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D720C操作使用介绍
2017年10月



22

目录

认识JD720C
 系统菜单

 VSWR（驻波比）和回波损耗测试

 故障定位测试

 双布局测试

 单端口馈线损耗，相位，史密斯图测试

 双端口测试

 射频功率测试（功率计探头）

 喜好键、保存/载入键、极限键、迹线键

 Test Wizard

 Test Wizard Creator



33

天馈线分析仪
配置

软背包 >1GB U盘交叉网线AC-DC
电源适配器 应用软件

及手册

触摸笔 锂离子
电池

Certificate of 
Calibration

标准配件

USB A转
Mini B电缆

点烟器
充电线

RF电缆 功率传感器 校准件

可选配件

转换头 衰减器EZ-Cal Kit Carrying Case 
with Wh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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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视图

电源按钮

快速接入测
量菜单键

分析菜单键

扬声器

旋钮输入

方向键数字键

显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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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键的功能

模式键。设置测试时的布局模式（测试
一个迹线或同屏测试2个迹线），或打开
系统按钮。

设置键。设置测量参数，如频率范围、
幅度范围、电缆类型、测量点数、抗干
扰模式开关等

喜好键。按下喜好键可载入存储的设置；
按下并保持约3秒可存储喜爱的设置

快速保存键。按下该按钮可以快速的保
存测试的结果或屏幕

保存/载入键。按下该按钮可以进行设定
保存或载入的路径，设置项等

校准键。按下该按钮以开始校准
测量画面的顶部中心位置，有快
速接入布局和系统按钮。从左到
右分别是单一布局模式、横向双
布局模式、纵向双布局模式、系
统按钮、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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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键的功能

标记键。测量时，按下标记键以打开标
记点，旋动旋钮，或搜索峰值至感兴趣
的迹线位置

峰值键。标记点打开后，按下峰值键可
以搜索测试迹线的峰值或波谷

迹线键。可以对4条迹线进行比较，4条
迹线可以是当前测量值、捕捉的值、历
史存储值。迹线比较时，频率范围必须
一致

极限键。按下该按钮可以设定判断测试
结果的门限。可以设定窗口门限或线条
门限
保持键。按下该按钮可以保持测量结果，
再次按下按钮可重新开始测量

自动刻度键。按下该按钮可以自动调整
测试画面的纵轴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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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视图

直流电源输入

RF信号输出及反
射测量端口

LAN口

USB口，接U
盘，功率计

USB口，接PC

RS232口

JD725C会多一个
RF In 端口作为双端口测

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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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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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仪表设置

选择语言

加电时应用上
一次的设置或
预置复位

声音提示开关

睡眠/休眠时间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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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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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日期和时间

触摸以选择时区，日期格式，
日期，时间等。以数字键输入

修改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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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局域网

触摸以选择编辑的域，以数字键输入
IP地址等。最后选择“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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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升级

触摸以选择升级仪表的方式，如USB或服务器。选择升级文件所在的
路径，并按下“升级”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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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应用接口

LAN口用作连接应用软
件，或SCPI远程控制。 USB口用作连接应用软

件，或TMC远程控制。

UART口（RS-232）用
作SCPI远程控制，或
其他用途。

通常使用默认配置，则可通过LAN或
USB连接PC上的JDViewer软件。
如有必要，则修改该接口用作SCPI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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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应用接口

触摸以选择迹线存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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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服务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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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自我诊断测试

运行自我诊断测试，保证射
频端口没有任何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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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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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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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System）--StrataSync （选件）

StrataSync为Viavi公司的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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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设置：
 JD720C共有3种测试模式，分别是：

• 单一布局：只测试并显示一个测试轨迹
• 水平布局：测试两个轨迹并横向排列
• 垂直布局：测试两个轨迹并纵向排列

模式设置（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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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和设置1

设定频率范围

设定幅度范围

设定测量点数和
干扰抑制功能

设定屏幕上高亮的3个区域范围，
及是否显示这些区域（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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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和设置2

设定完成后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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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机械校准

开路校准 短路校准

负载校准

按下 按钮仪开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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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机械校准

校准完成后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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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电子校准件按下图连接到仪表上；
 设置好测试频率、测试采样点等信息；
 点击 ，然后按 ；

 完成校准后，会回到开路状态。

VSWR（驻波比）的测量—电子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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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连接电缆开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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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门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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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分区域放大测量

在“Setup”中，将缩放区域打开，则仪器可
分别缩放设定区域范围内的测试。触摸选
择某一区域，使用“Marker”和“Peak”分析

键，可分别搜索该区域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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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分区域放大测量
测试不合格的场景

按下 按钮，自动调整纵轴刻度。

按下 按钮，自动存储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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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测试

 VSWR 指出了基站从发射机到天线的传输通路的能量传送效率，DTF则主要定
位造成VSWR增大的故障点的位置

 位置分辨率和测量距离的最大值

 DP: 采样数据点数 (251 to 2001)
 Vp: 电磁波在馈线中的传播速率

• 被测频率范围越宽，位置分辨率越高，但距离最大值越小.
• 被测频率范围越窄，位置分辨率越低，但距离最大值越大.

1.5 x 108 x Vp
Frequency Span

最大距离= ( DP – 1 ) x (                               )

1.5 x 108 x Vp
Frequency Span

距离分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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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的测量和设置1

设定测量的
频率范围，
可设定起始+
终止，或者
中心频率+频
宽，或者之
间选择测试
频段。

设定测试的
距离范围。
（最大距离
为仪表根据
频段设定计
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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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的测量和设置2

设定纵轴的幅度测量范围

设定馈线的类型，或者传播速率+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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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的测量和设置3

设定窗口函数（可设为默
认），测量点数，单位（公
制/英制），干扰抑制开关。

设定Alternate扫描开关。可设定在校
准频率范围内的某一个频段进行故障
距离定位扫描而无须校准，称为
Alternate扫描。（可默认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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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的测量—机械校准

开路校准 短路校准

负载校准

如果已经进行了驻波
比测试，校准还是有
效的，则可以不用校
准，直接测试。

按下 按钮仪开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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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WR（驻波比）的测量—机械校准

按下 按钮，自动调整纵轴刻度。

按下 按钮，自动存储测试结果。

按下 按钮，打开标记，按下 按钮搜索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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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设置：
 JD720C共有3种测试模式，分别是：

• 单一布局：只测试并显示一个测试轨迹
• 水平布局：测试两个轨迹并横向排列
• 垂直布局：测试两个轨迹并纵向排列

模式设置（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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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布局

触摸左侧驻波比测试界面，以高亮显示驻波比，按下 按钮以设定驻波比设置项。

触摸右侧断点距离测试界面，以高亮显示驻波比，按下 按钮以设定断点距离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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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分析及保存

按下 按钮，自动调整纵轴刻度。

按下 按钮，自动存储测试结果。

按下 按钮，打开标记，按下 按钮搜索峰值。

触摸左侧或右侧测试界
面以使其为激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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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端口馈线损耗（cable loss）的测量和设置

设定测量频率范围

设定测量幅度（损耗）
范围

设定扫描测试点数，
及干扰抑制开关。

设定感兴趣的缩放区
域频率范围，并设定
开或关该区域。

如果测试驻波比时已经进
行了设置，此步骤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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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线损耗的测量—校准

开路校准 短路校准

负载校准

如果已经进行
了驻波比测试，
校准还是有效
的，则可以不
用校准，直接

测试。

按下 按钮仪开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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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线损耗的测量—校准

连接被测试电缆开始测试

按下 按钮，自动调整纵轴刻度。

按下 按钮，自动存储测试结果。

按下 按钮，打开标记，旋动旋钮，标记到需要测试的频点读取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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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的测量

相位测量的设置和校准步骤与电缆损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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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图的测量

史密斯图测量的设置和校准步骤与电缆损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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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插入增益或损耗之前先要对仪表进行 双端口校准

 双端口校准分两步

‒ 首先对 RF Out 接口进行开路-短路-负载校准（与单端口校准
步骤相同）

‒ 第二步，进行传输校准。用一个校准过的低损耗直通电缆，连
接RF Out 与 RF IN 端口， 按“继续”键。

 校准完成后， 校准状态应为 “校准有效” （RF ON）

双端口测试
插入损耗/增益

*. 只有JD725C能支持双端口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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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直通电缆到被测器件或设备， 环回至RF；
 在测试菜单屏幕上选择双端口测试（ ）

双端口测试
插入损耗/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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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合路器设备进行端口隔离度测试
‒ 隔离度：当合路器的主路匹配负载时，射频信号泄露到其它端

口的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

双端口测试
端口隔离度

合路器

负载

输入2

输入1

输出

RF Out
端口

RF In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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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应用场合：基站，直放站或无线发射机的安装，维护以及在线功率检

测.

 功率探头应足够轻便小巧，适合现场使用。可直接与PC相连，或与 无线测

试仪、基站测试仪配合使用.

 在长时间监测时，可脱机工作。

射频功率测试（可选）

BTS
Backhaul

Transmitter

ReceiverE1/T1

Cell Site Power Meter
  - High Accuracy
  - Average Power
  - Peak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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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功率测试

 功率测量仅在接有外置是功率探头时才有效.（通过串口或USB）

 有两种功率探头：

‒ 端接式（terminating）：在测量时须中断正常服务

‒ 通过式或定向式（Directional）：在线式测量，无需中断服务

通过式功率探头 端接式功率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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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功率测试
连接方法

基站/发射机 天线+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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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功率测试
测量

在Mode 下 选择 RF Power（射频功率），用USB 电
缆连接仪表与功率探头，然后按 Setup 按钮.

设置 频率范围，测量模式，显示精度

设置测量结果的显示：平均功率，峰值功率，驻波比

设置门限及告警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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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键（Favorite)

按下 按钮，载入设置。

按下 并保持2秒，保存喜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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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载入键—保存

按下 按钮，选择保存选项卡。

内部存储

USB存储

保存文件类型：
迹线：测试结果
设置：保存设置
屏幕：保存图片
门限：保存门限
报告：保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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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载入键—载入

按下 按钮，选择载入选项卡。

浏览文件夹，
选择要载入
的文件。

文件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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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载入键—设定快速保存设置

按下 按钮，选择快速保存选项卡。

浏览文件夹，
选择快速保
存时的存储

路径。

快速保存时自动增
加的参数：
按时间戳自动命名
按自动增加数字命
名。

快速保存时的前缀

快速保存时
的数据格式

是否按当前画面
反转显示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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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载入键—文件管理器

按下 按钮，选择文件管理器选项卡

选择文件，并对文件进行复制、粘贴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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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载入键—事件存储

按下 按钮，选择事件存储选项卡。

基于事件存储打开后，如果测试结果超过门限，则自动存储测试结
果。在屏幕左侧设置存储路径，右侧设置开关，名称，存储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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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限键（Limit）—门限窗口

门限窗口
的开关按
钮

当前点
（红色点）
的横轴值

当前点
（红色点）
的纵轴值

移动当前
点（红色
点）

按下“移动点”菜单选择屏幕中红色的
点，以编辑该点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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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限键（Limit）—门限线条

自动设置
门限

设置上门
限或下门
限

当前门限
的线段数
量

门限开关

按下“移动点”菜单选择屏幕中红色的
点，以编辑该点的坐标

编辑门限
（1段线时
不可用）

移动门限。
上下平移，
或输入门
限数值



6868

门限键（Limit）—门限告警

设置门限
窗口

设置门限
线条

门限声音
告警开关

门限判断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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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线键（Trace）

设置T1迹
线

设置T2迹
线

设置T3迹
线

设置T4迹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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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认识JD720C

 系统菜单

 VSWR（驻波比）和回波损耗测试

 故障定位测试

 双布局测试

 单端口馈线损耗，相位，史密斯图测试

 双端口测试

 射频功率测试（功率计探头）

 喜好键、保存/载入键、极限键、迹线键

Test Wizard
 Test Wizard 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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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Wizard能调用用户事先定义好的测试脚本进行自动测试。
 点击仪表上的Mode按钮，双击选择Test Wizard图标；
 选择仪表内存在的*.wzd自动测试脚本文件；
 点击Apply运行

Test Wizard（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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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测试脚本后，会显示该脚本中所包含的测试内容。
 可以选择是否都要测试或者只需测试其中一个。
 确认完毕后可以点击“开始”。

Test Wizard

测试结果存放的文件夹名称

如需重复测试则勾选此项，
且输入重复测试的次数。并
在下面输入每个文件名的前
缀及前缀和后面文件名之间

的分割符类型。 注意：如果有校
准的步骤，请先
将电子校准件连
接到仪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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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认识JD720C

 系统菜单

 VSWR（驻波比）和回波损耗测试

 故障定位测试

 双布局测试

 单端口馈线损耗，相位，史密斯图测试

 双端口测试

 射频功率测试（功率计探头）

 喜好键、保存/载入键、极限键、迹线键

 Test Wizard

Test Wizard 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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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Wizard Creator –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来创建自己的测试脚本
 编辑完成后导入天馈线测试仪。

Test Wizard Creator –创建自动测试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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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所要编辑的仪表型号
2. 输入自动测试脚本的文件名

Test Wizard Creator –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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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第一步所要做的测试名字，随后点击“New”
4. 移动鼠标到Test Sequence中新出现的项目上，双击鼠标右键，会

弹出Task Editor菜单。

Test Wizard Creator –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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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Task Editor中，从左边的Task Item中直接用鼠标点中所要设置项
拖拉到右边空白处松开鼠标即可。测试执行时，会按照该排列的顺
序依次执行。

Test Wizard Creator –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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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一完成每一个步骤的设置：

Test Wizard Creator – 步骤

选择测试模式

设定测试频率范围及预估馈线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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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Wizard Creator – 步骤

设置Y轴幅度范围

设置测试点数（测试点数越多，精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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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e
在该项中可以插入图片，以便使用者
可以对照图例来进行一些设备、配件
的连接。

Test Wizard Creator – 步骤

如果插入了多张图片，可以选择是否
自动或者手动切换到下一张图片。如
果是自动的，可以设置两张图片切换

的间隔时间。

手动操作图示可以选择Enable，如果
需要自动提示，那么在选择Disable后，
下面的Move forward菜单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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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编辑完成后可以把Task Editor关闭，随后
如有需要可以再添加下一个测量项。

7. 如编辑完成后，可以点击 保存为
*.wzd文件。

8. 将*.wzd文件复制到U盘中，然后导入JD72
0C仪表。

9. 或者可以通过LAN/USB数据线将文件传入
JD720C仪表。

Test Wizard Creator – 步骤



北京电话： +8610 6476 1456
上海电话： +8621 6859 5260
深圳电话： +86 755 8869 6800
电邮： sales.china@viavisolutions.com
网站： www.viavisolutio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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