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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天线性能的 
五大技巧
无论您的系统是用于无线通信、雷达，还是 EMI/EMC 测试，系统的性能
水平都是由其中的天线决定的。系统天线的性能决定了系统的整体质量，
最终可能会影响整个程序或应用软件的效率。

本电子书介绍了 5 个旨在帮助您提高天线性能的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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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天线类型
技巧 1

要准确确定比如 LPA 天线等宽带天线的 
增益因子和辐射方向图，最好的办法 

就是进行实际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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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天线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窄带天线和宽带天线。每种天线都有针对特定
应用的属性。

窄带天线只覆盖有限的频率范围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信道。偶极子天线和
标准增益喇叭就是窄带天线。对于这些基础设计，根据天线的尺寸计算
增益因子比较容易。但 是，计算出的增益系数并没有考虑适配器损耗，
以及平衡 – 不平衡转换器和相连的其他器件。

宽带天线覆盖的范围广、信道多。常见的宽带天线包括双锥天线 (bicon)、
对数周期天线 (LPA)、双对数天线（双 LPA）和双脊波导喇叭天线。对于
这些复杂的设计，即使借助复杂的建模软件，通过数学方式来推导增益
系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全面表征天线性能
技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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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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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测量在水平面上显示了 X 频段雷达的远场天线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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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确定天线性能的几个重要属性包括 ：

• 增益系数——自由空间，远场和近场
• 辐射方向图
• 电压驻波比 (VSWR) 和回波损耗
• 极化——水平、垂直、圆形和自由空间
• 波束宽度——3 dB 或用户定义的宽度

在某些情况下，ANSI 和 CISPR 标准要求进行特定的测量，例如测量天线
对称性或天线平衡。

正确的天线校准从进行基本的功能检查开始，检查项目包括上述列表中
的所有属性。

全面表征天线性能
技巧 2



当心性能下降的累积
技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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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天线是外场遭到雷击还是在实验室意外掉落， 
我们只有在经过校准之后， 

才能准确知晓天线的损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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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下降

对于任何频繁使用的天线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物理损耗和电气缺陷
的累积会导致天线性能逐渐下降。恶劣天气、高强度的物理压力和长时间
受到海雾侵蚀等等，这些都是较为常见的影响因素。

还有许多导致性能下降的原因是不能通过目视检查来发现的。例如，表层
下方的氧化、未对准的元器件、深度不一致的引脚、虚焊或受压的焊点、
还有受损的连接器等等，都有可能导致性能下降。

这类缺陷只有通过彻底的校准才会被发现。定期校准可以发现潜在的问题，
从而帮助长期暴露于极端条件下的天线始终保持一致的性能。

当心性能下降的累积
技巧 3



考虑物理和电气影响
技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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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最常用的标准增益喇叭天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基于喇叭的
开口尺寸来计算增益系数。但是，这种方法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1. 增益喇叭本身可能有故障。
2. 连接的波导或电缆等器件可能存在物理或电气缺陷。

您可以先把一个已知单元与现场的单元相连，然后再测量插入损耗，通过 
这种方式来表征波导。左上方的迹线显示了两种响应 ：固定到已知良好
单元的故障波导（红线）和两个功能单元的响应（蓝线）。

从蓝线可以看出，即使是采用合格的波导，适配器也会造成大量损耗（在本
例中大约为 0.73 dB）。

考虑物理和电气影响
技巧 4

在这个实际测量值的比较中，下方曲线图显示出测量结果之间存在 4 dB 的差异。



选择一个获得全面认证的校准实验室
技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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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天线进行合规校准，需要用到卓越的设施， 
例如封闭的吸波暗室或开放区域测试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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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获全面认证的校准实验室
技巧 5

如果您没有用于内部天线校准的精密设备，那么可以求助于获得全面认证的 
校准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共有以下几种主要的天线校准标准：ANSI、
CISPR、IEEE、MIL-STD 和 SAE。这些标准都指定了对设施、过程、设备
和方法的关键要求 ：

• 场地方面：校准测试场地 (CALTS) 符合 CISPR 要求 ；归一化场地衰减
(NSA) 符合 ANSI 要求

• 设备方面：ISO 17025 认可的校准，可溯源至相关国家标准机构
• 方法和过程方面：由认证机构进行独立审查和审核
• 实验室认证：ISO 9001，ISO 17025:2005，ANSI/NCSL Z540-1-1994，

A2LA

利用以上要求对校准提供商实施合规测量的能力进行评估。



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ANTENNACAL，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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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服务

卓越中心
概述

是德科技爱荷华卓越中心是北美最大的开放区域测试场地 (OATS)。

了解您的天线，信赖您的系统 
是德科技爱荷华卓越中心 (COE) 能够为需要用到合规测量服务的制造商
和其他组织提供可溯源到 SI 的结果。该 COE 中心还可以按需提供灵活
的校准能力，支持大量天线的校准。

COE 运营了一 个 80 米 x 50 米的开放区域测试 场地 (OATS)，该场地符
合校准测试 场地 (CALTS) 标准。凭借卓越的设 施和数十年的深厚经验， 
是德科技能够针对您的特定需求（ANSI、CISPR、IEEE、MIL-STD、SAE），
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测量精度和可重复性。

http://www.keysight.com/find/antennacal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c=US&lc=eng&ckey=2937001&nid=-32221.0.00&id=293700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a3HvOlgjK8


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SERVICES， 
查看我们越来越丰富的解决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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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服务

更好的工程决策源自于对测量工具的坚定信心。是德科技一站式校准服务 
具有无比的便捷 性，能 够 确保让您的关键测试资产始终 提供最卓越的 
精确性和可用性。

是德科技通过遍布全球的服务站点，能够在以下四个方面让您安枕无忧：

1. 确保测试设备（包括天线）始终提供卓越的精确性和可用性
2. 通过更快的校准周转时间帮助提高运营效能，让您的测试资产保持

更好的就绪状态和可用性
3. 所有校准类型都采用单点联系机制，最大限度精简物流环节，为您

节约时间
4. 让您的校准实现规模效益，进而降低成本

这是让您的测试资产发挥最大价值，以及最终优化测试投资的最佳方法。

优化利用您的测试投资
是德科技服务

http://www.keysight.com/find/services
http://www.keysight.com/find/services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c=US&lc=eng&ckey=2804412&nid=-11143.0.00&id=2804412


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是德科技，2018 年，2019 年 2 月 13 日，印于北京，5992-3662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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