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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

耦合无源互调测试装置，本发明是在常规PIM测

试方法的基础上，在测试系统中加入方同轴结构

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实现近场耦合PIM测试

功能。包括不同形状的带开缝的方同轴结构，低

PIM接头以及缝隙尺寸及分布的优化方法。本发

明能够用来评估微波部件材料非线性和接触非

线性的大小，为微波部件低PIM设计和工艺控制

提供指导，为生产环节中PIM来源提供检测方法，

提高产品良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107302404 B

2020.07.28

CN
 1
07
30
24
04
 B



1.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无源互调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由内导体(3)、外导体

(2)、外导体二(6)、圆环形介质(4)、方孔形介质(5)、缝隙(7)以及螺钉(1)组成，外导体(2)

一端为L29-k型号的接头，另一端与外导体二(6)连接，圆环形介质(4)和方孔形介质(5)共

同固定腔体中的内导体(3)，外导体二(6)上设置有缝隙(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无源互调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外导体二(6)的内壁和内导体(3)的截面均为正方形，其内外边长比为：L内:L外＝2:5，其中L内

为内导体边长，L外为外导体内壁边长，缝隙(7)的开缝方向与内导体(3)长度方向垂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无源互调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外导体二(6)和内导体(3)的长度为测试中最低频率的载波波长的一倍以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无源互调测试装置，其特征在于，

缝隙的长宽比为：L缝隙:W缝隙>10，缝隙的长度要求为：L缝隙<c/(4fmax)，其中c为光速，fmax为PIM

测试中的最高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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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无源互调测试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方同轴结构的针对微波部件金属连接结的近场耦合无源互

调测试装置及测试方法，属于无源互调测试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无源互调(Passive  Inter-Modulation，简称“PIM”)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不同频率

的载波信号通过非线性无源器件所引起的对系统的额外干扰信号。在无线通信系统中，常

见非线性无源器件有双工器、天线、馈线、射频线连接头等。如果这些互调失真信号落入接

收频带内，且功率超过系统中的有用信号的最小幅度，则会使接收信号的信噪比下降，使接

收机的灵敏度降低甚至无法正常工作，严重影响通信系统的容量和质量。随着通信系统的

发展和系统质量的提高，对器件无源互调的测量越来越受到重视。

[0003] 目前PIM产物的主要测试方法是让43dBm(20W)的载波信号激励待测件，然后测量

无源互调值。因为微波的特殊性，待测件多以完整的成品出现，只有当部件加工完成并装配

后，才能进行检测。对于腔体器件，待测件成为一个黑盒子，潜在的PIM故障点存在于待测件

内部。对于天线，需要在开阔的低PIM暗室中测试，而天线收发系统自身体积也较大。这些方

法都只能评判器件PIM合格率，但不利于器件的PIM故障诊断。

[0004] 影响无源器件PIM水平的因素很多，包括内部结构的细微形变，热胀冷缩，表面空

气氧化等因素。为了提高器件的PIM水平，需要在研究中同时调控多种物理因素。如果不能

将各个物理因素对器件的PIM影响进行单一控制，就会增加器件PIM性能的改进成本与设计

周期。由于PIM的来源多种多样，整体检测很难给出PIM具体来源，并且一旦产品PIM不合格，

无法进行返工，因此急需一种能够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对原材料以及半成品PIM来源检测的

技术方法，使得待测件无需具备微波特性、以样片形式存在即可。目前，被IEC、中国无线电

管理委员会、泰尔实验室认可的标准的PIM测试方法，主要分为腔体类PIM测试和辐射类PIM

测试。腔体类PIM测试的待测件是制成封闭金属腔体并保持与系统的阻抗匹配，辐射类PIM

测试的待测机是制成阻抗匹配的天线，并在低PIM环境下(如低PIM暗室)进行测试。

[0005] 标准PIM测试方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只体现了信号对系统的影响，但却没有测到

温度、压力等任意物理量在微观尺度上的改变或者分布规律。事实上，金属接触界面的PIM

产物与多种因素相关，例如金属接触面的粗糙度、镀层厚度、金属在特定压强下的微观形变

特性，以及器件在工作中，环境温度、机械振动对金属接触面的影响等。为了验证各类数学

模型的正确性，常希望尽可能的控制其他变量带来的干扰，得到近似的单一变量实验测试

结果。

[0006] 对于工厂，生产环节的误差会导致产品的合格率受到严重影响。但是PIM测试只能

告诉结果，不能指出原因。为了找出发生故障的位置，发展出了辅助的PIM定位技术，但定位

精度只缩小到半米的范围内，对于复杂的微波部件而言，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0007] 对于产品研发，由于PIM的特性难以精确仿真计算，导致产品的研发周期延长。一

旦产品出现PIM问题，就必须基于PIM测试的方法找出可能影响PIM规律的物理因素。但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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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条件的PIM测试还不够精确。对于腔体器件，金属接触的界面处于腔体内部，外界的

影响十分有限，限制了单一物理条件的控制精度；对于天线单元，需要在整个暗室空间内保

持低PIM环境，许多测试仪器自身就会带来严重的PIM产物，对测试形成干扰。

[0008] 本发明基于方同轴结构，利用外腔开缝的近场耦合特性，提供了一种利于PIM实验

研究的宽带范围内的PIM测试方法。该方法综合了腔体PIM测试与辐射PIM测试的特点，使得

PIM测试的样品无需考虑器件阻抗匹配的同时，还处于微波器件外部。该测试方法既能实现

环境条件的精确控制，也能降低电磁场的辐射距离，减小待测件尺寸。结合方同轴结构的宽

频带特性，可将一个方同轴结构PIM工装用于多频段的PIM测试。这种测试方法弥补了现有

方法无法进行单一物理条件精确控制的弊端，提高了研究效率，有效提高PIM的测试效率,

因此具有很强的应用潜力。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内容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类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可以

实现宽频的近场耦合PIM测试。

[001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11] 一种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无源互调测试装置，由内导体、外导体、圆环形介

质、方孔形介质、缝隙以及螺钉组成，外导体一端为L29-k型号的接头，另一端与外导体二连

接，圆环形介质和方孔形介质共同固定腔体中的内导体，外导体二上设置有缝隙。

[0012] 外导体二的内壁和内导体的截面均为正方形，其内外边长比为：L内:L外＝2:5，其中

L内为内导体边长，L外为外导体二内壁边长，缝隙7的开缝方向与内导体长度方向垂直。

[0013] 外导体二和内导体的长度为测试中最低频率的载波波长的一倍以上。

[0014] 缝隙的长宽比为：L缝隙:W缝隙>10，缝隙的长度要求为：L缝隙<c/(4fmax)，其中c为光速，

fmax为PIM测试中的最高频率。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所述的一系列基于方同轴结构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类型，均可结合近

场耦合PIM测试的优点，在DC到3.4GHz或者更高的宽频范围内(频率上限可以根据设计参数

进行调节)，实现了PIM测试中在线更换待测样、在线校准PIM测试系统，根据实际需求设计

复杂弯曲形状的、任意长度的、多缝隙排列的方同轴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从而精确控制

DUT的多物理环境，提高PIM诊断效率。为微波部件低PIM设计和工艺控制提供指导，为生产

环节中PIM来源提供检测方法，提高产品良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的低PIM接头结构侧视图；

[0018] 图2为缝隙结构的俯视图；

[0019] 图3为直线型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的截面图；

[0020] 图4为直线型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的S参数；

[0021] 图5为PIM实测中使用的开缝金属样片与样品；

[0022] 图6为700MHz频段的PIM实测结果；

[0023] 图7为800MHz频段的PIM实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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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8为900MHz频段的PIM实测结果；

[0025] 图9为1800MHz频段的PIM实测结果；

[0026] 图10为2100MHz频段的PIM实测结果；

[0027] 图11为2600MHz频段的PIM实测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基于本发明提出的设计方法，可以设计一系列不同外形尺寸的方同轴结构的近场

耦合PIM测试装置。需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提出的设计方法，不仅限于这两种具体测试装置，

还包括一系列该类型的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下面以直线型和U型这两种典型

的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为例，分别介绍这两种测试装置的具体实施过程及使

用方法。

[0029] 1)直线型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的尺寸参数如下：

[0030] 如图1所示，方同轴主体部分由正方形截面的内导体3和外导体二6组成，在外导体

二6开横缝形成近场耦合，用于探测DUT的PIM。根据测试需要，可以平行地开多个缝隙。

[0031] 低PIM的接头部分，由内导体3、外导体2、圆环形介质4、方孔形介质5、以及螺钉1组

成。外导体2一端为L29-k型号，另一端加工成高压法兰面，用来与外导体二6形成低PIM连

接。圆环形介质4和方孔形介质5共同负责固定内导体3在腔体中的位置，方孔形介质5还用

来确保内导体3与外导体6的平行度。

[0032] 材料和镀层方面。内导体3为铍青铜材质，外导体2和外导体二6为黄铜；镀银为3到

5微米，表面钝化。圆环形介质4和方孔形介质5均为聚四氟乙烯(PTFE)。

[0033] 2)U型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的尺寸参数如下：

[0034] U型方同轴装置的端口工艺参数、材料和镀层参数都与直线型方同轴装置的相同。

二者主要区别为U型方同轴装置是根据测试需要，将方同轴结构弯曲成U形，利于实际测试

的探测需要。

[0035] 内导体3依然为一体化加工，而方同轴外导体二6则在缝隙附近由两部分组成，其

连接面采用高压法兰的形式进行连接以保持低PIM性能。

[0036] 3)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的使用方法(以直线型为例)：

[0037] 低PIM端口装配时，4个M3螺钉1应该逐渐轮流加力，确保外导体2与外导体二6连接

面受力均匀。加工并装配好该PIM测试装置以后，用封口胶保护缝隙及其内部结构不被环境

腐蚀。

[0038] 进行网分测试，测得直线型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在DC到3.1GHz范围

内，S11<-20dB，S21<-0.1dB(图4)。说明在该宽频范围内，载波功率既没有反射超标，也没有

辐射超标，可以近似认为载波功率完全被低PIM负载吸收。将DUT放在缝隙表面上，DUT中的

金属接触面正好位于缝隙上方，观察到DUT对S11<-20dB，S21<-0.1dB的扰动忽略不计,说明

可以对该DUT进行PIM测试。

[0039] 在PIM实测中，将直线型方同轴结构近场耦合PIM测试装置接入PIM测试系统，在无

DUT放置的情况下，将系统的剩余互调调整到-120dBm@2×43dBm以下。使用清洗过的铝合金

开缝金属样片8与样品9块搭接形成金属接触结作为DUT，使用厚度为1mm的玻璃板10作为隔

离层放在缝隙表面，防止DUT与PIM测试装置形成金属接触，并作为相对平整的支撑面,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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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缝隙上方的玻璃板10上面进行测试。当去除金属样块8时可测到系统的剩余互调用于

校准(图5)。需要注意的是，实测中并没有准确的控制金属结的接触压力等物理状态，所以

会产生浮动较大的PIM信号，属正常情况。测试所用的6个频段的PIM测试系统频率参数如表

1所示。相应的测试结果如图6-11所示。实测表明，在PIM测试的过程中，DUT可在线更换，系

统的剩余互调可在线校准。结合精密的控制仪器可实时改变DUT的物理状态，从而实现高精

度的PIM实验研究。

[0040] 表1 六个PIM测试频段的载波和三阶PIM的频率点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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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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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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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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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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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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