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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基础知识（第 1 部分） 
功率、历史、定义、国际标准和可追溯性介绍 AN 1449-1，文献号 5988-
9213CHCN 
第 1 部分介绍了功率测量的历史基础，并给出了均值、峰值和复杂调制的定义。 本应用指南概述了各种测
试信号所需的各种传感器技术。 描述了功率国际可追溯性的层次结构，并与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等
全球国家测量机构 (NMI) 的国家标准进行了比较。 最后，针对传递校准系数和不确定度，对功率传感器比
较程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检验。 提供的词汇表适用于全文四个部分。 

 

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基础知识（第 2 部分） 
功率传感器和仪表 AN 1449-1，文献号 5988-9214CHCN 
第 2 部分介绍了开发各种未知调制和待测信号所需的所有可行传感器技术。 本部分开头对传感器技术以及
它们是如何满足某些测量需求进行了解释说明。 传感器家族从历史悠久的热敏电阻到创新的热电偶，再到
最新改进的二极管传感器，选择范围极其广泛。 其中特别指出了二极管组合的巧妙变化，可实现复杂调制
的超宽动态范围和平方律检测。 以强大的计算处理器为基础的新仪表技术实现了新的数据性能。 

 

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基础知识（第 3 部分） 
功率测量不确定度 - 依据标准为国际性指南 AN 1449-1，文献号 5988-
9215CHCN 
第 3 部分讨论了表达测量不确定度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失配考虑要素、信号流程图、ISO 17025 以及典型
计算示例。 详细信息在 ISO 17025《测量不确定度表达指南》中有描述，该指南已成为确定操作规范的国
际标准。 是德科技公司已从 ANSI/NCSL Z540-1-1994 过渡到 ISO 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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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基础知识（第 4 部分） 
用于射频/微波功率测量的是德仪表概述 AN 1449-1，文献号 5988-
9216CHCN 
第 4 部分概述了用于测量射频和微波功率的各种仪表，包括频谱分析仪、微波接收机、网络/频谱分析仪以
及最精确的方法、功率传感器/功率计。 本部分从未知信号、任意调制格式开始，进行了面向应用的比较，
以选出最适合的仪表技术和产品。  

本章节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最精确的方法、功率计和传感器上。 涵盖全面的选型指南、频率覆盖范围、对
比精度以及脉冲调制和复杂数字调制的动态性能等知识。 随着无线通信制式的进步及其对统计测量的需
求，了解这些知识现在尤其重要。 

 
 

 

  

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基础知识（第 1 部分） 
为方便用户，是德科技的《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基础知识》（应用指南 64-1，文献号 5965-
6330CHCN）已进行了更新，并划分成了四个技术专题。 以下摘要列出了这本功率测量基础
知识的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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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新的《射频和微波测量基础知识》应用指南系列（从前指南 64-1 演变而来）旨在： 

1.  保留有关射频/微波功率测量和技术的历史和基本考虑要素的教程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不会过时。 

2.  提供新的功率计和传感器技术的最新信息。 

3.  展示代表当前最先进水平的最新现代功率测量技术和测试设备。 

 

第 1 部分第 1 章回顾了功率测量在商业和技术方面的重要性、贸易公平性、测量不确定度的成本，以及同
一待测器件在世界两个地点的功率测量结果应相同的必要性。 然后简单介绍了功率技术的历史，以及峰值
功率技术的历史。  

第 2 章解释了为什么在开始功率测量任务时必须清楚了解待测信号的特性。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新
的复杂调制组合的出现，还提出了用户在思考使用哪种传感器技术时必须要考虑的信号格式问题。 

本应用指南接下来还定义了各种单位术语和各种功率测量术语。 它展示了是德科技是如何顺应 IEEE 视频
脉冲标准以用于微波脉冲功率包络的。 对现代无线制式的简要描述展现了传感器性能对于准确捕获系统功
率是多么地重要。 从基础知识第 2 部分的完整描述中可以预览各种传感器技术和仪表。 

本章还提到了捕获和数字化现代无线系统中所使用的微波信号时需要考虑的要素。 通常包括脉冲载波加上
数字相位调制，它们看起来像噪声组合在同一信号上。 当使用数字采样型仪表进行测量时，强大的微处理
器可以运行统计例程，以显示面向特定客户需求的计算数据。 

第 3 章介绍了基本测量对国家和世界标准的可追溯性问题。 本章描述了国际可追溯性的层次结构，包括与
全球 NMI（如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国家标准的比较过程。 

本应用指南回顾了传感器校准过程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对可转移的传感器工件的需求，这些工件可以将 
NMI 的更高层次的不确定度转移到公司的主要实验室标准中。 还回顾了对脉冲功率传感器执行扩展校准过
程所需的特殊程序。 

注意：在本应用指南中，还大量参考了射频和微波功率测试基础知识系列的其他已出版部分。 为简洁起
见，我们将使用基础知识第 X 部分格式。这样可以确保您能够快速在其它出版物中找到相关内容。 封面内
侧提供了这套四部分系列的简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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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的重要性 
系统或元器件的输出功率电平通常是设计中的关键因素，并最终影响着几乎所有射频和微波设备的性能和
购买决策。 第一个关键因素是贸易公平理念。 当客户以商定的价格购买具有指定功率性能的产品时，最终
生产线测试的结果需要与客户的进货检验数据一致。 运输、验收、安装或调试阶段通常发生在不同地点，
有时跨越国界。 各种测量值必须保持在可接受的不确定度范围内。 

其次，测量不确定度会导致发射机的可实现性能出现歧义。 例如，10-W 的发射机的成本要高于 5-W 的发
射机。 两倍的功率输出意味着覆盖两倍的地理区域，或者通信系统的半径范围增加 40%。 然而，如果最终
产品测试的总体测量不确定度约为 ±0.5 dB，则实际发货的产品的输出功率可能比客户预期的低 10%，导
致运营利润率也相应降低。 

由于信号功率电平对整体系统性能非常重要，因此在指定构建系统的器件时，信号功率电平也很关键。 信
号链上的每个器件都必须从前一个器件接收正确的信号电平，然后将正确的电平传递给后一个器件。 功率
是如此重要，通常在每个级别进行两次测量，一次由供应商完成，一次是在进入下一个装配级别之前在验
收环节进行。 在更高的工作功率电平下，功率电平每增加一个分贝，就设计的复杂性、有源器件的费用、
制造技术、测试难度和可靠性程度而言，成本就更高。 

在微波频率下，1dB 功率电平所增加的成本更为明显，高功率固态器件本身成本也更高，而设计在电路中
以避免最大器件过载的保护频带也非常昂贵。 许多系统在正常运行期间会持续进行输出功率监控。 如此大
量的功率测量及其重要性决定了测量设备和技术必须准确、可重复、可追溯且方便。 

本应用指南和其它应用指南，旨在指导读者将这些测量质量常规化。 由于上文引用的许多示例都使用了
“信号电平”这一术语，因此很自然地更倾向于建议测量电压而不是功率。 在低频 （约 100 kHz 以下）
时，通常使用特定阻抗下的电压测量值来计算功率。 随着频率增加，阻抗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越来越
流行功率测量，而电压或电流则成为计算参数。 在从约 30 MHz 到光谱的频率范围内，直接测量功率会更
加准确且容易。 另一个有用性降低的例子是波导传输配置：电压和电流条件更难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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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测量简史 
从最早的射频和微波系统设计及应用开始，确定功率输出电平就必不可少。 以如今的标准来看，有些技术
非常原始。 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末、速调管微波功率管的发明者 Sigurd 和 Russell Varian 正处于其速调
管腔的早期实验阶段时，当时的检波二极管并不适合那些微波频率。 这个故事讲述了 Russell 在速调管腔
壁的适当位置巧妙地钻了一个小孔，然后在旁边放一个荧光屏。 这种技术足以揭示腔体是否处于振荡状
态，并在调整各种驱动条件时都能给出大概的功率电平变化指示。 

早期的一些大功率系统信号测量方法是将大部分系统功率吸收到某种终端、然后测量热积聚随时间的变化
关系来完成的。 例如，大功率雷达系统使用的是水流量热计。 水流量热计是通过将一块玻璃或低介电损耗
管以窄小角度插装在波导侧壁上而制成。 由于水是微波能量的极好吸收剂，因此功率测量只需测量水从输
入到输出的温升以及体积流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即可。 该技术的实用之处在于，水流在测量所需参数的同
时，也带走了待测源的大量热量。 这对于千瓦级和兆瓦级微波源的测量尤为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检波晶体技术从早期的方铅矿收音机（昵称“猫须”）发展出来，探测器的坚固性
也随之提高，并且能够在更高的射频和微波频率下工作。 它们与传输线更好地配合，通过运用灵敏检波器
及比较技术，可以根据校准信号发生器产生的已知功率值测量出未知的微波功率。 

随着传感元件的出现，电源替代方法应运而生，这些传感元件旨在将传输线功率耦合到微型传感元件中。1 
镇流电阻器属于正温度系数器件，通常是金属保险丝，但它们非常脆弱且容易烧坏。 热敏电阻传感器表现
的是负温度系数，更加坚固。 通过包含诸如 4 臂平衡桥的其中一臂这样的感应器件，在施加射频或微波功
率时，直流功率或低频交流功率就会被提取出来，从而保持桥平衡并生成功率替代值。2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同轴和波导热敏电阻传感器一直是最热门的技术。 是德科技是传感器和功
率计领域的领先创新者，其代表性型号包括 430、431 和 432 等。 随着热电偶传感器技术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初期进入市场，数字化仪表也应运而生。 一系列使用寿命超长的功率计也随之而来，例如 435、436、
437 和 438 等型号。 

  

 
1. B.P. Hand 的“直读 UHF 功率测量”，出自 Hewlett-Packard Journal 第 1 卷，第 59 号（发表于 1950 年 5 月）。 

2. E.L. Ginzton 的“微波测量”，出自 McGraw-Hill, Inc.， 发表于 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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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量热计在早期测量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干式量热计吸收系统功率，并能够通过测量温升随时间的变化
来确定系统功率。 是德科技的 434A 功率计（约 1960 年问世）是一款油流式量热计，最高量程为 10W，
它还采用了射频负载与另一个由直流电源驱动的同等负载进行热比较的方法。1 几家供应商出品的水流量热
计适用于为中、大功率电平。 

 

峰值功率测量发展史 
从历史上看，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雷达和导航系统的发展加速了脉冲射频和微波功率的应用。 磁控管
和速调管的发明带来了脉冲功率的概念，峰值功率测量方法也随之而来。 由于这些系统的基本性能主要取
决于辐射的峰值功率，因此可靠的测量非常重要。2 

早期的脉冲功率测量方法采用以下技术：1) 根据平均功率和占空比数据进行计算；2) 陷波功率计；3) 直流
脉冲功率比较；4) 镇流电阻器整合。 最直接的方法是使用典型的均值传感器来测量功率，然后将结果除以
用视频检波器和示波器测得的占空比。 

陷波功率计方法将未知的脉冲信号与通常来自与校准过信号发生器的另一个对比信号组合到一个检波器
中。 通过执行适当的视频同步，当发生未知的射频脉冲时，发生器的信号即刻被“陷切”为零功率。 微波
检波器对组合后的功率做出响应，允许用户将这两个功率电平设为在示波器轨迹上相等。 未知的微波脉冲
等于已知的信号发生器电平，校正了两条路径中的信号衰减。 

直流功率比较法使用已知的功率电平校准稳定的微波检波器，从其动态范围一直扩展到其线性探测区域。 
然后，未知的脉冲功率就可以出现在校准图表中。 是德科技的早期 8900A 峰值功率计（在 20 世纪 60 年
代早期收购 Boonton Radio 时一并获得其所有权）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 它使用了偏置检波器技术来
提高稳定性，测量范围从 50 至 2000 MHz，这使其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新兴导航脉冲应用的理想选择。 

最后是整流电阻集成仪表，这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其原理是测量吸收了未知峰值功率的微型金属线传
感器（整流电阻）中的快速温升值。3 通过确定传感器中的温升斜率，可以测量出峰值功率，峰值越高，温
升越快，温升斜率越大。 该测量非常有效，不受脉冲宽度影响，但遗憾的是，整流电阻器很容易损坏，且
动态范围较小。 在此期间，行业中也出现了其它的峰值功率计。 

  

 
1. B.P. Hand 的“适用于中等功率范围的自动 DC 至 X 波段功率计”，出自 Hewlett-Packard Journal 第 9 卷，第 12 号（ 发表于 1958 

年 8 月）。 

2. M. Skolnik 的“雷达系统简介”，出自 McGraw-Hill, Inc. （发表于 1962 年）。 

3. R.E. Henning 的“峰值功率测量技术”，出自 Sperry Engineering Review 期刊（发表于 1955  年 5 月 -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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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功率仪表领域的一项重大进展是在 1990 年推出了 8990A 峰值功率分析仪。 该仪表及其关联的两个峰
值功率传感器提供了对高达 40 GHz 的脉冲射频和微波功率包络的完整分析。 该分析仪能够测量或计算脉
冲波形的 13 个不同参数：8 个时间值（例如脉冲宽度和占空比）和 5 个幅值参数（例如峰值功率和脉冲顶
部幅度）。 

 

 

 

 

 

 

图 1-1.  典型的脉冲系统包络，含过冲和脉冲振铃，图中显示了 Keysight 8990A 用来表征时间和幅度的 13 个脉冲参
数。 

 

因为这是真正第一个测量如此多脉冲参数的峰值功率分析仪，是德科技凭借这一点为行业制定了某些脉冲
特征的统计术语，扩展了 IEEE 对视频脉冲特征的既有定义。 一个原因是仪表内的数字信号处理过程本身
就是基于统计方法。 这些脉冲功率相关定义在第二章关于定义的部分进行了完整阐述。 

然而，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新无线通信革命的兴起，对仪表表征复杂数字调制格式的需求催生了 Keysight 
E4416/17A 峰值和均值功率计，8990 功率计退出历史舞台。 对新的峰值和平均值传感器、功率计以及被
称为“时间选通”测量的包络表征过程的完整描述，见基础知识第 2 部分。 

本应用指南的大部分篇幅用于介绍自射频和微波早期时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更现代、更方便和动态范围更宽
的传感器技术。 但是，希望读者也能给该领域的早期开发人员点赞，因为是他们在当时忍受了不便和简陋
设备所带来的磋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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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测量基础 
了解待测信号的特征 
相关的应用指南（基础知识第 2 部分）将介绍各种功率传感器技术。 总体来说，有四种不同传感器用来检
测和表征功率。 它们必须同时存在，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用户需要将最佳传感器性能与待测信号的特定
调制格式匹配起来。 用户通常需要将数据预先换算成行业规范通用的格式。 测量、计算和显示峰均比就是
一个例子。 

现代通信、雷达和导航信号领域的系统技术发展趋势带来了全新的调制格式，其中一些已经达到高度复杂
化。 一些雷达和电子战（对抗）发射机使用了扩频或线性调频以及复杂的相位编码脉冲配置。 通过这些可
以揭示关于未知目标发射值的更精确数据。 

新无线系统依赖于高数据速率的数字调制以及其它扩频格式。 有些将这些数字数据与脉冲分时相结合，对
上升时间和关断期噪声电平有精确的要求，参见图 2-1。 在其它生产和现场测量中，蜂窝基站发射机可能
通过同一个宽带功率放大器将多个调制载波通道组合在一起，直至天线端。 这会导致一些统计过程依据
“波峰因数”的概念产生极高的峰值功率尖峰。而此类尖峰需要被功率计捕获到，以确保不会发生放大器
饱和。 如果放大器饱和，就会导致互调，将一个子载波混入另一个子载波中。 

 

 

 

 

 

 

 

 

 

 

 

图 2-1.  这种时间选通无线信号格式要求准确确定峰值功率、平均功率和峰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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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信号（无论是预期还是非预期）始终注重功率传感器在集成功率或捕获调制包络方面的能力。 热敏电阻
和热电偶等平均功率传感器本质上会捕获所有功率。 无论哪种格式，它们都会对待测信号所产生的热量做
出响应。 二极管传感器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但其转换特性范围是从平方律检测（输入功率与输
出电压成正比）到准平方律区域，再到线性区域（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成正比）。 

因此，二极管传感器在其平方律范围内通常可以替代热传感器，但如果峰值功率或波峰因数导致射频/微波
尖峰超出平方律范围，则会造成数据错误。 二极管传感器是表征脉冲波形调制包络或时间相关格式（例如
无线系统中使用的扩频）的唯一选择。 

现代的峰值二极管传感器和平均二极管传感器经过预校准，可在平方律到过渡区域、再到线性检测的宽动
态范围内工作。 它们通过捕获校准数据并将其存储在传感器组件内的 EEPROM 上来实现这一点。 然后，
相关仪表访问这些校正数据，输出最终的数字读数。 二极管校准数据还包括对温度环境非常重要的灵敏度
校正。 关于峰值和平均二极管传感器的完整信息，见基础知识第 2 部分。 

 

单位和定义 
瓦特 
国际单位制 (SI) 确立了瓦特 (W) 作为功率单位；1 瓦特等于 1 焦耳/秒。 有趣的是，电量这个概念甚至没
有进入功率的定义中。 事实上，其它的电单位都是从瓦特衍生而来的。 1 伏特等于 1 瓦特/安培。 通过使
用适当的标准前缀，瓦特可变为千瓦 (1 kW = 103 W)、毫瓦 (1 mW = 10-3 W)、微瓦 (1 μW = 10-6 W)、纳
瓦 (1 nW = 10-9 W) 等。 

 

dB 
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测量增益或衰减时，需要的通常是指定数量的两功率之比或相对功率，而不是绝对
功率。 相对功率是一个功率电平 P 相对于另一个功率电平或参考电平 Pref 的比率。  这个比率是无量纲
的，因为分子和分母的单位都是瓦特。 相对功率通常以分贝 (dB) 表示。 

dB 的定义如下 

𝑑𝑑𝑑𝑑 =  10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10 �
𝑃𝑃
𝑃𝑃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公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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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B 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常用数字的范围更紧凑；例如 +63 dB 至 –153 dB，要比 2 x 106 到 
0.5 x 10-15 更简练。 当需要确定多个级联设备的增益时，第二个优点就明显了。 可以用每个设备的功率增
益（单位：dB）相加来代替数字增益相乘。 

 

dBm 
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方便的单位，即 dBm。 dBm 的公式与 dB 公式相似，只是分母 Pref 始终为 1 毫瓦： 

𝑑𝑑𝑑𝑑 =  10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10 �
𝑃𝑃

1 𝑚𝑚𝑚𝑚
� 

（公式 2-2） 

在这个表达式中，P 以毫瓦表示，是唯一的变量，因此 dBm 被用作绝对功率的度量。 例如，可以说振荡器
的输出功率为 13 dBm。 通过使用 dBm 公式求解 P，输出功率也可以表示为 20 mW。 所以，dBm 表示
“1 毫瓦以上的 dB”（没有符号即假定为正），而 - dBm 则解释为“1 毫瓦以下的 dB”。dBm 的优点与 
dB 相似；它使用紧凑的数字，并且允许在级联传输系统中的增益或损耗时使用加法代替乘法。 

 

功率 
术语“平均功率”非常流行，被用于指定几乎所有的射频和微波系统。 术语“脉冲功率”和“峰值包络功
率”更适用于雷达和导航系统，近期以来，还适用于无线通信系统中的 TDMA 信号。 

在基础理论中，功率是电压 (V) 和电流 (I) 的乘积。 但对于一个交流电压周期来说，该乘积 V x I 在这个周
期内会不断变化（依据 2f 关系），如图 2-2 中的曲线 P 所示。 由此示例可见，正弦波发生器按预期生成
正弦波电流，但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包含直流项以及两倍于发生器频率的分量。 最常用的“功率”一词指的
是这里的直流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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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讨论的所有功率测量方法（除了关于峰值功率测量的一章）都使用功率传感器，这些传感器通过平
均法来反映直流分量。 峰值功率仪表和传感器的时间常数在亚微秒范围内，允许对脉冲功率调制包络进行
测量。 

 

 

 

 

 

 

 

 

 

图 2-2.  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P 在正弦周期内变化。 

 

功率的基本定义是每单位时间的能量。 这符合瓦特的定义，即以每秒 1 焦耳的速率传输能量。 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是，在测量或计算功率时，能量传输率在什么时间被平均？ 从图 2-2 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在一
个周期内移动很小的时间间隔，能量传输率的结果就会改变。 但在无线电和微波频率下，这种电压-电流乘
积的微观视图并不常见。 在本应用指南中，功率的定义是：在所涉及的多个最低频率（射频或微波）周期
内平均每单位时间的能量传输量。 

计算连续波 (CW) 功率的一种更数学化的方法是找出图 2-2 中 P 曲线下的平均高度。 求平均值的方法是求
曲线下的面积，即积分，然后除以该面积所用的时间长度。 时间长度应是确切的交流周期数。 频率 (l/T0) 
下 CW 信号的功率为： 

𝑃𝑃 =  
1
𝑛𝑛𝑇𝑇0

� 𝑒𝑒𝑝𝑝𝑠𝑠𝑠𝑠𝑛𝑛 �
2𝜋𝜋
𝑇𝑇0
𝑡𝑡�

𝑛𝑛𝑇𝑇0

0

@ 𝑠𝑠𝑝𝑝 sin �
2𝜋𝜋
𝑇𝑇0

+ Φ � 

（公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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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0 是交流周期，ep 和 ip 代表 e 和 i 的峰值，φ 是 e 和 i 之间的相角，n 是交流周期数。 这将得出
（n=1、2、3…）： 

𝑃𝑃 =  
𝑒𝑒𝑝𝑝𝑠𝑠𝑝𝑝

2
 𝑐𝑐𝑙𝑙𝑠𝑠Φ  

           （公式 2-4） 

如果积分时间是多个交流周期的时长，那么，n 值是否是精确的整数所带来的差异微乎其微。 采用大 n 值
所得出的结果是功率测量的基础。 

对于正弦信号，电路理论显示了峰值和 rms 值之间的关系如下： 

𝑒𝑒𝑝𝑝 =  √2𝐸𝐸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𝑎𝑎𝑛𝑛𝑑𝑑 𝑠𝑠𝑝𝑝 =  √2𝐼𝐼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公式 2-5） 

将此关系代入（2-4）中将得出熟悉的功率表达式： 

𝑃𝑃 =  𝐸𝐸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𝐼𝐼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𝑐𝑐𝑙𝑙𝑠𝑠Φ  

 

（公式 2-6） 

平均功率 
与接下来要定义的其它功率术语一样，平均功率对平均时间的限制不仅仅是“多个最高频率周期”。平均
功率就是能量传输速率跨越所涉及的多个最低频率周期的平均值。 对于 CW 信号来说，最低频率和最高频
率是相同的，因此平均功率和功率也是相同的。 对于调幅波来说，功率还必须在信号调制分量的多个周期
内进行平均。 

从更数学化的意义来看，平均功率可以写成： 

𝑃𝑃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1
𝑛𝑛𝑇𝑇

� 𝑒𝑒(𝑡𝑡)
𝑛𝑛𝑇𝑇


0
•  i(t)dt 

（公式 2-7） 

其中，T 是 e(t) 和 i(t) 的最低频率分量周期。 平均功率传感器和仪表的平均时间通常从几百分之一秒到几
秒，该过程因此获得最常见的调幅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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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功率 
对于脉冲功率来说，能量传输速率是对脉冲宽度 t 取平均值。 脉冲宽度 1 被视为 50%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
幅度点之间的时间。 

从数学意义上来说，脉冲功率计算公式如下： 

𝑃𝑃𝑝𝑝 =  
1
τ � 𝑒𝑒(𝑡𝑡)

τ

0
 @  i(t)dt 

（公式 2-8） 

根据其定义，脉冲功率会平均掉脉冲包络中的任何畸变，例如过冲或振铃。 鉴于此原因而称为脉冲功率，
而不是像许多雷达参考文献中那样称为峰值功率或峰值脉冲功率。 因此，此处不使用术语“峰值功率”和
“峰值脉冲功率”。 基于 IEEE 视频脉冲定义，脉冲顶部幅度还描述了整个脉宽范围内的脉冲顶部功率的
平均值。 峰值功率指的是脉冲顶部的最高功率点，通常是上升时间过冲。 参见下面的 IEEE 定义。 

自微波早期时代以来，脉冲功率的定义已扩展为： 

𝑃𝑃𝑝𝑝 =
𝑃𝑃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𝐷𝐷𝐷𝐷𝑡𝑡𝐷𝐷 𝑐𝑐𝐷𝐷𝑐𝑐𝑙𝑙𝑒𝑒
 

（公式 2-9） 

其中，占空比是脉宽乘以重复频率。 参见图 2-3。 扩展后的定义可从矩形脉冲的公式 2-7 和 2-8 推导出
来，允许通过平均功率测量值和占空比来计算得出脉冲功率。 

对于采用固定占空比的微波系统，通常使用占空比及平均功率传感器来计算峰值功率。 参见图 2-3。 一个
原因是仪表成本较低，而且从技术意义上讲，平均技术将所有脉冲缺陷整合到了平均值中。 

高度复杂的雷达、电子战和导航系统通常都基于复杂的脉冲和扩频技术，其发展催生了更复杂的脉冲射频
功率表征仪表。 基础知识第 2 部分介绍了峰值和平均值传感器及仪表的理论与实践。 

 

 

 

 

 

 

图 2-3.  脉冲功率 Pp 是在整个脉宽范围内取平均值。 

峰值包络功率 
对于某些更复杂的微波应用，由于需要更高的精度，脉冲功率的概念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当脉冲是预期的
非矩形或者因畸变而无法准确确定脉宽 t 时，就会出现问题。 图 2-4 显示了某些导航系统中使用的高斯脉
冲形状示例，其中通过公式 2-8 或 2-9 得出的脉冲功率并未给出脉冲功率的真实情况。 峰值包络功率是用
于描述最大功率的术语。 首先讨论包络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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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高斯脉冲和不同类型的功率。 

 

包络功率是通过将平均时间设为大于 1/fm 来测量的，其中 fm 是调制波形的最大频率分量。 因此，平均时间
在两端都受到限制：(1) 必须大于最高调制频率的周期，(2) 必须小于载波的周期。 

通过在示波器上连续显示包络功率（使用处于平方律范围内的检波器），示波器轨迹将显示脉冲形状的功
率分布情况。 （平方律是指检测到的输出电压与输入射频功率成正比，即输入电压的平方。）那么，峰值
包络功率就是包络功率的最大值。 

对于 CW 信号来说，平均功率、脉冲功率和峰值包络功率得出的答案都相同。 在所有功率测量中，平均功
率是最常测量的，因为测量设备简单，且具有高度准确和可追溯的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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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微波脉冲的 IEEE 视频脉冲标准 
如第一章所述，1990 年推出的 Keysight 8990 峰值功率分析仪（现已停产）推动了一些新的脉冲功率术语
的发布，旨在更精确地定义脉冲射频/微波波形。 为了保持行业一致性，是德科技选择将视频脉冲特征的早
期 IEEE 定义扩展到射频/微波领域。 

脉冲功率更难测量的一个原因是，待测的用户波形包络可能需要使用许多不同的参数来表征功率过程，如
图 2-5 所示。 

 

 

 

 

 

 

图 2-5。 典型的脉冲系统包络，含过冲和脉冲振铃，图中显示了 13 个用来表征时间和幅度的脉冲参数。 

 

使用了两个 IEEE 视频标准来完成射频/微波定义： 

1. IEEE STD 194-1977，“IEEE 标准脉冲术语和定义”，1977 年 7 月 26 日。1 

2. ANSI/IEEE STD 181-1977，“IEEE 目标技术脉冲测量和分析标准”，1977 年 7 月 22 日。 （从 181-
1955 修订而来，脉冲质量测量方法。2 

IEEE STD 194-1977 是各定义的主要来源。 由于 8990 按照 IEEE STD 181 直方图过程的建议使用了统计
技术来确定脉冲顶部特征，因此此处提到了 ANSI/IEEE STD 181 作为参考。 

  

 
1. IEEE STD 194-1977 “IEEE 标准脉冲术语和定义”（发表于 1977 年 7 月 26 日），出自纽约州纽约市的 IEEE。 

2. ANSI/IEEE STD181-1977 “IEEE 目标技术脉冲测量和分析标准”，发表于 1977 年 7 月 22 日。 从 181-1955 修订而来的“脉冲质量测

量方法”，出自纽约州纽约市的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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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针对微波脉冲包络所用视频参数的 IEEE 脉冲定义和标准。 ANSI/IEEE Std 194-1977，版权所有 ©1977，
IEEE 保留所有权利。 

 

人们认识到，虽然两个标准中的术语和图形都是针对视频脉冲特征编写的，但大多数测量理论和定义的目
的都可应用于脉冲调制射频和微波载波的波形包络。 有几个参数明显是例外，比如前冲，即脉冲上升时间
之前的负向下冲。 负功率是没有意义的。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脉冲下降时间后的下冲。 

为了使脉冲参数（如上升时间或过冲）的测量有意义，必须明确定义测量中用到的波形上的点。 所有时间
参数都是在脉冲上的特定幅度点之间测量的，并且所有幅度点都参考名为“顶部”和“底部”的两个电
平，图 2-6 显示了它们的定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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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功率波形定义 
以下是根据 IEEE 视频定义改编的 13 个射频脉冲参数定义： 

  

上升时间 近端和远端第一过渡点之间的时间差，通常为脉冲顶部幅度的 10% 和 90%（垂直显示的
是线性功率）。 

下降时间 与上次过渡时测得的上升时间相同。 

脉宽 在中间电平处测得的脉冲持续时间；取值通常为功率电平的 50%。 

关断时间 在中值 (50%) 功率线上测得；脉冲间隔时间，即脉冲序列中第一个脉冲波形的脉冲停止时
间和紧接其后的脉冲波形的开始时间之间的间隔。 

占空比 之前测得的脉冲持续时间除以脉冲重复间隔。 

PRI （脉冲重复间隔）周期性脉冲序列中   
第一个脉冲波形的脉冲开始时间和紧随其后的脉冲波形的脉冲开始时间之间的间隔。 

PRF （脉冲重复频率）PRI 的倒数。 

脉冲延迟 一个脉冲波形在另一脉冲波形之前（之后）出现的时间；参考时间通常是视频系统定时或
时钟脉冲。 

脉冲顶部 脉冲幅度，定义为顶部幅度和底部幅度之间的代数幅度差；调用特定的过程或算法，例如
直方图方法。1 

脉冲底部 指定通过直方图算法获得的脉冲波形基线。 
峰值功率 波形中功率的最高点，通常出现在第一个过冲处；如果发生寄生振荡或大幅度振铃，也有

可能发生在脉冲顶部的其它地方；峰值功率并非脉冲顶部幅度（脉冲顶部幅度是主要的脉
冲幅度测量值）。 

过冲 重大跳变后的失真；峰值功率点和脉冲顶部幅度之间的差值，计算结果为脉冲顶部幅度的
百分比。 

平均功率 使用来自脉冲顶部幅度功率和时间测量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 
 

  

 
1. 以这种方法，计算出功率样本的概率直方图。 它围绕中间线一分为二，每个段产生一个峰值。 这些直方图的样式或平均值给出了脉冲顶部

和脉冲底部功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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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无线调制格式 
现代的无线系统设计使用 TDMA（时分多址）和 CDMA（码分多址）将多通道组合成宽带复杂信号格式。 
对于图 2-1 中的典型信号，EDGE 系统（GSM 演进的增强数据速率）要求对脉冲突发间隔期间的峰值、平
均值和峰均比进行表征。 

所使用的功率传感器必须忠实地捕获系统脉冲的快速上升/下降时间，并响应时间选通中的数字相位调制，
而不受调制的统计波峰因数尖峰影响。 为了使功率计量仪表不受关闭时间噪声的影响，仪表需要具备时间
选通功能，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捕获数据。 

可通过现代数字计算例程确定峰均比。 设计工程师可以获得更复杂的统计数据，例如 CCDF，这是一个分
布函数，表述无线信号大于指定值的时间百分比。 这对于功率放大器的非线性测试和故障排除具有重要价
值。1 

 

三种功率感测技术 
有三种器件常用于感测和测量射频和微波频率下的平均功率。 每种方法使用不同类型的器件将射频功率转
换为可测量的直流或低频信号。 这些器件分别是热敏电阻、热电偶和二极管检波器。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分
别对其中每一种器件及其相关仪表进行详细讨论。 基础知识第 2 部分讨论了用于测量脉冲和复杂调制包络
的二极管检波器。 

每种方法都有相对于其它方法的优缺点。 在研究每种测量传感器之后，基础知识第 2 部分还探讨了整体测
量误差。 

常规的平均功率测量技术是将经过适当校准的传感器连接到要测量未知功率的传输线端口。 传感器的输出
端连接适当的功率计。 传感器的射频电源关断，功率计归零。 此操作通常称为“调零”或“归零”。然后
接通电源。 传感器对新的输入电平作出反应，向功率计发送信号，观测到新的仪表读数。 

  

 
1. Alan Anderson 的“测量现代通信系统中的功率电平”，出自 Microwaves/RF 期刊，发表于 200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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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脉冲调制和复杂调制的功率传感器及仪表概述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新无线通信革命的兴起，对仪表表征复杂数字调制格式功率包络的需求催生了 
Keysight E4416/17A 峰值和平均功率计，8990 功率计退出历史舞台。 对新的峰值和平均值传感器、计量
表以及被称为“时间选通”测量的包络表征过程的完整描述，见基础知识第 2 部分。 “时间选通”是在频
谱分析仪应用中衍生出的一个术语。 这意味着在功率测量中增加了一个时间选择性控件。 

E4416/17A 峰值和平均值功率计也带来了一些适用于通信行业的脉冲参数新定义。 例如，突发平均功率是
整个 TDMA 脉宽范围内的脉冲功率平均值。 突发平均功率在功能上等同于图 2-5 中的早期脉冲顶部幅度。 
这两个术语，一个用于雷达应用领域，另一个用于无线领域。 

 

关键功率传感器参数 
在上述理想测量状态下，功率传感器吸收入射到传感器上的所有功率。 基础知识第 3 部分中详细探讨了两
类非理想状态下的情况，这里仅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射频源或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与传感器的射频输入阻抗之间可能存在阻抗失配现象。 因此，入射到传
感器上的一些功率被反射回发生器，而不是耗散于传感器中。 入射功率 Pi、反射功率 Pr 和耗散功率 Pd 之
间的关系如下： 

𝑃𝑃𝑖𝑖 = 𝑃𝑃𝑟𝑟 + 𝑃𝑃𝑑𝑑 

（公式 2-10） 

对于特定传感器，Pi 和 Pr 之间的关系由传感器反射系数幅度 Pℓ 给出。 

𝑃𝑃𝑟𝑟 = 𝑃𝑃ℓ2 + 𝑃𝑃𝑖𝑖 

（公式 2-11） 

反射系数幅值是功率传感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会导致最普遍的误差源，即失配不确定度，这
在基础知识第 3 部分中进行了详细讨论。 理想的功率传感器的反射系数为零，不存在失配情况。 虽然 ρℓ 
值为 0.05 或 5%（相当于约 1.11 的 SWR）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首选，但 50% 的反射系数并不适合大多数
情况，因为它会导致很大的测量不确定度。 一些早期的波导传感器指定反射系数为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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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该图表显示了不确定度值的典型分布情况；导致不确定度的三大原因包括失配、传感器和功率计技术指标。 
它揭示了为什么低 SWR 对功率传感器至关重要。 

 

基础知识第 3 部分将深入描述影响功率测量总测量不确定度的 13 个独立因素。 但我们应明白，罪魁祸首
是测试信号端口的 SWR 所引起的失配不确定度，而这通常是不可控的。 但是，尽管待测端口的 SWR 很
差，通过选择实际 SWR 最低的传感器，仍可以有效地将失配不确定度降到最低水平。1 

以前，使用调谐器短截线进行窄带测量以实现发射功率最大化。 但在现代宽带系统中，调谐器是没有用
的，更好的解决方案是选择 SWR 尽可能低的功率传感器。  

当射频功率耗散在功率感测元件以外的地方时，传感器内部就会发生导致非理想状态的另一个原因。 只有
传感器元件消耗的实际功率才会被计量。 这种效应被定义为传感器的有效效率 ƞe。 有效效率为 1 (100%) 
意味着进入传感器元件的所有功率都被感测元件吸收并计量 — 没有功率耗散在导体、侧壁或其它传感器组
件中。 

最常用的功率传感器技术指标被称为校准因子 Kb。 Kb 是反射系数和有效效率的组合，依据是 

𝐾𝐾𝑏𝑏 = η
𝑟𝑟

(1 − 𝜌𝜌ℓ2) 

（公式 2-12） 

 

  

 
1. Anthony Lymer 的 “通过控制失配不确定度提高测量精度”，出自 TechOnLine 期刊，发表于 2002 年 9 月。 网址：

www.tech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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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感器的 Kb 为 0.90 (90%)，功率计指示的功率电平通常比入射功率 Pi 低 10%。 现代功率传感器出厂
时已校准，带有校准图表或将校正数据存储在 EEPROM 中。 然后，功率计通过设置自带的校准因子刻度
盘（或数字计量表上的键盘或 GPIB），使其与测量频率下的传感器校准系数相对应，来校正指示过低的读
数。 由于功率源和传感器的相位关系未知，校准因子校正法不能校正反射系数的总效应。 另外还有基础知
识第 3 部分中所讨论的失配不确定度问题。 

 

功率分析统计参数的数据计算 
随着是德科技数字采样功率计（如 E4416A/17A 型号）的出现，可以利用大量数字数据来提供比平均或峰
值功率复杂得多的功率参数。 由于许多系统调制是通过噪声或复杂的数字包络来表征的，因此非常适合使
用数字数据点以对客户有用的格式提供计算结果。 

典型的噪声波形可能是无线基站功率放大器的通道输出组合。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许多无线信道被多路复
用到单个输出功率级上。 只要功率放大器没有被向上移出发射机线性放大器部分的波峰因数信号尖峰过度
驱动，这种技术就非常有效。 这就需要站点的安装和维护人员负责确保功率数据能表明没有超出放大器的
线性范围。 

像 E4417A 这类配备适当计算软件的现代功率计可以处理数字数据，以显示 CCDF（互补累积分布函数）
等功率参数。 该参数对于设计工程师来说非常重要，他们需要知道峰均比高于指定信号电平的时间的百分
比。1 

  

 
1. Eric  Breakenridge 的 “使用采样功率计测定射频和微波器件的特性”，出自 Microwaves/RF 期刊，发表于 200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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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溯源链 
 

 

 

 

 

 

 

 

 

 

 

 

 

 

 

图 3-1.  美国国家参考标准中的功率参考溯源路径。 

 

功率测量的层次结构、国家标准和可追溯性 
由于功率测量具有重要的商业用途，因此能够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重复进行功率测量非常重要。 这需要
性能良好的设备、良好的测量技术以及对标准瓦特的共识。 美方协议由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国家标
准和技术研究所 (NIST) 制定，该研究所以针对不同频段的各种微波微量热计的形式维护国家参考标准。1， 

2 当功率传感器可以被反向参考至该国家参考标准时，其测量视为可追溯到 NIST。 

  

 
1. J. Wade Allen、Fred R. Clague、Neil T. Larsen 和 M. P. Weidman 联合著作的“波导中的 NIST 微波功率标准”，出自 NIST 

Technical Note 1511，发表于 1999 年 2 月。 
2. F.R. Clague 的 “微波功率同轴参考标准的校准服务”，出自 NIST Technical Note 1374，发表于 199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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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显示了普通功率传感器的通用溯源路径。 在每个层级，至少为感兴趣的频带维护一个功率标准。 该
功率传感器被定期发送至更高一级的层级进行重新校准，然后返回到其原始水平。 重新校准间隔通过观察
设备在连续重新校准之间阶段的稳定性来确定。 该过程可能从每隔几个月重新校准一次开始。 然后，当发
现校准结果没有变化时，间隔可以延长到一年左右。 

溯源路径上的每个层级都会增加一定程度的测量不确定度。 NIST 采用严格的测量保证程序，因为该级别
的任何误差一定会体现在每个较低级别的总体不确定度中。 因此，校准成本在 NIST 级别达到最大，随着
级别降低而下降。 在其他文档中讨论了用于校准功率传感器与更高层级传感器的测量比较技术，尤其是那
些涉及循环程序的文档。1,2 

美国的国家功率参考标准是一种微量热计，由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 
(NIST) 维护，适用于其测量服务项目中提供的各种同轴和波导频带。 这些测量服务在 NIST SP-250 中详
细描述，可从 NIST 索取。3 它们覆盖了从 10 MHz 到 50 GHz 的同轴安装和从 18 GHz 到 96 GHz 毫米波
范围的波导。 

微量热计测量直流替代传感器的有效效率，然后将其用作传递标准。 微量热计的工作原理是，在进行等效
校正后，直流电和所吸收的微波功率将产生相同的热量。 需要执行全面且详尽的分析来确定等效校正，并
考虑所有可能的热误差和射频误差，例如传输线中的损耗以及微量热计内不同热路径的效应以及传递标
准。 使用直流替代技术是因为基波功率测量可以基于直流电压（或电流）和电阻标准。 溯源路径通过微量
热计（有效效率，无单位校正因子）并最终回到国家直流标准。 

除了国家测量服务外，其它工业组织也经常参与被称为轮询调度 (RR) 的比较过程。 与主流校准过程相
比，RR 以非常低的成本向参与的实验室提供测量参考数据。 例如，国家标准实验室国际委员会 (NCSLI) 
是一个由 1400 多个世界性组织组成的非营利性协会，负责维护从尺寸到光学的众多测量参数的 RR 项目。 
NCSLI 测量比较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些项目。1 

对于射频功率，经校准的热敏电阻装置从“枢轴实验室”（通常是全面负责 RR 的那个实验室）开始，然
后前往众多参考实验室进行测量，最后返回到枢轴实验室关闭测量数据。 这种移动式的比较也在各国国家
实验室之间进行，作为确保最高水平国际测量的常规程序。 

  

 
1. 国家标准实验室国际委员会，测量比较委员会，地址：Suite 305B, 1800 30th St. Boulder, CO 80301。 
2. M.P. Weidman 的 “微波功率传感器校准的直接比较转移” ，出自 NIST Technical Note 1379，发表于 1996 年 1 月。 
3. NIST Special Publication 250；NIST 校准服务。 www.ts.nist.gov/ts/htdocs/230/233/calibrations/index.htm 上提供有关 NIST  校准

服务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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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许多国家实验室提供微波功率测量校准服务，例如英国的 NPL 和德国的 PTB。 校准服务机构也有
很多，例如英国的 NAMAS。 

 

 

 

 

 

 

 

 

 

 

 

 

 

 

 

 

图 3-2.  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 NIST 同轴微量热计的横截面示意图。 整个传感器配置保持在温度高度稳定的水浴
中，以便可以精确地完成射频到直流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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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校准的理论与实践 
每个功率传感器，甚至是直流替代类型（如热敏电阻类），都需要针对频率响应、温度效应、从射频到直
流的替代误差、或转换和热效应进行数据校正。 最终的功率标准通常是 NMI 的微量热计，例如在美国是 
NIST，如前面所述。 通过将微量热计功率测量数据小心地传输到二级标准传感器，NMI 可以为客户传感器
提供比较服务。 这些都可以在 NMI 及其组织旗下的所有主要标准实验室之间传输，然后向下游传递到生产
线或现场测量中。 

比较过程因所需的频率范围而异。 通常情况下，比较设备基于功率分离器技术，如下面的图 3-3 所示。 功
率分配器技术的流行在于它们从直流开始工作，因此包括所需的校准频率，例如 100 kHz。 它们在输出端
提供超低阻抗匹配，这样一来，待测设备（传感器）在回看源时会看到相对较低的 SWR。 

其基本理念就是在应用于分离器测试端口的标准传感器上运行频率响应，并在计算机数据库中捕获相应的
功率数据。 然后将要校准的传感器应用于同一端口，运行另一次频率响应，继续新一次数据捕获。 标准传
感器的功率数据可追溯到公司的主控实验室，最终到达国家标准。 因此，这种具有已知不确定度的数据可
以传输到待测传感器。 

现代技术通过测量系统测试端口（分离器）的复阻抗以及待测传感器的阻抗，进一步提高了精度。 网络分
析仪通常会测量这两者，以及存储在计算机数据库中的复反射系数数据。 然后，使用该阻抗校正每个校准
频率的功率传输公式。 

阻抗校正程序当然同样适用于标准传感器以及待测传感器的测试运行。 一些传感器校准器所使用的系统可
以将网络分析仪与为传感器提供测试电源的配置结合起来。 虽然这减少了一些连接/断开行为，但并没有优
化系统的吞吐量，因为在功率分离器频率运行时，网络分析仪必须保持空闲状态。 因此，将两个测量功能
分开通常需要谨慎。 承担传感器校准任务的每个计量实验室都需要进行自己的分析。 

 

 

 

 

 

 

 

图 3-3.  双电阻功率分离器是校准功率传感器的宽带方法。 

注意：此处对传感器校准和可追溯性的技术说明包括关于散射参数和信号流程图的一些数学概念，在基础第 3 部分中
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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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功率传感器比较的一些测量注意事项 
对于参与功率传感器采集、常规校准或轮询比较过程的计量用户，概述可能会有用。 由于热敏电阻传感器
最常用作传输参考，本节将专门讨论这些过程。 

 

典型的传感器比较系统 
用于测量待测传感器 (DUT) 有效效率或校准系数的最常用设置称为“功率比”法，如图 3-3 所示。1 该设
置由一个通常采用双电阻设计的三端口功率分离器组成。 参考检波器连接到功率分离器的端口 3，DUT 和
标准 (STD) 传感器交替连接到功率分离器的端口 2。 也可以使用其它的三端口类型，例如定向耦合器和功
率分配器。 

连接到端口 1 的信号源必须具备时间稳定性。 通过同时测量参考和 DUT 或参考和 STD 的功率，可以减少
信号源功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该设备设置是 Keysight 11760S 功率传感器校准系统（约 1990 年问世）所
使用的一种设置变体，现已退役。 

对于同轴传感器，双电阻功率分离器通常具有大宽带的特点，工作范围将低至直流区间。由于内部信号分
离公共点通过功率分配比计算有效地保持在零阻抗，因此平衡性良好的双电阻功率分离器的 Γ g 值近似为
零。 遗憾的是，在比较高的频率下，双电阻功率分离器通常达不到很好的平衡性，Γ g 值可以达到 0.1 或
更大。 描述同轴分离器理论与实践的经典文章是“了解微波功率分离器”。2对于波导传感器，通常使用波
导定向耦合器构建类似的信号分离器。 

在校准过程中，首先使用网络分析仪测量 DUT 和 STD 传感器的复输入反射系数。 虽然只要传感器/计量表
能够覆盖所需的频率范围就可以，但参考传感器通常还是与待校准传感器类型相似的传感器。 

同轴分离器（端口 2）的等效源失配是通过使用网络分析仪测得分离器的散射参数并将所得数据用于公式 
3-1 中来确定的。 该阻抗数据现在用 Γ g 表示。 关于散射参数的测量，基础知识第 3 部分中有描述。 

Γ 𝑎𝑎 = 𝑆𝑆22 −
𝑆𝑆21𝑆𝑆32
𝑆𝑆31

 

（公式 3-1） 

  

 
1. M.P. Weidman 的 “微波功率传感器校准的直接比较转移” ，出自 NIST Technical Note 1379，发表于 1996 年 1 月。 

2. Russell A. Johnson 的 “了解微波功率分离器”，出自 Microwave Journal 期刊，发表于 197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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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用于确定 Γ g 的直接校准方法，该方法目前在 NIST 使用。1 虽然这种方法需要借助一些外部软件
来设置，但一旦启动并运行起来就很容易使用。 

接下来，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测量标准传感器和参考传感器的功率计数据，然后测量 DUT 和参考传感器。 
应该注意的是，“测试”计量表可能采用两种不同的功率计，如果 STD 传感器是热敏电阻，则采用 
Keysight 432 功率计，而 Keysight EPM 功率计则用于读取热电偶 DUT 传感器的功率数据。 然后根据以下
公式将这些测试功率计数据与适当的反射系数结合起来： 

𝐾𝐾𝐾𝐾 = 𝐾𝐾𝑠𝑠
𝑃𝑃𝑇𝑇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𝑃𝑃𝑃𝑃𝑟𝑟𝑑𝑑𝑑𝑑 �1 − Γ 𝑎𝑎 Γ 𝑑𝑑�

2

𝑃𝑃𝑇𝑇𝑟𝑟𝑑𝑑𝑑𝑑𝑃𝑃𝑃𝑃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1 − Γ 𝑎𝑎 Γ 𝑟𝑟�
2  

（公式 3-2） 

地点： 

Kb = DUT 传感器的校准系数 

Ks = STD 传感器的校准系数 

PTdut = 针对 DUT 传感器的测试功率计读数 

PTstd = 针对 STD 传感器的测试功率计读数 

PRstd = 测量 STD 时的参考功率计读数 

PRdut = 测量 DUT 时的参考功率计读数  

Γ g = 等效发生器反射系数 ρg= |Γ g| 

Γ d = DUT 传感器的反射系数 ρd = |Γ d | 

Γ s = STD 传感器的反射系数 ρs = |Γ s | 

 

如果 DUT 传感器是 75 Ω 型，则可以用 75 Ω 分离器代替更常见的 50 Ω 分离器。 

最后，还应记住，与热敏电阻传感器相比，热电偶和二极管传感器的有效效率和校准系数没有任何绝对功
率参考， 而是依靠自身的 50 MHz 参考源来设置校准电平。 公式 3-2 中反映了这一点：它只是一个比率。 

 

  

 
1. R.F. John R. Juroshek 的 “测定等效源失配的直接校准方法”，出自 Microwave Journal 期刊第 106-118 页，发表于 199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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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电阻作为功率传输标准 
针对作为传输标准这一用途，美国 NIST 接受同轴和波导热敏电阻装置，以便在其测量服务项目中用以传
输校准系数、有效效率和反射系数等功率参数。 为了能够在 100 MHz 频率下提供这些服务，NIST 指令要
求使用专为实现此性能而设计的传感器。 

特殊功率校准传输的一个示例是精确校准是德科技功率计中的内部 50 MHz、1 mW 功率标准所需的传输，
该功率计使用一系列热电偶或二极管传感器。 由于这些传感器不使用功率替代技术，因此需要内部功率参
考。 为了标准化 50 MHz 功率参考，可以使用经过特殊修改、带有更大射频耦合电容器的 Keysight 478A 
热敏电阻传感器，其工作频率范围从 1 MHz 至 1 GHz。 它被指定为 478A 特殊选件 H55，其 SWR 在整个
范围内为始终保持 1.35。 为了在 50 MHz 频率下获得更低的传输不确定度，可以选择 478A 特殊选件 H55 
以在 50 MHz 频率下获得 1.05 的 SWR。 该选定型号被指定为 478A 特殊选件 H75。 

478A 特殊选件 H76 热敏电阻传感器是经过是德科技微波标准实验室专门校准的 H75 传感器，其 50 MHz 
的功率参考可追溯至 NIST。 其它同轴和波导热敏电阻传感器可用于计量。 

NIST 传感器校准服务虽然主要关注使用热敏电阻传感器的直流替代技术，但仍超出了同轴热敏电阻上限的
频率范围。 NIST 现在为达到 50 GHz 的热电偶传感器提供校准服务。1 

 

其它直流替代计量表 
也可以使用其它自平衡功率计来驱动热敏电阻传感器以进行功率测量。 特别是 NIST 专门为实现微波功率
高精度测量而设计的 NIST Type 4 功率计，就非常适合此目的。 Type 4 功率计采用了自平衡技术，以及连
接热敏电阻传感器和外部高精度直流电压表的四端子连接方式。 这实现了比商用功率计更低的不确定度。 

 

  

 
1. NIST Special Publication 250；NIST 校准服务。 www.ts.nist.gov/ts/htdocs/230/233/calibrations/index.htm 上提供有关 NIST 校准

服务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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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功率传感器校准的可追溯性 
多年来，功率传感器对国家标准的最终可追溯性仅限于平均功率参数。 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基于微热量
计的标准本质上取决于稳定信号条件下的长期功率吸收。 由于微量热计的时间常数非常长，因此该过程需
要表征较长平均周期的功率传输。 

现实世界信号格式的平均功率很少是唯一感兴趣的参数。  新的无线通信信号将看起来像噪声功率的多路复
用通道与用于分时的脉冲格式结合在一起。 图 2-1 中的 EDGE 信号就是很好的例子。 峰值功率传感器的制
造商和用户会要求对此类特殊格式的可追溯性，这一点非常合理。 

在撰写本文时，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NPL) 发起了一项计划，旨在研究表征峰值功率传感器的复杂性。 这
些都是需要重视的考虑因素，因为仪表的带宽和传感器的线性度都会导致计算误差。 特别是，峰值检测传
感器在低功率电平下的线性度通常比 CW 传感器差。 对于检测特性得到校正的较高功率区域，峰值传感器
还揭示了更多非线性特征。 范围切换过渡可能会导致轻微的数据不连续。 这些都会导致计算数据（例如 
cdmaOne 和 W-CDMA 等 CDMA 系统所需的峰均比功率和功率统计数据）中的不确定度。 

NPL 校准系统的工作通过采样示波器测量验证脉冲射频信号的波形特征而得到确认。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
与脉冲或复调制功率信号相关的峰值功率仪表的带宽通常有限。 当然，最终的功率标准仍然是作为 NPL 功
率标准溯源环节的 CW 传感器。 

NPL 的峰值功率项目涉及到各种流行的频带和功率电平。 建议峰值功率传感器校准服务的潜在用户直接联
系 NPL 网站。1 

在对 DECT 信号（1900 MHz 区段）峰值功率进行的不确定度预算演示中，总不确定度为 3.2%，置信度为 
95%。 总体扩展的不确定性包括传感器效率、功率比、标准传感器失配、DUT 传感器失配和可重复性，以
及 CW——脉冲传输。 

  

 
1.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网站上的脉冲功率信息（注意大写字母）：www.npl.co.uk/measurement_services/ms_EG.html#EG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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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仪源方法 
在生产环境下，除了主要任务测量阻抗外，还可以修改自动射频/微波网络分析仪，将其用作测试信号源。 
然而，由于定向耦合器滚降，分析仪测试装置内部的信号路径有时无法为测试传感器提供足够的功率输
出，因此修改过程并非微不足道。 

 

NIST 六端口校准系统 
为了提供同轴、波导和功率检波器的校准服务，NIST 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来校准功率检波器。 主要标准在
同轴或波导量热计中进行校准。1, 2 然而，这些测量速度很慢，并且需要具有适当热特性（用于量热）的专
用检波器。 出于此原因，NIST 量热计历来被用于校准仅供 NIST 内部使用的标准。 

NIST 客户的检测器校准通常在双六端口网络分析仪或双电阻功率分配器设置（如上文所述）上完成。2 虽
然外观不同，但这两种方法基本上使用相同的原理，因此提供的结果和不确定度也相似。 

双六端口的优点在于，它们可以同时测量Γ g、Γ s 和 Γ d 以及公式 3-2 中的功率比。 双电阻功率分离器设
置则需要两个独立的测量步骤，先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上测量 Γ g、Γ s 和 Γ d，然后测量功率比。 双六端口
的缺点是 NIST 系统通常使用四个不同的系统才能覆盖 10 MHz 至 50 GHz 频段。 双电阻功率分离器的优
点是大带宽，而且现在可在市面上买到 DC-50 GHz 功率分离器。 

 

  

 
1. W.J. Allen、 F.R. Clague、N.T. Larsen 和 W. P Weidman 联合编著的 “波导中的 NIST 微波功率标准”，出自 NIST Technical Note 

1511，美国商务部，发表于 1999 年 2 月。 
2. G.F. Engen 的 “任意 6 端口接点在功率测量问题中的应用”，出自 IEEE 仪表与测量汇刊第 IM-21 卷，第 470-474 页，发表于 197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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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和符号列表 
本词汇表适用于《射频和微波功率测量基础知识》应用指南系列的所有四个部分。 

  

ADC 模数信号转换器 
ag 发生器上的入射波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M 幅度调制 
aℓ 负载上的入射波 
bg 发生器出射波 
bℓ 负载发射波 
BPSK 二进制相移键控 
bs 源的生成波 
Cb 旁路电容 
Cc 耦合电容 
CDMA 码分多址 
Co 二极管结电容 
CW 连续波 
C、C1、C2 电容 
dB 分贝 
dBm 参考 1 mW 的分贝值 
D 功率计漂移 
DECT 数字增强型无绳电信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 
e 瞬时电压 
EDGE 增强数据速率 GSM 演进技术（无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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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f 电动势 
ep 峰值电压 
Erms 电压波形的均方根 
es 源电压 
FDM 频分复用 
FET 场效应晶体管 
fm 最大调制频率分量 
fr 重复频率 
FM 频率调制 
GaAs 砷化镓 
GPIB 通用接口总线 
GSM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一种无线标准） 
i 瞬时电流 
i 仪表不确定度 
iℓ 负载电流 
ip 峰值电流 
Irms 电流波形的均方根 
Is 二极管饱和电流 
IS-95A 无线通信标准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K 玻尔兹曼常数 
Kb 校准系数 
Kc 校准频率下的传感器校准系数 
L 电感 
Lw 导线电感 
m 功率计放大倍率（增益） 
mi 仪表放大不确定度 
MMIC 微波单片集成电路 
Mu 由于未知发生器和传感器之间失配导致的增益 
Muc 传感器和校准源之间失配导致的增益 
n 二极管校正常数 
N 功率计噪声 
NADC 北美数字蜂窝系统 
NAMAS 国家测量认证体系（英国） 
NBS 美国国家标准局（现为 NIST） 
NCSLI 国家标准实验室国际委员会 
NIST 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前身为 NBS） 
NMI 国家测量研究所（如 NIST 或 NPL 或 PTB 等） 
NPL   国家物理实验室（英国） 
P 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P 功率 
Pav 可用的发生器功率 
Pavg 平均功率 
Pcal 通过功率计校准源传输至 Zo 负载的功率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35 

Pd 耗散功率 
Pfs 满量程功率 
Pgℓ 从发生器传输至负载的净功率 
Pgzo 从发生器传输至 Zo 负载的功率 
Pi 入射功率 
Pm 功率的仪表指示值 
Pmc 校准期间指示的功率电平 
Pp 脉冲功率 
Pr 反射功率 
Pref 参考功率 
Prf 射频功率 
Psub 射频功率的替代功率、直流或低频等效功率 
PDB 平面掺杂势垒（二极管） 
PTB 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 
Pl 功率传感器线性度 
q 电子电荷 
QAM 正交幅度调制 
QPSK 正交相移键控（数字调制） 
R 电阻 
射频 射频 
RSS 平方和开根号 
Rb 硅块电阻 
Rc 补偿热敏电阻阻值 
Rd 探测型热敏电阻阻值 
Ro 二极管原点电阻 
R、R1、R2、RL 电阻器 
RR 轮询调度 
Rs 源电阻 
Rt 热敏电阻 
SWR1 电压驻波比 
SI 国际单位制，时间为变量 
T 开氏温度 
T 时滞 
TDMA 时分多址 
To 波形周期 
Tℓ 最低频率的周期 
Tr 重复频率的周期 
时间选通 功率测量的时间窗口 
u 标准不确定度 
U 扩展的不确定度（例如，目录规格） 

 
1. 由于功率驻波比这一术语的使用频率较低，美国的常见用法是将 VSWR 缩写为 SWR。 世界上一些地区继续使用 VSWR 来表示电压驻波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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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负载两端的电压 
vo 输出电压 
V0、V1、V2、VT 电压 
Vc 用于驱动补偿电桥的电压 
Vh 热结处的珀耳帖电动势 
Vrf 驱动射频热敏电阻电桥的电压 
Vrfo 未施加射频功率时用于驱动射频热敏电阻电桥的电压 
W 瓦特 
Z 负载阻抗 
Zc 功率计零结转值 
Zg 发生器阻抗 
Zo 参考阻抗 
Zr 参考阻抗 
Zs 功率计调零值 
π/8 8PSK π/8 偏移，8 相移键控（数字调制） 
ɑ q/nKT 
гg 回看发生器时的复反射系数 
гℓ 负载的复反射系数 
ƞe 有效效率 
ρℓ 负载的反射系数幅度 
ρg 发生器的反射系数幅度 
τ 脉宽 
Φ 正弦波形和参考波形之间的相位角 
Φg 发生器的反射系数角 
Φℓ 负载的反射系数角 
Ω 电阻 
3G 第三代无线系统 
8-PSK 8 相移键控（数字调制） 
64-QAM 64 正交幅度调制 

 

本文档以前称为“应用指南 1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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