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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雷达）物位计讲座
上海妙声力仪表有限公司   李竞武

第三章  微波物位计的天线

微波物位计天线的功能是：向被测物料发射微波能量，并且接收从被测物料面反射的微波回波，以便用于电子组件分析、

计算。

( 接 2016 年第 6 期 )

图 3-1  微波物位计天线的典型辐射图（波束图）

用于物位测量的微波天线有六种基本类型：

喇叭（圆锥形）天线

介电棒天线

透镜式天线

测量管天线（稳定管、旁通管等）

抛物面反射罩天线

平面阵列天线

锥形喇叭天线和介电棒天线已广泛用于过程物位测量中；平面阵列天线主要应用于石油产品的贸易结算或库存管理中

的计量级微波液位计。近年推出的透镜式天线主要用于固态料位测量。

天线基础

天线的主要参数之一是指向性（波束角）。天线的指

向性是指天线引导最多的微波能量向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

射的能力。

天线设计得再好，还是有部分微波能量向人们不希望

的方向辐射。设计天线的目标是指向性尽可能尖锐。

图 3.1 表示典型的喇叭天线能量辐射图。这是一个工作

在 5.8GHz 频率，250mm（10″）喇叭口径的天线。

测量是在离天线一段距离、被称为远场的区域进行。

大部分辐射能量在主瓣内，还有几个具有较小能量的边瓣。

微波天线的指向性用波束角来定量表示。习惯上是测

量微波能量缩减到主波束轴线中心值的 50% 时波束的角度，

定义为波束角，也就是通常所引用的 -3db 的角（以分贝为

单位）。微波物位计技术资料上会列出不同天线的波束角，

以供应用参考。

对于标准的喇叭天线，波束角（即 -3db 位置的角）可

以用下式计算：

（3.1）

Ф：波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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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微波波长

D ：喇叭天线直径

因此，对于给定尺寸的天线，较高的微波频率（较短

的波长）时波束角较窄，或对于相同的波束角来说，较高

频率的天线其尺寸较小。例如 5.8GHz，带有 200mm（8"）

喇叭天线的波束角差不多相当于 26GHz 频率带 50mm（2"）

的喇叭天线的波束角。较小尺寸的天线重量较轻，易于安装。

图 3-2 表 示 在 微 波 物 位 计 中 较 多 使 用 的 5.8GHz，

10GHz 及 26GHz 微波频率下，天线直径与波束角的关系。

图 3-2  5.8GHz，10GHz，26GHz 频率时，喇
叭天线直径与波束角的关系

喇叭天线

实践证明金属喇叭天线（圆锥形）能很好应用于过程

物位测量。喇叭在机械上较坚固，通常不受冷凝和积料的

影响。

喇叭天线内部结构也是有所不同的。微波组件内产生

的微波通过高频电缆耦合到波导体中，通过波导体将微波

传导到天线喇叭中。

波导体通常用低介电常数材料如：PTFE，陶瓷或玻璃

制成，形状为尖锥状，尖锥的角度取决于材料的介电常数。

例如：陶瓷波导的尖锥比 PTFE 波导更尖锐些。

图 3-3   微波从低介电率波导体传播到金属喇
叭腔内，聚焦向着被测物料面辐射

微波以可控的路线从波导的尖锥部分发射出去，然后

在金属喇叭内被反射聚焦，向着被测目标发射出去。

微波在被测物料面上反射后，回波被喇叭天线汇聚，

经波导体传回，在电子组件内处理。

图 3-4 是一种典型的喇叭天线结构。对于这种天线结构，

高频电缆被耦联到 PTFE 材料制成的波导内部。金属壳体

焊接到法兰上，在金属壳体与 PTFE 波导之间有两个密封圈，

使信号耦合器与过程隔离，起保护作用。密封垫圈材料可

以是 viton（用于不锈钢壳体）或 kalrez（用于哈氏 -C 合金）。

PTFE 制成的波导主要作用是将微波传播到锥形喇叭腔内，

它的前端呈尖锥状，向空气辐射微波，金属圆锥形喇叭聚

焦微波，使其向被测目标发射，同时汇聚从目标反射回来

的回波，通过波导体及高频电缆传回电子组件处理。这种

结构的天线可以耐过程温度 200℃及过程压力 4MPa。对于

更高的过程温度，可以采用在法兰上钻孔，向锥形喇叭内

吹入空气或氮气来冷却法兰及喇叭区域，使法兰温度不高

于 200℃。

图 3-4  典型的喇叭天线结构

这种技术已成功应用于很高温度场合，包括高炉炉料

料位测量以及熔融铁水液位测量。除了冷却外，吹气技术

也被用于粉状料位测量应用中。因为现场会有很多导电粉

尘如碳粉，积料在喇叭内会引起信号衰减，通过吹气可以

避免积料。

图 3-5 极高温、常压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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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型喇叭天线

锥形喇叭天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适应现场的不

同工况要求或安装要求，有一系列变型，分述如下：

通过 PTFE 透波窗测量

在一些腐蚀性较强的场合，虽然可以采用哈氏 C 合金

或搪瓷涂层的喇叭天线，但是如果被测量介质是导电液体

或介电常数 εr ≥ 10 的液体，则可以采用低介电常数的“透

波窗”（例如 PTFE、PP 材质）来测量，这样价格低而且

使用方便，特别对一些不希望有部件伸入罐内的场合，是

一个很好的方案。由于微波穿过“透波窗”时会有些能量

损耗，所以介电常数较低的液体或固体物料因反射信号较

小，不适合应用“透波窗”方式。

有些天线将透波窗设计成天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图

3-6），整个天线可以像盲法兰一样安装在罐的安装法兰上。

也可以使用普通的喇叭天线附加安装附件的方式，组合成

一体，以便适应现场安装。如图（3-7）就是将一个普通喇

叭天线和一个金属外壳安装法兰及一块 PTFE 透波窗组合

成一体。透波窗形状可以是圆形平面的，也可以制成锥形，

锥顶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图 3-8）

图 3-6  带透波窗的天线

图 3-7 带有金属外罩及透波窗的喇叭天线结构

图 3-8 透波窗可以做成锥形，锥尖可以向上或向下

喇叭天线——波导加长

微波物位计在使用时，必须将天线喇叭口伸入罐内

至少 10mm，以便正常地向罐内发射微波。通常，一个

150mm（6″）的喇叭天线长度约 220mm，如果罐上的安装

管长度不大于 200mm，则安装后天线喇叭口能伸入罐内，

能正常工作。但如果安装管较长，如 250mm，则喇叭口将

会在安装管内，天线发射的微波脉冲将会在安装管内形成

减幅震荡，形成噪声，影响测量。为了将喇叭口伸入罐内，

可以在天线的法兰和圆锥形喇叭之间加装波导管，使天线

延长。如图（3-9）所示

图 3-9  带有加长波导管的喇叭天线

由于加装了波导加长管，会导致微波发射能量减少，

故只能用于高反射率的物料，使用时必须注意。

喇叭天线——弯曲的波导加长段

喇叭天线的波导加长管是可以弯曲的，所以在某些场

合无法顶安装、入口法兰在侧面的罐，可以利用 90°弯曲

的波导将天线喇叭从侧面伸入罐中。对于某些顶安装场合，

安装口下方有障碍物，而又没有其他位置可选择时，则可

以采用 S 型波导加长段绕开下面的障碍物，以利于微波正

常发射。波导加长段应没有任何内部焊缝，其弯曲半径必

须大于 200mm。见图（3-10）所示。

图 3-10  带有弯曲的加长波导管，要注意极化方向

高频喇叭天线

早期生产的微波物位计采用较低频率。脉冲式通常采

用 5.8 ～ 6.3GHz（C 波段），调频连续波式采用 9 ～ 11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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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波段）。近年来发展采用较高频率 24 ～ 26GHz（K 波

段）。这样在同样波束角时，天线尺寸较小，安装使用方便。

从微波组件来的高频信号在 PTFE 波导体内激发微波

信号时，对每一个给定频率，波导体有一个临界直径，在

这个临界直径下，在波导内激发的是单一模式的微波，因

而也是单一波束。当波导体直径增大时，就会产生多重的

微波模式，各种不同模式波速是不同的。因此单个目标将

反射一个以上的回波，导致测量不准确，甚至不能可靠测量，

因此必须保证在波导内激发的是单一模式的微波。

当微波频率提高时，由于波长变短，波导的临界直径

变小，因此高频天线的波导尺寸要比低频的小。高频天线

较小的波导尺寸比低频天线（如 5.8GHz）的波导易受冷凝，

积料等的影响。

图（3-11）是一个专利的高频天线结构，微波组件来

的信号耦合至一个小直径的波导中，以激发单一模式的微

波信号，然后经过一个斜锥的过渡，使其直径逐渐增大，

但仍保持单一模式。然后引导到喇叭天线内再转变为锥形，

向空气中发射微波。这种方式增加了 PTFE 波导的直径，

但仍保持了单一模式的微波。同时也减小了冷凝和积料的

影响。

图 3-11  高频喇叭天线结构

这结构图和图（3-4）喇叭天线进行比较，5.8GHz 的天

线不需要在波导直径上过渡，金属喇叭角度也不像高频喇

叭那样尖锐。

全塑封的喇叭天线

锥型金属喇叭天线的耐腐蚀性能在某些化工场合不能

满足要求。可用图（3-12）所示的全塑封内置喇叭天线，它

本质上还是喇叭天线，但尺寸较小，金属喇叭外部用 PTFE 

、PVDF 等高分子塑料包覆，前端是个透波窗，喇叭内部

也用低介电常数塑料（如 PP）充填，外形是圆柱短棒，用

螺纹安装方式，也称之为短棒天线。尺寸小，耐腐蚀，主

要用于测液位，可以方便地安装于小型酸、碱罐上。

图 3-12   全塑封的内置喇叭天线

介电棒天线

微波物位计应用于过程储罐液位测量时，介电棒天线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选择。介电棒天线通常用聚丙烯（PP），

聚 四 氟 乙 烯（PTFE） 材 料 制 造， 可 以 安 装 在 直 径 小 至

40mm（1.5″）的安装管中。因此在现有的储罐安装管中几

乎都可以安装，并且能兼容大多数腐蚀性液体，包括各种酸，

碱及溶剂，且价格较低。缺点是天线较长，需较大安装空间，

且波束角较大。

棒状天线结构

图（3-13）表示棒状天线结构。微波从微波组件通过

高频电缆传送到波导里的信号耦合器。和喇叭天线一样，

波导可以是充气的空腔，或用低介电常数材料，如 PTFE

制成的波导体。在波导体里激发产生的微波，在棒的平行

部分向下传播，直到它传播到棒的斜锥部分。在斜锥部分上，

由于微波对斜椎面是斜入射，且 PTFE 天线与空气介电常

数的差别，一部分能量就折射到空气中，形成微波束向被

测物料面传播。反射的回波也通过同样途径折射进入 PTFE

天线棒，被信号耦合器接收送回电子单元处理。

介电棒天线的斜锥部分必须全部伸入罐内，这是非常

重要的，不允许棒状天线浸入物料中，如果棒状天线被粘

性导电物料粘附，天线效率将降低。

介电棒的尺寸，形状取决于所发射微波的频率。

棒状天线波束角较大，约 30°，通常用于测量液体和

浆体液位，而不适用于粉体及颗粒体料位。

应用棒状天线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棒状天线的斜锥部分实际上是向空气中发射微波的有

效部分，必须伸入罐内。如果斜锥部分处于安装管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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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介电棒天线

内的斜椎部分发射的微波会在安装管内来回反射，形成减

幅振荡噪声，会使微波物位计分辨不出有效回波。

图 3-14   PTFE 圆柱部分的微波能量泄漏会在
安装管内共振而产生减幅震荡噪声

如果棒状天线上粘附导电物料，将会使天线效率迅速

变坏。如果粘附的是非导电、低介电常数的物料，则影响

不大。

带加长段的棒状天线

图 3-15   带不同长度加长段的天线，以保证斜
锥部分伸入罐内

当罐上的安装管较长时，为了保证天线的斜锥部分伸

入罐内，必须增加圆柱形部分的长度，这一部分称为加长段。

加长段可以根据安装管的尺寸，从 100mm~250mm 不等，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圆柱形的 PTFE 来加长，两端通过螺

纹来和天线上部及下部斜锥部分连接，起到加长作用。

理论上微波在圆柱部分应该平行向下传播，向四周不

应有微波辐射。实际上还是有小量泄漏，所以在安装管直

径较小时（例如直径 40mm）还是会产生减幅振荡噪音。

为了彻底消除微波泄漏，要在加长段采取屏蔽措施。

1）  外屏蔽

在棒状天线处于安装短管内的圆柱形加长段外部加装

不锈钢套筒，通过安装螺纹或法兰连接地，起到屏蔽作用，

阻止微波泄漏。但其耐腐蚀性能受到不锈钢兼容性限制，

只能用于一般耐腐场合。

图 3-16   带不锈钢外屏蔽的 PPS 棒天线，用于腐蚀性不太强的场合

2） 内屏蔽

如图（3-17）所示，在圆柱波导体外部包一层金属网栅，

外面再涂复 PTFE 或 PP（与天线棒的材料一致）。金属网

栅起屏蔽作用，天线外部（与过程连接部分）是 PTFE 或

PP。加长段长度可选 100mm 或 250mm，视安装管长度而定。

对于高温应用，可采用陶瓷来制造介电棒天线。

图 3-17  用金属网栅内屏蔽的加长棒状天线

透镜天线

西门子公司的 LR560 固体雷达使用透镜天线。密封的

透镜是一个屏障，保护发射器避开过程物料，它们积料很

厚会阻碍微波发射。透镜天线使用一个发射器来“照亮”

介电透镜的背面。透镜产生、增强和聚焦微波信号，来形

成一个没有边瓣的波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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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镜天线具有以下的特点：

     低介电材料，所以微波信号可以通过。

     适当的位置、厚度、和透镜形状使增益损失最小。

     结实的透镜材料允许很宽的温度范围。

图 3-18  LR560 的透镜式天线

SITRANS LR560 透镜天线结构对每一台都提供整体防

尘及内置吹气，以保持透镜面清洁。每一台 LR560 都带空

气吹扫，虽然大多数应用都不需要它，但当需要时不需重置。

现在不需要购买后再改造喇叭天线，也不需要在以后需要

时再购买防尘罩选件。

图 3-19  透镜天线波束图

空气对喇叭天线的吹扫能很好的清洁发射器，因为空

气压力在发射器位置是最高的。当空气向喇叭末端移动时，

压力和湍流减少，因而空气吹扫在喇叭天线上是耗能的。

在透镜天线上，整个天线能被有效地清洁，耗能较少。

测量管天线

在某些过程工业应用场合，由于某种原因，天线不能

直接安装在罐上，这时可采用测量管（旁通管或安装在罐

内的测量管）。旁通管或测量管（稳定管）用于下列场合：

高波动液面：安装测量管后，可保证微波液位计测量

到平静的液面，没有回波的散射。

低介电常数液体：如液化石油气。采用测量管可使微

波能量集中，不至扩散，使低反射率的液体也能给出较大

的回波信号。

有毒的危险化学品：通过测量管安装，罐内的开孔尺

寸可以很小。还可以通过一个能全开通的球阀进入测量管

测量。维修时可关断球阀取下仪表而不影响罐内工况。

小型容器：小型容器或顶部没有足够空间安装棒状天

线或喇叭天线的场合，用一根很小口径管子就能安装微波

物位计。

泡沫：测量管能防止泡沫影响测量。

替代现有的磁性翻板液位计或电浮筒液位计时，微波

液位计可直接装入现有的旁通管内。

型式 1：测量管上安装喇叭天线

图 3-20  喇叭天线在测量管上的安装

图（3-20）表示喇叭天线在测量管或旁通管上安装，

使用测量管的喇叭天线只能用于测量液位。测量管的内

径 可 以 是：40mm（1.5 ″），50mm（2 ″），80mm（3 ″），

100mm（4″），150mm（6″）。当然更大尺寸也是可以的。

通常 40mm 或 50mm 口径的测量管可以不需圆锥喇叭，

直接将 PTFE（或陶瓷等）尖锥波导体安装在管内即可。对

于 80mm 以上的测量管需要通过相应口径的圆锥形喇叭过

渡，如图（3-20）所示。

测量管上端必须有通气孔，以便使测量管内液位与罐

内液位一致。喇叭天线安装在测量管上时，必须使天线的

直线极化方向朝着通气孔方向。如果采用旁通管安装，则

要使直线极化方向朝着旁通管和过程罐连接方向。

型式 2：测量管上安装棒状天线

标准长度的介电棒状天线通常不安装在管径较小的测

量管内，因为会产生高电平的“减幅震荡”噪声，它会严

重降低天线效率。

但是特殊设计的短的偏心安装的棒状天线可以安装在

小管径的测量管上，如图（3-21）所示。棒状天线材质通

常采用 PTFE。这种非对称的结构形式可以改善测量管内的

信噪比。

图 3-21 为棒状天线偏心安装在测量管上（直径 50mm

或 80mm）。1. 高频电缆  2. 信号耦合  3.PTFE 贴面法兰  4. 偏

心安装的实心短 PTFE 棒状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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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在测量管内的传播速度

微波在测量管内的传播速度明显比在自由空间的速度

慢。速度减慢的程度取决于测量管直径与微波波长的比。

波导体发射的微波撞击在测量管内侧，在管壁上感应

产生微小的电流，形成微波再发射，对于圆形管或波导，

波速的变化由下式计算：

图 3-21  偏心棒天线用于 50mm 和 80mm 测量管

（3.2）

（3.3）

Cωg ：微波在测量管 / 波导中的速度

C0 ：微波在自由空间中的速度

λ：微波波长

d ：测量管直径

图（3.22）所示微波在测量管内的行程时间变慢，这个

影响必须在微波物位计软件内进行补偿。

图 3-22  微波在测量管内的传播速度变慢，必须在软件内补偿

微波在测量管内有不同的传播模式。允许微波在管内

传播的最小直径称为临界直径 dc，是个重要参数。dc 取决

于微波波长（频率）。微波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能够使

用的测量管的最小直径越小。

等 式（3.3） 表 示 临 界 直 径 与 波 长 之 间 的 关 系。 例

如，5.8GHz 频率，波长 52mm，测量管的最小理论直径为

dc=31mm。

对于频率 26GHz，波长 11.5mm，临界直径 dc=6.75mm。

实际使用的管径应比临界直径大些。通常对于 5.8GHz 频率，

测量管直径至少为 40mm。

图（3-23）表示测量管直径对微波传播速度的影响。

采用较高频率（波长较短）或较大内径的测量管，在测量

管内壁上产生的干扰信号较小。

图 3-23  测量管直径对微波传播速度的影响

抛物面天线

图（3-24）是抛物面天线结构图。主结构是一个抛物

面反射罩，通常用不锈钢材料制成，抛物面焦点位置上安

放一个 PTFE 制成的波导体作为一次天线，高频微波信号

通过高频电缆传送到该波导体中，激发其向抛物面发射微

波信号，抛物面反射罩作为二次天线，将一次天线发射的

微波信号聚集成平行波束向被测物料面发射。从物料面上

反射回来的回波信号经抛物面反射罩聚集至一次天线上，

经高频电缆传送回电子组件用于回波处理及分析。

抛物面天线的优点是聚焦性能好，发射的波束角极狭

（约 2°），保证了较高的天线增益及指向性。缺点是体积大、

结构较复杂、维护费用高，不大适用于工业过程场合应用。

较成功的应用是在大型储罐的液位精密计量，以及大

型油轮油位监测。

图 3-24 典型的抛物面天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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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阵列天线

图 3-25 平面阵列天线——剖视图
1. 电子组件外壳  2. 过程法兰  3. 天线输馈电  4. 不锈钢背  5. 微波吸收
材料  6. 微波小片  7.PTFE 过程密封

图（3-25）是典型的平面阵列天线结构图，不锈钢制

的钢背保证了天线的强度及刚度，钢背的内面上是用吸收

微波的材料制成的贴面，它要保证吸收掉向钢背发射的微

波。否则钢背反射回波会形成“减幅震荡”噪声。

微波元件和耦合材料

如图（3-25）所示，微波信号穿过钢背及吸收材料到

达馈电网络，给排列在整个天线平面上的微波小片馈电。

在这天线面上，微波元件排列成一定模式，每个元件由三

个以上的微波小片组成，它们之间是介电材料。这形成了

一个多重的微波阵列，它有许多各自独立的元件，可以从

平面天线的表面发射。

最终，微波元件和粘结材料形成的平面天线结构，再

用 PTFE 整个密封起来。对于使用于危险场合的天线，还

要使用抗静电材料。

平面天线可以设计成聚焦性能很好，边瓣很小，在储

罐计量中应用时，可以安装在测量管中。

天线的能量辐射图

能量辐射图的定量表示参数为波束角，它的定义是：

当被测微波能量减少到波束中心线上能量的一半或 -3db 时

的角度。

讨论了天线的方向性，天线增益，说明了设计最好的

天线也有能量边瓣。设计目标是指向性尖锐及边瓣影响最

小。

过程测量中最常用的微波天线是金属喇叭（锥形）天

线及介电棒天线。下列各图表示了不同的天线类型、频率

及尺寸的天线的能量辐射图。汇总叙述如下 :

在相同频率下，喇叭天线口径越大，波束角越小。

对于给定尺寸的喇叭天线，频率越高，波束角越小。

介电棒天线比喇叭天线有更多的边瓣。

喇叭天线波束角与喇叭直径的关系（在同一频率下）。

图（3-26 ～ 3-28）比较了在 5.8GHz 频率下，100mm，

150mm 和 250mm 口径的喇叭天线的辐射图。

 图 3-26 喇叭天线辐射图，波束角
32°

 图 3-27 喇叭天线辐射图，波束角
27.9°

图 3-28  5.8GHz/250mm 喇叭天线
辐射图 , 波束角 14.9°

介电棒天线与喇叭天线辐射图的比较

图（3-29 ～ 3-30）为 5.8GHz、口径 150 的喇叭天线与

介电棒天线的辐射图的比较。虽然两者的波束角是相近的，

但棒状天线的边瓣更多。

图 3-29 介电棒天线辐射图，波束
角 32°

 图 3-30 150mm 喇叭天线辐射图，
波束角 27.9°

高频（26GHz）喇叭天线的辐射图。

图（3-31 ～ 3-32）表示了在 26GHz 频率下，40mm 和

80mm 口径的喇叭天线的辐射图。和前面 5.8GHz 喇叭天线

辐射图相比较，指向性明显改善。

图 3-31 26GHz/40mm 喇叭天线
辐射图，波束角 18.2° 图 3-32 26GHz/80mm 喇叭天线辐

射图，   波束角 9.4°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