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仪器仪表用户》

微波（雷达）物位计讲座
( 上海妙声力仪表有限公司，上海 李竞武 )

前 言

雷达（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缩写 RADAR，含义是无线电检测与测距）是 20 世纪二次大战以来许多科技成果的根，

是产生真正现代技术的大树。在·物位测量领域也应用了雷达技术来测量物位，而且是近 20 多年来发展最快的物位测量技

术，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领域。本讲座就雷达技术用于测量物位的基本物理基础、测量方案、仪表结构、回波处理、安装设置、

故障诊断及典型应用稍作系统叙述，使用户对该技术有较深的了解，更好地解决应用中产生的问题。

（1.1）

(1.2)

在电磁波的频谱中，商
业用的微波只占很小的

一段 .
绝大多数工业雷达设备

都采用 4 到 30 GHz 范围
内的微波 . 

图注  1-1 电磁波频谱

第一章  微波测量物位的物理基础

电磁波

1864 年，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尔在他的电磁学理论中

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阐明不管波长多少，所有电磁波

都以相同的速度（光速）传播。十几年后，德国科学家赫

兹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他用火花间隙发射器产生了

455MHz 的高频电磁波，并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具有光波同

样的速度，以及具有类似光波的特性如：反射、折射、衍射、

极化和干涉等现象。

麦克斯韦尔表明，在真空的自由空间中，电磁波速度

由下式给出：

C0—电磁波在真空中的速度（光速）。（米 / 秒）

μ0—真空的磁导率。（4π×10-7 亨利 / 米）

ε0—真空的电容率或介电率。（8.854×10-12 法 / 米）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是其频率和波长的乘积

C—电磁波速度。（米 / 秒）

ƒ—电磁波频率。（赫）

λ—波长。（米）

电磁波具有电场强度矢量     和磁感应强度矢量      ，

它们相互垂直，并垂直于波的传播方向。电场强度矢量在

微波物位测量中有重要影响，这将在极化节中详细讨论。

电磁波有很宽的频率范围，图 1-1 表示了电磁波的频

谱。从较低频率、较低能量的无线电波到高频率、高能量

的 γ 射线。频谱中包括：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

X 射线及 γ 射线。

微波的频率范围是从 1GHz 到 300GHz。每个国家对本

国空域中的电磁波都进行管制，规定什么类型的设备工作

在哪个指定频率范围。对于在工业、科学、医学（ISM）领

域中的应用，国际上已有标准，是在 2 ～ 30GHz 范围内。

而微波物位测量仪表的典型波段为 5.8GHz（C 波段），

10GHz(X 波段）和 24GHz（K 波段）。近年来，西门子公

司推出了 78GHz（E 波段）的微波物位计，将频率提高到

更高的频段。C 波段 5.8GHz 频率的微波物位计，因采用脉

冲原理，其脉冲有带宽，其下边带频率低于 5.46GHz，进

入了美国无线电管理局限制的范围，故不批准使用。因此，

在美国使用的 C 波段微波物位计采用 6.3GHz，使其下边带

高于 5.46GHz, 规避了频率限制。

介电率（电容率）

在静电场中，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取决于电荷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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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图 1-2   介电常数对微波物
位计行程时间的影响

图 1-3   使用导波式微波液位计来测量油 / 水界面时的回波波形

值及相互距离，以及电荷之间介质的成分。介电率 ε 是介

质的一个特性，它影响电荷相互作用力的大小，介电率越大，

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越小。真空中的介电率 ε0 在实验基

础上计算得到约为：8.854×10-12 法 / 米。

相对介电率或相对介电常数εr

某种介质的介电率对真空介电率的比被称为相对介

电率或相对介电常数。它是一个无量纲的参数。例如，在

20℃时，空气的相对介电率为 1.0005，与真空的介电率很

接近；而水的相对介电率约为 80。相对介电率或介电常数

通常简称 DK。

在应用微波来检测物位时，被测物料的介电常数是非

常重要的，对于介电常数低的非导电物料，部分微波能量

将穿入物料，剩下的部分能量将从料面上反射。微波的这

个特点可以被利用来在某些情况下发展出一种新的测量方

法（多层液面位置测量）。

导磁率μ和相对导磁率μr

电磁波的磁感应强度矢量    对电磁波的速度有影响。

但是就非磁性的气体和蒸汽中的传播速度而言，这个影响

是微不足道的。而与相对介电率（或介电常数）相比较，

相对导磁率对电磁波的反射没有实质的影响。对于在被测

物料上方的非磁性气体，其相对导磁率 μr=1。

频率、速度、波长

如上所述，电磁波的频率（f）、速度（C）和波长 (λ)

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C=f×λ。电磁波频率不受传播介质改变

的影响，但是速度和波长随传播介质的电气特性不同而改

变。某一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可以用下式计算。

 C—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C0—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μr—相对磁导率 μ/μ0

εr—相对介电率（电容率）

在微波测量物位的应用中，温度、压力和气体成份的

变化对微波行程时间有很小的影响，因为传播介质的介电

常数或多或少有变化。

微波物位计可以通过低介电率的“窗口”如玻璃、聚

丙烯、聚四氟乙烯等来测量导电液体。低介电率透波窗的

的最佳厚度是半波长或半波长的整数倍。例如，聚丙烯塑

料相对介电常数 εr 为 2.3，在频率 5.8GHz 时，半波长为

17mm，在真空中半波长为 26mm，这是因为微波在聚丙烯

中速度约是空气中速度的三分之二。

同样原理，在微波传播到低介电率的液面上时，液体

吸收的微波能量要比其液面上反射的能量要多。微波在液

体中的传播速度要比在气体空间中的传播速度慢。

例如，如果在一个金属容器底部约有 0.5m 的溶液，微

波物位计向液面发射微波脉冲，当微波传播到液面时，部

分微波被反射回去，部分微波渗入溶液中继续向前传播，

在传播到金属罐底时微波被全反射，并透过液面传回天线

被接收。这样前后共有液面和罐底两个回波脉冲。当溶液

介电率液位较低时，罐底的回波可能比液面的回波幅度大。

另外，由于微波在溶液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慢，罐底

回波显示出比没有液体时的罐底回波要更远些。微波液位

计的回波处理软件必须考虑这一点，正确识别液面回波及

罐底回波。

这个现象可应用到导波式微波液位计中来检测油 / 水

界面，或溶剂 / 含水液体界面。由于收到上层液面和液 /

液界面两个回波，因此可以分别计算出上层液面和液 / 液

界面位置。当然，必须注意微波在油或上层液体中的传播

速度比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慢 , 因此在油 / 水界面上的反射

波的行程时间比没有油时直接在同一水面上的行程时间长，

幅度也由于油中传播损耗大而减小（图 1-3）。

对微波传播速度的影响

微波物位计作为一种非接触测量技术，通用性强，几

乎可以用于各种工况。一般认为测量不受过程温度、压力、

气体成份等传播介质参数变化的影响。但是严格讲，这些

过程状态的变化会引起微波传播速度的轻微变化，因为传

播介质的介电常数会变化。

计算微波传播速度

容器内气相空间温度、压力、气体成份的变化会改变

传播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因而会影响微波传播速度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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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空气中校准的仪表在其它气体中使用时所引起的误差

气体/蒸汽  εrN（标准状态下的相
对介电常数）（1）

相对空气的误差率（标
准状态下）（2）

真空 1.0000 +0.0316
空气 1.000633 0.0

氩/Ar 1.000551 +0.0041
氨/NH3 1.006976 +0.3154

溴化氢/HBr 1.002994 -0.1178
氯化氢/HCl 1.004078 -0.1717

一氧化碳/CO 1.000692 -0.00295
二氧化碳/CO2 1.000985 -0.0176

乙烷/C2H6 1.001503 -0.0434
乙烯/C2H4 1.001449 -0.0407

氦/He 1.000072 +0.0280
氢/H2 1.000275 +0.0179

甲烷/CH4 1.000878 -0.0122
氮/N2 1.000576 +0.00285
氧/O2 1.000530 +0.0052

（1）在标准温度和压力下（273° K,1Bar
绝压）不同气体的介电常数（相对）。
（2）不同气体中的行程时间和空气中比
较时的百分率误差。

图 1-4  压力恒定在
0.1MPa 绝压时，空
气温度对微波速度

的影响（测量物位）

图 1-5   温度恒定在
273° K 时压力对微
波测量物位的影响

波的行程时间。

相对介电率或介电常数可以计算如下：

εr—计算的相对介电率（相对介电常数）

εrN—气相介质在标准状态下的相对介电常数（在温度

273° K，压力 1bar 绝压时）

 QN—在标准状态下的温度（273° K）

 PN—在标准状态下的压力（1bar 绝压）

 Q—过程温度 （° K）

 P—过程压力（bar 绝压）

从式 1.3 和 1.4 中，可以计算出由于不同气相介质的介

电常数的不同所引起的百分率误差，以及过程温度和压力

的变化引起的相对影响。

气体和蒸汽

根据定义：真空的相对介电常数等于 1。在物料上部

存在的空气及其它气体的介电常数都和真空有微小差别，

但它们对微波物位计测量准确度的影响很小。 

微波物位计通常是在空气中校准的，表 1.1 列出了如果

应用到其它气体时，由于相对介电常数的变化对距离测量

产生的误差率。可以看出，在过程测量的准确度范围内（通

常为 0.1%FS）此影响可忽略不计。

压力

压力对电磁波速度还是有影响的。相对标准大气压下，

在压力达 3Mpa 时误差为 0.84%，在压力达到 10Mpa 时波速

有 2.8% 的变化，影响已不容忽视。如果压力经常在大气压

和 10Mpa 之间变化，可用压力变送器测量压力来补偿波速

的变化。

波导管、静止管和旁通管

在前面的方程式中，我们假定微波在真空的“自由空间”

传播。实际上在靠近金属罐壁或其他的构件时，将对微波

的传播速度产生影响。当微波物位计被安装在旁通管或静

止管内时，或当喇叭天线用波导管延伸时，这影响十分明显。

当微波在一根金属管内传播时，行程时间会显得慢下

来，因为微波传播时，在管子内壁上多次反射地跳跃前进，

在管内表面上形成波流。这些影响可以在校正时补偿。使

用静止管或旁通管在某些应用场合是很有利的。

微波显示出和光波相同的特性：反射、极化、衍射、折射、

干涉。

微波的反射

微波在平滑表面上反射时，反射方向符合几何光学定

律，反射能量的大小取决于物料的相对介电常数。

导电物料

微波在导电的金属物体上可以得到良好的反射，因此

可以用于测量导电的含水液体，如酸和碱，以及其他导电

物体，如熔融金属或酿酒行业中浸泡的谷类等的物位。

当传播中的微波击打到一个导电表面时，电场强度矢

量    被短路，在导电物料中形成复合的电流。此电流产生

微波并再发射，在物料表面形成所谓的反射波。

微波物位计使用的 5.8GHz 到 26GHz 之间频率的微波，

温度

高温或较大的温度梯度对微波在空气和气相空间的行

程时间有很小的影响。图 1-4 表示了在标准大气压下不同

空气温度相对于 0℃的测距误差。在 2000℃温度下，相对

0℃下的波速变化只有 0.026%，用空气或氮气风冷的微波物

位计可应用于熔融的钢或铁水液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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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被反射的微波
能量取决于被测物料

的介电常数

图 1-7  在临界区域应用时
必须仔细选择微波天线

图 1-8  反射的损耗 dB: 损
耗 L=10logN

在一个导电表面很容易被反射，产生一个相当大的回波。

因此能用于测量导电液体或固体的物位。

非导电物料

如果液体或固体是非导电的，它的相对介电常数对微

波能量的反射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在介电层上的反射总

量能用下式计算：

W2 —反射的微波能量

 W1 —发射的微波能量

εr—相对介电常数

 N—微波在介电层上的反射率

典型举例如下：

1. 甲苯：低介电常数的溶液 εr =2.4

只有 4.46% 的微波能量被反射。

2. 丙酮：相对介电常数 εr =20

40% 的微波能量被反射

在微波测量物位时，当相对介电常数 εr ＜ 5 时，从被

测物料面上的微波反射率就处于临界状态，必须仔细选择

微波物位计天线的类型及仪表的规格参数。图 1-7 表示了

相对介电常数与微波能量反射率的关系曲线。

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大多数导电物料或相对介电常

数大于 1.5 的物料都可以应用微波来测量其物位，当测量较

低介电率的液体时，可利用静止管来测量，它使微波能量

集中，因而在较低反射率时也能得到较强反射，保证可靠

测量。

极化（偏振）

电和磁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电磁波具有电场强

度矢量    及磁感应强度矢量    ，他们同相但相互垂直，并

且和波的传播方向垂直，如图 1-9 所示。

图 1-9  直线极化以及
电场强度矢量 E，磁感
应强度矢量 B 及微波
传播方向之间的关系

极化确定了电磁波的方向，以及电场强度矢量    的方

向。

在微波物位计中大多数使用的都是直线极化的电磁波，

如图 1-9 所示。直线极化的方向由微波组件中的信号耦合

器的取向确定。微波极化的特性在微波测量物位的应用中

是很重要的。

图 1-10  如果一个金属或高介电常数物体被放置在和极化微波
的电矢量同一平面里，微波物位计将接收到幅度大的回波

微波的反射主要是电矢量起作用，所以当某个物体处

于电矢量平面中时，反射回波幅度会比较大；处于与其相

垂直的磁矢量平面中时，反射回波幅度就较小，这个特性

有时可以使从过程容器内构件上的虚假回波的影响最小化。

这些虚假回波是从容器内探头、焊缝或其它构件上反射的。

可以试着旋转微波物位计的安装法兰或轴套来最大幅度地

减少虚假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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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如果同样的物体放置在垂直电矢量的平面里，接
收到的回波信号将较小

图 1-12  天线波束的波瓣
结构由衍射和相消性干

涉造成

折射

和光波在空气 / 玻璃或空气 / 水的界面上的折射相同，

当微波以一定角度入射到非导电物料面时，它们也会产生

折射，一部分微波能量以一定折射角进入其中（另一部分

被反射）。例如微波传播到一个低介电率透波窗（PTFE/

玻璃 / 聚丙烯）或非导电的低介电率的液体（如溶剂）时

就是这样，如图 1-13 所示，折射角取决于波的入射角及界

面两侧物料介电常数的比。

图 1-13  反射与折射

干涉—相位

微波信号是正弦形的，相同频率不同相位的信号相混

时，就会引起干涉。当同相的信号相混时，会产生一个幅

度更高的信号（相长干涉）；而当两个相位差 180 度的信

号相混时，会相互抵消，产生相消干涉 , 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干涉的相
长与相消

图 1-15  天线安装太靠
近罐壁引起的干涉

当微波物位计通过低介电率窗口来测量导电或高介电

率液体时，适当选择介电窗的厚度，使其等于微波在其中

波长的一半时，就会形成相消干涉。如图 1-16 所示，当

微波传播到介电窗顶面时，部分能量被反射，并且相位移

180°（B），其余大部分能量透入窗口材料中；在传播到

底面时，大部分微波能量穿过窗口透入罐内继续传播，小

部分反射回去并穿透上表面，和上表面反射的波混合，产

生干涉。当底面反射的波 C 传回到表面时，由于厚度是半

波长，C 波行程为一个波长（360°相位），所以与 B 波正

好相差 180°，两者相互抵消，相消干涉减弱了从顶面反射

回天线的回波能量。这对测量是有利的，因为该回波是测

量所不需要的。

干涉

微波可以像光波一样，显示出干涉效应。这会对测量

产生影响，了解干涉产生的原因，就可以设法用结构或安

装的   考虑来消除其影响。

可能产生干涉的原因如下：错误的选择天线、天线安

装在过长的安装管内、发射天线安装时太靠近管壁或其它

构件等，这些都可能导致信号的干涉。图 1-15 显示了天线

安装太靠近管壁引起的干涉。部分能量经管壁反射（B'）

再传到液面反射（B''），与直接从液面反射的波 B 汇合成

C，由于在罐壁（金属）反射时，相位倒转了 180°，所以

B' 和 B'' 的相位有 180°相位差。因此两者相混合时产生相

消干涉，减弱了天线接收的液面回波。

图 1-16  微波脉冲透过低介电率窗
时的相消干扰

衍射

一般认为微波物位计发射出的微波是一个精巧定向

的波束，事实上并非如此。虽然设计意图是这样，实际上

微波物位计的天线在所有方向几乎都辐射微波能量。如图

1-12 所示，主瓣集中了大部分辐射能量，还有微弱能量的

边瓣。这种现象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衍射引起，此外相消

性的干涉形成零点或凹口，因而形成了这样的边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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