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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利用校准克服毫米波测量挑战  
毫米波频率的校准目标与更长波长的校准目标没有区别：都是为了消除造成测量不确定度的最

大因素。但实际情况是，尽管目标相同，实际上实施校准的过程却完全不同。 

在测试毫米波器件时，您需要了解在 30-300 GHz 频率内进行校准的独特挑战。 

 

 
图 1：配有测试仪控制器和频率扩展器的网络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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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好的硬件也无法消除器件测试期间产生的所有潜在误差。所有测试硬件本身都有一定程

度的不精确性。并且在毫米波频率下，波长较小，意味着即使测量面发生较小变化，也可能产

生较大的测量误差。换言之，哪怕只有几毫米的位移都可能导致较大的相移。如此紧张的裕

量，使得通过适当的校准最大限度减小这些误差变得愈发重要。 

 

您可能比较熟悉标准的网络分析仪校准和矢量误差校正测量。一般情况下，它们可以尽量提高

测量精度（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分析仪自身的不精确性）。但是，在毫米波频率下，需要

考虑特殊的校准问题，这对于在这些高频频段中进行精确、可重复的测量至关重要。那么，您

需要进行哪些改变以便在毫米波频率范围内进行测量？如何确保获得最可靠的测量结果，并避

免成本高昂的测试误差？ 

 

您的 VNA 测量精度由其校准决定 

VNA 可以提供很高的测量精度。但是，只有通过称为矢量误差校正的数学方法对 VNA 进行校

准后，才能真正实现该精度。这类校准不同于在校准实验室中进行的年度校准，后者可确保仪

器正常运行，并达到其公布的技术指标，例如输出功率和接收机本底噪声等。 

校准基于 VNA 的测试系统有助于确定造成测量不确定度的最大因素：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
可重复的非随机误差，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测量和消除。它们来自网络分析仪本身，以及分析仪

和被测器件之间的所有测试电缆、适配器、夹具和/或探头。另外，通过误差校正可以消除系

统误差。经过矢量误差校正的 VNA 系统能够最准确地反映被测器件的真实性能。这意味着网
络分析仪及其测量的精度实际上完全由其校准决定。 

如果不采用适当的校准，您将面临测量不确定度的风险。在某些情况下，该不确定度可以忽略。

但是在毫米波频率下，波长很短，每个小的缺陷都会被放大。这种不确定度很容易导致器件失

效或不符合严格的标准。适当的校准技术对于您使用 VNA 进行测量空前重要。 

 

新的校准挑战  
想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测试和部件故障的成本，以及增加毫米波频率设计成功的可能性，校

准至关重要。使用毫米波系统需要您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实现宽带校准，通常从 500 MHz 一

直到 125 GHz 或更高频率。但是，在如此宽的频率范围内进行校准，将会带来一系列在低频

范围内没有遇到过的新挑战。 

为了在毫米波频率下有效校准 VNA，您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宽带频率覆盖范围的负载。利用精
心设计的宽带负载，即可实现合理的精度。然而，在毫米波下使用滑动负载并不理想。还有其

他方式可以实现高精度。您可能会考虑使用多项式模型，在低频测量时经常会用到它。这种模

型只能描绘出负载的电感和回波损耗。采用这种实施，您需要三个频段 — 低频段、高频段和
一种宽带滑动负载。对于 30 GHz 以下的频率，这通常已足够，并且您可以使用此方法来获得

有效校准。但如果在测量较高频率信号时采用此方法，您会发现一些问题。 

 



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第 3 页 

           
 
 

旧模型：多项式校准  
图 2 显示了包含三种不同多项式模型（低频带、高频带和宽带）的短路件波形，以及它们与实

际物理模型的偏差。红色迹线表示低频段模型，专门针对低频段性能进行了优化。它有良好的

负载，但可能会限制短路件。该信号大约为 40 GHz，我们注意到它发生问题，而误差开始 

扩大。 

 

 

图 2：0-70 GHz 频率范围内的低频、高频与宽带负载模型 

 

 

蓝色迹线表示只使用短路件而不使用低频段负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借助多个短路件，您

可以限制 40 GHz 及更高频率上的性能。 

然而，如果您能将宽带模型（充分利用红色迹线在低频段负载方面的优势）与蓝色迹线的高频

段偏置短路校正相结合，则可以得到类似于绿色迹线的结果。 

这展示了在毫米波频率下工作的新挑战。进入这些宽带频率时，我们需要消除负载。为此，您

需要使用多个短路件来覆盖目前正在使用的宽广频率范围。多项式模型在毫米波频率下不适宜

使用。因此需要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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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型：数据库校准  
我们现在知道，需要使用多个短路件来覆盖我们正在使用的宽频率范围。但是，如何才能做到

这一点？这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 

校准套件（图 3）就是您正在寻找的答案。它无需宽带负载，并能实现多个短路，从而覆盖您

正在使用的频率范围。例如，是德科技有一个机械同轴校准套件，它包括一个低频负载、四个

短路件和一个开路件。使用该负载，这个套件能够覆盖高达 50 GHz 的低频范围。并且，它使
用偏置短路件在史密斯圆图上提供代表不同阻抗条件的状态。 

 

 

 
图 3：机械校准套件 

 

这类实施使用的是数据库模型，而不是多项式模型。正如我们在图 2 中的示例所见，多项式模

型在毫米波频率下并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选择其他技术。 

数据库模型比较适合。它使用指定的数据集来表征每个器件。该模型使用史密斯圆图，包含特

定频率范围内各种元器件的已知数据。例如，对于信号源匹配型测量，让我们看一下高反射器

件。在这个频率下较好的短路件是什么？我们将其绘制成图，并将其用作数据库校准模型。对

于您正在使用的任何类型的测量，您都可以这样做：绘制出理想条件并将其用作模型。借助此

数据集，即可校准我们的系统。 

使用最小平方拟合法可进一步增强该校准，该方法适用于误差校正项的计算。从本质上来说，

这适用于加权，以确保在校准误差提取中使用正确的标准件。 

图 3 中的是德科技校准套件便使用了此类技术，使我们能够有效地校准毫米波测试系统。重要

的是，您必须知道，适合在较低频率下工作的校准套件和方法根本不适用于这些宽带频率。为

此，您需要考虑选择一套新的校准工具，以优化毫米波测试装置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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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  
了解毫米波频率所需的校准类型至关重要，但不同的连接器类型可能会使其更加复杂。在毫米

波频率下，与被测器件连接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同轴、晶圆上、波导和空中（OTA）。每种方

法都需要采用不同的校准方法。我们看到同轴和晶圆上是最常用的方法，因此在本次讨论中我

们将重点关注这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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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接口 
同轴连接是传统的接口方案。1.00 mm 连接器是行业标准，可以在 120 GHz 宽带下工作，因

此在转换到更高频率范围的测试时，它们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1.00 mm 同轴连接也符合 IEEE 标准（IEEE 287-2007），主要有两个优点： 

1. 您的测量结果将是可追溯的，这对于跟踪和测量不确定度至关重要。图 4 显示了在使用 

1.00 mm 标准连接器时实时计算的不确定度。 

2. 您可以进行符合标准的测量。在设法满足行业或法规规范时，通常需要进行这些特定测
量。   

 

 

 

 

 

 

 
 

 

 

 

 

晶圆上的接口  
虽然同轴连接在大多数实验室中都很常见，但在设计和表征毫米波元器件时，晶圆上的测量很

快成为最常用的接口方法。晶圆上测量的校准标准件包括与同轴接口（开路、短路和负载）类

似的器件，但它们位于基板上，例如集成基板标准件（ISS）。 

一般来说，您可能会使用 SOLT（短路开路负载直通）方法来进行晶圆上的校准。但是，您也

许还熟悉其他支持的校准方法之一：SOLR（短路开路负载互补）、LRM（线路反射匹配）、
LRRM（线路反射反射匹配）和 TRL（直通反射线路）。 

 

图 4：在使用 1.00 mm 标准连接器时实时计算的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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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具体使用何种校准方法，当在 50 GHz 以上的频率上进行测试时，您都可能会使用 ISS。
您需要确保 ISS 的厚度只有 10 密耳，以便进行测试。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模式不好控制。

不受控制的模式会导致接地耦合。并且，由于高阶模式不稳定，因此无法对其进行表征，进而

实施校正。由于存在接地耦合，在您进行反射型测量时，50 GHz 以上会出现严重失真。 

如果存在接地耦合和失真，您的测量结果会具有误导性。在您使用的工作频率中，此误差范围

可能很大。要想实施正确的校准，您需要使用吸收器。吸收器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基板高阶

模式的生成，为您提供更清晰、更准确的测量值。 

 

功率校准 
在考虑测试毫米波器件时，您可能知道需要使用 VNA 测试收发信机和转换器。此外，您还需

要准确地确定在器件上应用的功率。例如，如果您正在使用放大器查看谐波，则功率测量对于

了解放大器的工作情况至关重要。 

早期的功率校准模型 
以前，在对毫米波频率的功率测量进行校准时，需要使用多个传感器来覆盖完整的频率范围。

通常来说，传感器是宽带波导传感器，因为同轴传感器仅适合在基于二极管的检测中使用。这

种方法通过多次校准来覆盖如此宽的频率范围（通常约为 50-120 GHz），但往往因为频率范

围太大，所以得出的测量值不是很准确。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误差空间，并不是理想的解决方

案。 

全新的功率校准模型 
最近问世的一种创新方法是使用宽带功率传感器技术。这种基于热电偶的技术使得宽带功率校

准变得更加容易。由于它使用单个连接而不是多个连接，因此可以避免因连接多个传感器而可

能导致的大量误差。 

图 5：晶圆上测量的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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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6 中，您将看到这种新技术在类似图 6 的功率传感器中的实施。该传感器有一个 1.0 mm 

连接器，可提供直流至 120 GHz 的覆盖范围。在校准功率测量时，必须要考虑到您所选择的

功率传感器可能引起的误差，以及此误差是否可忽略不计。 

图 6：Keysight U8489A 功率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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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您需要能够进行准确、可重复的测量，以避免设计失败，或是设计进度超出最后期限。

毫米波频率上的裕量十分紧张，这意味着您需要采用新的、更精确的校准技术。因此，

了解毫米波频段所需校准的差异是您取得成功的基石。虽然测试硬件质量的重要性一

如既往，但决定测试装置准确度的关键要素是校准。正确校准是打造可靠测试装置的

第一步。 

现在，您应该已经了解到要评测的一些关键领域，请考虑重新评测您的测试装置、校

准工具和方法。进一步了解是德科技的毫米波测试仪器和校准工具： 

 N9041B UXA 信号分析仪 

 N5291A 900 Hz 至 120 GHz PNA 毫米波系统 

 U8489A 直流至 120 GHz USB 热电偶功率传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