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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网络分析仪的校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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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微波网络分析仪和测试夹具的校准方法和校准过程经常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介绍．从提高校准精度的角度，针对不同的测试端口和相应的校准标准，
摘要

提出了选取校准方法和运算方法的准则，同时给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提高校准
精度的具体建议．发现并通过实验验证直通标准得到的４个方程能够同时使用，
并可以获得精确的结果．实验中，观察到对同一校准方法，采用不同的运算方法
可能导致频率限制问题的出现．
关键词

校准微波网络分析仪散射参数测量测试夹具

微波网络分析仪已经成为微波网络散射参数测量中最重要的测试仪器，几
乎每一个微波技术、无线通信、光通信实验室和研究开发公司都具有微波网络分
析仪．由于通常采用的微波网络分析仪的测试端口为３．５或２．４ ｍｍ同轴线，被测
网络的输入／输出端口可能为微带线、共面线等，而不能直接测量，需要通过测试
夹具进行测试端口的转换．此外，如果被测网络包括有源器件，则需要在测试夹

具中加入偏置和阻抗匹配网络．特别是对集成电路芯片和半导体光电子芯片的
测量，测试夹具更是必不可少．随着测试频率的提高，测试夹具的影响已经达到
不可忽略的程度．这种影响只能通过精心的校准加以消除．采用测试夹具时微波
网络分析仪的校准分为两类．从理论上讲，这两类校准没有本质的区别．校准精
度主要取决于所采用的校准标准和运算方法．一类是将夹具视为网络分析仪的
一部分，直接用与夹具测试端口相应的校准标准和网络分析仪内部的校准程序
进行校准，其优点是简单易行，但所采用的样准方法只能是网络分析仪内部仅有
的几种校准方法．另一类是在网络分析仪已经校准到仪器的同轴端口条件下，测
试已经嵌入相应标准的夹具，而得到夹具的散射参数．这一过程被称为测试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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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准．在校准了测试夹具后，就能够对嵌入测试夹具的被测网络进行测试，通
过运算得到被测网络的散射参数川．这一过程被称为器件的测量．图１给出了校
准和测量这两个过程的示意图．

测试端口

（ａ）

测试端口

（ｂ）

图１

校准过程（ａ）和测量过程（ｂ）示意图

通过近２５年的研究，许多校准方法逐渐发展起来，建立了完整的校准理论
体系【１。６１．可以说网络分析仪校准技术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网络分析仪逐渐完善的
过程．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展，新的技术问题不断出现，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
决．应用测试夹具的校准可以解决实际工作中许多特殊的问题，近几年发展了许
多新的校准方法，不但扩大了应用领域，也大大提高了测试精度．这些新的校准
方法都只能通过第２类校准加以实现．
本文将主要讨论这类校准问题．首先将对网络分析仪校准的精确性问题进
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讨论．从提高校准精度的角度，针对实际应用的需要，提出选
取校准标准和运算方法的准则和建议．对网络分析仪校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
解决办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并进行实验验证．

１校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１．１相位不确定性
如图１所示，测试夹具Ａ和Ｂ通常为互易网络，因此，校准过程中只有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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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散射参数待定．当采用包括至少一个传输标准在内的３个标准可以得到７个校准
方程．如果直接求解这６个散射参数，就需要解非线性方程组，不能得到唯一解．
ｓｉｌｖｏｎｅｎｌ６］选定如下７个参量作为未知量：

ｓＡｌｌ，ｓＡ２２，４Ａ，ｋ，ｋＳＢｌｌ，醛Ｂ２２，宓４Ｂ，

（１）

每＝ＳｘｌｌＳｘ２２一Ｓｘｌ２Ｓｘ２１，Ｘ＝Ａ，Ｂ，

（２）

ｋ＝ＳＡ２ｌ／ＳＢｌ２．

（３）

其中，

将非线性校准方程组变成为线性方程组，从而可以唯一地确定这７个参量．其中，
下标Ａ和Ｂ分别对应夹具Ａ和Ｂ的散射参数．但在从这７个参量进一步求解测
试夹具Ａ和Ｂ的６个散射参数时，ＳＡ２１和＆１２都有两个可选择的根，其相位相差
兀．这一现象被称为相位不确定性．Ｓｉｌｖｏｎｅｎ【６】导出了线性校准方程组，为解决相
位不确定性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
的方法．我们发现相位不确定性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从（１）式所示的７个参量不能
唯一确定测试夹具的６个散射参数，但是可以唯一确定校准过程中所需要的包含
测试夹具散射参数的所有项，证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回避【１ ２１．如果某些特殊应用
需要确定单个散射参数，也可以将相频响应曲线连续为判据，正确选取散射参数

的根㈣．假设＆２】＿ＩＳＡ２】ｌｅ‘（冉“…，ＳＡ】２ＳＡ２１可以表示为ｌ＆２１ Ｊ２ｅｉ‘２啡２㈣．默】２文２ｌ的相
位在一兀与７ｃ之间，其真实的相频响应曲线在低频时为零，并且应该是连续的．据
此可以正确选取ｍ的值，而得到瓯２ｌ正确的根【】６．１ ７１．
１．２频率限制问题
校准方程之间存在相关性已经被证实【１３１，校准方程的相关性导致某些校准
方法（如ＴＳＯ（ｔｈｍ—ｓｈｏｒｔ—ｏｐｅｎ）方法）的失败，也可能导致某些校准方法（如
ＴＲＬ（ｔｈｒｕ．ｒｅｆｌｅｃｔ．１ｉｎｅ）方法）周期性的频率限制，即是在某些周期性的频率上校准
精度变得很坏１１７１．到目前为止，频率限制出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并不十分清楚．
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将证明ＴＳＭ（ｔｈｒｕ—ｓｈｏｒｔ．ｍａｔｃｈ）方法没有任何频率限制问
题，但是采用不同的运算方法时，频率限制问题就出现了，其原因在周期性的频
率点上，解的表达式的分子和分母趋于零，而出现零比零型解，由此导致测试中
不可避免的微小误差产生较大的校准误差．
１．３具有不同测试端口夹具的校准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需要测试两个端口不同的网络，如输入端是同轴线，
输出端是共面线．此时，一个测试夹具的测试端口为同轴线，另一个测试夹具的
测试端口为共面线．该测试系统的校准需要一个同轴到共面线的传输标准．而实
际应用中这类标准非常不容易获得．不同测试端口夹具的双端校准一直是未得
到解决的问题．
ＯＳＬ（ｏｐｅｎ．ｓｈｏｒｔ—ｌｏａｄ）［１１１方法是一个用于单端口网络的校准方法，只需要３个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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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标准就可以进行校准．我们将这一方法扩展应用于双端测试夹具的校准，其

校准精度与ＳＯＬＴ（ｓｈｏｒｔ．ｏｐｅｎ．１０ａｄ—ｔｈｒｕ）方法相刚１６】．由于扩展的ＯＳＬ方法只需要
３个反射标准就可以进行双端测试夹具的校准，因此，该方法也可以用于校准具
有不同测试端口夹具，但需要两组对应不同测试端口的３个反射标准．

２校准标准的选取
２．１校准方法的选取
在所有常用的校准标准中，传输标准是直通（ｔｈｒｕ）和传输线（１ｉｎｅ或ｄｅｌａｙ），反
射标准有短路（ｓｈｏｒｔ）、开路（ｏｐｅｎ）和匹配（ｍａｔｃｈ）．还有一类是散射参数未知但是稳
定不变的标准，如衰减（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和反射（ｒｅｆｌｅｃｔ）标准．校准方法是由所采用的
校准标准命名的．常见的校准方法有ＴＲＬｔ３１，ＴＳＭ［１２］，ＴＯＭ（ｔｈｒｕ—ｏｐｅｎ．ｍａｔｃｈ）［１２】，
ＴＳＤ（ｔｈｒｕ．ｓｈｏｒｔ－ｄｅｌａｙ）‘１１．ＬＭＲ（１ｉｎｅ．ｍａｔ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３１１７１乘１ ＬＡＲ（１ｉｎ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７１

等．由于可用标准多于校准所需标准，必然存在如何选择校准方法的问题．一般
情况下，双端校准需要３个校准标准，其中包括至少一个传输标准【ｌ ２１．对任何测
试端口，直通和传输线标准都较为精确，而且比较容易获得．对不同的测试端口，
标准的准确性也不同，选择不同的校准方法将导致不同的测试结果．例如对矩形
波导或同轴线，短路比开路容易实现而且较准确．因此，在此条件下ＴＳＭ方法比
ＴＯＭ方法更精确．而对共面传输线这样的开放波导结构，开路比短路更准确，所
以采用ＴＯＭ方法能得到比ＴＳＭ方法更好的结果【１ ２１．因此，应根据夹具测试端口

所对应的校准标准选取校准方法．
２．２校准标准的比较

商用的测试夹具及相应的校准标准非常昂贵，而且往往不符合实际应用的
需要，通常需要设计自己的测试夹具和相应的校准标准．在根据被测器件的输入
输出端口选择适当的校准方法后，就需要对具体的校准标准进行精心的挑选．目
前除了国际上重要的计量单位，如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外，几乎不可能对校
准标准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在这里介绍一种定性的分析比较方法．
通常不具有同轴接口的校准标准是不能直接测量的．在所有校准标准中，直
通和传输线最容易获得，也是最准确的标准．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将校准标准嵌入
测试夹具测试后，利用直通和传输线标准来比较其他标准．由校准方程相关性【１ ３１，
匹配标准的测试结果可以由直通和传输线的测试结果表示，所以，可以用直通和
传输线来比较和检验匹配标准．另外，用直通和短路（或开路）标准得到的测量结
果在某些频率等效于该直通和用另一开路（或短路）的测量结果．因此，可以用准

确的直通和短路来比较开路标准的准确性，反过来也可以用准确的直通和开路
来检验短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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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３运算方法的选择
３．１校准方程的选取
如图１所示，测试夹具Ａ和Ｂ通常为互易网络，因此，校准过程中只需要确
定６个散射参数．当任意互易网络Ⅳ被插入测试夹具时，校准方程为
ｓＡｌｌ＋ＳＡ２２ＳⅣｌｌＳｃｕｌ

１一ＡｓⅣｌ １＋ｋＳＢｌｌＳｌｙ２１ＳｃＮｌ２＝ＳＣＮＩ ｌ，

（４）

ＳＡ２２ＳⅣ１２ＳｃＮｌｌ一以Ｓｉｎｅ一艚ｃⅣ１２＋ｋＳＢｌ １ＳＮｚ２Ｓｃｌｖｌ２＝０，

（５）

又２２ＳⅣＩｌＳｃｕ２ｌ＋ｋＳＢｌＩＳⅣ２ｌＳＣＮ２２一足４ＳＮ２１＝ＳＣＮ２１，

（６）

ＳＡ２２ＳｍｚＳｃＮｚｌ—ｋＳｃＮ２２＋ｋＳａｌ

１８Ｎ２２ＳｃＮ２２＋ｋＳＢ２２一七４８Ｎ２２＝０，

（７）

式中，下标ＣＮ表示将网络Ⅳ嵌入夹具后测量得到的散射参数，Ⅳ对应网络Ⅳ的

—ｋ８ＣＮ２ － ｋＳＢＩ Ｓｐｚ２ＳｃＮ—２ －ｋｇＢ２ －ｋｚｌＢＳＮ２ ．

散射参数．测试夹具和互易网络Ⅳ所形成的级联网络是互易的，因此，上面的校
准方程中只有３个是独立的．从（４）和（７）式中消去Ｓｍ，Ｓｃｕｌ２和Ｓｕｌ２Ｓｃｍｌ，得到
一ＳＡｌｌ一ＳＡ２２Ｓ＾，１１ＳｃⅣ１１＋４～Ｓｍｌ＋ＳＣＮｌｌ一
ｋＳＢｌｌ

ｒ８１
、’

ＳＡ２２

坠２２兰型！！二垒：—ｋＳＢｌｌＳｃＮ—２２－－ｋｚ生Ｂ

再从（５）和（６）式中消去Ｓｃｍ】ＩＳｍ】和Ｓｃｕ】２／曲】２，可得到
ｋ—ｋＳＢｌｌＳⅣ２２

（９）

１一ＳＡ２２ＳⅣ１ｌ

从上面两式中消去含Ｓｃｕｌｌ和Ｓｃｍ２的项，可导出
ｋ＝

竺叫竺旦２２二坠！！坠２２±垒：鱼塑．
ｋＡＢ

（１０）

ＳＢｌ２

由此可见上式与ｋ的定义式相同．这说明虽然（４）一（７）式中只有３个是独立的，但
是如果将ｋ作为一个变量，（４）√７）式中的任意３个独立方程和ｋ的定义式（３）可以
被４个校准方程（４）＾＜７）代替．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校准方程组仍然是线性的，求解
简单，并可得到唯一解．
３．２运算方法的改进
当采用短路和匹配作为标准时，可得到下面４个校准方程：

ＳＡｌｌ＋ＳＡ２２ＳｓｌｌＳｃｓｌｌ一厶Ｓｓｌｌ＝Ｓｃｓｌｌ，

（１１）

ｋＳｃｓ２２一ｋＳＢｌｌＳｓ２２８ＣＳ２２一ｋＳＢ２２＋忌４ｓｓ２２＝０，

（１２）

ＳＡｌｌ＋ＳＡ２２Ｓ』ｌｆｌｌＳｃＭｌｌ一厶ＳＭｌｌ＝ＳＣＭｌｌ，

（１３）

ｋＳｃＭ２２一足ｓＢｌｌ墨Ｍ２２ｓｃＭ２２一ｋＳＢ２２＋ｋＡＢＳＭ２２＝０，

（１４）

式中，下标ｃ表示将标准嵌入夹具后测量得到的散射参数，ｓ和Ｍ分别对应短路
和匹配．直通是互易网络的特殊情况，因此，采用ＴＳＭ校准可得到８个方程．而
待求变量如（１）式所示只有７个．冗余的一条方程可以用来求解所使用的３个标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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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的某个散射参量．对任何测试端口，直通在整个校准频率范围内都是最准确
的标准，而准确的短路和匹配相对较难获得．对同轴线测试端口，匹配比短路更
加准确．由于可用方程数目多于待求变量个数，当少用一个短路标准得到的方程
时，校准精度能够得到提高．这就是改进的ＴＳＭ方法【ｌ ５１．当短路的反射系数被当
作未知时，该校准方法被称为ＴＭＲ方法【７１，短路的反射系数不准确所带来的影响
可以被彻底消除．同样，匹配的反射系数不准确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被彻底消除，

我们可称该校准方法为ＴＳＲ方法．这样仅仅采用不同的运算方法就可以提高校
准的精度．

４实验结果
如上面分析可见，已建立的校准方法很多，运算方法也很多．我们选择ＴＳＭ
方法作为一个例子来验证以上理论的正确性．从实验中可以了解到如何选择校
准方程提高测量精度，并观察到频率限制问题的出现．
实验中，测试夹具Ａ和Ｂ分别为两端都是同轴接口的３和６ ｄＢ衰减器，此
夹具可以直接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并与校准的结果进行比较．采用ＨＰ８５０５２Ｄ校
准标准，在５０ ＭＨｚ一２０ ＧＨｚ的频率范围内，用ＳＯＬＴ校准方法校准ＨＰ８７２０Ｄ网

络分析仪．然后将ＨＰ８５０５２Ｄ校准标准中的直通、短路和匹配标准分别嵌入夹具
后进行测试．对于ＴＳＭ方法，同时采用直通标准得到的４个方程，只用一个短路
标准得到的方程，校准方程组是线性的，方程组有唯一解，自然不存在相位不确
定性问题．对于ＴＲＭ和ＴＳＲ方法，校准方程组成为非线性的，方程组有两组解，
正确的根可通过与ＴＳＭ方法的结果进行比较而选取．其解的表达式较长，在此
仅给出ＴＳＲ方法中ｋ的表达式：

，（ｓ口ｌｌ—ｓ西１１）Ｉ ｓ备１２一（ｓ川一Ｓｃ川）（ＳＣＳ２２一Ｓｃｒ２２）ｌｓ；１１＋（Ｓｃｓｌｌ一Ｓ川）ｓ备１２ｓ；１２，１乱
Ｓ吾ｒ１２一（Ｓｃｓ．一Ｓｃｒｌｉ）（Ｓｃｓ２２一Ｓｃｒ２２）｝Ｓｃｒｌ２ＳｓｌｌＳｒｌ２
图２给出了ＴＳＭ，ＴＲＭ和ＴＳＲ方法的计算结果和直接测量的结果．从图２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ＴＳＲ方法有频率限制问题，而ＴＳＭ和ＴＲＭ方法没有频率限
制．所采用的直通标准的长度为零（ｓ跎。＝１），短路标准的长度为９．５４ ｍｍ，在周期

性的频率点ｎｃ／４Ｌ。＝ｎ×７．８６ ＧＨｚ，有Ｓｓｌｌ＝±１，其中，ｎ＝０，１，２，…，Ｃ为真空中光
速．因此，下面方程得到满足［１叫：

（Ｓｃｓｌｌ一ｓｃ丁１１）（ｓａ２２一Ｓｃｒ２２）＝ｓ舌ｒ２１．（１６）
从（１５）式可见，ＴＳＲ方法的解在这些周期性频率点，其分母为零，由此而导致
频率限制问题．从图２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周期性频率点，校准数据出现跳
变．为了保证校准精确性，可以改变短路标准的长度重新计算这些周期性频率点
附近的数据．另一方法是利用ＴＳＭ或ＴＲＭ方法的计算结果代替这些周期性频率
点附近的数据．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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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符号。，△和·分别表示ＴＳＭ，ＴＭＲ和ＴＳＲ方法的结果，实线为直接测量的结果

５讨论及结论
从理论上讲，网络分析仪的校准仅仅是３个网络的级联问题，即是将已知网
络嵌入两个未知夹具网络中，通过在夹具外的测试确定夹具的散射参数．但这并
不意味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网络
分析仪校准的精确性由所采用的校准标准和校准方法决定，为了提高校准精度，
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在校准的过程中，如果校准标准和运算方法选择不当，就
会导致较大的误差．以ＴＳＭ方法为例，如果只选择３个直通标准得到的方程，就
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１２卅５１，出现此问题的原因仍然不清楚．从上节实验可知，如
果同时采用直通得到的４个方程，而只用一个短路标准得到的方程，就能得到正
。

确的结果．
由于网络分析仪的校准技术还在不断地发展，新的应用又带来新的需求和
新的问题．本文仅仅就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利用选择校准标准和运算方法作
了系统的介绍，并提出了初步的建议．其中所提及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碰到．例如，对于ＴＲＬ方法，校准方程数多于待定参量数，
同样也有如何选取校准方程提高校准精度的问题．有的是首次发现的新现象，例
如ＴＳＲ方法存在频率限制问题，同时我们还找到了出现该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此以前，大家普遍认为在测试夹具是互易的条件下，直通标
ＷＷＷ．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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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得到的４个方程不能同时使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当ｋ＝Ｓｍｉ／ＳＢｌ２被作

为未知量时，这４个方程可以同时使用．这一观点澄清了多年来对校准方程相关
性的模糊认识．基于该理论，可导出ＴＳＭ方法的线性校准方程组，得到唯一正确
的解，从而消除相位不确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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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迪拓培训

专注于微波、射频、天线设计人才的培养
网址：http://www.edatop.com

微 波 射 频 测 试 仪 器 使 用 操 作 培 训
易迪拓培训(www.edatop.com)由数名来自于研发第一线的资深工程师发起成立，致力并专注于微
波、射频、天线设计研发人才的培养；现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微波射频和天线设计人才培养基地，
推出多套微波射频以及天线设计培训课程，广受客户好评；并先后与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
社合作出版了多本专业图书，帮助数万名工程师提升了专业技术能力。客户遍布中兴通讯、研通高频、
埃威航电、国人通信等多家国内知名公司，以及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永业科技、全一电子等多家台
湾地区企业。
易迪拓培训课程列表：http://www.edatop.com/peixun/rfe/129.html

微波射频测量仪器操作培训课程合集
搞硬件、做射频，不会仪器操作怎么行！对于射频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
来说，日常电路设计调试工作中，经常需要使用各种测试仪器量测各种
电信号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熟悉各种测量仪器原理，正确地
使用这些测试仪器，是微波射频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必须具备和掌握的
工作技能，该套射频仪器操作培训课程合集就可以帮助您快速熟悉掌握
矢量网络分析仪、频谱仪、示波器等各种仪器的原理和使用操作…
课程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rftest/vna/67.html

矢量网络分析仪使用操作培训课程套装
矢量网络分析仪是最常用的测试仪器是射频工程师和天线设计工程师
最常用的测试仪器；该套培训课程套装是国内最专业、实用和全面的
矢量网络分析仪培训教程套装，包括安捷伦科技和罗德施瓦茨公司矢
量网络分析仪的 5 套视频培训课程和一本矢网应用指南教材，能够帮
助微波、射频工程师快速地熟悉掌握矢量网络分析仪使用操作…
课程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rftest/vna/34.html

示波器使用操作培训课程套装
示波器是硬件和射频工程师几乎在每天的工作中都会用到仪器，因此掌
握示波器的原理并能够正确使用示波器是所有从事电子硬件电路设计
和调试的工程师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本站推出的示波器视频培训
课程套装既有示波器的基本原理以及示波器性能参数对测量结果影响
的讲解，也有安捷伦和泰克多种常用示波器的实际操作讲解，能够帮助
您更加深入地理解手边常用的示波器从而更加正确地使用示波器…
课程网址：http://www.edatop.com/peixun/rftest/osc/49.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