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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仪在变频器件测量中的应用
张

娜，李

元，金宝龙

（上海微波设备研究所，上海２０１８０２）
摘要：网络分析仪为测量变频器件提供了快速而准确的测量方法，根据标量网络分析仪和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测量
原理，详细介绍了用标网测量变频器变频损耗的方法，以及用矢网测量变频损耗和相位的方法。分析了两种仪器在
测量中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在变频器测量中的优缺点。以正交混频器为例，提供了测量其幅度不平衡和相位不平衡
的网络分析仪测量方法；以本振与射频信号频率范围重合的特殊应用为例，介绍了简单准确的测量方法。
关键词：变频器；标量网络分析仪；矢量网络分析仪；幅频特性；相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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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频器是射频（ＲＦ）和微波系统中的关键器件，

试原理不同，它们都可以用于变频器件的测试中。标
网可以测量变频器的变频损耗、输出功率、回波损耗

常用于下变频、上变频及正交变频等场合。从广义

和隔离度等。具有频偏功能的矢网除了能测量标网

上讲，常把这类可以实现频率变换功能的器件及其

可以测量参量外，还可以测量相位和群延迟等与相

组件统称为变频器。一般的射频和微波器件如放大

位相关的参数。但是用矢网测量仪器配置复杂，准备

器、功分器、滤波器等，他们的输入信号频率和输出

工作繁琐。标网测量仪器配置简单，测量中引入的误

信号频率相同；而变频器是三端口器件，有本振

差项少。因此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选择测试方法可

（Ｌｏ）、射频（ＲＦ）和中频（ＩＦ）三个端口，在本振功率

以准确、简便地获得变频器件的各项参数。

的驱动下，将射频信号转变为中频信号（下变频）或

２标量网络分析仪在变频器测量中的应用

者将中频信号转变为射频信号（上变频）。三个端口

标网（以ＨＰ８７５７Ｄ为例）通过检测被测件输出

的信号频率满足关系式：蹄蛳ｎＦ，．ｏ，（ｍ，ｎ是整

信号的功率电平，获得被测件网络参数的幅频特

数）。变频器件的输入频率和输出频率不相等，因此

性。标网的功率检测器件是宽频带、高精度的二极

变频器件的测量也比其他器件的测量复杂。

管检波器，检波器的性能将直接影响到网络分析仪

网络分析仪是射频和微波系统中常用的测量仪

的性能。测量一般二端口网络时，标网的标准配置

器，分为标量网络分析仪（下面简称标网）和矢量网

如图１。标网有两个接收通道（通道Ａ和通道Ｂ）和

络分析仪（下面简称矢网）。这两种网络分析仪的测

一个参考通道Ｒ，标准配置时标网的测量选项中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２３：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作者简介：张娜（１９７７一），女，工程师，主要从事微波无源器
件设计及应用。

万方数据

值测量Ｂ／Ｒ表示二端口网络的传输特性，比值测量
Ａ／Ｒ表示被测件输入端口的反射。
变频器的输入频率和输出频率不同，比值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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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将不适用于变频器的测量。但是标网的检波器

矢网可以测量微波网络参数的幅度和相位。矢

是宽频带的，能检测出变频器输出信号的绝对功

网的接收机是窄带调谐接收机，射频信号先下变频

率，因此可以用非比值测量获得变频器的变频损耗

为中频信号，再执行中频信号处理程序，完成网络

等幅频信息。标网测量变频器的仪器配置如图２。变

参数的计算和测量。接收机在信号变换和处理过程

频器是非线性器件，输出信号中除了有用信号外，

中，完整地保留了被测信号幅度和相位信息。在测

还有高次谐波信号，宽频带的检波器会把频带内的

量一般二端口网络时，矢网的源频率与接收机频率

所有信号检测出来，这将抬高检波器的输入噪声，

调谐在相同的频率上，若要测量输入和输出频率不

降低检波器的测量灵敏度，因此最好在检波器与变

同的变频器，则要求矢网的接收机能够调谐在与信

频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滤波器滤除高次谐波，减小谐
波对检波器的影响。因此这种测量方法特别适用于

号源不同的频率上。Ａｇｉｌｅｎｔ ＰＮＡ系列矢网（以
ＰＮＡ ８３６２为例）提供了频偏工作模式，他的源频率

内部集成有滤波器的变频器件。

和接收机调谐频率之间满足一定的频率偏移关系，
因此可以用于变频器网络参数的测量中。ＰＮＡ

８３６２

提供两种混频器测量方法，即标量测量方法和矢量
测量方法。
矢网标量测量方法能测量变频器的变频损耗
等幅频特性。测量前需要对矢网的源功率和接收机
功率进行校准，校准的仪器配置如图３。矢网标量校
准的频率范围是可以扩展的，即可以一次对较宽的
频段进行校准，这样校准的结果可以应用在其他频
图１标量网络分析仪测量二端口网络的标准配置

段变频器的测试中。功率校准所需要的时间与所选
取的频率扫描点数呈正比，因此在功率校准中只要
选择足够满足自己测量需要的带宽和扫描点数就
可以了。完成源功率校准后，该校准数据通过内部
算法应用于接收机功率校准中。执行完功率校准
后，功率计的功率测量精度传递给矢网，保证功率
测量的准确性。

图２标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变频器的配置

在标网测量之前必须对标网校准，去除测量通
路中固定频响对测量的影响。校准的方法是将图２

图３矢量网络分析仪源功率校准配置

中检波器探头直接连到定向耦合器输出端口上，把
测量结果存到标网的ＭＥＭ中，然后接入被测件，在

矢网矢量测量方法可以全面衡量变频器的性

测量选项中选择Ｂ—Ｍ，这时屏幕上显示的曲线就是

能，能测量变频损耗、输出信号的相位及绝对群延

变频损耗。事实上，在变频损耗的测量中只用到一

迟等各项参数。矢量测量方法校准仪器配置如图４。

个测量通道（图中为通道Ｂ），Ａ通道可用来测量变

在校准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参考混频器和一个校准

频器输入端口的反射或者断开不用。因此理想情况

混频器，参考混频器的信号和被测变频器的信号同

下可以去掉定向耦合器，把扫频信号源的输出直接

步地转换，为矢网内部的源和接收机提供锁相参

连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但实际上，变频器的输入

考，校准混频器校正测量通路的误差，以及为相位

端并不是理想的，存在反射信号，如果没有电桥隔

和群延迟测量提供参考。

离反射信号，变频器输入端口的反射信号会在测量

４三种测量方法的优缺点比较

通路中不断积累，将导致不正确的测量结果。

４．１标网测量的优缺点

３矢量网络分析仪在变频器测量中的应用
万方数据

标网测量变频器的优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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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的测量方法。
矢网矢量测量变频器的缺点：
（ａ）澳ｌＪ量和校准时的仪器配置复杂、校准步骤多，
一般需要十几个步骤才能完成—个钡４试频段的校准；
（ｂ）校准频率范围不能扩展，每次校准的输入输
出频率必须满足固定的变换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
图４矢量网络分析仪矢量测量校准配置

（ａ）标网校准和测量时仪器配置简单，不需要附
加其它仪器；
（ｂ）Ｎ量时引入的误差项少。测量误差包括校
准时的端口不匹配引人的误差及被测件接入后输
入和输出端口不匹配引入的误差；
（ｃ）标网测量特别适用于内部自带滤波器的变
频器；

优缺点，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
选择测量方法。灵活地应用这三种测量方法，发挥
他们长处，能使测量过程既简单又准确。
５测量举例
５．１

Ｉ／Ｑ变频器的测量

对于Ｉ，Ｑ变频器，一般最关心的参数是正交输出
端口的幅度不平衡和相位不平衡。前文提到的三种
方法都可以测幅度不平衡。矢网是一个两端口测试
仪器，因此测量幅度不平衡时，要对两个正交端口的

（ｄ）可实现双通道测量。标网一般配备两个检

幅度分别测量，然后作比较。而标网一般配备有两个

波器探头，因此可以利用双通同时测量Ｉ／Ｑ变频器
的两个正交端口。

检波器探头，利用标网的两个测试通道，可以一次完
成幅度不平衡的测量，标网的配置如图５。在标网的

标网测量变频器件的缺点是：

测量选项中选择Ｂ／Ｒ，屏幕上显示的曲线就是两个正

（ａ）只能测量变频器的幅频特性；

交端口的幅度不平衡。双通道测量会引入由于两个

（ｂ）为了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对内部没有滤

检波器的响应不完全一致所带来的误差，实际上这

波器的变频器，需要在标网检波器和变频器输出端

个误差是很小的，在一般的测量中可以忽略。

口之间附加滤波器，以滤除高次谐波对测量的影
响。

Ｉ／Ｑ变频器的相位不平衡可以用矢网的标准
矢量测量方法，先测每个输出绝对相位，然后再比

４．２矢网标量测量的优缺点

较两个端口的相位差。这种做法在本振信号固定

矢网标量测量变频器的优点：

在单一频率时是可行的，但有些情况是本振频率

（ａ）可以准确地测量绝对功率，它的测量精度与

需要选择一系列的频率值，标准的矢量方法要求

功率计的测量精度相同；
（ｂ）校准频率范围可以扩展，能实现一次校准，
多器件测量。

对每个本振频率都要执行一次矢网的矢量校准，
如果频率点很多，这种方法太繁琐。其实我们真正
关心的是正交输出端口的相位差是否是９０。，每个

矢网标量测量变频器件的缺点是：

端口的绝对相位在测量中只是中间量，因此我们

（ａ）只能测量变频器件的幅频特性；

希望找到一种测量方法可以避开测量绝对相位，

（ｂ）Ｎ量中的误差项比标网测量多，包括：校准

利用矢网的频偏功能直接比较两个端口的相位，

时的ＰＯＲＴｌ端口与功率计端口不匹配引入的误差，

即相对相位。从此思路出发测量相对相位，不需要

ＰＯＲＴ２端Ｅｌ不匹配引入的误差，被测件的输入与
ＰＯＲＴｌ端口不匹配和被测件输出与ＰＯＲＴ２端口的
不匹配：

（ｃ）功率校准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校准时间与
频率扫描点数呈正比，例如选取１０１个点时大概需
要２０ｍｉｎ的时间。
４．３矢网矢量测量的优缺点

矢网矢量测量变频器的优点：
（ａ）三种方法中唯一能用来测量相位的方法；
（ｂ）为变频器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测量提供了

万方数据

图５用标量网络分析仪测量Ｉ，Ｑ变频器的幅度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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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执行标准矢量校准步骤。测量相对相位仪器配置

位的测量方法。如果必须测绝对相位，那么只能按

如图４，仍然需要参考混频器，但不需要校准混频

照标准的矢网矢量测量步骤执行，在实际应用中需
要绝对相位测量的情况比较少。

器，直接将Ｉ／Ｑ变频器接到图中校准混频器的位
置。然后设置测量的频率范围，将锁相参考设为外

６结论

部，此时矢网内部信号源和调谐接收机用参考混

本文分析了两种网络分析仪的测量原理，比较

频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作为锁相参考，先测量一

了三种测量方法的优缺点，并且列举了两个比较典

个端口的相位保存到缓存器中，然后再测另外一

型的例子。通过对例子的分析可知，根据被测参数
选择合适的测量仪器，并且灵活地配置网络分析仪

个端口的相位，将显示的曲线设置为两次测量值
之差，就测得相对相位。对每个频率点都执行这个
过程就能得到Ｉ／Ｑ变频器的相位不平衡。需要注意
的是，要先设置频偏参数，再开放锁相参考，因为

可以使测量的设备量和测量步骤都得到优化。尤其
在大量产品需要测试的情况，高效灵活地配置测量
仪器可以节约人力，节省时间。

系统的锁相环在没有接受频偏参数的情况下将无
法与外部参考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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