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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光源(SSRF)零模束流反馈系统中，腔体带通滤波器用来提取束流信号中的零模振荡信号，通过

处理和反馈束流信号来控制高频系统对束流的作用。本文就是以 Superfish 为仿真软件，给出腔体带通滤波器
的设计方法及其设计尺寸。并对腔体带通滤波器的参数进行了优化。最后给该滤波器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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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流的稳定性是储存环的重要性能指标，上海
光源储存环中的束流不稳定性，主要源于尾场效应
或耦合阻抗效应[1]。为抑制储存环中束流的零模振
荡，可通过反馈和处理束流信号来控制高频系统对
束流的作用，使束流纵向振荡受到阻尼。从条形电
极上取出束流信号，通过腔体滤波器将束流中带有
零模振荡信号的谐波信号提取出来，提供精确鉴相。
上海光源储存环束流纵向振荡的频率约为 5.9 kHz，
回旋频率约为 700 kHz，要获得该束流相振荡信号，
腔体滤波器的带宽须大于 5.9 kHz，
并小于 700 kHz。
带宽小于 5.9 kHz，此二级振荡信号将被腔体滤波器
完全过滤掉；带宽大于 700 kHz，束流回旋频率的
一次谐波处的相振荡也将通过滤波器，而不能准确
鉴相。上海光源高频频率是 499.654 MHz，要得到
带宽 5.9~700 kHz 的带通滤波器，则 Q 值大于 1000
小于 84000。对于基模谐振频率是 499.654 MHz 的
腔体滤波器，如此窄带的带通滤波器，腔体滤波器
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1

能量的转换频率，其大小与回路的形状和电磁场的
模式有关；品质因数 Q 值与谐振回路的损耗直接相
关。谐振腔的 Q 值与谐振腔的体积、电磁场的模式
及谐振腔所用材料及其光洁程度都有关系。在实际
加工和工作中，腔体滤波器的插入损耗这一参数也
须调整，以确保良好的滤波特性。
2

我 们 需 要 的 腔 体 滤 波 器 ( 图 1) 的 谐 振 频 率
f0=499.654 MHz (λ约 600 mm)，为方便调谐，在腔
体里面加入了一个调谐杆，调节其插入腔体的长度
来改变腔体的谐振频率。

图 1 腔体滤波器结构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the cavity filter

腔体滤波器

频率为微波波段，放弃集总 LC 回路而采用谐
振器作为滤波器，因为此频率对应的 LC 回路的 L
和 C 都太小。但频率高，辐射损耗增大，趋肤效应
引起的导体欧姆损耗增大，介质极化效应损耗增加，
回路损耗大大增加。射频腔体滤波器是用来分离不
同频率射频信号的滤波器。其中，带通滤波器是应
用最为广泛的滤波器谐振腔的关键部分。谐振腔的
好坏直接决定了滤波性能。谐振腔最主要指标有谐
振频率和品质因数，谐振频率就是谐振回路中电磁
——————————————

腔体滤波器的设计及其参数优化

2.1

腔体滤波器设计[2-5]

对于给定的谐振频率 f0 ，先确定 s 长度，s
<λ / 4 = 150 mm，即可根据式(1)求出 a。

a=

π2 d 2
4Y0

⎛ 2πs ⎞
ε 1
tan ⎜
⎟
µ λ0
⎝ λ0 ⎠

对于腔体带通滤波器的主模 TEM 模式，由单
模传输条件 λ > π(D/2+d/2)，可确定 D+d 的范围。而
由腔体滤波器的缩短效应，对给定的谐振频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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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 可同时缩短，即很短长度的谐振腔仍能满足谐
振条件。
我们用 Φ110 mm 铜柱，由其加工损耗与腔体
壁厚，可确定该腔体滤波器的直径。由不同的腔体
长度 L 和调谐杆长度 s 及其直径 d 计算 Q 值，优化
参数，确定腔体滤波器尺寸的初始预设值为 a=10
mm，L=150 mm，d=10 mm，D =108 m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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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Q 值与谐振杆圆柱半径的关系
Fig.5 Q-factor vs half diameter of the tuner

腔体滤波器参数优化

将上述初始预设值输入 SuperFish，由固定三个
值变化一个值的不同组合，计算腔体滤波器的品质
因数和谐振频率的变化关系，以确定设计尺寸。
1) 固定 D、d 与 L，变化 s。
由计算结果可知：谐振杆越长，基模谐振频率
越小(图 2)，对应的品质因数越低(图 3)。

图 2 基模谐振频率与谐振杆大小关系
Fig.2 Resonance frequency (f0) vs tuner length

图 3 品质因数与谐振杆大小关系
Fig.3 Q-factor vs tuner length

2) 固定 D、s、L，变化 d。
由计算结果可知：谐振杆半径越大，基模谐振
频率越小(图 4)，对应的品质因数越高(图 5)。

图 6 基模谐振频率随外部圆柱长度的变化
Fig.6 Resonance frequency (f0) vs cavity length

图 7 Q 值随外部圆柱长度的变化
Fig.7 Q-factor vs cavity length

根据上述计算，对各参数作折中优化，最终确
定：a=10 mm，L=138 mm，d=10 mm，D=96 mm。
将同它们输入 SuperFish，再行计算，得 Q=6922.43，
基模谐振频率是 499.37532 MHz。
SuperFish 能方便地给出腔体滤波器的电磁场
场强的分布(图 8)，电场最强处放置探针，磁场最强
处放置耦合环，作为腔体滤波器的输入和输出。开
口位置利用 SuperFish 计算得到。
Maximum H (at Z, R = 138.0, 5.0)
Maximum E (at Z, R = 7.3, 4.8913)

图 4 基模谐振频率与谐振杆圆柱半径的关系
Fig.4 Resonance frequency (f0) vs half diameter of the tuner

3) D、d、a 不变，L 变化。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外部谐振腔圆柱半径越大，
基模谐振频率越小 ( 图 6) ，对应的品质因数越低
(图 7)。

图 8 腔体滤波器场形分布图
Fig.8 Electromagnetic distribution of the cavity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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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针位置是(7.3，
4.9)位置，耦合环在(138，
5.0)处。这一设计的三维效果图见图 9。

上海光源储存环束流流强 65mA 时，C10 单元
处条形电极处未加腔体滤波器时示波器测得的时域
图 如 图 12 所 示 ， 条 形 电 极 后 束 流 的 峰 峰 值 是
3.01 V。频谱图如图 13 所示主频率 499.672 MHz 处
与 500.372 MHz 回旋频率处相差差 2.8 dBm。加腔
体滤波器后示波器测得的束流时域图如图 14 所示，
峰峰值为 3.80 mV，此时频谱图如图 15 所示主频率
与回旋频率处相差 19 dBm，其余边带被腔体滤波器
衰减抑制掉了。

图 9 腔体滤波器三维效果图
Fig.9 Three-dimensional graph of cavity filter

为了方便调节腔体滤波器的基模谐振频率，内
部谐振杆做上螺纹结构，便于旋转而调节其谐振腔
的大小，从而方便的调节谐振频率。其品质因数不
会发生大的变化。
3

实验结果及结论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加工的腔体滤波器见图 10。
图 11 是用网络分析仪测得 Q 值，约为 2500，小于
其计算结果，可能系机械加工精度不高、腔体内部
及其谐振杆的表面光洁度不够等因素所致。但是 Q
值为 2520 时，该腔体滤波器的带宽约 250 kHz。

Fig.12

图 12 C10 单元条形电极处时域图(I=65 mA)
Oscillogram of signals after stripline (C10 I=65 mA)

图 13
Fig.13

C10 单元条形电极处频谱图(I=65 mA)
Frequency spectrum of signals after stripline
(C10 I=65 mA)

图 10 腔体滤波器实物图
Fig.10 The practical cavity filter

图 11 腔体滤波器的频谱图
Fig.11 Frequency spectrum of the cavity FILTER

图 14 腔体滤波器后时域图(I=65 mA)
Fig.14 Oscillogram of signals after cavity filter
(C10 I=65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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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avity filter was developed for the SSRF 0-mode beam feedback. The filter is used to pick up the 500

MHz signal from the storage ring beam. The Superfish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model of the cavity bandpass filter.
The design method, parameters of the filter and results of beam measurements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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