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t Brochure

VNA Master
MS2024A/MS2026A
和MS2034A/MS2036A
TM

通用手持式 矢量网 络分 析仪和 频谱分析仪

介绍 VNA Master TM矢量网络分析加频谱分析
世界 各地 的现场 射频工 程师和 技术 员为保 障国防 和
通 用通信 系统， 需要提 供有效的服务。它 们保证海军船 只
上 的雷达 的正常 使 用 。它 们 可以测 试军 用车 上 的天 线 系
统 ；它们 进行军 用和民 用飞机的飞行路线 测试；它们维 护
航 海远征 战斗设 备的通 信系统；它们支持 全世界无线电 航
海 系统内的甚高 频（V HF） 全向测距(VO R)； 它们保证 方
向 测定(D F) 侦察系统精确查 明可能 的威胁 。

实现上述应用 的主要 测试仪 器有：矢量网络分析仪、 频谱分 析仪、 功率计和矢量
电压表。在工厂里 ，这些 手持式 仪器对于降 低测试成本和 和降低 设备成 本，也有特别
的吸引力。

安立公司引入MS202 xA VN A Mas ter 和MS203 xA VNA 加频 谱分析 ，
该分析仪在一个手 持式、 电池操 作的多 功能坚固仪器中， 提供单 台测试 能
力。V NA Master 通 过一个 更有 利于使 用的手 持式仪 器很容易地 代替了 笨
重而陈旧的台式仪 器，这 样技术 人员可 以在他们工作的场 所随意 漫游。 这
种自由度提高了他 们在匹 配电缆 的相位 、识别干扰源和查 找发射 机故障 点
时的效 率。VNA M aster适 用于现 场的 电缆和 天线测 量的理 想工 具，它 也
可作为制造和研发 中的一 个廉价 替代品 。

特性
2端口矢 量网络分析仪
(2 MH z~ 4/6 GHz)
宽范围 的频谱分析
(9 kHz ~ 4/7.1 GHz)
宽范围 的功率表(10 MHz ~4/7.1G Hz)
可选的 功率监控测量
(1 MH z t~20 GHz)
可选的 矢量电压表(V VM) 模式
(2 MH z~6 GHz)
按人体 工程学设计的 控制器
手持式 电池操作的射 频测试解决方 案

型号
所有

益处

MS 2034A/36A

校验各种 器件性能，如 天线、相位 匹配电缆的和 使用
"故障点定 位"(DTF) 查 找问题
支持通用 的航天、国防 和无线通信 标准

MS 2034A/36A
所有

方便的功 率测量， 无 需 使用外部检 波器
在使用外 部检波器的现 场能更准确 地查找发射机 故障

所有

用更有效 的解决方案替 代停产的仪 器及外部附件

所有
所有

易学、易 用，以提高操 作者的效率
无需交流 电源即可在现 场随意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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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VNA Masters: MS2024A/MS2026A/MS2034A/MS2036A
2.5 mm 3线单元式头戴 耳机连接口
USB 接口

频率基 准输入

GP S连接口

频谱
分 析仪
输入

外触发输入
CF存储卡
插槽

R F输出

LAN 连 接口

RF输入

电池充 电器输入

喇叭
开关键

日 期及时间显示

方向键 按钮
滚轮
仪表参 数设置显示
区域

软菜单 键区
数字键 区及功能键区

功能键
充电电池
软 菜单键
矢量网 络分析仪连接 口
频谱分析仪连接口

矢量网络 分析仪连接口

MS2 024A/ 26A

特 性 (MS202 xA, MS203x A)
重 量轻 (不超过 4 kg，包括 电池) ， 坚固的设计
8 .4英寸全彩色TFT大屏幕显 示屏
N型阴头射频连接口
软 键、方向按钮和滚轮
L AN 和 USB 2 .0 (全速) 连接 口
可 再充电和现 场更换的锂离 子电池
6 4 MB 存储
通 过以太网进 行远程编程

MS2 034A/ 36A

益处
任何 地点、任何时 候、操作方 便
一目 了然的结果和 仪器设定， 提高了操作者 的效率
易于 连接，具有已 被证实的在 恶劣环境下的 可靠性
触觉 反馈使得能精 确的控制仪 器的设定
最近 的连接口，用 于数据传送 、数据归档和 固件升级
单次 充电，则可实 现 >2.5~4小 时的测量
存储 和容易地存取 超过1,000个 迹线和1,000个测量设定
提高 效率，通过自 动的重复测 量和操作者的 特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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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 VNA 测量，可用于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电缆 和天线是任何通信系统必 不可少 的组成 部分， 若长时间的腐蚀、浸泡水 中或过度使用 都会使它们的性能劣化。需要相 位匹配 的
电 缆更易 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从理想上看 ，通过 日常巡 检这些重要部件，以便更 早通过 测试发 现这些潜在的灾难性问题 ，事故 后再去 修
复 的事情 就会避 免。界面友好的矢量网络 分析仪能简单 地实现这项任务。

VNA Mas ter 是一个单向2端口 手持式 矢量网络分 析仪（VNA） ，它用 先进的
"频 域反射 测量技 术"（ FDR） 方法替 代较 老的"时 域反射 测量技 术"(T DR) 方 法的直
流 脉冲 技 术。 利 用FD R，VNA Ma ster 提 供便 利 的1端 口测 量 ， 现 场 测 量 回波 损
耗 、电 压 驻 波 比 （VS WR） 、电 缆 损 耗 、 故 障 点定 位 （DTF）和S mith圆 图。 将
VNA Master 与 一个2端 口 电 缆连 接 ，以 测 量 电 缆损 耗 、 相 位 和群 延迟 。 换句 话
说 ，通过 简化现 场中的S11和S21测 量，VNA M aster 提 供精 确的电 缆和天 线测量
能 力。
VNA Mas ter 利用 开路-短路-负载矢 量修正 ，来 保证1端口和2端口测 量的精
确 性 、 可 重 复 性 和 总 体 质 量 。 作 为 对 传 统 的 标 量 测 量 方 法 的 一 种 改 进 ，VN A
Master 去 除了与1端口 反射测量相 关的所 有系统 误差， 包括 方向性 、源匹 配和反
射 跟踪的 误差。 此外，VNA Maste r 去除了 进行2端口 传输测 量时的 传输响 应误差
和 传输 源 匹配误 差（ 也就是 一个单 向2端 口的 修 正）。 虽 为 手持式 产品， 但VN A
Master经 过矢量修正，为快速测量 、查找 故障或者做电缆的相位匹 配， 提 供了优
质 的测量 精度， 因而用户可以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进 行VNA 测量。

特性 (MS202xA, MS203xA)
2端口 矢量网络分析 (2 MHz ~ 6 GHz)

益处
校验天 线， 匹配电 缆相位和使用 “故障点定位 ”(DTF)查找 问题

方向性>42 dB
当|S1 1| <30 dB时 ，不确定性＜ ±1 dB
当 |S2 1| <10 dB时 ，不确定性＜ ±0.5 dB，＜ ±4°
动态范 围>70 dB
Smit h圆图、相位和 群延迟的测 量

极好的 动态范围，用 于精密的1端 口测量
优良的1端口测量精 度，用于回波 损耗、电压 驻 波比和电缆 损耗的测量绕 缆损耗测量
优良的2端口测量精 度，用于插损 、增益、相 位 和群延迟的 测量
保证足 够的信噪比， 以达到精确 的传输测量
为器件 、天线测量和 电缆相位匹 配提供方便的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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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 VNA Master 加上频谱分析仪
可用于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除 了电缆 和天线 ，典型 的通 信系统 还包括 更复杂 的发射 机、 接收机 和信号 分离器 件。这 些附
加 器件 增加了 整个系 统的复 杂性 ，这使 得当存 在突发 问题时 ，其 维护变 得特别 困难。 一台现 场友
好 的频谱分析 仪则可以很方 便的解决这个 问题。
VNA Ma ster加 上 频谱 分析仪 （也 就是MS203xA），把 在现 场中进 行频谱 分析的 能力 添 加到
已 经很强 大的MS20 2xA 上 ！不要 小看这 台仪表 的体积 ，这 个仪器 虽然体 积小， 但可提 供与台 式机
相 竞争 的性能 和特点 ，从而 简化了 现场频 谱分 析、干 扰分析 和其他 通用信 号的 测量。VNA M aster
从9kHz ~7.1G Hz 宽 频率范 围内提 供超大 动态和 极好的 相位噪 声特 性。

VNA Ma ster加 上频谱 分析包 括许多 标准的 频谱测 量。 这些测 量包括 场强、 占用带 宽、通道功 率、邻 道功率 比和载 干比（C/I） 。此
外，内 置式A M/FM/ SSB 解 调器简 化了识 别干 扰信号 的任务 。总之 ，VN A Mas ter 是一 种强 有力的 手持式 仪表， 具有适 用于 任何地 点、
任何时间的通 用目的频谱分 析的功能。

特性 (M S203xA)
宽范围频 谱分析 (100 kHz ~ 7.1 G Hz)

益处
包含有大量的 无线和国防通 信标准
现场易于观察 低电平信号或 干扰源
揭示现场附近 有问题的信号
评估本地振荡 器和观察近端 发射机性能

宽的动态 范围 (≤ 10 0 dB)
极好的D ANL (带有预 放大器): -15 3 dBm 在 10 Hz RBW下
在10 kH z偏置下，<- 100 dBc/Hz 优良的单边带 (SSB) 相位 噪声性能
在 10 M Hz 范围内，2 00 ms的快速 扫描速度

实时扫描，以 检测断续信号
用于快速提取 测量结果的多 种功能标记

强大的标 记：6个标记 ，7个标记模 式和标记表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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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一览
VNA Master 进行 各种旨在简化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工作的 射频测量。V NA Master 是第一台用于显示1端口和2端口S参数测量的手 持
式VNA 。 无论你 是进行飞行线路测试、电 缆和天线维护 ，还是在实验室里 进行S参数测量，只需要对 仪表的功能键进行简单选择，就 可
以进行用户所需 要的所有射频测量。

S11 对数幅度/回波损耗/电压驻波比(VSWR)/Smith 圆图
VNA Master 的S11测量可 以用来 在实 验室或 制造厂 中测量 衰减器 、
天线 、电缆 、滤波 器、 放大器 或其他 无源 和 有源 器件的 匹配。 在测试 现
场， 回波损 耗或S WR 被 用来表 示电缆 和天 线 系统 的特性 ，以保 证符合 于
系统 的技术 规范。 选择S mith 圆 图来简 化传 输线路 的阻抗 匹配调 试或对 天
线测 量进行 调试。

S11Smith圆 图

故障点定位(DTF)
VNA Master 的"故 障点定 位" (DTF) 测 量 用于 在现场 精确的 查找 电缆
系统 和馈线 系统内 的故 障，这 种查找 是通过 以dB或VSW R 为单 位显示 一
段距 离(以米 或英 尺为单 位)上的 幅度 不 连续 性而进 行的。DTF显 示是通 过
在频 率域内 进行扫 描，然 后使用快速 傅立叶 反变换 而得到 的数据 被转换为
时域 。不同 的窗口 类型(频率滤 波器)使 用户 有更大 的灵活 性来选 择不 同脉
冲宽 度观察 。

故 障点定位

S21 对数幅度/群延迟
VNA Master 的2端 口测量 可选择 输出 不 同的 功率电 平："高"(0 d Bm)
和"低"(-35 dBm) 。使用 "高"功 率电 平 ，可 精 确的 测量 无 源器 件 ，诸 如 电
缆、 滤波器 和衰减 器的 插 入损 耗。另 一方面 ，使用"低"功 率电平 ，以 避免
被测 放大器 饱和。 除了对 数幅度 测量 外，相 位和群 延迟的 显示类 型也简化
电缆 的相位 匹配、 滤波器 和整个 系统的测量 。

S21对数幅度/群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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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频谱分析仪测量一览
MS 203XA 系列的VNA Maste r Plus 频谱分 析仪进 行各种 旨在简化技术人员 和工程 师工作 的射频 测量。无论你是进 行频谱 监控、 干
扰 分析， 还是进 行其它的现场通用信号测 量，只要对仪 表功能键的简单选 择，就 可以进 行用户 所需要 的所有射频测量。

相位噪声
连接到MS203x A 上， 并观察您本地 振荡器 和信号的真实频谱 纯度。
具有10 kHz 偏置的－110dBc/Hz典型相位噪声，VNA Mast er 可方便地校
验用户最 需要的相位噪声技 术规范。使用相位噪 声标记和标记表特点，可
进一步优化、观察和存档测量结果。

相位噪 声

信号测量
MS203xA 的100 dB典型 动态范 围，可 对有 大信号 的情况 下测量 非常
小 的信号 。宽的 动态范 围也 意味着 用户可 以使用 更宽 的分辨 率带宽 ， 来
提 高测量 的扫描 速度。 通过 六个标 记和一 个易读 的标记 表，VNA M aster
提 供了强 大的现 场测量 能力。

信号测量

调幅/调频/单边带解调
用于 调幅(A M)、窄 带调频(FM) 、宽带 调频( FM)和单边带(可选的USB
和LSB)的 内置式 解调器 ，使 技术人 员能容 易地识 别干 扰信号 。被解 调的
音 频可以 通过内 置式喇 叭或标 准的3线耳机 听到。为调 试方便 ， 提供 了解
调 用标记 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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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扩展 - 实用的矢量网络分析选件
功率计 (选件 5)
借助Anritsu 560系列检波器，技术人员能准确地测量≤50GHz的宽带功
率。 这些高精度检 波器 非常有助于使 失配不确定性 最小 ，检波器的平 坦度优
于0. 5 dB(1 8 GHz )。
功率计的特点:
·测量范围 (-50 ~ +20 dBm)
·显示范围 (-80 ~ +80 dBm)
·显示格式: 绝对功率 (d Bm 或瓦特) 和相对功率 (dB 或 % ).
·内置自动平均，自动降 低噪声的影响
·校零使得能在低功率电 平下优化测量精度

TMA-DD

易于 观察的功率计 显示，使现场 测试最方便 。

偏压(Bias Tee)(选件 10)
易于 观察的功率计显示，使现场测试 最方 便。 内 置可变偏压Bias T ee被设计成向 塔顶放大器(TMA)或其他有源器
件提供偏压。这 个偏压是从RF的中心导体上提供 的。在VNA Master的端口，可变 +12 ~ +24V 电压，步长为3V。

ANT

TX RX
(Bias Tee)

D
U
T

VNA Master

RF OUT

RF IN

矢量电压表 (选件 15)

S11

VN A Mas ter提供 一种 对现场 友好的 通用矢 量电 压表
型 式 ， 用 于 电 缆 的 相 位 匹 配 。 在 这 一 方 法 中 ， V NA
M aster提 供 一 个 可 选 的 用 户 接 口 ， 该 接 口 带 有 阻 抗 、

D
U
T
S11

Vector
Voltmeter

d B和VS WR的显示类型，用 于1端口 测量和2端口 测量。
VN A Mas ter包括 信号 发生器 、耦合 器、相 位测量 接
收 机和这 个通用 方法 的用户 接口。 通过添 加这个 通用的 用
户 接口到 已有 的便于 使用的VNA Master上，现 场工程 师

Signal
Generator

现 在可以 升级他 们的工具， 而不影响现有 的维护规程。
比较 表示VNA Ma ster是最方便 的用于现场电 缆相位匹配的 仪器

高精度功率计(选件19)
Anri tsu 的USB功 率检波 器PSN50 或 MA24 106A,可以提 供频率50MHz到
6GHz的高精度功 率测量 。他们 可以在 外场精 确测量CW和 数字调 制信号。
使用 者可以 发现：
*通 过US B A/mini-B与 测试仪
表 连接方 便
*测 试功率值同时用dBm 和
W atts显 示
*在 做通过/失败测试时 可以方
矢量 电压表的表格

作为一 种附加 能力 ，选件15非常实用，可将多 达5种
不同 的 电缆 与基 准电缆 相比 较 。使用 这 一 能力可 以简化

便 设置上/下极限线
增 加选件19后，如果要做功率
测 量，必 须另外 购买P SN50 或 MA 24106 A
当 使用外 部的U SB检波 器是，高精度功率计提供精确测 量功能。

现场多电缆的相位匹配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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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扩展 - 实用的频谱分析选件
干扰分析仪(选件25)
通过其 内置低 噪声放 大器 ，具干扰分析 仪选件 的MS 203XA 提供识 别和查找直
到－160 dBm 的干 扰信 号的能 力，以 使技术 人员 能更好 地了解 影响用 户使 用质量
的问题。

通过选 件25，频谱 图测量识别断 续干扰

时间频谱图
时间频 谱图为 频率、 功率和时间的三维显示。 它适用 于识别 一段时间内的断续
干扰和跟踪信号的 电平。MS20 3xA 能 存储多 达72小 时的数据。

RSSI
接收信 号强度指示 器(RSSI) 可被 用于观察一 段时间 内一个 信号频 率的信号强
度。可以采集多达72小时 的数据。

通过选件25，RSSI 测 量分析一段时 间内一个信号 的
信号强度

信道扫描仪(选件27)
信道扫 描仪选 件测量 多个被发射信号的功率，非常适 用于同 时测量最多个20信
道的信道功率。用 图或表 的格式 显示数据。在用户的设置 菜单中 ，每个 通道都可以
设定以不同的频率 、带宽 为信道 ，以便 于同时分析各种不 同的信 号标准。

通过选件2 7，信道扫描 仪测量多个发 射机的功率

GPS 接收机(选件31)
内置式GPS接 收机提 供精确的位置（纬度、经度和高 度）和 使用时 间的信息，
以帮 助用户 验证测 量是否 是在正确位置上进 行的。VNA Maste r 可将每 个轨 迹附加
GPS 位置信 息。GPS选 件也包 括一个 方便的 长15英尺(5 m)的磁 性支架 天线 ，用于
放置在矫车、卡车 或其它 表面。

GPS 接收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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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软件工具和远程编程
每台VNA Master 都随机 带有附件：一套用于Wind ows 20 00/XP的Anr itsu Master 软件工具拷贝。它使 使用者能把P C的处理能力 和
这个 软件 的实用 程序添 加到VNA M aster 上 ，以 便为器 件网络 和频谱 分析 形成一 个更强 大、方 便的测 量解 决方案 。对于 自动化 来说 ，
VNA Mas ter 也支持通过以太网接口 进行远程编程。

将VNA M aster 连接到PC上， 以对测试数 据进行 归档和 分析

Master软件工具(M ST)和通过VNA Master进行远程编程的益处
特征
强有 力的数据管理 软件，用于存 储和组织测 量结果
通过USB 2.0(全速)、以太网LA N或直接的以 太网连接到P C上
存储 无限数量的设 置、曲线和图 形JPEG(通 过PC存储器)
曲线 叠加功能并进 一步优化显示
通过Master软件工 具添加、编辑 和管理极限 线
通过 最新的固件更 新VNA Mast er
通过 以太网进行远 程编程

益处
MST简化了显 示和设置的传 输、打印和归 档
通过使用各种 通用接口扩展MST的强大能 力
建立频繁使用 的设置和典型 结果的库
进一步优化结 果的多用性， 无需再测量
强有力的通过/失败功能
从www.us.an ritsu.com容易 存取和升级 到最新特点
通过自动重复 或操作者的任 务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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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矢量网络 分析 仪的 技术 规范
频 率范围
频 率精度
频 率分辨率
数 据点
抗 干扰性
1端 口功率
2端 口功率
方 向性
1端 口精度
动 态范围

回 波损耗
电 压驻波比VSWR
电 缆损耗
1端 口相位
Smith圆图
2端 口增益
2端 口相位

故 障点定位 DT F

2 M Hz ~ 4 GHz( 适用于MS20 24A, MS203 4A) 可操作频 率低至610kH z
2 M Hz ~ 6 GHz( 适用于MS20 26A, MS203 6A) 可操作频 率低至610kH z
25 ppm
10 Hz
低, 中, 高(137/2 7 5/551)
+17 dBm
同通 道
同频 率
0 dBm (RF 输 出) +30 dBc RF 输入
0 dBm( 典型 值)
高:
0 dBm( 典型 值)
高:
低:
-35 dBm( 典 型值)
42 dB (2 MHz~ 6 GHz)
= < 0.8 + |20 log (1±10 )| dB, 典型值;EΔ= 方向性-测量 的回波损耗- EΔ/20
70 dB, 2 MHz~ 10 MHz
80 dB, 10 MHz ~ 3 GHz
70 dB, >3 GHz ~ 5.5 GHz
65 dB, >5.5 GH z ~ 6 GHz
0~ 60 dB
范围:
0.01 dB
分辨 率:
1~ 65
范围:
0.01
分辨 率:
0~ 30 dB
范围:
0.01 dB
分辨 率:
范围:
-180~+180° 30 dB
0.01°
分辨 率:
0.01
分辨 率:
范围:
-120~ 100 d B
0.01 dB
分辨 率:
范围:
-180~+180 ° 30 dB
0.01°
分辨 率:
距离 分辨率(米):
(1.5x 10 8 x vp )/ ΔF; vp 是 相对传播速率 ，ΔF是F2F1，单位为Hz
0~(数据点-1 ) x 距离分辨率 ；
水平 范围(米):
最大值1500m (4921 ft.)，数 据点= 137/ 275/551
0~ 60 dB
垂直 范围(回波损 耗):
垂直 范围(电压驻 波比VSWR): 1~ 65

频谱分析 仪的 技术 规范
9 kH z~4 GHz( 适 用于MS2034 A)
9 kH z ~ 7.1 GHz (适用于MS2 036A)
+30 dBm
最 大连续输入
1 Hz
频 率分辨率
漂移: ±1 ppm/1 0 years
频 率基准
精度: ±0.3 ppm (25℃±25℃)+ 漂移
10 Hz ~ 7.1 GHz 加0 Hz (0 SP AN)
频 率扫描范围
最小100 ms, 10μs 在0SPAN
扫 描时间
自由 运行、单一、 视频、外部
扫 描触发
(-3 dB 宽度) 1 H z~3 MHz 在1 -3 序列内±10%
分 辨带宽
8 M Hz 解调带宽
(-3 dB) 宽度) 1 H z~ 3 MHz 在1-3 序列内
视 频带宽
在相 对于载波的10, 20 和30 k Hz 偏置下-10 0 dBc/Hz max ，
单 边带(SSB) 相 位噪声
在相 对于载波的100kHz 偏置 下-102 dBc/ Hz max
DAN L ~ +30 dB m
幅 度测量范围
绝 对幅度精度
9 kH z~ ≤10 MH z, ±1.5 dB
≥-50 dBm, ≤-35 dB 输入衰减、>10 MHz ~4 GH z, ±1.25 dB
>4 GHz ~ 7.1 G Hz, ±1.75 d B
预 关，10℃ ~ 5 5℃
Fre quency
Max (Pr eamp On)
Max (Preamp Off)
显 示平均噪声电平
10 MHz to 1 GHz
-161 dBm
-13 7 dBm
(D ANL 在10 Hz RBW 内,
>1 GHz to 2.2 G Hz
-15 9 dBm
-1 33 dBm
0 dB 衰减, 参考 电平
>2. 2 GHz to 2.8 GHz
-14 3 dBm
-1 26 dBm
-5 0 dBm, 预放 开)]
>2. 8 GHz to 4.0 GHz
-15 9 dBm
-1 36 dBm
>4. 0 GHz to 7.1 GHz
-15 4 dBm
-1 27 dBm
1~ 15 dB/1 dB 步 长的刻度. 显 示10个格
显 示范围
dBm, dBV, dBmv, dBμV
对 数刻度模式的幅度单位
0~ 65 dB
衰 减器范围
5 dB
衰 减器分辨率
频 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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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功率表技术规范
1 0 MHz ~ 4 GH z (适用于 MS 2034A)
1 0 MHz ~ 7.1 G Hz (适用于 MS2036A)
- 80 dBm ~ +8 0 dBm
- 60 dBm ~ +3 0 dBm
0 ~ +60 dB
- 40 dBm <最大 <=+15 dBm
10 MHz -4 GH z: ±1.25 dB
4 GHz -7.1 GH Z: ±1.75 dB

频率范 围
显示范 围
测量范 围
偏置范 围

最 大 > +15 dB m
1 0 MHz -6.5 G Hz: ±1.75 d B
6 .5 GHz -7 GH z ±2 dB

精度

最 大 <-40 dBm
10 MHz -4 GH z: ±1.5 dB
4 GHz -7.1 GH z: ±1.75 dB
1 .5:1 典型值
+ 30 dBm (1W)， 没有外部衰 减器

电压驻 波比(VSWR)
最大功 率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不确定性曲线
反射幅度不确定度 (S21=0)

10

反射幅度不确定度 (S21=0)

100

0.025-0.3 GHz
0.3-3 GHz
3-6 GHz

0.025-0.3 GHz
0.3-3 GHz
3-6 GHz

1

0.1
-60

10

-50

-40

-30

-20

-10

1

0

-30

-25

-20

l S11l (dB)

传输幅度不确定度 (S11=0)

10

-15

-10

0

传输幅度不确定度 (S11=0)

100

0.025-0.3 GHz
0.3-3 GHz
3-6 GHz

0.025-0.3 GHz
0.3-3 GHz
3-6 GHz

10

1

0.1

-5

l S11l (dB)

-60

-50

-40

-30

-20

-10

1

0

-60

l S21l (dB)

-50

-40

-30

-20

-10

0

l S21l (dB)

不确定性图给 出了标准N型 连接器矢量修正后温度为23℃时的测量 不确定性。误差是残余方向性、源匹配 、频率响应、网络分析仪
动态范围和连接器可重复 性的最坏情况。对于1路径2端口的测量来说， 添加了传输跟踪、串扰和负载匹配。采 用OSLN50-1校准件。

功 率计 (选件 5) 需要外部检波器
显示范围
测量范围
偏置范围
分辨率
精度

-80 ~ +80 dBm (1 0 pW ~ 100 k W)
-50 ~ +20 dBm (1 0 nW ~ 40 mW )
0 ~ + 6 0 dB
0.1 d B, 0.1 xW (x = n, μ, m 基于 检波器功率)
对于 > -40 dBm 最 大±1 dB 采 用 560-7N50 B 检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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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功 率计： 检波器 （更 多检波 器参见 www .anri tsu.co m）
型号

频率范围

阻抗

560-7N50B

0.01 ~ 2 0 GHz

50Ω

560-7S50B

0.01 ~ 2 0 GHz

50Ω

回波损 耗
15 dB, <0.04 GHz
22 dB, <8 GHz
17 dB, <18 GHz
14 dB, <20 GHz
15 dB, <0.04 GHz
22 dB, <8 GHz
17 dB, <18 GHz
14 dB, <20 GHz

输入连接器

频 率响应

N(m)

±0.5 dB, <18 GHz
±1.25 dB, <2 0 GHz

WS MA(m)

±0.5 dB, <18 GHz
±1.25 dB, <2 0 GHz

偏压Bias Tee (选件10)

信道扫描仪(选 件27)

电 压/电流： +1 2V, 250, 或5 00 mA 稳定态

频率 范围： 9 kH z 到 4 GHz (w ith MS2034A )

+1 5V, 250, 或5 00 mA 稳定态
+1 8V, 350 mA 稳定态
+2 1V, 300 mA 稳定态
+2 4V, 250 mA 稳定态

矢量电压表(选件15)
连 续波(CW)频率 范围：
2 MHz~4 GH z( 适用于MS2 024A, MS20 34A)
2 MHz~6 GH z( 适用于MS2 026A, MS20 36A)
测 量显示：CW， 列表

9 kH z 到 7.1 GHz (with MS203 6A)
通道 数量：1到20个

GPS( 选件31) 包含GPS 天线
GPS 位置指示器：
正 在显示的纬度 、经度、高度 和标准时间 带有迹线存储 的纬度、
经 度、高度和标 准时间
连接GPS天线时的 频率精度：
卫 星锁定后3分 钟，GPS 接通 时±25 ppb
不连 接GPS天线时 的内部频率精 度：

测 量类型：回波 损耗，插入损 耗

一 个高精度GPS 锁定后三天 并且周围温度 为0~50℃时 ，精度好

测 量格式：dB/V SWR/Imped ance

于 ±50 ppb

表 格输入：

高精度功率 计(选件19)
选 件19支持经济 型的PSN50和 高性能的MA 24106A USB的检波器，
详 细技术指标如 下：
PSN50 的数据 表为 11410 -00414
MA24106A的 数据表为114 10-00424
频 率范围：50 M Hz 到 6 GHz
输 入连接器：N（m）50O
最 大无损害输入 功率：+33dBm ±25 VDC
测 量：True-RM S/Average Power

通用技术规范
矢量 网络分析仪最 大输入(损坏 电平)：
测 试端口, 类型N: +23 dBm, ±50V 直流(D C)
频谱 分析仪最大连 续输入：
1 0 dB 衰减, +3 0 dBm, ±50 V 直流(DC)
频谱 分析仪射频输 入电压驻波比(VSWR)：
2. 0:1 最大值, 1 .5:1 典型值(≥10 dB 衰减)
接口：
类 型N阴头射频(RF)

动 态范围：
PSN50-30 d Bm 到 +20 d Bm
MA24106A- 40 dBm 到 + 23 dBm

连 接器类型N阴 头射频(RF)
输 出端口和射频(RF)
输 入端口(50Ω) 用于外部基准 和外部触发 器的BNC

测 试速度：
PSN50 1 次/ second

阴 头连接器用于GPS 天线的 反向BNC

MA24106A

连 接器射频检波 器：类型N(m) 50Ω

10 次/ secon d

输 入回波损耗：50 MHz 到 2 GHz; ≥26 dB
2 GHz 到 6 G Hz; ≥20 dB
系 统测试分辨率 ：0.01 dB
系 统偏置范围： ±60 dB

用 于以太网10/ 100-基准T的RJ45 连接器
2. 5 mm3 线单元 头戴式耳机 连接器USB
小 型A连接器US B mini-A co nnector
环境 ：MIL-PRF- 28800F 等级2

总RSS测量的不 确定度(0℃to 50℃)：±0.1 6 dB
连 续数字调制不 确定度：PS N50:±0.06 d B (+17 to +2 0 dBm)
MA 24106A:±0 .02 dB, <+18 dBm

干扰分析仪(选件25)
连 续波，表格
回 波损耗，插入
dB / 电压驻波比(VSWR)/ 阻抗
5+ 基准
频 率范围：
9 kHz 到 4 GH z (with MS2 034A)
9 kHz 到 7.1 GHz (with MS 2036A)
干 扰信号强度： 根据干扰信号 强度给出可 见 和可闻的指 示。
RS SI，频谱图： 最多可以采集 连续72小时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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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TM
VNA M aster 主机

MS2034A /36A标配附件

MS202 4A

2端 口 VNA Mast er, 2 MHz 到 4 GHz

10580-00 166

使用指南

MS202 6A

2端 口VNA Mast e r, 2 MHz 到 6 GHz

65729

软包

MS203 4A

2端 口VNA Mast e r, 2 MHz 到 4 GHz

64343

Tilt Bail

频谱 分析仪, 9 kH z到 4 GHz

3-2000-1 500

CF卡 (2 56 MB)

端口VNA Master, 2 MHz 到 6 GHz

2300-498

Master Software To ols CD ROM

频谱 分析仪, 9 kH z 到 7.1 GHz

633-44

可充电锂 电池

40-168

AC-DC 转换器

806-141

12V DC 车载充电器

3-2000-1 498

USB A到 mini 电缆, 3 .05 m (10 ft. )

MS203 6A

MS202 4A VNA Ma ster 选件
MS202 4A-005

功率监测 (需要外 部检波器)

2000-137 1

以太网线, 2.13 m (7 ft.)

MS202 4A-010

内置 Bias-Tee

2000-150 1-R

256 MB USB 驱动

MS202 4A-015

矢量 电压表

3-806-15 2

交叉以太 网线, 2.13 m (7 ft.)

MS202 4A-019

高精 度功率计(需 要另外购买P SN50 或 MA2 4106A,)

MS202 4A-031

GPS 接收机 (包括 GPS 天线)

手册

MS202 6A VNA Ma ster 选件

10580-00 166

VNA Master 使用指南

10580-00 167

VNA Master 程控手册

MS202 6A-005

功率 监测 (需要外 部检波器)

MS202 6A-010

内置 Bias-Tee

相关文章和 应用笔记

MS202 6A-015

矢量 电压表

11410-00 214

Reflect ometer Meas urements - Revisited

MS202 6A-019

高精 度功率计(需 要另外购买P SN50 或 MA2 4106A,)

11410-00 206

Time Do main

MS202 6A-031

GPS 接收机 (包括 GPS 天线)

11410-00 270

What is Your Measu rement Accu racy?

11410-00 185

Distanc e-To-Fault

11410-00 414

High Accuracy Pow er Meter, PS N50

11410-00 424

USB Po wer Sensor MA24106A

MS203 4A VNA Ma ster +频谱分析仪选件
MS202 4A-005

功率 监测 (需要外 部检波器)

MS202 4A-010

内置 Bias-Tee

MS202 4A-015

矢量 电压表

MS202 4A-019

高精 度功率计(需 要另外购买P SN50 或 MA2 4106A,)

MS203 4A-025

干扰 分析, 9 kHz 到 4 GHz（需 要外接天线）

MS203 4A-027

通道 扫描, 9 kHz 到 4 GHz（需 要外接天线）

MS202 4A-031

GPS 接收机 (包括 GPS 天线)

MS203 6A VNA Ma ster +频谱分析仪选件
MS202 6A-005

功率 监测 (需要外 部检波器)

MS202 6A-010

内置 Bias-Tee

MS202 6A-015

矢量 电压表

MS202 6A-019

高精 度功率计(需 要另外购买P SN50 或 MA2 4106A,)

MS203 6A-025

干扰 分析, 9 kHz 到 7.1 GHz（ 需要外接天线 ）

MS203 6A-027

通道 扫描, 9 kHz 到 7.1 GHz（ 需要外接天线 ）

MS202 6A-031

GPS 接收机 (包括 GPS 天线)

MS202 4A/26A 标配 附件
10580 -00166

使用 指南

65729

软包

64343

Tilt Bail

3-200 0-1500

CF卡 (256 MB)

2300- 498

Mas ter Software Tools CD ROM

633-4 4

可充 电锂电池

40-16 8

AC- DC 转换器

806-1 41

12V DC 车载充电 器

3-200 0-1498

US B A到 mini 电 缆, 3.05 m (1 0 ft.)

2000- 1371

以太 网线, 2.13 m (7 ft.)

2000- 1501-R

256 MB USB 驱动

3-806 -152

交叉 以太网线, 2 .13 m (7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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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可选 附件
高精度功 率传感器:
PSN50
50MHz到6G Hz的高精度 功率传感器
MA24106 A
50MHz到6G Hz的高精度 功率传感器,真 正RMS检测
功率计检 波器
560-7N5 0B 0.01~ 20 G Hz
560-7S5 0B 0.01~ 20 G Hz
探检波器 延长电缆
7.6米(25 英 尺)
800-109
800-110
15.2米(50 英 尺)
800-111
30.5米(100 英尺)
800-112
61.0米(200 英尺t)
同轴校准 构件
OSLN50 - 1
OSLNF5 0 -1
22N50
22NF50
SM/PL-1
SM/PLNF -1

精密N(m) 开 路/短路/负载, 42 dB, 6 GH z
精密N(f) 开路/短路/负载, 42 dB, 6 GHz
精密N(m) 短 路/开路, 18 GHz
精密N(f) 短路/开路, 18 G Hz SM/PL-1
精密N(m) 负 载, 42 dB, 6 .0 GHz
精密N(f) 负载, 42 dB, 6.0 GHz

1091-53
1091-54
1015-55
1091-55
1091-56
1015-54

精密TNC(m ) 开路, 18 GH z, 50Ω
精密TNC(m ) 短路, 18 GH z, 50Ω
精密TNC(m ) 负载, 18 GH z, 50Ω
精密TNC(f) 开路, 18 GHz , 50Ω
精密TNC(f) 短路, 18 GHz , 50Ω
精密TNC(f) 负载, 18 GHz , 50Ω

23L50
23LF50
24L50
24LF50
28L50R
28LF50R

精密3.5 mm (m) 短路, 9 G Hz
精密3.5 mm (f) 短路, 9 GH z
精密3.5 mm (m) 开路, 9 G Hz
精密3.5 mm (f) 开路, 9 GH z
精密3.5 mm (m) 负载, 9 G Hz
精 密3.5 mm (f) 负载,9 GH z

2000-76 7
2000-76 8

精密开路/短 路/负载, 7/16 (m), 4.0 GHz
精密开路/短 路/负载, 7/16 (f), 4.0 GHz

精密适配 器
34NN50 A
34NFNF 50

N(m)-N(m), 直流(DC) ~ 18 GHz, 50Ω
NF50N(f)- N(f), 直流(DC ) ~ 18 GHz, 50Ω

适配器
1091-26
1091-27
1091-80
1091-81

N(m)-SMA (m), 直流(DC ) ~ 18 GHz, 50Ω
N(m)-SMA (f), 直流(DC) ~ 18 GHz, 5 0Ω
N(f)-SMA(m), 直流(DC) ~ 18 GHz, 5 0Ω
N(f)-SMA(f ), 直流(DC) ~ 18 GHz, 50Ω

510-102

N(m)-N(m), 90 °直角, 直 流(DC) ~1 1 GHz, 50Ω

510-90
510-91
510-92

7/16 DIN(f) -N(m), 直流(DC) 至7.5 GH z, 50Ω
7/16 DIN(f) -N(f), 直流(D C) 至7.5 GH z, 50Ω
510-93 7/1 6 DIN(m)-N (m), 直流(DC ) 至7.5 GHz,
50Ω 7/16 D IN(m)-N(f), 直流(DC) 至7 .5 GHz, 50Ω
510-97 7/1 6 DIN(m)-7 /16 DIN(m), 直 流(DC)
至7.5 GHz, 50Ω 7/16 DI N(f)-7/16 DI N(f), 直流
(DC)至7.5 G Hz, 50Ω
适配器, TNC (f) 至N(f), 1 8 GHz, 50Ω
适配器, TNC (m) 至N(f), 1 8 GHz, 50Ω
适配器, TNC (f) 至N(m), 1 8 GHz, 50Ω
适配器, TNC (m) 至N(m), 18 GHz, 50Ω
适配器, TNC (m) 至SMA( f), 18 GHz, 5 0Ω
适配器, TNC (m) 至SMA( m), 18 GHz, 50Ω
适配器, TNC (f) 至TNC(f) , 18 GHz, 50Ω
适配器, TNC (m) 至TNC(m), 18 GHz, 5 0Ω

510-96

513-62
1091-31 5
1091-32 4
1091-32 5
1091-31 7
1091-31 8
1091-32 3
1091-32 6

测试用电 缆
15NN5 0 -1.5C
15NN5 0 -3.0C
15NN5 0 -5.0C
15NNF 5 0-1.5C

1.5 米,
3.0 米,
5.0 米,
1.5 米,

N (m)-N(m), 6 GHz, 50Ω
N (m)-N(m), 6 GHz, 50Ω
N (m)-N(m), 6 GHz, 50Ω
N (m)-N(f), 6 GHz, 50Ω

15NNF 5 0-3.0C
15NNF 5 0-5.0C
15ND5 0 -1.5C
15NDF 5 0-1.5C

3.0 米,
5.0 米,
5.0 米,
5.0 米,

N (m)-N(f), 6 GHz, 50Ω
N (m)-N(f), 6 GHz, 50Ω
N (m)-7/16 DI N(m),6 GHz, 50Ω
N (m)-7/16 DI N(f),6 GHz, 5 0Ω

端口天线
2000-1 030
2000-1 031
2000-1 032
2000-1 035
2000-1 200
2000-1 361
2000-1 473
2000-1 474
2000-1 475
61532

SMA(m) , 1.71 ~ 1.88 GHz, 50Ω
SMA(m) , 1.85 ~ 1.99 GHz, 50Ω
SMA(m) , 2.4 ~ 2.5 G Hz, 50Ω
SMA(m) , 896 ~ 941 M Hz, 50Ω
SMA(m) , 806 ~ 869 M Hz, 50Ω
SMA(m) , 5725 ~ 582 5 MHz, 50Ω
SMA(m) , 870 ~ 960 M Hz, 50Ω
SMA(m) , 1.71 ~ 1.88 GHz, 50Ω
SMA(m) , 1920 ~ 198 0, 2.11 至2.1 7 GHz, 50Ω
全套天线: 2000-1030 , 2000-103 1, 2000-103 2, 2000-103 5,
2000-1 2 00, and 200 0-1361

限幅器
1N50C

限幅器, N (m) ~ N(f), 5 0W, 0.01 ~ 5 0 GHz

衰减器
42N50- 20
42N50A-30

衰减器, 2 0 dB, 50W, 直 流(DC) 至1 8 GHz, N(m) -N(f)
衰减器, 3 0 dB, 50W, 直 流(DC) 至1 8 GHz, N(m) -N(f)

GPS 天 线
2000-1 410
运输箱7 60-235
66864

磁性支架GPS 天线， 带有15英尺(4 .6m) 电缆
运输箱
机架固定 件,(仅用于M S2024A或MS 20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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