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 N9355/6 功率限幅器
应用指南
使用安捷伦的功率限幅器
保护您的投资

摘要

许多接收机的前端电路都会面临被偶发的大功率RF和微波信号烧坏的危险，
一些灵敏的微波器，如检波器、混频器和放大器等，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静
电放电 (ESD) 很容易也会损坏这些仪器和器件。本文概括介绍了在应用中需要考
虑的各种因素及安捷伦提供的最新限幅器技术。

引言

微波和 RF 接收机及许多仪器和元器件很容易受到幅度超过某个危险电平的
高功率连续波和脉冲微波信号破坏。对某些仪器来说，这个危险电平最低可能只
有 1 瓦 (+30 dBm)。
在传统上，这些类型的灵敏仪器和元器件一直使用功率限幅器进行保护。限
幅器应该拥有下述特点，以实现最大保护能力:
为幅度低于限制门限的信号提供非常低的插入损耗
为超过限制门限的信号提供非常高的损耗
拥有非常快的响应时间，在损坏信号到达后几纳秒内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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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功率限幅器的典型应用

2

限幅器基础知识

集成二极管
限幅器
输出

输入
隔直流模块

隔直流模块

图 2. N9355 和 N9356 方框图

安捷伦 N9355/6系列限幅器由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上的隔直流电容器和集成
式二极管限幅器电路组成。集成电路包含着透过 50 欧姆传输线并联的平面掺杂阻
挡层 (PDB) 或 Schottky 二极管。
对幅度低于限制门限的输入信号，信号会以相对较低的功率损耗传送。在这
个区域定义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 (VSWR)。在入射信号超过限制门限功率电平时，
RF 功率会导致限幅器中的集成二极管自行偏置。这降低了二极管的前向电阻，导
致入射信号被衰减。限制门限 (或 1 dB 压缩点) 定义为输出功率电平衰减 1 dB 的
入射功率电平，其中不包括传输线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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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N9356B 的典型限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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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射功率电平提高时，衰减电平也会提高，直到二极管达到饱和点。在饱
和点之上，限幅器提供几乎恒定的衰减，输出功率电平会随着输入功率电平成比
例提高，直到二极管烧毁。二极管烧毁的输入功率电平取决于频率，它会随着频
率提高而下降。因此，N9355/6限幅器的最大功率电平位于最高的工作频率上。在
较低的频率时，最大输入功率电平将更高。
对 RF 输入脉冲，输出脉冲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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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F 输入脉冲与 RF 输出脉冲比较

这只适用于RF输入脉冲的上升时间比限幅器的启动时间快的情况。在限幅器
启动时间比脉冲上升时间快的情况下，将没有尖峰泄漏，只有平坦泄漏。N9355/6
限幅器拥有非常快的启动时间 (<100 ps)，从而可以防止任何尖峰泄漏损坏它保
护的后续仪器或元器件。图 5 和图 6 显示了 N9355B/C 和 N9356B/C 限幅器测得的
启动时间，其低于 100 ps。

图 5. N9356B/C 的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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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N9355B/C 的启动时间

ESD

ESD 是一个上升时间非常快的高压脉冲。尽管 ESD 脉冲中包含的能量非常
少，但非常快的上升时间与高电压相结合，可能会导致仪器或器件内部没有保护
的半导体失效。由于电弧或加热，可能会立即发生灾难性破坏。即使灾难性故障
没有立即发生，器件仍可能会出现参数劣化，其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连续危险
的累积效应，最终会导致器件完全失效。图 7 显示了 MIL-STD-883B (人体模型)
方法 3015.7 中规定的 ESD 脉冲波形。脉冲的上升时间小于 10 ns，脉冲总时长小
于 500 ns。

图 7. 人体模型 (MIL-STD-883B) ESD 脉冲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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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IEC61000-4-2 ESD 脉冲波形

图8显示了IEC61000-4-2中描述的ESD脉冲波形。脉冲的上升时间小于1 ns，
脉冲的总时长小于 100 ns。因此，提供 ESD 保护的任何器件的上升时间必须小于
1 ns。安捷伦 N9355/6 系列限幅器的上升时间都小于 100 ps，从而在 ESD 放电
的情况下提供某种程度的ESD 保护。但是，如果 ESD放电电压高于限幅器的 ESD
灵敏度，那么限幅器可能会被永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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