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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

■ 遍及全球

■ 立足本地个性化

■ 可订制而且非常灵活

■ 质量过硬

■ 长期保障

可持续性的产品设计

■ 环境兼容性和生态足迹

■ 提高能源效率和低排放

■ 长久性和优化的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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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广播电视接收机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

文件中没有容限值的数据没有约束力 | 随时更改

你的挑战 新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和原有的 R ＆ TTE 规程之间的

主要区别之一是其包含了对广播电视接收机的要求。 RED 中

的 ETSI EN 303 340 标准适用于支持 DVB-T 和 / 或 DVB-T2 信

号的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 EN 303 345 标准适用于支持模

拟广播业务（如 AM 和 FM）或数字广播业务（如 DAB 或

DRM）的固定和便携式接收设备。 EN 303 372-2 标准适用

于支持 DVB-S 和 DVB-S2 卫星广播信号的室内接收设备。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无线电频谱变得越来越拥挤，各类技术相互竞争，以高效地

利用有限的带宽。 此外，移动通信频率位于 800 MHz 地面数

字电视 (DTT) 频率附近。在 DTT CH60 上边带和 LTE 基站传

输下边带之间有一个 1 MHz 的保护频带，ETSI EN 303 340，

EN 303 345 和 EN 303 372-2 标准中的测试用例用于确保数

字广播接收机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

针对电视机和机顶盒

的 RED 一致性测试

针对支持数字卫星标准的室内

接收设备的 RED 一致性测试

针对立体声和车载广播接收机

的 RED 一致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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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作为在电磁兼容和监管测试市场的领导者，罗德与施瓦茨是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在此领域丰富而专业的测试

测量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在全球拥有 70 多家子公司和代表处，可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和现场支持。 

罗德与施瓦茨已为 RED 做好准备。

EN 303 340 标准面向配有外置天线输入（调谐器端口），

支持 DVB-T 和 DVB-T2 信号接收的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该

标准还考虑了在 700 MHz 和 800 MHz 频段的 LTE 干扰以及

DTT 的 UHF IV 频段的干扰。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

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0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

准的 3.2 章节）。 

关键特性

■ DVB-T/T2 实时编码器

■ 内置多媒体信号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72-2 标准面向支持 DVB-S 或 DVB-S2 数字调制卫

星广播的室内接收设备。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

外部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72-2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

节）。 

关键特性 

■ DVB-S/S2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频率高达 6 GHz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新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2014/53/EU 替代了之前的

无线电和通信终端设备规程（RTTED），即 R&TTE 规程

1999/5/EC。

RED 3.2 章强调有效地使用频谱以作为未来监管测试的基本

要求。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RED 同时引入了对无线电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合规性能要求。

自 2017 年 6 月 13 日起 RED 全面生效，并对无线电设备在

下述方面提出了要求：

■ 数字电视和无线电接收机

■ GSM 和 LTE 接收机

■ 卫星接收机（包括 GNSS）

■ 任何使用 WLAN，蓝牙或 ZigBee 的设备

EN 303 340—
地面数字电视接

收机

EN 303 372—
卫星广播接收

设备

( 室内单元 )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待测设备

EN 303 345 标准面向支持模拟 AM/FM 或数字 DAB/DRM

标准的广播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外部

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5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节）。

欧洲使用下述无线电广播调制方式： 

■ 调幅（AM），带或不带调幅信号系统（AMSS）

■ 调频（FM），带或不带无线数据广播系统（RDS）

■ 数字音频广播（DAB） 

■ 数字调幅广播（DRM）

关键特性 

■ AM,FM,DAB 和 DRM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

■ 内置音频播放器和多媒体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模拟模块支持音频分析

■ 支持准峰值检波器和 CCIR 468 加权滤波器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45—
声音广播接收机

自动测试和报告

生成软件
符合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272-2 标准

R&S®BTC 配合软件和配件使用可为用户提供自动化测试和

生成测试报告。软件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和独特的测试配

置，如插损补偿、多种干扰信号，以及智能学习经由红外遥

控来控制 DUT。配合 R&S®BTC 一起使用，为用户的产品验

证和生产测试提供了一体化、自动测试的解决方案。

关键特性

■ 支持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372-2 的所有测

试用例

■ 自动检测视音频的图像错误点

■ 可选的相机测试方案，用于电视机的自动测试 

■ 现代和直观的用户界面，包含信号路径的插损补偿 

■ 可重复和一致性高的测试结果

■ 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标准可以很容易地被集成至

软件中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支持 AM,FM,DAB 或 DRM 的车载收音机也要求进行 RED 测试 使用 R&S®TA-TRS 自动测试软件，配合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测试

配件对待测设备进行自动化测试

测试用例
自动测试和报告生成软件涵盖了标准列出的各测试用例。所需的测试用例和参数取决于待测设

备的特性及所用技术。

 R&S®TA-TRS 的支持度

接收机灵敏度 Yes
接收机邻频选择性 Yes
接收机阻塞 Yes
接收机过载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灵敏度 Yes
邻频选择性和阻塞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邻频信号灵敏度 Yes
动态范围 Yes

* 印刷时所述的所有资料均正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自动测试软件仅支持传导测试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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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0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

准的 3.2 章节）。 

关键特性

■ DVB-T/T2 实时编码器

■ 内置多媒体信号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72-2 标准面向支持 DVB-S 或 DVB-S2 数字调制卫

星广播的室内接收设备。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

外部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72-2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

节）。 

关键特性 

■ DVB-S/S2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频率高达 6 GHz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新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2014/53/EU 替代了之前的

无线电和通信终端设备规程（RTTED），即 R&TTE 规程

1999/5/EC。

RED 3.2 章强调有效地使用频谱以作为未来监管测试的基本

要求。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RED 同时引入了对无线电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合规性能要求。

自 2017 年 6 月 13 日起 RED 全面生效，并对无线电设备在

下述方面提出了要求：

■ 数字电视和无线电接收机

■ GSM 和 LTE 接收机

■ 卫星接收机（包括 GNSS）

■ 任何使用 WLAN，蓝牙或 ZigBee 的设备

EN 303 340—
地面数字电视接

收机

EN 303 372—
卫星广播接收

设备

( 室内单元 )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待测设备

EN 303 345 标准面向支持模拟 AM/FM 或数字 DAB/DRM

标准的广播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外部

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5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节）。

欧洲使用下述无线电广播调制方式： 

■ 调幅（AM），带或不带调幅信号系统（AMSS）

■ 调频（FM），带或不带无线数据广播系统（RDS）

■ 数字音频广播（DAB） 

■ 数字调幅广播（DRM）

关键特性 

■ AM,FM,DAB 和 DRM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

■ 内置音频播放器和多媒体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模拟模块支持音频分析

■ 支持准峰值检波器和 CCIR 468 加权滤波器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45—
声音广播接收机

自动测试和报告

生成软件
符合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272-2 标准

R&S®BTC 配合软件和配件使用可为用户提供自动化测试和

生成测试报告。软件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和独特的测试配

置，如插损补偿、多种干扰信号，以及智能学习经由红外遥

控来控制 DUT。配合 R&S®BTC 一起使用，为用户的产品验

证和生产测试提供了一体化、自动测试的解决方案。

关键特性

■ 支持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372-2 的所有测

试用例

■ 自动检测视音频的图像错误点

■ 可选的相机测试方案，用于电视机的自动测试 

■ 现代和直观的用户界面，包含信号路径的插损补偿 

■ 可重复和一致性高的测试结果

■ 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标准可以很容易地被集成至

软件中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支持 AM,FM,DAB 或 DRM 的车载收音机也要求进行 RED 测试 使用 R&S®TA-TRS 自动测试软件，配合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测试

配件对待测设备进行自动化测试

测试用例
自动测试和报告生成软件涵盖了标准列出的各测试用例。所需的测试用例和参数取决于待测设

备的特性及所用技术。

 R&S®TA-TRS 的支持度

接收机灵敏度 Yes
接收机邻频选择性 Yes
接收机阻塞 Yes
接收机过载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灵敏度 Yes
邻频选择性和阻塞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邻频信号灵敏度 Yes
动态范围 Yes

* 印刷时所述的所有资料均正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自动测试软件仅支持传导测试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Introduction

作为在电磁兼容和监管测试市场的领导者，罗德与施瓦茨是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在此领域丰富而专业的测试

测量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在全球拥有 70 多家子公司和代表处，可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和现场支持。 

罗德与施瓦茨已为 RED 做好准备。

EN 303 340 标准面向配有外置天线输入（调谐器端口），

支持 DVB-T 和 DVB-T2 信号接收的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该

标准还考虑了在 700 MHz 和 800 MHz 频段的 LTE 干扰以及

DTT 的 UHF IV 频段的干扰。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

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0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

准的 3.2 章节）。 

关键特性

■ DVB-T/T2 实时编码器

■ 内置多媒体信号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72-2 标准面向支持 DVB-S 或 DVB-S2 数字调制卫

星广播的室内接收设备。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

外部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72-2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

节）。 

关键特性 

■ DVB-S/S2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频率高达 6 GHz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新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2014/53/EU 替代了之前的

无线电和通信终端设备规程（RTTED），即 R&TTE 规程

1999/5/EC。

RED 3.2 章强调有效地使用频谱以作为未来监管测试的基本

要求。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RED 同时引入了对无线电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合规性能要求。

自 2017 年 6 月 13 日起 RED 全面生效，并对无线电设备在

下述方面提出了要求：

■ 数字电视和无线电接收机

■ GSM 和 LTE 接收机

■ 卫星接收机（包括 GNSS）

■ 任何使用 WLAN，蓝牙或 ZigBee 的设备

EN 303 340—
地面数字电视接

收机

EN 303 372—
卫星广播接收

设备

( 室内单元 )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待测设备

EN 303 345 标准面向支持模拟 AM/FM 或数字 DAB/DRM

标准的广播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外部

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5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节）。

欧洲使用下述无线电广播调制方式： 

■ 调幅（AM），带或不带调幅信号系统（AMSS）

■ 调频（FM），带或不带无线数据广播系统（RDS）

■ 数字音频广播（DAB） 

■ 数字调幅广播（DRM）

关键特性 

■ AM,FM,DAB 和 DRM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

■ 内置音频播放器和多媒体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模拟模块支持音频分析

■ 支持准峰值检波器和 CCIR 468 加权滤波器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45—
声音广播接收机

自动测试和报告

生成软件
符合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272-2 标准

R&S®BTC 配合软件和配件使用可为用户提供自动化测试和

生成测试报告。软件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和独特的测试配

置，如插损补偿、多种干扰信号，以及智能学习经由红外遥

控来控制 DUT。配合 R&S®BTC 一起使用，为用户的产品验

证和生产测试提供了一体化、自动测试的解决方案。

关键特性

■ 支持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372-2 的所有测

试用例

■ 自动检测视音频的图像错误点

■ 可选的相机测试方案，用于电视机的自动测试 

■ 现代和直观的用户界面，包含信号路径的插损补偿 

■ 可重复和一致性高的测试结果

■ 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标准可以很容易地被集成至

软件中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支持 AM,FM,DAB 或 DRM 的车载收音机也要求进行 RED 测试 使用 R&S®TA-TRS 自动测试软件，配合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测试

配件对待测设备进行自动化测试

测试用例
自动测试和报告生成软件涵盖了标准列出的各测试用例。所需的测试用例和参数取决于待测设

备的特性及所用技术。

 R&S®TA-TRS 的支持度

接收机灵敏度 Yes
接收机邻频选择性 Yes
接收机阻塞 Yes
接收机过载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灵敏度 Yes
邻频选择性和阻塞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邻频信号灵敏度 Yes
动态范围 Yes

* 印刷时所述的所有资料均正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自动测试软件仅支持传导测试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Introduction

作为在电磁兼容和监管测试市场的领导者，罗德与施瓦茨是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在此领域丰富而专业的测试

测量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在全球拥有 70 多家子公司和代表处，可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专业、可靠的服务和现场支持。 

罗德与施瓦茨已为 RED 做好准备。

EN 303 340 标准面向配有外置天线输入（调谐器端口），

支持 DVB-T 和 DVB-T2 信号接收的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该

标准还考虑了在 700 MHz 和 800 MHz 频段的 LTE 干扰以及

DTT 的 UHF IV 频段的干扰。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

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0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

准的 3.2 章节）。 

关键特性

■ DVB-T/T2 实时编码器

■ 内置多媒体信号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72-2 标准面向支持 DVB-S 或 DVB-S2 数字调制卫

星广播的室内接收设备。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

外部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72-2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

节）。 

关键特性 

■ DVB-S/S2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频率高达 6 GHz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HDMI 和模拟视频模块支持视频分析和图像错误点（PF）

检测

■ 一体化解决方案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新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2014/53/EU 替代了之前的

无线电和通信终端设备规程（RTTED），即 R&TTE 规程

1999/5/EC。

RED 3.2 章强调有效地使用频谱以作为未来监管测试的基本

要求。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RED 同时引入了对无线电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合规性能要求。

自 2017 年 6 月 13 日起 RED 全面生效，并对无线电设备在

下述方面提出了要求：

■ 数字电视和无线电接收机

■ GSM 和 LTE 接收机

■ 卫星接收机（包括 GNSS）

■ 任何使用 WLAN，蓝牙或 ZigBee 的设备

EN 303 340—
地面数字电视接

收机

EN 303 372—
卫星广播接收

设备

( 室内单元 )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待测设备

EN 303 345 标准面向支持模拟 AM/FM 或数字 DAB/DRM

标准的广播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可以是配有内置天线或外部

天线输入。R&S®BTC 是单设备解决方案，全面涵盖了 EN 

303 345 标准的测试要求（2014/53/EU 标准的 3.2 章节）。

欧洲使用下述无线电广播调制方式： 

■ 调幅（AM），带或不带调幅信号系统（AMSS）

■ 调频（FM），带或不带无线数据广播系统（RDS）

■ 数字音频广播（DAB） 

■ 数字调幅广播（DRM）

关键特性 

■ AM,FM,DAB 和 DRM 实时编码器

■ 2 路射频输出

■ 内置音频播放器和多媒体发生器

■ 高精度信号质量

■ 任意波形发生器

■ 集成功率探头

■ 模拟模块支持音频分析

■ 支持准峰值检波器和 CCIR 468 加权滤波器

■ 一体化解决方案

EN 303 345—
声音广播接收机

自动测试和报告

生成软件
符合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272-2 标准

R&S®BTC 配合软件和配件使用可为用户提供自动化测试和

生成测试报告。软件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和独特的测试配

置，如插损补偿、多种干扰信号，以及智能学习经由红外遥

控来控制 DUT。配合 R&S®BTC 一起使用，为用户的产品验

证和生产测试提供了一体化、自动测试的解决方案。

关键特性

■ 支持 EN 303 340,EN 303 345 和 EN 303 372-2 的所有测

试用例

■ 自动检测视音频的图像错误点

■ 可选的相机测试方案，用于电视机的自动测试 

■ 现代和直观的用户界面，包含信号路径的插损补偿 

■ 可重复和一致性高的测试结果

■ 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标准可以很容易地被集成至

软件中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支持 AM,FM,DAB 或 DRM 的车载收音机也要求进行 RED 测试 使用 R&S®TA-TRS 自动测试软件，配合 R&S®BTC 广播电视测试系统和测试

配件对待测设备进行自动化测试

测试用例
自动测试和报告生成软件涵盖了标准列出的各测试用例。所需的测试用例和参数取决于待测设

备的特性及所用技术。

 R&S®TA-TRS 的支持度

接收机灵敏度 Yes
接收机邻频选择性 Yes
接收机阻塞 Yes
接收机过载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灵敏度 Yes
邻频选择性和阻塞 Yes

杂散发射 不支持，但在 RSE 测试系统

 （符合 EN 55032 标准）中支持

 R&S®TA-TRS 的支持度

邻频信号灵敏度 Yes
动态范围 Yes

* 印刷时所述的所有资料均正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自动测试软件仅支持传导测试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EN 303 340 测试模式



适用于

广播电视接收机的

无线电设备规程（RED）

EN 303 340
EN 303 345
EN 303 372-2

关于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电子行业，独立而活

跃的国际性公司，在测试及测量、广播电视与媒体、

安全通信、网络安全、监测与网络测试等领域是全球

主要的方案解决供应商。自成立 80 多年来，罗德与施

瓦茨公司业务遍布全球，在超过 70 个国家设立了专业

的服务网络。公司总部在德国慕尼黑。

罗德与施瓦茨 (中国 ) 科技有限公司

800-810-8228     400-650-5896

customersupport.china@rohde-schwarz.com

www.rohde-schwarz.com.cn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官方微信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 18 号院 1 号楼（朝来高科技产业园）

罗德与施瓦茨办公楼 100012
电话 : +86-10-64312828 传真 : +86-10-64379888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盛夏路 399 号

亚芯科技园 11 号楼 201210
电话 : +86-21-63750018 传真 : +86-21-63759170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 中信广场 3705 室 510620
电话 : +86-20-87554758 传真 : +86-20-87554759

成都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 天府软件园 A4 号楼南一层 610041
电话 : +86-28-85195190 传真 : +86-28-85194550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56 号研祥城市广场 5 楼 502 室 710065 
电话 : +86-29-87415377 传真 : +86-29-87206500

深圳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013 号 赋安科技大厦 B 座 1-2 楼 518057
电话 : +86-755-82031198 传真 : +86-755-82033070

增值服务

■ 遍及全球

■ 立足本地个性化

■ 可订制而且非常灵活

■ 质量过硬

■ 长期保障

可持续性的产品设计

■ 环境兼容性和生态足迹

■ 提高能源效率和低排放

■ 长久性和优化的总体拥有成本

R&S® 是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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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广播电视接收机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

文件中没有容限值的数据没有约束力 | 随时更改

你的挑战 新的无线电设备规程（RED）和原有的 R ＆ TTE 规程之间的

主要区别之一是其包含了对广播电视接收机的要求。 RED 中

的 ETSI EN 303 340 标准适用于支持 DVB-T 和 / 或 DVB-T2 信

号的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 EN 303 345 标准适用于支持模

拟广播业务（如 AM 和 FM）或数字广播业务（如 DAB 或

DRM）的固定和便携式接收设备。 EN 303 372-2 标准适用

于支持 DVB-S 和 DVB-S2 卫星广播信号的室内接收设备。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rohde-schwarz.com/red

无线电频谱变得越来越拥挤，各类技术相互竞争，以高效地

利用有限的带宽。 此外，移动通信频率位于 800 MHz 地面数

字电视 (DTT) 频率附近。在 DTT CH60 上边带和 LTE 基站传

输下边带之间有一个 1 MHz 的保护频带，ETSI EN 303 340，

EN 303 345 和 EN 303 372-2 标准中的测试用例用于确保数

字广播接收机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

针对电视机和机顶盒

的 RED 一致性测试

针对支持数字卫星标准的室内

接收设备的 RED 一致性测试

针对立体声和车载广播接收机

的 RED 一致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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