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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LoRa Servers已部署在ZWS云平台，上电即用。

另外，立功科技也支持本地化部署和私有云部署。 

测试设备 
立功科技针对现场施工时，对型号摸不着看不见，难以发

现问题，调试困难等痛点现象，设计了无线手持信号分析仪，

搭配无线分析仪APP使用，可以实现：模拟节点信号覆盖情

况、针对性改善信号覆盖盲点、地图/施工图实时标点、云端数

据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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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在设计、生产、检验和应用等环节

需要使用在片测试设备，但目前各研究机构、单位或公司主要使

用国外微波测试产品。本公司的3986噪声系数分析仪，一体化

最高频率高达67GHz，可应用于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噪声系数的

高精度快速测试。

本文针对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噪声系数和增益的快速测试问

题，设计了On-wafer测试试验，搭建基于3986噪声系数分析

仪、3672系列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测试系统，测试系统如图1所

示。通过对某型号低噪声放大器芯片的测试，测得芯片的噪声系

数和增益，并对比了测试曲线与厂家提供的指标曲线，验证测试

系统正确性。

图1 低噪声放大器芯片测试系统框图

1系统组成
低噪声放大器芯片测试系统组成如图2所示，此系统主要组

成为：

（ 1 ） 噪 声 系 数 分 析 仪 。 型 号 3 9 8 6 E ， 频 段

10MHz~26.5GHz。

（ 2 ） 矢 量 网 络 分 析 仪 。 型 号 3 6 7 2 D ， 频 段

10MHz~50GHz。

（3）噪声源。频段10MHz~26.5GHz。

（4）探针台。型号：CASCADE 12652B-6。

（5）探针。GSG探针2个，直流探针2个。

（6）在片校准片。型号：CASCADE 101-190C。

（7）同轴校准件。

（8）直流电源。型号：大华DH1715A-3型直流双路跟踪

稳压稳流电源。

（9）低噪声放大器芯片（被测件）。频段2.6~3.8GHz；

电压+5V@42mA。

（10）电缆。稳幅稳相电缆2根，测试线缆2根。

2 测试流程
2.1 系统设置

（1）开启噪声系数分析仪和矢量网络分析仪，预热充分。

（2）根据芯片的测试要求及预测试分析，设置噪声系数分

析仪起始频率为2.6GHz，终止频率3.8GHz，扫描点数21点。

相关参数及设置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噪声系数分析仪相关参数及设置方法

（3）根据芯片的测试要求及预测试分析，设置矢量网络

分析仪的起始频率为2.6GHz，终止频率3.8GHz，扫描点数21

点，测试轨迹为S21。相关参数及设置方法如表2所示。

表2 矢量网络分析仪相关参数及设置方法

2.2 系统校准

（1）校准噪声系数分析仪

噪声系数分析仪连接噪声源后，点击【校准】校准噪声系数

分析仪主机。

（2）校准矢量网络分析仪

矢量网络分析仪两

端口分别接稳幅稳相电

缆，用同轴校准件对其

进行SOLT校准，如图3

所示（详细校准步骤请

参阅相关资料，在此不

再详述）。

（3）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探针等附件损耗S21

将图3中的校准件取下，将稳幅稳相电缆连接线缆，线缆另

一端接探针，探针扎在在片校准片的直通件上使两个端口连通，

连接示意图如图4所示。

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中点击[文件]→[另存为]，保存测试数据为

s.csv文件。其中S21数据即为所需损耗。

（4）计算并设置损耗补偿

损耗补偿是在噪声系数分析仪校准后、测试开始前，需要添

加到噪声系数分析仪中的数据，作用是补偿掉线缆、探针带来的

损耗。损耗补偿分为DUT前和DUT后两部分，每一部分值为：-

|S21|/2，DUT前/后损耗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DUT前/后损耗数据表

点击【损耗补偿】→[DUT前表格]→[损耗补偿表]→[DUT前

表格]，编辑损耗补偿表，将频率点和损耗数据输入。按照同样方

法，将DUT后补偿表输入完成。

2.3 系统测试

（1）连接测试芯片

将噪声源输出端口连接到测试线缆，另一根线缆连接噪声

系数分析仪输入端口。取下在片校准片，替换为低噪声放大器芯

片，用直流电源为其供电，同时对载物台接地。低噪声放大器显

微图片和测试连接示意图如图5所示。

图5 低噪声放大器测试连接

（2）测试结果及分析

3986噪声系数分析仪提供图形、表格、测试仪三种显示格

式，可根据需求选择对应格式。在本次试验中，通过【格式】

→[显示格式]→[图形]设置，查看当前测试数据的曲线图；通过

【格式】→[显示格式]→[表格]设置，查看当前测试数据的表格数

据。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噪声系数、增益测试曲线和表格数据如图

6所示。

图6 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噪声系数、增益测试曲线和表格数据

已知该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噪声系数典型值为1.05dB，增益

为24dB。将测得的数据写入excel制成曲线（右），与厂家提供

的典型曲线（左）对比。噪声系数测试曲线对比如图7所示，增

益测试曲线对比如图8所示。曲线重合度较高。

图7 噪声系数测试结果与典型曲线对比

图8 增益测试结果与典型曲线对比

总结
本次对低噪声放大器的测试，可应用于低噪声放大器芯片的

生产测试环节，为保证测试的准确性，需要注意以下内容：

（1）3986噪声系数分析仪进行噪声系数和增益的测试，测

试前要先连接噪声源进行主机校准，然后输入损耗补偿值。不推

荐直接使用噪声系数分析仪测试附件插损。

（2）3672矢量网络分析仪用作系统校准，测试探针、线缆

整体的S21，计算损耗补偿值。因此在校准前需要充分预热，保

证校准数据可反复使用。

（3）采用标量二分的方法补偿系统附件插损，DUT前和

DUT后均等于-|S21|/2，因此需要探针和电缆具有较好的对偶一

致性。

（中电仪器  刘森 李宇阳 郑利颖 杨保国）

LoRa是一种远距离无线扩频传输技术，是目前广泛应用的

LPWAN通信技术之一。本文带你全方位了解立功科技的LoRa

系统方案。 

当前物联网正朝着大规模部署的方向发展，而LPWAN凭

借其低功耗，广域的优秀性能在物联网的大规模部署中占据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LoRa作为低功耗广域网通信技术，同时实现

了物联网远距离和低功耗的要求，使得越来越多的领域应用到

LoRa技术。立功科技始终聚焦工业互联网前沿技术，其LoRa

生态系统打通终端、网关、云平台三层架构，为各行各业的用

户提供系统化LoRa解决方案。 

LoRa终端 
LoRa终端节点是LoRa网络的组成部分，负责感应或控

制。这些终端节点与LoRa网关（集中器或基站）建立通信。立

功科技推出的透传模块以及二次开发模块均采用源自军用战术

通信系统的LoRa调制技术设计，解决了小数据量在复杂环境中

的远距通信问题。

立功科技LoRa终端系列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带传输协议

的二次开发核心模块、不带协议的RF射频模块。两类产品特点

如下：  

ZM470SX系列模块集成了+20dBm的可调功率放大器，

其接收灵敏度超过-148dBm，广泛应用于远距离传输且对可靠

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LM400TU是无线+MCU的二次开发核心模块，将用户

80%的需求和90%研发耗时都提前做好，内置于MCU，使用

AT指令即可实现各类复杂功能，不仅内嵌自组网透明传输协

议、抄表协议（水表、气表、热表），还针对LoRa联盟集成了

CLAA协议和LoRaWAN协议，有效降低用户二次开发门槛，

缩短开发周期。 

LoRa网关 

LoRa网关是连接LoRa设备和应用平台的桥梁，立功科技

为用户提供两款LoRa网关，分别是适用于多节点数据上报的公

有协议LoRaWAN网关和适用于数据交互的私有协议LoRaNET

网关。两类网关的产品特点如下图所示： 

开发流程 
基于以上两种网关方案，网关开发流程是怎样的呢？下面

进行简单描述： 

1、LoRaNET方案 

节点：基于AMetal平台二次开发，调用API接口，开发应

用层；

网关：基于AWorks平台二次开发，通信部分提供协议栈，

API接口，开发应用层；

云端：

本地化部署：网关做边缘计算；

数据上云：ZWS云平台基于MQTT，注册即可使用，其他

云平台提供开发接口。

2、LoRaWAN方案 

节点：AT指令透传：直接通过AT指令使用；二次开发：基

于Ametal平台，调用API接口；

网关：配置上云方式（4G / WiFi / 以太网）设置服务器地

址；

云端：

基于ZWS（注册节点、选择应用逻辑）；

基于其他云（部署LoRaWAN Servers开发应用逻辑）。 

ZWS云平台 
ZWS IoT云平台支持多种协议的设备快速接入，支持数据

透传转发以及完善的二次开发包，支持全私有化部署，并提供

功能丰富的后台MIS系统进行设备统一管理，为客户的核心需求

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在电力系统中，高压开关、变压器、载流母线等高压设

备在负载电流过大时会出现温升过高，最后使绝缘部件性能劣

化，甚至击穿。根据电力安全监督部门提供数据分析，全国用

电大户企业每年因为高压开关、母线温度过高引发的重大事故

上千起，给生产和经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电力设备的故障有多种多样，但大多数都伴有发热的现

象。如通过监测变压器、高压电缆接头、高压开关触点温度的

运行情况，可有效防止高压输、变电故障的发生，为实现安全

生产提供有效保障。而基于在线式温度监测手段的故障预警方

法可提高故障预警的可靠性和及时性，符合行业发展趋势。  

红外测温方案介绍 
本方案针对室内电气柜母线触头温度过热问题提供一种在

线式监测手段。电气柜触头温度的检测采用的是非接触式（红

外）探头，每面电气柜有6个触头监测点，其所对应的测温探头

集中连到一个电路盒上。电路盒提供了现场温度显示、现场报

警和远程RS485通讯的功能。现场报警器可对触头出现过热情

况的电气柜提供报警指示。远程计算机放置于监控室内，通过

多点组网的温度软件集中对电气柜触头进行实时的温度显示和

远程报警。 

配置示意图 

标准配置清单

主要硬件参数

安装方式

上图是测温仪安装布线图，针对6个触头监测点电气柜需要

对应开6个测温孔。测温仪、电路盒和报警器均安装于电气柜外

部，根据需要系统组网可选择有线传输或无线传输方式。

微波半导体芯片测试解决方案
使用 3986 噪声系数分析仪和 3672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低噪放测试流程

聚焦工业互联网 全方位了解立功科技 LoRa 系统方案 电力开关柜 7*24 小时不间断温度监测方案

图2 低噪声放大器芯片测试系统组成

图3 矢量网络分析仪校准

图4 矢量网络分析仪在片损耗测试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