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量網路分析儀基礎知識
警告：為了減少會影響量測結果的誤差，請務必定期校準 VNA 設定。 校準可減少系統和漂移誤差的影響。

系統誤差
• 測試設備或測試設定中的缺陷

漂移誤差

史密斯圖在確定射頻電路的複阻抗和導納時是非常實用的工具。 大多數的網路分析儀均可自動顯示史
密斯圖、在其上繪製量測資料，並提供可調節的標記來顯示計算的阻抗。

阻抗 (Z = R+jX)
朝向產生器
(遠離負載)

• 範例包括：

- 將 DUT 連接到 VNA 的射頻
電纜的功率損耗

- 設定的機械移動

Re
(
遠離產生器
(朝向負載)

S 參數定義：散射參數或 S 參數描述了在經歷各種穩態電子訊號刺激時，射頻電子組件或組件網路的電氣
特性和效能。這些參數是無單位的複數，具有振幅和相位，並且與熟悉的量測 (如增益、損耗和反射係數)
相關。

電容
(-jX)

瞭解 VNA 校準
原廠校準

連接埠 1

連接埠 2

• 涵蓋連接埠 1 和
連接埠 2 接頭
• 確保輸出訊號符
合規格且輸入訊
號將準確表達

遠離產生器
(朝向負載)

導納史密斯圖

1. 接觸右角的圓圈是恆定電阻圈。

1. 史密斯圖中觸及左角的圓圈是恆定電
導圈。
2. 從史密斯圖左角延伸至導納史密斯圖
外邊緣的曲線是恆定電納曲線。

3. 圓圈的中心是 Zo 點。在大多數情況
下，Zo = 50 ohms。這也是 20 毫導
電度 (mS) 點。

常用的 S 參數名稱

使用者校準
• 考慮到電纜、轉
接器以及 DUT
連接中使用的大
多數事情的影響

DUT

• 僅允許 DUT 效
能的精確量測

使用者校準
參考平面

以令人驚喜的價格
獲得桌上型儀器的效能。

校準方法

TTR500 系列向量網路分析儀效能可
匹敵業界領先的桌上型競爭對手產品，
但成本僅競爭對手的 40%，同時尺寸
和重量也僅為 1/7！ 本儀器具有：

如需更多有關 S 參數的資訊，請造訪：tek.com.tw/VNAprimer

主要 VNA 參數

• 100 kHz 至 6 GHz 頻率範圍
• >122 dB 動態範圍
• <0.008 dBrms 軌跡雜訊
• -50 至 +7 dBm 輸出功率

頻率範圍
不僅要考慮您的即時
需求，還要考慮未來
的潛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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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範圍
確認 DUT 雜訊基準
至少比 VNA 規格高
出 10 dB。

軌跡雜訊
由VNA產生、可能影
響量測準確度的隨機
雜訊。

量測速度
對於大量製造而言是
非常重要的因素，但
對於大多數其他應用
而言，影響則不明顯。

Y=1
導納匹配

阻抗史密斯圖

2. 從阻抗史密斯圖右角延伸至外邊緣的
曲線是恆定電抗曲線。

VNA

Y=∞
(短路)

1

- 濕度波動

Z=∞
(開路)
-1

S 參數基礎知識

• 範例包括：
- 溫度波動

- 軌跡雜訊

Z=0
Z=1
(短路) 阻抗匹配

(Y ) =

- 在 VNA 接收器頻率回應中
的漣波

• 無法經由使用者校準分解

Im (Y) = 0

Im (z) = 0

Y=0
(開路)

Im

- 輸出功率變化

2

I m (z
)=

• 發生在頻率範圍內的範例：

• 測試設定隨時間漂移的數量決
定了測試設定需要重新校準的
頻率

Y) = 1
Re(
Re(Y ) =
2

電感
(-jB)

-1

• 決定在量測中可以達到的準確
程度

電感
(+jX)

Re(z) = 1

=
z)

為了簡單起見，圖中僅顯示來自單一來源，但是現今大多數的 VNA 均為多路徑儀器，並可向兩個
連接埠提供刺激訊號。

朝向產生器
(遠離負載)

)=

1

• 可以經由使用者校準輕鬆地進
行分解

導納 (Y = G+jB)
I m (Y

• 在執行使用者校準之後隨時間
發生在測試設備和測試設定中
的量測漂移和差異

VNA 包含用於產生已知刺激訊號的來源，
以及一組接收器，可用於確定由待測裝置
或 DUT 引起對此刺激訊號的改變。此圖
例強調說明 VNA 的基本操作原理。為了
簡單起見，圖中僅顯示來自連接埠1的來
源，但是現今大多數的 VNA 均為多路徑
儀器，並可向兩個連接埠提供刺激訊號。

)=
I m (z

• 通常是可預測的誤差

隨機誤差
• 由於測試設備發出的雜訊或測
試設定隨時間而變化所導致的
誤差。

史密斯圖 (Smith Chart) 101

基本 VNA 操作

量測誤差的類型

• T 型偏壓器：0 至 ± 24 V
和 0 至 200 mA
這些產品均擁有 Tektronix 所提供
的卓越服務、支援和品質。

深入瞭解：tek.com.tw/TTR500

電容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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