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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RF屏蔽盒R&S®TS7123

供较大尺寸DUT测试使用的RF屏
蔽盒

尺寸和设计可满足各种需求

测量模块和设备的无线接口时，为

了获得重复性较好的测量结果，必

须屏蔽掉外部干扰。相反，还要防

止附近的系统和设备在测试过程中

受到干扰。由于RF屏蔽盒具有非常

好的屏蔽效果，可以防止互相干

扰，因而是进行此类测试的理想工

具。

为了进一步满足使用要求，罗德

与施瓦茨公司又在其原有的RF屏蔽

盒[1]产品系列的基础上增加了尺寸

更宽的¸TS7123	RF屏蔽盒。¸

TS7123	屏蔽盒的宽度是原来的两

倍，与¸TS7121	屏蔽盒	 [2]	具有

相同的基本设计，可满足自动生产

线的使用要求，具有寿命长、坚

固耐用、RF舱自动开启和闭合的特

点。

RF屏蔽盒在300MHz到6	 GHz频率范

围内具有非常好的屏蔽效果，可

以对配备各种标准无线接口的设

备和模块进行测量，其中包括

ISM、GSM、CDMA2000®、WCDMA、

UMTS、WLAN、Bluetooth®、WiMAX

等等。举例来说，这类接口在移动

无线、汽车和无线数据通信等领域

得到应用。

因此，¸TS712x产品家族根据

宽度可划分为两种基本型号（图

1），而且，每一种型号又分为手

动和自动两种，分别用字母	A	和	M	

表示。	 较小的¸TS7121，宽度

155mm，尤其适用于测量手机或较

小的模块，比如RFID模块、无线传

感器、接收机以及远程无按键输入

和蓝牙模块。

尺寸较宽的RF屏蔽盒中的手动版

¸ T S 7 1 2 3 M主要适用于技术服

务、质量控制和产品研发。而自动

版¸TS7123A可按照生产线的要

求自动开关。手动和自动RF屏蔽盒

的基本设计相同，从而确保这两种

产品在开发、生产和服务中具有相

同的测试功能。

用途广泛

最新¸ T S 7 1 2 3产品的宽度是

330mm，可测量高度高达双倍	 DIN	

无线插槽高度的设备，因此适合汽

车工业使用，例如车载无线电、导

航、信息系统等的测试。当然也可

用于其他行业。屏蔽盒的详细尺寸

如图3和4所示。

¸TS7123	RF屏蔽盒还可集成子系

统，从而产生特殊的环境条件。这

方面较好的例子是用于测量胎压监

测系统的压力舱，它不仅可以测

量无线接口，而且还可以测量汽

车轮胎在各种压力状态下胎压传感

器工作是否正常。为此，罗德与施

瓦茨提供有¸TS7810	RF测试系统			

（图2）和

▲

除了较小的测量小模块和设备的RF

信号的¸TS7121屏蔽盒之外，

罗德与施瓦茨又新增加了尺寸更

大的¸TS7123x RF屏蔽盒，可

满足体积较大的DUT设备的测试需

要。这种新型屏蔽盒具有非常好的

屏蔽效果和坚固耐用的设计，可

对模块和设备进行无干扰可靠测

试，它配备了无线接口，可满足

各种标准，其中包括ISM、GSM、                     

CDMA2000®、 WCDMA、WLAN、

Bluetooth®、 WiMAX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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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R&S®TS7810 RF测试系统和集成了测试胎压传感器压力舱的R&S®TS7123A RF屏蔽盒。

图1   R&S®TS712x屏蔽RF屏蔽盒产品系列。所有型号都可以选配顶部防护罩。

R&S®TS712x 

RF测试屏蔽盒

R&S®TS7121 

小尺寸RF屏蔽盒

R&S®TS7123 

大尺寸RF屏蔽盒

R&S®TS7121A

自动开关

with	GSM	antenna	module

R&S®TS7121M

手动开关

R&S®TS7123A

自动开关

R&S®TS7123M

手动开关



R&S公司新技术快讯										第189期	(2006/I)R&S公司新技术快讯										第189期	(2006/I)

通用仪器					测试系统

44

▲

R&S®TS7123A	 RF屏蔽盒包含软件	

[3]。该仪器的另外一种用途是测

量	WLAN	路由器，与R&S®PTW70	 [4]	

WLAN	协议测试仪配合使用来测量

接收灵敏度（图5）。

众多其他功能和选件

为了满足用户的特殊应用需求，罗

德与施瓦茨提供有众多选件，其中

包括各种天线耦合器、现成的吸

声材料及增高的防护盖，从而允

许将其他测量设备安装于DUT上方											

（图6）。	

当 前 我 们 可 提 供 	 G S M 、																			

CDMA2000	®、WCDMA	以及蓝牙天线

用天线耦合器。

天线耦合器安装于RF屏蔽盒一侧的

面板上（图7），蓝牙天线可以根

据需要安装于任何位置。该仪器

还可以集成客户专用的，例如，

WLAN或ISM用的天线耦合器。

吸声材料选件可以衰减声音和高频

电磁波，从而保证音频和	 RF	测量

的可重复性及稳定性。

产品优化过程中，除了产品本已

经提供四个	 RF	连接器之外，这两

种	 RF	屏蔽盒还配备了数据交换用

连接器板和两个馈通滤波器。馈

通滤波器可用来为DUT提供电源和

与	DUT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并且可

以控制	 RF	屏蔽盒中的测试模块。

有了该连接器板，用户不用修改RF	

屏蔽盒就可以添加自己所需要的馈

通信号。例如，您可以增加USB馈

通滤波器，或者光纤连接馈通信

号，或者高压气体。但是，此时必

须注意保证额外馈通信号不会使屏

蔽的有效性降低到不可接受的程

度。相反，随着馈通信号的减少，

屏蔽盒的屏蔽效果会增强。	

Gert	Heuer

俯视图

侧视图

Dimensions (incl. absorbent material) ¸TS7121A* ¸TS7123A*

总体尺寸	(屏蔽盒关闭)

	(W×H×D)	TS712x	

155	mm×305	mm×428	mm

(6.1"×12"×16.9")

330	mm	×347	mm×428	mm

(13"×13.1"×16.9")

基座深度Dbase	pl** 600	mm 600	mm

支撑板尺寸	(W×D)	sup	pl 80	mm×194	mm	(3.1"	×	7.6") 245	mm×230	mm	(9.6"	×	9")

抽拉单元的拉伸范围	(Extslide-in) 0	~	210	mm	(0	~	8.2") 0	~	230	mm	(0"	~	9")

最大DUT尺寸	(W	×	H	×	D)	DUT	

(标准配置)

80	mm×130	mm×194	mm

(3.1"×5.1"×7.6")

245	mm×165	mm×230	mm

(9.6"×6.5"×9")

      *	 手动和自动型号的尺寸相同，只是手动型号上带有把手。

**	 自动型号的底盘的长度超过RF屏蔽盒的长度。

图4   R&S®TS712xRF屏蔽盒的主要尺寸。

图3   RF屏蔽盒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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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GSM、CDMA2000®和 

WCDMA天线耦合器

图 6

含增高盖以及可拆卸检修板 

(单独提供) 的¸TS7123手

动控制RF屏蔽盒.

图5  R&S®PTW70 WLAN协议测试仪和R&S®TS7123M手动控制RF屏蔽盒。

Shielded RF Test Chambers ¸TS 712x
Reliable RF tests on devices with a radio interface

Applications
Use in production, service, R & D and 
quality control
Tests on mobile phones and devices
with a radio interface such as 
Bluetooth®, WiMAX, WLAN, ISM 
and RFID

Characteristics
High shielding effectiveness
Low refl ection due to use of 
absorbent material
Integrated RF connectors and fi lter 
feedthroughs
Pneumatically supported opening and 
closing
Rugged design for long service life

Options
Various sizes

¸TS 7121 for small devices 
and modules
¸TS 7123 for larger DUTs

Manual version with handl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antenna couplers, e.g. GSM, WLAN, 
Bluetooth® and ISM
Elevated cover, e.g. for integrating 
CCD cameras or keyboard stim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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