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传输线与常用传输器件 

 
2.1 传输线知识 
 2.1.1 特性阻抗 

在直流或低频时，各器件或各设备之间互连时，随意拉两根线就行了。当频率高到长

度与波长可比时，就要用同轴线或双绞线连接了。而且连接时要采用连接器，否则会造成失

配甚至乱辐射以致不能正常工作。传输线是用来传输的，要不辐射， 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个

屏蔽套，做成屏蔽线。尺寸均匀，做成同轴状的传输线称为同轴线，内充介质便于弯曲的同

轴线称为同轴电缆或射频电缆。 
电波在同轴线内传输时，必须尺寸均匀才能顺畅，否则会产生反射。因此同轴线互连

时有个规格或参数问题，必须参数相同才行；这个参数就是特性阻抗 ZC，有时也写成 Z0.
习惯上 Z0 表示 50Ω，而 ZC泛指特性阻抗。 

无穷长的同轴线缆肯定是没有反射的，这时他的输入阻抗称为特性阻抗。 
一段线输出端接上一个负载，假如输入

端没有反射的话，这个负载的阻抗就是这段

线的特性阻抗。同轴线的特性阻抗公式为 

ZC=
d
D

e

ln60
ε

         

 εe为同轴线内充填介质的有效介电常数。 

 D 为外导体内径，d 为内导体外径 ，如左图                    

 所示。 

    特性阻抗是一个由尺寸与介质决定的电参数。为了减少品种，常用 50Ω.空气同轴线用

75Ω插损 小，对于充介质的同轴电缆就是 50Ω插损 小。 

2.1.2 反射系数 
一段线接上输入阻抗为特性阻抗的负载是没有反射的，这种负载称为终端负载或精密

负载。以它为参考，通常认为它的反射为零。假如一段线接上其它不匹配的负载 ZL，必然

有反射。这个反射必然正比于两者的差异，这就出现了反射系数Г这样一个参数。 

0

0

ZZ
ZZ

L

L

+
−

=Γ   虽然Г是个 原始的参数，也是测量出的参数，但由于是复数，一般

人并不习惯用它。习惯上描述不匹配的程度常用回损 RL，或驻波比 SWR。 

返回损失（回损）= 20log Γ dB ，由于 Γ ≤1，一般为负值，但习惯上不讲负号。                    

 驻波比 S.W.R，= ρ= 
Γ−

Γ+
=

1
1

min

max

V
V

                                        

     当|Г|<<1 时ρ=1+2|Г| ,有时也会用到|Γ| =（ρ-1）/ 2 。  

这是一个天馈线中 常见的一个技术指标，英文缩写为 S.W.R，也有用 V.S.W.R，即强

调是电压之比。线上电压因反射的存在而出现有高有低的现象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希望

|Г| → 0， 也就是ρ→1。一般应用时ρ≤1.5 即可,有的场合要求ρ≤1.1。驻波比这个

指标是原来用测量线时测出的指标，现在谁也不用测量线了，但仍然习惯这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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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史密斯圆图 
引入Γ这个参量后(或者说采用复数变换后)，让我们试试自己画张圆图。由于Γ为一复

数，其绝对值|Γ| ≤ 1，这就可在一张纸上，以纸中心为圆心(原点），以半径为 1 画一个

圆。对于 A4 幅面可取 100mm 为 1，以充分利用纸的幅面并且易于分度。 

在反射系数Г式中，将 Z 除以 Z0，即令 z=Z/Z0, r=R/Z0, x=X/Z0，即用归一化阻抗。 

       
1
1

1
1

++
−+

=
+
−

=Γ
jxr
jxr

z
z

 

       可以化简得到等阻圆与等抗圆。 

    等阻圆为一偏心圆族，圆心在（ 
r

r
+1

 ，

0），半径为
r+1

1
。如左图所示 

有时要用直角坐标表示 

Γ=I+jQ ,I 为同相分量（或 X 分量），Q

为正交分量（或 Y 分量）。 

22

22

)1(
1

QI
QIr
+−
−−

=  

                   

   

等抗圆为圆心在（1,
x
1
），半径为 

x
1
 的圆族，上

面为正，下面为负。如左图所示 

   也可用直角坐标表示 

   22)1(
2

QI
Qx
+−

=  

    

   

   

合在一起，即得史密斯圆图 
    史密斯圆图的高明之处 

（1）四个无穷大重合在一个点上(1∠0°)，并 

联谐振电路的输入阻抗就很好图示了， 

   （2）角度是连续的，没有突跳问题。但有模糊

问题。 

    (3) 总的概念、匹配的概念很明确，如同打靶，

点迹越靠近圆图中心越好。 

   （4）阻抗与导纳兼容   阻抗圆图上适于作串

联运算，若要作并联运算时，就要转成导纳；在圆

图上这非常容易，某一点的反对称点即其导纳。请

记住当时的状态，作阻抗运算时图上即阻抗，当要

找某点的导纳值时，可由该点的矢徑转 180°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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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圆图所示值即全部成导纳。状态不能记错，否则出错。记住，只在一个圆图上转阻抗与

导纳，千万不要再引入一个导纳圆图，那除了把你弄昏外，别无任何好处。 

再请记住一点，不管它是负载端还是源端，只要我们向里面看，它就是负载端，永远按

离开负载方向为正转圆图，不要用源端作参考，否则又要把人弄昏。 

圆图作为输入阻抗特性的表征，用作简单的单节匹配计算是非常有用的，非常直观，把

复杂的运算用简单的形象表现出来，概念清楚。但对于多节级连的场合，还是编程由计算机

计算来得方便。 

注意：史密司圆图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不会推导没有关系，但要会看。水平轴为实数

轴，上半面偏电感，下半面偏电容，右面（严格讲来是在 r=1 的圆内）阻值偏高，左面（在

r=1 的圆外）阻值偏低，因此将负载频响特性画在圆图上，那匹配情况将是一目了然的，该

采取什么措施，也是一清二楚的。要强调的是参考面的问题，输入阻抗与参考面有关；在那

里校开短路，参考面就在那里。若要知道另一点的输入阻抗，就要移参。参考面要尽量靠近

需要调配的地方。 

 

2.2 常用同轴电缆 
·第一个字母一般为 S，即同轴射频电缆之意。 

·第二个字母代表绝缘种类：Y 为聚乙烯，F 为氟塑料，D 为稳定聚乙烯支撑的空心电缆，

U 为聚四氟乙烯等。 

·第三个字母表示护套材料：V 为聚氯乙烯，B 为编织套，T 为半硬铜管等。其它 好见产

品说明。 

    字母后为用连接号（口语称扛，也有称划的）分开的数字。 

·第一组数字一般不是 50 就是 75 表示特性阻抗。 

·第二组数字表示外导体内径（或绝缘支撑的外径）。 

·第三组数字为结构序号。 

如一般 常用的电缆为实心聚乙烯绝缘的 SYV—50—3 比较便宜，比较软，但屏蔽性能

不太好。好一些的为氟塑料 SFF—50—3，但价格贵 10 倍。内部连线在频率较高时（比如 2GHz

以上） 好采用半硬同轴线 SFT 系列或半软 SM 系列。功率较大时只好用皱纹铜管 SDY 系列。 

附录中有 50Ω同轴线缆参数曲线。 

电缆越粗，损耗越小，但不能粗到同轴线平均周长=使用波长（π eε （D+d）/2 =λ）

此时将出现高次模，破坏正常工作。εe为有效相对介电常数。d 与 D 分别为内外导体直径。 

公式改用频率更方便些：

e
C dD

f
ε)(

191
+

=  。如 D125 馈管只宜用在 800MHz 以下。 

2.3 连接器 
2.3.1 常用同轴连接器 
• N 型连接器（详见国标 GB 11314-1996） 

这是一种 常用的连接器。外导体内径 D=7。内导体外径 d=3.04。D/d=2.3 以满足特性

阻抗为 50Ω的要求。 

老式 N 型连接器阳头外导体开了四条缝，利用侧面接触。后来发现 2GHz 以上接触不

良，新式的不开缝，利用端面接触，可以用到十余吉赫。 
N 型一般为 50Ω，但也有 75Ω的。问题是 75J 插入 50K 会不通，50J 插入 75K 会损坏。 

• SMA 型连接器（详见国标 GB 11316-1996） 

这是一种 常用的小型连接器。外导体内径原为 4.12，现在已与 3.5 混用了。螺套为 1/4



 12

吋，36 牙。是一种准平面连接器，可以用到二十余吉赫。 
标准是 50Ω，但也有人用 75Ω。还有人用反 SMA，与 SMA 内导体的插针与插芯刚好相

反。用意可能是为了保护仪器插座，但是没有标准可循。 

  • BNC 型连接器（详见国标 GB 11315-1996） 

这是一种卡口式快速连接器，与已废型的国产 Q9 差不多。常用做视频连接器，由于也

是侧面接触，不宜用于较高频率。 

常用 50Ω，但也有人用 75Ω，尺寸相同，只是有无一圈塑料套而已。 

  • DIN 7-16 （详见 169IEC）     

DIN 是德国标准。俗称丁头。这是一种中功率的连接器，常用于基站天线。 

D=16,d=7。螺套 M29×1.5，也有人称 L29 的，与 L27 只是螺套不同，其它相同。 

老式的外导体也是开花片侧面接触，现已改成端面接触。 高使用频率为 8 吉赫。 

由于尺寸大，接触良好，容易通过三阶互调测试。 

  • F 型连接器 

这是一种有线电视中常用的连接器，属 75Ω类。品种太多，有公制的也有英制的，有

螺套的也有快插的，再加上内导体有 0.5、1 还有 1.5 的。老式的双阴用簧片，适应范围很

大，可惜匹配不好；内导体改成圆柱状插芯虽好但品种太多。 

  • 法兰盘连接器 

这是大功率馈管用的连接器，详见国标 GB 6644-1996（与 339IEC 相通）。 
D 有 22、40、80、105、125 以及 155 多种。 

 2.3.2 连接器设计的几点考虑 

  • 执行国标，不宜任意设计，至少配合尺寸要一致。国内走过一段弯路，不用 N 型而用

L16，L16J（阳）会顶坏 NK（阴）。1990 年已宣布 L16 废型，但现在仍然有人在用。 

我们曾经想法兼容，螺套仍用 L16，插芯缩进 4.但是后来放弃了，因为螺套不耐磨，更

重要的是缩进后，反射电桥在 3GHz 时很难调。 

• 外导体用侧面接触只适于低频，频率高了要用端面接触。 

• 连接器后面压电缆的部分也有讲究，通常是用软橡皮或软塑料压住，这种做法也只适于

较低频或要求不高的地方。否则时间长了后会变形，改变了外导体尺寸，从而驻波比变坏。 

• 连接器设计已有现成软件可用。没有软件的情况下，对于支撑片的尺寸，我们是通过时

域测试试出来的。 

 

2.4 阻抗变换器（变阻器）与功率分配器 

  • 1/4 波长阻抗变换器  一段 1/4 波长特性阻抗为 CZ 的同轴线后接上 LZ ，则

L

C
in Z

Z
Z

2

= ，改变 CZ 即可得到所需的阻抗。为了增加带宽，可作成多节的。多节的设计请

看相应的手册。这种做法由于呈受功率高，常用于发射天线中。 

为了减小尺寸，还有一种短阶的，也要请看相应的手册。 

在平衡器中，也有几种有变阻作用的，但不宜归入变阻器类 

• 线绕变压器  在低功率下，尺寸做小，也可做到较高频率。一般用双线并绕，接法有多

种。简单介绍如下： 

 4：1 的几种做法 

 自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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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器法                 

 

 

 

 

 

 

串并连法 

 

 

 

 

 

  

一边并连另一边串连的方法，原则上可推广到多个。 

 9：1 的接法  

               

  16：1 的接法 

                            

 

 

 

 

 

 

 

• 电阻性阻抗变换器  在测试中，为了得

到宽带，不得不采用电阻来做阻抗变换器。

如常用的 50Ω到 75Ω的变换器，就是用电阻

做的。插损 5.7dB. 

用两个电阻即可作到两端视入皆匹配，

这是仪器设备常用的方法，不妨自己推导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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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解出 R1 = 43.3Ω, R2 = 86.6Ω 

  插入损耗为 5.7dB. 

• 同轴线变阻器  频率较高时，在放大器模块中，常用短同轴线做变阻器。 

   

4：1 的两种做法 

    

 

9：1 

      

• 功率分配器，简称功分器。当一路送往多路时，需要功分器。功分器其实就是阻抗变换

器与分配线的一种组和。为了隔离，双线间可并上电阻。两路对称时，电阻两端同电位，电

阻不起作用，两路不对称时，不对称的分量会消耗在电阻上。 

    下面是一张 2：1 功分器的照片，是三节的。用微带线做的，是低功率的。 

 

• 单支节匹配器   在线上某个位置并联一段短线从而得到匹配的方法称为单支节匹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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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并联，计算时用导纳为宜。在线上（在圆图上转圈）总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其输入 

导纳为 1±jb,在此处并联上一个与之相反的 jb，即可得到匹配。由于微带线上短路不方便，

故宜在 1-jb 处并上 jb 为宜。 

 
2.5 衰减器 
 • 固定式    衰减器在射频测量中是一种常用器件，标准衰减器在射频幅度测量中是用来

作校正的。常规衰减器通常是用来改善系统匹配，从而改善小插损测试精度的。作为标准则

不但要求反射小，而且衰减量要准确。若仅仅是为了隔离以改善测插损精度的这种固定衰减

器还是好作的。因为它主要要求为输入反射小，而并不要求衰减值准确。 

这里介绍两种形式的常规衰减器，这在 1GHz 以下，在微带线上串、并分立电阻是很容

易作成的，作到 3GHz 或更高就不太容易了。有现成衰减片出售。 

⑴  π型结构 

    原理图如右图，要求 Zi = Zo ,V2 / V1 = T                                           

由于只有两个节点，适于节点电压法求解，经过推

导（不妨自己推一下），可得如下公式： 

 
T
TZR

−
+

=
1
1

02   ，
T
TZR

2
1 2

01
−

=      

常用数值见下表` 

                                         π型结构衰减值与阻值关系表 

 衰减  dB    3       6      10     20       30 

 R2    Ω   292    150    96.2      61.1     53.3 

 R1    Ω   17.7    37.4    71      247.5    789.8 

 

    ⑵．T 型结构                          

原理图如右图，要求同上。由于只有 

两个廻路，适于用廻路电流法求解，可得： 

  
T
TZR

+
−

=
1
1

02  ，
2

2
2

2
0

1 2R
RZ

R
−

=     

常用数值见下表 

                             T 型结构衰减值与阻值关系表 

衰减  dB    3    6    10      20    30 

 R2   Ω    8.55    16.6    26      40.9    46.9 

 R1   Ω  141.9     67    35      10.1       3.2 

  ⑶ 讨论 

       同轴线形式的衰减器用 T 型结构的多一些，微带线形式的衰减器用π型结构多 

   一些。采用何种结构取决于用途、器件以及实现的难易。     

         频率较高时，作 30dB 的衰减器，不如作 3 节 10dB 的衰减器级连起来。 

  • 步进式  有手动的，还有程控的，低档的只能用在 1 吉赫，高档的可到 18 吉赫。 

一般 10 分贝一跳，也有 1 分贝一跳的，甚至还有 0.1 分贝一跳的。程控的一般只有 10

分贝一跳的。 

  • 截止式  在截止波导内，移动耦合环可得到线性的分贝衰减，常用做中频标准衰减器。

缺点是起始衰减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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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吸收式  在板线内放入吸收材料，改变吸收材料放入的深度，即可得到可变的衰减。 

  • 正弦式  在圆波导内放入吸收材料片，旋转吸收材料片，即可得到正弦性衰减。 

  • 电位器式  可用电位器做成连续可变的衰减器。 

 
2.6 定向耦合器   

这里只讲常用的双线耦合式。 
  • 双线耦合式  一根线为一两端口网络，两根线平行放在屏蔽盒内，即成四端口网络。一

根为主线，即端口 1 到端口 2.另一根为付线，即端口 3 到端口 4。 

两线之间有电耦合，也有磁耦合。由电耦合产生在付线上的信号端口 3 与端口 4 是同向

的；而磁耦合产生在付线上的信号端口 3 与端口 4 是反向的。当主线上信号单向传输（一端

输入信号，一端接上匹配负载）时，改变付线线径与两线之间的距离可使得两种耦合信号在

一个端口上相加，另一个端口上相消，从而形成定向耦合器。 

由于磁耦合是反向的，双线耦合式定向耦合器的输出也是反向的，即付线上的信号流动

方向与主线上信号流动方向相反。 
三分贝定向耦合器用于多功器，弱耦合定向耦合器用于分配系统与检测系统。 
定向性一般要在 20 分贝以上。 

  • 耦合器电缆  剪不同长度的耦合器电缆，即可做成不同频段的三分贝定向耦合器，这在

功率合成时是非常有用的。 

 

2.7 和差器   
一个平衡器与一个 2 比 1 功分器组和起来即成一个和差器。 

 
 
 
 
 
 
 
 
    和差器用于天线系统，即可得到和差波束。 
    和差器常用于混频。也用于检测系统，如反射电桥就是由两个电阻与一个双线平衡器做 
成的和差器。 
    和与差之间是隔离的，隔离度一般要求在 30 分贝以上。  
 
2.8 环流器与隔离器 
  • 环流器  在互为 120 度的带状线三通中间，加上铁氧体与磁铁，可作成环流器。他是一

种不可逆的三端口器件。沿着端口 1 到端口 2，端口 2 到端口 3，端口 3 再到端口 1 方向是

通的，反过来则是隔离的。 
  • 隔离器  在环流器端口 3 接上匹配负载，即可做成隔离器。此时端口 1 可到端口 2，端

口 2 的反射信号到端口 3 被负载吸收掉了；只有负载的反射信号可到端口 1，端口 3 不对外，

从而形成只有两个端口的隔离器。一般插损在 0.3 分贝以下。隔离度在 20 分贝以上。可惜

带宽不宽，一般只有 10%。 
 
2.9 移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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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械式  一段 U 形环同轴线，内外导体皆用簧片接触，以做成能伸缩改变长度的同轴线。

内外导体的簧片接触点要错开一段距离，以保证伸缩时特性阻抗不变。要做到这点，总长至

少为变动范围的三倍。 

• 数字式  一般用 PIN 管双刀双掷开关控制直通与串入移相段来制成一节移相器，不同的

移相段的移相器级连起来即可做成多位数字式移相器。相位粒度在 1 位时为 180°，2 位时

为 90°，3位时为 45°，4 位时为 22.5°依此类推。 

数字式移相器已大量应用在相控阵中。 

 
2.10 滤波器 
  ••••• LC 低通滤波器  有设计软件的话，可用软件设计。否则由所需止带的陡度查表得到节

数，由节数查表得到单元 g 值。 
由于频率高时 LC 值意义不大，直接用电抗值更好些，电抗值也便于矢网直接按截止频

率测出。 

对于两端皆为 Z0 时, kC gZX /0= ; kL gZX 0= （第 7 章有具体例子）。 

  • LC 高通滤波器  有设计软件的话，可用软件设计。否则由所需止带的陡度查表得到节

数，由节数查表得到单元 g 值。 
由于频率高时 LC 值意义不大，直接用电抗值更好些，电抗值也便于矢网直接按截止频

率测出。 

对于两端皆为 Z0 时, kL gZX /0= ; kC gZX 0= （第 7 章有具体例子）。 

  • 同轴线腔体带通滤波器  有设计软件的话，可用软件设计。否则只能按实物进行测绘后

仿制。 
这种带通滤波器，性能优越，陡度极高。 
一般带内插损≤0.5 分贝，止带插损≥90 分贝。 

 
2.11 分路器与合路器 
  • 同频分路器与合路器   

分路器与合路器是一回事，只不过信号流动方向相反而已。 
做法有两类，一类是先用功分器分，再用功分器合。 
另一类是用耦合器电缆做成的定向耦合器分，再用耦合器电缆做成的定向耦合器合。 

  • 异频分路器与合路器（多功器） 

分路器与合路器是一回事，只不过信号流动方向相反而已。 
做法有两类，通常是用滤波器做成的；而在微波多路分配系统 MMDS 中，是靠极化隔

离加滤波器隔离来做成的；而且极化隔离起主要作用。主路为波导，在波导离边λ/4 处为圆

极化区。滤波器腔在圆极化区进行耦合即得，可以买到 24 路的商品。频段为 2.5～2.7 吉赫。 
 

2.12 多功器 
  • 同频收发双工  用于雷达天馈系统，常称收发开关或 T/R 开关。 

复杂的用环流器来隔离发射机与接收机，发射机只到天线，天线只到接收机。但由于隔

离度不够，为了保护接收机，还得另加 PIN 开关与限幅器。 

简单的可用气体放电管将发射机接到天线，再并联λ/4 线加气体放电管接到接收机。

发射时，气体放电管打火形成短路，使得发射漏到接收机的功率不大；而形成的λ/4 短路

线，又对发射机影响不大。当然为了进一步保护接收机，可能还得另加 PIN 开关与限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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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频收发双工  对讲机为了简单，常用单工；即讲话时不能听，听话时不能讲。手机为

双工，随意听，随意讲。其做法就是收发异频，采用高低通或带通滤波器来共用一个天线，

从而解决了收发互相隔离问题。 

  • 多频共天线塔  由于天线塔昂贵，占地较大，多频共天线塔是常用的方法。中波有两路

共塔，调频常用 5 路共塔，MMDS 则有 24 路共塔的。 

 

2.13 直流供电器 
    在用同轴电缆传输信号的系统中，用内导体送电源可以省掉电源线。这时就需要直流供

电器了。 

 
 

2.14 避雷器 
  • 压敏电阻式 

  • 气体放电管式 

  • 直流短路式  即将 1/4 波长宽带短路金属支撑，用来做避雷器。短路线对低频是短路的，

对高频却匹配良好，如 800～2400MHz 带宽内，能做到驻波比小于 1.1.详见[1] 

 

2.15 放大器 
  • 低噪声放大器 LNA  除增益要高外，更强调的是噪声系数要低，比如小于 0.5dB。用作

前端放大器（前放）。 

  • 功率放大器 PA   除增益要高外，强调的是功率大、线性好。有两个名词： 

    P1dB   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偏离线性下降 1dB 时的输出功率。  
    IP3  三阶截获点   他是用来估算放大器件三阶互调的分量的，三阶互调分量与基波的

分贝差值为基波与三阶互调截获点之间分贝差值的两倍。如 IP3  为 30dBm，输入信号为

0dBm，则三阶互调分量当为-60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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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平 衡 器  

 
3.1 平衡概说 

传输线是用来传输的。假如传输线也辐射，这就破坏了平衡；这才是不平衡的定义。

不能从形状上来看，把同轴线说成是不平衡的；甚至称同轴线为不平衡线，这都是不恰当的。 
平衡器是对称线天线的输入输出端口，不作对称线天线的，可以不看这章。 

 3.1.1 同轴线的平衡状态 

   让我们在一根很长的同轴线中截一小段来看，同轴线内导体上的电流 Ia, 由于高频

电流的趋肤效应沿同轴线内导体外表面上

流，同轴线外导体上的电流 Ib 由于内场的

约束作用，应只在外导体的内表面上流；同

轴线外导体的外表面上是应该没有电流 Is

的，这也就是人们为何要用同轴线（缆）的

理由。因为它的屏蔽性能好，能量只在内外

导体之间流通而不流到外表面来。可用法拉

第积分定律证明如下： 

若假定外导体为理想导体，则在外导体的内外表面之间任一点的电场为零，因此绕轴等

半径积 1 圈，∮E·dL=0 。而根据法拉第积分定律 ∮E·dL=ΣI, 所以 

ΣI = 0。 

这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同轴线电流只在外导体内表面与内导体外表面流动,而且还证明

了内导体的电流与外导体内表面的电流，幅度相等而流向相反。 

采用同轴线传送射频能量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外导体外表面无电流，即： 

    IS = 0                                                           （3-1） 

反过来说，假如外导体外表面由于外场（一般是不想要的干扰）的作用而产生了感生电

流 IS，而这个电流由于高频电流的趋肤效应是应该流不进内导体上去的，这就是同轴线的屏

蔽作用，这也是在射频传输线中同轴线是首选的原因。同轴线只有心线有电，外导体可以接

地，即一线一地制，又称单端馈电，这对安装走线是有利的。 

 3.1.2 双线的平衡状态 

     双线又称明线、平衡线（不恰当），如图所示。它是在较低频段（或频段虽高但长度较

短时）常用的传输线，双线虽只有两根线，但却脱不开地的影响，人们希望电流只在线上流，

不要流到地上去，这就不能随意放

置，必须对地对称放置。而且 a、b

两导体的直径φa、φb 相同，双线

间距 D<<λ。 

对于两线上相对应的点，有三项

表征：阻抗对地对称，电压对地幅度

相等极性相反，电流幅度相等流向相

反。 

这三项表征或条件可写成式子

如下： 

        Zag = Zbg                                                                                          (3-2) 

        Va = -Vb（负号表示极性相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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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 -Ib（负号表示流向相反）                                       （3-4） 

Zag=Zbg这个条件好象是一项电的条件，实质上是一个双线结构对称要求的表示法，它是

一种共模性质的东西，只能意会，说不太清楚。 

3.1.3 对称振子的平衡状态 
半波振子是由双线掰开而成，在 a b

两端点来看，其平衡表征与双线完全一样。 

 

 

     

 

    

 

 

3.2 天馈系统平衡的四项表征 

上面四个式子即天馈系统平衡的表征，四项表征，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存一俱存。

既然缺一不可，只要能证明一项成立就行了。当然四项平衡表征，不能绝对化，一般来说，

这些条件只是相对成立的。 

当同轴线与对称振子或双线传输系统相连时，必须采取穿入措施或接入平衡器，以保

持系统的平衡。 

 

3.3 穿入式馈电 
在有接地点的对称线天线中，可由接地

点进行穿入式或贴附式馈电。 
  ⑴ 全波振子                                 

全波振子有一特点，那就是振子臂上有

一点电压 低，即使用金属杆支撑也无妨，

因此可将此杆做成同轴线或将电缆穿入，形

成了隐含的对称式平衡器。 

   

  ⑵ 等比结构振子阵 

    在一个加长了双线平衡器上排上许多互

相倒相的振子，平衡器已成为天线的一部分。 

为了减小跳线引入的电感，可将引线做 

成片状或块状，甚至将心线穿到对边外导体

内以形成一段开路线来抵消跳线引入的电

感。 

 

  ⑶ 八木天线 

这是一种很漂亮的方法对八木天线进行

馈电，由于折合振子一半长约λ/2，考虑到

聚乙稀的缩短系数后，串入的电缆形成了一

个 3λ/4 的变阻器，只要选择合适的（定制

的）电缆芯线（不要外皮），以满足需要的特

性阻抗，即可作到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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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 环天线                               

环天线适于用穿入式，可以作一个波长型的大

环，也可作<<λ的小耦合环，有时环中还可加入高

μ介质。 

 
3.4 扼流式平衡器 

这种平衡器的机理在于引入扼流结构来抑制表面

电流，使得 IS尽量小。基本形式为两大类，一种是在

同轴线上采取措施，一种是在双线上采取措

施，当然也不排斥两者兼用，常见的结构如

下： 

3.4.1  λ/4 扼流套式平衡器 
  1、基本结构 

在同轴线外皮套上一段λ/4 的扼流

套，即可形成一个实用的平衡器。 

  2、基本性能 

·扼流套尺寸为λ/4，故只适用于较高频率。 

·平衡器本身不影响阻抗变比，属 1:1 型平衡器。 

    ·平衡带宽约±10%，是一种窄带平衡器，加粗扼流套对带宽改善不大，作照射器时 

  却增加了阻档。 

·常用作微波天线照射器，老式火控雷达就是用的这种平衡器，不过它是故意将套后 

  移以产生部分 IS，造成偏焦，而在旋转时形成漏斗型波束，常称圆锥扫描。 

3.4.2  电缆绕圈扼流式平衡器 
 ⑴ 基本结构   

     用细的同轴电缆绕成线圈或绕在磁芯上或磁环上，如图所示：                          

  ⑵ 基本性能 

 ·适合宽带应用，尤其是加了磁芯。 

     ·用四组组成复合对称式平衡器，常用于反射电桥，带宽可达 5～3000MHz。 

     ·阻抗为 1:1 型。 

3.4.3  双线并绕式平衡器 
  1、单组双线并绕式 

    ⑴ 基本结构 

双线并绕在骨架上、磁环上、或多孔磁芯上,如图所示。 

双线对差模为传输线，由于双线距离很近，绕圈对差模并无多大影响，但对共模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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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流圈。 

    ⑵ 基本性能 

     ·频带较宽，但共模

抑制比不高，有的仪器用

作取样脉冲单端变推挽

用。但对称度不是太好。 

 ·双线特性阻抗 Z0通

常在 100Ω到 200Ω之间，

与同轴线不太好匹配。常

用作较高阻 

   抗电路中，如开关

电源的滤波器。 

     ·磁芯在电视频段引入约 2dB 损耗，不适于要求较高的场合，是一种廉价的器件。 

2. 双线并绕串并联式 

⑴ 双线并绕串并联式的基本结构及等效电路如图所示： 

    这种平衡器始于 1957 年，原来尺寸较大，现在改为绕在双孔磁芯上，尺寸较紧凑。请

用不同颜色的线绕制以免接错；此平衡器不用也不宜接地线，c 点虽为差模零点，对共模却

不是，故 c、g 不应相连。也不宜置于金属盒内，以免降低共模抑制阻抗。 

    ⑵ 基本性能 
      ·由于始端并联，末端串联，故适于作阻抗 4:1 的变换，通常为 75Ω:300Ω，取决 

        于双线特性阻抗 Zb，若 Zb=100Ω，则成 50Ω:200Ω 
  ·在电视频段损耗约 2dB，是一种用得 多的（一部电视机附一个）廉价的平衡器。 

        常用的电视机用的为双孔磁芯，线径Φ0.35 双线并绕 4 圈 

·带宽很宽，阻抗特性很好，但共模抑制并不很好。 

 
3.5 对称式平衡器 
    构成这种平衡器的出发点是引入一种结构或

采取某种措施，使得平衡器结构对地对称，以满足

天线两输入端点 a、b 对地阻抗对称，即 Zag = Zbg 

3.5.1 双线平衡器 
1、 基本结构 

由于引入了一段与同轴线相同粗细的导体 
在旁边，形成了一段双线短截线（stub），它在离输

出口λ/4 处与同轴线外皮短路，因此 a 与 b 对 g 而

言是对称的或者说是条件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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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平衡器有人称为 Pawsey Stub，但它不是如有的书中说的是扼流套平衡器的一种简

化，而是原理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平衡器；因为它不像扼流套式平衡器必须在λ/4 左右才能得

到平衡，而此处其长度并不影响平衡，只影响匹配，长度由调匹配确定。 
  2、基本性能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非常实用的宽带平衡器，其平衡带宽理论上是无限的。 
   ·输入输出阻抗无变比关系，或称 1:1 变阻关系，适于半波振子等低阻抗线天线，以 

     及输入阻抗等于同轴线特性阻抗的天线。 

   ·适于作双极化用。 

   ·引线电感较大，体积较大，漏射也较大故一般用于较低频段。 

   ·单独使用时要解决密封问题。 

      由同轴线内导体到 a 点，有一段跳线，通过推导发现跳线并不影响共抑比，也就是

说跳线只影响匹配，不影响平衡。 

  3.改进与演变 

    简单的双线对称式平衡器如图(c)所示，由于串入了跳线电感与并联了λ/4 线的导

纳，因此限制了双线平衡器的阻抗带宽。若跳线不直接接 a 而是经λ/4 开路线与 a 耦合（除

图(c)外的其它结构），可消除跳线影响，若满足某种关系可得到 4:1 的带宽（参见[7]），可

惜通常的尺寸并不满足这种要求，当然常规天线也没有这种要求。 

双线对称式平衡器的演变如图所示： 

    图(a)为麦潜德平衡器，这种平衡器性能很好，可惜结构稍复杂，简单天线为了降低成

本不会用它，而且其结构也不太适合线天线。在简单抛物面天线中有用作振子照射器（馈源）

的，而其演变却在中馈谐振式天线中得到较多应用（见第 4 章实例）。 

    图(e)是微带平衡器，虽然原是用来馈阿基米德螺旋的，现却在印刷振子阵中得到大量

应用，所占空间极小，也适宜作双极化天线的馈电（两个平衡器互成 90°插在一起，跳线

一根走上面，一根走下面）。 

3.5.2 单线对称式平衡器 
在单根同轴馈电线的头上馈电点处，铣开一条缝，即形成了一种单线对称式平衡器。 

早出现的是缝隙式，后来又有其他演变，统称单线对

称式平衡器。 

  1. 缝隙式平衡器 

 ⑴ 基本结构  

    如图所示，在同轴线头上铣开一条约λ/4

的缝，将内导体接向两半的任一半即得.这样作

a,b 两点显然对地（对同轴线外皮）是对称的。 

    ⑵基本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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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严格对称，跳线也短，尺寸较小,适于较高频段，如 S 波段的简单抛物面馈 

      源（照射器），波瓣不会偏斜。 

   · 缝长与平衡无关,纯由调匹配决定，通常长约λ/4，作馈源时为了便于固定反射 

      板，又对称的加了一段λ/4 缝，总缝长λ/2，振子由中间引出。 

   · 输入输出的阻抗变比为 4:1，假如同轴线的特性阻抗为 Z0，则负载应为 4Z0才能 

      得到匹配。 

  ⑶ 等效电路 

 明明同轴线尺寸未变，却要接上 4Z0的负载才能匹配，实在令人不解。有的书上 

画了一个除 4 的符号，有的书上却将开缝段的特性阻抗错误的写成 2Z0 。正确推导详见[1]。 

       ZL0 = 
ljZZ

lZjZ
I
V

dL

dL

β
β

tan
tan

4
1

4

4

+
×=                                    （3-5） 

右端即两阻抗并联的结果，根据此式即可画出等效电路。 

    请记住：当你把单线对称式平衡器当作一段同轴传输线来计算时，它的负载已不是 ZL

而是 ZL/4。举个实例来讲，当你用 75Ω同轴线开缝后接天线时，要接 300Ω的折合振子才能

匹配，若用 50Ω同轴线时应接 200Ω负载（如宽带全波振子之类）。由于负载是不同的，有

时不得不靠改变 Z0来改变阻抗比，因此这一段同轴线一般在λ/4 附近；而作为外导体外表

面的一段缝，长度却不一定，要靠调匹配来决定，但通常也在λ/4 附近。 

等效电路中要除 4，由于不理解为什么要除 4 而进行了推导，推导结果，果然要除 4。

只好承认，谈不上理解。有的书上把开缝段的特性阻抗当成 2Z0来处理，这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同轴线开缝后特性阻抗变化不大，即使展平成板线也不过只增加了 15Ω，没有两倍可

言。另外用 2Z0也只能凑出中频的数值，对其他频率就更谈不上了，而除 4 的等效电路经过

实验证明是正确的。 

等效电路中λ/4 短路线并联在阻抗变换器低端，这是一种宽带补偿结构，为何缝隙平

衡器匹配带宽只有 10%，乃是因为缝隙太窄，Zd太低而补偿过头所致。只要增加缝宽，带宽

就会增加，而且承受功率水平也随缝宽增加而增加。 

  2、板线平衡器 

在推导缝隙式公式中，发现增加双线模（差模）的特性阻抗 Zd，可以增加带宽，而加大

缝宽不如干脆用方板线。当时我厂正在进行一项带宽达 1.68:1 的八木天线试制，用双线平

衡器久攻不下，一用板线平衡器就成功了。后来板线大量用于米波雷达天线，和电视发射天

线上了。 

    ⑴基本结构 

结构很简单，就是两块板一根杆，图纸比双线

少多了。在频率较低时，两块板太软，需要填充或

将板边上翻边;内外翻皆可.匹配时只需要换换内导

体粗细，再在板线上加一个滑动短路片，调节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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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住即可。 

板线平衡器都是用的宽窄相同的方板线（下同）。 

大量生产时内导体宜用铜管，而少量试制时内 

导体可用一个片，尤其在 L 或 S 波段，调节很方便，

用剪刀剪剪即可。若阻抗低时，则可用长带弯成，既便于调整又便于焊接。 

⑵基本性能 

 · 平衡性能很好，平衡带宽也不受长度影响。 

     · 由于天生 4:1 阻抗变换特性，适于全波振子或折合振子，而仔细计算与实践表明 

        ，平衡器在同时作 2:1 变换时带宽 宽，即 佳负载对于 75Ω馈线时为 150Ω， 

        对于 50Ω馈线为 100Ω，当然此时 Z0段的数值要作相应改变。譬如 150Ω，先除 

        4 得 37.5Ω，再经 53Ω的λ/4 变换得到 75Ω。 

    ⑶ 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同缝隙平衡器。只是在计算中可能会碰到 Z0与 Zd的数值问题。经过测试与

回归，作者得到结果如下： w 为方板线宽度，d为内导体直径。 

     Z0 = 15 + 60ln(w/d)     (当 w/d > 1.5)                        (3-6)  

     Zd = 173 )/90cos( wd°   (当 d/w < 0.6 )                     (3-7) 

        Z0可查微波工程手册[7] , 而 Zd , 是作者用水桶法测出的。 

    ⑷ 几个问题 

      ① 漏射问题 

        在板线平衡器推广的过程中，有人怀疑板线本身的场包不住,会不会漏出去，因为

正宗的板线板宽与板距比在 5:1 以上，而现在却为 1:1。其实按 5:1 作的测量线内导体偏心

了也照样辐射，而在平衡馈电器中，两外导体间馈有很强的差模电流，远非漏射可比。问题

在于间距（可参见[1]中双线的漏射一段进行估算），由于间距比双线平衡器小，其漏射应比

双线平衡器小。 

      ② 密封问题 

         实际应用中板线平衡器碰到的 大难题是防潮问题，参见[1]中 6.3 之 3 之(3)，

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③ 具体尺寸的确定 

     由匹配要求只能确定平衡器的 w/d 之值，而具体的尺寸是由功率决定的。一般尺 

     寸与插头或馈电的同轴线尺寸差不多就行，小了怕功率承受不了，大了会增加漏 

射，另外也增加了重量与体积。 

  3、明线式平衡器 

将两外导体进一步改细，变成三根杆子（也可

称三杆式平衡器，但不宜叫三线，因为另外还有三

线平衡器）。由于 Z0，Zd进一步提高，适于全波振子。

这种平衡器广泛用于通讯板状天线与 MMDS 天线中。

等效电路也与前面缝、板两者相同，只不过 ZC，Zd

高一些而已，尺寸纯由实验决定，适合对成本很在

乎的场合，输入阻抗有作成 50Ω，也有作成 400Ω的，这样 4 个一并得 100Ω。 

  4、三种单线对称式平衡器的共抑比  

 单线对称式平衡器的断面形状有三种，同轴缝隙式  、板线式   与三杆式   ，它们 

的平衡有效性会一样吗？为此进行了共抑比的测量，实测情况如下图： 

    可见缝隙式的共抑比在-30dB 以上，板线在-20dB 左右，三杆者在-12dB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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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式的用于比较考究的场合，板线用于大功率，而三杆式只能用于不太在乎的场合。 

3.6 反相式平衡器 
    反相式平衡器的作法是通过反相或反接（倒相），使得两输出头 a 与 b 间满足: Va = - Vb。 

3.6.1  λ/2  U 形环 
  1、接法与性能 

 右图是一种移相式平衡器，它是通过λ/2

的电缆得到中频时满足 Va=-Vb的，因而是种窄带

平衡器，阻抗也是 4:1 的。早期八木天线几乎全

是用的这种平衡器，因为它很简单，只要加一段

λ/2 电缆即成。当然λ/2 要用能测相位或电长度的仪器去测量与调整，下料时要注意电缆

的缩短系数。       

2．输入阻抗公式[1] 

    Zin

ljZZlZl
lZZjZl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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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

βββ
ββ
sin)1(cos4)1(co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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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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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式中 ZA 为天线差模阻抗，ZS为天线共模阻抗。 

也有可能在纯传输的情况下（即不接天线，而是接集中阻抗），可将 ZS＝∞代入前面 Zin 

公式，即可得到纯传输的情况下的 Zin: 

                      Zin＝
)1(cos2
sincos 0

−
+

l
ljZlZ L

β
ββ

                          (3-9) 

    此式在中频时，Zin=ZL/4，或 ZL:Zin=4:1, 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要知道此式是在纯传输的

情况下得到的，并不适合用来计算天线的输入阻抗, 计算天线的输入阻抗要用(3-8)式. 

  3、反相式平衡器的其他形式。 

 用微带线时，可利用高

介电常数或蛇形线来作出λ

/2 U 形，尺寸小一些，便于安

装，成本也低，但不适于大功

率的场合。 

微带线由双面复铜板印

制而成。由 C 点输入，在 f0

上可通过改变参数以得到

Va=- Vb。 

3.6.2 反接（倒相）式平衡器 
在一封闭的腔内，若在 a、b 两点间存在着能用电缆取出的电压，可用一根正接，取出 

Vab，另一根反接，取出 Vba，则 Vab = -Vba必然成立，这是一种宽带反相或倒相，也就是说其

平衡带宽是宽的。而由于采用了腔体，其匹配带宽则不容乐观，示意图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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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两根电缆取于相同的两点，即两根电缆在输入端是并联的，而输出是串联的，因此

属于阻抗比 4:1 形式的平衡器。 

      在较低频段为了减少尺寸，可加介质或用螺线腔，见上示意图。 

        为了看清接线关系，可将螺线拉直来看（下图）. 

除此之外，若将扼流式或对称式平衡器放在屏蔽腔内，再引出两根电缆，似乎也形成了

某种反相式的平衡器，其实它只是该种平衡器加屏蔽腔的一种复合运用，并不属反相式，因

为其基本出发点不同。 

 

反接式平衡器除了对称式结构外，也

可做成不对称型式的(左图)，多用于

短波发射机。Oakley 在三个引出端加

了串补线，取得了 7.5:1 的带宽的好

成绩。 

 

3.7 磁耦合式平衡器 
一个环路，或者说一个线圈，甚

至半圈不封闭的一段线，只要在两端接上负载就形成了廻路；此时若有交变磁场存在，则从

两个引出端点来看，不是这端流进那端流出，就是那端流进这端流出。总之，两端的电流必

然是反向的，即 Ia = -Ib  ；也就是说对环路而言，因磁场感生的电流为差模，这也就是单

端变推挽的变压器，常用于双平衡混频器中。虽然可用到 1GHz,但仍属一种低频或音频的平

衡器，随着频率增高，电耦合会越来越严重，而通常电耦合对环路的影响表现为共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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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类平衡器中的大忌，故要用电屏蔽。 早的形式为法拉弟屏蔽，电路上表示法如图所

示。 

    而具体的来讲就是在初次级之间加一个不封

闭的金属屏蔽，（不能封闭，否则将形成短路电流

造成损失。）。  

如测向天线上加的屏蔽套就属这种类型，                    

其目的在于平衡，以得到更深的零点来提高

测向精度。 

也有将线圈（一圈或多圈）封在电屏蔽管中

形成如图所示的环形天线，屏蔽管头上也不能短路或封死，否则磁场也进不去了。 

上图是一种用于较高频率的磁耦合，它要用到腔体，这种作法显然是不太方便的。其输

出的阻抗也说不太清楚，它取决于环面积中的磁通与腔体中的总磁通的比值，假如结构设计

能让环在腔中抽动的话，即可形成一种任意变比的阻抗变换器。 

 
3.8 平衡器的共模抑制比 

除了常规的匹配指标以外，平衡器 主要的的指标就是共模抑制比。虽然天馈系统是

否平衡有四项表征，但按四项表征进行测试非常麻烦；而且不易测准。 
客观存在的双线系统是离不开地的，我们希望双线上 Ia = -Ib但一般情况下，这个等式

是不成立的。为了分析方便，我们认为线上有两种模式的电流。一种是差模即 Ia = -Ib，另

一种是共模即 Ia = Ib。只要抑制掉共模就行了，因此共模抑制比即成为衡量平衡的一个指

标。测试起来非常简单，只要测试由共模头接上平衡器之间的插损即可。一般 20dB 即能用，

30dB 良好，40dB 优秀。频率低时能做到 60dB。 

共模头在高频时就是由两个电阻组成的三通，低频时是由双线并绕中心抽头做成的三

通。强调的是要尽量做得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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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天 线 

 
4.1 天线的基本特性 

泛指凡能将电信号有效的发射到空间成为电磁波辐射出去，反过来又能将空间的电磁波

变成电信号有效的接收进来的装置。 
单个天线收发射频性能是一样的，是为互易性。 

    天线分为线天线与面天线两大类。这里只谈线天线。 
• 方向图    天线向各个方向的辐射通常都是不同的，在自由空间形成了一个立体波束，

譬如半波振子的立体波束就像一个苹果形，沿振子方向的辐射凹进去，甚至小到零。可是用

立体波束来表示是不方便的，因此用两个剖面来表示是适宜的。让我们采用常用的球坐标而

让半波振子与 Z 轴重合，中心落在原点上，这时两个剖面就很好画了；在方位面上（即 XOY
面上或θ=90°面上）立体波束的剖面为一个圆（图 a）（即全向天线）。而沿 Z 轴剖开垂直

方向图为图 b 所描述的 8 字形。由于垂直方向图不是φ的函数，立体波束是绕 Z 轴的旋转

对称体。 

假如半波振子水平放置，则水平面为 8 字形，而垂直面在自由空间为圆；实际上由于脱

离不了地球，不管怎样放置由地面反射干涉会形成多种花瓣，实际的垂直方向图是比较复杂

的，而水平方向图与自由空间差别不大。 
方向图又称波瓣图，水平方向图有时称为场型。 

  • 方向性是一种表示天线能量集中程度的一个参数，其概念是这样的；假定在整个自由空

间各向同性的辐射功率，而每单位立体角的功率流量为 1，则共需功率流量为 4π。然后再

用一具有 F（θ，φ）方向图的天线去发，而此时只要 大方向功率流量为 1，（如点对点

通讯，或雷达等只要求 F（0，0）=1）。显然具有方向图的天线所耗的总功率要小，两者之

比即方向性。注：积出来的是球面上的总功率流量而不是体积。 
     

方向性 
 

方向性公式中用 Sinθ 并且上下限用 0 和π者，适于对 Z 轴旋转对称的波瓣，如针状

或全向类。如电流元方向性为 1.5。 
若为扇形波束，方位面很窄，垂直面很宽而且在低仰角上，这时上式分母中适于用 

Cosθ；θ上下限用±π/2，而φ方向只积很小一个角度。 
• 增益  方向性是个算出来的参数，只与方向图有关；但由于形成方向图的作法不同，效

率η不同，单从方向性去比较，并不代表天线的水平，只有考虑了效率后的方向性才有相互

比较意义。故定义： 

∫ ∫
= π π

φθθφθ

π

0

2

0

2 ),(

4

ddSin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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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 G = 方向性×效率  即 G=ηD 
假如损耗很小或者效率η很高的话，G≈D，如半波振子的方向性为 1.64，由于结构很

简单没有什么损耗，故其增益亦为 1.64，用 dBi 表示即 2.15dBi 或略作 2dBi。i 即以各相同

性的电源为参考；i 为 isotropic 的字头。 
  • 系统对天线的要求  除增益外，还要求匹配良好，一般天线也就只要求这两项。高档设

备还会提出波束宽度、付瓣电平、三阶互调等要求。 
 
4.2 对称天线   

一般指水平放置左右对称的天线。由于是水平放置，所以其极化为水平极化。这种天线

与同轴电缆连接时，要考虑平衡问题。 
4.2.1 半波振子 

半波振子是一种 基本的天线，一般用于水平

极化，它的方向图见图。 

半波振子常用作标准增益天线，与它相比的

增益为 dBd 加 2dB 即成 dBi（通常 dBi 的 i 字可以

省去，而 dBd 的 d 字不能省）。半波振子常用双线

平衡器馈电，少许调调长度与短截线的长度即可

得到匹配。 

为了抵消引线电感，可加串补线，串补线长

度可调，三个调节因素（振子长度，串补线长度，

并联线长度）可保证调到与 50Ω或 75Ω相匹配，

1.2:1 的带宽内作到ρ≤1.5 是不难的。垂直排阵

的 

甚至可作到ρ≤1.15。 

半波振子在比较短时会偏容性，若用电感并

联会得到较高阻抗。老式雷达用此法得到 300Ω,

以便并联中馈。 

串补线也可放到振子臂中，看怎么作方便。频率

高时，半波振子适于用印制天线，此时用微带线对称

式平衡器 合适。 

半波振子常用作简单抛物面天线照射器，半波振

子也有用作调频台发射天线，以减少天线尺寸.也有采

用十字交叉并相差 90°馈电以改善场型。 

    半波振子的阻抗与粗细关系不太大，当然仍然是

粗的振子阻抗变化平坦一些。 

 
  4.2.2 折合振子   

    折合振子外形如图所示。 

长度约λ/2，是由一个波长的金属管弯成的，d

这个参数有点任意，宽一点窄一点影响不大，一般

由加工方便、外形匀称来确定。粗细由结构强度确

定。 

方向性与半波振子相同，而输入阻抗约 300Ω，

适合双线传输线馈电，其优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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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点可以接地，带来安装方便。适于穿入式馈电。 

· 宽带性能较好，尤其适合于八木天线作激励器。 

· 变化两振子间的粗细比，可使输入阻抗在很大范围内变化，利于匹配。 

    折合振子的缺点是加工弯成时较困难，调整长度较困难。 

折合振子适于采用板线平衡器馈电或λ/2 U 形环馈电，短距离就用明线馈电， 漂亮

的还是穿入式馈电，但需加一段特殊特性阻抗的电缆才行。 
  4.2.3 全波振子 

⑴ 全波振子                                      
外形与半波振子一样，只不过长一些而已。全波振

子越粗，阻抗越低，带宽也越宽，假定我们在矢量网络

分析仪测偶极子的输入阻抗，发现轨迹成ρ型(见右图)。

低频偏电容，频率升高后到第一个谐振点约 73Ω，即通

常的半波振子。频率继续升高，虚数呈电感性，再高达

到第二个谐振点，即全波振子。频率再往高测下去，还

有第三个第四个。但由于方向图已分裂，不好用了。因

此通常不是用在第一个谐振点，就是用在第二个谐振点。

第一个谐振点与振子粗细关系小一些，而第二个谐振点

与振子粗细关系很大；振子细时，第二个谐振点的长度在λ附近。随着直径加粗，第二个谐

振点阻抗越来越低（譬如接近 100Ω），而且长度越来越短；甚至比半波长长不了多少，如

0.6λ左右。我们一般用在 0.7λ左右，粗细匀称一些。 

初步摸索单个对称振子尺寸时，通常宜采用单极

子加反射板进行测试，阻抗乘 2 即可。 

全波振子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由于中点处于零电

位，可如右图用金属支撑（严格来讲宽带工作时支撑

是不会没有电流的，在极低付瓣时可能要研究这个问

题，因为两捍间距较大，抵消作用小了）。常规应用这

样作是正常的。当然也可谨慎一些，采用绝缘材料，

但好处并不明显，而且不如金属的牢靠。全波振子的

带宽显然优于半波振子，没有辐射角度要求与间距或尺寸要求的地方,几乎都用全波振子。 

    单个全波振子在加有平行的反射板(网)后，其间距离对阻抗影响很大，在 0.4λ左右时，

阻抗比较集中，并建议不要超过 0.34λ。 

  ⑵ 全波振子对 

单个全波振子阻抗较高，直接应用不易匹配，因

此常成对出现(见右图)。连接法有多种，常用的是用

双线直拉（有斜拉的，但高低调节困难），这样作既

简单，调试又方便。 

振子可以是圆筒形，为了减少风阻力也可改成椭

圆筒。作者作过一种天线，长轴约 0.05λ,全振子细

长比约 20:1，还是比较细的。 

振子长度可调，以使其谐振或集中。振子对反射

网高度也可调，以便找到阻抗轨迹集中时的尺寸。

妙的是振子对反射网高度在 0.25λ时 好，即阻抗与

增益并不矛盾，这也是全波振子常成对出现的原因。

现在有了 PNA362X 后，经过较多的测试，才敢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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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子端与双线之间是直接突跳的，这样作是为了便于调整，奇怪的是这样作比采用锥面

的阻抗轨迹还更集中(见图)。 

    在直拉双线中间 a、b 两点，早期采用的是双线平衡器，由于电缆由 a 点跳到 b 点时引

入了电感，只好加入了一段短电缆以产生电容来进行抵消。这种天线的实测结果带宽达

1.7:1，驻波比起伏小，这点比等比结构天线阵平滑得多。板线平衡器出现以后，采用板线

的逐步增多，尤其多用于 V 频段电视发射天线。 

    ⑶ 全波四振子阵 

   全波四振子阵是用四个全波振子上下排成一个子阵，

常用于 U 频段电视发射天线以组成大阵。单元阵作成能独立

应用的子阵是常用的作法，譬如每个振子若能调到 200Ω，则

两个一并得 100Ω，两对一并得 50Ω。这类天线有多种结构，

振子有粗圆筒的，有圆盘的，有菱型片的等等，不一而足。 

ZA=200Ω的馈电方式有两大类： 

一类是先用双线（200Ω）将两个相连振子连成一对，然

后再用 100Ω双线将两对连在一起，再经 50Ω的双线对称式

平衡器转成同轴线(见右图)。 

还有一类是由金属支撑中引入同轴线形成穿入式平衡

器，先解决平衡馈电，再在金属支撑中与振子相连的一段内

埋入多节短阶变换器，将振子阻抗变到 200Ω。两点并成 100

Ω后再用 100Ω同轴线相连，两对会合后即得宽带 50Ω（见

右图）。 

两种结构都有商品出售，能作到电视U频段（470-870MHz）

在约 2:1 的带宽内驻波比≤1.1 的好成绩(达到这种水平可能

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读者要从头试虽是可能的，但是很难

达到这种水平，即使有样机也不是一次就能仿成的，除了短

阶匹配器有计算之外，其他尺寸全是调试出来的)。 

全波振子与 4 元子阵的性能离不开反射网，因此反射网

的参数是在单元定型时就定下来的。网的稀密程度一般也有

书可查，常用透过率为-20dB，但也有用更稀的，总之以实测为准。U 频段时，反射网多为

实板，这是为了便于密封，将全波四振子阵作成一个带玻璃钢密封罩的整件（俗称面包板）

去组阵是非常方便的。 

其实，作到 2:1 的带宽并无多大实用价值，因为每个电视台所占的带宽是有限的；同时

还要考虑到场型的要求以及分馈电缆的实际水平。还是对不同台专门设计好一些，这种标准

化意思不大。 

全波振子的试制工作量是不小的，但是试成以后只要加工精度有保证，一致性不错。 

4.2.4 八木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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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们把如图所示的这类天线叫八木天线（据说这种天线由日本人宇田所创，八木仅作

了介绍），英文译音叫亚其（Yagi）天线，俄文称之为波渠(Волнавои Канал)

天线，也有人称之为寄生天线，引向天线等等，叫八木习惯一些，还有点象形之意。常规八

木天线由一根反射元，一根激励元（发射体）多根引向元（器、体）组成。 

从其机理与实践来看，这种用杆子排成的特殊传输线，是一种慢波传输线。杆长接近 

λ/2 时，衰减很快，慢波建立不起来。而杆长＜λ/2 时，譬如 0.44λ(此值与杆的粗细有

关)，即可传输慢波。杆子越长波速越慢，杆子越短波速越快，以致与自由空间相同。杆子

的间距也影响相速，间距越近相速越慢，间距越远相速越快。基于这种理论与实践，把八木

天线由第一根引向元开始向右所有引向元看成是个整体 (引向区)，而把激励元与反射体看

成是激励区是合适的。反射元只是激励元的反射器，它只是为了提高激励效率而设的，并不

是整个八木天线的反射器，这可以通过实践来证明，在一根长八木天线中，去掉反射体后对

天线前后比影响并不大。 

激励体通常由一根激励元（单激）与一根反射元组成（为了提高效率，也有用立体放置

的两根或三根反射元），也有用两个激励元形成双激的，甚至激励体用一等比结构偶极子阵

作成，而形成等比结构激励的八木天线。 

有的书上把八木天线说成是一种窄带天线，带宽只有百分之几，其实并不如此。 

   2.八木天线尺寸的选定 

    ⑴ 总长 L 的选定 

总长是由增益要求决定的，八木天线是中等增益的天线，一般在 10～30 倍左右，根据

作者所作的不同长度八木天线（ 长有 6λ的）， 高点增益 Gmax大致符合下式（即端射常用

式）: 

    Gmax ≈ 10 
minλ
L

                                                  （4.1） 

有的书上说增加一元增加一分贝，或认为增益正比于元数。由于增益来自方向图，方向

图主要决定于参与形成方向图的口径（在这里是总长），因此用增益正比于总长的波长数是

更合适的。 

注意，G 与λ皆指 佳点（一般为频带中的上限或稍抵一点）才符合的关系，而不是带

内其他点的增益，其他点的增益 G要比式 4.1 低两者频率比的平方倍，甚至更低（这是由有

效面积公式得到的关系式，面积一定时，增益反比于波长平方，正比于频率平方）。 

    Ｇ =Ｇmax
2)(

Hf
f

= 10 
minλ
L 2min )(

λ
λ

 = 10 
λ
L
 )( min

λ
λ

                  (4.2) 

    ⑵ 元间距的选定 

    总长选定后就要选定各元之间的间距，主要指引向元之间的间距。变间距可以调节天线

性能，八木天线有用变间距的。作者并未发现引向元不等间距有特殊影响（而引向体与激励

元的间距是很有影响的）而且变间距外形上不好看，因此我们习惯于等间距。 

    一般书上介绍的间距都是比较大的，有用到 0.34λ的，但也有密到 0.1λ的。作者曾经

用0.13λ与0.2λ两种间距而总长皆为1.8λ的天线进

行了比较，发现 0.2λ者，主瓣较窄，约 36°，边瓣

与主瓣明显分开，边瓣幅度约-10dB 左右；而 0.13λ

者，主瓣约 42°，而边瓣形成肩膀，并不明显分离，

幅度在-20dB 左右。从排阵要求出发，选定了密间距的。

若仅仅着眼于增益，用大间距可减少元数，大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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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降低成本；若成本重量不在乎，而宽带性能更重要时，仍以密间距为宜。 

以单激八木天线为例，单反射元与激励元之间距常在 0.15λ左右，若为双反射元或三

反射元时，则间距为 0.25λ。单个反射元容易固定，双反射元就比较麻烦，尤其是不倒（拆）

下来会增加运输体积，而倒下来结构就麻烦些了。要用就用三反射元，因为结构难点与双反

射元相似，单反射元在激励效率上不如三反射元，这也是宽带八木天线常用多元立体反射器

的原因。 

反射元长度是低频的 0.5λ左右或稍长一些。 

    激励元常用折合振子，长度约为中频的半波长或稍短一些（约短 5% 左右），折合振子

的宽度没有深究，宽度以匀称以及能穿过托杆为准。 

    激励元有横放、竖放、斜放多种，一般习惯竖放，便于连接平衡器。横放适用于穿入式。

引向元、反射元、激励元三者的直径一般是一样的，以能支持本身不变形或风吹抖动不大为

原则，100MHz 左右天线常用Φ18 的硬铝管，200MHz 用Φ10，400MHz 用Φ6。市售有的 600MHz

天线，却用了Φ10，看来无此必要。八木天线的带宽决定于引向元的长度而与粗细的影响不

大，当然粗了后给人一种结构牢固的感觉。 

    引向体与激励体的间距，约为引向元之间的间距的 0.65 左右，这也是经验数据，既然

把天线分成两部分（指激励体与引向体，或者说投射系统与慢波系统），两个部分之间就有

个合适的耦合问题。 

总长与间距选定后，就可进行调试了，调试时以方向图调试为主。这里讲的是远场测试，

（假如你有近场测试设备，不妨测试出各元间电流的幅度与相位分布，进行计算也可得到）。 

    ⑶ 元长度的获得 

    引向元的长度全部先一律放在高频的 0.44λ上，然后逐步调整各元长度，使得方向图

满足预定要求（如前后比，波束宽度等）。 靠近激励体的引向元 长可到 0.46λ,然后逐

步缩短;带宽越宽，引向元越短，以避免过早出现临界频率（到此频率后方向图迅速变坏，

甚至出现尾瓣大于主瓣的现象，有点像背射天线）。 

    引向元逐步变短是为了波速与自由空间匹配，而不至于产生突变，虽然有时突变对某一

频率可能会有帮助（有时故意将前面引向元拉长，或改变间距等），但对这样作宽带天线并

不合适。激励元的电波射来后，中间经慢波系统变慢，而边上快，增大了离开天线时同相波

前的口径，或者说是离开 后一个引射元时，口径上的相位分布得到了改善；形成了在前方

叠加，其他方向相消（至少不叠加）的后果。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理解而已，谈不上分析，

真正的分析还是要在测出或解出各元电流分布后，当成端射天线计算其方向图。 

在调试中采用的原则是调节一个尺寸必须有改进才维持，不好就回来，称之为直线追踪。

常常会调到一定程度后就调不动了，动任何一根都变坏，这就得到一套尺寸。不同的初始值，

不同调试先后次序，会得到不同的规格；也就是可得到几套尺寸，比较后决定其中一种，这

时不妨比较一下匹配情况，谁的阻抗较集中就用谁。 

关于调节振子长度的结构问题，尽量按 1:1 作试验，除非真正定性研究或者比例作得准

（包括电缆在内）。其实调引向元或反射元长度的 简单实用的方法是搓一个黄铜皮的管子

捆上即成，这样尺寸引起的突变很小（不用将调节部分塞在杆中，这样作变化太大）。采用

这种结构后就方便了，这种方法也适于折合振子，当然折合振子只在调匹配时才进行调整，

调方向图时是没有必要去调折合振子的。 

还有一种调法，就是待调天线发，另一边收；然后一根一根的引向元换上去（作得多了，

各种长度的杆子都有），看收到信号的强度变化，每一根杆子换上去都要求收得更强（不转

天线，不测方向图只看信号强度）。这样作的结果效果很不错，这种优化的结果连阻抗匹配

都包括了。 

  ⑷ 八木天线的激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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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常见）的激励元为折合振子， 

折合振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那就是通过改变两臂的粗细来改变其阻值（见图），假

如短路边比馈电边粗，中频电阻可大于 300Ω，反过来馈电边比短路边粗，阻抗会低于 300

Ω。 

若作粗细不同振子则实现上将更为麻烦，一种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需要加粗的地方，用

铜丝捆上与原来管子相同直径的一根或两根管子,同样起到加粗作用，而实现起来很方便，

调整也方便(出厂时用氩弧焊点上几点即可)。图上的三种情况我们都用过，一般就用简单的

(图(a))，对于双激可能需要升高(图(b))，而对于单激要降低到 150Ω左右(图(c))，与板

线平衡器配合较好。 

  3.八木天线激励元的馈电方法 

    八木天线激励元的馈电常用的大致有如下三种方法 

    ⑴ 穿入式 

穿入式是一种 简洁的方法。利用弯管这一段为λ/2，引入缩短系数 1.5 后约 3λ/4，

这就可以通过定制特殊尺寸的聚乙烯电缆芯来达到匹配。能用穿入式时，尽量采用穿入式。 

    ⑵采用λ/2 U 形环 

这是一种简单又便宜的方法。由于 U 形环的 4:1 作用，因此比较合适于折合振子，常用

于米波频段（频率再高则电缆太短，出头影响太大）。 

  ⑶ 采用板线平衡器 

采用板线平衡器的 大优点是可以通过改变板线内导体粗细来改变实数部分，而虚数部

分可通过滑动两板之间短路片来达到。因此板线平衡器的突出优点是便于匹配，而且带宽宽。

板线平衡器的 佳带宽是在作 2:1 阻抗变换时，对于 75Ω电缆来说负载为 150Ω时 宽，巧

的是八木天线在折合振子馈电臂加粗后也是在 150Ω处 集中（指阻抗圆图上的点迹）。板

线平衡器是八木天线采用折合振子时的 便于匹配的组合。 

板线平衡器采用注入聚乙稀的方法进行实心充填，总长只有原来的 70%还不到，反而减

轻了重量，而且平衡器非常牢固（这种作法对小批量的情况下是不合适的，少量试制时仍然

以空心为宜，或者分段车成后拼接）。在注入塑料时，预埋的内导体上要钻孔以减轻铜管压

力，否则不偏即弯。我们只是将内导体封住，外导体不动，压成后再装外壳，用塑料胶布包

上即成，头上（指高频插座）压入一个 O 型密封圈即可。 
  4.2.5 等比结构天线(对数

周期天线) 
等比结构天线有多种结

构型式，但是在米波段，从

结构轻便及易于加工来看，

还是用偶极子阵天线为好，

因为可用杆状结构，而片状

结构适于更高频段。等比结

构天线常称对数周期天线，

名称的得来是由于这种天线

的性能曲线按频率用对数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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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画出后呈周期性。其结构特点为等比结构，为了便于理解，从结构特点出发，这种天线称

为等比结构天线更确切一些。 

当如图所示的振子阵中，每对振子依次倒相或交叉馈电，并且相邻振子间满足等比关系

（4-3）式时，即可得到一种频带极宽的天线。 

 Ln+1 / Ln  = dn+1 / dn = τ                                              （4-3）                 

                                                                                               

假如将振子顶端连成

线并延长,即可得到一个交

点与一个夹角α，交点与振

子的间距为 R。不管振子粗

细，一共有 5 个参数可用来

描述这种结构，其中只有 3

个是独立的，看你习惯用那

3 个。 

为了方便画图与设计，

引入了α与 R，这在纸上画

来是很方便的，而实际用尺

来量却是不好办的。因此实际上还是用 τ,,dl 合适一些。 1l 是由 低频率决定的，而 d 与τ

是由调试或经验决定的。也可由计算确定后由实验验证。 

    2/)1( ατ ctgld nn −=                                               （4-4） 

这个式子显得有些复杂，其实知道τ ，则 τ12 ll = ，而 τ12 dd = ，逐个递推即可。不必

用三角公式。上面提到的顶角α，便于形象的理解，而 R 可能利于计算尺寸，因为采用同一

参考点可以减少误差积累。 

这儿只提到等比结构的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形式，还有多种形式，请参见其它书。这种天

线的频带之所以宽，是由于各种长度的振子都有，长的发低频，短的发高频，不同频率在天

线上有不同的辐射区，故频带极宽。 

 
4.3 非对称天线   

一般指垂直放置上下不对称的天线。由于是垂直放置，所以是垂直极化。这种天线与同

轴电缆连接时，一般不太考虑平衡问题。 
  4.3.1 偶极子、双锥与盘锥天

线 
为了抑制电流往下流到

电缆上，可以加一个扼流套

(图(a))或者做成双锥式(图

(b))或盘锥式(图(c))，以改

善宽频带性能，这些天线有了

仪表是很容易试制的，这里就

不多谈了。 

第一种偶极子，可用作垂直极化的标准增益天线 

    这种天线由于有了扼流套，天线的性能与电缆长度基本无关。 
  4.3.2 单极子  

由于尺寸关系，经常只能放得下半个偶极子，只好用单极子。理想的单极子的地是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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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而通常是不大的；如机壳甚至只是一块印制板的地，或者就是电缆外皮。大的单极子

当数中波发射塔，小的比如手机或平板电脑中的天线。 
   • 拉杆式天线  这是 常见的单极子天线，以印制板的地为地，平时缩进，使用时拉出。 
   • 线圈式天线 

为了缩短长度，有的天线干脆作成线圈型(右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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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封上塑胶后还要保持一致，试制时就麻烦

一些。通常也是以印制板的地为地。 

• 吸盘天线  通常吸在车顶上，地比较大，增益可提高两三个

分贝。若放在非金属台面上，则以电缆外皮为地，增益就说不清

了。通常测其天线性能并不好，但由于电缆很长，而且电缆外皮

也参与了，使用效果还不错。 
• 中波矮天线  中波发射塔很高也很占地方。顶上加载可以降

低高度，据说可降到只有百分之二个波长，但不太稳定；目前国内做的都在百分之五左右。 
  4.3.3 倒 F 天线（接地中馈单极子） 
   • 90 度倒 F 天线   这是一种低高度天线，常用做室内吸顶天线。通常为单频，也有做

成双频的。 
   • 180 度倒 F 天线   由于尺寸较小，适于做微波治疗探头；此时的地就是腔壁。 
 

 

 
中波接地发射塔   

 
可以省掉昂贵的陶瓷绝缘子，

而且牢固。由于本身已成廻路，似

乎可以不要地网；有条件的话，不

妨试试。 
 
 
 
 
  

 
 4.3.4 双频天线 

一种由偶极子演变过来的双频天线如图。短套按高频设计，长套按低频设计。也可制成

印制板天线，但效果不如同轴套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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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环天线 

当环天线周长在一个波长时，曾用作电视发射天线；但现在已不多见了。通常环天线用

在＜＜波长的情况下，作为拾取天线用。一般为圆形，也有矩形的。要做成对称的，不要图

省事做成不对称的。 
 
4.5 圆极化天线 
  4.5.1 关于极化 

水平极化    水平放置的半波振子能辐射或接收水平极化波。 
垂直极化    垂直放置的半波振子能辐射或接收垂直极化波。 
圆极化      两个互相垂直放置的半波振子，馈电幅度相等而相位相差 90°时，能辐 

射或接收圆极化波，当上面三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时，即退化为椭圆极化波。极端情况下，

短轴为零即成为线极化波；线极化波可能是斜的，但一般常用水平与垂直两种。 
轴比    椭圆极化波的长短轴之比即轴比；圆极化时的轴比为 1，用 dB 表示时为 0dB, 

一般圆极化天线的轴比要求在±3dB 以内。 
轴比的测试    类似方向图测试布置，一边是待测天线，一边是线极化天线。一个发，

一个收，一个固定，一个能旋转。至于谁发谁收？谁固定谁旋转？当视设备是否方便而定，

没有必须遵守的规定。在指定方向，旋转（在与两天线的连接线垂直的面内）带来的信号起

伏即为轴比。 
交叉极化    当只需某一种极化时，则另一种极化即为交叉极化。如水平极化天线因

平衡不佳而出现垂直极化分量时，此分量即交叉极化；交叉极化应比主极化低 20dB 以上。 
圆极化旋向的判别    用两只旋向相反的螺线天线，按测方向图放置，测其与待测天

线之间的空间传播插损，其旋向当与插损小的螺线天线的旋向相同。螺线天线当在五圈以上，

周长约为波长，间距约四分之一波长即可。 
圆极化天线的方向图    圆极化天线的方向图不象线天线那样简单，需要约定测试方

法，否则方向图将不止一两张。 简单的还是用圆极化发，圆极化收，只测一张方向图。 
  4.5.2 螺线天线 

将一个同轴插座装在一块铝板（尺寸约 0.6λ直径或见

方）上，内导体接上一段周长约λ螺距约 0.2λ的螺线。只要

三圈以上，即成为一个宽带轴向辐射的天线。 
  4.5.3 介质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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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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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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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了向上半空间发射的波瓣。其外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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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项目与方法 
驻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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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益：一般要求为 5dB，测试方法见 8.7 节。 
轴比：要求小于 6 dB，好的可做到 1 dB。 

  4.5.4  圆极化全向天线 
前面已提到单极子是 简单的全向天线，但是在电视现场转播运动会的情况下，将电视

信号调成 L 波段载频上，用单极子发回（整个小发射机与天线加装在摄像机上），发现信号

起伏太大，甚至失去同步，后来改用圆极化发回，得到显著改善。 

全向圆极化天线，作者共试了六种方案，包括 4 头螺旋等，皆不能满足要求。天线工程

手册中有一种方案，把四个同向半波振子排在一直径约 1/3 波长的圆周上，并把振子倾斜可

以得到圆极化全向天线。作者试后有点意思。 后改用 4 个折合振子，倾斜 45°排在直径

为半波长的圆周上，可以得到合用的圆极化全向天线，经过现场应用，效果良好。 

由于是 L 波段，振子长约 12 厘米，4 个振子套在一个红色塑料糖果罐中，远看像一个

红苹果。折合振子阻抗约在 300Ω附近，用一段λ/4 线变成 200Ω，四个并联即在 50Ω附近，

如图所示。 

这种天线后又用于 S 波段，公差很松，极易生产。请注意振子倾斜方向，一律按右手右

旋 45°，要与螺线天线的旋向一致，否则极化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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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阵列天线  
4.6.1  概述  
当单个天线不能满足要求时，就要用多个天线进行排阵。常用线阵或面阵。面阵通常是

当成两维线阵来处理的，知道线阵的处理也就行了。 
阵列天线一般是边射的， 大波束指向与法线一致。 
排阵的目的不外加大天线面积 A 与得到要求的方向图。加大天线面积可以加大作用距

离。增益与面积的关系为 G= 4лAη/λ
2 
,η为效率，做到 80%就不错了，一般只有 50%。 

排阵可以设定幅度分布以控制付瓣。 

排阵可以设定幅相分布以得到差波束或零点填充。 

排阵可以用计算机与移相器快速控制相位分布做成相控阵。实现天线不动，而波束能

够扫描与跟踪。 

  4.6.2  阵列方向图 
阵列半功率点宽度θ3dB=Kλ/D。D 为阵列口径，K 为系数，均匀分布时为 51°，-20dB

付瓣时约为 64°.付瓣越低，主瓣越宽。 

阵元间距不宜小于半波长，一般取一个波长。以不出现栅瓣为原则。当阵元间距 d≥λ

后，方向图会出现不止一个极值；光学中称栅瓣。 

单个阵列的方向图的计算，并不十分复杂，有现成软件可用。 

  4.6.3  阵列的馈电方式 
   • 端馈    线阵天线由一端输入输出者。每个阵元到天线端口的长度不同，波束指向与

频率有关，专门设计可做频扫天线。一般为谐振阵，即元间距为一个波长，阵面所有元全部

并联，同相等幅呈谐振状态（亦称驻波阵，是指阵面分布，不是指驻波比，驻波比可以做得

很小），带宽较窄。若元间距不为一个波长，则可以做成行波天线；通常是用波导做的。 
• 并馈    线阵或面阵的每个阵元到天线输入输出端口的长度相同。波束指向同法线方

向且与频率无关；是一种 考究的设计。 
• 中馈    两个端馈天线用三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两倍长的中馈天线。改善波束指向。          

喜连川天线用作地对空探测天线时，适于中馈，但要用平衡器馈电。若多加一层铜管，行成

双重同轴线；可得到由底端馈入的中馈阵。注意：上下是反相的．．．．．．。 

  4.6.4 超高频简单全向天线阵的几个实例 
   1．垂直极化 

• 套筒天线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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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振子天线阵 

 

 

2.水平极化 
• 同轴线上单缝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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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同轴线宽边缝阵 

 

• 槽天线（矩形同轴线窄边缝阵） 

• 同轴线上三缝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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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测试概述 

 
5.1 名词与术语 

 • 分贝 dB  表示相对电平的一种名词， )/log(20)/(log10 1212 VVPPdB ==值          

用分贝表示相对电平的好处： 
惟一性   两电平用功率比与电压比差了平方倍，但其 dB 值却是惟一的；没有功率 dB，

或电压 dB 一说。 
方便性   如功率 10000000000 倍就很难写也很难念，写成 100dB 就简单了。再如功率

为 0.0000000001 时很难写也很难念，写成-100dB 就简单了。 
乘除变加减   网络级连时，增益或衰减均为乘除关系，也存在不好写不好算的问题；用

分贝就简单了。如电缆每米衰减 0.1 分贝，则 100 米衰减 10 分贝。假如用倍数，则每米 0.977
倍，100 米为 0.977100 倍，这就不好办了。 

更符合实际   如人对声音的响应本身就呈对数关系，正好用分贝表示。 
dB 的延伸应用： 

     dBc  以载波电平为参考的 dB 值  
     dBd  以半波振子为参考的天线增益 dB 值 
     dBi  以点源为参考的天线增益 dB 值 
     dBm  以 mW 为参考的功率 dB 值 
     dBW  以 W 为参考的功率 dB 值 

dBµ  以 µV/m 为参考的场强 dB 值 
除 dBc 仍为相对值外，其它几个由于参考对象为绝对值，也成为绝对单位了。 

• 两端口网络  一个物体，不管大小，不管内容，上面若装有两个同轴连接器则称为两端

口网络。 常见的两端口网络就是一根两端带连接器的电缆。 
全面描述两端口网络的性能常用四个 S 参数，一般只用插损与回损（或驻波比）也就

够了。 
    即使是多端口网络，通常也只处理其中的两个，而将其它端口接上负载。 
• 衰减  信号通过无源两端口网络后，幅度会变小，这个现象称为衰减。仪器能测衰减。 

   插损  两端口网络之间该通而通少了的衰减叫插损。 
两端口网络之间不该通而通了的衰减虽然也是插损，但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术语。

如隔离度，屏蔽度，防卫度，定向性，窜扰，零深等等，不一而足。 

• 散射参量  这里只讲两端口网络，而且要求源端与负载端皆是匹配的。 
     S11  端口 2 接匹配负载后，端口 1 的反射系数。 
     S12  端口 1 收到的来自端口 2 的信号；可逆网络 S12 =S21，不可逆网络为隔离度。 
     S21  端口 2 收到的来自端口 1 的信号；幅度小于 1 即插损，大于 1 即增益。 
         相位角即网络的相移。 
     S22  端口 1 接匹配负载后，端口 2 的反射系数。 
 
5.2 反射系数传感头 
 • 定向耦合器  能分别耦合入射波与反射波的耦合器件称为定向耦合器。常用于监测系统

或分配系统。 
• 反射电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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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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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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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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正比于反射系数。反射电桥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Vab =
8
V

·
0

0

ZZ
ZZ

x

x

+
−

= Γ
8
V

              

 
5.3 扫频仪与标网 
 • 扫频仪是一种能扫频测幅度频响的廉价仪器。只能测幅度

信息，输入端为二极管检波器或对数检波器。一般工作在平

方率检波，因此动态范围约 30 分贝。 
对谐杂波不能抑制，不适于测天线等窄带负载。 

• 标网  只能测幅度信息的网络分析仪称为标量网络分析仪，简称标网。只能测插损与驻

波比，不能测相位与阻抗。是个数字化的扫频仪，动态范围高一些。 
对谐杂波不能抑制，不适于测天线等窄带负载。 
 

5.4 矢网 
能同时测幅度与相位信息的网络分析仪称为矢量网络分析仪，简称矢网。 
相位本来是个时间上的量，不直观，用极坐标表示出来就直观了。信号本身是个相量，

但其性质与矢量相通，习惯上称为矢量。 
仪器是有误差的，需要经过三项校正或 12 项校正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这些校正全

是复杂的矢量运算公式，标网是做不到的。 
矢网是个完整的全相参小测试系统，有发有收，有控制有处理还有显示。 

        信号源  通常是个能跳频的数字式频率综合源。频段多种可选。 
        测试接收机  窄带接收，能抑制谐杂波，能测天线等窄带负载。线性检波，而且底 

噪低，动态范围通常在 80dB 以上。 

        反射电桥  测反射系数的传感头。 

        信号处理器与数据处理器 

        显示屏  一般在 9 吋以上，能同时显示四个散射参量。 

一般矢网只能测试两端口网络，现在已有测试多端口的。 

一般矢网只能测试单端信号，现在已有测试差分信号的。 

一般矢网只能人工校正，现在已有电子校正。 
一般矢网只有一个测试系统，现在已有双测试系统的。能测互调与带有变频器的系统。 

 

5.5 其它测试仪器 
• 示波器  一般用于观测视频脉冲信号，高端的有逻辑分析仪。也有直接观测射频信号的

高档示波器；采用取样变频技术，可用一般示波器，观测射频信号。 
• LCR 仪器  适于测试集中参数元件，频率一般在 30MHz 以下。 
• 频率计  一般只能测连续波的频率，在时间闸门内对信号进行计数即可得到频率。一般

的频率计，精度约 10-6，高一档的精度约 10-9。 
• 功率计  一般探头是用热敏器件做的，只能测连续波的功率。也有用检波管做探头的，

能测脉冲功率。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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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综合源  是一种稳定度与精度较高的信号源，简称频综，大致分三类： 
      直接式   由晶体振荡器倍频或混频等组合而成的合成信号源；结构复杂，成本较高。 
      间接式   振荡器直接振荡到所需频率，而这个频率是经过分频后通过锁相环与晶体

振荡器锁相的；结构简单，成本较低。 
      DDS     直接数字式频综。他是按晶体振荡器时钟脉冲查表再由 D/A 输出的一种信

号发生器，改变相移增量，即可改变频率。变比极宽，但使用频率较低。 
• 频谱仪  是一台能扫频的高选择性的测试接收机；它能将待测信号或干扰的各个频率分

量的相对强度以谱线形式显示出来，故名频谱仪。频段极宽，属高档仪器。 
  频谱仪原来都是模拟式的，现在已有数字式的了。数字式的分辨力极高，但使用频率却

不太高，因此混合式是必然趋势。 
• 场强仪  也是一台能扫频的高选择性的测试接收机；它带有天线，能将待测信号或干扰

的各个频率分量的场强显示出来，故名场强仪。频段较窄，属中低档仪器。 
 

5.6 各种测试附件 
  • 射频同轴电缆 

连接电缆  泛指两端带连接器的电缆，在设备或部件之间，起连接作用。 
测试电缆  泛指匹配良好，可以接在测试廻路中的连接电缆。 
稳相电缆  相位是否稳定有两个方面，对于固定安装的电缆，要求相位对温度变化稳

定。而对于进行测试的测试电缆，则要求相位对变动与弯曲稳定。 
  • 50/75 转换  一般仪器为 50Ω系统，为了测试 75Ω系统，可加 50/75 转换。也可改用

75Ω测试套件。 

  • 固定衰减器或隔离器   改善系统驻波比，提高小插损测试精度。 

  • 各种转换    以便测试不同型号连接器的系统。 

  • 直流供电器    有些设备或模块的供电与信号共用一根同轴电缆，只有接上直流供电器

才能进行测试。 

  • 差分套件  常规矢网用差分套件后，可对双线差分系统进行测试。 

差分头  是一种单端到差分的转换，实质上是一个平衡器。外形像一个三端口网络。内

部可采取单个或多重平衡措施。用两个差分头，即可对双线差分系统进行传输测试。有的差

分头可对双线差分系统的反射进行测试。 

差分电桥  是专为双线差分系统反射测试设计的电桥。 

  • 变径器 

    同轴变径器  仪器的测试端口要经过同轴变径器，才能接得上高功率的同轴系统。 
双线变径器  仪器的测试端口要经过双线变径器，才能接得上高功率的双线差分系统。 

 
5.7 开路器，短路器与参考面校正问题 

通常矢量网络分析仪只能测射频器件的相对相移，不能测其绝对相移，为了得到绝对相

移，进口仪器是通过用延长的开、短路器与相应的双阴连接器再加上软件包才能间接算得绝

对相移，而不是直接测得的，另外由于不同厂家，甚致同一厂家的不同型号，其软件、硬件

修正参数也是不一致的，互相不能兼容。 
由于 12 项校正是繁杂的复数运算，参考面不对不单影响了相位精度，甚致还影响了幅

度，新的仪器用老的校准件甚致会造成零分贝线不平。 
这个问题是因为设备采用了有极性的连接器造成的，假如设备用平面连接器就不存在这

个问题了。但是由于平面连接器成本太高，而且体积太大，因此设备上常用 N 型或 SMA 型

连接器。由于有了插针与插芯，因此开路器与短路器的参考面无法一致，再加上校直通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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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阴连接器，则直通时的参考面就更不一致了。为了统一三者，进口仪器是将开路器与短

路器加长到双阴连接器的二分之一，这样三个参考面就一致了，在理论上就不出现矛盾，但

实际值尚需移参才能间接得到。由于双阴的长短不一，从而造成不同仪器用不同软件包，而

软件包是不便宜的。 
我们的做法是做成相应的转接器，使得校正时，三个参考面都在端口上，也就是说三者

不但统一，而且长度为零，故称为零参考面转接器。我们做了了二种零参考面转接套件，一

种是 N 型、一种是 SMA 型。 
由于参考面在口上这就直接测出了被测件的绝对相移，这是其他办法办不到的，昂贵的

软件包也只是间接算得绝对相移，而不是直接测得的。 
我们做的零参考面转接套件，从根本上解决了绝对相移测试问题，任何一款常规矢量网

络分析仪皆能直接使用，不存在软件、硬件不兼容问题。当然缺点也是存在的，用起来比较

麻烦，小零件容易丢失，但利远大于弊。 
其实采用这种转接套件后，不但能测绝对相移，还对测绝对插损有利。比如测电缆插损

时，不是多算了一个双阴的插损，就是少算了一个双阴的插损；无法测得电缆本身的插损，

不妨称之为绝对插损。 
设计思路 

    设计的思路是仪器引出的两根电缆对外的

连接器本身是插座（K 或称阴）。换上螺套加上

插针后就变成插头（J 或称阳）。无论开路、短

路还是直通，参考面永远保持在插座的插芯口

上。参考面没有延长，就在端口上，故称零参考

面转接套件。 
N 型零参考面转接套件 
  1.包装图 

      2、校正时的连接 
       校正开始时，两根测试电缆端口保持初

始插座状态。 
开路校正时，接上开路器（空套）即可

进行校正。 

短路校正时，接上短路器即可进行校正。 

直通校正时，在一端换上螺套，加上插

针变成插头后与对方对接，即可进行校正。 

注意：单测试通道仪器测小插损时应加衰减器，有 12 项校正的仪器不要加衰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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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用时的连接 
• 测双阳或电缆时，可将电缆变成插头的一端还原成插座，即可进行测试。 

• 测双阴或两个端口皆为插座的器件时，可将另一根电缆的端口插座也变成插头后进

行测试。 

SMA 零参考面转接套件 
1、包装图与展开示意图见附图 
2、校正时的连接 

       校正开始时，两根测试电缆端

口保持初始插座状态。 
开路校正时，接上开路器（空

套）即可进行校正。 

短路校正时，接上短路器即可

进行校正。 

直通校正时，在一端换上螺套，

加上插针变成插头后与对方对

接，即可进行校正。注意：单

测试通道仪器测小插损时应加

衰减器，有 12 项校正的仪器不

要加衰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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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使用时的连接 
测双阳或电缆时，可将电缆变成插头的一端还原成插座，即可进行测试。 

测双阴或两个端口皆为插座的器件时，可将另一根电缆的端口插座也变成 

插头后进行测试。 

 

5.8 三项校正的有效性 
这里的三项校正是指校开路、校短路与校零。对反射系数而言，就是校+1、-1 与 0. 

· 三项校正的公式如下：参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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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C为校正后的反射系数 

    VX为接待测件时的电压 

    V0为开路电压 

    VS为短路电压 

    VZ为接精密负载的电压，即定向性 D 不好的剩余反射电压。 

· 在理想情况下将公式简化 

   将所有电压用 V0归一，即 V0=1，VS =-1 

VZ=D，将定向性不好的剩余反射电压变成剩余反射系数。也可以是电桥是好的，但校零

用的 ZC不同于 Z0，所引入的反射系数。 

VX=Γ 将接待测件时的反射电压，变成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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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理想电桥，D=0，ΓC = Γ是显而易见的。 

 · 电桥对于 Z0是理想的，让我们改用另一个 ZC去校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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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去测一待测负载 Z，对于 Z0其反射系数为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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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ΓC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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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一个奇妙的结果，即特性阻抗为 Z0的反射电桥，若用 ZC去校零，就变成特性阻

抗为 ZC的反射电桥。比如原为 50Ω的反射电桥，若用 75Ω精密负载去校零就变成 75Ω的反

射电桥了。 

 

5.9 关于误差 
任何测量都存在误差问题或不确定度问题，要求越准越好或误差越小越好的说法，实质

上是心中无数。技术要求必须在客观需要与客观可能中进行折中。 

附录中有-40dB 不确定度时的正常示值。-40dB 不确定度已是仪器的较高水平，如测驻

波比 1.1 时，1.078 到 1.122 之间皆属正常。 

在测负载反射时，可用标准线法对误差进行分离。参见[3]. 

 

5.10 安全注意事项 
  ·先仔细看完有关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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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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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关于地 
 · 大地之地  地球很大，而且本身并不带电，虽是不良导体，但对于低频或直流，把大地

看成是零电位的等位面是可行的。一个物体若带电，接上地线就不带电回到零电位了。 

三相电通常是三线一地制，或者说是三相一中制。三相平衡时，中线上是没有电压的。

电力是由相线（俗称火线）与中线提供的，通常简单的家用电器是用的两心插头座。为了安

全， 好用三心插头座。三心插头座多了一根地线，地线接到设备的外壳上，外壳即为零电

位，这就安全了。相、中、地要分开，不要图省事，将中线当地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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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接地线是为了安全，设备接大地之地称安全地。 

 · 设备之地  设备除了对外的安全地外，内部还有多种地与地线。内部地线是完成信号廻

路或电源廻路用的。为了减少线阻耦合，地线尽量布宽一些。这个地虽叫地，但与大地不是

一回事；接不接大地并不影响其正常工作。 

数字电路的地线上的噪音较大，不宜与模拟电路共用地线，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开。 

 · 一点接地  各个廻路或各个单元的地只在一点或一处相连。如： 

数字地与模拟地只宜一处相连。 

串并联双线并绕平衡器 c 点，虽是差模中点，但不宜接地。 

用衰减器测试设备低频（100KHz 以下）灵敏度时，输入端要悬浮起来。参见[8]。 

用单端仪器测差分系统时，两个差分头中只有一个能接地。否则动态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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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为了安全，设备能接地时， 好

接上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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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传输线测试 
 

6.1 测电缆回损(也称测驻波或 S11 ) 
一般是采用全频段测试（如 30～3200MHz），待测电缆末端接上阴负载，测其入端回损，

应满足给定要求。技术要求若是按驻波比写的，就要用驻波比画面显示，有四档可选。若用

回损表示时，就用对数画面显示，无须换档。 

通常测试时是在一端接负载，而在另一端进行测试的。要求高时还应掉头（四参量仪器

可自动掉头）测试，两头的测试值皆应满足给定要求。 

电缆验收一般都是在频域中完成的，下面对一些典型的曲线，加以说明： 

1.正常频响曲线    低端（200MHz 以下）约在 40 分贝左右，中段（1～2GHz）约在 30 分

贝左右，随着频率增高到 3GHz，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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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损测试曲线呈现周期性起伏，一般只看峰点的数值，峰值包络单调上升。起伏周期 

满足⊿F=150/L（式中 L 为电缆的电长度（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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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 米的电缆，每隔 150MHz 一个起伏。注意：连接

器处的反射，并不只是连接器本身的反射，还有电缆特性阻抗不对引起的反射。 

  2．回损测试曲线中某一频点回损明显高于左右频点呈一谐振峰状，而且 大的峰值并不

在 高端，此时出现了电缆谐振现象。只要不在使用频段内可以不去管它，这是电缆制造中

周期性的偏差引起的反射在某一频点下叠加的结果，我们只能先避开它。这种现象在 1998

年我们买的 SYV-50-3 电缆中多次碰到，回损会到 4dB，粗的电缆倒不常见此情况。还有一

种轻微的电缆谐振现象，曾见过一种 RG400 电缆，在 3GHz 时指标很好，而 800MHz 时，却只

有 24dB。用户只有自己保护自己，选择质量好的才买。 

  3.频响曲线很平，从低频到高频皆在 30dB 左右。这表明电缆分布反射不大，但特性阻抗

不对。可以加测特性阻抗，也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判断。 

  4．在圆图上看特性阻抗偏差    做此观测时点数宜多一些，如 81 点。在连接器接电缆处

测出的点迹呈圆团状，若偏右则特性阻抗偏高，偏左则特性阻抗偏低。圆团上下偏属连接器

毛病，与电缆无关。 

  5.在圆图上如何分清两个连接器的好坏   两个连接器中可能一个装配良好，一个装配不

好，可以掉头测试看连接器处的测试点迹圆团的大小来判断。测试点迹圆团的大小取决于远

端（接负载端）反射的大小，这就分清了那一个连接器未装好。 

注：测回损中出现超差现象时，还可按下面提到时域故障定位功能来检查，以便采取相

应措施。 

 

6.2 测电缆插损（也称测衰减或 S21 ） 

  1．替代法 

 在使用要求频段下，用插损档通过两个 10dB 衰减器用双阳校直通，校后用电缆代替双

阳接入两衰减器之间即得插损曲线，此法为 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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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短路）时的回损（两者不一

致时，取其平均值），回损除 2 即得插损，此法的优点在于不会出现插损为正的矛盾，特别

适合于已架设好的长的粗馈管首尾相距较远的场合。 

  3．非正常情况  

 检测电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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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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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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此电缆只能隔离待查，停止使用。 

 连接器外皮显著接触不良，可用下面提到的电缆屏蔽性能检查方法加以确诊。 

 

6.3 同轴电缆电长度的测量 
在射频范围内，经常采用同轴电缆对各个功能块、器件或振子单元进行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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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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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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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网正好能测电长度。 
方法有多种， 好用时域故障定位法测电缆电长度。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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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测回损法连接，并选时域状态。 

   ·估计电缆电长度，将距离档选到电缆长度的 1.5 倍以上，以避免漠糊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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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江苏省电视塔 32 频道上下馈管长度差的测试 
   ·双线馈管末端开路，用 PNA3621 进行测试。 

   ·用 600 米档测得下馈管电长度为 387.9 米。 

   ·用 600 米档测得上馈管电长度为 387.7 米。 

   ·用 12 米档测得下馈管电长度尾数为 0.772 米。 

   ·用 12 米档测得上馈管电长度尾数为 0.626 米。 

   ·下馈管比上馈管电长度长了 146 毫米。 

  注意：此法是用 600 米档粗测得到电长度米数，用 12 米档测得电长度尾数。 

        12 米档的模糊距离为 15 米，有 3 米盲区；万一不巧测不到波形，可另加一段 2 米 

电缆，将波形移出盲区。加电缆后只影响绝对电长度，不影响相对电长度。需要绝对电 

长度时，可测出所加电缆电长度后剪掉之。 

 

6.4 同轴电缆的时域故障定位检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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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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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密负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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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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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很有权威性，但确有三点不足：第一点是有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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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是它

对波导系统无能为力。第三点由于发的是窄脉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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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是一种电缆生产厂的一种专用的贵重设备。看来这种仪器

早晚是要被淘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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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横坐标为距离或时间。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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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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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 的时

域 高分辨力为 3cm，随着探测长度加长而降低。下面的例子是用 P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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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个实测的例子 
    ·电缆的三段反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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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03 有所改进。 
    ·相同品种的同轴电缆，粗的分布反射比细的分布反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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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掌握的实际情况，插头的反射不宜大于 0.03，电缆的分布反射不宜大于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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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射频同轴电缆特性阻抗 ZC的测试 
这里介绍射频同轴电缆特性阻抗 ZC的 6 种测试方法。它们同样也适合于双绞线，只不

过仪器要转换为差分系统而已。 
 

一．λ/4 线接负载法 
1. 测试方法与步骤 

  ·待测电缆一段，长约半米（无严格要求），两端装上连接器。扫频范围由仪器低频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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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百余兆赫即可。对于其它长度的电缆，扫频范围请自定。 

  ·仪器工作在测反射（或回损）状态，作完校正后画面应选阻抗圆图。 

  ·在测试端口接上待测电缆，电缆末端接上精密负载。 

  ·画面不外三种情况： 

      轨迹集中为一点，则 ZC = Z0（测试系统特性阻抗，一般为 50Ω）。 

      轨迹呈圆弧或圆圈状，在圆图右边，则 ZC > Z0 。 

      轨迹呈圆弧或圆圈状，在圆图左边，则 ZC < Z0 。 

  ·将光标移到 接近实轴的点上，记下此点的电阻值 Rin（不管电抗值）。 

        niC RZZ 0=  

      例如：Rin= 54Ω，则 ZC = 52Ω，若 Rin= 46Ω，则 ZC = 48Ω。 

      若轨迹不与实轴相交，则扫频范围不够或电缆太短；若交点太多，则扫频范围太 

宽或电缆太长。 

2.优点 

         轨迹直观连续，不易出错。 

         连接器的反射可以通过 λ/4 线抵消。 
3. 缺点 

       必须截取短样本。 
       必须两端装连接器。 
     ·电缆质量必须较好，否则不同频率的测试结果起伏较大，不好下结论。 
4.物理概念与对公式的理解 

       λ/4 线有阻抗变换作用，其输入阻抗 Zin与负载阻抗 ZL之间满足 Zin= ZC
2
/ZL关系。 

现在 ZL= Z0，Zin= Rin，代入展开即得上面的 ZC计算公式。 

    λ/4 线的阻抗变换公式是众所周知的，但作为特性阻抗的测试方法却未曾见。在 
测阻抗曲线试验中发现，与实轴相交的这一点是可用来测特性阻抗的；因为它把矛 
盾扩大了，反而更容易测准。由于曲线是很规矩的，不易出错。但必须用第一个交 
点，即除原点以外的 低频率的与实轴 近的一点，用第二点就可能出问题。换句 
话说，待测电缆的电长度应为 λ/4 的奇数倍，不能是偶数倍。 
 

二． λ/8 线开、短路法 
   1．测试方法与步骤 

·样本与扫频方案  对于已装好连接器的跳线，长度已定，只能由长度定扫频方案而对 

于电缆原材料，则可以按要求频率确定下料长度。此时待测电缆一头装连接器即可。     

·样本长度与扫频方案是相互有关的，可以点频测也可以扫频测，取值要取相位靠近 

270
0
时的电抗值，此时电长度为λ/ 8、电抗值在±j50Ω附近，如 40～60Ω之间， 

否则不易得到可信数据。测试频率宜低些，以减少连接器，以及末端开短路的差异造 

成的误差。 

以 SFF-50 的电缆为例，取样本长 500mm，其电长度即为 700mm（乘 1.4 波速比）， 

扫频方案可选 46～56 MHz，ΔF=2MHz 即可。 

·仪器在测反射（或回损）状态下，电桥输入端与输出端要求各串一只 10dB 衰减器。 

在测试端口作过校正后画面应选阻抗圆图。，接上待测电缆。记下待测电缆在末端开 

路时的输入电抗值 Xin0（不管电阻值），与短路时的输入电抗 Xins（不管电阻值）两者 

相乘后开方即得特性阻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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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测试只选一点 靠近 270°的点（即-j50Ω附近的值），及其在短路时的电抗值 

（在+j50 附近，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选。）进行计算即可，要求高时，可在 50±10 

Ω范围内选 5 点进行平均，这 5 点之间起伏不应大于 0.5Ω，否则电缆质量不好。 

   2.优点 

      只需装一个连接器。 

      样本较短，能反映某一段电缆的真实特性阻抗。 
   3．缺点 
      必须截取短样本。 
       短样本的损耗很小，开、短路的阻抗变化很大，对仪器有一定的牵引作用，故 

需在电桥输入输出端各串入一个衰减器。 
   ·电缆质量必须较好，否则不同频率的测试结果起伏较大，不好下结论。 

4.物理概念与对公式的理解 

短样本的损耗很小，可按无耗传输线处理。若短样本的长度为 l ，末端开路 

时的输入阻抗 inZ 为 inoX ，末端短路时的输入阻抗 inZ 为 sinX 。 

则： insX  = ljZC βtan ， inoX  = lctnjZC β−  所以 insinoC XXZ =  

事实上， inoZ 与 insZ 皆呈现纯电抗性，不必计入电阻值。 

考虑到测试与计算的准确度，电长度宜为其λ/8（此时为 45°，数值计算误 

差 小。实在不行，也不要短于 3°，或长于 87°）。 

注意: 尽量用λ/ 8 的频点进行测试，也可用 5λ/ 8、9λ/ 8、13λ/ 8 等等。 

但不能用 3λ/ 8、7λ/ 8、11λ/ 8 等等。    

 

三．长电缆开、短路法 

经常需要对成捆电缆进行测试。 

    1．测试方法与步骤 

·仪器按测回损连接（电桥两端不必加串 10dB 衰减器），按规定测试频点设置列表扫 

频方案，待测电缆一端装连接器。 

·仪器在测试端口作完校正后画面应选阻抗圆图。接上待测电缆，测其末端开路时的 

输入阻抗 Zino,与末端短路时的输入阻抗 Zins。两者相乘后开方即得特性阻抗值（只 

管模值，不计相位）。 

2.优点 

      只需装一个连接器。 

      无须截取短样本，不破坏原包装。 
3．缺点 
只能测平均特性阻抗。 

4、物理概念与对公式的理解 

此法见国标 GB/T 18015.1-2007 中的 3.3.6.2.2。 

成棞电缆长度多在百米以上，这就要用到有耗传输线公式了。此时： 

inoZ = lchZCA γ ， insZ = lthZCA γ ， insinoCA ZZZ = ，代入各自的分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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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22 ])()([ insinsinoinoCA XRXRZ ++=  

从前一个式子来看，与无耗线完全相同，但是展开后却多了电阻分量，而变成 

复数求模（只要绝对值，不计相位）。 

由于这个 ZC是在长电缆的情况下测出的，除非电缆很均匀才是 ZC，否则只能 

是 ZC的平均值 ZCA。 

 

四．长电缆接负载法 

用终端接匹配负载时的输入阻抗 Zinm来代替 ZC。 

1、测试方法与步骤 
  ·成棞待测电缆，两端装上连接器。扫频范围由仪器低频扫到 高使用频率。 

  ·仪器工作在测反射（或回损）状态，作完校正后画面应选阻抗圆图。 

  ·在测试端口接上待测电缆，电缆末端接上负载。 

·记下圆图上的输入电阻 Rin的 大值与 小值，以其作为 ZC的 大值与 小值。 

2.优点 

      无须截取短样本，不破坏原包装。 
对电缆进行了全频段的扫描。 

3、缺点 
对电缆提出了超标准的要求，有些能用的电缆也被判为不合格。 

4、物理概念与对公式的理解 

无穷长均匀电缆的输入阻抗就是电缆的特性阻抗，因为无穷长均匀电缆上是没 

有反射波的。因此在很长的电缆末端接上负载后，反射也很小，可以认为其输入 

阻抗就是特性阻抗，即 Zin= ZC 。见于国标 GB/T 报 18015.1-2007 中的 3.3.6.2.3 

之 b)(A.5)      

问题是电缆并不均匀，因此测出的是频段内的极值；这就对电缆提出了更苛刻 

     的要求。虽然此法对质量 有保证，而且测试也很简便，但不易通过验收测试。 

 

五．测电缆电长度与电容法 

1、测试方法与步骤 
  ·待测电缆一段或一捆，长度在 1.5～2000m 之间。一端装上连接器，一端开路。 
  ·用电容表测出内外导体之间的电容 C0 。 
  ·用网络分析仪的时域故障定位功能，测出待测电缆的电长度 Le。 
  ·Z∞是平均特性阻抗在高频时的渐进值，在长度用 m，电容量用 pF 作单位时 

Z∞ = 3333×Le / C0 

2. 优点 

        无须截取短样本，不破坏原包装。 
      数据比较稳定，而且是惟一的，容易下结论。 

�几个实例 

   ·1.5 米 SFCJ-50-3，用 6 米档测得 Le为 1.95 米，C0=138pF，特性阻抗=47.1Ω。 

   ·25 米 SFF-50-7，用 60 米档测得 Le为 35.99 米，C0=2410pF，特性阻抗=49.8Ω。 

   ·65 米 RG-142，用 300 米档测得 Le为 93.2 米，C0=6110pF，特性阻抗=50.8Ω。 

3、缺点 
  只能测平均特性阻抗。 

4、物理概念与对公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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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来源于 GB/T 17737.1-2000 中 11.8.1.2，原公式为 
              Z∞ = Le /(c×C0) 

式中：Le ——试样在 200MHz 附近的电长度；1.5m≤试样长度≤2000m 

       c ——自由空间的传播速度 3×10
8
m； 

     公式是这样推导出来的： 

单位长度电容 C1= C0 / Le, 

而光速=
11

1
CL

，代入前式即得
1

1

C
LZ =

∞
。 

式中 L1为单位长度电感。 

         原要求在 200MHz 附近测试电长度，而在 200MHz 附近测群时延时，数据很不稳 

定。这里改为时域测试，数据非常稳定。 
         原方法中，还有一种是测相位变化 360 度时的频率变化，此法似乎更难实现。 
 

六．时域测端面反射法 
1、测试方法与步骤 

   ·用时域反射计测标准线与待测电缆之间的端面反射Γ。电缆长度不拘，但不宜短 

于 0.15 米。 

   ·记下Γ的大小与正负。 

   ·按公式计算 ZC: 

         )](
1

)1/()1([ 20 Ω
Γ−

Γ−Γ+
=

i
C ZZ  

        Γi是系统与标准线之间的反射系数。 

2、优点 

       无须截取短样本，不破坏原包装。 
   真正测的是断面参数，或者说是 接近断面参数。 

3、缺点 
     标准线难寻。 
     连接器的反射影响较大。 

4、物理概念与对公式的理解 

   标准线上是没有反射的，只有与端面相连处不连续才有反射，因此此法测出的 
参数 接近断面参数。本法来源于 GB/T 17737.1-2000 中 11.8.2。 

 
七．讨论 

·在解传输线方程中，定义特性阻抗 ZC≡
11

11

CjG
LjR

ω
ω

+
+

。频率高时，
1

1

C
LZC = 。 

由于 1R 、 1L 、 1G 与 1C  皆为微分量，因此特性阻抗 ZC也是一个微分量，当长度 

dl →0 时，ZC即成为一个点参数或断面参数。纯理论而言，测试 ZC时的样本越 

短越接近真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采用第一或第二法，第六法虽更短，但 

缺点较多，不推荐使用。 

 ·对于成捆电缆，常用第三、第五法。第四法要求 高，不易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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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法的问题在于用输入阻抗代替了特性阻抗。而输入阻抗是与回损有关 

的。如五类线的标准 EIA/TIA-500A 上，100MHz 时，特性阻抗要求为 100±15Ω 

（折合回损为 23 分贝），而回损定的指标却为 16 分贝。但有的用户非要按 23 

分贝验收，这就超出了标准，把输入阻抗与特性阻抗混为一谈；这就是第四法 

造成的后果。 

    用第四法时，还会出现电缆谐振问题；比如有一批 RG400 电缆，800 兆赫 

时回损只有 24 分贝，但 3000 兆赫时却在 30 以上。这种电缆能说它是废品吗？ 

它只不过有点轻微的电缆谐振而已。其实电缆谐振频率只要不在使用频段内即 

可。 

·测试频率不宜太低，否则测试值偏高（尤其是细电缆，比如外导体内徑在 2 毫 
米以下）。但也不宜高于两百兆赫，以减少连接器与开短路引入的误差。常用几 
十兆赫。对于泡沫塑料绝缘电缆以及其它特性阻抗对频率变化较大的电缆，以 
用第五法为宜。 

测试频率不能选在谐振频率上，否则数据很不合理。 

·λ/4 线接负载法中连接器的反射能抵消，其它方法不能。尤其是第六法中的高频分量 

  很高，连接器引入的反射更难以区分。 
    ·电缆两端测出的特性阻抗有可能是不相同的，说明该电缆一头特性阻抗高，一头低。 

    ·测电缆特性阻抗时，仪器的特性阻抗并不一定要与待测电缆的特性阻抗相同，只有 

 第六法却必须相同。这也是第六法难办之处。 

    ·当扫频测电缆回损，低端（300 兆赫以下）回损不到 40 分贝时，此电缆的特性阻抗 

      肯定不太好。低端回损不到 30 分贝时，此电缆的特性阻抗肯定有问题。 

 

八．结束语 

         上述 6 种方法都是有理论依据，而且经过实践考验的方法，其中有四种是国标推 

     荐的方法。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缺点，读者可视具体条件而采用某一种方法，也不 

     妨多法并用互相验证， 后选定一种对你 合适而用户也能接受的方法作为企业标准 
或合同协议。 
目前看来，以第五法即测电缆电长度与低频总电容法比较好；数据比较稳定，而且是

惟一的，容易下结论。 
6.6 电缆屏蔽性能检查 
  • 仪器设为测插损状态，扫频方案全频段。 
  • 待测电缆接仪器输出端口，测试电缆接仪器输入端口，用双阴连接起来校直通。 

  • 断开双阴，在待测电缆末端接匹配负载。在测试电缆末端接耦合环（参见 4.4）。 

  • 耦合环从头到尾在待测电缆上滑动，即可测出屏蔽性能。好的插损在 80 分贝以上，差

的只有 50 分贝，甚至更低。 
6.7 双线系统的测试 

双线原多用于短波天馈线，频段为 3～30MHz,特性阻抗一般用 300Ω。而现在的网络线

缆常用 100Ω的四对双绞线来进行传输高达千兆位的信号。两者的测试方法相同，只是所用

测试套件不同。 

用普通单端仪器来直接测双线系统是不对的，必须经过差分套件转成单端后，再行测试，

即可与单端系统同样处理了。 

实用中测试项目只有两类，即回损与插损。插损有两类，两端口之间该通而通少了的衰

减叫插损。两端口之间不该通而通了的衰减虽然也是插损，但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术语。如

窜扰，隔离度，屏蔽度，防卫度，定向性，零深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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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对于 6 类线（四对双绞线）的一般技术要求见下表（每对绕成双绞线的线号为

23AWG）。 
 
 
 
 

EIA/TIA—568B.2-1 主要技术要求 
 

频率 衰减量 回损 近端窜扰 
MHz dB/100M dB dB 

1 2 20 74 
4 3.8 23 65 
8 5.3 25 61 

10 6 25 59 
16 7 25 56 
20 8.5 25 55 
25 9.5 24 53 

31.25 10.7 24 52 
62.5 15.4 22 47 
100 19.8 20 44 
200 29 18 40 
250 32.8 1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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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元 器 件 测 试 
 
7.1 衰减器的测量 
一．实验目的 

掌握同轴固定衰减器的测量方法，知道计算公式与基本结构。 
二．仪器准备  

任何 PNA362X 矢量网络分析仪及其附件，待测衰减器一只。 
三．实验项目 
1．插损频响测试 

·扫频方案可任意设定。点数不宜超过 21 点。 

    ·接法如下图，为了衰减器能

直接对接以减小测试误差，可先将

两个衰减器对接起来，再通过双阴

与接到 A 口的电缆接上；或者不通

过双阴与电缆而是直接将衰减器

接到 A 口上，然后按【执行】键完

成直通校正。 

·拆开两个对接的衰减器，串

入待测衰减器，屏幕上即出现频响

曲线；可按【↓】换档，可记下，或打印出测试曲线与数据。 

2．衰减器的驻波比测量 

  ·如右图按测回损连接。 

  ·在电桥新的测试端口（注） 

进行开路、短路与校零三项校正。 

·在待测衰减器阴头（K 头）接上

阳负载（J 头），将待测衰减器阳头（J

头）接到电桥新的测试端口上，屏幕

上显示的即待测衰减器阳头的输入阻

抗轨迹。 

·按菜单键，选驻波显示；记下

或打印测试结果。一般要求ρ≤1.5;要求高时， 好ρ≤1.2。 

·拔下待测衰减器，在新的测试端口接上一只双阳接头。在双阳末端进行开路、短路与

校零三项校正（用阴短路器与阴负载）。 

·拔下阴负载，接上待测衰减器，再将阴负载接到待测衰减器末。屏幕上显示的即待测

衰减器阴头的回损频响曲线。 

·按菜单键，选驻波显示；记下或打印测试结果。一般要求ρ≤1.5;要求高时， 好ρ

≤1.2。 

 

注：为保护电桥测试端口，在实验测试中，务必在电桥测试端口接上保护接头，从而将保护

接头的接口作为新的测试端口。若担心保护接头影响测试精度，可在保护接头口进行开路校

正与短路校正，要求高时加做校零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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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单支节匹配实验 
1.实验目的 

        掌握单支节匹配方法（注 1），了解其原理，并增加感性知识；从而熟悉 
    史密司圆图，并知道移参（注 2）的作用。 

2.实验准备 
        矢量网络分析仪             1 台  如 PNA3620 等. 
        单支节匹配演示套件         1 套 
        失配负载（SWR=2）         1 只 
        任意引线电阻               数只  如 5Ω≤R≤500Ω 

3.实验步骤 
        本实验是将驻波比为 2 的失配负载，通过单支节匹配器将中频的驻波 

比调配到 1.1 以下。 
·将仪器扫频方案设为 BF=900MHz,⊿F=10MHz,EF=1100MHz. 

  仪器设为测回损状态。 

·在电桥测试端口接上短路器，进行开路校正（注 3）。 

·取下短路器，在开路状态下，进行短路校正。此时圆图已设为导纳状态。 

·在测试端口接上单支节匹配器，并在其末端接上驻波比为 2 的失配负载。 

·按菜单键，选“对数”或“驻波”后，打印或记下频响曲线。再返回到 

“矢量”画面。 

·亮点的轨迹当在圆图的第三象限。按菜单键，再按↓键将光标移到 

“移：+0.000”下。按→←键改为“移：+0.175” （注 4）， 再按↓键将光 

标移到“矢量”下后按执行键回到圆图。中频的亮点当在归一化导纳 g=1-jb（屏上

R=50Ω-jxΩ）的圆弧附近. 

·此时中频的归一化电纳为-jb(将屏上-jx 除以 50 即得)。由 L=0.56tan
-1
b 

可算得单支节长度 L 约 19mm（注 5）. 

·取长 20mm 铜皮，用磁铁将其吸在单支节匹配器微带线上 180 附近（注 6）， 
   此时中频的亮点当在圆心附近。 

·反复调节铜皮的位置与长度，使得中频的亮点落在圆心上（RL≥26dB,或 SWR≤1.1

即可，有兴趣的话也可调得更好） 。看不清时，可换挡。 

·按菜单键，选“对数”或“驻波”后，打印或记下频响曲线。 

4.实验报告 

        将匹配前后的频响曲线进行比较，并复述单支节匹配原理。 

    注意：由于存在多种误差，计算值与实测值很难完全一致，基本相符即可。 

附加实验  为加深印象，可选任意负载进行匹配，但不要求写实验报告。 

·取下单支节匹配器上的铜片与失配负载，接上单端转接器。 

·将移参归零（按菜单键，再按↓键将光标移到“移：+0.xxx”下。按→← 

键改为“移：+0.000”， 再按↓键将光标移到“矢量”下后按执行键回到 

圆图）。 

·在单端转接器内插入任意一个引线电阻，或一个引线电阻与一电容串连 
（由于引线已是电感，无需另做电阻加电感）。 
·亮点的轨迹可在圆图的任意象限。用移参将中频的亮点移到归一化导纳 g=1-jb（屏

上 R=50Ω-jxΩ）的圆弧附近. 

·同上由中频的归一化电纳-jb(将屏上-jx 除以 50 即得)。用 L=0.56tan
-1
b 

可算得单支节长度 L（铜片不够长时，可用两片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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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磁铁将铜片吸在移参数值处，此时中频的亮点当在圆心附近。 

·反复调节铜皮的位置与长度，使得中频的亮点落在圆心上（RL≥26dB,或 SWR≤1.1

即可，有兴趣的话也可调得更好） 。看不清时，可换挡。 

 

注 1、单支节匹配   在线上某个位置并联一段短线从而得到匹配的方法称为单支节匹

配。由于是并联，计算时用导纳为宜。在线上（在圆图上转圈）总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其输入

导纳为 1±jb,在此处并联上一个与之相反的 jb，即可得到匹配。由于微带线上短路不方便，

故宜在 1-jb 处并上 jb 为宜。 

注 2、移参    除非完全匹配，否则线上不同点的输入阻抗是不同的。表现为在圆图上

转圈，只有选定参考面其数值才能确定。矢量网络分析仪能在圆图上移动参考面，这个功能

简称移参。 

注 3、将圆图设置为导纳状态    圆图上阻抗与导纳是兼容的，两者形成反对称。因此

用短路校开路，再用开路校短路，即可将圆图设置为导纳状态。 

注 4、移+0.175   在圆图上移+0.025 即可，但由于连接器占了 0.020，只能 
再加 0.150（中频半波长）得 0.175。另外，这样做更靠近负载，匹配带宽更宽。 
    移+0.175 数值，仅供参考，驻波比为 2 的失配负载，阻抗不一定相同。 

    注 5、L=0.56tan-1
b   铜皮在线上形成一段开路线（单支节），其归一化导纳 Lb βtan= . 

bL 1tan−=β , bbL oo
g 11 tan56.0

360
30067.0tan

360
−− ≅

×
==

λ
.式中 gλ 为微带线中的波长，波

速比约 0.67. 

注 6、由于制造与材料皆有公差，计算与实测做到基本一致即可。实验目的在于掌握方

法，了解其原理，并增加感性知识；而不计较调得有多准。 
 

7.3 功率分配器的测量 
当一路传输线要分成多路时，就得用上功率分配器（简称功分器）。常用的为等功率分

配器， 简单的是两路。功分器反过来也可作合成器用，这里只谈功分器。 
功分器有如下几项指标： 
    主路驻波比   各支路端接匹配负载时，由主路测出的驻波比。 
    各支路的衰减与插损   衰减为理论值，实测值与理论值之差为插损。 
    各支路间的隔离    在主路端接匹配负载后，两支路之间的插损为隔离度。 
    各支路的相移差    有的功分器有此要求。 

一．实验目的 
      了解功分器的外部特性，知道各个指标的测量方法。 
二．实验准备 

      PNA362X 及其全套附件，两路

功分器一只，负载 2 只。 
      按功分器的使用频率设置扫频

方案。点数不要超过 21 点，否则数据

太多。 
三．测量步骤 

1.主路驻波比测量 
   · 仪器按右图测回损连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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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测试端口接上双阳连接器一只，即以双阳为新的测试端口，按执行键校开路。 

   · 在双阳口上接上阴短路器，按执行键校短路。要求高时，可用阴负载进行校零。 

   · 拔下短路器，接上功分器的主路输入插座，各支路端接匹配负载。此时屏幕上已出

现输入阻抗轨迹，看不清时可按↓键换档。用屏打打印或记下数据，看看该器件的水平如

何（点子越集中越靠近原点越好）。 
   · 按菜单键，选驻波返回。看不清时可按↓键换档。 
   ·记下或用屏打打印数据。 

2.各支路的幅相特性 
   · 仪器按测插损连接，在仪器

输入与输出口上各接一根短电缆。

两电缆末端各接一只 10dB 衰减器，

再用一个双阴连接起来。 

   · 按执行键校直通，再按菜单

键选《相损》返回。 

   ·拔下双阴，将两根电缆带衰减

器的一端，分别接到功分器的主路

与某一支路上，另一支路接上匹配

负载。记下或打印各频点的插损与相位。 

   ·交换两支路的连接，记下或打印另一路各频点的插损与相位。 

3 两支路的幅相差异 

     两支路的幅相差异虽可通过上述数据进行计算，但 好用下法进行测试。 

·保持前面主路进某一支路出的接法不变，按复位键复位后校直通。 

  ·交换两支路的连接，记下或打印另一路各频点的插损与相位。这就是两支路的幅相差

异，因为刚才是用一路为准校的直通，这就避免了计算，而且更直观醒目。 

4.支路间的隔离度测量 

  · 将接负载的支路的负载拔下接到主路上，而主路的衰减器带电缆接到支路上。 

    · 按菜单键选《对数》后返回，再按↓键换一档。打印或记下各频点的插损，这就是

隔离度。 

 

7.4 隔离器的测量 
在放大器的输出端（或级间），通常要接入一个隔离器，以免外部负载故障时，不至于

损坏放大器。 
常见的隔离器，是由一个铁氧体环流器在其第 3 端口接上匹配负载得到的。环流器的信

号是由端口 1 流向端口 2，端口 2 流向端口 3，端口 3 流向端口 1，形成环流。由于在端口 3
接了一个匹配负载（内附）将信号吸收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单行器。 
    信号只能由端口 1 流到端口 2，而端口 2 的信号（通常是反射）是回不到端口 1 的。这

就起了隔离作用，因此常称隔离器。 
隔离器的指标有：端口 1 到端口 2 的插损，端口 2 到端口 1 的隔离度，端口 1 的输入驻

波比，而端口 2 的驻波比通常是不管的。 
.实验目的    了解隔离器的外部特性，知道各个指标的测量方法。 
.实验准备 

      PNA362X 及其全套附件，隔离器一只，短电缆共三根。 
      按隔离器的使用频率设置扫频方案。点数不要超过 21 点，否则数据太多。 

测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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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端口 1 到端口 2 的插损与驻波比测量� 

���· 在输入 A 端接上一根短

电缆，电缆末端再接一只 10dB

衰减器, 以改善输入端口匹配;

以衰减器的插头为新的输入 A

口。 

����· 按图连接, 让电桥新测

试端口（注）开路, 将光标移

到《测:A B》下按〖→〗或〖←〗

键, 使 A 下为《插损》,B 下为

《回损》；将光标移到《校:开

路》下,按〖执行〗键, 显示器上出现动态数据, 停下后出现《校:短路》字样;接上短

路器。按〖执行〗键, 显示器上出现动态数据, 停下后出现《校:直通》字样。 

����· 将电桥新测试端口与作为新的 A 口的衰减器相连, 按〖执行〗键后画面呈方格

坐标, 此时插损应在 0dB 左右, 回损应在-20dB 以下，越低越好。 

 ���· 拔下接在电桥新测试端口的作为新的 A 口的衰减器，接在隔离器的端口 2 上，

再将隔离器的端口 1 通过一个双阳接到电桥新测试端口上，即可同时测出两种参数。插

损坐标刻度在右边, 回损坐标刻度在左边, 各自看其相应的坐标, 弄不清时可借助于

画面上方所显插损(IL)与回损(RL)数值来进行判断; 

����·按〖↓〗键可改插损量程, 按〖菜单〗键可选画面; 

    ·记下或打印下测试数据。 

2.端口 2 到端口 1 的插损与驻波比测量 

·保持接法不变，将隔离器掉头测试，即得端口 2 到端口 1 的插损与驻波比，此插损

即隔离度。而此驻波比通常不计。 

    ·记下或打印下测试数据。 

这里是按双参数测试安排的，假如只有单通道仪器，则要分开单独进行三次测试。 

双参数测量的精度不如单参数测量的精度高；当对小插损测试有怀疑时，可改用单参数

测量。因为单参数测量时被测件两端皆接有 10dB 衰减器。而按双参量测试时只在输出端接

了一个 10dB 衰减器。 

测极小插损时，有时会出现插损为正的情况。这是系统匹配不太好造成的，在测试电缆

接待测件的两端各接一个隔离器后校直通，再串入测待测件进行测试即可。 

 

7.5 定向耦合器的测量 
当两段线共用一个外腔互相耦合而又匹配时，就会在一定频带内出现定向耦合现象。即

耦合度与信号流向有关，这种四端口器件称定向耦合器。这种器件可用来分测线上的入射波

或反射波，也可做成传输分配器件，因为它的耦合度可以随意设计，而且隔离度很好。 
通常用作传输分配器件时，是将一个负载接在隔离端口封装在里边，对外只有三个端口。

一进两出，箭头表示流出方向。DX-D 保留四个端口，负载外接。 
定向耦合器有如下几项指标： 
    直通路的插损   直通路输出比输入减小的分贝数 
    耦合度    耦合端口输出比直通端口输出小的分贝数 
    方向性    掉转直通路的信号流向，耦合度减小的分贝数，不小于 20. 
    直通路的驻波比   两输出路端接匹配负载时，由输入路测出的驻波比。 

1.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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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定向耦合器的外部特性，掌握其指标的测量方法。也可打开盖子观察 
内部结构。 

2.实验准备 
      PNA362X 及其全套附件，DX-D 定向耦合器一只。 
      按定向耦合器的使用频率设置扫频方案。测 DX-D 的扫频方案为： 

BF=50MHz, ⊿F=50MHz, EF=1000MHz。 
3.测量步骤 

   插损的测量 
   · 仪器按右图测插损连

接，在仪器输入与输出口上

各接一根短电缆。两电缆末

端各接一只 10dB 衰减器，

再用一个双阴连接起来。 

   · 按执行键校直通，拔

下双阴，将两根电缆带衰减

器的一端，分别接到定向耦

合器的直通路的输入与输

出端，耦合路输入输出端皆

接上匹配负载。记下或打印各频点的插损，这就是直通路的插损。 
耦合度的测量 

    将耦合路上的负载拔下，再将接在直通路输出端的衰减器带电缆拔下接到耦合路输出

口上，耦合口上的负载接到直通路出端上（即交换两输出口的连接），记下或打印输出路

各频点的插损，这就是耦合度。 
定向性的测量 

交换直通路的连接，即将原来接负载的改接衰减器带电缆，而原来接衰减器带电缆的

改接负载。也就是信号流向颠倒了，记下或打印各频点的插损，它们与耦合度之差即定向

性。 
定向性的另一种测量方法是按测回损连接： 
·仪器输出端接到定向耦合器主路入口，仪器输入端接到定向耦合器耦合 

路反射口，耦合路另一端接负载。 
·在主路出口开路的情况下进行开路校正；接上短路器进行短路校正。 

·取下短路器，接上负载，用对数档观察即得定向性。 
主路驻波比测量 

   · 仪器按右图测回损连接，

电桥测试端口接上双阳连接器一

只，即以双阳末端口作为新的测

试端口，按执行键校开路。 

   · 在双阳口上接上阴短路器，

按执行键校短路。 

   · 拔下短路器（要求高时还

可以用阴负载校零）。接上定向耦

合器的主路输入插座，各支路端接匹配负载。此时屏幕上已出现输入阻抗轨迹，看不清时

可按↓键换档。 
· 按菜单键，选驻波返回。看不清时可按↓键换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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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集中参数滤波器实验 

1.实验目的： 
        了解集中参数滤波器机理与测试 

2.实验准备： 
        PNA3620（或其它）矢量网络分析仪及其附件 
        集中参数滤波器演示板套件 
            演示版                2 件 
            电感插件              5 件 
            电容插件              5 件 
            短路插件              2 件 
            元件测试座            1 件 
            JJ-NS 电缆             2 件  N 转 SMA 电缆 
            JJ-S 短电缆            1 件   SMA 短电缆 
            KK-S 双阴             1 件   SMA 双阴 

3.实验 
   • 低通滤波器实验 
      ⅰ、原理图 
 
 
 
 
 
 
 
      ⅱ、元件参数（在 130MHz 频率下测试）：允许误差±2Ω 

           ,6.6821 Ω== jXLXL  ,6.4353 Ω−== jXCXC  .3.254 Ω−= jXC  

      ⅲ、检测元件参数 

          ·将 PNA 设置成 130MHz 点频测回损，并按测回损连接。 
          ·在电桥测试端口接上元件测试座，对其进行开路校正。 

·在测试座端口插上短路插件进行短路校正。 

          ·检测各插件电抗值，不对时可进行调整。 

ⅳ、测频响 

    ·将 PNA 设置成 BF=30MHz，⊿F=2.5MHz,EF=230MHz 下测插损。 

·按测插损连接，换用两根 JJ-NS 电缆接到仪器上，再用 KK-S 双阴 
对接起来校“直通”。 

·取下双阴，串入插好元件的演示版即可测得频响曲线；改用 50dB 

档，曲线美观些。 

          ·记下数据或用“屏打”打印测试曲线。 

   • 高通滤波器实验 
      ⅰ、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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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元件参数（在 100MHz 频率下测试）：允许误差±2Ω 

          ,6.6821 Ω−== jXCXC  ,6.4353 Ω== jXLXL  .3.254 Ω= jXL  

      ⅲ、检测元件参数 

          ·将 PNA 设置成 100MHz 点频测回损，并按测回损连接。 
          ·在电桥测试端口接上元件测试座，对其进行开路校正。 

·在测试座端口插上短路插件进行短路校正。 

          ·检测各插件电抗值，不对时可进行调整。 

ⅳ、测频响 

    ·将 PNA 设置成 BF=30MHz，⊿F=2.5MHz,EF=230MHz 下测插损。 

·按测插损连接，换用两根 JJ-NS 电缆接到仪器上，再用 KK-S 双阴 
对接起来校“直通”。 

·取下双阴，串入插好元件的演示版即可测得频响曲线；改用 50dB 

档，曲线美观些。 

          ·记下数据或用“屏打”打印测试曲线。 

   • 带通滤波器实验 
          ·将上述两个演示版用 JJ-S 短电缆级连，即可得到一个带通滤波器。 

    ·将 PNA 设置成 BF=30MHz，⊿F=2.5MHz,EF=230MHz 下测插损。 

·按测插损连接，换用两根 JJ-NS 电缆接到仪器上，再用 KK-S 双阴 
对接起来校“直通”。 

·取下双阴，串入级连好的演示版即可测得频响曲线；改用 50dB 档， 

曲线美观些。 

          ·记下数据或用“屏打”打印测试曲线。 

4.附注  演示版允许改变组合，比如可作陷波器。 
上述电抗数值的由来：查微波工程手册可得一组 5 元件低通滤波器数据 

      ,1468.151 == gg  ,3712.142 == gg  9750.13 =g 。在 Ω== 501 nRR 的情况 

下，即可算出上述电抗值。 
 
7.7 射频下电容有效串连电阻 ESR 的测试 

这里介绍一个用陷波器法测 ESR 的方法 
1. 测试原理     

2. 用待测电容与一段同轴线组成λ/2
陷波器，扫频测谐振点的零深，即

可算出 ESR 
 

 
 

  2.公式推导    设 ZC为 50Ω，ESR 为 R。 

    传输系数 T 计算  直通时电压分压比为 1/2，谐振时，分压比为负载分压比。 

        负载分压比
R

R
RR

R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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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50)50(50

50
)5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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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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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输系数 T
R250

R2
+

==
直通分压比

负载分压比

R
R
+

=
25

 

ESR=R=T（25+R）， R（1-T）=25T ，R=25T/(1-T). 

  3.陷波器准备   阴三通，保护接头，片状器件测试座各一只。 

 

        

    

  4.测试步骤 

   • 在测插损状态下，全频段扫频校直通。串入陷波器测插损，先粗扫得到陷波器大致谐

振频率（曲线 低点的频率）。 

   • 在大致谐振点左右，重设细扫方案校直通，串入陷波器测插损。测零深。例如零深

-37.47dB，则波陷器本身 R 为 0.34Ω. 

   • 在测试座上放入待测电容，再测零深。例如零深-31.7dB，则波陷器本身 R 加电容 R

为 0.67Ω，则电容的 ESR 为 0.67-0.34=0.33Ω。 

注；本实验谐振频率约 1270MHz。谐振频率决定于组成λ/2 限波器的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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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天 线 调 试 
 
8.1 天线测试项目 

从仪器测试的角度来看，天线测试也不外乎回损与插损两大类、 
  • 驻波比测试（也就是回损测试）  天线的匹配状况，一般用测驻波比来进行验收。通常

要求驻波比≤1.5，要求高的要≤1.1。 
  • 增益测试  实质上就是测试或比较两天线之间的插损。 

  • 方向图测试  实质上就是测试两天线之间在不同方向的插损。 

      全向天线  不同方向的场强起伏不超过 6 分贝。 

      定向天线  测试波束宽度与付瓣电平。需要转台与场地。 

 

8.2 天线测试的特殊性 
    测一个器件的匹配状况已介绍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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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仪器置暗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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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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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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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中波发射天线的测试 
一．引言 

在进行中波发射天线测试时，只有在邻台全部关机的情况下，才能将仪器连接到天线

上。否则外界信号会由天线收进来，倒灌到仪器中以至烧毁仪器。因此，只好每周安排一个

下午为测试维修时间，各发射机一律关机，此时仪器接到天线上就能正常工作了。 
显然，这样作效率是不高的。尤其是调配一个新天线，半天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很需

要一种能在邻台不停机的情况下，仍能进行测试的仪器或方法。另外，即使是停了机，也还

有干扰问题需要处理。 
下面介绍如何在有干扰的情况下，用PNA3628普及型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测试的方法。 

二．判断干扰的性质 
1．看是否有火花 

    当用地线去碰待测天线的引出端时，若有火花出现，则必然属强干扰，此时不能贸

然接上仪器，否则仪器有烧毁的可能。 
2．量干扰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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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频响优于 1.6MHz 的交流电压表(不能用普通三用表，不妨自己自制一个)，测待测

天线入口的电压在 2V 以上时，即属强干扰。也可用示波器进行测试，由于示波器显示

值为峰—峰值，此时在 6V 以上时，即属强干扰。 
三、弱干扰下的测试 
当判断为弱干扰时，即可将电桥接到待测天线上，按正常使用方法进行测试。若测试数

据不稳定时，可采取以下措施；各个措施之间并不矛盾，需要时可同时加上。 
• 降低灵敏度 

        可在仪器输入端与电桥输出端间，串 10dB 或 20dB 衰减器来降低灵敏度，以减小

干扰对仪器的影响。 
• 采用精测 

        仪器为全相参接收机，对异频有 40dB 的抑制能力；对同频干扰在常规模式下，约

有 6dB 的抑制能力；在精测模式下约有 30dB 的抑制能力。 
• 采用平滑 

        由于我们只对中频 F0 的阻抗感兴趣，有人只测 F0 点频，这就可能受到干扰。此时 
若改用中频左右各加几点的扫频方案测试，若只有中频受到干扰，即可利用 F0 两边之值取

其平均值，得到中频的阻抗值。 
四、采用中波反射电桥 RB-M 

在三项措施皆不起作用时，可采用 RB-M 中波反射电桥。它在电桥输入端前加了放

大器以加强信号，在仪器输入端加串 20dB 衰减器降低灵敏度，以保持仪器原有动态范围。

从而提高了试系统的信杂比，使得读数比较稳定。 
中波反射电桥使用方法与反射电桥完全相同，只不过要加 220V 交流电源而已。注 

意：要先连接好同轴电缆，再插入电源电缆。用完后要先拔下电源电缆，再拔下同轴电缆。 
 
8.4 通过电缆测单极子天线阻抗的问题 

1.。问题的提出 
   当单极子天线未加正确尺寸的扼流套或者根本未加扼流套而且接地板（可能叫回流板更

明确一些）不够大时，若通过一段电缆来进行测试，测出的输入阻抗和驻波比会与这段测试

电缆的长度有关。这种差异是单极子用电缆外皮作电流回流路时，电缆输出口外皮对地具有

的空间阻抗要串进去而带来的，它不是简单的传输线问题，用三项校正是校不掉的。 
当用电桥内置的仪器通过一段电缆去测单极子而与电桥外置时天线直接插在电桥口上

时，两者的结果通常是不一致的（除非电缆的长度为二分之波长的整数倍），这时第一个怀

疑的是仪器不准。判断仪器准不准很好办，只要用一个匹配负载与一个失配负载 互测对比

一下即可。假如测负载是一致的，就不要怀疑仪器了。这个问题是天线扼流不完善或地不够

大而导致电缆外皮参与辐射而引进的串联的对地的空间阻抗造成的。下面作一个实验，来看

看不同长度的后果。 
2. 同一个单极子（未加

扼流套）天线在不同电缆

长度（或高度）的测试结

果。 
（1）单极子直接插在桥

口的测试结果，比

较符合理论值。 
（2）单极子加一段λ/4 

电缆后的测试结

果，完全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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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单极子加一段λ/2 电缆后的测试结果，基本复原。 

实验是用电桥外置的仪器作的，可明显看出电缆长度（或高度）的影响，在电缆长度（或

高度）为λ/4 时，影响 大，λ/2 时基本复原。对这种影响绝不可置之不理。 
3.解决办法 

  ⑴ 单极子应加正确尺寸的扼流套。 

  ⑵ 测试时加大接地板以符合单极子的边界条件，但不符合实际情况。 

  ⑶ 用外置电桥，直接接在电桥口上比较合理。 

  ⑷ 对内置电桥仪器，应选相应电缆长度（λ/2 的倍数），以期符合真实情况，随意用 

     某一长度的电缆是不合理的。盲目相信进口仪器是不明智的，是不实事求是的。 

 

8.5 用 LC 双元件在中波进行匹配的思路 
若已测出的天线塔的输入阻抗为 R±jX，可在 6种 LC 组合中选择一种使其匹配。 

1、 R=50Ω，只需视 X 的正负串入相应的电容或电感即可 

2、 R＞50Ω，在圆图上阻抗点迹在 R=50Ω 的圆圈内，匹配方法是先并后串。 

2.1 并电容使点迹落到R=50Ω圆的              2.2 并电感使点迹落到R=50Ω圆的  

下半圆上，再串电感使其匹配                  上半圆上，再串电容使其匹配 

 

 

 

 

 

2.3 具体做法  由于先并后串，适于将圆图看作阻抗圆图 

·测试端口（或测试电缆末端）开路时，做开路校正。短路时做短路校正。 

·接上待配负载，调节并联元件使得测试的中频点迹落在 R=50Ω的恒阻圆上。 

·调节串联元件，使得测试的中频点迹到圆图中心即 R=50Ω的点附近。 

·反复调节两元件，使得中频的驻波比 小并且全频带内比较匀称。 

3、 R＜50Ω，匹配方法是先串后并。做法是先复位，重测一次。在测试端口（或测试电

缆末端）短路时，做开路校正。开路时做短路校正。此时圆图已成导纳圆图，在此图

上调配。 

3.1 点迹在 R=50Ω圆内（注意：显示值为 R≥50Ω，实为 G≥0.02 姆欧，下同）                       

3.1.1 串电感使点迹落到 R=50Ω               3.1.2 串电容使点迹落到 R=50Ω上半 

下半圆上，再并电容使其匹配                  圆上，再并电感使其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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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点迹在 R=50Ω圆外， X 为负。 

3.2.1 串电容使点迹落到 R=50Ω圆         3.2.2 串电容使点迹落到 R=50Ω上半圆 

下半圆，再并电容使其匹配             上，再并电感使其匹配（与 3.1.2 同） 

 

 

 

 

                                                      

3.3 点迹在 R=50Ω圆外， X 为正 

3.3.1 串电感使点迹落到 R=50Ω圆         3.3.2  串电感使点迹落到 R=50Ω上半 

下半圆上，再并电容使其匹配               圆上，再并电感使其匹配 

（与 3.1.1 同） 

 

 

 

 

 

3.3.3 具体做法  由于先串后并，适于将圆图视作导纳圆图 

·测试端口（或测试电缆末端）短路时，做开路校正。开路时做短路校正；此时显示的

圆图已是导纳圆图了。 

·接上待配负载，调节串联元件使得测试的中频点迹落在 R=50Ω的恒阻圆上。（注意，

实为 G=0.02 的等导圆）。 

·调节并联元件，使得测试的中频点迹到圆图中心即 R=50Ω的点附近。 

·反复调节两元件，使得中频的驻波比 小并且全频带内比较匀称。 

 

8.6 超高频天线的匹配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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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称半波振子（一般为水平极化） 

  ·用 75Ω电缆馈电  半波振子由于接近 75Ω，只要串一电容（串一段开路电缆即可，参

见 4.2.1）。即可得到匹配。排阵并馈时，可降低阻抗变比。 

  ·用 50Ω电缆馈电有三种做法 

⑴ 将双线平衡器的短路块上移，产生负导纳使得输入阻抗的阻值在 50Ω左右，然后串

一电容以抵消其电感，即可得到匹配。 

⑵ 将振子剪短，使得输入阻抗的阻值在 50Ω左右，然后串一电感以抵消其电容，即可

得到匹配。 

⑶ 在用作支撑的平衡器管中，引入四节短阶阻抗变换器。 

2. 非对称半波振子（一般为垂直极化） 

·对于 4.3.1 结构的天线，用芯线作上臂，调节芯线长度，必要时调调扼流套长度，即可

得到匹配。 

·保持扼流套长度不变，上臂用与扼流套等粗的导体或铜片，调节上臂与引线（芯线），

即可得到匹配。 

  扼流套的长度在四分之一波长左右，由手摸上去对读数影响 小为宜。 

 3. 线圈天线（弹簧天线） 

四百多兆赫的内置天线，为了减小尺寸，取消了扼流套，而且将上臂绕成弹簧形。用 

ф0.6 左右的铜线或钢丝镀铜线，绕成约ф6 的弹簧形，调节圈距与总长，即可得到匹配。 

 4. 小环天线 

小环天线的辐射电阻很小，必须利用谐振效应才能得到匹配。试过临界耦合，发现不太

稳定，又不好掌握。采用一端加一个电容，形成л形电路，由一端输入。调试时，先不加输

入端电容；将仪器设为导纳状态，调节末端电容，使得亮点落在 g=1(屏上 R=50Ω)的下半圆

上。接上输入电容并调节之，即可得到匹配。 

 5  螺线天线 

螺线天线只要在螺线起始端，焊上一段四分之一波长长的铜片，调节其宽度，即可得到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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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两天线法测天线增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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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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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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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算法  对于天线口面每边 D 都≤λ的天线，测试距离 R= 2D
2
/λ=2λ。以 GPS 瓷片天线 

  为例，λ=0.19 米，R=0.38 米，由[1]中 10-1 式知: 

两天线之间的衰减 Pr/Pt= G1A2/4πR2         
代入 A2=G2λ

2
/4π 

                     =G1G2(λ/4πR)2
  代入 R=2λ 

                     =0.00158G1G2 

以下用 dB 值表示，插损 IL=G1dB+G2dB-28dB，即 G1dB+G2dB=28dB-IL 

    注意：两点源在自由空间的插损是(λ/4πR)
2
，而不是扩散因子 1/(4πR

2
)。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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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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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法只适于测口径在一个波长以内的小天线。 

 

8.8 天线方向图测试 
天线在不同方向的收发能力是不同的，在一个剖面上，可用平面图表示出来，这就是方

向图，也称波瓣图；还有叫场型的、覆盖区的以及服务范围的。 
一. 实验目的 

加深对方向图的理解，了解方向图的测试方法。 
二. 设备简介 

对于常用中等增益天线，可用方向图测试装置与 PNA 接合，以便对方向图自动记录与

打印。由于采用的是一度一记，因此只适宜测波束宽度大于 10°的方向图，否则记录将太

不光滑。 
测试时先显直方图，水平轴为角度坐标，垂直轴为幅度坐标。常用对数坐标，也可选线

性坐标，测试完后可选极坐标显示，同样也可选对数或线性坐标。极坐标显示时，应当选线

性坐标，不宜选对数坐标。 
可用机内小打印机打出相应的波瓣图，也可将数据通过串口传到计算机，由计算机在打

印机上打出 A4 幅面的图形记录。还可以用 U 盘存下后转到计算机处理。 
转台承载能力约 30 公斤，转速每分钟 360°，能在约 366°内反复左右旋转。 
方位系统提供两种信号，一圈提供一次启动信号，也称参考信号。每度提供一个采样信

号供计算机查询。  
三．方向图自动测试 
  1．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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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近距离测试时，可不加放大器； 
· 将控制电缆一头接在控制器上，一头接在转台上； 
· 将方位电缆一头接在仪器上，一头接在转台上； 
· 将连接电缆一头接在仪器的输出口上，一头接在发射天线（半波振子天线）上； 
· 将另一根连接电缆一头接在仪器的输入口上，一头接在转台的天线连线输入口上，

转台侧面的天线连线输出口上，用连接电缆与接收天线（八木天线）相连。 
2．仪器的设置 

· 仪器预热 30 分钟后，将仪器菜单首项（频域、时域、点迹）选为点迹； 

· 在点迹菜单下将测试用的频率设置好； 

· Bθ即起始记录点，一般定为 270°； 
· Δθ即每隔多少度记一点，一般定为 1°； 
· NΔθ即终止记录点一般为 360°，即记录时由 270°经过  0°、90°、180°，再

到 270°一共 361 点。 
仪器已按上标准作法设置好了，一般不必改动。 

3．设置参考方位 
· 控制器置手动（MAN），接通电源； 

· 按控制器右转（或左）按键，将天线转到底使其限位停下； 

· 左右微动使得转台停在指示灯亮的方位上，以这点为参考方位。此点习惯上为-90°

(或 270°)； 

· 将待测天线的-90°(或 270°，即天线讯号的 小值处)方向，对准发射天线并固定

之。 
4．校 大值 

· 菜单右下角数目字即代表讯号强度， 小为 000， 大为 210，可用来对天线 大值，

发射天线 

放大器 

低损耗电缆 两电缆不宜交叉，不要靠近 

天线架设宜

高些≥2M，以

减少人的影

响 

待测天线

D≥2D2/λ



 76

可按仪器→或←键以选择合适强度，以避免 大值饱和； 

· 控制器置手动（MAN），左右转动以便找到 大值。找到 大值后，按下仪器执行键。

即完成了校 大值步骤，此时屏幕右下角显示测试频率值。校 大值要求并不严格，只要正

负误差不超过 6dB 即可，仪器会自动归一。因此宽波瓣可在转动中进行校 大值。 

5．测试 
· 按控制器右转（或左）键将天线转到底使其限位停下，然后再按一次仪器执行键，

仪器进入测试状态，画面转为直角坐标；再按入控制器自动（AUTO）键使天线按 270°→ 0°
→90°→180°方向旋转；过 270°后仪器即进入记录状态，这样记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完整

的主瓣与尾瓣； 
· 测完后，转台自动反转，待转到天线 大值方位时，按开控制器自动键使转台停下，

以便进行下一个测试。 
6．处理 

测完 360°后，仪器会自动归一，画面为直角 XY 坐标，水平 360°，垂直 50dB。 
· 按暂停键（即菜单键），出现 X，Y；对数；幅度；打印； 
· 光标在 X，Y 下时按→键，可选极坐标ρ,θ； 

· 光标在对数下时按→键可选线性或对数，一般极坐标应选线性，选定后按执行键； 
· 光标在幅度下按→键可选相位。相位只有 XY 坐标； 
· 光标在打印下，按执行键即可打印出与屏幕相对应的曲线； 
· 若想打 A4 幅面图形，请按接串口方法处理，接串口时不要按暂停键。 
注意：右转停下进行测试与左转停下进行测试的方位角的方向是相反的，可根据习惯自

行选定。选定后，不宜变动，否则 大值的偏斜角会搞错。 
四. 实验报告 

打印出八木天线水平极化的极坐标方向图。 
附言：  有条件的话，不妨先测单独一个折合振子的方向图，再测加一根反射体时的方向图，

下面再测加一根或多根引向体后的方向图。 
 
8.9 圆极化天线的测试 

圆极化天线的阻抗测试或驻波比测试与一般天线相同，不再重复。 
圆极化天线的方向图测试，也与一般天线相同，但需要约定测试方法，否则方向图将

不止一两张。 简单的还是用圆极化天线发，圆极化天线收，只测一张方向图。 
圆极化天线比一般天线要多两项测试：轴比与极化的旋向. 

8.9.1 测瓷介质天线的轴比 

一．实验目的 
轴比    椭圆极化波的长短轴之比即轴比；圆极化时的轴比为 1，用 dB 表示时为 0dB，

一般圆极化天线的轴比要求在±3dB 以内。 
轴比的测试    类似方向图测试布置，下边是待测天线，上边是线极化天线。一个发，

一个收，一个固定，一个能旋转。至于谁发谁收？谁固定谁旋转？当视设备是否方便而定，

没有必须遵守的规定。在指定方向，旋转（在与两天线的连接线垂直的面内）带来的信号起

伏即为轴比。 
二．实验准备 

PNA3732（或 PNA3733）及其全套附件，待测瓷介贴片天线一个，偶极子天线一个。   
三．测量步骤 

1．线缆的连接 
· 二天线距离应大于 2λ；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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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控制电缆一头接在控制器上，一头接在转台上； 
· 将方位电缆一头接在仪器上，一头接在转台上； 
· 将连接电缆一头接在仪器的输出口上，一头接在发射天线(偶极子天线)上，固定在

轴比测试悬架上； 
· 将另一根连接电缆一头接在仪器的输入口上，一头接在转台的天线连线输入口上，

转台侧面的天线连线输出口上，用连接电缆与接收天线(瓷介贴片天线)相连，固定在转台天

线支架上，并处转台中心。置于发射天线(偶极子天线)下，且正对偶极子中心。 
  2．仪器的设置 

· 仪器预热 30 分钟后，将仪器菜单首项（频域、时域、点迹）选为点迹； 

· 在点迹菜单下将测试用的频率设置好； 

· Bθ即起始记录点，一般定为 270°； 
· Δθ即每隔多少度记一点，一般定为 1°； 
· NΔθ即终止记录点一般为 360°，即记录时由 270°经过   0°、90°、180°，

再到 270°一共 361 点。 
仪器已按上标准作法设置好了，一般不必改动。 

3．校 大值 
· 菜单右下角数目字即代表讯号强度， 小为 000， 大为 210，可用来对天线 大值，

可按仪器→或←键以选择合适强度，以避免 大值饱和； 

· 控制器置手动（MAN），左右转动以便找到 大值。找到 大值后，按下仪器执行键。

即完成了校 大值步骤，此时屏幕右下角显示测试频率值。校 大值要求并不严格，只要正

负误差不超过 6dB 即可，仪器会自动归一。因此宽波瓣可在转动中进行校 大值。 

4．测试 
· 按控制器右转（或左）键将天线转到底使其限位停下，然后再按一次仪器执行键，

仪器进入测试状态，画面转为直角坐标；再按入控制器自动（AUTO）键使天线按 270°→ 0°
→90°→180°方向旋转；过 270°后仪器即进入记录状态，这样记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完整

的主瓣与尾瓣； 
· 测完后，转台自动反转，待转到天线 大值方位时，按开控制器自动键使转台停下，

以便进行下一个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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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处理 
测完 360°后，仪器会自动归一，画面为直角 XY 坐标，水平 360°，垂直 50dB。 
· 按→或←键移到 小值处数值即为轴比 
· 光标在打印下，按执行键即可打印出与屏幕相对应的曲线； 
· 若想打 A4 幅面图形，请按接串口方法处理，接串口时不要按暂停键。 

四. 实验报告 
 打印出轴比圆图。 

注：几点说明 

水平极化：水平放置的半波振子能辐射或接收水平极化波。 

垂直极化：垂直放置的半波振子能辐射或接收垂直极化波。 

圆极化：两个互相垂直放置的半波振子，馈电幅度相等而相位相差 90°时，能辐射或

接收圆极化波，当上面三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时，即退化为椭圆极化波。极端情况下，短轴

为零即成为线极化波；线极化波可能是斜的，但一般常用水平与垂直两种。 

轴比：椭圆极化波的长短轴之比即轴比；圆极化时的轴比为 1，用 dB 表示时为 0dB,一

般圆极化天线的轴比要求在±3dB 以内。 

轴比的测试：类似方向图测试布置，一边是待测天线，一边是线极化天线。一个发，一

个收，一个固定，一个能旋转。至于谁发谁收？谁固定谁旋转？当视设备是否方便而定，没

有必须遵守的规定。在指定方向，旋转（在与两天线的连接线垂直的面内）带来的信号起伏

即为轴比。 

交叉极化：当只需某一种极化时，则另一种极化即为交叉极化。如水平极化天线因平衡

不佳而出现垂直极化分量时，此分量即交叉极化；交叉极化应比主极化低 20dB 以上。 

圆极化旋向的判别：用两只旋向相反的螺线天线，按测方向图放置，测其与待测天线之

间的空间传播插损，其旋向当与插损小的螺线天线的旋向相同。螺线天线当在五圈以上，周

长约为波长，间距约四分之一波长即可。 

圆极化天线的方向图：圆极化天线的方向图不象线天线那样简单，需要约定测试方法，

否则方向图将不止一两张。 简单的还是用圆极化发，圆极化收，只测一张方向图。 
8.9.2 判别瓷介贴片天线圆极化的旋向 
一．实验目的 

有时圆极化天线的旋向不明需要判别，通过本实验了解一种判别方法。 
二．实验准备 

PNA3732（或 PNA3733）及其全套附件，待测瓷介贴片天线一个，左旋螺线天线

一只，右旋螺线天线一只。按瓷介贴片天线的尺寸设置扫频方案。建议 BF=2445 MHz，

⊿F=1 MHz，EF=2455 MHz，n=11。 
三．测量步骤 

· 按测插损连接，仪器置插损档； 

· 将连接电缆一头接在仪器的输出口上，一头接在待测天线(瓷介贴片天线)上；固定

在测试支架上。 
· 将另一根连接电缆一头接在仪器的输入口上，一头接在转台的天线连线输入口上，

转台侧面的天线连线输出口上，用连接电缆与接收天线(右旋螺线天线)相连，固定在转台天

线支架上。使二天线在同一水平面上。如图 
· 校直通 
· 取下右旋螺线天线换上左旋螺线天线，若此时插损为负值，则待测天线为右旋。若

此时插损为正值，则待测天线为左旋。 

四. 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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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出测试结果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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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其 它 
 
9.1 关于噪声   

收音机收弱台时，会听到沙沙声，这就是听得见的噪声。而分子热运动产生的噪声为白

噪声，频谱极宽而且均匀。A 显示器上看到的称茅草，B 显示器或电视上看到的称雪花。看

不到的只好用功率电平来表示。 
 9.1.1 电阻噪声功率 P0 

电阻上噪声电压为 V，有公式 V2=kTRB 
k 为波耳兹曼常数 1.38×10-23 焦耳/度（K 绝对温度） 
T 为电阻的绝对温度 
R 为电阻的阻值 
B 为测试设备的带宽 
在电阻为 50Ω，温度 T0为 290°K，带宽为 1Hz 的情况下，P0=4×-1810mW= -174dBm. 

 9.1.2 噪声系数 F 
信噪比是衡量信号质量的基本指标，通过一个两端口网络（比如低噪声放大器 LNA）

后，信号是放大了，但信噪比却降低了。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指标——噪声系数 F。 

输出信噪比

输入信噪比
==

oo

ii

NS
NS

F
/
/

 

噪声系数有时用功率倍数表示，有时用 dB 值(即 10log F)表示。 
 
接收设备的底噪= (-174+10log B+10log F)dBm ， 
 
而被测信号必须高于底噪 10 分贝以上才比较可信。由此可见噪声系数对接收设备灵敏

度的影响。 

假如前放有三级则
21

3

1

2
1

11
GG

F
G

FFF
−

+
−

+=  第一级的影响 大。 

 9.1.3 用 Y 因子法测量 F 

收功率指示噪声源断电时的设备接

收功率指示噪声源通电时的设备接
=Y  

)1/( −= YENRF ，若用分贝值则 )1log(10 −−= YENRF dBdB  

当功率指示用 dB 时，若两次 dB 差为 D，则
10/10DY = ，即将 0.1D 在计算器上取反对

数即得。 
ENR 为噪声源的超噪比，标明在噪声源上。当超噪比过大时，可用衰减器进行衰减。

注意：衰减器衰减的是超噪比，即新的超噪比等于原超噪比减去衰减器的分贝数。 
 
9.2 电视台场强公式 
 9.2.1 自由空间的场强公式 

设台到观察点距离为 R，功率 P 当均匀分布在 4лR2 的球面上。再考虑到天线增益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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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点的功率流量=PG/（4лR2）,而平面波的功率流量=E0
2/(120л)，所以 

    
R
PGE 30

0 =  

 9.2.2 地平面的影响 
假定地平面无穷大，用影像法可得

地面因子 F 为： 

θβθβ sinsin HjHj eeF −−=  

=2 )sinsin( θβH 当βHsinθ很小时 

θβ sin2 H≅ 当θ很小时 

R
hHβ2≅  

 
 9.2.3 考虑地平面影响后的场强 E 

      Hh
R

PG
R
hH

R
PGFEE ××=×==

λ
πβ 430230

20  

        2

8.68
R

PGHh
λ

=   当 P 改用 kW, R 改用 km 

        62 10
10008.68
×

=
R

PGHh
λ

mmV
R

PGHh /18.2
2λ

≅  

 注：• 公式未考虑地面弯曲 
• 公式是按水平极化推出的，频率较高时（30MHz 以上），地平面对垂直极化波低檫角 

呈介质特性，地平面场强为零（与低频大相径庭）。故此式仍可用于垂直极化波估算。 
• 对于全向天线，G=2D/λ.  D 为天线垂直口径。 

 

9.3  关于互调 
  • 互调与交调   两者经常混用，其实是有差别的。互调指的是两载波之间所发生的调制，

而交调是指两基带信号（如音频或视频）之间所发生的调制。 
• 三阶互调    三阶互调分两类：有源器件的三阶互调分量一般只能做到负数十分贝。无

源器件的三阶互调分量能做到负百余分贝。 
三阶互调产物中主要成分是：某个频率的二次谐波与另一个频率的差拍所产生的信号，

而不妙的是又刚好落在接收频带之内。 
无源三阶互调 PIM   互调之所以产生，来源于器件具有某种非线性参数，如接触不良，

含有铁族元素，镀层不对等等。通常要镀银，银层 7μ才行。 
• 三阶互调截获点   IP3  它是用来估算放大器件三阶互调分量的，三阶互调分量与基波

的分贝差值为基波与三阶互调截获点之间分贝差值的两倍。如 IP3  为 30dBm，输入信号为

0dBm，则三阶互调分量当为-60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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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测材料射频电磁参数的几种方法简介 
材料在射频时的电磁参数与低频时的电磁参数是不同的，需要在使用频率下进行测

试。常用的方法有下面几种： 
1、谐振腔法 

     适于测双面覆铜板的 rε 与Q值。也适于测陶瓷。 

     只能测出点频的数据，而且频率不易控制。 
     样本要做成腔体。 
 
2、λ/2 短路线法 

       适于测较低的 rε  

     只能测出点频的数据，而且频率不易控制。 
     样本要做成外径 7 毫米内径 3 毫米长 58 毫米（或 68 毫米）的套筒。 
 
3、探头法 

       适于扫频测液体在不同频率下的
'ε 与 "ε 。也能测带有平面的物体或粉状 

       物体的
'ε 与 ''ε ，但与粉状物体的压紧程度有关。 

4、垫圈法 

       适于扫频测高损耗材料的全部电磁参数
''' εε + 与

''' μμ + 。 

     样本要做成外径 7 毫米内径 3 毫米的垫圈。厚度有 0.5；1；2；3；4；5 
（单位毫米）6 种可选。 

 
5、双锥同轴线法 

       适于扫频测织物（如做防护服的纺织品）的屏蔽度。 
       使用频率 30～1500MHz. 
       样本需剪成 133 毫米直径圆片。 
 

6、吸波材料反射系数的测试 
在微波暗室内用两只喇叭，一发一收，测其间由样本产生的反射信号。 
要有时域软件以消除互耦，并修正空间散开损耗。 

 
9.5 双面覆铜板εr与 Q 的测量 

一般材料给出的性能参数，只适合于较低频率。而较高的频率下的参数需要自行测 

量。通过实验了解一种用薄的方（或圆）腔谐振来测量双面复铜板参数的方法。 

测量原理与准备 

1.  公式推导：对于长 a，宽 b，高 h的距形腔其谐振波长 :          

                     0λ =
( ) ( ) ( )222 ///

2

hpbnam ++
    

     对于复铜板，h 不大，故 P=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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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简单起见，  取 a=b， m=n=1， 则  0λ = a2    

     有介质时 0λ = arε2     

     所以 rε = 2

2
0

2a
λ

         若 f 用 GHz 表示，则  rε = 22

45000
af

    

     若 a 取 50    则 

                      rε =
)(

18
2 GH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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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图 

    在两边用Φ3 平顶钻                 
将上面一层铜箔去

掉，不要打穿介质。 

 

 

 

 

 

 

 

    3．准备两根只有一头有连接器的电缆，或将一根两头带连接器的电缆沿中心剪成两根。 

测量步骤 

·PNA3621 或 3623 置测插损档。 

·扫频方案：先扫宽一些，以便找到大致谐振点；如 BF=1400，⊿F=20，EF=3000MHz。 

·用一根短电缆连接

仪器的输入与输出端口校

直通。 

·取下短电缆，换上

两根只有一头有连接器的

电缆，将两根电缆的端面

对在样本的两个铜箔剥去

的圆孔上，屏幕将显出一

个谐振波形。这就知道了

大致的谐振频率。 

 

    ·仪器复位，以大致

的谐振频率为中心重设扫频方案，⊿F 改为 1MHz，从新用一根短电缆校直通，再换上两根只

有一头有连接器的电缆，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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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下或打印出测量数据，插值找出谐振点的频率 f与 3dB 带宽 BW。按公式计算： 

          rε =
)(

18
2 GHzf

；   如测得 f 0为 2.63GHz, 则  rε = 263.2
18

=2.6 

              
BW

fQ =  ；如 BW=8.6MHz，则 294
6.8

2630
==Q    

              
Q
1tan =δ  =0.0034 

注：当样本为圆形时， rε 公式有变（推导从略）； 

              22

52736
Dfr =ε ；式中 f 的单位为 GHz， D为直径，单位为毫米。 

 

9.6 用λ/2 短路线测εr 

此法的实质是测一段已知长度的同轴线，在什么频率下的相移为 360°。 

    −=−= rl εβφ 2 λε /720 rl = rr lflf εε 4.2300/720 −=−  

式中 f 的单位为 MHz，l 的单位为米，现在的线长为 0.058 米，所以： 

    fr /2.2586=ε  

由于短路时的相位为 180°，所以只要找出被测λ/2 短路线的反射相位 靠近 180°时

的频率，即可算出相对介电常数εr 。 
1. 实验目的 

掌握一种在射频频率下，测试相对介电常数εr的方法。 
2.  实验准备 

      PNA362X 及其全套附件，待测样本已装入的λ/2 短路线一根， 
      扫频方案设为 BF=1785MHz,  ⊿F=1MHz,   EF=1865MHz。 

3.  测试 
   · 仪器按测回损连接，电桥测试端口接上保护接头，按执行键校开路。 

   · 在保护接头上接上短路器，按执行键校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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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拔下短路器，接上待测样本。此时屏幕上已出现输入阻抗轨迹。 
   · 移动光标，找出反射相位φ 靠近 180°时的频率 f 。 

     · 代入公式，算出εr 
            εr=（2586.2/f）2 
 
9.7  介质探头及其使用 

介质探头是用来测试液体的复相对介电常数的，当然也能测半流体、柔软的固体，以

及有平整部分的固体。只要能与探头贴紧，即可由 PNA362X 系列矢量网络分析仪测出其反

射系数，然后送到 PC 机，再由 PC 机计算后显示其相对介电常数ε′与损耗系数ε″对频

率的关系曲线，也可用打印机打印测试曲线与数据。 

不同的介电常数大小与测试频率范围，需要不同的探头，仪器常规配置的探头其同轴

线外导体内径 d 为 3 毫米，适于在 0.2～6GHz 频率范围内对水及其混合物进行测试。只适合

高介电常数与高损耗系数的测试，不适合低介电常数与低损耗系数的测试。 

测试步骤： 

· 仪器按测回损连接，模式置常规，设置好扫频方案。在电桥测试端口（或经转换）

接上介质探头，在介质探头开路的情况下进行开路校正。 

· 用薄铜皮将介质探头口压紧，使其内外导体短路后进行短路校正。校正后光点应

集中在 R=0 处成一点，若不能集中成一点，则尚需复位后重校。 

· 去掉短路片，光点应集中在 R=∞处成一点。 

· 待测物置于器皿中，放在托架的底座上。将电桥置于托架孔内，调节托架高度，

使得探头平面与液面正好接触或埋入一点（液面不宜超过连接器接口）。参见照片图。探头

放入时，注意应斜着进入后再放直，必要时晃动一下，避免在探头表面出现气泡。 

·输入校正系数 K 值（与探头尺寸有关）。 

·仪器屏幕显示出待测物对探头的反射特性（阻抗轨迹），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相对

介电常数ε′与损耗系数ε″两条曲线。可以选择打印曲线与数据。曲线示意图如下： 

注意事项： 

· 扫频测试曲线会有起伏，可以人工取中间值，或用软件平滑之。 

· 探头不用时应擦干并置盒内待用。作开路校正时，必须保证探头端面是干燥且干

净的。 

 · 探头开路时，光点应集中于 R=∞这一点上，短路时光点应集中于 R=0 这一点上。若

不能集中于一点，有几种原因：预热时间不够、短路校正时接触不良、仪器或连接电缆有故

ε′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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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 当短路不易取得好结果时，可在电桥测试端口（或转换口）进行开路校正后接上短

路器进行短路校正。然后接上探头，按菜单键进行移参，估计探头电长度试凑使得光点在

R=∞附近后，再与备测物接触进行测试。 

    · 高测试频率由开口同轴线外导体内径 d 决定，d≤
'2/ ελ  

即 d 应当小于导内半波长。d 为 3 毫米者称 3 毫米探头，校正系数 K 值约为 6400。d 为 7 毫

米者，称 7 毫米探头，校正系数 K值约为 2700。 

    · 在 20°C 时，蒸馏水的
'ε 为 80，若测试值不在 80 左右，应修正校正系数 K 值，使

得测试值在 80 左右。不同探头的校正系数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校正系数 K 值是不变的，不

必经常校正。 
·用探头测粉料与粒状料也是可能的，但与颗粒大小，压紧程度有关。要能稳定测试状

态，才能取得稳定数据。 

·当测试频率较低或待测物的
'ε  较低时，就得换用 7 毫米探头（选件）。用 7 毫米探

头时，测试频率不宜超过 3000MHz。 

测液体介电常数时的界面操作 

1．实时测量 

·在 PC 机内装上 PNA 介电常数软件，并将图标放在桌面上。 

·接好串口电缆。 

·测量模式置常规（不能选精测），在 PNA 已正常测试的情况下，双击“PNA 

介电常数”图标。 

·在 PNA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系统界面上，点击测量设置，再点击实时测量。 

·选 1 口，输入系数 K后，按 ENTER，再按 Y。屏幕显出测试曲线。 

·测试完后，按 ESC 键，再按↓键到 QUIT，按 ENTER，再按 Y，退出。 

2．修正校正系数 K 值 

·在 20°C 时，蒸馏水的
'ε 为 80，若测试值不在 80 左右，应修正校正系数 K 值，使得测

试值在 80 左右。 

·反复退出与试凑系数 K，使得测试值在 80 左右后，从而得到新的 K 值。 

3、改变量程 

  · 当测量值在 10 以下时，可以改变量程后再进行测试。 

  ·按 ESC 键，再按↓键到 SCALE，按 ENTER 键，出现 10.00,再按↓键出现 1.00 

按 ENTER 键，再按↓键到 DATA TRANSFER 即可。 

4、打印曲线 

  ·按 ESC 键，再按↓键到 SAVE FILE ，按 ENTER 键形成*。LIN 文件。 

·输入文件名，按 ENTER 键后。退出回到 PNA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系统。 

·点击图形处理，点击测量数据绘图，点击数据输入，点击线性幅度，点击数据输入，点

击文件名，点击确定，再点击精密打印即可。 

·点击退出，回到 PNA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系统。 

5、打印数据 

  ·在 PNA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系统界面上，点击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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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垫圈法 

扫频测高损耗材料的全部电磁参数
''' εε + 与

''' μμ + 。 

1、思路 
       将待测材料做成垫圈状，置于同轴线内形成一段有耗同轴线；先后测出其末端开路 

时的输入阻抗 Zino 与短路时的输入阻抗 Zins，即可算出其复介电常数与复导磁率。 
2、具体做法 

   ·用模具将待测材料做成外徑Φ7 内徑Φ3 的垫圈，厚度可在 0.5、1、2、3、4、5 中进 

行选择。 

·仪器置测回损状态，按需要设置扫频方案。 

·按测回损状态连接电缆与电桥，电桥测试端口朝上并接上专用测试座。 

·在测试座端口接上开路器，进行开路校正。 

·在测试座端口接上短路器，进行短路校正。 

·在测试座端口接上末端开路的待测短线，待测试曲线稳定后，在 PC 机界面上点击介电 

常数即可显出
,ε 与

,,ε 。 

·在测试座端口接上末端短路的待测短线，待测试曲线稳定后，在 PC 机界面上点击导磁 

率即可显出
,μ 与

,,μ 。 

3、公式推导 

   · 111111 ))(( CLjCjGLjR ωωωγ ≅++=  

     同轴线中
d
DL ln

21 π
μ

= ， 
)/ln(

2
1 dD

C πε
=  代入上式得： 

rrjj εεμμωμεωγ 00== ，   mH /104 7
0

−×= πμ ， )36/(10 9
0 πε −=  

     rrrr jfj εμβππεμπγ =××= −− 36/101042 97
，  λ/103 8×=f  

   ·
d
DZ

r

r
c ln

2
1

0

0 ××=
εε
μμ

π
，  π

ε
μ 120

0

0 =   ，  
d
DZ

r

r
c ln60

ε
μ

=  

     通常空气同轴线特性阻抗为 50，加入介质后 rrcZ εμ /50= 。 

   · tjtZtthZZ rccins βμγγ 50=≅= ,  
tj

Zins
r β

μ
50

=  

     =≅= tZtcthZZ ccino γγ /
tj rβε

50
    

tjZino
r β
ε 50

=  

     式中 t为垫圈厚度。 

4、软件设计要求 

   ·选择试样厚度：0.5、1、2、3、4、5 六种。 

   ·测试后串口先后送来两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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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ΦΓ 由 BF 到 EF，共 N 个点，1 81≤≤ N . 

          ss ΦΓ , 由 BF 到 EF，也是 N 个点。 

      Γ为反射系数，Φ为相位。下标 o 为开路，s 为短路。in 为输入，有时省去。 

   ·计算阻抗 

          I=ΓCosΦ, Q=ΓSinΦ 

          2
0

2
0

2
0

2
0

0 )1(
1

50
QI

QI
R

+−
−−

×= ,  2
0

2
0

0

)1(
100

QI
Q

X o +−
=  

          22

22

)1(
1

50
ss

ss
s QI

QI
R

+−
−−

×= ,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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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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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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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介电常数与导磁率 

          
ftXR

X
)(

2387
2
0

2
0

0'

+
=ε ，   

ftXR
R

)(
2387

2
0

2
0

0"

+
=ε 。 

          
ft

X s955.0' =μ  ，       
ft

Rs955.0" =μ  。 

5、讨论 

   ·公式推导中的第一个近似是在推导γ 时，将同轴线看成是无耗的，但实际上是有耗的。 

     不这样做公式化不简，有多大影响未知。 

   ·实际测试中，严格的开路是很难实现的，除非在点频的情况下。 

   ·公式推导中的另一个假设是垫圈厚度很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 ttcthttth γγγγ /1, ≅≅ 。 

     在允许误差 10%的情况下，测介电常数时 )/(26 rft ε≤ ，f的单位为 GHz。 t 的单位 

为 mm。 

     在允许误差 10%的情况下，并且
,,, μμ = ，测导磁率时 ft /18≤ 。 

 

9.9 双锥同轴线法 
扫频测织物（如做防护服的纺织品）的屏蔽度。 
测试织物屏蔽度可用场强法，但要求有暗室等等设施，不如双锥同轴线法来得简单。 
双锥将外导体内径由 7 变到 76.2（3 吋），样本大些更符合实际情况。具体做法如下： 

  • 将待测织物剪成ф133×76 垫圈，ф33 圆片，ф133 圆片各一只。 

  • 取下上锥，将ф133×76 垫圈置下锥法兰盘上，再将ф33 圆片置下锥内导体上，保持同 
心。放上上锥，接上电缆校直通。 

  • 取下上锥，取下ф133×76 垫圈与ф33 圆片，放上ф133 圆片，放上上锥，即得屏蔽度。 
注：国内外有多个标准对此法进行了规定，但尚有多处值得商榷。 
  · 横放存在的问题  双锥要用螺栓固定，由于双锥较重，至少要两个人才能操作。另外

由于织物是软的，呆不住。我们改成竖放后，靠单锥的重量即可将样本压住，没有必要用四

个尼龙螺栓固定，单人即可操作。织物也不存在呆不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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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内导体端面间隙问题  经计算不宜大于 7μ.这是很难做得到的。即使按标准加工，

也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将内导体端面改成可调的，既消除了间隙，又降低了加工难度。 

  · 军标规定驻波比≤1.2， 这个要求是不必要的，即使驻波比 1.5 所引入的误差也不过

0.18 分贝，相对于数十分贝的屏蔽度来说，可以不记。我们做的驻波比≤1.4. 

  · 规定使用频率 30～1500MHz.，因为 1500MHz 以上已过模；但实验表明即使测到到

3200MHz.，数据仍然合理。 
  · 30MHz 以下，直到音频，两锥之间测电耦合已不再有效。要改用磁路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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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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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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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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dBm 与 50Ω线上电压对照表 

功  率            dBm          电压（有效值）        电压（峰峰值）   

1000000W=1MW         90              7.07 KV                 20 KV 

100000W=100KW        80             2.236 KV              6.325 KV 

10000W=10KW          70             0.707 KV                  2 KV 

1000W=1KW            60             223.6  V              632.5  V 

100W                 50              70.7  V                200  V 

10W                  40             22.36  V              63.25  V 

1W                   30              7.07  V                 20  V 

100mW=10
-1
W           20             2.236  V              6.325  V 

10MW=10
-2
W            10             0.707  V                  2  V 

1mW=10
-3
W             0              223.6 mV             632.46 mV 

100μW=10
-4
W         -10              70.7 mV                200 mV 

10μW=10
-5
W          -20             22.36 mV              63.25 mV 

1μW=10
-6
W           -30              7.07 mV                 20 mV 

100nW=10
-7
W          -40             2.236 mV              6.325 mV 

10nW=10
-8
W           -50             0.707 mV                  2 mV 

1nW=10
-9
W            -60             223.6μV            632.46 μV 

100pW=10
-10
W         -70              70.7μV                200 μV 

10pW=10
-11
W          -80             22.36μV              63.25 μV 

1pW=10
-12
W           -90             7.07 μV                 20 μV 

100fW=10
-13
W         -100           2.236 μV              6.325 μV 

10fW=10
-14
W          -110           0.707 μV                  2 μV 

1fW=10
-15
W           -120            223.6 nV             632.46 nV 

100aW=10
-16
W         -130             70.7 nV                200 nV 

10aW=10
-17
W          -140            22.36 nV              63.25 nV 

1aW=10
-18
W           -150             7.07 nV                 20 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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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段划分与波长对照表 
 

频率 f     100 KHz    200 KHz   300 KHz      400 KHz    500 KHz 
波长λ    3000 m     1500 m     1000 m       750 m      600 m 
 
频率 f     0.5 MHz    1 MHz     1.5 MHz     2 MHz      3 MHz 
波长λ    600 m      300 m      200 m       150 m      100 m 

 

频率 f     3 MHz     6 MHz     12 MHz      25 MHz     30 MHz 
波长λ    100 m      50 m       25 m        12 m       10 m 

 

频率 f     30 MHz    60 MHz    120 MHz     250 MHz    300 MHz 
波长λ    10 m       5 m        2.5 m        1.2 m      1 m 
 
频率 f    300 MHz    450 MHz   600 MHz     750 MHz    1000 MHz 
波长λ   100 cm      75 cm     50 cm        40 cm       30 cm 

 

频率 f    1000 MHz   1250 MHz  1500 MHz    1600 MHz   2000 MHz 
波长λ    30 cm      24 cm      20 cm       18.75 cm     15 cm 
 
频率 f    2000 MHz   2400 MHz  2500 MHz    3000 MHz   4000 MHz 
波长λ    15 cm      12.5 cm    12 cm        10 cm      7.5 cm 

 

频率 f    4 GHz       5 GHz     6 GHz       7.5 GHz     8 GHz 
波长λ    7.5 cm      6 cm      5 cm         4 cm       3.75 cm 
 
频率 f    8 GHz      9 GHz      10 GHz      11 GHz     12 GHz 
波长λ    3.75 cm    3.33 cm     3 cm        2.73 cm     2.5 cm 
 
频率 f    12 GHz     13 GHz     15 GHz      16 GHz     18 GHz 
波长λ    2.5 cm     2.3 cm      2 cm        1.875 cm    1.66 cm 

 

频率 f     18 GHz     20 GHz    23 GHz      25 GHz     27 GHz  
波长λ    1.66 cm     1.5 cm     1. 3 cm      1.2 cm      1.11 cm  
 

频率 f     27 GHz     30 GHz    33 GHz      37 GHz     40 GHz 
波长λ    1.11 cm     1 cm      0. 9 cm       0.8 cm      0.75 cm 

 

频率 f     40 GHz     60 GHz    100 GHz     200 GHz    300 GHz 
波长λ    7.5 mm     5 mm      3 mm        1.25 mm    1 mm 

长波 

中波 

高频 

短波 

甚高频 

米波 

超高频 

分米波 

L 波段 

S 波段 

10 公分波段 

C 波段 

5 公分波段

X 波段 

3 公分波段

KU波段 

两公分波段 

K 波段 

大 1 公分波段

Ka波段 

小 1 公分波段

毫米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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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不确定度-40dB 时测试正常示值范围 
 

  驻波比     回  损      驻波比        回   损          反射系数  

  标称值     标称值      示值范围      示值范围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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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66～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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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系数只在打印《反射》时出现，屏幕上无此读数。 

    3．回损 大值为 96，是因为 PNA36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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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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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由反射引入    回损,驻波比与反射系数对照表 

驻波比  回损-dB  反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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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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正  “实用射频技术” 
 
订正  “实用射频技术”书中，尚有如下错误，请更正。 

序号  页码  行位    原为              应为 

1    Ⅳ   倒 5 中  19                20 

2    Ⅺ   倒 1 中  开氏温度          凯氏温度 
  3    19   表 2.1   37.4               37.5 
  4    19   表 2.2   6.7                67 
  5    28   14 末   [7]                [2] 
  6    46   图 4-8   0.6                0.8 
                    0.4                0.6 
                    0.2                0.4 
                    0.0                0.2 
                                       0.0 
  7    55   倒 2 末  0.9   1.0   1.0     0.9   1.0   1.1 
  8    69   10 末    如下              如下（式中 w 为方板线宽度，d 为内导体直径）     
  9    81   倒 10    套筒天线          表述并不确切，尚未做过。 
 10    87   倒 10 末  同向波前          同相波前 
 11    90   倒 1     面上               面上。图 6-19 的间距同图 6-21. 
 12   125   倒 10    6700….17860       6370     17000 
 13   177   倒 4     测试。             测试。特性阻抗可任选。 
 14   200   倒 1     电感性。           电感性。片状电阻也不例外。 
 15   201   图 11-4a  λ/7              λ/2 

 16   215   8 末     ρ=1.05            ρ≤1.05 
 17   224   3        24cm…移-0.240     29.1cm…移-0.291m 
 18   232   17 中    两三个倍频程       覆盖比为三倍有余 
 19   232   18 首    三个倍频程         覆盖比为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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