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德科技
使用 FieldFox 手持式分析仪
进行时域测量的技巧

本应用指南将介绍时域和故障点距离

（DTF）测量技巧。利用这些技巧，您

可以在现场测量时识别断点的位置和

相对幅度。本应用指南将介绍频域测

量与时域转换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

与时间分辨率和量程之间的关系。另

外还将介绍对带宽有限器件进行表征

的 VNA 配置，例如耦合器、滤波器、

天线和波导器件、以及电缆和连接器

等宽带设备。本指南还将探讨时域“选

通”功能，该功能可以在时域有效隔

离断点，如同滤波器在频域中隔离能

量一样。最后是使用是德科技公司的 

FieldFox 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测量的

实例。

应用指南



图 1a. 测得 VSWR 作为频率的函数 (1a)，以及时域响应显示作为时间函数的多个断点 (1b)。

(a) 频率响应
(b) 时间响应

不合格

引言

通信或雷达系统由器件和系统构成，要对这些器件和系统的功能进行测试并确定其是否合格，常常要求这

些器件的电子性能要达到其工作频率范围内的某一规定性能。这些技术指标包括电压驻波比（VSWR）、

回波损耗和插入损耗等。当被测器件（DUP）达到或未达到其作为频率函数的性能要求时，这些技术指标

将提供一个明确区分。图 1a 所示为某个系统上的测得的 VSWR，在 8.5 至 12 GHz 的测得频率范围内，

VSWR 在多个地方超出了技术指标。本例中使用的 Keysight FieldFox 矢量网络分析仪（VNA）使用了限制

线配置，以帮助操作人员快速确定被测器件是通过还是未通过测试。

虽然频率测量能够提供系统是否正常工作的有用信息，但只有扫描频率无法提供足够信息来确定问题的根

本原因。当系统无法达到技术指标时，进行故障诊断常常很困难，因为此时需要将器件插入或拔出系统直

至性能再次达到规定要求。所幸的是，现在有另一种测量技术能够针对此类问题提供详细的位置和大小信

息。该技术依赖于时域测量和矢量网络分析仪，例如 Keysight FieldFox，能够显示单端口或两端口元件和系

统的时域特征。图 1b 所示为 VSWR 测量的时域转换，同时个别断点的位置显示为时间的函数。在本例中，

我们假设时域中的最大峰值与造成系统超出技术指标的元件有关。在了解信号在传输系统中的传播速度后，

便能确定故障点的位置，然后快速修复系统。

本应用指南将介绍时域和故障点距离（DTF）测量技巧。利用这些技巧，您可以在现场测量时识别断点的位

置和相对幅度。



时域测量基础知识

时域分析在观察传输线系统上的失配影响

时非常有用。当射频或微波信号沿传输线

传播时，一小部分信号会在路径上的任何

断点反射回来。使用时域分析法，每个断

点的位置可显示了为沿 x 轴的时间函数，

而反射信号的幅度，或 S11，则沿 y 轴进

行绘制。在了解了沿传输线的传播速度之

后，时间测量就能按比例换算为物理距离。

另外，它还能检查发射信号的时域响应，

或 S21，但这个测量需要在系统的两个端

口进行连接。由于现场测量常常限制为只

能接入系统的一个端口，本应用指南将会

主要针对反射的时域响应，或称 S11 测量。

图 2 所示为一个简单的时域响应示例，

测试将两小段同轴线使用适配器连接在一

起，并端接一个 50 Ω 的同轴负载。如果

对线路的输入施加短脉冲波形激励，则可

能观察到从每个断点反射的脉冲响应，该

响应与时间有函数关系。在这种情况下，

将会出现来自输入连接器 (1)、适配器 (2) 

和端接 (3) 的反射信号。过大的峰值可能

代表这些器件中存在一个或多个问题。另

外还能使用阶跃波形来激励传输线，有关

该技术的详细信息参见是德科技时域应用

指南 1287-12 [1]。 

来自任何单端口或双端口设备的测量可在时域和 / 或频域中进行表征。如果测量在一个

域中进行，则另一个域可使用众所周知的数学技术——傅立叶变换（FT）来计算。这种

变换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通用方法，让人们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检查特定的测量

问题 [2]。如果使用时域方法来记录测量，那么 FT 计算能得出数据的频域表示。反之，

如果开始捕获的是频域数据，那么经过反傅立叶变换（IFT），可生成数据的时域表示。

实际情况就是相同的数据可同时在时域和频域中显示，打造出一个功能强大的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工具。现代化的测试仪器，如 VNA，将这个数学转换功能集成为固件的一部分，

使用户可以显示时域或频域数据，或同时显示两种数据。例如，图 1a 和 1b 所示为使

用 Keysight FieldFox VNA 记录的频率测量和时域转换。

图 2. 时域响应的配置和测量显示沿同轴传输线有三个断点

时间

同轴线
同轴线

50 Ω 负载

同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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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时域功能的仪器

有两种基本仪器能够显示单个断点沿传输

系统的时域响应：时域反射计（TDR）和

矢量网络分析仪（VNA）。时域反射计使

用传统方法，发射一个激励或阶跃波形到

被测设备，并直接测量作为时间函数的响

应 [3]。使用阶跃信号发生器和宽带示波

器，如 Keysight 86100D DCA 及 54754A 

TDR 模块，可将快速边沿发射到传输线路

中。入射和反射电压波形可用宽带示波器

来监测，每个断点的位置可显示为时间的

函数。  

矢量网络分析仪，如 Keysight FieldFox 

N9918A VNA，主要是频域测量仪器，能

够测量单端口和两端口设备的反射和传输

特征。使用在频域内测得的经过误差校

正的数据，就可以使用 IFT 计算出网络对

脉冲或阶跃函数的响应，并且显示为时

间函数。如果 VNA 使用的是窄带测量接

收机，动态范围通常会高于基于示波器的 

TDR 系统。另外 VNA 还具有用于测量带

宽有限设备的时域功能，称为带通模式，

本应用指南将在稍后讨论此功能。最后，

FieldFox VNA 有一项被称为电缆和天线

（CAT）分析仪的配置，它能执行相同的

频域至时域转换，但会将时间测量标度为

对应的物理距离，以帮助操作人员在现场

快速确定射频和微波传输线路中的故障点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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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喇叭天线的测量实例

在图 3 所示的测试配置中，我们使用一

个 X 频段波导喇叭天线和在天线附近放置

一个独立的金属板来进行空中频域和时域

响应测量。高增益喇叭天线连接至一小段 

WR-90 波导传输线，然后将传输线连接到

波导至同轴适配器以连接 VNA。VNA 在适

配器与仪器端口相连接的平面上进行校准

以进行 S11 测量。测量将包括图 3 中所示

所有部件的响应，还将包括周围环境中其

他项目的响应。金属板是一个安装在三角

架上的 0.3 平方米的铝板，放置在天线正

前方。金属板与天线之间的距离可变化以

便检查频率与时间响应的变化。

图 4 所示为该系统在三种测试条件下的频

率响应；其中两种的金属板靠近天线，另

一种不使用金属板。黄色迹线显示的是不

使用金属板的测量。由于各种传输线间的

交互作用以及周围环境中各项目的反射，

测量的 S11 响应有小的纹波。蓝色迹线显

示的是金属板距喇叭天线 1.7 米时的频率

响应。在这种情况下，S11 与不使用金属

板时相比有更大的纹波。橙色迹线显示的

是金属板再靠近一些、间距为 1.2 米时的

结果。此时，纹波更加明显，因为来自金

属板的反射信号有更大的接收幅度。

事实上，放置在天线系统附近的金属结构

可能对系统性能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来

自这些额外结构的反射所产生的纹波可能

大到足以使得性能超出技术指标。如上所

述，仅检查频率响应并不足以找出问题的

根源。在这些测量条件下的时域响应将在

接下来进行检查。

图 3. 使用 X 频段喇叭天线测量空中频域和时域响应的配置

图 4. 比较 X 频段天线系统在三种测试条件下的频率测量；两种情况下金属板靠近天线，

一种情况下不使用金属板

同轴适配器 波导 喇叭天线

金属板

无金属板

频率

金属板位于 
1.7 米处

金属板位于 
1.2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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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天线系统在三种测试条件下的时域测量；两种情况下金属板靠近天线，一种情况下不使用金属板

使用喇叭天线的测量实例（续）

图 5 所示为使用 Keysight FieldFox VNA 及

时域选件时天线系统的时域响应。不采用

金属板时的结果如黄色迹线所示，来自周

围环境的信号反射的峰值比来自适配器和

天线的峰值低。这种类型的测量将为新系

统安装提供一个良好基准，并可用作对比，

因为本系统周围将会添加更多的天线元件

和结构。图 5 还显示了金属板放在天线附

近时的时域响应。金属板与天线间距 1.7 

米时的结果如蓝色迹线所示，其中有一个

大的峰值代表来自金属板的反射，右侧的

较小峰值代表来自三角支架的反射。当金

属板和三角架移近至 1.2 米时，结果如橙

色迹线所示，测得的时域响应显示了这些

峰值的等效时间偏移。通过这些测量，您

会发现与适配器和天线有关的峰值是静态

的，因为这些器件在测试过程中未发生改

变。另外，当金属板向天线移动时，与金

属板有关的峰值幅度有一个明显增加。这

种峰值幅度的增加是由于信号现在沿更短

的距离进行传播，空间损耗降低造成的。

无金属板
天线

如之前的图 4 所示，环境反射会在频域响应中产生纹波。这对于确定不受环境影响的系

统性能非常有用。在这种测试要求下，VNA 有一个在时域中配置的选通功能，用于过

滤出特定反射，使得这些反射不影响频域响应的查看。下一节将会介绍时域过滤的基本

概念，也称为选通。

金属板位于 
1.2 米处

金属板位于 
1.7 米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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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通和频率响应

图 6. 拥有三个峰值的理想时域响应的简单示例，以

及对原始响应施加时间“选通”时的结果

选通的基本概念是引入时间滤波器，移除

时域响应的多余反射。这个时间滤波器的

工作方式与频率滤波器在频域中的工作方

式相同。一旦从时域中移除多余响应，便

可观察到剩余器件的频域响应。图 6 是一

个拥有三个峰值的理想时域响应的简单示

例。在此例中，时间滤波器或“选通”配

置为要移除其中的两个峰值。通过调整选

通的时间中心和扫宽，可在时域中创建一

个等效的带通滤波器。一旦选通激活，便

可在时域和频域的测量中移除高峰值和低

峰值与带通选通一起，FieldFox VNA 还有

另一种类型的选通能够传输一个峰值，或

者对峰值进行分组，使剩下的峰值高于或

低于滤波器响应。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

旦选通在时域中进行正确配置，用户便可

将 VNA 返回频域以检查系统的频率响应

及滤波后峰值的影响。  

为继续探讨上一节中所述天线示例，图 

7a 展示了使用和不使用选通功能时的时

域响应。在此例中，对带通选通进行配置

以移除金属板和环境的影响。黄色迹线是

原始测量，其中包括来自金属板反射的峰

值。蓝色迹线显示的是，带通选通配置为

能够过滤天线中任何响应时的时域响应。

应用带通选通时，时域响应仅包括同轴适

配器和天线的响应。另外还能使用陷波选

通来移除一个峰值或一组峰值。

图 7b 所示为原始频率响应比较，其中金

属板和环境反射的频率响应用黄色表示，

应用选通时的频率响应用蓝色表示。 

如选通响应所示，当来自环境的反射从测

量中滤除后，整个测得的频率扫宽上的纹

波会有所降低。选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

具，能够通过有选择性地移除任何域中测

量的特定响应，来检查器件或系统的反射

和传输属性。

需要注意的是，当沿传输线的断点反射能

量时，这一部分的能量不能到达沿线路的

后续断点。这种效应可能隐藏或“掩蔽”

后面断点的真实响应。当传输路径在沿线

长度上存在插入损耗时可能出现这种情

况。选通功能不能对这种掩蔽效应进行补

偿，掩模将在下一节进行探讨。

图 7. 对测得数据施加和不施加选通功能时 X 频段天线系统的（7a）时域和（7b）频域响应

(b) 频率响应

(a) 时间响应

适配器
天线

选通

金属板

环境
原始

选通

扫宽

转换到频域

中心

滤波

时间

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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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轴线中的掩蔽

图 8 所示的是一段短 RG58 同轴电缆在末

端端接开路时的时域响应。时间响应显示

一个大的峰值，代表着来自电缆末端的反

射。由于所有能量都将反射回源，我们期

待理想的开路拥有 0 dB 的 S11。如图 8 

所示，这个测试配置的测得峰值较低，为 

4.2 dB。测得的峰值比平均电缆损耗低三

分之二，平均电缆损耗来自正向信号损耗

与从开路反射回后第二次通过电缆的损耗

的组合。电缆的插入损耗会“掩蔽”开路

的真实响应。由于选通是在测量完成后的

一个后续过程，围绕开路的峰值响应的选

通将不能对幅度测量进行校正。这一点很

重要：如果传输系统的插入损耗非常高，

那么反射信号的幅度可能低于 VNA 的动

态范围，无法在时域显示中观察到。如果

传输路径包含的一个非常大的断点，而该

断点反射了绝大多数的能量，就会发生这

种情况，并可能阻碍在时域显示中观察到

任何后期反射。

如果电缆的插入损耗已知，那么 Keysight 

FieldFox VNA 和 CAT 分析仪允许电缆损

耗进入到仪器中。对电缆损耗进行补偿能

改善时域中的幅度测量。应该注意同轴电

缆插入损耗是频率的函数，损耗在更高频

率时会有所增加。电缆插入损耗因数可作

为代表平均损耗的一个值输入，或者在使

用 CAT 模式 DTF 时，可以输入到频率 /

损耗对表中。FieldFox CAT 模式还包括一

套内置的电缆技术指标，可根据系统中安

装的电缆类型进行快速选择。需要注意的

是，任何时域显示上测得的幅度实际上都

是整个测量频率范围内的平均值。因此，

如果传输系统包括耦合器、滤波器以及具

有可变插入损耗的其他器件，那么仅使用

一个因数对作为频率函数的插入损耗进行

补偿，可能无法提供精确的幅度结果。本

指南将在下一节介绍这种效应。

图 8. 短 RG58 同轴电缆端接开路时的测试配置和时域响应

开路

同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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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通滤波器的测量实例

图 9 是一个系统中包括两条同轴电缆使

用在线带通滤波器进行互相连接的测试配

置。较长的电缆端接 50 Ω 负载或保持开

路。当对系统进行故障诊断或试图确定传

输系统的末端时，能够在传输系统末端交

换端接非常有用。在时域响应中，通常会

使用开路或短路来提供较大反射以确定电

缆末端。

这个简单示例将会显示反射信号通过在线

带通滤波器时的掩蔽效应。测得的 S11 频

域响应如图 10a 所示。对于这个测量，电

缆端接 50 Ω 负载以仿真具有适当端接的

系统。时域模式激活，测得的时间响应如

图 10b 所示。在此情况下，电缆端接开路

以查看电缆末端时间响应的较大反射。如

图 10b 所示，时域图形显示了与传输线

路和路径上的各个器件有关的一系列的峰

值。左侧的第一个峰值来自输入电缆的反

射。下一组峰值与带通滤波器有关。滤波

器就是一组在时域中交互作用以生成独特

响应的谐振器。除非使用参考滤波器进行

对比，否则在检查时域测量时，很难确定

滤波器的响应是否正确。是德科技针对使

用时域技术的滤波器调谐提供了优秀的应

用指南 [4, 5]。右则的最后一组峰值与开路

有关。我们通常会期望开路会导致一个峰

值，因为脉冲功能会在传输线的一个点上

进行完全反射。但如本测量所示，来自开

路的时间响应有一个相当复杂的波形。因

为信号在正向通过滤波器时，来自开路的

反射会被带通滤波器的传输响应所修改，

然后来自开路的反射会沿反向再次通过滤

波器。在此例中，带通滤波器会掩蔽来自

开路的反射响应。

图 9. 系统包括的两个同轴电缆与带通滤波器互联并端接开路或 50 Ω 负载时的测试配置

图 10. 测得的频域响应 S11 (10a) 和 (10b) 测得的时域响应显示了来自输入连接器、滤波器和开

路端电缆的反射特征

(b) 时间响应

（a) 频率响应

同轴 同轴

带通滤波器

50 Ω 或
开路

输入

滤波器

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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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通滤波器的测量实例（续）

为了检查本例所示通过在线带通滤波器的

掩模效果，图 11 显示的是对开路周围的

反射信号施加选通时的时间和频率响应。

图 11a 所示为使用和不使用选通时的时域

响应。蓝色曲线所示为选通位于开路端电

缆中心时的时间响应。图 11b 所示为来自

开路选通信号的频域响应。该响应显示，

系统的在线滤波器会掩蔽来自开路端电缆

的理想响应。在这种情况下，频域响应显

示的是典型的带通传输响应。如上所述，

当信号两次通过滤波器时，一次为正向，

一次为经过开路的反射后反向通过，围绕

开路的选通响应显示了这一结果。如果要

验证系统组件是否已妥善安装，以及当用

户只能接入系统一端时，这种类型的测量

将会非常有用。

需要注意，在图 11b 中，选通频率响应的

边沿拥有增加的幅度。这种增加并非在线

带通滤波器的功能，而是涉及选通功能的

信号处理的假象。 通过调整 FieldFox VNA 

前面板的选通功能的特征，可能降低频域

中的边沿效应。有关优化选通窗口的详细

介绍请参见“FieldFox 用户指南”和“是

德科技时域应用指南”1287-12 [1]。

图 11.带有在线带通滤波器的传输系统的时域响应（11a）和来自开路端电缆的选通信号（具有掩蔽效应）

的频域响应（11b）

(b) 频率响应

(a) 时间响应

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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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测量结果与物理距离的关联

 一旦系统插入损耗超出预期或回波损耗

和 VSWR 超出技术指标范围，有必要找

出传输系统中的物理故障位置。如果信号

在电缆中的传输速度已知，则损坏的物理

距离可利用反射测量结果，通过下列公式

计算出来。

DTF ( 米 ) =  （
tRT

2 ）· (v电缆 )

其中，V 电缆 = (VF)(c)，单位：米 / 秒，

VF = 在 FieldFox 这样的 VNA 上，放

在时域响应峰值上的游标代表往返时间，

tRT。用往返时间除以 2，估算出到相关

断点的单程时间。测得的 DTF 是用单程

时间乘以信号在介质中的速度 vcable。

速度单位采用米 / 秒，也可使用英尺 / 秒

来计算。我们已经知道信号在真空中的速

度等于光速 c。信号在介质中的速度等

于光速 c 乘以小于或等于 1 的速度系数

（VF）。VF 为传输线介电常数 er 的平

方根的倒数。例如，同轴电缆使用固体 

PTFE 作为电介质，则 VF 为 0.7，因为 

PTFE 的介电常数为 2.1。当使用 VNA 

来测量故障位置时，向 VNA 中精确输

入速度系数很重要。当使用 FieldFox 

VNA 来测量 DTF 时，只要正确输入 

VF，FieldFox 游标便能同时正确显示时

间和到断点的经过校正的单向距离。另

外，使用配置为 CAT 模式的 FieldFox 

时，所有时域显示参数都可自动转换为

距离。是德科技应用指南 [6] 针对未知

电缆的速度系数估计提供了更多信息。

频率扫宽与脉冲宽度之间的关系

使用 VNA 测量频域中的器件或系统的 S 

参数时，测得数据跨越了用户选择的频率

范围（扫宽）。

在时域模式下操作时，脉冲宽度大约与频

率扫宽的倒数相关。

脉冲宽度 ( 秒 ) ≈ 
1

频率扫宽

更宽的扫宽将在时域中显示更多的细节或

分辨率。这在时域中试图确定两个间距非

常接近的断点时特别有用。这个公式得到

的结果是近似的，因为我们对测量数据应

用了一个时间窗口，以改善时域响应的动

态范围。这个动态范围会极大增加或降低

脉宽。有关窗口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是

德科技时域应用指南 1287-12 [1]。

例如，图 12 所示为两条同轴电缆使用同

轴适配器连接在一起并端接 50 Ω 负载时

的时域响应。图 12a 所示为使用配置了 

500 MHz 扫宽的 VNA 的时间响应。在此，

由于时域中的宽脉冲宽度，个别断点无

法观察到。图 12b 所示为频率扫宽增加

至 4 GHz 时的频率扫宽。在这种情况下，

个别断点可以使用更窄的脉冲宽度清晰

观察到。

虽然较大的频率扫宽能够提高时域分辨

率，但它同时也会对可测量的总时间扫宽

或最大量程产生不利影响。下一节将讨论

频率扫宽与最大可测量时间之间的关系。

(a) 采用 500 MHz 扫宽时的时间响应

图 12. 两条同轴电缆使用同轴适配器连接在一起

并端接 50 Ω 负载时的时域响应测量

(b) 采用 4 GHz 扫宽时的时间响应

连接器 适配器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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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扫宽与时间扫宽之间的关系

使用 VNA 测量频域中器件或系统的 S 参

数时，测得数据跨越了用户选择的频率范

围（扫宽），并在这个扫宽上以离散点存储。

数据点之间的频率间距 Δf，直接与频率扫

宽成正比，与总测量点数成反比，如下面

的公式所示。

沿频率扫宽，点数也由用户来选择。频

度间隔，Δf，然后由 VNA 自动计算。

FieldFox VNA 可使用点数来配置，设置为 

101 至 10,001。例如，使用 1 GHz 的扫宽

扫描 101 个点时，数据每隔 10 MHz ＝ Δf 

测得。

测量电气长度较大的器件和系统时，要对 

VNA 进行恰当配置以测量到传输路径末端

的所有方向。特别是当系统（例如天线塔）

中安装了长电缆时，这点很重要。我们发

现最大时间跨度直接与频域的测量点数成

正比，与下列公式中所示的测量频率扫宽

成反比。在此，由于反射测量是一个往返

经过传输系统的测量过程，所以需要除以 

2。对于传输测量，例如 S21 和 S12，不

再需要除以 2。

表 1. 使用 10,001 个点，且速度因数（VF）等于 0.66 时，时间范围用作测得频率扫宽的函数。

扫宽（GHz） 最大时间（微秒） 量程（米）

2.5 2 396

5.0 1 198

Δf =
频率扫宽

( 点数 —1)

在某些条件下，VNA 经过配置可用来显示

超出计算的最大时间跨度的时域响应。在

这种条件下，它能观察杂散响应，也称为

混叠，混叠可显示为真实响应，但实际上

是从频域到时域进行数学转换的假象。

FieldFox 提供了一个表格，显示当前测量

是否有混叠的。如果 FieldFox 标记出有

混叠可能时，可以采用一个简单测试来验

证响应是否真实。首先，将游标放在有问

题的峰值上并注明到故障点的时间（距

离）。接下来，更改分析仪上的开始或停

止距离。真实的时域峰值将不会在时间

（距离）上移动，但混叠响应将能显示出

移动。有关混叠的更多信息请见 FieldFox 

用户指南和是德科技时域应用指南 1287-

12 [1]。 

有一重要事项需要指出，它不能同时优化

在此前一节中讨论的窄脉宽，以及此处讨

论的最大时间范围。窄脉宽需要宽频扫宽，

但宽频扫宽会降低最大时间跨度。因此，

将需要在时间分辨率和时间跨度之间进行

一定的折中。所幸的是，对于某些类型的

设备，FieldFox VNA 还提供了另一种时域

模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时间分辨率，同时

又不会牺牲时间跨度，这种模式将在本应

用指南的下一节中进行介绍。

最大时间 ≈
1

2Δf

( 点数 —1)

2（频率扫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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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带通和低通时域模式

FieldFox VNA 和 CAT 分析仪两种时域模

式，可选用于优化时间测量。这两种模式

分别是低通和带通。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被

测器件的工作频率范围。例如，测量宽带

设备时，例如同轴电缆和适配器，它们的

工作频率范围可从直流扩展到射频和微波

频率范围。对于这些设备，VNA 最好采用

低通模式进行所有时域测量。当设备指定

为可在窄带频率范围上操作时，VNA 的带

通模式将能提供最佳结果。当滤波器、耦

合器、天线和波导器件作为传输路径的一

部分时，主要使用带通模式。

使用带通模式时，仪器的开始和终止频率

应设置为大约是被测器件的工作范围。当

被测器件为宽带时，低通模式将在更大的

频率范围上进行配置。低通模式可将测量

频率范围往下推断至直流，然后映射关于

直流的测量频率范围数据，以极大改善时

间分辨率功能。有关这些模式的更多信息

请见 FieldFox 用户指南和是德科技应用指

南 1287-12 [1]。

结论

FieldFox 的时域特性是对复杂器件和系统

进行验证和故障诊断的强大工具。除了本

应用指南中的示例之外，用于执行时域测

量的很多应用程序和仪器配置将在本应用

指南参考部分列出的其他是德科技应用指

南中进行探讨。是德科技非常乐意通过网

站提供这些指南或提供现场技术支持。

是德科技还对所有手持式和台式 VNA 和 

CAT 分析仪提供本地和现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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