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监测领域
的标准制订者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
80 年持续创新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扩大频谱的利用。因此，
频谱监管部门需要不断增强和扩展频谱监测能力。

无线电通信已经成为我们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无线技术用户数量
持续增加外，通过无线电波交换数据的设备和机器也在大幅度增加。由于技术进
步带动和新产品不断普及，对更多频谱的需求一直在增加。然而，由于频谱资源
的有限性，确保智能的频率使用规划，以及采用合理的分配方案和高效监测
技术至关重要。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和机器对机器 (M2M) 通信不再是未来愿景，
而是已经成为现实。例如，随着自动化持续在工商业推进，智能家居日益网络
化。传感器用于将各种数据传送给中央计算机。譬如，远程控制窗帘升降，优化
行车路线，以及物流和生产过程的监控。大量机动车现在也使用无线频谱来通信
和保证安全。当然，由于车对车 (C2C) 通信研究的不断深入，车辆不久应当能够
使用无线技术交换数据。这有助于防止发生交通事故和较好管理交通流量。
除了无线业务的指数级增长外，新的信号类型推动频谱监测技术不断发展。新的
信号提供更高的数据速率，因此需要更多的带宽，尤其是数字调制的信号数量也
正在增加。这一趋势对监管部门以及负责频谱管理和监测的机构带来重大挑战。
他们需要应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在可承受的基础上更新他们的频谱监测系
统，以便能够以持续高效执行他们的各项管理和监测活动。

2



Rohde & Schwarz

频谱监测领域的标准制订者

3

符合 ITU
建议的测量
ITU 是联合国负责谐调世界各地频谱使用的
专门机构。ITU 发布建议，各个国家
的主管部门在其管辖范围内执行这些建议。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频谱监测系统，在它们的整体设计和技
术参数方面完全符合 ITU 建议。此外，这些频谱监测系统
使用的测量流程基于由 ITU 规定的国际标准流程。它们甚
至能够同时测量多个发射机特有参数。操作者可在本地或远
端监测站短期和长期测量。R&S®ARGUS 频谱监测软件用
针对不同信号的预先设置建议来支持操作者。如果任何测量
值偏离目标值，系统能够自动采取预先定义的程序。例如，
系统 可以识别关注的发射, 定位它，记录它和触发进一步
测量。采用这种方法 R&S®ARGUS 对防止由于发射机越界
发射引起的潜在破坏做出了贡献。

此外，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提供能够现场检查发射机台站的设
备和系统。ITU 建议用每一个获得授权的发射机台站的本地
测量结果建立数据库。这种测量在系统试运行期间被常规执
行。如果事后在发射机台站附近报告发现问题，可以重复相
同测量，从而能够轻松识别和定位干扰源。

其他常用测量能够评估频段和频率占用度。R&S®ARGUS
确 定统计值以及随时间变化的频率使用分布，以便发现空
闲资源或拥塞。这种测量同样遵循 ITU 建议，是频率分配
处理的关键，最终可带来频谱的更高效使用。

同时重放记录的音频和测量值。

ITU 许多建议之一：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与 ITU
罗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在其涉及的很多领域申请了许多 ITU
建议。50 多年前，公司就加入了 ITU-R，在当时 ITU-R 称
为 CCIR。从那时起，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与来自其他组织的
专家一起，作为各个 ITU 研究组的一部分，积极开展各种

研究活动。特别是公司参加了 ITU 第1研究组（该组负责
频率使用和无线电监测）的工作。这个研究组的专家不断推
出频谱监测指南。

测量中天线与信号使用相同的极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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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查找方面
的专家

尽管有周密的规划和频谱管理，干扰仍然是许多无线电通信
服务日常遇到的问题。无线电干扰的影响因引起原因不同而
多种多样。例如，对电视画面的干扰仅仅令人烦恼。手机频
繁掉线会转化为网络运营商营业额减少，影响服务质量以致
客户流失。然而，干扰由救援人员和安全服务使用的无线电
链路，在最坏情况下，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无线电干扰可以仅仅是干扰，但它也可以
变得致命。要解决干扰问题，首先要能检
验、识别和定位它。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
各种必要的测量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有一大批产品组合可用于查找干扰，确保
用户能够检验、识别和定位他们可能遭遇的任何无线电干
扰。使用R&S®ARGUS 软件的固定和移动监测台站提供不同方
法来检验和定位无线电干扰。频谱以可视化方式显示受影响
频率上的有害辐射。在熟练的频谱监测人员手中，解调的音
频也能提供有关无线电干扰源的有用线索。带受控旋转器的
定向天线特别适合区分有用信号与干扰。对于互调引起的干
扰，R&S®ARGUS 有交互测量模式，它能计算互调产物的所
有相关频率。
实践证明，由 R&S®ARGUS 提供的 R&S®MobileLocator
模式，是用在移动测向车中的直观高效干扰搜索工具。。
在密集的已建成区域，多信号的多径传播使得定位异常困
难。R&S®MobileLocator 执行方位角统计评估，能生成准确
结果。系统在数字地图上显示颜色编码的概率色块。随着车
辆从蓝色向黄色移动，颜色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一个红
色圆圈出现在地图上，指明发射源的位置。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提供的其他工具包括 R&S®PR100 便携式
接收机和 R&S®HE300 手持式有源定向天线。它们共同构成
小型但高效的简单测量和手动测向系统。当操作者转动天线
到辐射较强的方向上时，电平增加。可以起动音频音调功能
帮助在最后几米路径上追踪干扰源。

使用 ¸DDF007
在移动中高效查找干扰。

R&S®MobileLocator
高效支持干扰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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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测量
高效覆盖是经济因素。移动电话网络运营商和广播
电台的生存取决于他们提供的覆盖效率。此外，监
管部门必须控制他们的以及其他服务的覆盖范围。

广播电视和移动无线电领域的数字化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覆
盖测量挑战。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系统紧跟需求，提供面
向所有常用标准的全面测量方案。例如，诸如 R&S®ETL 这
样的电视分析仪结合 R&S®BCDRIVE 广播路测软件，可以
测量场强和许多其他信号质量参数。当集成于车辆内时，该
路测系统能够生成有关感兴趣区域内实际广播接收的确切数
据。

在移动无线电领域，覆盖测量同样复杂。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提供功能强大、灵活的工具，用于评估指定覆盖区域内的
服务质量(QoS)。这包括自动检测所有移动无线电标准的激
活信道，以及为了加速无线电定位而实施的检测、分析和定
位干扰，例如采用 R&S®MobileLocator。也评估服务质量
(QoS) 和体验质量 (QoE)。由于移动宽带通信设备应用的越
来越多，目前的重点是数据传输速率。
SwissQual，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门从事移
动无线电网络的基准化、优化和服务质量监测。该公司还编
制和实施用于管理和评估测量数据的软件。这帮助罗德与施
瓦茨公司提供覆盖范围测量的全面解决方案。

结合使用 R&S®ETL 广播路测软件的 R&S®ETL 电视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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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测量
电磁兼容 (EMC) 测量可以防止对环境和电子
设备的干扰以及负面影响。EMC 测量用来确定
设备发出的辐射以及确认辐射是否符合允许的
限值。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宽频谱 EMC 和监管测量提供仪器、组
件和测试系统的完整产品组合。由于日益增多的全球贸易涉
及电子设备，越来越多的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执行兼容
性测试。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系统能够可靠测量来自这类设
备的电磁发射，这些设备可能影响其他设备及广播电视和其
他无线电服务。
电磁兼容 (EMC) 分析是确保电子设备或系统工作在它所处
的电磁环境中，没有被干扰或没有形成干扰的能力。EMC
是产品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要想以最经济的方式确保产品
的电磁兼容性，在设计初期阶段就应采取适当措施。
按照定义，EMC 又分成电磁干扰 (EMI) 和电磁敏感性
(EMS)。法规规定有符合要求的 EMI 最大值和 EMS 最小
值。在相关标准中规定有适用的限值、使用的测量方法和仪
器。
这有助于防止对电子设备的干扰，同时促进频谱的无故障使
用。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还提供用于验证是否符合人身安全限
值的测试系统。

采用 R&S®ESRP EMI 测试接收机和 R&S®HL562E ULTRALOG 天线
的高精度 EMC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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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监测站
固定监测站是大多数监管机构依靠的中坚力
量。监测站管理人员在正常环境中工作并有
一系列设备供他们使用。然而，借助经过近
几十年发展的联网能力，无人值守站、远程
控制站也日益普及。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独立的或联网的固定频谱监测站提供
设备。通常情况，各个站都可以访问频谱管理系统内的数
据。这些设备能够让操作者在其舒适的控制室内执行高效测
量。固定频谱监测站的天线通常安装在很高的桅杆上，以获
得最佳覆盖。无人值守监测站也日益普及。它们由在另一个
站或者来自其他区域或国家的控制中心进行控制。

R&S®UMS 产品线是一系列紧凑、无人值守、独立监测和无
线电定位系统的集合。它们对基础设施要求很低，系统可直
接安装在桅杆上。这避免了长馈线电缆，减少了信号损失和
增加了系统灵敏度。这个系列的最新成员是 R&S®UMS300
紧凑型监测系统。它结合了到达角 (AOA) 和到达时间差
(TDOA) 定位，满足 ITU 关于频谱监测系统的所有建议。

固定监测站的典型框图
¸HK309

¸HL033

¸HE016

¸HL040E
¸HE314A1

¸HF214

¸HF902

极化控制

¸ADD295

方向控制

¸RD127
天线控制
室外
室内

VHF/UHF

HF

工作站
¸MSD

¸DDF255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测向机
相关干涉仪原理，结合 9 振子圆形天线阵列，可提供在精度、灵敏度和抗多径传播方面的最佳性能。这在城市区域尤其重

LAN

要，在城市环境下，直射波和反射波都会到达测向 (DF)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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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监测站
除了固定监测站外，大量使用移动监测站作为
补充，它能提供高度的灵活性。只要集成到合
适的平台，无线电监测系统就能在携带该平台
的车辆行驶到的任何地方工作。这正是许多客
户倾向于具有越野能力的车辆的原因。

移动监测站可专门用于某些任务，如干扰调查或覆盖测量。
此外，移动站也可配置用于通用任务 - 一般测量，自动导
向信号和其他任务。
标准的移动监测站一般配有全向和定向天线，以及独立的测
向天线。它们还配有可倾斜的伸缩式桅杆，使得安装和更换
天线十分容易。此外，测向天线可安装在车辆顶部，允许在
车辆行驶过程中进行测向测量。采用这种方法，移动监测站
可以自动导向信号，这对于追踪干扰十分重要。罗德与施瓦
茨公司提供针对任何需求的适当车辆构想和系统集成。

移动监测站在干扰查找中是必不可少的。它们通常用于固定
系统离开关注位置过远的环境。 然而，移动监测站远不只
是安装在车辆上的监测系统。在系统集成中，罗德与施瓦茨
公司密切关注并用整个系统来满足特殊要求。这里的重要问
题包括人员安全、人机工程学和效率。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
工程师针对可用空间优化系统，同时尽量减少重量。电源也
针对将要承担的任务类型量身定制。

特定天线针对特定任务——移动站应用量身定制
¸HL033
¸HE309
¸HL040E

极化转台

¸HE314A1

方向转台
¸HF902

¸HF214

¸HE010E

¸ADD295
电子罗盘
GPS 接收机
操作员隔间

存储隔间

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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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搬移和便携式
监测站
可搬移和便携式无线电监测站提供最大的灵活性。这些紧凑
型单元在日常操作中补充固定站和移动站的不足。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可搬移测量站可以临时部署在不需要连续测量的位置。它们
可以被远程控制和/或采用自动测量模式操作。天线一般安装在三脚架上，使得操
作能够接近“行动现场”。这种临时性测量通常用于定位杂散干扰，或是执行预
防性频谱监测，如重大活动背景下要求的测量。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便携式系统可以在“行进中”工作。它们是非常灵活的解决
方案，一般用于逼近发射源并进行室内定位查找。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提供具有这
种灵活性的功能强大的接收机和测向机。

在临时固定应用中，R&S®DDF007 作为可搬移监测站和测向
站的一部分。

仅用一个便携式监测组合覆盖 HF 到 SHF：R&S®PR100 和带可更换天线单元的 R&S®HE300。

频率范围从
9 kHz 到 20 MHz

16

频率范围从

频率范围从

频率范围从

频率范围从

20 MHz 到 200 MHz

200 MHz 到 500 MHz

500 MHz 到 7.5 GHz

7.5 GHz 到 18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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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监测网络

因为所有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频谱监测站都可与其他站
联网，它们能够用于构建全国范围的无线电监测网络。
这样的网络可在灵活和异构的基础上扩展，因为不同配
置的监测站（即，固定站、移动站和可搬移站）可以互
连。R&S®ARGUS 支持几乎任何期望的配置。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全国性频谱监测系统可由来自中央控制
中心或多个区域控制中心的小型团队控制。各个频谱监测站
经由网络控制。为了提供对无人值守监测站工作状态的持续
更新，R&S®ARGUS-SIS 站点信息系统任何时刻都在运行，
如果发生中断即刻生成报警。
所有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频谱监测系统都有对现有频谱管理
系统开放的接口。R&S®ARGUS 也支持对现有第三方设备的
集成。因此，用户可以逐步投资转换到 R&S®ARGUS，从而
获得最终的投资保护。

TDOA – AOA 混合地理定位
典型的地理定位使用到达角 (AOA) 原理。测向机通过测量来波的到达角
度确定发射机的方向。组合 2 个或多个测向机的结果揭示发射机的位
置。同时，已证明到达时间差 (TDOA) 是对 AOA 的很好补充。TDOA 利
用了信号从不同距离，以不同时间从发射机到达接收机的影响。这些到达
时间差用于计算发射机的位置。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开发了组合两种原理优点的方法。这些混合监测系统具
有极高的灵活性，有突出的地理定位能力。

频谱监测网络

全国性监测网络示例

区域 A

区域 B

MMS

MMS

RMS

RCS

RMS

UMS

MMS

RCS

中心区域

UMS
CCS

区域 C

区域 D
MMS

MMS

RMS

RCS

完整的无线电监测站：

UMS

R&S®UMS300 与 R&S®HE600。

UMS
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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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组合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提供用于频谱监测应用的设备、软件和其
他组件的全面产品组合。通过以各种方式组合这些模块，可
以配置成各个系统。这些系统可以逐步扩展，联网，如果需
要可以用较新一代设备取代。始终遵循 ITU 建议。

产品系列

所有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产品组合都在公司内部研发，并在公
司自己的生产企业内制造。持续关注用户反馈帮助公司按照
市场和用户要求改进产品。

接收机
全系列监测接收机用于发现干扰源，以及执行从 8 kHz 到
26.5 GHz（使用频率转换器甚至可达 100 GHz）精确测量。

测向机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测向机系列，从便携式仪器到高速扫描
测向仪，覆盖所有测向和无线电定位应用。包括在天线中的
创新有源/无源切换器功能能够帮助测向机适应任何信号环
境。

测量天线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测量天线在生产中参数离散性很小。因
此，它们高度符合相关 EMC 标准，能够提供优异的精度。
它们是在我们认可的开阔区域测试场地上校准过的。

紧凑型室外监测系统
R&S®UMS 通用监测系统系列包括紧凑、独立的无线电监测
站，这些站点在全天候远端控制下自动执行测量。当发生特
殊事件时，告警系统提醒操作者注意。

信号和频谱分析仪
信号和频谱分析仪在执行 EMC 测量，以及解调和分析高度
复杂、多样性信号时非常有用。公司具有广泛的产品组合，
从便携式的 R&S®FSH 到高端的 R&S®FSW。

定向监测天线
当涉及测量从特定入射角到达的信号时，应选择定向天线。
它们在希望方向上提供很高的增益。这提高了系统的灵敏度
并摈弃了不需要的发射。

数字广播和移动无线电信号分析仪
广播和移动无线电测量专用信号分析仪可用于执行覆盖测
量，以及直接检测发射机处的干扰。可能的选择包括像
R&S®ETL 这样的仪器，诸如 R&S®TSMA 和 R&S®ROMES
的组合应用，以及采用 SwissQual 的解决方案。

系统设备
您需要切换信号通路，生成频率标准或旋转定向天线吗？罗
德与施瓦茨公司有针对每种应用的系统设备。

天线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产品线包括用于移动和固定场合的各种
高灵敏度有源和无源天线，提供从 100 Hz 到 40 GHz 频率
范围的全覆盖。它们的宽带能力大大减小了覆盖宽频率范围
所需的天线数量。使用定向和/或全向振子的无线电监测天
线可轻松安装在单桅杆上，提供对任何极化方式信号的最佳
接收。

全向监测天线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全向天线提供高灵敏度，并且设计提供
360° 连续发射图。它们是通用天线，可在各类监测应用中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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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S
系统软件

R&S®ARGUS 软件是专为高效频谱监测而设计的。该软件具
有各种各样的测量功能和评估功能，操作使用也非常容易。
直观的用户界面和特定信号配置，引导用户完成相关测量。
这简化了工作并防止出错。R&S®ARGUS 严格基于 ITU 建
议。
R&S®ARGUS 允许手动、交互式和自动测量。在自动测量模
式中，系统将在用户规定的时间点启动测量。如果检测到偏
离规定正常值的任何偏差，系统将自动触发相应行动。例
如，这可能涉及记录信号，定位发射和告警系统用户。

对于许多类型的测量，R&S®ARGUS 在信号相关的基础上
准备设备设置。该软件保存相关数据，特别是在广播和移动
无线电应用中遇到的最新数字信号。向导引导操作者完成测
量，以尽量减少手动设置。这降低了操作者的工作量，帮助
避免出错。

¸ARGUS 和 ¸ETL 测量兼容 ITU 建议的 DVB-T 信号。

专用的接收机和分析仪对广播、移动无线电信号以及对无线
局域网和其他数字调制信号做出可靠的测量。例，R&S®ETL
电视分析仪提供有关广播信号的宽范围技术参数和质量的详
细信息。该分析仪可像其他系统组件（如，天线开关、旋转
控制器和滤波器单元）那样，完全集成到 R&S®ARGUS 系
统中。

使用它的开放接口，R&S®ARGUS 能够从频谱管理系统触发
测量；然后测量结果由 R&S®ARGUS 返回给系统。同样，
数据可从频谱管理系统的数据库读出到该软件。这使得很容
易创建获得许可的发射机列表，接着用在线测量找出未获得
许可的发射机。

尤其是对于大型全国性频谱监测系统，始终持有关于各个
仪器和台站的状态、利用率和可用性的精确信息十分重
要。R&S®ARGUS-SIS 站信息系统向区域或全国控制中心实
时提供所有这些信息，包括在电子地图上清晰显示。
接下来的测量和评估，典型的工作流程多以创建内容丰富的
报告结束。R&S®ARGUS 独具特色的是它广泛支持各类报告
模板。根据预期接收方的要求，期望的信息以正确的顺序和
格式自动编排。

用户可享用经人体工程学优化的用户界面（目前支持6种语
言）。所有信息，包括测量结果、统计值、发射机数据、许
可证细节和计划测量，都保存在数据库内，可用表格或图形
格式显示。

采用 R&S®ARGUS 的 TDOA 地理定位。

TDOA 结果可用双曲线显示，以及任选做热图。注意：这种
热图显示不能在美国制作、使用、销售或提供用于出售，也不
能导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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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80多年来，罗德与
施瓦茨始终是无线通信领
域中质量、精确和创新的
代名词。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是一家私营性质的全球性公司。主要面向
工业、基础设施运营商和政府机构研发、生产和销售多种电
子类资本货物。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已经成为自己所涉足的全部业务领域内的
领先力量，其中包括无线通信、电磁兼容和电视测试与测
量、地面电视广播、无线电信号拦截和分析的相关技术。
数量众多的分支和代表机构遍布全球，不仅确保公司有能力
在世界任何地方提供以用户为导向的现场支持服务，而且能
够用周到的服务和支持保护客户投资。
更多信息参见：www.rohde-schwarz.com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

我们的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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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与测量

安全通信

无线通信、通用电子以
及航空航天和国防应用
领域的测试和测量仪器
及系统

为军队、政府机构和工
业提供保密通信和IT安
全解决方案的(无线电)
系统

无线电监测和无线电
定位

广播电视

领土和外部安全频谱监
测系统及无线电监测
设备

面向网络运营商、广播
公司、演播室、电影行
业和娱乐电子产品制造
商的广播、测量和演播
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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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售前到售后
服务方便快捷

为了保护客户的投资，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建立了全球性服务
网络。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在各个地区的服务中心、工厂、专业下属机构，
还可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包括：
❙❙系统集成
❙❙系统支持
❙❙安装与调试
❙❙应用支持
❙❙定制组件、仪器和系统的开发
❙❙软件开发
❙❙机械和电气设计
❙❙按订单生产
❙❙技术文档
❙❙物流保障

公司在世界各地提供以下服务：
❙❙校准
❙❙维护和维修
❙❙产品更新和升级

Finland
Norway
Swede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Denmark
United
Kingdom

Russian
Federation

Poland
Netherlands
Czech Republic

France

Austria

Switzerland
Italy

Ukraine

Hungary
Slovenia Romania
Bulgaria

Serbia

Spain

Azerbaijan

Portugal

Greece

Turkey

Malta

Cyprus

Canada
Cologne

Munich

Ottawa

Portland

Mongolia

Azerbaijan

Dallas

Algeria

Tunisia

Monterrey

销售机构

Jordan
Saudi
Arabia

Senegal
Nigeria

销售机构

Beijing
Xi'an

Islamabad

Israel
Egypt

Mexico
Mexico City

服务机构

Kazakhstan

Columbia/Maryland

USA
Los Angeles

Germany

Chengdu

Pakistan
UAE

Karachi
Oman

Shanghai
Taipei
Taiwan
Shenzhen
Kaohsiung
Hong
Hanoi
Kong
Vietnam

New Delhi

Guangzhou

India
Mumbai
Hyderabad

Bangalore

China

Japan
Seoul
South
Daejeon Tokyo
Korea
Kanagawa
Gumi City
Osaka

Thailand
Penang

Ho Chi
Minh City

Philippines

Malaysia

Selangor

Colombia

Kenya

后援服务

Singapore
Indonesia

地区支持中心

Brazil

本地服务中心
使用标准自动校准系统校准和维护

Rio de Janeiro

校准和维护
维护

Australia

São Paulo
Chile

South Africa

Uruguay
Sydney
Melbourne

Argentina

Canberra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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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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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国际性电子公司，是测试与测
量，广播电视与媒体，安全通信，以及无线电监测与定位领域的领
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成立于1933年，销售与服务网络遍及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在新加坡及美国马
里兰州哥伦比亚市设有地区总部并开展业务。

可持续的产品设计

❙❙环境相容性和生态足迹
❙❙能源效率和低排放
❙❙耐久性和优化的总拥有成本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www.rohde-schwarz.com

区域联系

❙❙欧洲、非洲、中东 | +49 89 4129 12345
customersupport@rohde-schwarz.com

❙❙北美洲

| 1 888 TEST RSA (1 888 837 87 72)

customer.support@rsa.rohde-schwarz.com

❙❙拉丁美洲 | +1 410 910 79 88
customersupport.la@rohde-schwarz.com

❙❙亚太地区 | +65 65 13 04 88
customersupport.asia@rohde-schwarz.com

❙❙中国 | +86 800 810 82 28 | +86 400 650 58 96
customersupport.china@rohde-schwarz.com

质量管理认证

ISO 9001

环境管理认证

ISO 14001

R&S® 是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注册商标
商品名称是所有者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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