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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

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待测材

料制成圆形薄片状的样品片，将样品片夹持于同

轴结构的夹具的内部，将夹具的一端通过数据线

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接口连接，通过矢量网络分

析仪测量得到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反射参

数，计算得到夹具本身的阻抗值，计算得到的夹

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B、计算得到样品

片的阻抗值；C、根据样品片的阻抗值计算得到样

品片的反射参数；D、预设补偿修正公式，计算得

到补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E、根据补

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计算得到样品

片的最终阻抗。该方法克服现有技术缺陷，具有

测量误差小、测量精度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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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将待测材料制成圆形薄片状的样品片，将样品片夹持于同轴结构的夹具的内部，将

夹具的一端通过数据线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接口连接，控制夹持样品片的夹具温度为需要

的测量温度值，通过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得到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反射参数，根据夹

具的材料属性、尺寸参数计算得到夹具本身的阻抗值，并根据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反

射参数、夹具的阻抗值计算得到的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

B、根据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夹具本身的阻抗值计算得到样品片的阻抗

值；

C、根据样品片的阻抗值计算得到样品片的反射参数；

D、预设补偿修正公式，将样品片的反射参数代入补偿修正公式中，计算得到补偿修正

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

所述的补偿修正公式为：

其中S'11为样品片的反射参数， ε为补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

电常数，ted为电延迟的时延，r为样品片的半径，n为多次反射的次数；

其中分布电感 ω为角频率，μ为夹具的磁导率，电容

其中ε0为真空介电常数，RA为夹具的外管内壁的半径，RB为夹具的内柱的半径；

E、根据补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计算得到样品片的最终阻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待

测材料包括导体、半导体、高分子材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A中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的计算具体为：

其中Zm为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Zc为夹具的阻抗值，S11为夹具及样品片的整

体反射参数；

其中ε1为空气的介电常数。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B中样品片的阻抗值的计算具体如下：

样品片的阻抗值Zr由公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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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r为样品片的阻抗值，l为夹具的内柱的长度；

th(x)＝[exp(x)-exp(-x)]/[exp(x)+exp(-x)]。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C中的样品片的反射参数S'11由公式(5)求解得到：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步骤E中的样品片的最终阻抗Zr'的计算具体为：

其中d为样品片的厚度，s为夹具的内柱的截面积。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

具包括数据线(1)、接头Ⅰ(2)、接头Ⅱ(3)、外管(4)、内柱(5)；

所述的接头Ⅰ(2)设有延左右方向设置的通孔Ⅰ(21)，所述的通孔Ⅰ(21)内固定设有导柱

Ⅰ(22)，所述的导柱Ⅰ(22)延通孔Ⅰ(21)的轴向设置；所述的数据线(1)左端与矢量网络分析

仪连接，右端伸入接头Ⅰ(2)与导柱Ⅰ(22)连接；所述的接头Ⅱ(3)的左端与接头Ⅰ(2)的右端

配合，能够连接成一体；所述的接头Ⅱ(3)设有延左右方向设置的通孔Ⅱ(31)，所述的通孔

Ⅱ(31)内固定设有导柱Ⅱ(32)，所述的导柱Ⅱ(32)延通孔Ⅱ(31)的轴向设置，导柱Ⅱ(32)

的右端位于通孔Ⅱ(31)内并与通孔Ⅱ(31)的右端口之间留有距离，该段距离构成夹持槽；

当接头Ⅱ(3)与接头Ⅰ(2)连接时，导柱Ⅱ(32)的左端与导柱Ⅰ(22)的右端接触；所述的外管

(4)左端与接头Ⅱ(3)的右端配合，能够连接成一体；所述的内柱(5)设于外管(4)内，延外管

(4)的轴向延伸；外管(4)与接头Ⅱ(3)连接时，样品片(7)置于夹持槽内，内柱(5)的左端伸

入夹持槽内，导柱Ⅱ(32)的右端与内柱(5)的左端分别夹紧样品片(7)的左右两侧；所述的

接头Ⅰ(2)、接头Ⅱ(3)、外管(4)、内柱(5)均由金属导体材料制成。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数据线(1)外壁的右端设有螺纹接头(25)，数据线(1)内部的传输导体的右端伸

出数据线(1)外壁的右端之外；所述的螺纹接头(25)外侧设有外螺纹Ⅰ，所述的接头Ⅰ(2)的

左端设有与螺纹接头(25)相对应的凹部Ⅰ(23)，所述的凹部Ⅰ(23)内侧设有与外螺纹Ⅰ相对

应的内螺纹Ⅰ，所述的数据线(1)与接头Ⅰ(2)通过外螺纹Ⅰ、内螺纹Ⅰ的配合实现连接，此时，

数据线(1)内部的传输导体与导柱Ⅰ(22)相互接触，从而实现连接。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接头Ⅰ(2)的右端设有延其轴向设置的环状的突出部Ⅰ(24)，所述的突出部Ⅰ(24)

外侧设有外螺纹Ⅱ，所述的接头Ⅱ(3)左端设有与突出部Ⅰ(24)相对应的凹部Ⅱ(33)，所述

的凹部Ⅱ(33)内侧设有与外螺纹Ⅱ相对应的内螺纹Ⅱ，所述的接头Ⅰ(2)与接头Ⅱ(3)通过

外螺纹Ⅱ、内螺纹Ⅱ的配合实现连接，此时，导柱Ⅱ(32)的左端与导柱Ⅰ(22)的右端接触；

所述的接头Ⅱ(3)的右端设有延其轴向设置的环状的突出部Ⅱ(34)，所述的突出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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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的外侧设有外螺纹Ⅲ，所述的外管(4)左端设有与突出部Ⅱ(34)相对应的凹部Ⅲ(41)，

所述的凹部Ⅲ(41)内侧设有与外螺纹Ⅲ相对应的内螺纹Ⅲ，所述的接头Ⅱ(3)与外管(4)通

过外螺纹Ⅲ、内螺纹Ⅲ的配合实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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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阻抗测试方法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

测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半导体材料电阻率测量系统主要用于半导体材料导电性能的评估和测试，

通常采用四线电阻法测量原理进行设计开发，可以在高温、真空的条件下测量半导体材料

电阻和电阻率，可以分析被测样品电阻和电阻率随温度、时间变化的曲线，但测量频率范围

值局限于20Hz—30MHz，不能满足在高频条件下的测量需要；并且在高频条件下微波会出现

多次反射的现象，同时由于被测样品的厚度不同而导致微波在样品中传播时会发生相位的

改变,进而出现电延迟的现象，存在较大的误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该方法克服现有技

术缺陷，具有测量误差小、测量精度高的特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将待测材料制成圆形薄片状的样品片，将样品片夹持于同轴结构的夹具的内

部，将夹具的一端通过数据线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接口连接，控制夹持样品片的夹具温度

为需要的测量温度值，通过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得到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反射参数，

根据夹具的材料属性、尺寸参数计算得到夹具本身的阻抗值，并根据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

整体反射参数、夹具的阻抗值计算得到的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

[0007] B、根据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夹具本身的阻抗值计算得到样品片的阻

抗值；

[0008] C、根据样品片的阻抗值计算得到样品片的反射参数；

[0009] D、预设补偿修正公式，将样品片的反射参数代入补偿修正公式中，计算得到补偿

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

[0010] 所述的补偿修正公式为：

[0011]

[0012] 其中S'11为样品片的反射参数， ε为补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

复介电常数，ted为电延迟的时延，r为样品片的半径，n为多次反射的次数；

[0013] 其中分布电感 ω为角频率，μ为夹具的磁导率，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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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中ε0为真空介电常数，RA为夹具的外管内壁的半径，RB为夹具的内柱的半径；

[0015] E、根据补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计算得到样品片的最终阻抗。

[0016] 优选地，所述的待测材料包括导体、半导体、高分子材料。

[0017]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A中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的计算具体为：

[0018]

[0019] 其中Zm为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Zc为夹具的阻抗值，S11为夹具及样品

片的整体反射参数；

[0020]

[0021] 其中ε1为空气的介电常数。

[0022]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B中样品片的阻抗值的计算具体如下：

[0023] 样品片的阻抗值Zr由公式(4)计算：

[0024]

[0025] 其中Zr为样品片的阻抗值，l为夹具的内柱的长度；

[0026] th(x)＝[exp(x)-exp(-x)]/[exp(x)+exp(-x)]。

[0027]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C中的样品片的反射参数S'11由公式(5)求解得到：

[0028]

[0029] 优选地，所述的步骤E中的样品片的最终阻抗Zr'的计算具体为：

[0030]

[0031] 其中d为样品片的厚度，s为夹具的内柱的截面积。

[0032] 优选地，所述的夹具包括数据线、接头Ⅰ、接头Ⅱ、外管、内柱；

[0033] 所述的接头Ⅰ设有延左右方向设置的通孔Ⅰ，所述的通孔Ⅰ内固定设有导柱Ⅰ，所述

的导柱Ⅰ延通孔Ⅰ的轴向设置；所述的数据线左端与矢量网络分析仪连接，右端伸入接头Ⅰ与

导柱Ⅰ连接；所述的接头Ⅱ的左端与接头Ⅰ的右端配合，能够连接成一体；所述的接头Ⅱ设有

延左右方向设置的通孔Ⅱ，所述的通孔Ⅱ内固定设有导柱Ⅱ，所述的导柱Ⅱ延通孔Ⅱ的轴

向设置，导柱Ⅱ的右端位于通孔Ⅱ内并与通孔Ⅱ的右端口之间留有距离，该段距离构成夹

持槽；当接头Ⅱ与接头Ⅰ连接时，导柱Ⅱ的左端与导柱Ⅰ的右端接触；所述的外管左端与接头

Ⅱ的右端配合，能够连接成一体；所述的内柱设于外管内，延外管的轴向延伸；外管与接头

Ⅱ连接时，样品片置于夹持槽内，内柱的左端伸入夹持槽内，导柱Ⅱ的右端与内柱的左端分

别夹紧样品片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接头Ⅰ、接头Ⅱ、外管、内柱均由金属导体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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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优选地，所述的数据线外壁的右端设有螺纹接头，数据线内部的传输导体的右端

伸出数据线外壁的右端之外；所述的螺纹接头外侧设有外螺纹Ⅰ，所述的接头Ⅰ的左端设有

与螺纹接头相对应的凹部Ⅰ，所述的凹部Ⅰ内侧设有与外螺纹Ⅰ相对应的内螺纹Ⅰ，所述的数

据线与接头Ⅰ通过外螺纹Ⅰ、内螺纹Ⅰ的配合实现连接，此时，数据线内部的传输导体与导柱Ⅰ

相互接触，从而实现连接。

[0035] 优选地，所述的接头Ⅰ的右端设有延其轴向设置的环状的突出部Ⅰ，所述的突出部Ⅰ

外侧设有外螺纹Ⅱ，所述的接头Ⅱ左端设有与突出部Ⅰ相对应的凹部Ⅱ，所述的凹部Ⅱ内侧

设有与外螺纹Ⅱ相对应的内螺纹Ⅱ，所述的接头Ⅰ与接头Ⅱ通过外螺纹Ⅱ、内螺纹Ⅱ的配合

实现连接，此时，导柱Ⅱ的左端与导柱Ⅰ的右端接触；

[0036] 所述的接头Ⅱ的右端设有延其轴向设置的环状的突出部Ⅱ，所述的突出部Ⅱ的外

侧设有外螺纹Ⅲ，所述的外管左端设有与突出部Ⅱ相对应的凹部Ⅲ，所述的凹部Ⅲ内侧设

有与外螺纹Ⅲ相对应的内螺纹Ⅲ，所述的接头Ⅱ与外管通过外螺纹Ⅲ、内螺纹Ⅲ的配合实

现连接。

[0037] 本发明通过对测量得到夹具与待测材料的整体反射系数进行处理，分离出待测材

料自身的反射系数，并且采用补偿修正公式对待测材料自身的反射系数进行补偿修正，将

实际测量过程中发生的多次反射以及电延迟的两大影响因素移除，相比于现有技术方案，

大大提高了计算结果的精确度，降低测量误差；

[0038] 并且，本发明采用接头I、接头Ⅱ以及外管构成全金属结构的同轴传输线，全金属

结构具有较好的耐高温特性，金属在高温下形变较小的特性，进而降低了夹具在高温环境

下阻抗的变化，进一步提高测量的精确度，本发明夹具的适用温度范围为室温-300℃，尤其

适用于200-300℃的高温范围，高于现有技术方案的温度范围；

[0039] 而同轴结构使得夹具的阻抗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电路特性阻抗相匹配，提高高频

条件下的测量精度，降低高频条件下的测量误差，使得本发明夹具能够适用于高频条件下

的测量要求，本发明夹具的适用频率范围为300KHz-3GHz，尤其适用于30MHz-3GHz的高频范

围，高于现有技术方案的频率范围；

[0040] 并且，夹具的全金属结构通过各部件间的螺纹结构完成连接，提高操作的便捷性；

[0041] 固定螺帽结构提高了对内柱的支撑与限位，通过其与内柱的静摩擦保持内柱的稳

定夹紧；

[0042] 本发明夹具优选采用全金属结构的APC-7转接头作为接头Ⅰ及接头Ⅱ。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的夹具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中各部分名称及序号如下：

[0045] 1为数据线，2为接头Ⅰ，3为接头Ⅱ，4为外管，5为内柱，6为固定螺帽，7为样品片；

[0046] 21为通孔Ⅰ，22为导柱Ⅰ，23为凹部Ⅰ，24为突出部Ⅰ，25为螺纹接头，26为限位环Ⅰ；

[0047] 31为通孔Ⅱ，32为导柱Ⅱ，33为凹部Ⅱ，34为突出部Ⅱ，35为限位环Ⅱ；

[0048] 41为凹部Ⅲ，42为突出部Ⅲ；

[0049] 61为凹部Ⅳ，62为通孔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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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具体说明本发明。

[0051] 实施例1

[0052] 本实施例提供的适用于高温高频条件下的阻抗测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A、将待测材料制成圆形薄片状的样品片，将样品片夹持于同轴结构的夹具的内

部，将夹具的一端通过数据线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接口连接，控制夹持样品片的夹具温度

为需要的测量温度值，通过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得到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反射参数，

根据夹具的材料属性、尺寸参数计算得到夹具本身的阻抗值，并根据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

整体反射参数、夹具的阻抗值计算得到的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

[0054] 所述的步骤A中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的计算具体为：

[0055]

[0056] 其中Zm为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Zc为夹具的阻抗值，S11为夹具及样品

片的整体反射参数；

[0057]

[0058] 其中ε1为空气的介电常数；

[0059] B、根据夹持样品片的夹具的整体阻抗值、夹具本身的阻抗值计算得到样品片的阻

抗值；

[0060] 所述的步骤B中样品片的阻抗值的计算具体如下：

[0061] 样品片的阻抗值Zr由公式(4)计算：

[0062]

[0063] 其中Zr为样品片的阻抗值，l为夹具的内柱的长度；

[0064] th(x)＝[exp(x)-exp(-x)]/[exp(x)+exp(-x)]；

[0065] C、根据样品片的阻抗值计算得到样品片的反射参数；

[0066] 所述的步骤C中的样品片的反射参数S'11由公式(5)求解得到：

[0067]

[0068] D、预设补偿修正公式，将样品片的反射参数代入补偿修正公式中，计算得到补偿

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

[0069] 所述的补偿修正公式为：

[0070]

[0071] 其中S'11为样品片的反射参数， ε为补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

复介电常数，ted为电延迟的时延，r为样品片的半径，n为多次反射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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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其中分布电感 ω为角频率，μ为夹具的磁导率，电容

[0073] 其中ε0为真空介电常数，RA为夹具的外管内壁的半径，RB为夹具的内柱的半径；

[0074] E、根据补偿修正后的样品片的复介电常数计算得到样品片的最终阻抗；

[0075] 所述的步骤E中的样品片的最终阻抗Z'的计算具体为：

[0076]

[0077] 其中d为样品片的厚度，s为夹具的内柱的截面积；

[0078] 如图1所示，所述的夹具包括数据线1、接头Ⅰ2、接头Ⅱ3、外管4、内柱5；

[0079] 所述的接头Ⅰ2设有延左右方向设置的通孔Ⅰ21，所述的通孔Ⅰ21内固定设有导柱Ⅰ

22，所述的导柱Ⅰ22延通孔Ⅰ21的轴向设置；所述的数据线1左端与矢量网络分析仪连接，右

端伸入接头Ⅰ2与导柱Ⅰ22连接；所述的接头Ⅱ3的左端与接头Ⅰ2的右端配合，能够连接成一

体；所述的接头Ⅱ3设有延左右方向设置的通孔Ⅱ31，所述的通孔Ⅱ31内固定设有导柱Ⅱ

32，所述的导柱Ⅱ32延通孔Ⅱ31的轴向设置，导柱Ⅱ32的右端位于通孔Ⅱ31内并与通孔Ⅱ

31的右端口之间留有距离，该段距离构成夹持槽；当接头Ⅱ3与接头Ⅰ2连接时，导柱Ⅱ32的

左端与导柱Ⅰ22的右端接触；所述的外管4左端与接头Ⅱ3的右端配合，能够连接成一体；所

述的内柱5设于外管4内，延外管4的轴向延伸；外管4与接头Ⅱ3连接时，样品片7置于夹持槽

内，内柱5的左端伸入夹持槽内，导柱Ⅱ32的右端与内柱5的左端分别夹紧样品片7的左右两

侧；所述的接头Ⅰ2、接头Ⅱ3、外管4、内柱5均由金属导体材料制成；

[0080] 所述的数据线1外壁的右端设有螺纹接头25，数据线1内部的传输导体的右端伸出

数据线1外壁的右端之外；所述的螺纹接头25外侧设有外螺纹Ⅰ，所述的接头Ⅰ2的左端设有

与螺纹接头25相对应的凹部Ⅰ23，所述的凹部Ⅰ23内侧设有与外螺纹Ⅰ相对应的内螺纹Ⅰ，所

述的数据线1与接头Ⅰ2通过外螺纹Ⅰ、内螺纹Ⅰ的配合实现连接，此时，数据线1内部的传输导

体与导柱Ⅰ22相互接触，从而实现连接；

[0081] 所述的接头Ⅰ2的右端设有延其轴向设置的环状的突出部Ⅰ24，所述的突出部Ⅰ24外

侧设有外螺纹Ⅱ，所述的接头Ⅱ3左端设有与突出部Ⅰ24相对应的凹部Ⅱ33，所述的凹部Ⅱ

33内侧设有与外螺纹Ⅱ相对应的内螺纹Ⅱ，所述的接头Ⅰ2与接头Ⅱ3通过外螺纹Ⅱ、内螺纹

Ⅱ的配合实现连接，此时，导柱Ⅱ32的左端与导柱Ⅰ22的右端接触；

[0082] 所述的接头Ⅱ3的右端设有延其轴向设置的环状的突出部Ⅱ34，所述的突出部Ⅱ

34的外侧设有外螺纹Ⅲ，所述的外管4左端设有与突出部Ⅱ34相对应的凹部Ⅲ41，所述的凹

部Ⅲ41内侧设有与外螺纹Ⅲ相对应的内螺纹Ⅲ，所述的接头Ⅱ3与外管4通过外螺纹Ⅲ、内

螺纹Ⅲ的配合实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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