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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元器件上的端口越来越多，

测试人员需要进行精准、快速的

多端口网络分析。优化矢量网络

分析仪（VNA）的配置是最大限

度降低制造阶段测试成本的关键。

本应用指南概括介绍了多端口和

多站点测试的功能，对不同的多

端口测试解决方案进行了比较，

最后讨论了在配置多点测试站时

都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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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降低测试成本是大批量元器件生产中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元器件上的端口越来越多，

测试人员需要精准、快速的多端口网络分析。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人员干预、减少连接

和校准次数都会对测量吞吐量产生很大影响，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测试成本的关键是优化

矢量网络分析仪（VNA）的配置。

应用现代化仪器（如具有先进功能的多端口 PXI VNA）可以提高大批量生产测试的测量

吞吐量。 Keysight PXI VNA 引入了许多新功能，在提高吞吐量的同时提供了比传统台式

解决方案更灵活的测试配置。对于多端口应用，PXI VNA 提供了真正的多端口功能，使

测试工程师可以在一个 PXI 机箱内配置多达 32 端口的 VNA。此外，它的外形可以重新

配置，与许多常规 VNA 仪器相比，进行多站点或并行测试时占用的空间更小。

本应用指南概括介绍了多端口和多站点测试功能。多端口测试解决方案有哪些不同类型，

它们有何优缺点？配置多点测试站时需要考虑什么问题，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整体的测

试吞吐量？本应用指南对 PXI VNA 以及优化测试站的技术进行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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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的多端口测试需求

在网络分析的早期，所有的测量重点都集中在 2 端口 S 参数上。随着用户越来越多地需

要测试功分器、混频器、差分器件等器件，VNA 的功能不断扩展，最终演进到 4 端口 

VNA。现在，任何需要四个以上端口进行网络分析的器件都被视为多端口器件。

当今许多元器件都在单个元件上集成了多种功能。这些元器件的端口数量不断增加，复

杂性也随之增加。例如支持智能手机多频段工作的射频前端模块（FEM），多路输入 /

多路输出（MIMO）天线，以及高速数字应用中的无源互连产品，如射频连接器或电缆

组件（图 1）。

某些多端口器件可以仅仅当作一系列 2 端口测量来进行测试，而许多应用需要对其器件

进行更彻底的多端口测试。随着多端口器件的测量参数越来越多，大批量制造商希望能

尽量缩短整体测试时间。

VdIVW

TdIVW_    

Vcent_DQ(pin mid)

图 1. 广泛的应用推动对精确多端口 VNA 测量的需求与日俱增

合计

合计

接收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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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端口解决方案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性能需求、吞吐量需求和预算，可以提供不同的多端口测量解决方案。

简单的开关测试座

早期的元器件制造商已经拥有了 2 端口或者 4 端口 VNA，因此自然会添加一系列信号路

由开关来处理端口数超过 4 个的器件。这样，VNA 的本地模式测量就已足够，只需要通

过射频切换将 VNA 的端口路由到被测器件的各对端口上。

这种类型的多端口解决方案对每个公共端口路径采用 2 端口测量，因此一台具有一个公

共端口和一个开关端口的 2 端口 VNA 即可完成所有需要的测量。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开

关测试座或简单开关树。

开关测试座仅包含射频开关，这些射频开关组成矩阵以提供所需的测量路径。图 2 为一

个解决方案实例和简单开关树测试座的框图。测试座通常由 1×2 或 1×4 射频开关到 

1×6 射频开关组成。1×2 射频开关有时还会用于为未使用的端口提供射频负载。1x4 或 

1x6 开关通常为机械开关，可能不会给未使用的端口添加负载。如果多端口器件的两个

端口之间产生了路径响应，且这种响应与第三个端口的负载匹配有关，那么开关矩阵必

须在未使用的端口上提供负载。在 40 GHz 以上频率时，通常不适合使用有负载的大型

开关配置，而应该采用 1×2 开关矩阵。1x2 电子开关可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使用，但电

子开关通常端口数较少，因此电子开关测试座通常是用 1x2 射频开关构成的。

 

图 2. 配备 24 端口测试座的 2 端口 VNA 示意图

图 2 的简单开关矩阵可以视为由端口 1 开关组和端口 2 开关组构成，从端口 1 侧到端口 

2 侧的任意路径均可测量，但是测试座端口 1 的端口之间不能进行测量，端口 2 侧的端

口之间也不能进行测量。因此，当测试座中有 24 个端口时，只能从 12 个输入端口中的

任意一个测得 12 个路径。因此，这个简单开关树测试座支持 144 条路径，但是完整的 

24 端口器件实际上共有 276 条路径。VNA 端口 1 侧有 66 条路径无法测量，VNA 端口 2 

侧有 66 条路径无法测量。要获得完整的路径矩阵，必须使用“全交叉”开关矩阵。

2-端口 VNA

24-端口简单开关树测试座

端口 1 端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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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交叉开关测试座

很多多端口器件需要测量从一个端口到其他端口的特性，而路径响应通常取决于施加到

其他端口上的负载或匹配。全交叉解决方案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必须进行完整的 N×N 

端口校准测量以校正每个端口上的不完美匹配。这不仅需要完整的交叉矩阵，而且需要

其支持 N×N 校准。

要完成全交叉测试，可以采用与图 3 所示类似的测试座配置。在常规的配置中，1×N 

开关树组与每个端口上的 1×2 开关交叉相连。这种配置可以对任何路径进行测量，但

未使用的端口端接回 1×N 开关，而 1×N 开关则在负载内部端接。如果 1×N 开关没有

内部端接（而是保持开路），那么 1×2 开关必须为未使用的端口提供端接。

图 3 所示为 1×2 端口开关与一对 1×N 开关连接所构成的全交叉开关。在这种配置中，

没有连接到 VNA 的端口在开关负载内端接。然而，使用这种类型的开关矩阵很难执行完

全的 N×N 校准，因为端口上负载端接的精确值会随着其他端口的开关设置而改变。

例如，如果测试座端口 1 和 6 是激励端口，端口 2 到 端口 5 端接到左侧的 1×6 开关上。

如果测试座端口 5 激活，那么端口 6 可以端接到右侧的 1×6 开关上。端口的端接取决

于所选择的路径，这使得除了选定的两个端口之外，其他端口的校准更加困难。自定义

的开关测试座的路径数量可能较少，在某些端口上会形成全交叉组合，在其他端口上会

形成简单开关树。

根据所需的测量性能，开关矩阵内可以安装固态开关或机电开关。固态开关通常用于要

求开关切换时间短、使用寿命长的批量测试，而机电开关则用于大功率（即 > 1 W）网

络分析。

(a) 配有 E5092A 测试座的 4 端口 ENA (b) 配有全交叉开关测试座的 2 端口 VNA 原理图

图 3. 全交叉开关测试座示例

2 端口 VNA

6 端口交叉测试座

端口 1

端口 1 端口 2 端口 3端口 4端口 5 端口 6

端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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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A 与开关的组合是增加 VNA 端口数量的一种低成本解决方案。但是因为定向耦合器

之后存在与 VNA 测试端口有关的开关损耗，所以相比独立的 VNA，系统性能在动态范围、

轨迹噪声或温度稳定性方面会有所下降。尤其是对 10 GHz 以上的高频应用，性能下降

的影响非常显著。下文中会对性能方面的权衡加以讨论。

最后，基于开关的解决方案需要切换信号路径，以便使用 VNA 接收机（通常有两个或四

个测试端口）进行测量，因此需要实施连续测量来获得多端口被测器件（DUT）的全部 

S 参数。

扩展测试座

扩展测试座是用于完整的 N×N 校准测量的改进设计，因为它们既包括定向耦合器也包

括开关。扩展测试座通过信号源开关将 VNA 的信号源开关矩阵扩展到更多输出，同时通

过接收机开关将内部接收机扩展到更多个端口。每增加一个端口，就需要提供一个额外

的测试端口耦合器。由于开关切换发生在 VNA 定向耦合器后面，它们仍然可以用作测试

端口。测试座的端口扩展到全部可用的端口上。图 4 为解决方案示例以及扩展测试座解

决方案的框图。

(a) 配有 U3042A E12 型扩展测试座

的 16 端口 PNA 解决方案

(b) 配有 12 端口测试座的 4 端口 VNA 原理图

图 4. 扩展测试座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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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测试座在测试端口耦合器背后分为信号源环路和接收机环路。由

于测试耦合器背后可以提供任意数量的开关路径，所以理论上而言对可使用的端口数量

没有限制。此外，框图中允许添加额外的测试座，通过堆叠扩展测试座可以提供任意数

量的测试端口。常规的配置是将 4 端口 VNA 扩展到 8 个端口；10 端口扩展测试座与 2 

端口 VNA 结合使用得到总共 12 个端口，12 端口扩展测试座结合使用 4 端口 VNA 得到

总共 16 个端口。

开关可能是机械开关，也可能是固态开关。由于所有开关切换都发生在测试端口耦合器

后面，测量的稳定性和性能都比开关测试座要好得多，而且开关损耗（虽然它降低了动

态范围）对测量的稳定性没有影响。

真正的多端口解决方案

当今的最新技术已使得多端口 VNA 解决方案发展到了无需外部开关或额外的耦合器便

可以进行多端口测量。例如，Keysight M937xA 系列 PXIe VNA 就是一款完全的 2 端口 

VNA，它可以插入到一个 PXI 插槽中，使用多个模块时可以配置为一台多端口 VNA（图 5）。

单个 PXI 机箱内可配置多达 16 个 M937xA 模块，从而能够测量 32 端口的被测器件，并

提供高达 26.5 GHz 的完全校正能力。

(a) 完全 2 端口 VNA (b) 单个 PXI 机箱能容纳多达 16 个模块，进行 32 端口测量

图 5.Keysight M937xA PXIe VNA 提供真正的多端口测试能力

每个 PXI VNA 模块都有独立的信号源，每个测试端口有独立的参考接收机和测量接收机

（图 5）。接收机用于同时捕获所有测量路径的 S 参数数据。由于这个多端口 VNA 解决

方案中被测器件与测量接收机之间没有任何衰减，这种真正的多端口能力可以提供既精

准又稳定的测量。

图 6.M937xA 多端口配置框图

信号源

端口 1端口 2 端口 3端口 4 端口 5端口 6

同步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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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37xA 多端口配置使用跳线来连接同一机箱内的模块进行信号同步（图 6）。第一个

模块的 10 MHz 频率基准信号和触发信号分配给所有的 PXI VNA 模块。第一个模块的本

振（LO）信号分配给每个额外的模块。在超过 20 GHz 频率和多于 8 个端口的解决方案中，

建议在第二个模块与第五个模块之间分配第一个模块输出的本振信号。

PXI 仪器的关键优势在于其非常灵活、可扩展和可重新配置，便于用户根据需要和使用

场所来修改测试环境。此外，如果 PXI VNA 模块发生故障，用户能很容易地更换备件来

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行。

图 7. 多端口配置中连接 10 MHz 基准和 LO 分配的跳线

图 8.PXI 仪器使客户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轻松修改测试环境。

10 MHz 参考

外部触发信号

注：未使用的 LO 端口

必须端接负载。

LO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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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多端口解决方案

针对上面介绍的各种多端口解决方案，我们从几个关键方面对它们进行比较。相比基于

开关的解决方案而言，真正的多端口在提高多端口网络分析吞吐量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可以通过消除开关的相关损耗来提升性能，通过用多个接收机同时捕获数据来获得更快

的速度。

测量扫描的次数

2 端口 VNA 需要从两个测试端口进行正向和反向扫描，再经过完整的 2 端口校准，从而

获得最精确的测量结果。如果使用的是 4 端口 VNA，可以从每个测试端口扫描四次来实

现多端口误差修正。

图 9 显示了完整表征一个多端口被测器件所需要的测量扫描次数。由于真正的多端口 

PXI VNA 通过多个接收机（每个测试端口一个）捕获数据，相比以开关为基础的解决方

案，扫描的次数更少，完成测量的速度更快。以一个 16 端口器件为例，采用全交叉开

关矩阵的 2 端口 VNA 需要扫描 240 次才能获得 256 个 S 参数，而 16 端口的真正多端

口 VNA 仅需扫描 16 次。扫描次数的显著减少，为基于 PXI VNA 的真正多端口解决方案

缩短测试时间和提高测试吞吐量创造了明显的优势。

图 9. 真正的多端口解决方案与基于开关的解决方案相比，扫描次数显著减少，测量速度极大加快。

被
测
器
件
上
的
端
口
数

N 端口测量的扫描次数

真正的多端口 PXI VNA

4 端口 VNA，包括扩展测试座

4 端口 VNA，包括全交叉开关矩阵

2 端口 VNA，包括全交叉 开关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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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范围

系统动态范围是指信号源端口最大输出功率与接收机可以测量的最小输入功率之差。在

基于开关的多端口解决方案中，开关衰减会导致 VNA 的动态范围缩小。图 10 对比了真

正多端口 VNA 与基于开关测试座的 VNA 的动态范围。如图所示，不受测试座开关影响

的真正多端口 VNA 与基于开关的 VNA 相比，频率越高，动态范围的性能差距越大。

采用动态范围更大的多端口测试解决方案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它可以选择更宽的中频

带宽（IFBW）来实现相同的轨迹噪声。例如，如果动态范围增加 20 dB，那么可以选择 

100 倍宽的 IFBW，从而在同样的轨迹噪声下测量速度可以提高 100 倍，得到相同的测

量结果。

图 10. 由于不像基于开关测试座的 VNA 那样有开关衰减影响性能，真正的多端口 VNA 可以提供更大的动

态范围。

动
态
范
围
（

dB
）

频率（Hz）

多端口 VNA VNA + 开关矩阵 （SW x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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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稳定性

如果基于开关测试座的 VNA 上安装的是固态开关，总体测量性能很容易受环境温度变化

的影响。由于开关会引起漂移误差，所以必须进行频繁的校准，以确保多端口测量的校

准质量。

图 11 所示为真正的多端口 VNA 和基于开关测试座的 VNA 解决方案的温度稳定性性能。

在每个系统的测试端口上连接一个短路校准件，然后将系统放到温控舱内执行反射测量。

在 25℃ 下进行基准测量，然后将舱内的环境温度调到 18℃ 和 33℃。在每一温度下测

得的 S11 幅值数据均以 25℃ 下第一次测量结果为基准。温度每变化 1℃，配有开关矩

阵的 VNA 会出现超过 50 mdB 的漂移，而真正的多端口 VNA 最大漂移还不到 5 mdB。

真正的多端口 VNA 解决方案省去了外部开关，从而可以减少或完全避免定期重新校准，

显着缩短总体测量时间。

(a) 真正的多端口 VNA (b) 基于开关测试座的 VNA 

图 11. 通过消除测试座开关导致的温度稳定性漂移误差，真正的多端口解决方案可以减少或完全避免定期重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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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端口校准

校准多端口 VNA 测试系统比校准标准的 2 端口或 4 端口 VNA 更耗时、更复杂。N 端口

器件有 (N-1)(N)/2 条可能的路径，每条路径都需要进行 2 端口校准。

校准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机械校准件和电子校准件（ECal）。机械校准件在物理

上表示“开路”、“短路”、“负载”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直通”。为清楚起见，“直通”

用于描述校准套件的直通标准件，这也是以往 VNA 菜单上出现此标准件的原因。

这些标准件通常捆绑出售，称为机械校准套件。电子校准套件内置可切换的标准件，提

供与开路 / 短路 / 负载标准件类似的功能以及直通状态。

机械校准

对于曾经使用机械标准件完成过校准的工程师来说，执行 10 端口或 20 端口的机械校准

听起来非常繁琐。QSOLT 校准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技术，它可以极大地简化多端口校准。

快速开路短路负载直通（QSOLT）校准是介于 SOLR（未知－直通）校准和 SOLT 校准之

间的一个不同组合。顾名思义，它需要开路 / 短路 / 负载单端口校准和已定义的直通，

但它的速度很快，因为只需要在一个测试端口上实施单端口校准。事实上，您可以在一

个测试端口上使用任何单端口校准方法（例如偏置短路，甚至电子校准），然后在端口 

1 和端口 2 之间进行已定义的直通测量。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利用包含一套标准件的

校准套件在可插入的路径上方便地执行完全双端口校准。

如果一个多端口被测器件上有 N 个端口，且所有的端口同性，那么您可以在匹配被测器

件连接器的额外端口上采用柔性电缆创建一个 N+1 测试系统，。在这个额外的端口上进

行简单的单端口校准，再逐一直通连接到其他端口，就可以组成完整的 N+1 端口校准。

通过这种方式，无需移动其他任何端口，甚至无需相应的校准套件。

图 12. 机械校准套件包含单独的标准件，用于表征系统误差。很多套件都包括一个测试端口适配器和一个

扭矩扳手，使您可以正确连接。



14 | 是德科技 | 多端口和多站点测试优化技术 – 应用指南

电子校准（ECal）

如今，新一代的电子校准采用定制的 GaAs IC 开关，以提供嵌入式的标称“开路”、“短

路”、“负载”和“直通”。除了“开路”状态之外，定制的 IC 可能还包含多个“短路”

状态，以确保在整个频率范围内各标准件之间保持较大的相位差。电子校准件由于包含

固态电子开关，所以具有非常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

从规范或理论的角度来看，最好的 TRL 机械校准套件提供最高的校准质量。其次是采

用最好的电子校准件的 ECAL 标准件，再次是配备滑动负载的 SOLT。通常，固定负载 

SOLT 校准的性能最差。

事实上，如果使用的是射频电缆，电缆曲率的误差无疑将导致 TRL 校准出现严重误差，

从而使其校准质量还不如电子校准。如果考虑到可能的人为操作失误和机械校准中连接

器的可重复性，无疑在实践操作中电子校准件的校准质量要比机械校准件更加优越。

是德科技提供了频率覆盖范围为 300 kHz 至 67 GHz 的 2 端口电子校准解决方案和高达 

26.5 GHz 的 4 端口电子校准解决方案。需要指出的是，在多端口校准中，无论使用 2 端

口还是 4 端口电子校准，连接 / 断开的次数都不变，增加的是校准期间按 VNA 按钮的次

数。图 13 以 10 端口为例，展示了如何采用 2 端口和 4 端口电子校准进行多端口校准。

注意，这两种方式都需要 10 次连接 / 断开。

(a) 2 端口电子校准 (b) 4 端口电子校准

图 13. 电子校准在保持精度的同时简化了多端口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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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可以在校准开关矩阵盒内嵌入一个电子校准件，并在每个开关矩阵端口的末端执

行一次用户表征，这样用户表征就能在每个端口处提供校准。图 14 举例显示了集成有

电子校准件的 N 端口定制校准测试座。在测试端口上进行电子校准表征。在这类的定制

校准测试座上，可以通过单次测试端口连接来校准多端口 VNA。

这种类型的多端口解决方案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使用 2 端口或 4 端口电子校准所需

的物理连接数实际上不会减少或消除，减少的是 VNA 上按下校准按钮的次数；第二：校

准灵敏度或精度会有折中。如前文所述，开关矩阵测试座内开关衰减的效果也适用于基

于开关的多端口电子校准解决方案。这是否意味着，相比 2 端口或 4 端口电子校准而言，

需要更频繁地进行校准呢？这取决于被测器件所需的参数及其规格的困难程度。就 10 

GHz 以上的频率或需要高性能的产品而言，这可能是更大的问题。

图 14. 多端口电子校准开关盒方便执行单次连接校准，但在性能上可能有折中

通用串行总线

校准开关矩阵

匹配 VNA 的 N 端口

电子

校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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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站点技术提高吞吐量

多站点或并行测量是指使用一个测试站同时测试多个器件（图 15）。在同一个测试站上

同时测量多个器件，可以提高吞吐量和减少资本支出，从而降低测试成本。无线技术的

普遍应用推动了无源器件、手机 SAW 器件以及通用元器件（如天线、滤波器、电缆等）

的大批量生产对多站点测试的需求。

多站点测试可能包括执行 2 端口测量的多台 VNA，以及端口与 VNA 的任意组合。以前

的多站点可能意味着在一个机架上堆叠多个 ENA 或 PNA 仪器，而新方法则采用独立的 

PXI VNA 模块来提高吞吐量，并且比传统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

与基于开关的解决方案进行顺序测量不同，PXI VNA 提供的多站点测试能力可以同时测

量被测器件的多个路径。例如，可以采用单个 PXI 控制器识别的 PXI 模块来同时测试两

端口、四端口甚至更多端口的被测器件。可以利用经优化的激励设置（如频率、功率电平、

IFBW 或点数等）同时测量不同的器件，或单个多端口元器件的不同测量路径，以增加

生产测试的整体测量吞吐量。图 16 显示了 PXI VNA 的多站点测量能力。

图 15. 多站点解决方案通过提高吞吐量、减少资本支出来降低测试成本。

(a) 同时测试多个器件                                       (b) 同时测试不同器件

图 16.PXI VNA 多站点测量能力可以提高测试吞吐量，从而显著降低每个器件的测试成本。

还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分的讨论与 VNA 的端口数量无关。多端口的唯一效果就是可以把

所需的全部 VNA 都装入一个机箱内。

#1 被测
器件

#1 被测
器件

#2 被测
器件

#3 被测
器件#2 被测

器件
#3 被测
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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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多站点解决方案时的考虑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搭建多站点解决方案时的一些考虑。

控制器 / CPU

在多站点配置中，VNA 软件会启动多个实例，每个软件实例与一台单独的或多端口 VNA 

连接。每个实例都表现为一台同时使用的独立仪器，每台 VNA 都可以针对各被测器件的

特定测量条件进行优化，这样可以最好地平衡测量速度和精度。

嵌入式控制器与外部控制器

在多站点配置中有一个控制器，它可以是嵌入式控制器，也可以是外部控制器。无论使

用嵌入式控制器还是外部 PC 控制器，对多站点解决方案都没有影响，测量的速度和吞

吐量相差不多。

外部 PC 的带宽不成问题，瓶颈是 CPU。随着独立的 VNA 实例数量的增加，控制器需要

完成更多的计算工作，一旦超过某一极限处理器的性能就会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嵌入式控制器或外部控制器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内核数量与 VNA

那么，当多个 PXI VNA 实例同时在一个 PXI 机箱内运行时，是什么影响测量速度和吞吐

量呢？

在对控制器处理器速度和性能的最新测试中，当独立 VNA 的数量与处理器“内核”的数

量相等时，多站点操作的处理器速度没有明显降低。因此，对于 Keysight M9037A 四核

嵌入式控制器而言，可以在一个 PXI 机箱内操作多达四个独立的 VNA 实例，处理速度没

有明显下降。

VNA 的中频带宽（IFBW）设置对测量的总体吞吐量有显著影响。对于较低的分辨率带宽

（如 1 kHz），VNA 实例的数量可以远远超出内核数量。但是，对于 100 kHz 或更高的 

IFBW，每个内核只能处理一个 VNA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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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通过增加 16 个 2 端口 VNA 模块执行多站点测试，看看随着模块的增加系统是如何扩展的。在此例中，

我们在 1 kHz 和 100 kHz 的 IFBW 上测试双核和四核控制器。在这四种情况下分别添加多达 16 个模块，然后来看每秒能够测

量多少个被测器件。图 17 至 图 20 显示了此例的结果。

图 17. 双核，1 kHz IFBW 和 201 个测试点，预设 300 kHz ≥ 26.5 
GHz——这种情况下，因为 IFBW 较低，所以 CPU 的使用率不高

图 19. 四核，1 kHz IFBW 和 201 个测试点，预设 300 kHz ≥ 26.5 
GHz——这种情况下，因为 IFBW 较低，所以 CPU 的使用率不高

图 18. 双核，100 kHz IFBW 和 201 个测试点，预设 300 kHz ≥ 26.5 
GHz——这种情况下，因为 IFBW 较高，所以 CPU 的使用率也很高

图 20. 四核，100 kHz IFBW 和 201 个测试点，预设 300 kHz ≥ 26.5 
GHz——这种情况下，因为 IFBW 较高，所以 CPU 的使用率也较高

双核。预设 26.5 GHz 1 kHz IFBW

四核。预设 26.5 GHz 1 kHz IFBW

双核。预设 26.5 GHz 100 kHz IFBW

四核。预设 26.5 GHz 100 kHz IF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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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 VNA 的多站点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任务时 CPU 的密集程度。正如所料，结

果表明四核的表现比双核好。

生产测试中所需的实际测量参数及其对 CPU 的影响是最关键的因素，在此例中 IFBW 设

置决定了总体吞吐量的高低。1 kHz 设置可以随着模块数量的增加进行扩展。在 IFBW 

为 100 kHz 时，性能将通过增加 CPU 内核的数量来扩展。

在更高的 100 kHz IFBW 下，结果没有完全按预期扩展。例如，一台四核 PXI VNA 每秒

可测量 28 个被测器件，增加一台 PXI VNA 可测量 52 个被测器件，再增加一台 PXI VNA 

可测量 73 个被测器件。可见效率不是最高的。从理论上讲，三台 PXI VNA 每秒应该能

够测量 84 个被测器件。这可能是因为需要分配一部分处理器开销来协调多个内核。这

个例子突出说明了测量结果会根据具体应用所需的实际 VNA 设置而有所不同。

将来的调查能够确定，当内核数量增加到超出本测试中使用的四个时会出现什么结果。

如果 IFBW 值更高，那么将现在使用的 CPU 更换为性能更高的 CPU，可以显著提高可扩

展性。

背板速度与存储器

对于多端口、多站点 PXI 应用，PXI 背板速度的限制最不可能影响吞吐量。以采用八个 

PXI VNA 模块、中频带宽为 100 kHz 的 16 端口 VNA 为例。

100 kHz 的中频带宽意味着每秒处理 100,000 个点或处理每个点用时 10 微秒，将其乘

以接收机的数量——在本例中八个 PXI VNA 模块的接收机数量为 32。现在每秒钟有 320 

万单元的处理量。每个单元的大小是 32 比特或 64 比特，我们假设是 64 比特或 8 个字节，

这就变成每秒 2,560 万比特（25.6 MB/s）。外部控制器的带宽为 4 GB/s，显然还有很

大的空间。

RAM 存储器也不太可能成为限制因素。每个实例使用很少的 « 专用 » 存储器。从宽考虑，

每个实例可能使用 200 MB 的专用存储器，而 8 个实例使用的存储器也不到 2 GB。

PXI 机箱

由于 PXI VNA 只需要一个 PXI 插槽，一个机箱内可以容纳多达 16 个 PXI VNA 模块。必

须要确保使用 PXIe 或混合插槽以发挥 PXI VNA 的完整性能。

图 21. 单个 M9018A PXIe 18 插槽机箱能容纳多达 16 个 PXI VNA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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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显示 / 多用户

多站点测试常用于高度自动化的环境，也有一些应用需要利用多站点进行多用户测试。

例如低成本滤波器调谐制造。图 22 是为四位测试人员提供工作站的 4 端口 VNA 多站点

配置。测试站数量的限制取决于 PXI 机箱和计算机外设上可用的硬件和端口。

下文中会对要注意的地方加以说明。

控制器硬件

图 22 所示为采用 Keysight M9037A 嵌入式控制器的多用户配置。该控制器有两个显示

输出端口可直接连接两台显示器。通过 USB3 端口可以连接外部 USB3 集线器，集线器

上的两条路径被路由到 USB3 至 DVI 视频转换器，然后再延伸到另外两台显示器。从这

点来说，除了上例中所示的四台显示器之外，还可以添加额外的显示器。

另一种办法是使用外部控制器，可能是具有功能更强大的视频游戏板的台式计算机，这

样就可以在无需 USB3/ 视频转换器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的标准视频连接。在选择使用嵌入

式还是外部控制器时，应当注意的是，这种配置要最适合 VNA 显示信息。在显示器之间

传输视频密集的信息，如高清培训视频，可能会降低性能。对于 VNA 测试而言，这不成

问题。

在上例中，USB3 集线器也用于传输触摸屏显示器或测试站鼠标的控制信号。

图 22. 多站点能力实现多用户测试解决方案。

1 号被测器件 2 号被测器件 3 号被测器件 4 号被测器件

视频

视频

USB3 
至视频转换器

USB3 
至视频转换器

USB 触摸屏或鼠标控制

USB 触摸屏或鼠标控制

USB3
集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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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Windows 限制

计算机操作系统必须进行配置，以便支持多显示器功能，并能够区别各个测试站。这是 

Microsoft Windows 的标准功能。

首先，需要设置计算机来识别各显示器（图 23）。然后，需要配置各显示器，使其能被

识别为特殊的测试站（图 24）。这还应包括定位座——触摸屏或鼠标的校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微软操作系统有一项常见的功能显然会显示多用户功能。

如果有两位或更多位操作人员试图在完全相同的时间控制计算机，那么计算机就会出现

错误（图 25）。对于大多数计算机而言，一台计算机不能由两个人同时操作。因此需要

采取特别的措施来最大限度减少多用户环境下的操作人员控制时间。

图 23. 设置计算机来识别各显示器

图 24. 配置并校准各测试站，以使它们能够被计算机所识别。

图 25. 标准微软操作系统不允许用户同时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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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宏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人员控制时间

最大限度减少操作人员在计算机上进行操作的一种方法是简化并限制控制访问。而实

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图形宏命令，把测试期间所需的更改全部包括在内（图 

26）。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通过键盘输入数据和访问下拉菜单的需要。把所有操

作都转变为简单的指向和点击，可以极大地降低操作人员同时试图控制系统的概率。

注意，这个敏感的时序问题仅限于计算机的实际控制时间，而不受 VNA 测试时间的影响。

只有操作人员访问宏按钮的一瞬间需要关注，这段时间不超过一秒钟。

图 27 显示了一个 12 端口器件，其端口 1-6 和端口 7-12 之间具有很高的隔离度。在这

种实例中，真正的多端口测试解决方案只需 12 次扫描便可测试整个器件。然而， 利用 

PXI VNA 的模块化功能优势，可以根据高隔离度被测器件的特性将测试站重新配置为多

站点配置的两台 6 端口 VNA。这样的话，通过同时分别测试被测器件的六个端口，测试

时间减少 50%（图 28）。需要注意的是，两台 6 端口 VNA 是独立的，可以在不同的频

率下同时进行测试。

运用多站点技术优化多端口测试

对于高隔离度的多端口器件，可以利用多站点测量技术同时扫描多端口被测器件（图 

27）来进一步提高吞吐量。

被测器件的实例可能包括：

– 在单个元器件内有多个独立开关的器件

– 无需进行高频段和低频段隔离度测试的前端模块（FEM）

– 互连器件，如具有屏蔽差分通道或连接器的电缆组件。

图 26. 可以设置宏来缩短操作人员控制计算机的持续时间。

图 27. 使用多端口和多站点测量技术可在更短的时间内测试高隔离度多端口被测器件。

S11 至 S66

S77 至 S12_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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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将一台 12 端口 VNA 重新配置为两台 6 端口 VNA，通过同时测量高隔离度器件，将测试时间减少 
50%。

总结

降低测试成本是元器件批量生产面临的主要挑战。Keysight PXI VNA 引入了许多新功能，

可以在提高吞吐量的同时实现比传统台式解决方案更灵活的测试配置。对于多端口应用，

PXI VNA 提供了真正的多端口能力，使测试工程师可以在一个 PXI 机箱内配置多达 32 端

口的 VNA。此外，它可以通过重新配置实现多站点测试，方便用户在单一的测试站上增

加几倍的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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