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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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雷达技术测量物位的原理及技术方案

雷达（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缩称 RADAR，含义是无线电检测与测距）是二次大战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成

为许多现代技术的“根”, 许多现代技术都是以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用微波测量物位也是利用雷达技术：利用微波在被测物料面上的反射及其在空间的行程时间来测量物位，属于行程时

间原理（Time of Flight），或回波测距原理。由于和雷达原理相似，故也称之为雷达物位计。合理的名称应是微波物位计。

它属于非接触测量，测量准确度不受被测介质物理参数变化影响，所以应用广泛。

微波以光速传播，约 3×108 米 / 秒。微波传播 10m 并返回所耗时间约 67 纳秒，在过程条件下直接精确测量这么微小

的时差是较困难的。

目前在过程物位测量中，有两种技术在应用：调频连续波 (FMCW) 技术及脉冲 (PULSE) 波技术。两种技术在应用上有

它各自的特点，没有本质差别。制造商在考虑性能的基础上，根据技术和经济原因来选择方案。

( 接 2016 年第 5 期 )

1. 调频连续波 (FMCW) 技术

调频连续波或 FMCW 技术测量物位是用间接方法来测

量微波传播时间的。因为时差太小，直接测量难以达到高

精度，故采用转换成频率量来测量。发射一个频率被线性

调制的微波连续信号，频率呈线性上升。所接收到的回波

信号频率也是呈线性上升的。两者的频率差将比例于离反

射目标的距离。参阅图 2-1。

如果该距离为 R，微波速度为 C，波的往返行程时间

为           。如果我们已知发射信号频率线性变化的速率为

K，并测得接收信号与发射信号的频差为 fd，即可以计算

出 Δt，进而得到距离 

实际上调频信号必须在两个不同频率之间循环 ( 周期

变化 )，用于物位测量的微波调制频率在 9 ～ 11GHz(X 波段 )

或 24 ～ 26GHz(K 波段 )。

图 2-1   FMCW 技术是一种间接测量微波传播时间的方法

图 2-2 是 FMCW 微波物位计的典型方框图。调频连续

图 2-2 FMCW 微波物位计的典型方框图

早期的微波物位计主要用于储罐液位测量，通常有

较大的液面面积，波动较小，没有从罐内部构件上反射的

虚假回波，物料的移动相对较慢。这种工况对起初发展的

FMCW 微波物位计是理想的状态。

波微波物位计的主要部件是线性扫描控制电路。一个线性

斜坡发生器供给一个电压控制器，它将斜坡电压转换成压

控振荡器频率。线性扫描要求非常精确，输出频率作为闭

环控制回路的一部分被测量，并负反馈至压控振荡器。频

率被调制的信号通过天线向容器中被测物料面发射。被接

收的回波频率信号和一部分发射频率信号混合。产生的差

频信号被滤波及放大，然后进行快速傅利叶变换 (FFT) 分析。

FFT 分析产生一个频谱，在此频谱上处理回波并确认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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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程容器中，问题就变得更复杂（见图 2-3）。

图 2-3a   FMCW 微波物位计在一个过程罐中

图 2-3b  混合在一起的回波频率被同时接收

图 2-3c  由 FMCW 微波物位计接收的混合差频的
组合，各个独立的差频可以

分别显示，各个独立的频率必须从同时接收的频
率混合体中分离出来

在化学反应釜中，通常存在信号幅度低并有虚假回波，

因为有搅拌器，并且常常是低介电常数液体。

固体应用也是较麻烦的事，因为料仓内部的结构件及

起伏的料面会产生虚假回波及多重回波。

FMCW 微波物位计发射和接受信号是同时的。

在一个常用的过程罐中，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回波，

和发射信号频率比较后产生多个频率差。由混频器产生的

这些差频信号被滤波及放大。实际回波信号的幅度和发射

信号相比是很小的。从天线上来的虚假信号幅值有时比真

实回波更高。在处理并确定回波前，系统需要分离及识别

这些同时发生的信号。

使用快速傅利叶变换 (FFT) 分析可以将各种被接收到

的回波频率分离。这是一种数学上的处理，它将乱七八糟

的时阈上的差频转换为频阈上的频谱。( 图 2-4)

在频谱中每一个频率分量相应的幅值比例于回波幅值，

并且差频本身比例于离发射天线的距离。回波不是单一频

率，而是包络线内的频谱。

快速傅利叶变换需要强大的处理能力，以及相应较长

的处理程序。

只有当 FFT 计算完成后，回波分析才能进行，才能在

真正的物位回波和一些可能的虚假回波之间进行识别确认。

图 2-4   快速富利叶变换后的 FMCW 回波频谱，
快速傅里叶变换

算法将信号从时域转换到频域，结果得到各个差
频的频谱

复杂的过程罐和固态物料应用证明对某些 FMCW 物位

计来说是太困难了，甚至简单的圆柱形卧罐也会产生一系

列问题。因为卧罐会产生许多大的多次回波，这些多次回

波是由圆柱形卧罐拱顶的抛物面聚焦效应产生的。有时多

次回波的幅度比真正回波还高。进行 FFT 分析的处理器同

时被整个动态范围内的不同的幅度的信号淹没，使微波物

位计难以识别正确回波。

而对于脉冲波方案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2. 脉冲波技术

脉冲波测距是由天线向被测物料面发射一个微波脉冲，

当接收到被测物料面上反射回来的回波后，通过测量两者

时间差 ( 即微波脉冲的行程时间 )，来计算物料面的距离。

图2-5   脉冲微波物位计单纯在时间域内工作，
每秒发射几百万个脉冲，采用一种

特殊的取样技术，可以产生一个“时间被放大”
（时间变慢了）的输出信号

脉冲测距工作于时 ( 间 ) 域，因此它不需要 FMCW 方

法中所采用的快速傅利叶变换 (FFT) 分析。

正如前面所述，对于几米的行程时间要以纳秒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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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特殊的时间变换程序，使这很短的时间周期能被

精确地测量。我们需要用放大时间轴来形成一个微波脉冲

行程时间的慢动作图像。借助慢动作我们可以达到用毫秒

来替代纳秒的目的。

脉冲测距采用规则的周期重复信号，并重复频率 (RPF)

高。使用一种连续顺序取样的方法，非常快并且有规律的

行程时间可以容易地转换为被放大的 ( 即变慢了的 ) 时间信

号。

现举例说明原理，考虑图 2-6 的正弦波信号。这是一

个周期为 T1 的、有规律的重复信号。如果正弦波的输出幅

值 ( 电压值 ) 被采样至一个存储器中，取样周期为 T2，它

比 T1 稍长一点点，把这些采样信号组合起来，就会产生一

个时间被放大的原始信号波型式作为输出。输出信号时间

标尺的放大倍数取决于两个时间周期 T2 和 T1 的差 (T1/T2-

T1)。

图 2-6   以正弦波为例的时间取样原理，取样周期 T2 比信号周
期 T1 稍长一点点， 输出的是时间轴被放大的原始信号图像

图 2-7 表示顺序取样原理是如何应用到脉冲法测量物

位中的。该例采用微波载波频率是 5.8GHz。

图 2-7   顺序取样一个脉冲测距回波曲线，这是每秒几百万次的
周期重复信号，取样

信号周期 T2 比 T1 稍长一点点，产生一个时间被放大的完整的
回波曲线

如果周期重复的信号由有规律的发射脉冲和 1 个或多

个的接收回波脉冲组成，这些回波由物料面上回波、虚假

回波及多次回波组成。发射脉冲与接受脉冲的载波是正弦

波形状，脉冲波形取决于持续时间 ( 脉宽 )。图 2-8 所示的

是 5.8GHz 载频、脉宽为 0.8ns 的波形。

脉冲重复周期在图 2-7 中表示为 T1，从图中可以看出，

发射脉冲周期以及任何回波脉冲周期都是相同的 T1。

但是取样信号重复周期为 T2，它比周期 T1 稍长一点。

这是相同的时间放大处理 ( 用顺序取样方法 )，这和上面叙

述过的对正弦波的处理一样。时间放大系数由 T1/T2-T1 来

决定。

举例：

典型的采用 5.8GHz 载频的脉冲微波物位计的脉冲重复

频率如下：

发射脉冲 3.58MHz ， T=279.32961ns

取样脉冲 3.58MHz-43.7Hz ，T2=279.33302ns

因而时间放大系数是 81920，得出时间放大后的脉冲重

复周期为 22.88ms。

在取样一个载波频率 5.8GHz、短持续时间 (0.8ns) 的发

射 / 回波脉冲信号时，有一个实际问题。要取样 5.8GHz 正

弦波中一个足够短的值，电子开关必须在微秒内打开和关

闭，这必须是很特殊、当然也很昂贵的电子元件。

替代的解决方案是将顺序取样和“互相关”程序结合

起来。

用一个剖面形状完全相同，但其重复周期比被取样脉

冲的周期稍微长一点的信号作为取样信号，来代替快速开

关取样。

图 2-9 比较了用快速开关顺序取样和用互相关取样脉

冲顺序取样。

图 2-8   发射脉冲（脉冲包），5.8GHZ脉冲的波形，脉宽 0.8ns

图 2-9   开关取样与互相关取样的比较，脉冲法测距采用和取样脉
冲互

相关，这就意味着不需要快速的“微微秒”开关

和窄电压脉冲取样不同，互相关是在发射或回波信号

上的某个点与取样脉冲上相应的点相乘，相乘的结果成为

合成信号上的一个点。所有这些相乘结果的点构成了完整

的，放大了的信号。 

图 2-10 显示了在接收信号 (E) 和取样脉冲信号 (M) 之

间相乘的很短的一段。ExM 合成的曲线显示在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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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M 曲线被积分，并且在放大的曲线上作为一个点

乘表示。在时间被放大的曲线上信号的符号及幅值取决于

ExM 曲线在零线上和下面积的总和。最终的积分值直接相

应于接收脉冲 E 相对于取样脉冲 M 的时间位置。

在图 2-10 中的接收信号 E 和取样信号 M 等同于图 2-6

中的周期信号 ( 正弦波 ) 和取样信号。在图 2-10 中 ExM 积

分的结果直接类似于图 2-6 中被放大的时间信号。

图 2-10   接收信号 E 和取样信号 M 的互相关，乘积 E*M 被积分产生
放大了的时间曲线，用互相关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回波曲线图

脉冲测距取样程序在数学上是复杂的，但是技术上简

单转换就可完成。产生一个周期时间稍微不同的取样信号，

用回波信号和它相乘，对乘积结果进行积分，这就是全部

的操作，它能很容易地在模拟电路内处理。使用简单、质

量又很好的元件如：用于乘法的二极管混频器及用于积分

的电容器，就可完成上述任务。

图 2-11   脉冲式微波物位计方框图

该方法将高频接收信号转换为时间轴放大很多倍的、

精确一致的图形。从微波组件输出的原始值是一个中间频

率，它类似于一个超声物位计的信号。例如：5.8GHz 的微

波脉冲变成了 70KHz 的中间频率。3.58MHz 的脉冲重复频

率变换成约 44Hz。

图 2-12   对于脉冲式微波物位计，所有回波（真正的和虚假的）在时间
上是分离的，这

使得储罐的抛物面顶反射的多次回波和储罐内部产生的干扰回波很容
易识别和去除。

脉冲方法完全工作于时阈内，不需要快速和昂贵的微

处理器，不需要快速傅利叶变换算法，脉冲测距的全部处

理只依赖于回波分析。

从脉冲法测距中得到的回波是各自独立的，在时间上

是分离的。这就意味着脉冲法能较容易地处理多次回波和

虚假回波，而这在过程罐中和固体料仓中是常见的。

脉冲法测距时，每秒进行几百万次发射。从物料面上

返回的回波被取样 ( 用上面叙述的方法 )，再进行平均化处

理，这可以降低噪声曲线，以便接收较小的回波信号。

从脉冲式微波物位计微波组件中输出的原始脉冲信号

( 中间频率 ) 在频率、重复率上类似于超声物位计的信号。

此信号是用硬件来得到的。和 FMCW 技术不同，它不使用

FFT 分析，因而脉冲法不需要昂贵而耗电的微处理器，容

易做成两线制回路供电。

脉冲式微波物位计的微波组件产生两组只在时间周期

上稍有差别的、相同的脉冲：一个固定频率的振荡器和脉

冲成形器产生重复频率为 3.58MHz 的脉冲，用作为测量脉

冲；另一个可变频率的振荡器和脉冲成形器产生重复频率

为 (3.58MHz-43.7Hz) 的脉冲，因而周期稍长，它作为取样

脉冲。两者都从 5.8GHz 的微波振荡器产生载频。测量脉冲

通过定向耦合器激励天线向被测物料面发射微波。接收到

的发射回波经放大后，和另一组取样脉冲在二极管混频器

中混合，结果产生了原始 ( 没有处理 ) 的、时间被放大的中

频信号，经放大后输出待处理（图 2-11）。

由于中频信号的重复周期约为 44Hz，载波频率约为

70KHz，和超声物位计的重复频率和载波频率相似。所以

后面的信号处理部分完全可以利用超声物位计的回波识别

处理软件及时间测量转换线路来完成。

3. 频率选择  

目前微波物位计使用的微波频率有三个频段：C 波段

(5.8 ～ 6.3GHz)、X 波段 (9 ～ 10.5GHz)、K 波段 (24 ～ 26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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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根据自己的技术及国家批准的频率来设计产品。同

一波段中各国规定不同，如 C 波段中微波物位计的实用频

率欧洲规定是 5.8GHz，北美规定为 6.3GHz，实际没有本

质差别。不同频段因波长不一样，导致天线尺寸，适用物

料有所不同，各有其特点。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目前

主流产品采用 26GHz 频率，近年来 78GHz 等的高频微波

也有应用，主要用于固体物料测量。

天线聚焦与虚假回波

26GHZ 的高频微波发射时，波束角小，聚焦性能较好，

能量集中，在实际使用中这是十分重要的。

如图 2-13a 所示，低频微波物位计有较宽的波束，如果

料倉较小，或安装不当，将会收到内部结构产生的较多的

虚假回波。

如图 2-13b 所示，高频微波 (26GHz) 对于同样尺寸的

天线来说，有更狭的波束角，容易避开内部构件的干扰反射。

图 2-13a   低频（5.8GHZ）微波波
束较宽，   容易在内部构件上产生

虚假回波 

图 2-13b   高频微波波束角窄，
容易避开内部构件干扰反射

波动的液体及散状固体测量

高频微波物位计对波动液面产生的信号散射更敏感。

这是因为信号波长更接近液面波动的尺寸，容易形成散射，

降低了回波信号幅度。相比较，5.8GHz 低频微波受液面波

动的不利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高频微波的聚焦性能较好，能量集中，有

利于增强信号。重要的是，不管哪一种频率，微波物位计

电子单元及回波处理软件都能处理幅度很小的回波信号。

测量固体物料时，由于物料表面往往不是水平状的，

有安息角，要利用微波在物料粗糙表面形成漫反射，使

部 分 回 波 能 反 射 回 发 射 天 线。5.8GHz 的 微 波 波 长 为 约

52mm，在毫米级颗粒、有安息角的料位测量中难以得到

好的效果。26GHz 的高频率（波长约 11.5mm）的微波，

对小颗粒表面也能形成漫反射，故固态物料物位测量是在

26GHz 频率的产品推出后，才成功应用，并成为主流产品。

78GHz 频率产品的推出，更使细小颗粒、甚至粉状料位也

能可靠测量，在固态物料测量中得到很好的效果。

冷凝和积料

高频微波物位计对天线上的冷凝及积料较敏感，会有

更多的信号衰减。同样的冷凝和积料，在一个较小尺寸的

天线上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使用于 C 波段的 5.8GHZ

或 6.3GHZ 喇叭天线，或棒状天线基本上不受冷凝或积料

的影响。

粉尘

在高粉尘应用中如水泥、烟灰、高炉炉料，微波物位

计都得到成功的应用。在成品水泥、烟灰等高粉尘的环境中，

高频微波虽然在信号衰减上会比低频微波稍大，但其波束

角小，能量较集中。所以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而且天线

尺寸小，安装使用方便。

泡沫

液面上泡沫对微波测量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它

取决于泡沫类型，包括泡沫密度、介电常数及导电率。对

于低密度的泡沫来说，5.8GHZ 会优于 26GHZ。

例如：26GHZ 微波会被水面上较厚的洗涤剂泡沫吸收，

而 5.8GHZ 频率的微波将穿过这类泡沫测量到液面，甚至

泡沫层厚度达 150mm 或 250mm 也可测量。当然这会带来

一点误差，因为微波通过泡沫时，速度会减慢些。

4．测量准确度

在过程物位测量领域内，测量准确度一般约 0.1%FS。

在这准确度范围内 FMCW 和脉冲法测距技术在测量准确度

上没有本质差别，都容易达到。具体仪表能达到的准确度

取决于天线设计，元器件质量，回波处理软件及应用场合，

以及适当的低价格。

大型石油产品储罐的液位测量要求更高的测量准确度，

以便可以用于监视货物转运和库存管理。通常用于贸易结

算的液位计要求绝对准确度 ±1mm。用于库存管理的液位

计要求绝对准确度 ±3mm。两者都属于高准确度计量级的

液位计。为了达到高准确度，需要用大型抛物面天线或平

板阵列天线来建立聚焦性能较好的信号，同时还要包括较

强的微机处理能力及温度、压力等补偿才能达到高准确度。

这在本文中不加叙述。

测量分辨率及带宽

在过程物位测量应用中，FMCW 和脉冲式两种技术都

是用“包络线”工作的，该包络线宽度取决于微波物位计

带宽，带宽较宽导致包络线较窄，因而改善了测量的分辨率。

测量分辨率是影响微波物位计的准确度的几个因素之一。

脉冲微波物位计带宽

脉冲式微波物位计的载波频率从 5.8GHZ~26GHZ 之间

变化。当要分辨两个邻近的回波时，脉冲宽度是重要的。

例如：一个纳秒的脉冲相当于 300mm 的长度。因此，用来



99仪器仪表用户 INSTRUMENTATION第6期

辨别两个相邻少于 300mm 的回波是困难的。很清楚，较狭

的脉冲宽度可以得到较好的测量分辨率。但较窄的脉冲在

处理时要求仪表有较宽的带宽（图 2-14）。

图 2-14   脉冲式物位计的测量分辨率取决于脉冲宽度，
较狭的脉宽分辨率高，但要求带宽较宽

脉冲物位计包络线

图 2-15 表示一个脉冲式微波物位计用于过程物位测量

时，测距脉冲的波形图，载波波群的外沿形成包络线。

图 2-15   微波脉冲包络线

带有较短脉宽的高频（如 26GHZ）脉冲可以得到较高

的测量分辨率，其包络线前沿较陡，因而可以得到较高的

测距精确度（图 2-16）。

图 2-16   高频窄脉冲可以得到较好测量分辨率及准确度

FMCW 物位计带宽

FMCW 物位计的带宽是线性调频扫描的起始频率与终

了频率之差。和脉冲法测距不同，FMCW 的幅值在整个频

率范围内是恒定的。

对于在频谱上的每个回波来说，较宽的带宽产生较大

的差频。这导致较好的测量分辨率，就像脉冲测距中持续

时间较短的脉冲一样。

这在下列图及公式中可说明：

图 2-17

在 FMCW 测量应用中，频谱上的每一个回波都是包络

线来处理的。上述方程式表明在 FMCW 测距应用中，快速

傅利叶变换（FFT）对罐中的每一个回波不产生单个的、

离散的差频，而是产生一个差频频率范围来相应于每个包

络线的回波，这转换为测量距离的模糊范围。

FMCW 频谱——带宽与测量分辨率 

图 2-18   FMCW 物位计的回波频率包络线，显示相同的四个
回波在不同

带宽时的情况，较宽的线性扫描带宽可以得到较好的测量分
辨率

其它对准确度的影响

前面已经说明：FMCW 和脉冲式微波物位计都利用包

络线来测量。带宽较宽可以得到较好的测量分辨率。相应

地，窄的回波有较陡的上升沿，因而能进行更准确的测量。

其他影响测量准确度的因素有：信噪比和干扰。

当干扰影响能引起扰乱真实回波曲线、导致测量不准

时，高的信噪比能得到较高的测量准确度。

要保证达到最佳准确度，选择天线和机械安装是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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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式微波物位计

对于大多数过程应用来说，测量与脉冲包络线有关。

如果液面是平静的，并且回波有合理的幅度，就能够检测

到包络线波群内的一个独立波的相位。因为带有短持续时

间的高频微波的包络线是足够陡的，因此可以制造非常精

确的、低成本的微波物位计来用于储罐液位的测量。

FMCW 微波物位计

对于一个较高准确度的 FMCW 物位计来说，重要的是

线性调频扫描要精确。另外对于监视转运的应用场合要使

用快速、昂贵的微处理器，来对温度、压力进行补偿。

图 2-19   精确控制 FMCW 物位计的线性扫描是十分重要的

5．功率

微波物位计是智能型的物位计，大多数过程用的微波

物位计的峰值微波功率低于 1 毫瓦。这功率水平可以测量

40m 或更高的储罐或料仓。

FMCW 微波物位计的平均功率取决于微波扫描时间及

扫描重复率。脉冲式微波物位计的平均微波功率取决于脉

冲持续时间及脉冲重复率。

增加微波发射功率，可以得到更高幅值的回波，但是

也会产生更高幅值的虚假回波及减幅震荡噪声。脉冲式微

波物位计的平均功率可低至 1 微瓦。

处理能力

FMCW 物位计需要强大的处理能力来实现其功能，这

处理能力用来计算 FFT 算法，以产生回波频谱。微处理器

功耗大使得 FMCW 制造商难以生产出可靠的二线、本安的

微波物位计。

脉冲式物位计工作于时域，不需要 FFT 分析，因而不

需要强大的微处理器。

安全

微波物位计发射的是低功率微波，因此它是极安全的

物位测量方法。

二线回路供电脉冲微波物位计

脉冲式微波物位计由于低功耗，所以能设计成二线制、

回路供电，4-20m ADC 输出，本安型的物位计。其微波组

件只需 3.3VDC 电源供电就能工作，最大功率 50m W 。二

线制微波物位计与四线制的基本性能都一样，主要差别是：

两线制微波物位计连续发射脉冲群和刷新输出约每秒一次，

四线制每秒刷新 7 次，所以四线制响应速度较快。

    目前由于电子器件质量提高及设计的改进，24VDC

供电，4-20mADC 输出的二线制微波物位计最低工作电压

仅 14VDC，这样有可能直接替代原有的其他原理的二线制

变送器。

小  结

FMCW 调频连续波物位计

间接方法测量微波行程时间——距离。

需要快速傅利叶（FFT）分析来将回波信号转换成频谱。

FFT 分析需要微处理器较强功能，同时微波在整个周

期中是连续发射的，因此功耗大，如果要二线制回路供电，

响应时间会较慢。

FMCW 难以处理大量的多次回波 ( 由卧式罐或拱顶罐

的抛物面效应引起的 )。

脉冲式微波物位计

直接测量脉冲行程时间。

使用特殊的相关取样技术，产生一个时间被放大的中

频信号。

中频由硬件产生，不需要 FFT 分析。

低功耗，能够实现两线制回路供电，本安型的微波物

位计，能够用于大多数较复杂的过程物位测量应用。

                                                                         （未完待续）

[1]

[2] 

[3] 

４   结束语

呼吸机的日常维护和故障检修可以说是医学工程师的

必备技能，为了确保呼吸机的正常使用保证医疗工作的顺

利进行，医学工程师要注重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熟悉德

尔格 Evita4 系列呼吸机的气路原理、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平时做好呼吸机的检修和维护工作，尽可能延长呼吸机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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