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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S®ETL 电视信号分析仪分析所有常见的中国地面广播和电视信号

R&S®ETL 可通过内部解调器根据不同标准详细分析电视和广播信号。此外，全新 PC 软件现可与 PC 或笔记本电脑结合使

用，能够分析数字音频广播 (CDR) (GY/T 268.1 2013)。因此，可以使用单台测试接收机分析所有常见的中国地面电视和广播

标准信号（模拟电视、调频广播、DTMB 和 CDR）。

R&S®ETL-K470
CDR 信号分析软件
用于数字音频广播 (CDR) 
详细射频分析的 PC 软件

亮点

CDR 捕捉硬件，R&S®ETL
 ❙ 50 Ω 和 75 Ω 输入

❙❙ 预选器选件

❙❙ 高测量精度（MER 高达 47 dB）
❙❙ 接收频率可设置

分析软件，基于 R&S®VSE 
❙❙ 广泛的分析功能

❙❙ 配置简单

❙❙ 灵活排列多个测量窗口

主要应用

❙❙ 发射机安装和维护

❙❙ 发射机和接收机组件研发

❙❙ 现场测试

❙❙ 覆盖范围测量（固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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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模式

天线或调制器/
发射机输出

¸ETL
带有可选的预选器

使用基于R&S®VSE的
PC软件进行CDR分析

用于仪器控制和
I / Q采样传输的以太网连接50 Ω 或 75 Ω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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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分析功能

❙❙ 结果摘要以进行快速概览：MER（数据、载波和所有符

号）、I/Q  偏移、增益不平衡、帧功率、波峰因子以及正

交、频率和采样时钟误差

❙❙ 通过测量图进行详细分析：MER、功率和星座图与符号/载
波、信道平坦度、群延迟、脉冲响应和 CCDF

配置简单

❙❙ 只需几步设置，即可完成 CDR 配置：
❙■ 频谱和传输模式
❙■ 业务描述和业务数据的调制
❙■ 使用分级编码

❙❙ 自动过滤潜在的调频信号分量

❙❙ 自动优化内部射频衰减器和前置放大器

订购信息        
名称 类型 订单号

电视信号分析仪，500 kHz 至 
3 GHz，带跟踪源

R&S®ETL 2112.0004.13

CDR 信号分析软件 R&S®ETL-K470 1346.8884.02

选件

射频预选器和 75 Ω 输入 R&S®ETL-B203 2112.0327.03

系统要求 (PC)
操作系统 Windows 7 64 位/Windows 10 64 位

硬盘空间 5 Gbyte

RAM ≥ 4 Gbyte

CPU 最小 1.5 GHz 
（推荐 > 2.5 GHz）

图形分辨率 ≥ 1280 像素 × 1024 像素

CDR 分析的测量设置

MER 与载波（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星座图（业务数据、业务描述、系统信息和导频）

OFDM VSA: 4 Constella�on
Service Data 64QAM Service Descrip�on 16QAM PilotConstella�onSystem Info QP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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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M VSA: 1 MER vs Carrier

5216356635

另见 
www.rohde-schwarz.com/product/etl
（R&S®ETL 数据手册 PD 5213.7748.22、R&S®ETL 产品手

册 PD 5213.77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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