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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美国 NIST Multi-TRL 校准技术实现在片散射参数渊S 参数冤的精确校准测试袁但国内尚未实现上述校准技

术袁致使在片测量准确度不能满足精密测试需求遥在充分研究 Multi-TRL 算法并自主推导相关核心公式的基础上袁开
发 Mutli-TRL 校准软件 CETC13袁并对校准软件准确度进行验证遥然后利用半导体工艺开展 0.1~40GHz Multi-TRL 校

准标准 1312 的设计和制作袁通过衬底厚度尧横截面的优化设计袁该校准标准能有效抑制多模传输遥 CETC13 校准软件

与校准标准校准过的在片系统测量结果与国外相同等级的在片系统相比袁在 0.1~40 GHz 频段内袁传输幅度相

差0.05~0.10 dB袁相位相差 0.05毅~1.3毅曰反射幅度相差 0.002~0.007袁可解决国内在片 S 参数精确校准测试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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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urate on-wafer scattering parameters calibration and measurement are realized
by NIST Multi-TRL 渊multi-thru reflect line冤 calibration technology袁 but it is not implemented in
domestic袁 leading to the limited on-wafer measurement accurac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ing the
Multi -TRL algorithm in depth and deducing the relevant core formulations袁 a Multi -TRL
calibration software CETC13 is developed袁 and it has been verified. The Multi-TRL calibration
standards 1312 ranging from 0.1 GHz to 40 GHz based on the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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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level袁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system calibrated by software CETC13 and standards
1312 shows that the transmission magnitude error is within 0.05-0.10 dB袁 the phase error is
within 0.05毅-1.3毅 and the reflection amplitude error is within 0.002-0.007 under the frequency
band from 0.1GHz to 40GHz袁 which solves the accuracy problem of calibration test for 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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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在片 S 参数测试系统渊主要指矢量网络分析仪袁

简称矢网冤在使用前袁需要应用在片校准方法进行矢

量校准遥目前商用的校准方法主要分为两种院第 1 种

是采用集总参数的元器件作为校准标准的校准方法

渊如 SOLT尧LRRM 等冤曰第 2 种是利用传输准 TEM 波

的共面传输线校准方法渊如 TRL冤遥第 1 种校准方法的

准确度取决于集总参数的定义准确度袁如 Open 的电

容尧Short 的电感和 Load 的电阻等遥 此类校准方法校

准参考面在探针端面袁由探针及校准标准产生的寄

生耦合分量难以精确建模袁导致校准的精度受限[1-2]遥
TRL 校准方法中使用了易于加工制作的传输线和不

需赋值的大反射作为校准标准[3]袁校准标准的定义为

可精确测量的传输线长度袁校准参考面为传输线中

直通的中间袁减小了寄生耦合袁其校准准确度得到很

大程度提高袁但这是以系统参考阻抗为传输线的特

征阻抗为前提的遥 TRL 校准方法本身无法得到传输

线的特征阻抗袁因此无法通过阻抗变换修正系统特

征阻抗不一致引起的系统误差遥另外袁在以上所有校

准方法中袁探针与晶原片接触重复性等随机误差带

来的影响亦不可忽略[4]遥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研究袁并于本世纪前后提出了 Multi-TRL 校准技

术[4-6]袁开发了校准算法 Multical 和研制了 Multi-TRL
校准标准遥 Multi-TRL 算法可以对传输线特征阻抗

进行精确定义[7-8]袁并可减少在片测试过程中的随机

误差袁因而被国际公认为在片矢网校准中准确度最

高的校准方法遥但反观国内袁在片 Multi-TRL 校准技

术尚未在国内应用遥 一是受限于校准软件的缺乏袁
二是没有相应的 Multi-TRL 校准标准遥

基于以上问题袁本文开展了在片 Multi-TRL 校准

技术的研究遥 编制了 Multi-TRL 校准软件袁研制了

Multi-TRL校准标准袁并与国外研究进行测试对比遥
1 Multi-TRL算法

多线 TRL 校准算法建立在 TRL 校准方法的基

础上袁它们具有相同的 8 项误差模型[4]袁如图 1 所示遥
校准的目的为求得传输线的传播常数和在片测量系

统误差项渊也称为校准常数冤袁传播常数用于移动测

试微波测试参考面袁而系统误差项用来修正硬件不理

想并最终得到被测件 S 参数遥在片测量过程中袁探针

与校准件的连接重复性是随机误差的主要来源袁其
包括探针与校准件的接触深浅尧位置微小偏移等遥相

比于忽略了这些随机误差的 TRL校准方法袁多线 TRL
校准算法考虑了探针与校准件连接重复性带来的随

机误差的影响袁因此其校准准确度更高遥 不同于 TRL
校准方法中袁一个频点只对应两根传输线标准袁即直

通 Thru 和传输线 line袁通过对测量结果求解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得到传播常数 酌 和校准常数 X尧Y遥 多线

TRL 校准算法中袁一个频点对应所有传输线标准袁通
过一定的计算得到待求量的多个观测值袁 通过统计

处理的方法得到最优值[4]遥
1.1 随机误差分析

矢网测量的第 i 个传输线标准的传输散射矩阵

Mi 为

Mi=XTiY軍 渊1冤
式中院Ti要要要校准件 i 的实际传输散射矩阵曰

X尧Y要要要待求的误差网络传输散射矩阵袁简称

校准常数曰
Y軍= 0 1

1 0蓘 蓡 Y-1 0 1
1 0蓘 蓡 袁上划线野-冶表示将信号

传输方向反向遥
如果传输线标准与探针的连接是理想的袁那么第

i 条传输线标准的传输散射矩阵 Ti 为

Ti=Li= e - 酌li 0
0 e酌li蓘 蓡 = E i1 0

0 E i2
蓘 蓡 渊2冤

式中院酌要要要传播常数曰
li要要要第 i 个传输线标准的长度遥

事实上袁考虑到探针与校准件接触重复性等随机

误差袁Ti 为

Ti=渊 I+啄1i冤Li渊 I+啄2i冤 渊3冤
式中院啄1i要要要端口 1 不理想引起的随机误差曰

啄2i要要要端口 2 不理想引起的随机误差袁两者以

传输散射矩阵形式表示遥
啄1i尧啄2i 中的元素值很小袁远小于 1遥
给定任意两个传输线标准的测量结果袁根据式渊1冤

可得到院

图 1 多线 TRL 校准算法信号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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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jX=XTij 渊4冤
其中院

Mij以Mj渊Mi冤 - 1 渊5冤
Tij以Tj 渊Ti冤 - 1 渊6冤

若随机误差 啄1i尧啄2i 不存在袁则 Tij 可简化为 Lij院
Lij以Lj 渊Li冤 -1= E ij1 0

0 E ij2
蓘 蓡 =

e - 酌 渊 lj - li 冤 0
0 e酌 渊 lj - li 冤蓘 蓡 = e - 酌驻l 0

0 e酌驻l蓘 蓡 渊7冤
由于 Lij 为对角矩阵袁由式渊4冤可知袁此时传播常

数和校准常数的求解便转化为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问题袁即 Mij 的特征值对应 Tij 的对角值 Eij1 尧Eij2 袁
由此可推导出传播常数曰Mij 的特征向量为 X 的列向

量袁由此可推导出校准常数遥 常规 TRL 校准即按照

此过程求解[3]遥
但事实上袁由于随机误差的存在袁使得传播常数

和校准常数的求解复杂化遥 Tij 不再是对角矩阵袁Mij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也无法直接求解传播常数和校

准常数遥 因此袁研究这些较小的随机误差 啄1i尧啄2i 对特

征值和特征向量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遥 在实际计算

过程中袁计算Mij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是比较容易的袁
它们与 Tij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具有一定的关系遥 假

定 Vij尧撰ij 分别为 Tij 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袁则院
TijVij=Vij撰ij 渊8冤
MijUij=Uij撰ij 渊9冤

其中 Uij 为 Mij 的特征向量院
Uij=XVij 渊10冤

由式渊9冤可知袁Mij 和 Tij 具有相同的特征值袁并
且它们特征向量关系如式渊10冤遥因此袁可以通过随机

误差对 Tij 的影响来间接分析对 Mij 的影响袁即对 Mij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影响遥
Tij 与 Lij 的一阶线性误差方程为

Tij抑Lij+着ij 渊11冤
着ij= 渊啄1j11-啄1i11+啄2i22-啄2j22冤Eij1 啄1j12Eij2-啄1i12Eij1+渊啄2i21-啄2j21冤Ei1Ej1

啄1j21Eij1-啄1i21Eij2+渊啄2i12-啄2j12冤Ei2Ej2 渊啄1j22-啄1i22+啄2i11-啄2j11冤Eij2蓘 蓡
渊12冤

式渊11冤尧式渊12冤给出了 TRL 校准中随机误差的

线性分析袁多线 TRL 校准算法通过 着ij 求解出传播常

数尧校准常数的线性测量误差方程袁再利用统计处理

的方法减小随机误差的影响袁提高校准准确度遥
1.2 传播常数线性测量误差方程

根据式渊4冤袁理想 Tij 的对角元素是 Mij袁Tij 的特

征值遥 Mij 特征值为

姿 ij1M = 渊M ij11 +M ij22 冤 + 渊M ij12 -M ij21 冤 2+ 4M ij12 M ij21姨 2
渊13冤

姿 ij2M = 渊M ij11 +M ij22 冤 - 渊M ij12 -M ij21 冤 2+ 4M ij12 M ij21姨 2
渊14冤

Tij 的特征值为

姿 ij1T =e酌 渊 lj - li 冤 渊15冤
姿 ij2T =e - 酌 渊 lj - li 冤 渊16冤

事实上袁 考虑到随机误差 啄1i尧啄2i袁Tij 不再是对角

阵袁式渊13冤尧式渊14冤与式渊15冤尧式渊16冤近似相等遥因此

特征值 姿 ij1M尧姿 ij2M 对 e依酌渊lj-li冤分配袁即如何判断 姿 ij1M 尧姿 ij2M
与 e酌渊lj-li冤或 e-酌渊lj-li冤相等是传播常数估计的关键袁特别

是当不同传输线衰减或相位差引起的测量误差相比

测量噪声很小时遥
结合式渊13冤~式渊16冤可得到院

酌ij= ln姿ij

li- lj
抑酌+驻酌ij 渊17冤

其中定义 姿ij 为

姿ij= 12 渊姿 ij1M + 1
姿 ij2M

冤 渊18冤
经进一步的推导袁自主给出了特征值分配的关键

解决方案院即 姿 ij1M尧姿 ij2M对 e依酌渊lj-li冤直接分配和交叉分配

的情况下袁以式渊18冤为目标函数袁求取传播常数所有

可能的值袁分别利用这些值与预估的传播常数 酌est 的
相对误差之和作为最终判据袁取较小者为最终的分

配方案遥
分析随机误差对传输线传播常数 酌 的影响袁定

量给出观测值与待估量传播常数 酌 和随机误差的关

系袁并求解测量误差的协方差矩阵袁得到院
驻酌ij= 12渊 li-lj冤 [啄 1j11 -啄 1i11 +啄 1i22 -啄 1j22 +啄 2j11 -啄 2i11 +啄 2i22 -啄 2j22 ]

渊19冤
求解出测量误差 驻酌ij 的协方差院

V 酌
mn =<渊驻酌im冤 *袁驻酌in> 渊20冤

其中 i尧m尧n 分别表示校准件的序号遥
1.3 校准常数线性测量误差方程

分析随机误差对系统校准常数 X尧Y 的影响袁定
量给出观测值与待估量校准常数 X尧Y 和随机误差

的关系袁并求解测量误差的协方差矩阵遥
假 定 X =R1

A 1 B1
C1 1蓘 蓡 袁Tij 的 特 征 向 量 Vij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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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滋ij

淄ij 1蓘 蓡袁Mij 的特征向量 Uij= 1 琢ij

茁ij 1蓘 蓡袁 经过进一

步理论推导可得院
琢ij= B1+滋ijA 11+滋ijC1

抑B1+驻琢ij 渊21冤
茁ij= C1+淄ij

A 1+淄ijB1
抑 C1

A 1
+驻茁ij 渊22冤

其中院
驻琢ij=着 ij12 A 1-B1C1

E ij2 -E ij1
渊23冤

驻茁ij=着 ij21 A 1-B1C1
A 21 渊E ij2 -E ij1 冤 渊24冤

然后求解出 驻琢ij尧驻茁ij 的协方差院
V 琢

mn =<渊驻琢im冤 *袁驻琢in> 渊25冤
V 茁

mn =<渊驻茁im冤 *袁驻茁in> 渊26冤
在求取 B1 和 C1/A 1 时袁同样要面对特征向量的

分配袁根据 Mij 求出 4 组特征向量袁再与估算的 B1 和
C1/A 1 进行计算袁求取差值最小的为最优解遥 在得到

校准常数 X 中 B1尧C1/A 1 的基础上袁根据测量多线

TRL 校准件中的一对短路器可求解比例系数 R1 和

A 1 的量值遥 关于校准常数 Y 的求解袁与 X 的求解过

程类似遥
1.4 多次独立测量的确定及统计处理

在各个频点测量所有传输线标准袁根据有效相

移最大原则[4]袁确定一条传输线为公共传输线标准遥
在后续计算过程中袁以此公共传输线标准与其他传

输线标准组成 N-1 个线对袁对其测量结果进行计

算遥 公共线的选取保证 N-1 个线对对应待估量的

N-1 次独立测量 [ 4 ]遥 然后对各个测量结果按照

Guass-Markou 定理进行统计处理袁从而得到传播常

数和校准常数的最佳估计值遥实际计算过程中袁由于

公共线选取的输入量为近似计算量袁因此导致计算的

传播常数和 S参数在某些频段不连续袁本文对该算法

进行了一定的优化袁将在后续文章中报道遥
2 Multi-TRL 算法验证及校准标准研制
2.1 校准软件开发及算法验证

在研究 Multi-TRL 算法推导出所有公式后袁开
发了相应校准软件 CETC13遥 与 NIST_Multical 软件

输入相同的输入量渊包括 Multi-TRL 校准标准原始

王一帮等院在片 Multi-TRL 校准技术研究

CETC13渊S11冤
NIST_Multical渊S11冤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频率/GHz

0.625
0.629
0.634
0.640
0.645
0.650

渊a冤S11模值

频率/GHz
34 35 36 37 38 39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CETC13渊S12冤
NIST_Multical渊S12冤

渊b冤S12相位

CETC13渊S21冤
NIST_Multical渊S21冤

22 26 28 30 32 34 36 38
频率/GHz

-16.000
-15.949
-15.900-15.849
-15.800
-15.750
-15.700
-15.650
-15.600-15.550
-15.500-15.449

4024

渊c冤S21模值

CETC13渊S22冤
NIST_Multical渊S22冤

渊d冤S22相位

31 33 34 36 38
频率/GHz

4032 393735
-26.0
-25.5
-25.0
-24.5
-24.0
-23.5
-23.0
-22.5
-22.0
-21.5
-21.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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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尧校准标准定义和被测件原始数据冤后进行比

较袁测量结果最大差别如图 2 所示渊部分展示冤遥 计算

结果表明袁在 0.1~40 GHz 频段内袁传输幅度最大相

差依0.03 dB袁相位相差在 0.3毅以下遥 反射幅度最大相

差 0.003袁相位依0.3毅以下袁证明了 CETC13 软件的准

确性遥
2.2 Multi-TRL校准标准研制

本文研制的 Multi-TRL 校准标准覆盖频率为

图3 Multi-TRL校准标准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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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 GHz袁传输线特征阻抗高频段设计为 50 赘遥设
计时需要注意的是使传输线上传输模式尽量为单模

传输袁并减小传输时的色散袁抑制谐振尧表面波模式

和波导模式[9-10]遥 由于微带传输线由以上原因引起的

多模传输比较严重袁因此校准标准采用共面波导传

输线形式遥
本文一共做了多版 Multi-TRL 校准标准遥 每版

上都包含有 5 根传输线标准袁长度分别为610袁1 173袁
3 129袁6 224袁21 000 滋m曰2 个开路标准袁2 个短路标

准袁2 个被测电阻遥 校准结束后其中两版传输线 S21
测量结果分别见图 3渊a冤和图 3渊b冤遥 校准标准 1 中

心导体宽度 64滋m袁导体与地板间距 40 滋m袁衬底为

100滋m的 GaAs袁传输线采用电镀工艺袁然后对不同衬

底厚度进行了研究遥 校准标准 2 优选了衬底厚度袁并
对传输线的不同厚度和衬底边界条件进行了优化遥

从校准标准 1 可以看出袁传输线中的起伏较大袁
多模传输非常严重袁还伴有表面波引起的谐振点和

强耦合点遥校准标准 2 加厚了衬底厚度袁优化了边界

条件并对传输线的厚度进行了调整袁可以发现传输

线的传输频响十分光滑袁多模传输现象和谐振也得

到了有效抑制遥
3 数据比较

CETC13 校准软件结合自主研制的校准标准校

准过的在片系统称为测量系统 1遥NIST_Multical 校准

软件结合 NIST 研制的在片参考物质 RM8130 上的

Multi-TRL 校准标准校准过的在片系统称为系统 2遥
两者同时测量 RM8130 上面的 20 dB 衰减器袁得到

的结果如图 4 所示遥 在 0.1~40GHz 频段内袁S21 幅度

相差 0.05~0.10 dB袁相位相差 0.05毅~1.30毅袁S11 线性幅

度相差0.002~0.007遥
将系统 1 测量的原始数据采用 NIST 不确定度

评定软件 Microsoft Uncertainty Framework 评定的

S21 扩展不确定度袁在 0.1~40 GHz 内为 0.10~0.15 dB袁
满足不确定度验证的要求遥
4 结束语

本文在深入研究 Multi-TRL 理论的基础上袁建立

自主算法并开发了Multi-TRL软件 CETC13袁同时研制

出抑制多模传输的 Multi-TRL 校准标准 1312遥 自主

开发的校准软件结合校准标准测量结果与NIST 相

比袁在 0.1~40GHz 频段内袁S21 幅度相差 0.05~0.10 dB袁
相位相差 0.05毅~1.30毅袁S11 线性幅度相差 0.002~0.007遥
不确定度验证表明袁自主软件及校准标准能满足在

片 S参数测量系统精确校准测试的需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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