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文章 频谱分析仪校准指南 

 

概述 
电子行业的技术人员或工程师依靠频谱分析仪

来检验自己设计、生产的装置和测试仪器（例

如手机、电视广播系统以及测试仪器）是否能

够以预期的频率和电平产生合适的信号。例如，

如果您的工作涉及蜂窝式无线系统，就需要保

证载波信号谐波不会影响到与谐波在同一频率

运行的其它系统；交调不会造成载波上调制信

息的失真；仪器工作在指定的频点，并保持在

分配的频段之内，完全符合规范要求；有害辐

射――无论是辐射还是通过输电线或其它导线

传导的――不会影响其它系统的运行。 

上述所有测量都可以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检查，

它可以显示仪器所产生信号的频率成分。但是

频谱分析仪电路的性能会随时间的推移和温度

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漂移。这种漂移会影响分析

仪测量的准确度――并且由于测量的不准确，

被测仪器可能会不按照预期的性能进行工作。 

既然要使用频谱分析仪来测试其它的仪器，就

必须要对它的测量结果具有足够的信心――确

信测试结果为良好的仪器真的工作正常，测试

结果显示有故障的仪器真的不满足要求。现在，

由于相同的空间内具有更多的信号，即使是很

小的偏差也会引起故障，因此高度的信心就尤

其重要。这就是按照制造商指定的周期来校准

频谱分析仪的重要性，以及必须要测试频谱分

析仪的所有关键功能参数来确定它们都在技术

指标范围之内的重要原因。 

频谱分析仪往往被认为是校准费时的复杂产

品。校准过程确实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

天――并且要求一系列的仪器，包括信号源、

精密的参考标准和附件。但是，仅仅使校准过

程自动化就能够明显降低校准时间。 

频谱分析仪校准的另一个问题是测试结果难以

解释。例如，用来确定频谱分析仪是否符合其

相噪技术指标的噪声边带测试，其测试结果经

常以 dBc 为单位表示，但是分析仪的技术指标

往往以 dBc/Hz 为单位。因此，测试工程师就必

须把 dBc 转换为 dBc/Hz（采用几个修正因数），

以确定频谱分析仪是否与技术指标相一致。 

 

由于以上原因， 好由经验丰富的计量专家来

进行频谱分析仪的校准，他们既有必要的设备

又对相关程序具有深层理解。尽管如此，对于

每一个使用频谱分析仪的人来说，了解校准这

些仪器的价值是非常有益的。本文可以帮助使

用频谱分析仪的应用工程师理解定期校准分析

仪的重要性，并向校准实验室计量人员介绍校

准频谱分析仪的关键步骤。本文首先摘要介绍

了频谱分析仪的定义及其作用，然后介绍了使

频谱分析仪工作在技术指标范围之内所必需的

几项重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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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频谱分析仪？ 
频谱分析仪分为几种类型，包括低成本入门级

手持式分析仪和传统的模拟分析仪，以及采用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现代化高性能分析仪。在本

文中，我们集中介绍扫频调谐式超外差频谱分

析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时频谱分析仪

采用明显不同的结构，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图 1 显示了典型的扫频调谐式超外差频谱分析

仪的主要组成部分。结构类似于调幅（AM）超

外差接收机的结构，其中采用了一个混频器来

将输入信号下变频至一个较低的中频（IF）以便

处理。大多数频谱分析仪采用两极或三极下变

频，但是这里为了方便起见，仅画出了一级下

变频。如图所示，一台扫频调谐式超外差频谱

分析仪一般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一个 RF 输入衰减器，它降低了高电平输入

信号的幅值，以防止混频器过载。 

 一个混频器，当本振扫描时，它使输入与本

机振荡器频率相结合，对输入信号进行频

移，使得窄带输入频率可以通过 IF 增益放

大器并滤波，以便进行测量。 

 一个可调的 IF 增益电路，它在将混频器输

出信号传输到 IF 滤波器之前将其进行放

大，滤出感兴趣的信号。该增益是随参考电

平设置而变化，使显示屏顶部的参考电平与

所需的输入信号电平相对应。 

 

 一个 IF 滤波器，这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其

带宽可以从频谱分析仪的前面板进行调节。

该带宽被称为分辨力带宽，它确定了仪器能

够区分具有很小频率差异的输入信号的能

力。 

 一个检波器/对数放大器，它响应 IF 信号电

平，进行对数变换，获得以 dB/格为单位的

显示。 

 一个视频滤波器（有时候被缩写为 VBW，

是视频带宽的意思），它采用了低通滤波，

对显示的轨迹进行平均和平滑。 

 一个显示屏，它用来显示被测输入信号的频

谱。当本振扫频时，频谱分析仪对被测信号

电平进行数字化，并将其保存起来用于随后

显示复频谱（较老的、没有数字存储功能的

分析仪采用了长余辉 CRT 显示屏，在扫频

时显示频谱轨迹）。 

 一个扫频发生器，它控制着本振的频率和分

析仪显示屏的刷新率。 

 一个本机振荡器，它可以被扫频产生正常的

显示，或在零频距模式下保持常数。对于采

用了频率合成器作为本振的现代分析仪，合

成器设置的分辨率将影响显示和光标频率

的准确度。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RBW)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图表 1 典型的扫频调谐式超外差频谱分析仪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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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分析仪的测量对象是什么？ 
如图 2 所示，频谱分析仪显示信号的频率成分，

横轴（X）表示信号频率，纵轴（Y）表示幅值。

在校准频谱分析仪时，检定 X 轴、Y 轴和标记读

数均准确无误是非常重要的。 

X 轴 

X 轴测量信号的频率。在图 2 所示的例子中，X
轴覆盖了 500 kHz 的跨度，开始频率为 499.75 
MHz，结束频率为 500.25 MHz。X 轴的中心点

为 500 MHz，每个格表示 50 kHz。水平轴的频

率是被线性校准的，使您能够测量并比对信号的

频率分量。 

Y 轴 

利用 Y 轴可以测量一个信号相对于另一信号的

相对幅值或者是一个信号的绝对幅值。图 2 中，

显示屏上 上边的栅格线表示 0 dBm，被作为参

考电平，显示屏上的栅格线是向下递减的，每个

格表示-10 dB 的步进。由于分析仪可能会准确显

示一定值的幅值，而却不能准确显示另一值的幅

值，因此就必须在其整个幅度范围之内检查分析

仪的准确度和线性度。 

标记读数 

显示屏也可以显示标记读数或光标位置的读数。

对于采用数字式显示屏的频谱分析仪，由于显示

的轨迹和光标读出是从相同的测量数据中产生

的，因此光标准确度和显示准确度之间的差异并

不重要。但是对与老型号的模拟仪器，检查显示

和光标的幅值和频率准确度是非常重要的。图 2
中，光标位置的幅值为-9.91 dBm，其频率为 500 
MHz。 

设置 

对于大多数的现代化仪器，显示屏上还显示频谱

分析仪的设置。对于较新的频谱分析仪，设置发

生变化时，显示刻度和标签也会随之改变。设置

包括： 

 RF 衰减。该设置衰减输入信号用以避免混频

器过载。否则，不利的谐波和交调信号可能出

现在显示的频谱上。图 2 中，RF 衰减是 30 dB。 

 参考电平。该设置定义一个或多个信号的绝对

或相对幅值。无论将哪个信号电平设置为参考

电平，该电平均会被显示在格子线的顶部。图

2 中，参考电平为 0 dBm。

 

 
图表 2 理解频谱分析仪的显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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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辨力带宽。该设置（缩写为 RBW）是指 IF
滤波器的带宽。滤波器带宽越小，完成信号扫

描的时间就越长。图 2 中，滤波器带宽是 300 
Hz。 

 视频带宽。该设置（常缩写为 VBW）决定了

信号在通过检波器后要过滤掉多少信号来消

除噪声。图 2 中，视频带宽被设置为 1 kHz。 

 扫描时间。扫描时间决定了从开始频率到结束

频率需要多长时间。图 2 中，扫描时间是 5.6
秒。请注意扫描时间、滤波器带宽和频距是互

相关联的，更快的扫描时间就需要更宽的滤波

器带宽和/或更窄的频距。如果加速扫描时间，

而不对滤波器带宽和频距做相应的调整，就可

能导致频谱显示失真，甚至是错误的。对于新

型的分析仪，在设置了扫描时间、滤波器带宽

和视频带宽之后，分析仪将自动设置合适的扫

描时间。对于较老的仪器，则可能必须手动调

整各项设置来优化显示的信号。 

需要什么样的校准测试？ 
不是所有的频谱分析仪都需要进行全部的测试，

以下参数为校准频谱分析仪时 常使用的一组

核心测试项目： 

显示线性度（也称为刻度保真度或对数一致性） 

 噪声本底 

 输入衰减器 

 频率响应和绝对幅值准确度 

 滤波器带宽（也称为分辨力带宽）和形状 

 噪声边带 

 剩余调频 

 校准幅值准确度 

 标记计数准确度 

 滤波器带宽准确度 

 IF 增益不确定度 

 滤波器带宽转换 

 参考电平准确度 

 频距准确度 

 频率读数准确度 

 扫描时间 

 谐波失真 

 三阶交调截止点 

 增益压缩 

尽管以下功能测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

在校准频谱分析仪时仍然可能会包括： 

 参考输出准确度 

 输入回损（电压驻波比） 

由于可以用一种测试设备配置来校准几个核心

参数，因此校准所有上述参数并没有看起来那样

令人退缩。实际上，对于很多项测试来说，需要

的也仅仅是一台频率合成器和精密步进衰减器。

对于频率响应测试，还需要一个功率表和一个功

分器；对于噪声边带测试和剩余调频测试，则需

要增加一个低相噪的频率合成器。请注意，某些

超出本文介绍范围的测试项目也需要增加其它

测试仪器。例如，在进行参考输出准确度测试时，

除了基本的测试仪器之外，还需要一台通用计数

器和一个功率计。关于核心测试或其它功能测试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末尾列出的参考文章。 

本文以下部分介绍几项 常用的核心测试。在每

个图表的顶部都标出了频谱分析仪的被测部分，

接着是可以在显示屏上看到的例子，然后是测试

设置。 

在阅读以下的测试说明时，请注意测试顺序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某些测试项目依赖于在此之前的

测试中检定的分析仪性能。例如，通常需要在进

行其它测试之前首先进行显示线性度和噪声本

底的校准。因为不同的生产商要求不同的测试项

目，因此不可能列出一个适合所有情况的测试顺

序――所以要确保参考用户手册来确定频谱分

析仪的正确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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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线性度 

如图 3 所示，该测试校准分析仪的检波器/对数

放大器、视频滤波器和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组件。

在测试时采用固定的输入衰减器和参考电平设

置，它检查分析仪在宽动态范围内的幅值线性

度。和其它测试不同的是，该项测试需要有一台

具有高精密衰减线性度的信号源作为参考标准。

或者，如果信号源未经过衰减线性度校准，则可

以采用固定的输出电平设置，然后增加额外的精

密步进衰减器作为参考标准——外部衰减器需

要已经作为独立产品经过校准或者经过其它校

准实验室的校准。 

该项测试通常要求信号源被设置为某一固定频

率和幅值(通常为 50 兆赫@ +10dBm)，且两个步

进衰减器设置为 0dB。还可能需要稍微调整合成

器，使分析仪标记幅值读出为 0dBm。在将幅值

设置为 0dBm 之后，它就成为了参考点，并且在

以后的测试要保持信号发电器设置不变。 

频谱分析仪用户手册中的检定表将指导您每次

使衰减器步进一步，记录下在每一设置下的标记

读数变化。为了保准读数准确，必须使用实际的

衰减值而不是标称值。计算显示线性度的公式如

下：  

显示线性度 = 总实际衰减 - 累积标记读数变

化 

换句话说，在 10 dB 的衰减设置下，实际的衰减

值可能为 9.998 dB。 

影响显示线性度测试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包

括： 

 参考步进衰减器的准确度。 

 失配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分辨率 

 测量的信噪比 

但是，若使用自动化校准软件则可以大大简化计

算测量不确定度的工作。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10 MHz 参考输出 10 MHz 参考输入

10 dB 步进 1 dB 步进

Pad Pad

参考
电平

输入端

 
图表 3 显示线性度测试的设置和显示。 



 

6 福禄克公司 频谱分析仪校准指南 

噪声本底测试 
噪声本底（或平均显示噪声电平 DANL）对于频

谱分析仪测量低电平信号的能力有相当大的影

响。如图 4 所示，应该在频谱分析仪的输入端连

接一个无源的 50 Ω端接器。 

为了确定平均显示噪声电平（PM），需要首先

校准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和参考电平准确

度。然后，利用连接的 50 Ω无源端接器，把显

示标记放在噪声电平上并读取 dBm 值（AR）。

尽管不是必须在 1 Hz 带宽下测量平均显示噪声

电平，但还是通常将其标准化为 1 Hz 或 10 Hz
带宽。 

PM = PR + AR（单位为 dBm） 

PR =设置的参考电平 

AR － 平均噪声电平和 PR之差 

应该按照制造商规定的分辨率和视频带宽设置

进行该项测试。 

影响测量噪声本底测试的测量不确定度的重要

因素包括：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分辨率。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频谱分析仪

终端电阻器

A R

PR

PM

输入端

 
图表 4 噪声本底测试的设置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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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衰减器测试 
该项测试校准频谱分析仪的衰减器电路。由于信

号的步进衰减保护着分析仪的输入部分（混频器

和放大器），防止信号过载，因此非常重要。图

5 所示为输入衰减器测试的测试设置。 

在进行该项测试时，按照图 5 所示连接测试仪

器，参考信号要通过一个经过校准的步进衰减

器。当增加外部衰减时，请依照制造商的建议降

低分析仪的输入衰减。记下每一步衰减时屏幕上

显示的电平变化值（∆k），并将其与制造商的技

术指标进行比对，确定频谱分析仪是否通过测

试。 

将参考步进衰减器标称值提供的实际衰减（从校

准报告中的 ATTEXT ACTUAL获得）与频谱分析仪

衰减器提供的标称衰减值（ATTNOM）进行比对。

已知参考衰减器每一步的实际值，即可计算出与

标称值的差值。为了确定分析仪衰减器步幅偏离

标称值的程度，必须从频谱分析指示的幅值变化

值（∆MKR）中减去该差值。频谱分析仪衰减器

准确度（ACC）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ACC = [ ∆ATTNOM - ATTEXT ACTUAL ] - ∆MKR 

影响输入衰减器测试的测量不确定度的重要因

素包括： 

 外部参考步进衰减器的准确度。 

 1-dB 步进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输入之间的失

配。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分辨率（读出每项测试中分

析仪的显示）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测量的信噪比（取决于平均显示噪声电平）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10 MHz 参考输出 10 MHz 参考输入

10 dB 步进 1 dB 步进

Pad Pad

MK R

输入端

 
图表 5 输入衰减器测试的设置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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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幅值准确度和频率响应测

试 
频率响应测试校准频谱分析仪的衰减

器和混频器部件，它测量分析仪的幅

值误差，该误差为频率的函数。该项

测试检验分析仪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对

固定电平信号的幅值相应，相对于分

析仪在一个参考频率（一般为 50 
MHz）下的相应。绝对准确度测试还

校准中频（IF）电路，确定分析仪在

参考频率下的绝对电平准确度。该项

测试需要一台功率计和功率传感器作

为校准标准。 

在进行测量时，通过一个功分器将信

号发生器的输出连接到一个功率传感

器，然后再连接到分析仪。但是为了

提高幅值准确度，首先需要校准功分

器，可以将一个功率传感器（“参考”

传感器）连接到功分器的一个输出端

来完成校准功分器的工作。功分器的

另一个端口连接到第二个没有从功分

器拆下的“隐埋式”传感器。利用这

种配置，即可按照分析仪制造商的固

定，测量并记录在每一频点下参考传

感器和隐埋式传感器之间的差值。 

在完成了所有频点下的校准后，即可

移开参考传感器，并用分析仪替代，

再在每一频点下进行测量。在每一频

点，都要利用功分器校准数据对结果

进行修正，以消除功分器产生的残余

误差。 

影响频率响应测试的测量不确定度的

重要因素包括： 

 参考功率传感器的频率响应 

 功分器和功率传感器之间，以及功分

器于频谱分析仪之间的失配。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分辨率。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

测试确定） 

 信号发生器输出的谐波成分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参考线 水平
偏移

适配器

功率分配器

“参考”
功率传感器

“消隐”
功率传感器

输出端 输入端

输入端

输入端

信号/电平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射频功率表

Pad Pad

 
图表 6 频率响应测试的设置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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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带宽和选择性测试 
如图 7 所示，该项测试校准频谱分析仪个体分辨

率滤波器的带宽和带宽选择性。带宽选择性（也

称作形状因数）测量分析仪分辨幅值不相等邻近

信号的能力。它被规定为 60 dB 与 3 dB 带宽之

比。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滤波器带宽，或者说是滤

波器的边沿形状是错误的，则难以区分频率相

近、幅值不等的两个信号，因此对该参数进行适

当的校准是非常重要的。 

进行该项测试时，首先要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连

接到分析仪的输入。接着，将分析仪设置为制造

商指定的第一个滤波器带宽，设置缩放比例为 1 
dB/格，并确定 3 dB 的带宽，如图 7a 所示。然

后选择制造商指定的频距/格设置，并设置幅值 

缩放比例为 10 dB/格，扩展信号，使其能够占满

整个显示区。读取并记录 60 dB 带宽，如图 7b
所示。在制造商规定的其它滤波器带宽设置下重

复以上测试。现在，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带宽选择

性（其中“f”代表频率）： 

带宽选择性 = ∆f60dB/∆f3dB 

影响滤波器带宽测试的测量不确定度的重要因

素包括： 

 频距/频谱分析仪∆MKR 的准确度 

 制造商指定的频距/格的不确定度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10 MHz  参考输出 10  MHz 参考输入

10  dB 步进 1 dB 步进

Pad Pad

输入端

带宽

带宽

3 dB

6dB 6dB

3 dB

 
图表 7 滤波器带宽和选择性测试的设置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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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波器带宽转换测试 
如图 8 中所示，该项测试校准频谱分析仪的增益

和滤波器电路，并检定滤波器增益在不同的滤波

器带宽和频距设置下保持不变。该项测试采用单

一的输入频率，通常在 50 到 100 MHz 之间。 

通常情况下，首先在规定的滤波器带宽和频距设

置下（按照频谱分析仪制造商的规定），利用频

谱分析仪显示屏上的参考标记确定 50 MHz 参考

电平。然后调节频谱分析仪到不同的滤波器带宽

和频距设置（也由频谱分析仪制造商规定），读

取每一设置下的∆MKR，并通过将结果与频谱分

析仪的技术指标相比对确定误差。图 8 中的三条

曲线表示频谱分析仪的滤波器带宽和频距/格设

置的变化。如果当滤波器带宽和频距设置发生变

化时 IF 增益不发生变化，曲线峰值的幅值将是

重合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完全重合—

—因此就需要在校准报告中标明这一变化。 

影响滤波器带宽转换测试的不确定度的重要因

素包括：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频谱分析仪显示分辨率。 

参考电平准确度 
如图 9 中所示，该项测试校准中频（IF）放大器

和增益转换电路，并且通常在某个低频的下进

行，比如 50 MHz。 

把分析仪设置为一个高参考电平设置（比如+10 
dBm，或按照制造商的建议设置），设置步进衰

减器为 0 dB，并调整信号发生器输出，获得与参

考电平相重合的信号。接着，将分析仪参考电平

降低 10 dB，并将步进衰减器增大 10 dB。确定

信号显示与参考电平线之间的电平差。按照制造

商的建议，继续降低参考电平设置，并按照参考

电平设置降低步进衰减器设置。 

影响参考电平准确度测试的不确定度的重要因

素包括： 

 步进衰减器的准确度 

 失配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分辨率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10 MHz 参考输出 10 MH z 参考输入

Pad

输入端
输出端

参考电平
电平 dB

 
图表 8 滤波器带宽转换测试的设置和显示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10 MHz 参考输出 10 MH z 参考输入

10  dB 步进 1 dB 步进

Pad Pad

输入端

 
图表 9 参考电平准确度测试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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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边带测试 
如图 10 所示，该项测试检定噪声边带（也就是

载频信号频率之上或之下的频率偏移处的噪声

电平）是否能够在频谱分析仪的技术指标限值内

足够快地下降。该项测试是在频谱分析仪制造商

指定的单一的输入频率下进行的。确保该项测试

中使用的信号发生器具有低相噪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如果分析仪未通过测试，就无法得知是由

于频谱分析仪还是源信号造成的。 

噪声边带测试结果可以表示为 dBc（表示给定带

宽条件下噪声边带相对于载波信号的值）或

dBc/Hz（表示标准化为矩形 1 Hz 带宽的噪声边

带值）。 

影响噪声边带测试的测量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

包括：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分辨率 

 频谱分析仪的调幅噪声 

 3 dB 滤波器带宽的不确定度 

 信号发生器的调幅噪声 

 信号发生器的噪声边带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10  MHz 参考输出 10 MH z 参考输入

Pad

输入端
输出端

dBc

f

 
图表 10 噪声边带测试的设置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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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调频测试 
如图 11 所示，该项测试利用分析仪中频（IF）
滤波器响应的直线部分，测量由于分析仪本振系

统的短期不稳定度引起的剩余调频。该项测试首

先确定 IF 滤波器的斜率（检波灵敏度），单位

为 Hz/dB。然后测量由于剩余调频引起的幅值变

化。将这两项相乘，即得到以 Hz 为单位的剩余

调频。请注意，该项测试的仪器设置与噪声边带

测试相同。 

在确定检波灵敏度时，将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和

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均设置为制造商指定值（通

常为 1 GHz)。然后将频距/格、滤波器带宽以及

视频滤波器设置为制造商指定值。接着，调整显

示的信号，使显示响应的线性部分与中心频率相

重合，如图 10 所示，并记录下∆MKR 读数。用

频率∆MKR（以 Hz 为单位）除以幅值∆MKR（以

dB 为单位），计算得到检波灵敏度（D），并记

录结果。例如，如果频率∆MKR 为 250 Hz，幅

值∆MKR 为 4 dB，则检波灵敏度为 62.5 Hz/dB。 

在计算得到检波灵敏度后，接着要确定峰-峰频

率偏差。精调将分析仪设置为零频距，在中心频

率处通过精调使零频距线调整到显示范围。然后

利用频谱分析仪的峰-峰测量功能确定以 dB 为

单位的峰-峰偏差。 

现在，通过将检波灵敏度（Hz/dB）与峰-峰偏差

（dB）相乘，即可确定剩余调制（RFM）。按

照频谱分析仪用户手册的规定，在每一滤波器带

宽设置下进行这种计算，记录每次计算的记过。

仅更改滤波器带宽设置，所有其它设置（中心频

率、频距/栅格以及视频带宽）保持不变。 

影响剩余调频测试的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包括：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分辨率 

 信号发生器的剩余调频 

 与制造商指定的频距/格的不确定度 

 IF 滤波器响应的非线性度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Mrk1

Mrk2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10 MHz 参考输出 10 MH z 参考输入

Pad

输入端输出端

 
图表 11 剩余调频测试的设置和显示。 

 



 

13 福禄克公司 频谱分析仪校准指南 

频距/格测试 
频距/格测试确定分析仪频率间隔的准确度，还

可以测试频谱分析仪显示的频率轴的线性度。 

在测试时，将合成器频率与显示屏上的第 1 个垂

直栅格线对准（参见图 12）。然后将合成器频

率增大为 4 倍的频距/格设置，接着是 8 倍。利

用标记功能，可以确定相对于每一栅格线的偏

移。将该偏移值与频距准确度指标相比较。 

按照制造商的规定，在其它频距/格设置下重复

以上测试。 

影响剩余调频测试的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包括： 

 频谱分析仪显示和标记读数的分辨率 

 合成器的频率准确度 

扫描时间准确度测试 
在测试扫描时间准确度时，如图 13 所示，将频

谱分析仪连接到信号发生器。将合成器设置为输

出调幅信号，利用来自于一台外部函数发生器、

调制深度被设置为 50%的音频信号。将频谱分析

仪设置为零距模式，从 短的扫描时间（例如 1 
ms）开始，显示解调信号。在频谱分析仪的第一

个垂直栅格线上确定一个合适的参考点。调整函

数发生器的频率，直到在 后一个垂直栅格线上

确定第二个参考点。在该点，从函数发生器读数

频率（f），按下式计算扫描时间： 

扫描时间＝[1/fFG ]•（波形的周期数） 

记录扫描时间，并按照制造商的规定对每一频谱

分析仪扫描时间重复以上测试。 

影响剩余调频测试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包括：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分辨率 

 函数发生器的频率准确度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Pad

输入端输出端

偏移

 
图表 12 频距/格设置和显示 

信号发生器

外用
调制

功能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Pad

输入端
输出端

参考 1 参考 2

输出端

 
图表 13 频距/格的设置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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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失真测试 
该项测试鉴定分析仪内部产生的不利谐波失真

均在允许范围之内。如图 14 所示，将分析仪连

接到一台信号发生器。为了避免由于信号发生器

的谐波成分对测得的谐波电平产生不利影响，使

用一个滤波器。按照制造商的建议设置分析仪、

测试频率和信号电平。 

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使显示的信号与分

析仪的中心频率被设置为输入信号频率（f1）时

所必须的参考电平向重合。将分析仪的中心频率

设置为所需的谐波频率（f2），并记录显示的谐

波电平（HL）。 

 

影响谐波失真测试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包括： 

 测试信号的谐波成分 

 参考电平的不确定度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分辨率 

 信噪比 

 

信号发生器
频谱分析仪

LPF

输入端
输出端

HL

中心
频率  (f1)

中心
频率  (f2)

 
图表 14 测量谐波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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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交调截取点测试 
如果在频谱分析的输入同时加两个信号，输入混

频器就会产生不利的交调现象。交调的程度取决

于混频器处的信号电平（混频器电平）。交调产

物的总量由交调截取指数表示，表示产生相当于

输入信号电平的交调产物时所需的混频器电平。

该信号电平超出了分析仪的工作范围，不能直接

测得，但是可以计算获得任何输入电平的混频器

电平。和噪声本底的测试结果一起，交调截取点

测试将确定频谱分析仪的动态范围，动态范围通

常表示为同时加到频谱分析仪输入的 大和

小信号之比。 

该项测试需要在频谱分析仪的输入加两个信号。

根据制造商的规定配置频谱分析仪。通常情况

下，使用 0 dB 的输入衰减器设置，使混频器电

平等于分析仪的输入电平。将合成器 1 设置至频

谱分析仪的中心频率 f1（参见土 15）；按照制

造商的规定设置合成器 2 的频率（f2）相对于中

心频率的偏移；将 f1 和 f2 的幅值电平设置为相

同（RL，单位为 dBm）。在 2f2-f1 和 2f1-f2 处

测量当前 RL 下的交调产物。记录两个电平中的

较小值（IR3）。 

如下所示计算三阶交调截取点（TOI），（假设

输入衰减器设置为 0dB):  
TOI = RL +[ I R3/2 ] 

按照制造商的规定，对所有指定的测试频率重复

以上测试，覆盖频谱分析仪的整个频率范围。 

影响剩余调频测试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包括：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分辨率 

 频谱分析仪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定） 

 参考电平的不确定度 

 信号发生器与功率藕合器组合时的交调抑制 

 

输入
衰减器 混频器

本振 扫频 显示

IF 增益 IF 滤波器
视频
滤波器

(VBW )(RBW )

检波器/
对数放大器

f1 f2

IR3

2f2 -f1

2f1-f2

功率分配器

输出端 输入端

信号发生器 1

输出端

信号发生器 2

频谱分析仪

Pad

 
图表 15 交调设置和显示的三阶交调测试 

 



 

16 福禄克公司 频谱分析仪校准指南 

增益压缩测试 
该项测试确定频谱分析仪测量高幅值信号中出

现的小幅值信号的能力。测量增益压缩时采用两

个频率不相关、幅值不相同的两个信号（参见图

16）。制造商校准手册中定义的校准程序将规定

特定频率下信号的电平和幅值。 

较低的信号电平至少要低于较高信号电平 35 
dB。该项测试需要两台信号发生器、一台功率计

来测量每一信号的电平、一个耦合器将两个信号

同时输入到频谱分析仪的输入。 

终形成的增益压缩经过两个步骤确定。首先关

闭较高幅值的信号，测量较低电平信号的显示幅

值——不压缩；第二步，打开较高电平的信号，

并再次测量较低幅值信号的显示幅值——压缩。

不压缩和压缩测量值之间的差值就是 终的增

益压缩，并将其与频谱分析仪的增益压缩技术指

标进行比较。 

影响剩余调频测试不确定度的重要因素包括： 

 频谱分析仪显示的分辨率 

 频谱分析仪的显示线性度（由上一项测试确

定） 

 参考电平的不确定度 

手动与自动测试 
尽管可以手动完成以上的全部测试项目，但是其

中许多测试项目都是重复性的，并且在不同的频

谱分析仪设置下都采用相同的测试配置，需要很

多工时进行重复劳动。当采用自动化校准软件

时，例如 Fluke MET/CAL 自动计量软件，校准

工作更具有效率。采用 Fluke MET/CAL 软件将

提高对仪器的控制能力、自动确定通过/失败状

态，并自动计算测量不确定度，节省大量时间，

而又能提高测量可重复性。关于 Fluke MET/CAL
软件的更多信息，以及频谱分析仪产品的可用

性，请浏览 www.fluke.com，或联系您当地的福

禄克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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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设置配置和显示的增益压缩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