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VNA 快速使用指南(V0.41)
本文档将解释如何使用 myVNA。文档包含从原始安装到怎样使用每一个主要测试项目的详细说
明。

严格来说，本文档太长而不能称为“快速”。它一步一步的精确描述了程序的所有功
能。如果您第一次打开本文件，建议你按照本文档来做，尤其是第 11 页的“扫描”那
一章。本文档的目的是配合程序一起使用的――建议你阅读文档的同时打开程序按照
步骤来做。

什么是 myVNA?

myVNA 是我为 N2PK VNA 设计的 Windows 操作软件的一次尝试。他是一个.NET 2.0 的程
序，需要许多的 DLLs 来运行。幸运的是这些 DLL 控件已经在安装文件里面打包提供了。
myVNA 提供如下的功能:
 反射，传导或者双检测器扫描
 S参数测量，使用5,6,10,12 项校正
 自动晶体等效电路参数测量
 完全支持变频器
 能以多种文件格式打开和存档曲线
 完全的显示模式设置包括史密斯圆图和极性显示
 信号发生器和扫频模式
 支持USB口和并口
 运行环境：Win98，WinMe，Win2000，WinXP和Vista
 基本模式，CDS，谐波抑制以及3次/5次谐波模式
 自动和手动标记
 每次扫描最多50,000点
 多次平均最多每个频点10,000次
 支持打印机和Windows剪贴板
 支持手动开关和衰减器功能以及测量S参数的自动切换开关
 支持USB口和并口的I/O测试模式
 RF电流电压测量
 支持对数和线性扫描和显示
 支持文件拖拽输入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增加的，请给我发邮件。感谢任何人给我发关于软件 Bug 的报告。.

Dave Roberts
G8KBB 原著
Lulu1113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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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首先,用 myVNA.msi 文件安装.如果您安装了较早的版本,安装的时候会自动卸载
旧版本.安装程序会在开始菜单和桌面创建快捷方式.并且会在”我的文档”创建一
个 MyVNA 的文件夹; 建议在这个文件夹下存储设置文件.从控制面板可以卸载本
程序.安装文件会在安装文件夹下面复制一些图片(在校准和等效电路会用到) 和几
个 DLL 控件.其中一个是 inpout32.dll 用于并口的存取. 另一个是 vnadll.dll, 是给
USB 口用的控件. 为了使用 USB 接口,您必须安装 USB 驱动.目前版本的驱动程序
以压缩文档的格式存储在安装文件夹下面. 如果您使用的是 Vista, 注意,有一个低
版本的并口驱动在安装文件夹下面-您需要用这些文件来安装.注意,这些文件目前
还在测试阶段,我不保证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版本的文件可以在 64 位的操作系统上
面使用,但是 64 位的 Vista 系统只能使用签名过的驱动.
如果您使用 USB 口,MyVNA 有更新的驱动.如果您不更新驱动,也依然可以正常工
作,但是软件的一些功能将会受限制.
从 3.0 版本开始,可以选择并口的驱动.支持 Inpout32 和 WinIO 这两种. 前者兼容
性更好,后者似乎速度稍快一点.如果 WinIO 可以使用,优先用这个驱动,否则就用
Inpout32。Tom Baier 测试表明，在 Vista 下，你必须拥有本地管理员权限才能使
用 WinIO 这个驱动。

第一次使用
当您第一次运行这个程序,它会找不到存储在注册表里面的参数(它不是使用的
ini 文件). 所有的都将是初始设置,特别的,他找不到任何的校准数据.如果这是您
第一次运行这个程序,或者运行过程序但是没有运行过校准扫描,它会默认到主界
面,否则,它会弹出如下窗口:

如果出现这个，直接点击 OK 然后就会弹出如下的程序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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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被分为几个部分.在顶部的是三个工具栏――普通的 Windows 工具栏,有按钮和进
度条的扫描控制工具栏和一个频率范围工具栏.所有的工具栏都是浮动的, 可以移动.
建议使用图示的配置.程序不允许把所有工具栏都放到同一行.因为有些隐藏的菜单在
里面!

在左边是主设置的”树型视图”.在右侧是输出显示.初始状态下,如果你鼠标移动到”树
型视图”的相应项目上,会出现这个项目的简要描述和功能介绍.当你熟悉了这些功能
后,可以在”Display Options”里面关掉这个功能.

当程序找不到校准数据,它会打开校准控件,但是您需要首先设置一下硬件.熟悉了树
型控件,你会发现当你点击每个选项的时候, 它会显示出当前的子目录,先前的目录会
自动关闭.

好,先选择“VNA Hardware”。 程序会出现如下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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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 Hardware Interface.会有一个弹出窗口

选择您使用的接口类型 (TCP/IP 还不能使用) 并且如果 parallel 被选择, 选择并口的
base address 和 port name. 这个 Adress 是给 I/O 口用的; port name 是用来保留接口
并且防止其它软件占用.注意你想指定下来菜单之外的地址,只要直接在窗口输入就可
以. 程序会强制使用相应的地址,但是不会检测其正确性.如果您指定了一个”非标准”
的地址,程序会让你再次确认.如果您指定了错误的地址,可能会影响其它的硬件,有可
能对电脑造成损坏,这点请注意.
你可以选择并口的驱动.先使用 InpOut32. 这个传输速度稍慢.使用它作为初始的选择,
知道您所有的程序都可以运行正常,在尝试用 WinIO 驱动,它会工作的快一些。提醒
您，在 Vista 下面，你必须要拥有本地管理员权限。

现在改变其它的参数. 例如当你选择 ADC step delay, 一个对话框会出现让你改变参数
值, 显示如下.最小和最大的频率值的范围和 VNA 的硬件有关系

默认的是 50 KHz 到 60 MHz,但是你可以自己指定频率区间. 当你关闭程序并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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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的时候,所有的设置都会保留的.
确认您在 hardware 设置 up 设置了正确的 ADC 参数. 文档最后的附件 A 给出了
典型的参数设置值.

注意,有个硬件设置与 2.7 版本之前的软件有所改动.2.7 版本之后的软件在正常模
式和 CDS 模式直接选择的时候,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现在选择 “Harmonic Suppression Mode” , “Fundamental” 和“4 Samples (CDS)”. 这个
是和早期版本的 CDS 模式相同。在本文档的后面会有更多谐波模式的说明。
并且,当用 CDS 扫频在传输模式下面,程序会让你跳过 ISO (Isolation means
“open”) 校准：

ADC mode 显示速度 1 到 10(1 是最慢的，10 是最快的). 当你改变 ADC mode, 另一
个的对话框会显示出来. 选择适当的 ADC 速度并且确定. 注意,有两个窗口可以显
示;点击 technical ADC data 会同时显示出来 ADC 的转换速率.这里,ADC1 和
ADC2 的转换速率会同时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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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去 Display Options. 按需要进行设置.注意 Graticule 设置. 会有一个绿色的” √”
显示在前面.选中的相应选项前面都会出现一个”√”.
同时,您也可以选择开启和关闭扫描进度条.
在状态兰上,也会出现大约的扫描时间.这个和系统的配置有关系. 我的系统是 Athlon
64 X2 3800+ 的 CPU, Windows XP SP2,1G 内存,Radeon X300 显卡.如果您发现用
USB 接口的时候程序显示时间不准确,可能您是没有使用最新的 USB 驱动. 注意,使
用并口的时候,程序的速度和操作系统会有很大的关系.

下一步到 Instrument Mode 并且选择 Transmission 或者 Reflection.不论选择哪一种
程序模式,显示模式也会同时相应的变化. 试着改变他们看有什么会出现.一般来说,在
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坐标轴,频率轴在底部.当你选择一个新的坐标轴,之前的会自动
隐藏. 选择“Reflection”模式,然后像下图那样打开显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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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Rs + Xs; 一个绿色的” √”会出现――√会出现在左侧。注意,坐标轴会自动变成
Rs 和 Xs.

再选择 Rs + Cs; Xs 会变成 Cs.
再看一下树型视图.在当前视图下, “Display Sets” 有 “Display Left” 和 “Display
Right”两个子选项.这些可以让你单独的选择您需要的测试参数,分别对应左边和右边
的坐标轴.这个是由于可能你并不想用“Display Sets”里面设置好的那两组参数，
需要自己指定。你可以自己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隐藏相应的选项的。
好的,再一次选择 Rs + Xs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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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频率范围工具栏,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full scan”模式

由于选择了 full scan 模式, 频率的起始和终止这两个控件都变灰.

校准
点击“calibrate”按钮并且跟随程序的指示操作

程序显示一个简单的图片告诉你如何连接硬件,并且进度条会持续更新显示出
ADC 的读数. 在 reflection 或者 transmission 模式,只有前两行会使用到,在 Dual 模
式,四行都会使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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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从进度条看不到任何的显示,也读不到任何的电压值(0.000000V),这意味
着硬件没有相应软件的控制.请检查硬件连接.
假设您没有得到任何的出错信息,它会让你作开路,短路,负载的校准.当你完成
后,会出现‘save file’ 对话框.为校准数据选择一个合适的名字---程序会自动记住
存放的文件位置,下次启动的时候会自动打开校准数据.
一旦校准数据正确了,程序就可以让你扫描了,根据实际情况更改扫描的点是必
要的. 扫描频率设置对于传导和反射测量是同时有效的,这是双检测器扫描和 S
参数扫描的一部分.
注意,程序不接受混合 CDS 和非 CDS 校准数据.类似的,它也不接收混合的谐波
模式的校准数据.
另外, 你可以为 CDS 选择额外的平均次数. 在“calibration”下有两个选项可以支持,
显示如下. 如下选择时, 平均的次数将会和下一行的 Isolation Average 里面的数据
一致.

校准数据是保存在自己的 raw 格式文件中的，没有加入校准件的修正数据。只
有当校准数据在使用的时候才会被程序处理修正。从文件载入保存的校准数据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此。如果你更改了校准件的修正值，程序会用新的修正
值来处理校准数据的。

myVNA v0-41

Page 10 of 59

最后,在 calibration, 你可以显示出目前校准数据的统计.它会出现如下的对话框.文
件名也会同时显示出来.

有两部分数据显示出来。第一部分是“Raw”格式的校准数据，由校准扫描得
到。程序会用校准件的修正值来处理这个数据来得到实际的校准值。第二部分
就是程序当前使用的经过处理的实际的校准数据。每一部分，都有 5 行。
Through 是传导模式下直通的数据同时也是在 ERC, 10 或 12 项校准时候的第二
个 ADC 的反射数据. Isolation 是传输模式下的 Isolation 数据. Open, Short 和 Load
分别是 OSL 校准下的反射数据。
Type 显示出数据是对数或者线性频率步进下得到的校准数据。 尽管您会混淆线
性和对数校准数据，但是最好在做对数扫描的时候使用对数校准数据，做线性
扫描的时候使用线性校准数据，尤其是在极端的频率下。通常在 1-60MHz 的范
围内，如果不是使用很少的扫描点数，对数和线性扫描之间不会有什么差别。

扫描
扫描使用的是频率范围控制的–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centre/span, 如下显示。注
意，我把工具条移动到了我通常习惯输入频率的位置――这个看个人的使用习
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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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你扫描之前,打开“display options” 并且确认“autoscale on display change”
和 “snap to 125” 这两个选项没有被选中.注意在这个例子中， display Info Tips 这
个选项被选中了。

点击 “Single Scan”. 可能屏幕会超出显示范围而看不到曲线.第一条曲线会自动适应
扫描结果全屏显示, 但是如果点击“Autoscale”会重新改变显示的坐标轴来和现在的曲
线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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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cale 让两条曲线都显示在屏幕上.在调入之前储存的数据的时候也同样有效.

现在来试试拖拽.这里有 6 个可以拖拽的,其中 5 个会在下面提到.

左边和右边的垂直轴是可以重新调节单位长度的。把鼠标放到坐标轴的数值附近

(例如在 139.21 和 -27.30 之间). 按下鼠标左键并上下拖拽. 坐标轴顶部的数值不
会改变，但是单位长度增加或者减小了－例如把鼠标向上拖动出现下面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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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连同网格一起拖动，那么曲线会上下移动；如果在网格左半部分拖动，
移动的就是左纵轴对应的线条，在网格右半部分拖动，移动的是右纵轴对应的
线条。下图是左轴的线条被拖动的结果。

注意，频率轴也可以被移动的。你可以左右拖拽频率轴来改变频率范围。

如果你在频率轴下面拖动，频率间隔会变大或者减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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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拖拽只是先是上面的方便–实际的扫频范围并没有改变,你可以很方便的还
原原来的显示. 如果没有恢复原先的显示,这时候运行另一个扫描的话,会以当前
的频率范围扫描.如果你想以当前的设置来改变频率设置工具条的设置（使两者
一致），右击显示区域，选择 “Set Scan to Current Frequencies”的选项。
现在打开 “display options” , 选择“Autoscale on Display Change” 选项.试着改变显
示类型. 现在，每次改变显示, 屏幕都会自动调整大小.
再看一遍 “display option”. 有两个 “Snap to 125”的选项.这些会让你在拖拽的时候
避免出现奇怪的单位–通常,你会平滑的拖动.如果你选择 125 snap 的选项,屏幕显
示会试着自动调整到 1/2/5/10 的数值. 当你使用 autoscale 的时候,它也会其效果

标记和标记运算

OK,如图的曲线有些峰和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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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Markers” .出现下图

一共有 6 个标注和两个标注的条件.例如,我会选择 1 号标注来标记左边曲线的最大
值,2 好标注来标记最小值,3 号标注来标记右边曲线第一次上升超过 50OHM,4 号标
注标记右边曲线的最大值.别忘记选上 ‘display’的复选框,每次你更改一个标注的条
件,这个”Dispaly”的复选框会自动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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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标记点的个数可以用下来菜单来选择。频率和数值也可以分别设置。

我会让屏幕显示不同的标注,如下图

让程序重复的扫描.标注会在每次扫描结束之后自动更新标注.

当你让两个标记的值做减法运算的时候，任何单位之间的数值都可以，例如
OHM 和°。程序不会管这个减出来的数据单位是否有物理意义，这完全取决于
你。如果两个数值之间的减法计算后大于 1E9，标注不会显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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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个文档里面的所有图片除了下图都是 1660x 1050 像素的. 下图是 1024x768
的显示效果.

现在回到 markers 对话框并且选择手动设置. 设置频率到你扫描的摸个点上(注意,
频率单位需要是 Hz, KHz or MHz). 关闭对话框.标注不再自动跟踪,它会停在你设
定的点上,但是你现在可以拖拽它.如果把鼠标移动靠近到标注标注(技术上,是 10
个像素)按下左键,你就可以拖拽它了.
观察状态栏,随着你的拖拽– 它会显示当前标注的位置和数值. 但是当你鼠标远离
标注后,它不在显示标注的值.

数据存储
现在选择 Load & Store Data 并且单击 Store 1. 当前的扫描数据会储存在前四个数
据中并显示出来.当点击打开和关闭 “Display Store 1”的时候,屏幕会有相应的显示
出来.
基本的模式如下. 你有四个数据存储区可以保存扫描数据,并且可以调出之前保存
的一条或者多条曲线与当前的扫描结果同时显示出来.当前的扫描数据也可以存储
到文件并且存储的文件也可以调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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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你储存了曲线，系统都会自动的调整窗口的大小。

注意，当你储存了扫描的曲线之后，颜色会改变的。
你也可以在左边的“trace colour”里面选择不同的线条颜色

现在，如果你有一条扫描好的曲线，以上图为例，你可以在“Display types”里面
改变这个曲线的显示方式。需要的话，自动调整一下大小。

你可以把这四个曲线和当前的扫描结果以任意组合来存储。也可以以任何的组
合来调出显示。

保存到磁盘
在上面说过，曲线可以保存到磁盘上，选择“Load & Store Data”下面的“Save
to file”选项，可以实现，储存的数据是 CSV 格式。
系统支持存储 4 种数据文件格式和调出两者文件格式。默认的是适合 myVNA 存储
和读取的 CSV 的格式。VNA4Win 的文件格式和 myVNA 的格式类似，并且支持把
储存的文件导入到 Zplots 做进一步的分析。下一个是 extended CVS 格式。最后一
个是工业标准的“touchstone”文件格式。
这个格式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注意这个文件格式在任何情况下面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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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stone 格式是工业标准的 SNP 格式，后续会做详细介绍。Extended data 设置
提供了你选择性存储需要的曲线。要使用它，你必须首先选择需要存储的文件数据
类型。当选中的时候，会弹出相关的设置界面如下：

对于任何一个操作模式，你可以在扩展的文件保存窗口选择你需要存储的数据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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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默认的 CSV 格式和 Touchstone 格式可以重新被 myVNA 打开，其它的
格式 VNA4WIN 和 extended 格式是不支持的。
Touchstone 文件格式(或者 snp 格式)可以支持储存和打开;但是注意.当在反射模式
下面储存的时候，数据可能被存为 s1p 格式, 在传导和 S 参数模式下，数据会被
存为 s2p 格式.当打开数据的时候，这两种文件格式都支持 MA, DB 和 RI 的格
式。数据单位可以是 MHz, kHz 或 GHz。文件可以以 S, Y 或 Z 格式存储或打开，
但是 H 和 G 是不支持的。
在你打开文件的时候，程序会自动识别文件类型。保存的时候，你可以在 “Load &
Store Data” 下的 “设置 Touchstone File Options”选项中设置，设置界面如下 :

选择参量的类型和格式，这些和文件保存有关系。另一个选项是文件打开时候的
处理。对于 snp 文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程序不管这个是否是简单的传导的数
据。当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程序更注重的是区别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参数文件 S,
Y 还是 Z。如果上图中的复选框被选中，当程序检测到所有的参数都是 0 的时
候，程序就会报错说缺少数据。大多数的情况下，请选中这个复选框。最后一个
注意的地方－打开文件的时候，程序会忽略 R 参数。另外，如果没有进行过设
置，系统默认的是 Touchstone 1. 1 －GHz, S and MA 。

打印

现在试着打印。注意你可以复制屏幕到剪贴板然后粘贴到另外一个文件中。这两
种操作都会保持屏幕的高宽比。
当打印一个曲线的时候，你可以在打印的时候添加注释。在“Display Options” 下，
有一个“Print Notes Dialog”。右击弹出菜单也可以出现下列的对话框。你可以设置
页眉页脚和注释。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加上时间和日期。注释是一个文本框，最后会
显示在曲线的下方。但是如果太长了，它的顶端挥别切去。注意，显示会适合页面
的长度，一些空白的地方会被程序保留用做注释。 有时候，如果注释很长，程序会
缩小相应的图表区域来留出足够的注释的空间。程序最多会压缩 1/3 的高度来留给
注释多一些空间。如果压缩后空间还不够，注释文字的顶部会被切去。打印的适合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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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序运行的时候可以让注释的界面打开。如果不注意关闭了注释界面再打开，之
前输入的文字还会保留。但是关闭在重新启动主程序之后，文字会被清空。

注释的对话框可以按照需要来调整大小的。
如果需要调整线条的粗细，可以在 “display options”里面单独设置。相应的数值代
表线条的像素。

弹出菜单

右击，如果在显示区域右击就会出现如下的菜单：

这个菜单提供一些额外的显示调整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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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两个 log scale（对数）功能. 这个允许横轴和纵轴可以以对数显示。但是这里
也有一些限制。明显的，负数是会出现问题的，所以不要指望在所有情况下显示结
果都是正确的。另外注意，snap 功能在纵轴对数显示的时候是不可用的。
下一步，左边和右边的纵轴有一些特别的设定。类似频率轴，每个会有下面对应的
对话框。

纵轴的相应的解释已经很详细了。对于频率轴，你可以明确的设置相应的频率。注
意，频率的设置范围一定要小于等于校准的频率范围，不然会有报错的对话框。你
也可以设置频率轴频率数字的个数。 “Start/Stop”在线性扫描的时候控制着频率的

起点，中间点和终点。对于对数扫描而言，中间值是没有的了， “log scale”控
制着每十进制中间的扫描的点数。

还有第二种打开这些对话框的方法。双击左键也可以出现相应的右键菜单。
回到上面说的弹出菜单，菜单也支持快速的锁定坐标轴的功能。
注意，在现在的版本中， autoscale 的时候也会被锁定住。举个例子，如果你想上
下拖动，但是不改变频率轴，这个也可以用锁定坐标轴来实现。当一个坐标轴被
锁定的时候，一个粗线的标记会出现。
下一步，如果你使用手动的标注，用下面这个菜单会非常的方便，你不再需要手
动的指定相应的频率点了。当你选择 “Bring Manual Markers Onscreen”项目的时
候，所有的手动标注都会出现在频率的中点。

如果你使用了鼠标拖拽来改变了程序的频率轴扫描范围，有一个快捷的办法让
工具栏里面的显示扫描范围和你当前的拖拽范围一致――只要点击“Set Scan to
current Frequencies”的菜单项就可以了。不论工具条当前显示的是 centre/span
或者 start/stop，程序都会自动调整到相应的频率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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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意，在这个菜单中还有一个保存当前图像到剪切板的快捷方式。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主菜单下面的“copy”命令或者“Ctrl+C”
最后，你可以用“Clear Scan Data”选项去除当前的扫描结果，或者使用 10 / 12 term
S 参数校准反向扫描一次。

程序的极限及其它选项
程序的扫描点数可以在频率栏的‘steps’里面设置。默认的数值是 200。但是可以
从 20 to 50,000。注意，如果你超过 2000 电，程序会增加缓冲区和内存占用空间
－我会重新写一下这个部分的程序，目前它占用了太多的内存资源。
每频率点平均的次数可以最多到 10,000 次。

每一步扫描直接的时间间隔最多可以到 200,000 usec.
一个简单的计算可以知道，如果你设计了 50,000 点，每点延迟 0.2 seconds，每点
做 10,000 次平均，并且使用 32 点的谐波抑制模式，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常的时间
(大约 102 年).如果有人做这样的扫描，我很有兴趣知道他最后能不能得到正确的结
果(*^__^*)……

程序内部有很多的限制。总的来说，大多数都需要自己去作相应的设置的调整。当
你设置的时候，会弹出如下的对话框，下面的数值是程序可以接收的数值的上限，
你也可以隐藏一些你不想看到的选项。其中，诸如 maximum number of steps 和
averages 是不可以改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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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左边的树型列表里面改变了什么设置，它不会马上起作用，你需要重
启程序才行。
有两个选项可以改变校准数据产生的方式。当你做了一次校准扫描，它只是扫
描了特定的点。当你需要使用这个数据的时候，你可能指定了不同的扫描点数
更或者是对数扫描。在这所有的情况下，程序都要自己产生配合扫描要求的校
准数据。通常的做法是对两个已知数据之间作差值处理。当 “Use Curve Fitting
for calibration data interpolation” 没有被选中的时候，程序使用的是一种简单的
线性差值方法。然而，更好一些的方法是使用线性拟合的算法。当第二个复选
框选中的时候，程序就是使用的线性拟合的算法。当使用对数扫描的时候，程
序会自动选择使用线性拟合算法。这两种算法目前看起来差别不大，所以程序
默认的是使用普通的线性差值。
当程序在扫描的进程中，拖拽频率轴只会是考验电脑 CPU 的处理速度。所以你
可以用“Permit frequency rescale/drag whilst scanning”选项来关闭这个功能。

史密斯圆图和极性图

在 “Display Options”下的 “Smith/Polar view”选项。当选择这个选项的时候，一个极
性图或者史密斯圆图会显示出来。在所有的极性模式中， “Display Left” 和
“Display Right”的列表是空的，关于显示的选项在“Display 设置 s”下。当选择反射
模式的时候，S11 或者 S22 参数会在史密斯圆图上面显示。在传输模式下，极性图
会显示。极性图会是对数或者线性的放射状，顺时针方向显示出相应的相位角。

myVNA v0-41

Page 25 of 59

只有在极性显示的时候，坐标尺可以在有限的范围改变。

在史密斯圆图上面现在可以显示标注。当转换到史密斯圆图，“Left”左边的曲
线变为实数轴，右边的曲线变为复数轴。寻找交叉点，最大值，最小值等功能现
在可以使用，但是注意，这个的单位是 Rho 而不是阻抗.需要手动拖拽来处理数
据的时候。在极性图的模式下，标点不是之前的那种矩形的。把鼠标靠近手动标
注的点，然后推拽，就会有相应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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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检测器扫描
在 “Instrument Modes” 下，可以选择几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反射，传输，和双检
测器扫描。S 参数是需要双检测器扫描的变量，在文档的后面会详细介绍。如果
您选择了双检测器扫描（Dual Detector）,程序就会让两个 ADC 同事工作，但是
前提是你需要知道那个检测器给出传导的数据，哪个检测器给你反射的数据。
你需要打开硬件选项来设置一下。
设置好了，下图是双检测其扫描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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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坐标轴都可以显示传导和反射数据;上面的例子是测试一个窄带晶体滤波
器，左边的纵轴是 DB 为单位的增益值，右边的纵轴是 Rs 的测试数据。你可以选
择任何的坐标轴切换到你想要的数据模式。
记住，当程序获得了一次的扫描数据之后，你可以将这个数据以任何不同方式来
显示。如果你在传输和反射的模式之间转换，程序也会有相应的显示。下图是上
面的扫描结果直接转换到反射模式时候的显示结果。

切换到 VSWR 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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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做个游戏。在这个界面下，按下“Ctrl”并且选择其它的参数例如
Rs+Xs。程序会同时显示这些参数的。再选中其它的参数例如 Rho。程序可以
同时组合显示任何你需要的数据了。但是注意，别让屏幕上面显示的太乱了。
再转换到传导模式，增益，相位的图：

在 S 参数的显示中，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显示结果的转换动作。另外，也同样可以同
时显示多种参数，例如 S11, S12, S21 和 S22 。

扫描可以有多快?
在状态栏的左边，会有一个进度条来估计程序扫描的状态。对于当前的扫描，它会
给出大致需要的扫描时间。这个和目前使用的硬件控制接口（并口，USB）, 步进
（steps）, CDS mode, 平均次数（averages）,单个还是双检测器（single or dual
detector）,步进延迟, 启动延时（start delay）和 ADC 的采样速度. 另外，还和 PC 的
配置有关系。下面是用 USB version 0.22 的时序图.

用 USB 口，如果你设置所有的延迟为 0us，ADC 速度到 10，200 点的 CDS，单检
测器扫描，大约要耗时 0.39s。这个差不多是我能得到的最快的速度了。为了适应
ADC 的转换时间（320uS），防止出错，程序额外增加了 110uS 的延迟，这样，
ADC 每次转换的时间就是大约 430uS。如果设置了 step delay,这个会在每一步的间
隔都加上这个时间，另外，程序有个固定的 960uS 扫描启动时间，如果你设置 scan
startup time，实际的启动实际会加上这个 960uS。430uS 的转换实际大约每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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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次。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获得 USB 数据包的时间是 125uS，延迟的设置也
会影响数据转换的时间。这样算下来，把 DDS 的更新的时间也算上去，ADC 的转
换时间最少可以达到 2000 次每秒。这个数据速率大致是不变的，同事会在显示器
上面实时更新（当然，显示器的更新速度不会这么快的。）下面是用逻辑分析仪量
到的一些数据：
D7 LO DDS data
D6 RF DDS data
D5 DDS Reset
D4 DDS WCLK
D3 DDS FQUD
D2 ADC SDO
D1 ADC CS D0
ADC SCLK

上图中，扫描启动延时（scan start delay）是 2000 us, 频率步进延迟（frequency
step delay）是 500 us，相位步进延迟（phase step delay）是 0. ADC 是最快的模
式 10, DDS 更新是和 ADC 操作时间叠加的。在左边可以看到 DDS 的 reset 信号
后面跟着 200uS 的延迟，然后 ADC 才开始转换。ADC 的转换分为四个组。因
为这个是 CDS 扫描，所以直接存在 500uS 的延迟。
放大一个 ADC 的周期就是下图。ADC 的片选（CS）脉冲和时钟信号为低的时
候开始 ADC 的转换。20uS 之后，DDS 开始更新数据，电脑 CPU 开始等待
ADC 转换完成。一旦电脑检测到更新完成，程序会输出 FQ_UD 的脉冲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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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S 的输出并且读取 ADC 的数据。这是双检测器的扫描。但是不论一个检测
器或者两个，时序图都是一致的。一旦这些都结束，程序会开始另一次的 ADC
转换。

注意，DDS 的更新适合 ADC 转换同时进行的( ADC 的 CS 是低电平 – D0 )并且
DDS 的时钟(D4)是激活的。这个是最快的速度。虽然使用 CDS 模式和低的
ADC 速率会有比较低的噪声电平。但是这样也会产生一些数字噪声。所以，在
“VNA hardware” 下的 “Load DDS during ADC”选项如果没有选中，DDS 会在
ADC 转换完成之后才去更新，以避免数字噪声的干扰。这样会增加大约 320 us
的 ADC 转换时间，并且每秒的最大转换速度是 1560 次/秒。
注意在连续扫描模式下(我的电脑 CPU 是 Athlon 64 X2 3800+ ，XP home edition
的系统)，每次扫描之间会有 4.5 mS 的延迟
现在看并口。它比 USB 口来说要慢，主要由于 inpout32.dll 的驱动的影响。
WinIO 也许可以提供更好的速度。这两种配置在程序中都提供了。注意 Tom
Baier 发现在他电脑上 WinIO 驱动的速度和我电脑上使用 InpOut32 的速度差不
多。
这是 0 延迟的 ADC 转换，使用 InpOut32 驱动的依次完整的 ADC 转换周期。这
个表明 ADC 的延迟时间只有 300uS，意味着每秒的 ADC 次数可以超过 1600
次。使用 WinIO 驱动，ADC 的转换读数降低到 110 uS，每秒可以超过 2000 次
转换 (在我电脑上面是 2300 次)。下图是使用 InpOut32 驱动的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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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你选择 DDS 的更新在 ADC 转换完成之后。这会增加再 260 µS 的时
间。这样使用 InpOut32 每秒可以完成 1100 次转换。使用 WinIO，总共的转换
时间大概是 500 uS，每秒可以转换 2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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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
本程序支持变频器（扩展 VNA 的使用频率）。当你打开 transverters 模式, 只有
两个选项 “Configure Transverters” 和 “none”.
“Configure Transverters” 会弹出如下的菜单：

这 个 可 以 最 多 设 置 10 个 变 频 器 。 当 你 设 置 了 相 应 的 变 频 器 之 后 ， 这 个
transverters 选项下就会出现相应的选项，每次你需要用到变频器的时候，只
要选中它就可以了。
每一个变频器，程序需要知道本振频率和实际的带宽。程序会自动根据本振和带
宽数据来选择相应的扫描方向。另外变频器的名字需要输入，最多 20 个字母。
变频器的数据会存在注册表中。程序关闭，再打开，会依然保存。

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目前只有少数的功能，使用 USB 口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但是用并口
的话，扫频功能不能使用。
你 可 以 选 择 扫 频 模 式 或 者 单 频 点 模 式 。 你 也 可 以 选 择 lock the LO to the RF
frequency.这样 LO 和 RF 的输出频率就是相同的，同时 LO 频率设置将不可用。

myVNA v0-41

Page 33 of 59

当你选择了 locked the LO and RF，两个 DDS 是同步的，你可以从下拉菜单列
表中选择他们之间的相位差。
你可以直接输入频率或者 DDS 的频率控制字。如果频率改变，频率控制字也会
相应的更新显示出来。类似的，输入频率控制字，频率也会相应改变。注意，
如果你设置了变频器，这里的频率会随着变频器的设置相应变化。同时注意你
频率的设置范围，必须在变频器的范围只内才有效。你也可以直接拖拽来改变
频率。如果拖拽，大约有 32767 个点，如果是 60M 的范围，大约就是 2KHz 的
步进。

对于 SW1 而言，如果在扫频模式下，SW1 会随着扫频的启动而相应的输出高电
平。类似的，如果选择了 power down the DDS between sweeps，在两次扫描的
间隔，RF 和 LO 的输出会关闭。

数据报告视图
重新回到 Display Options.有一个 “Report View”.如果选中了，将会显示出来
扫描的数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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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列显示的当前选中的参数值，每一列的宽度可以改变（类似 Excel 里面的操
作）。滚动条可以让你显示需要看到的数据，打印的时候，也只会答应当前窗
口内的数据，可以产生相应的数据报告。可以复制相应的数据到剪贴板。

.

等效电路

这是在 “Display Options” 下的“Equivalent Circuits”。它有点儿像列表视图。
选中“Equivalent Circuits”像如下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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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equivalent circuits”,程序会改变显示的模式来适应。你可以改变程序的显
示，但是结果可能会出错。
它可以工作在传导或者反射模式，但是它只会显示“Crystal Motional Parameters”.
程序中包含不同的模型，可以切换。
目前的视图有 4 个部分。左上部，程序用来设置相关的控制方式。右上部，一
个小的显示窗口用来显示曲线。左下，是等效电路，右下，会显示出结果。
当完整的扫描之后，右下侧就会显示出相应的数据，并且可以存为文件。

晶体等效参数

晶体模型来自 Jack R. Smith K8ZOA 撰写的 “Crystal Motional Parameters A
Comparison of Measurement Approaches” 里面。文档可以从下列链接下载到
http://www.cliftonlaboratories.com/.程序可以在传导和反射模式下实现 3dB 和 45
degree 两种模型的参数测试，但是我增加了 6 parameter HP model. 另外，为了
改善 3dB 模式，C0 用并联和串联谐振频率，由下式计算得来：

C S = ⎛⎜ ⎛⎜ fp ⎞⎟ − 1⎞⎟ * 2 * C0
⎝ ⎝ f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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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这个部分并不是很在行－如果有人对等效电路和模型有什么建议的，
请联系我。
如果在传导模式下面测量，你必须把晶体串联在 RF 和 Detector 之间，使用
下图的匹配电路，最好配上晶体的插座: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是 12.5 ohms. 另外，你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阻抗
（只有在传输模式下才需要选择）。
在反射模式，直接把晶体连接到耦合桥的 DUT 端就可以了。
在你使用这个模式之前，你需要先让屏幕显示出晶体的谐振图形。
下面是反射模式下的 4 参数晶体模型的测试数据。注意显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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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输模式下

程序会出现竖直的线来标记测试的数据。并且会显示出计算的结果。
如果程序检测到了并联谐振频率，在 4 参数的电路中的 C0 的值就能计算并
显示出来，否则，就只能出现 3 个参数值。注意不论程序是否测量到了并
联谐振频率，程序必须有测量到串联谐振频率才能工作正确。

如果没有并联谐振的参数，会出现下图结果。你可以放大串联谐振频率来获得更高
的精度。下图是传输模式的一个测量结果

程序可以在传输和反射模式下面工作；注意，正如 Jack’s 的文章里面描述的，
你需要注意晶体的插座的电容。在反射模式下面测量的结果有更高的精度，但
是我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myVNA v0-41

Page 38 of 59

要按次序保存数据，你必须先选择保存到一个文件，使用“Log file…”按钮。以
后你每次点击 “Log Results” ，你就会把当前的结果更新到文件中。你可以为数
据选择序号，或者选中自动，程序会自动依次使用整数的序号。

在大多数的模型下，都可以 Refine 结果。如果选中了 “Auto Refine Eq Cct”，它会自
动 Refine。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点击“Refine” 按钮来手动动作。

程序会尝试对关键参数点作详细的测量。对于每一个读数值，程序会自动调整到最
合适的值做递归扫描。对于每一个关键点，程序会在一定的范围扫频，分别是关键
点的前后各选两点。然后会找到一个最佳点，再在这个最佳点前后进行扫描，直到
找到可以配合 DDS 步长的最佳的点。这意味着，你只要给扫描提供足够的点，然
后 Refine 结果就可以了。同时，refine 的时候会有进度条显示测试进度。注意，扫
描的时候可能会有噪音耦合过来影响结果。

注意，程序会精确到 Hz，所以 VNA 需要烤机一段时间使系统的温漂最小后，相
应的数据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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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反射模式下面，你可以使用 6 parameter 模型。这个模型目前还需要修
正，所以结果并不可信：

从 Jack 的文档上面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Refine”是很重要的. 扫描对于噪声很敏
感；最少 1000 个数据点才足够。另外注意设置 ADC 的 delay。还有晶体是高 Q 值
的器件，小心发生振铃（过冲）。

谐波模式和 CDS
Paul Kiciak 和 Wayne Torrey 发展了一种控制 VNA 中的谐波的方法。这个谐波可
以有两种利用的方法：
1. 抑制谐波以防在高频下会产生奇怪的效应
2. 增强谐波（三次或五次）来拓展频率范围
本版本包含一个实验性的算法，感谢 Paul（N2PK 的原作者）提供。
仅仅在你了解如何使用这个谐波的时候才小心使用这个功能。详细的数据请参考
Paul 在 yahoo group 里面的消息。
“CDS mode” 现在是用对话框显示出来。“Basic”模式是简单的 I/Q 测试，没有相应
的校正。但是它是最快的测试模式。
程序的校准数据是有限制的。例如，程序不允许谐波模式下的校准程序用在其他模
式下。这是因为目前这个模式还只是在实验阶段，你必须要小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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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个通过三次谐波来拓展频率范围的例子，每一步用了 16 次采样（所
以会慢一些）。
当你选中三次或者五次谐波的时候，频率的范围也会相应的增加。注意，你不要
去改变最大和最小的频率值，当你选择了谐波模式之后，程序会自动拓展频率
的。
在三次谐波模式下，程序范围会变成 180 KHz to 180 MHz.下图是 30M 的低通滤
波器 1 MHz 到 150 MHz 的结果:

要使用谐波模式，你必须使用谐波丰富的 RF 源，例如，可以用 AC 系列的门，
偏置到 1/2 Vdd。
注意，目前的程序还只是实验性的，可能后续会做更改－目前可以得到和
Paul 类似的测试结果，但是还有稍许不同。
在 0.1-60M，谐波抑制模式很有用。下图是同样的低通滤波器在 0 至 60MHz，
用 CDS 模式的测试结果.红色和蓝色的线条表现出在频率高端时候由于谐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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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造成的增益上的差别，紫色和绿色表示出频率高端的相位差别。其中，绿色
和红色是 CDS 模式下的测试结果。

衰减器和开关的控制
衰减器和开关控制功能的增加是为了支持 S 参数的测量。
在 “Switch and Attenuators”下，有几个项目，第一个是 “Configure 设置 tings”. 这
个对话框是用来设置相应的控制线的。

.

左边是衰减器控制，你可以选择 8 个当中的任何一个，并可以给他们重命名。你
也可以指定程序让输出线反向，来适应你的衰减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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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显示的是两个开关的控制(第二个开关只有在使用 USB 口的时候才会出现). 和
衰减器类似，他也可以重命名和输出反向。
当你设置好了这些之后，你可以直接在左边的树型列表里面选择使用哪一个
衰减器和开关。
当开关控制引入之后，在扫描的时候必须要能改变它的设置。

在衰减控制主模块的左右两栏有两个标签“Forward”和“Reverse”。当程序设
置为自动开关的时候，这两个设置可以使用来做为正向和反向的调整。当被选中
后，手动换向的设置会被自动设置所覆盖。这个功能是为了 S 参数测试中使用放
大器，并且正向和反向需要不同的衰减量以得到最好的指标而设置的。

开路/短路/负载 校准件
由于引入了 S 参数的测量，程序的内部逻辑有所改变，现在是直接用反射系数来
计算，不像之前版本要利用阻抗数据。做为一个产品，程序也支持为校准件加入
修正因数。.
树型列表中有一项“Reference Standards”.如果你打开这个选项，会发现关于开
路，短路，和负载的相关选项都在里面。
程序认为校准件总是会有些误差的，所以每次校准之后和载入校准数据的时候，
程序都会用校准件的修正系数来修正校准的结果。一些参数会被修正并保存，下
次打开的时候程序会自动载入。参数改变的时候，你不需要特意的去保存一次。
如果需要改变参数，点击相应的选项就会弹出窗口来。每个参数都有极限值。程
序假设开路会有一些边缘的寄生电容，短路会有串联电阻和电感，负载会有并联
电容和串联电阻，电感。
你可能会用到不同的校准件，所以测量的数据也会随着你保存和载入的时候作相
应的改变。
理解引入校正因子是很重要的。当你使用 V0.29 及之后的版本，校正影子会在校准
扫描之后来处理扫描的数据。所以你必须在校准之前输入正确的校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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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参数
S 参数的模型是基于 HP 的 12 项误差纠正模型和 Paul 的代码。可以参考 Paul 和
Tom 的相关文档做参考。
在那个模型里面，校正比基础的校准有更多的修正，所以更加准确。
在 MyVNA 里面有 5 个不同的校准模型。Response Calibration 是最简单的. 5 and 6
term 模型假设正向和反向的连接是相同的。这个大概在只有一个耦合桥，并且耦
合桥需要手动反向的时候会使用。在其它的状况下，由于开关和耦合桥的差别，
反向的结果相差很明显。因此 10 and 12 term 的选项是推荐的. 5 和 6 term 之间的
差别和 10 及 12 term 的差别是一样的; 在 5 或者 10 term，直通的检测器是没有
isolation 测量的，假设损耗是无穷的。
注意，不论什么样的校准数据，重要的是使 DUT 的扫描结果最佳。

所以，现在扫描。最佳的 S 参数会在获得了正向和反向的扫描数据之后得到。这
个和你是否做了 5/6 或者 10/12 项的校准不同。在反射扫描，如果没有 10/12 项的
数据，5/6 项的测试数据会同时被用于两个方向的结果。

怎样让程序作反向的扫描？有两个方法。手动，在“Instrument Mode” 有一项
“Perform reverse Scan”，当选中的时候，程序会认为扫描的数据是反方向的，并
且会自动的处理数据。然后如果使用 S 参数的测试设备，程序可以自动的控制相
关的继电器。要打开这个功能，在“Switches and Attenuators”下选中 “Enable
Switch X in Reverse scan” 选项。这样程序就会在正向扫描结束之后自动作反向
的扫描。

顺便说一下，正向和反向的扫描数据很容易弄混淆。如果你在显示正向数据的时
候去做反向扫描，你会看到‘trace in progress’的提示，但是最后不会得到任何的扫
描曲线。

由于并口只有一个开关线。USB 口有两个，如果你选中任何一个，程序会自己进
行反向的扫描。在使用并口的情况下，另一个开关会变成灰色并隐藏，但是如果
你选中了这个开关，程序依然会自动去进行反射的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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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如果你做双检测器的 12 项校准扫描，程序需要如下数据:

1.
2.
3.
4.

在开路扫描的时候，它会计算传输的隔离度和反射系数。
在短路扫描，它会计算反射的短路数据。
在负载扫描，它会计算反射的负载数据。
在直通扫描，它会计算直通的传导数据和检测器的反射系数。

这 6 个因数会在 12 项扫描中对正向和反向数据进行修正。程序也可以设置使用 10
termor 5 和 and 6 term 的误差修正. The 5 and 6 term 模型和 10 and 12 term 模型是
类似的，但是他们的反射扫描校准数据假设是和正向的数据是一致的。如果你只做
正向的测量（或者手动反向），单个的耦合桥配置有必要，参考附件 B 作设置。

不同的校准可以在“Calibration” 下面自己选择。

选用 5,6,10 或者 12 数据和模式有关系。推荐使用 S 参数的测试设备，并且自动开
关。手动扫描也很简单，先做正向，然后手动反向。对于自动开关，相应次序是遵
循 Mike Collins 的建议，并且优化到最简单的操作。注意阅读程序每一步的相关指
示。

任何的扫描，包括校准，都可以进行每点平均（最多 10000 点，如果你想疯掉的
话），但是在开路/隔离度扫描，可以控制程序有不同的平均的次数。这很有用的。
用“Use separate isolation average”选项和 “calibration”选项下的“Isolation Average”
可以分别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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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的数据可以有以下的方法得到：
1. 反射扫描得到开路/短路/父子的反射数据
2. 传输扫描。直通和可选的隔离度数据。如果选skip，隔离度的数据就是
0。反射的时候，隔离度一直是0。
1. 双检测器或者 S 参数测量。像上面定义的一样，这个会得到反射数据，传
输数据，和检测器反射系数
如果单独对反射和传输进行校准，检测器的反射系数会丢失的。因此 S 参数测量
会出现错误。
注意，在“Hardware”选项下有一个初始化扫描延迟的设置，可以用来设置继电器
的开关时间。同样注意，在使用并口的时候，只有一个开关，用 USB 口的时候，
有两个开关。
为了完全支持 2 端口的 S 参数扫描，正向和反向数据的设置是需要的。如果你在
反向的时候而硬件是正向连接的，程序会继续计算，但是反射数据会是 0。结果也
没有完全的 10/12 term 的扫描结果精确。
当得到了 S 参数的数据之后，你可能需要转换到其它的模式－基本的双检测
器，反射，或者传输模式。
当程序扫描的时候，如果在做反向的扫描，进度条会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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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 S 参数的显示设置。

有一个程序的限制需要注意。在 CDS 模式，程序会通过算法消去检测器的直流漂
移，所以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检测器的输出几乎是 0。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安全的使
用 5 或 10 term 校准, 因为我们假设的值就是 0.但是在基本模式下，检测器的直流偏
移没有被消除掉，所以不能使用 5 或者 10 term 校准。在 V0.32 之后，程序会有出
错提示。

最后一点。在 ‘Hardware’ 下，有一个 “Swap detectors in reverse scan”. 如果在你作反
向测量的时候，你的检测器是调换的，你需要选中这个选项。如果你弄错了，出来的
结果会很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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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I/O 线
在“Instrument Modes”下有一个“test” 功能，可以提供简单的 I/O 口的检测功能。这个
功能在 USB 口或者并口下都可以使用
当选择了，会出现下图的对话框。

每一根控制线都可以设置为高电平，低电平和 PWM。当设置在 PWM 模式的时
候。出来的是 50%占空比的信号（高低电平的时间大概是 10-20ms，和电脑配
置有关系或者是 0.5s）。有两个输入线（USB 有三条输入线）。两个 ADC 的数
据线的输出会用竖直的进度条显示。在 USB 接口的时候，还有一个电源检测
线，它会指示出电源是否打开。

注意，ADC 显示的竖直进度条并不表示 ADC 的输出结果
是对的――这仅仅是二进制的高低电平。

注意，ADC 的信号线的输出速度和系统给出的电平的速度一致。

RF 电 流 电 压 的 测 试 方 法
RF 电流电压的测试方法是使用特殊的硬件接口来实现高精度的阻抗测量。这
里，电压和电流是分开测量的，它们的比值，就是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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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需要测量电流和电压。一个实现这个测量的方法是使用双检测器配
置。另一个（更精确）的方法是使用单个的检测器，但是这需要使用一个快速
的切换开关，并且需要进行两步处理。这两种检测方法，软件都支持的。
在“Hardware”下有一个设置 RF－IV configuration 的选项。选择这个会打开如下的
对话框。根据不同的检测模式，程序会有两种配置

在双检测器模式，只有一个选项来选择用哪个 ADC 来测量 RF 电压（另一个用来
测量电流）。在单检测器模式，必须选择用哪个 ADC 来测试，以及配置用哪个开
关控制线做切换。
为了使用 RFIV 模式, 选择“Instrument Mode”下的“Use RF-IV mode”。当这项被选
中的时候，扫描的模式变成反射测量，校准模式被切换成“Response Calibration”。
你需要使用 RF-IV 硬件做特别的校准处理。程序会对校准的数据做相应的标志以防
止和普通的校准数据混淆。当然这两种校准数据是不能混淆使用的。每次程序启动
的时候会自动载入校准数据，如果程序识别出来是 RFIV 模式下的数据，程序就会
自动切换到 RF-IV mode.

对数&线性扫描
这里有两个方面：对数或者线性的校准数据和对数或者线性的扫描数据。你可
能很容易会混淆这四种排列组合，但是需要注意，尤其是在低频的时候，当使
用比较少的扫描步数，程序在使用差值算法计算校准数据的时候，可能会出现
一些不可预料的错误。因此，明智的选择就是用对数的校准数据来作对数的扫
描结果。
在 “Instrument Mode”下面有一个对数扫描的选项。当选中之后，程序扫描会以对
数间隔的步进，当然显示模式也会自动变为对数坐标。但是，程序允许你用对数
步进扫描，但是显示模式却是线性的。反之亦然。
当你选择对数扫描的时候，显示的模式会自动的切换到对数显示。但是你可
以在显示区域，用右键菜单再改为线性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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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0.35 之后的程序，在载入数据的时候会检测数据是对数还是线性的，如果
两者都不是，程序将不会识别这些数据。

所有的功能，包括标注，显示列表，文件保存和载入，都会随着线性或者对数作
相应的变化。只有晶体等效电路，它需要线性的扫描。
在校准的时候，程序只会用线性的步进－这里只是为了让程序的代码尽可能简单。
在对数扫描的时候，当你输入的需要的扫描点数和扫描频率之后，程序会自动的产
生校准的数据来适应对数扫描。
最后，如果你选中“scan from zero” ，由于 log(0) 是没有意义的，程序会自动从 1Hz
开始.

拖动
如果有个文件被拖入程序的显示范围。程序会尝试载入这个数据。例如，*.ref 文件
会被识别为校准件校准因数数据，*.cal 会被识别为校准数据。
如果是 .ref, .csv, .s1p 或者 .s2p 文件，程序会尝试载入数据并且显示出相应的曲线。
被拖入的文件自动储存到 store 1. 如果同时拖入多个数据，程序会依次把数据存入
stores 区域（一共有四个），当都存好后，之后的数据会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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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校准向导
有时候，你并不需要一步一步的按照向导的指示来做校准。当你对程序的使用
很熟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自己去做校准，而不必拘泥于向导给你指定的次
序。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有一个“unguided mode”。目前这还是在校准选项下
面的一个可选项。当被选中的时候，校准的模式按钮会改变。 点击‘Calibrate’
会出现如下的对话框。

注意，顶部的三行显示当前校准的类型和目前的设置。初始状态下，它会显示
当前的校准数据。
校准的类型（这里是 6 项的 ERC 校准）是在校准类型（相应，5,6,10,12 项校
准）的设置里面得到的。反射，传导或者双检测器模式以及“Always do dual
scan”是否被选中，都会影响相应校准的需要做的校准项目。
当前的设置都是从当前的校准数据中得到的。相应选项前面的绿色的勾和红色
的叉表明这个选项的校准数据是否已经得到。
注意，当前的 VNA 的频率和扫描点数的设置可能和屏幕的显示值并不相同。
因为校准数据并不一定是和当前值符合的。如果你对相应的选项做了校准之
后。程序就会使用你校准过后的数据来做相应的修正。因此，有可能你做了一
项的校准，原先其它项的校准数据可能会失效的（因为这两个数据之间的频率
范围和点数可能有差别）。
每一个校准项都有一个相应的按钮和勾/叉。点击按钮就可以做校准。隔离度的
选项可以再讨论一下。是否打开这个选项不仅和选择的校准模式有关，也和右
侧的两个选项有关系。在设置为相应校准的时候，如果做传导的扫描，如果你
选择了 CDS 或者谐波模式，隔离度这个选项是不需要做校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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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选项是”Perform Transmission Isolation During Open”。再说一次，如果
选中了，ISO 的按钮就变灰色了。现在，ISO 的数据会在做 OPEN 校准的时候
取得。

拷贝到剪贴板
在主工具栏有一个“copy” 按钮，可以把当前的数据拷贝到剪贴板。如果当前是
显示的曲线，或者极性图，数据都会是一副图片，并且可用复制到 Word,Excel
等程序中。

在 “Display Options”标签下有一个“Add Print Notes to Clipboard Copy”的可选
项。当选中的时候，当前的标记，注释都会在图片中显示出来。这个功能在等
效电路里面还没有实现。

如果是在“Equivalent Circuit”下，屏幕上面的控件不会存到图片中，但是当前的
电路图会显示出来。

如果当前是数据报告的显示模式，那么数据是会以 CSV 和文本的混合格式拷贝
到剪贴板的。这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数据拷贝到 Excel 中。但是如果你只是
使用简单的“Ctrl+C”，所有的数据会被保存到 Excel 的一个单元格中，这其实
没有什么意义的。你需要在 Excel 中右击，选择“选择性粘贴”，然后在对话
框中选择“CSV”格式，这样程序就会正确的识别数据了。
在数据报告视图中，当你点击“复制”按钮的是会，两个不同类型的拷贝会出
现。如果当前没有任何一行被选中，所有的数据都会被复制到剪贴板。如果有
一行或者多行被选中了，那么只有被选中的行会被拷贝到剪贴板。

在数据报告视图下，也可以单独选择一列的数据。你需要在显示区域右击鼠
标，然后会有弹出菜单让你选择需要单独拷贝的列。这个也是文本和 CSV 的格
式数据，但是由于只有一列，没有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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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你可以通过拖拽来改变相应的列的位置。注意，每次重新进入到数据报
告视图的时候，程序会再次按照自己的默认次序重新排列。

显示多条曲线
在上面的所有的讨论中，每个坐标轴只有一个参数类型。
然而，程序是可以同时显示多个类型的参数值的。只要你按住“Ctrl”，然后选
择相应的选项就可以了。
这样，在数据报告视图中，也会显示出比较多的列。下图就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同时显示你想要的任何数据。

在程序的曲线视图下面，这个功能也是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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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次，你可以按你需要显示任何你想要的数据。注意，曲线的颜色是可以
改变的。
对于数据的存储也是一样的，在这里不用“Ctrl”来做多次选择，每一个（共四
个）选项，是可以独立操作的。
因此，每一次最多可以在坐标轴上面显示 26 个不同的参数加上 4 个存储的数
据。这样，一共会有 260 条曲线出来，你需要用 260 种颜色才能区分它们。当
然，其实实际上是用不到同时显示这么多参数的。
目前的这种解决方法还不是理想的－如果我找到更好的方法，我会再做更新
的。有 8 个曲线选项，并且它们的颜色可以分别指定。前面的两个是为左右两
个坐标轴保留的。剩下的给其它的使用。在史密斯圆图中，第一条曲线是保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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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通用设置
不能得到扫描的曲线？检查一下你的设置，下面是一个简单的设置。
Instrument mode:
z 首先选择Reflection或者transmission模式
z 取消选中 ‘Perform Reverse Scan’
z 取消选中 ‘Use RF-IV mode’
z 取消选中 ‘Always Do Dual Scan’
z 取消选中 ‘Logarithmic Scan’
Display Sets
z Transmission下选择 Rs+Xs，transmission下选择 G(dB)+<G.
Display Options
z 选中 ‘Graticule’
z 选中 ‘Scan Progress Bar’
z 选中 ‘Autoscale on display change’
z 选中两个“snap” 的选项
z 选中 “Audio Cues”
z 选中 “Invert RL display”
z 选中 “Display Info Tips”
z 设置 vertical divisions 为 8
z 设置 horizontal divisions 为 10
z 设置 Print Pen Width 为 5
z 设置 Display Pen Width 为 2
z 取消选中 ‘Smith/Polar View”
Calibration
z 选中 ‘Use Separate ISO Average’
z 设置 Isolation Average 为 5
z 选中 ‘Response Calibration’
z 取消选中“Log Calibration Scan”
Reference Standards
z 设置 Cop 为 0.04
z 设置 Cld 为 0.23
z 设置 Rld 为 50.00
z 设置 Lld 为 0.15
z 设置 Rsh 为 0.00
z 设置 Lsh 为 0.00
Load & Store Data
z 不需要特别的设置
VNA Hardware
z 如果使用单个ADC，两个ADCs都设置为1或者2（推荐用2）.
z 如果使用双ADC，请根据自己的实际配置来选择
z 设置 ADC step delay to 1000
z 设置 Sweep Start Delay 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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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
z
z
z
z
z
z

设置 Phase change Delay 为 0
设置 ADC Speed 为 5
设置 Trace Average 为 1
设置 clock 为 150 (开机20分钟后测量时钟频率，然后再修正)
设置 Minimum frequency 为 0.06 MHz
设置 Maximum frequency 为 60 MHz
设置 System reference 为 50.00
在 “hardware interface”,选择USB或者Parallel, 先选择InpOut32. 设置 并
口的ADC timeout 为 500 ms.
z 在 “Choose CDS/Harmonic mode” 设置 “Harmonic Suppression
Mode” ， “Fundamental” ， “4 samples”
z 选中 “Load DDS during ADC”
z 取消选中 “Swap detectors on reverse scan” 记住，当你使用S参数测试治
具的时候，这里需要正确的设置
Choose Trace Colours
z 选择合适的曲线颜色－只要不是白色就可以
Transverters
z 选中 ‘none’
Network 设置
z 目前这个版本不用设置
Switches and Attenuators
z 选中，并勾选所有的开关。
z 确认在reverse scans的时候，没有开关被选中
z 确认“Set Attenuator Automatically”选项没被选中
在 “View”
z
z
z
z
z

菜单下选中 “Limits”设置如下
DDS Clock Frequency Limits Min 10, max 10000
Base VNA frequency limits 为 0 (min) and 10000 (max)
Transverter Frequency Limits 1 (min) and 10000 (max)
Calibration standard limits 500 ( Rld) and 10 (the rest)
取消选中所有的 “Change LeftView Controls”。如果之前选中过，要先
取消选中，退出程序重启一次。

在主工具栏:
z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Full Scan”
z 设置 Steps 为 200

现在关闭程序再重启一次。依照手册重头开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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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 S 参数测量设置和反射桥
VNA 有三个基本的设置单检测器，双检测器和 S 参数。
对于单检测器设置，有两个基本的配置；传输模式的直通和反射模式下的耦合桥。
RF DDS 输出，Det RF In 和 DUT 口需要和相应的 VNA 接口的测试器件相连接。
在 Paul 的 VNA 第二部分的说明文件里面 Figure 11 有介绍耦合桥的电路和相应的
连接电路。
在下列情况下，会用到单耦合桥的双检测器配置:
z 双检测器的Response Calibration (RC)
z 5 or 6 term Enhanced Response Calibration (ERC)
z 手动反向被测器件的10 or 12 term calibration（校准）
在这个配置下，耦合桥与 VNA 之间的连接不变，DUT 直接接到被测期间的输入
端 ， 被 测 器 件 的 输 出 接 到 检 测 传 输 量 的 那 个 检 测 器 的 Det In 。 在 Paul 的 Fast
Detector 文档里面有说明。
S parameter 测试的设置是用 10 或 12 term 校准，搭配自动开关。在这个配置力，
两个耦合桥用继电器来切换，在 Paul 的 fast detector 文件的 Figure C 有说明。

当测试放大器的时候，对正向和反向扫描选用不同的衰减设置也许会比较有
利。为了支持这个功能，程序会在每次扫描之前自动调整衰减设置。更多的设
置，请参考衰减控制的相关章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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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 使用并口的时候出现尖刺
在 XP 下，使用并口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不希望的尖刺，比如下图。

Glitch

信号线和可能是产生尖刺的原因，但是也可能有软件的原因。
在 XP 的近期的版本中，并口的子系统会自动检测打印机；大约是 5 秒种每次
会检测一下并口的活动性。这个会引起上面的尖刺。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关闭自动检测的功能，下面是这
个值所在的注册表的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Parport

会有一个值叫做‘Parameters’。如果没有，手动创造一个，然后在创建一个
DWoed 类型的子项‘DisableWarmPoll’，赋值为 ‘1’。当你保存并重启电脑之后，
这个问题应该就会解决了。但是最好在检查一下当前的注册表设置。
注意，如果你在网络上搜索 ‘DisableWarmPoll’ 会出现许多类似的记录; 这个不
是唯一的问题。。然而解决方法也是多样的。有些人说增加一个子项到
ControlSet0001, 有的说增加一个 ‘Parameters’到那个位置。我发现如果你这么
作，这些入口在电脑开机的时候会被删除。
要重新开启 warm polling, 让这个值为‘0’.
如果向自动修改注册表。创建一个文本文档重命名为 ‘EnableWarmPoll.reg’ 和
‘DisableWarmPoll.reg’. 文档的内容请拷贝下面的字符进去。注意，对于
MyVNA 软件来说，上述文件会自动的创建保存在一个叫做‘Parallel Port
Configuration’的子文件夹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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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isableWarmPoll.reg 文件: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Parport\parameters]
"DisableWarmPoll"=dword:00000001

对于 EnableWarmPoll.reg 文件: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Parport\parameters]
"DisableWarmPoll"=dword:00000000

双击你要选择的文件，在确认的对话框中选择你要把这些文件添加到注册表就
可以了。
如果你发现这样并不起作用，你可以和我联系。

### 文档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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