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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最新信号发生器备受

瞩目：¸SMA100A模拟信号发生器在信

号质量、设置速度、使用灵活性方面更胜

一筹。 ¸AFQ100A ARB波形发生器提供一

流质量的I/Q信号，¸SMx系列提供世界

上第一个TD-SCDMA信号发生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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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比拟：¸ZVT8矢量网路分析仪在一

台仪器上同时配备有高达8个测试端口（第

26页）

¸SMA100A信号发生器以优惠的价格提

供卓越的性能。其高测量速度也使其成为

理想的生产工具。它是一款无可比拟的多

用途仪器（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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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Q100A任意波形发生器开创了带宽和

记忆深度的新标准，采用创新设计理念，

提供前所未有的矢量调制信号质量（第35

页）。

¸UP300和¸UP350音频分析仪是一款

在技术规格上能带给您惊喜的低价位产品

（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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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NET®-T TETRA无线通信系统

致胜之道—多用途应用平台

用于重要通信任务的数字PMR网

络，在其使用过程中有时会根

据用户的各种需要进行调整 -集

成面向客户需求的应用程序。   

ACCESSNET®-T TETRA无线系统可充

分满足此类需要， 它采用了智能

应用平台，可为外部软件应用程序

提供强大而全面的服务。

面向软件应用的通用平台

现代数字无线通信网络所提供的功

能远远不只是简单的语音通信功

能。例如：现在网络用户需要访问

分布式数据库、查询信息、监控系

统，或者利用远程控制协调现场服

务团队。因此，相应的应用程序需

要集成到网络中而不妨碍网络的正

常运行，并且还要考虑到保护用户

的投资。当然，部分用户群只需要

标准应用程序就可以了，但是还有

部分用户需要使用特殊定制的解决

方案。ACCESSNET® -T和A-CAPI®可同

时满足这两类客户的需要。	

ACCESSNET® -T的公共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A-CAPI®)专门为网络操作员、

使用共网的机构部门以及设计重要

通信任务解决方案的工程技术人

员设计。A-CAPI®是一种可靠的智能

化、多用途平台，可提供外部软

件应用程序所需的全部系统服务	

（图1）。

所有应用程序都将得益于这种标准

平台，通过它可与ACCESSNET® -T内

的任何数字系统节点建立直接联

系。外部应用程序和A-CAPI®之间的

通信通过以太网和互联网协议(IP)

进行。

图1  ACCESSNET®-T的A-CAPI®平台，通过它可以提供外部软件应用程序所需的所有系

统服务。

第三方应用程序接口

外部NMS	
SNMP	V2C

用户	/	呼叫
日志数据，
导入t	/	导出

GUI	客户端

			线路网关

空中接口TETRA内核NEM

A-CAPI®		
平台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 ACCE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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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交通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公共安全  机场 军事维和

旅客信息 AVL 调度  航班信息

SCADA

模拟网络

第三方数字网络

◆	应用接口服务

◆	终端服务

◆	监控服务

◆	用户管理服务

◆	系统管理服务

ACCESSNET®-T
A-CAPI®应用平台

TETRA 网络

图2   A-CAPI® 技术参考模型

应用程序安全集成

A-CAPI®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工具，

通过它可将软件应用程序集成到

ACCESSNET® -T移动无线网络。最为

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全面的安全

措施。例如，它的验证和加密机制

可以保护远程应用程序和无线网络

之间的连接。A-CAPI®还可以可靠的

将移动无线网络与外部软件应用程

序隔离，从而避免互相干扰。它的

另外一个优点是，应用工程师可以

不需要考虑TETRA空中接口的物理

特性。A-CAPI®允许多种应用程序同

时工作，它提供了多种应用程序之

间相互隔离和保护的手段，使它们

的各自的任务和功能处于互相保密

状态。这对于几个共用同一个移动

无线网络（图2）的机构和组织来

说至关重要。

▲

 监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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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应用平台提供的标准服务

为软件应用程序的集成提供一个可

靠的、智能化的、灵活的、定义完

善的平台，并伴之以制造商提供的

有效支持程序。

A-CAPI®	所提供的服务分为以下三

类（图3）：

应用程序接口服务处理安全方

面的问题，并且监视和控制接

口

终端服务使外部软件能够访问

声音和数据服务（即设置和接

收呼叫），并且提供交换功能

和网关接入功能。

监控服务监控声音和数据连接

用户管理服务处理与用户相关

的数据，包括用户组管理（例

如设置封闭式用户组或虚拟专

用网络（VPN）的访问限制）。

◆

◆

◆

◆

系统管理服务控制和监视移动

无线网络及其资源（例如：系

统容量和负荷状态）。

A-CAPI® 的应用领域

A-CAPI®覆盖三种应用领域：

系统性能扩展(SFE)

外部设备集成(EDI)

客户系统集成	(CSI)

SFE可以扩展ACCESSNET®-T移动无线

网络的功能，增加各种复杂功能，

例如资源监控和网络负荷分析。其

他功能包括无线覆盖测量和移动传

真等。

EDI可提供对第三方子系统的访问

功能。具体包括声音和数据记录、

语音邮箱、调度和控制中心，以及

自动车辆定位(AVL)和遥感系统。		

◆

◆

◆

◆

在EDI的帮助下还可以集成原有系

统。通过调度台命令和A-CAPI®终端

服务，可以为TETRA用户或用户组

指定模拟无线信道。

CSI－通常用来对客户现有的系统

进行功能扩展－可以改善系统的处

理能力和运行，并且首次实现了许

多特定功能。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铁

路通信系统，该系统中使用一个火

车的车载单元作为与火车司机进行

语音通信的网关。车载单元采集火

车、引擎的有关重要数据，并且还

可以连接公共广播设备（图4）。

通过移动无线系统可以将状态变化

实时发送至铁路控制中心，然后控

制中心向火车返回控制信号。控制

中心和火车司机之间的语音通信使

用远程控制单元完成，该应用过程

中终端服务也具有重要作用。

图3   A-CAPI®所提供的服务

ACCESSNET®-T公共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应用程序
接口服务

终端服务 监控服务 用户管理
服务

系统管理
服务

◆	登录

◆	版本安排

◆	授权

◆	接口维护

◆	语音呼叫

◆	数据呼叫

◆	呼叫交换

◆	语音监控

◆	数据监控

◆	登单个用户

	 管理

◆	动态用户群

	 管理

◆	动态呼叫转移

◆	登容量指示

◆	资源状态监控

◆	事件日志



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
7

车载单元
PEI

无线台

TETRA 网络

¸DMX

¸DTX控制中心

主服

务器
无线服

务器
A-CAPl®

¸DIB

SO

SO

SO

REM-500

REM-500

REM-500

广播工作站

ISDN:	
语音

工作站

工作站

工作站

图4   CSI 举例: 铁路通信系统

A-CAPI® 产品亮点

A-CAPI®提供可以轻松、全面的接入

ACCESSNET®-T语音和数据服务的软件应

用程序。

A-CAPI®可以根据标准接口和协议处理

软件应用程序。

A-CAPI®可同时支持多种应用程序。

A-CAPI®提供对应用程序和	TETRA移动无

线网络之间连接的有效监控机制，并

且阻止未授权访问。

A-CAPI®可以隐藏TETRA性质的和内部

系统特征，从而降低应用程序上的负

载，提供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A-CAPI®可以保证TETRA无线网络和外部

应用程序之间保持互相隔离的状态，

并且可以清楚定义功能的职责及其可

靠运行。

◆

◆

◆

◆

◆

◆

全面的开发支持

为了使应用程序的开发变得更容

易，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提供有测试

台，可以模拟A-CAPI®应用服务以及

接口连接的移动无线网络。不仅如

此，我们还提供合格的集成测试支

持。无疑A-CAPI®将为您提供非常全

面的服务，为此，罗德与施瓦茨公

司将提供全面的支持程序，帮助您

部署自己的应用程序。除了电话和

电子邮件支持外，我们还提供培训

课程，包括从初级到高级水平的培

训。	

A-TAPP® 技术支持计划

作为智能化、多用途A-CAPI®应用平

台的补充，罗德与施瓦茨还准备了

ACCESSNET® -T应用程序合作伙伴计

划	 (A-TAPP®).该计划包括各种选择，

客户既可以与其以往的合作方合作

开发应用程序，也可以与认证的罗

德与施瓦茨合作伙伴合作。	

	 																																		Max	Zerbst

缩略词

NEM 网元管理器

NMS 网络管理系统：负责ACCESSNET® -T

系统的用户管理、网络配置、数据

获取、服务和维护。

PEI 外围设备接口：TETRA终端(ETS	300	

392-5)上的应用程序接口。

SCADA 监督控制和数据获取：控制和处理

可视化系统，使其完成多种与可视

化相关的任务，技术系统的控制与

集成。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LAN



R&S公司新技术快讯										第189期	(2006/I)

移动无线通信					无线通信测试仪

8

图1  ¸CMU300首次实现了物理层（layer 1）信令与RF参数同时测试功能。

通用无线通信测试仪 R&S® CMU300

具有HSDPA
实时测量功能的解决方案

当时间非常关键时

传 统 的 基 站 测 量 — 就 像 ¸	

CMU300“测试和验证”式的非信

令—是以统计的方式来测量基站的

重要参数以验证其是否满足技术规

范的要求。但是，随着数据流量、

速率的提高，比如	HSDPA，无线链

路必须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作

出调整，以适应可用的无线信道资

源。因此，RF测量中的时间关系就

显得非常重要了，需要进行相关补

充测量来验证信道的参数设置是否

在正确的时间点处于最佳状态。

¸CMU300则可完全满足该种需

求，它可以在真实、动态的条件

下对基站进行测试。该测试仪现已

增加了信令测量模式，可以同时

测量Layer	1的信令过程以及RF参数

（使用以前的测试方法是无法实现

的），这种功能在紧凑型测试仪中

出现还是首次出现。

¸CMU300（图1）中加入了一种

崭新的信令测试模式，利用它可以

实现Layer 1的信令与RF参数同时测

量，使得对时间非常敏感的基站测

试，可以在真实、动态的环境下从

容测试。

44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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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U300可以同步于基站的小

区信道(CPICH，BCH)，	并且可以建

立RF连接，因而省掉了诸多复杂的

基站触发信号接口了（图2）。

¸CMU300由一个具有FEC功能的

实时接收机、一个发信机以及信号

发生器组成，在提供下列测量功能

的同时还具有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时间同步的TX测量，用于监测无

线信道参数间切换的重要时刻

（同样适用于HSDPA）

特殊触发器，可以同步外部测

量仪器以及上述TX测量（同样适

用于HSDPA）

数据分析和DL信道解码（BCH、

传输信道，包括HSDPA）

实时码域功率测量

RMC的误码率和误块率分析	 (BER	

和BLER)

作为基站负荷测试的随机接入

信道(RACH)前导信号测试（其中

包括对捕获指示信道(AICH)的检

测已估计）。

针对HSDPA的特殊测量功能：

可同时监测四个HS-SCCH（高速

共享控制信道）信道（最多定

义128个UE）

流量测试

HS-DPCCH信号的上行链路模拟

“激励和检查”测试

新功能详细介绍

TX测量扩展

信令测量模式兼容以前基于3GPP	TS	

25.141	 (FDD)规范的TX测量的非信令

测量模式。

功率 

功率计（宽带或频率选择）

码域功率(CDP)	

◆

◆

◆

◆

◆

◆

◆

◆

◆

◆

◆

◆

调制

误差矢量振幅(EVM)，其中包括

幅度误差/相位误差

载频误差

I/Q偏移

I/Q不平衡

波形质量

峰值码域功率误差	(PCDEP)

◆

◆

◆

◆

◆

◆

频谱

邻信道泄漏功率比（ACLR）

占用带宽(OBW)

频谱辐发射屏蔽(SEM)

新增自动信道搜索功能，使信令和

非信令模式下的码域功率和调制测

量更为方便。

◆

◆

◆

基站¸CMU300 基站控
制器

(layer 1)RF分析仪
已同步

信令接收机
　解调器、解码器、

数据分析仪)

RF 信号发生器
已同步

发射机

接收机

控制
接口

CPICH	/	BCH
同步

SFN触发器

SFN触发器

发射 / 接收部分

图2  信令测量模式下¸CMU300对基站进行测量时的连接图

图3

用户自定义的静态信

道的码域功率测量

（四个HS-SCCH

信道，五个HS-PDSCH

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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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该自动测量功能，用户可以很

轻松的测量3GPP	TS	25.141	FDD	R5模

型中规定的各种测试模型，除此之

外，还可以非常轻易的的测量各种

用户自己定义模型。

不仅如此，在非信令和信令测量模

式（图3）均可配置HSDPA信道。在

信令模式下，还可以按照设定的时

间开始所有测量，无需使用外部触

发信号。

触发

您可以使用以下触发方式触发时间

同步测量：

Free Run		R&S®CMU300通过时隙对

RF信号进行分析。

Slot Trigger	每个DL	P-CPICH时隙开

始一个触发信号。	

Frame Trigger	 	每个DL	P-CPICH	帧

开始时发出触发信号。	

Super Frame Trigger	 	触发信号被

指定到一个可设定系统帧号。

信号可周期性进行重复，可设

定帧数范围	2	到	4096	个帧。

HSFN Trigger		在每个HS-SCCH子帧

开始时发送HSDPA触发信号。

UE ID Trigger 	在每个被指定特定

UE	ID的HS-PDSCH子帧开始时发送

HSDPA触发信号。	

这些内部产生的触发还可以作为输

出信号触发其他测量仪器，并且

可以微调其输出触发信号的码片

偏移。除了这些内部触发信号外，

您还可以使用外部信号触发	 ¸	

CMU300，并且可以设定外部信号

的边缘和码片偏移（图4）。

误码率（BER）测量

¸CMU300中的实时接收机提供

了一种分析整个传输部分信号的新

方法，该仪器在传统的物理参数测

◆

◆

◆

◆

◆

◆

量（例如调制质量或码域功率）方

法的基础上又加入了BER测量。与

纯粹的RF参数测量相比，它可以测

量全部物理层的参数，其中包括前

向纠错码（FEC）测量。

该仪器可以提供两种测试方式：

单独测量基站收发信机（BTS）的

上行(UL)和下行(DL)链路。	仪器在

分析BTS	DL信号的同时，可以发送

一个上行UL信号让BTS对其进行分

析。

同时测量上行和下行链路。BTS将

R&S®	 CMU300产生的UL信号发送回

测试仪，由测试仪对其进行评测。

除了BER（图5）和BLER测量外，

R&S®	CMU300还可以计算DBLER。

实时监控以及DL信道日志

R&S®	CMU300	可以实时记录并解码

DL信道数据，从而使数据分析变得

更加容易（图6）。由于编码数据

可以通过	 COM	接口引出，因此可

以直接在外部	 PC上对它进行在线

分析。当让，在线解码程序可对数

据进行解码处理。

通过这些工具，使得DL传输信道

的数据记录和评测工作变得非常

容易。另外，基站在BCH/P-CCPCH

信道中发送的系统信息数据块(SIB)

（图7）还可以被实时显示，并对

其进行解码用于评测。	

实时接收机还可以保证持续测量所

有时隙的码域功率控制数位和传输

功率控制数位（TPC数位）。所有

测量的参照时间可以通过系统帧号

码可以确定，该帧号可以通过仪器

显示出来。

RACH 前导信号测量，包括AICH 检

测和评估

R A C H 	 前导信号测量以及后续的

AICH监测和评估通常用来模拟基站

的实际负载情况，例如，当几部手

机通过连续的接入时隙注册时。进

行这种测试时，最多可同时发送224

个RACH的前导—预先定义的重复

发送序列，最多由64个前导信号组

成。您可以根据需要对该序列进

行设定（图8）。在进行基站负载

情况测试时，您可以以毫秒时间

间隔发送前导信号。而且，¸

CMU300还可以监测和评估所接收

到的AICH信道，以此检查数据内容

和时序是否正确。您还可以通过加

入加性高斯白噪声(AWGN)（图9）

改变和调整测试条件。

HS-SCCH信息

HS-SCCH监控功能最多能一次同时

分析四个	 HSDPA	 DL	控制信道，这

些信道被分配给最多128个用户设

备（UE）。¸CMU300	对每个数

据帧进行解码，并且以列表的形

式列出所检测到的用户设备（图

10）。不仅如此，它还评测并显示

HS-SCCH信道的控制信息，其中包

括调制类型(QPSK	/	16QAM)、传输数

据块的大小，或者一个UE上使用的	

HSDPA数据信道数目。测量操作可

由特定的帧(HSFN)触发，也可以通

过特定的UE设备号触发。在进行运

营网络测量时，绝大多数指定的UE	

ID都不可知。而且由于它们都是通

过特定的基站算法进行指定，因此

预测起来也非常困难。但是	 ¸

CMU300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

含有一种特殊的UE	ID扫描模式，可

以扫描所有HSDPA	DL控制信道中正

在使用的UE设备，并将所检测到的

UE	ID保存到一个列表中。该列表可

用来测量HS-SCCH信息（或者测量	

HS-PDSCH	的数据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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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触发信号设置菜单 图5   BER测量

图6   R&S®CMU300可以实时监测DL信道，并且记录和解码数据。

小区信道

DPCH
手机已经
连接到基站	

基站	

DL接收机 

¸CMU300 

接入帧

接入时隙

前导信号

签名	

图7  基站在 BCH/P-CCPCH 信道中发送的系统信息数据块(SIB)的显示，在线

解码以及评测。 

图8   RACH设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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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DSCH流量测试

除了HSDPA控制信道信息之外，	

HSDPA	 DL数据信道(HS-PDSCH)的总

数据传输速率和有效吞吐率也是重

要的测量参数。根据被评测的控制

信道参数，该仪器最多可同时得到

128个UE的这两个参数，并且可以

显示处于激活状态的UE当前以及

平均数据传输速率、吞吐量和最小

值、最大值，并且可以计算所有UE

的总数据传输速率/总数据吞吐量

（图11）。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很

容易的计算出小区数据率或者所获

得的小区吞吐率。与HS-SCCH监视

器相似，这种测量也可以通过特定

的帧(HSFN)或特定UE	ID触发。

HSDPA UL“激励”

¸CMU300对原有的非信令测量

模式 [2]使用的UL信号发生器进行

信令模式扩展，HSDPA	UL信号发生

功能。除了标准功能之外（通过

激活参考测量信道(RMC)或物理信

道来模拟UE设备），系统还可以

在HSDPA	UL模式下发送带有可重复

发送的、用户可设定的ACK	 /	NACK	

/	 DTX序列和/或带有信道质量信息

（CQI）序列。您可以分别给两种

序列最多同时配置64个值。利用其

他用户设定参数，比如说传输时

间间隔(TTI)以及可独立触发（例如

通过HSFN	/	UE	 ID信号）的CQI或ACK	

/	NACK	/	DTX序列，可以实现多种真

实的基站激励方式（图12）。		

HSDPA“激励和检查”

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测试功能（该

功能也可以动态测试对时间要求极

为严格的MAC-HS行为）是UL	 HS-

DPCCH激励以及HS-SCCH监视和评测

(DL)。	

▲

这种测试是基于前面介绍的¸	

CMU300中的HSDPA	 UL发生器和DL	

HS-SCCH监控测量。通过配置特定

的UE	ID信号，可以模拟真实的场景

（图13）：如果¸CMU300接收到

专门的UE	ID触发信号，它将发送用

户设定的ACK	/	NACK	/	DTX的一部分

到基站（UL模拟）。利用HS-SCCH

监视器可以检查基站（DL检查）的

响应情况。		

总结

¸CMU300可以提供多种基站测

试功能，其中既包括传统的、高经

济性的非信令模式下的大规模测试

方式（利用矢量分析和信号发生器

功能），也包括新增加的、可提供

多种基站特性分析功能从而实现网

路优化的信令测量模式。由于无需

使用触发信号接口，因而测试设置

变得相对更加容易—从而为生产和

基站测试带来更大优势。	

R&S®CMU300所提供的最新HSDPA测

量功能也使其成为很受欢迎的复杂

场景测试和HSDPA标准实施的测试

仪器。具有丰富功能的单机式解决

方案，加之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CMU300真可称得上是独一无

二的产品。	

Anne	Stephan，Daniel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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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利用AICH监视和评测进行RACH前导信号测试。 如果增加加性高斯白噪

声（AWGN）还可以改变和调整测试条件。

图10  HS-SCCH信息和HSDPA控制信道信息

图11  吞吐率测量可以提供有关小区吞吐率的信息。 图12  HSDPA UL发生器

图 13

R&S®CMU300 测试设置，

用于 HSDPA UL激励和DL检查
R&S®CMU300 基站

信令接收机
	(解调器，FEC，
数据分析仪)

HS-SCCH	
响应显示

RF发生器
包括数据源 

同步

数据分析
4×HS-SCCH

DL 检查

发生器	1	×	HS-DPCCH	
(用户自定义	

ACK	/	NACK	/	CQI	序列)

UL 激励

传输 / 接收部分
 (TRX)

发射机

接收机

触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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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无线通信测试仪R&S®CMU200

服务和生产用的经济实用型产品

用途广泛、测量速度快、测量结果

精确等诸多优点，令R&S®CMU200

通用无线通信测试仪成为生产、研

发、质检等众多领域不可多得的产

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对购买

成本的考虑会优先于功能多少和测

量速度快慢等因素。为此，我们特

意设计了两款最新的R&S®CMU200

产品，以期满足高端服务或板级测

试及调整的需求。这两款产品采用

更为实用经济的设计，具有非常优

惠的价格。

¸CMU200V10高端服务测

试仪

在实际应用中，移动无线测试仪必

须很好的满足多种使用要求。除了

一般的RF测量功能外，它还必须能

够处理所有相关的移动无线标准，

例如GSM、WCDMA、CDMA2000®。

在服务应用行业中，测量仪器的

价格是主要考虑因素，而对其测

量速度的要求要低于生产应用。

最新R&S®CMU200V10主要为服务行

业应用设计，并配备有所有相关

的测量或信令软件包，并可满足

GSM、GPRS、EGPRS、WCDMA	、					

CDMA2000®等标准使用。当您需要

使用某种功能时，只需添加相应的

信令模块即可（图1）。当然您也

可以使用所有其他相关测量和信号

源功能。它的设置和测量速度也比

标准¸CMU200产品稍慢，并且

无法安装某些特定的产品选件。高

端服务测试仪可配备R&S®CMU-B52

和	¸CMU-B41选件，从而提供全

面的音频测量功能。	因此，它可

以完成所有需要的标准测量功能，

例如各种功率和频谱测量以及BER

和BLER测量功能。它可以提供所有

特定标准下的信令功能，例如呼叫

设置和呼叫释放、信道和功率改

变、同一标准内或WCDMA和GSM标

准之间的切换。如果配备以相应的

选件，R&S®CMU200V10的测量和信

令功能与标准的R&S®CMU200相同。

当您需要丰富的功能和优惠的价格

时，这款新型服务测试仪是您的理

想选择。

¸CMU200V30非信令生产

测试仪

生产中的板级测试和调整一般不

要求使用信令功能，测量速度和

测量准确性才是需要考虑的决定

性因素。最新R&S®CMU200V30可以

提供与标准R&S®CMU200	同样快的

测量和设置速度。即使没有安装

选件，它也可以提供所有的GSM、

WCDMA、CDMA、1xEVDO非信令发

射机测量和一般测量功能。其中

包括特定生产条件下的发射机测

量功能，例如智能校准选件(¸

C M U - K 4 7 )和 I / Q－时隙选件 ( ¸

CMU-K48)。再者，基本产品配置

中还包括 F M立体声发射机 ( ¸

CMU-K14)。作为标准功能，发生器

端支持CW、AM、SSB、FM、GSM

等信号标准（无信道编码）。使

用R&S®CMU-B21、-B68、-B83、-B88

等选件，该仪器还可以生成GSM、

WCDMA、CDMA	、1xEVDO等信道

编码信号（图2）。利用发生器信

号，如果接收机模块有评测功能，

您还可以在接收机模块上进行BER

测量。该方法通称为单端B E R测

量。如果接收机模块没有评测功

能，您也可以安装R&S®CMU-B21选

件，通过配置使R&S®CMU200V30进

行GSM和WCDMA标准的BER测量。

标准配置下，R&S®CMU200V30配备

有CMU-B99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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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选件有两个相同的RF连接

器，因此该选件非常适合在生产

测试中使用。您可以用其中一个连

接器测试手机的同时，将下一个需

要测量的手机连接到第二个连接器

上。R&S®CMU200V30提供所有常见

标准下的板级测试需要的测量和信

号发生器功能，例如各种功率、频

谱、调制测量功能以及高速单端

BER测量功能。如果您需要进行快

速测量或者快速调整，该新型测试

仪将是您理想的选择。	

总结

由 于 ¸ C M U 2 0 0 V 1 0 和 ¸

CMU200V30专门为满足特定应用而

设计，因此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优

化。您也可以使用具有同样出色的

性价比而性能更强的¸CMU200

通用无线通信测试仪—而且能够获

得同样高的测量质量。	

Rudolf	Schindlmeier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CMU200)

通用RF

测试

GSM

(GPRS/EGPRS)

WCDMA CDMA2000®

发射机测量    需使用

R&S®CMU-B83

无信道编码功能

的信号发生器
  – –

有信道编码功能的

信号发生器(单端BER)
–

需使用

R&S®CMU-B21

需使用

R&S®CMU-B68

需使用

R&S®CMU-B83

信令和接收机测量
–

需使用

R&S®CMU-B21

需使用CMU-B21	/

	-B56	/-B68	

需使用

R&S®CMU-B83

通用RF

测试

GSM

(GMSK/8PSK) WCDMA CDMA2000® 1xEVDO

发射机测量     

无信道编码功能

的信号发生器
  – – –

有信道编码功能的

信号发生器	(单端BER)
–

需使用

R&S®CMU-B21

需使用

R&S®CMU-B68

需使用

R&S®CMU-B83

需使用R&S®

CMU-	B83	/	-B88

通过R&S®	CMU200

进行BER评测
–

需使用

R&S®CMU-B21

需使用R&S®

	CMU-B21	/-B68	
– –

图1  R&S®CMU200V10所使用的测量选件。

图2  R&S®CMU200V30所使用的测量选件。

44471/1

44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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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S®SMx信号发生器（例如R&S®SMU200A，位于图中下方位置）是世界上第一台提供所有TD-SCDMA移动无线标准信号的发生器。罗德

与施瓦茨公司还为R&S®FSQ（图中上方位置）、R&S®FSU、R&S®FSP分析仪提供支持该标准的选件。

44474/1

信号发生器R&S®SMx

世界上第一台集成TD-SCDMA解决

方案的信号发生器

第三个3G标准

TD-SCDMA（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接

入）是由 IMT	 2000（国际移动通

信－2000）标准提议并经ITU批准的

除3GPP	 FDD和CDMA2000®标准之外

的第三代移动无线通信标准。TD-

SCDMA最初由中国电信技术研究院

与业内其他部门合作制定。与此同

时，TD-SCDMA已经成为3GPP总体框

架内的TDD低码率模式的标准。中

国信息产业部(MII)即将为各种移动

无线标准发放执照。随着3G网络的

兴起，TD-SCDMA无疑将受到特别关

注。	

标准详情

TD-SCDMA利用时分双工(TDD)原理，

即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数据以时分

复用的方式利用同一载波频率进行

传输。TD-SCDMA的每一帧为5	ms，

其中包含有七个用于数据传输的时

隙。在这些时隙之间，三个较短的

时隙用于传输起同步作用的导频序

列—下行链路导频时隙(DwPTS)和上

行链路导频时隙(UpPTS)和保护间隔

（图2）。上行链路或下行链路传

输的时隙分配可以进行调整。从时

隙1到切换点之间的时隙专门用于

上行链路传输，而时隙0和其余的

时隙则用于下行链路传输。因此，

上行和下行链路的传输能力可根据

当前的数据量进行调整。	

无可比拟：最新TD-SCDMA和增强

型TD-SCDMA选件（R&S®SMx-K50

和R&S®SMx-K51）的出现使得R&S®

SMx产品系列（图1）成为世界上

第一台可以提供满足TD-SCDMA标

准信号的信号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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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其中五个时隙可以分配给下

行链路，以实现向多个移动单元的

高速数据传输（用于浏览互联网、

邮件下载等等），两个时隙可以分

配给上行链路，例如用于语音通

信。

在每个时隙内部，应用CDMA编码

方式（码速率1.28	Mchip/s），允许

最多16个码道，使用1到16个扩频

因子同时进行发送。在物理层，一

个数据信道(DPCH)由数据字段和控

制信息字段组成（midamble、TPC、

TFCI、同步偏移）（图3）。所使用

的调制模式有QPSK或8PSK，对于高

速信道还有16QAM。

只有极高质量的信号才符合

测试规格

在进行TD-SCDMA组件、手机、基站

的测试时，信号发生器必须满足极

为严格的复杂要求。尤其对于多载

波放大器测试，在频谱纯度和邻道

抑制方面对测试信号的要求极高。

特别在刚开始进行开发以及组件、

放大器测试时，要求测试信号在频

谱和统计特性（峰值因子和CCDF）

方面要能充分反应具体的标准要

求。为此，需要使用TD-SCDMA物理

层信号进行测量。按照规定，该阶

段无需进行数据编码和真实传输环

境模拟。

下一步通常需要测试接收机对传输

信号的同步和解调。之后再向下直

到传输层进行信道解码测试。

最后一步是一致性测试。进行这类

测试时，接收机需要进行阻塞或交

互性测试，例如提供真实传输环

境（衰落、AWGN）以及干扰信号

（调制或解调）。

¸SMx信号发生器系列：

满足所有需求的解决方案

最新TD-SCDMA和增强型TD-SCDMA选

件(R&S®SMx-K50	和R&S®SMx-K51)可以

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能够根

据上述要求生成TD-SCDMA信号，并

且可同时提供其他众多功能。

R&S®SMx-K50选件可以生成符合标

准的TD-SCDMA信号，最多可同时产

生四路上行或下行小区信号，并且

每路小区信号可单独进行配置。上

行链路和下行链路之间的切换点可

以更改；所有时隙可由用户在标准

规定的限度范围内进行设置。该仪

器可为物理层提供所有规定的信道

类型（图4）。时隙格式、扩频因

子、扩频码、功率和用户数据等参

数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信道表根

据要求直接设置。R&S®SMx-K50选件

还允许轻松生成多载波TD-SCDMA信

号[1]，因此它是进行多载波测试的

理想之选。	

罗德与施瓦茨分析仪也可

进行TD-SCDMA信号测试

R&S®FSU、R&S®FSQ、R&S®FSP等

分析仪也提供有TD-SCDMA信号

测试选件。R&S®FS-K76选件可用

于进行基站测试；R&S®FS-K77可

以提供终端设备所需的全部测

量功能。所有功能既可采用手

动控制，也可采用远程控制。

有关R&S信号发生器和分析仪的

详细信息可以从网上下载（搜

索条目：TD-SCDMA).

这一步涉及误码率和误块率(BER	和

BLER)测量，信号发生器必须测量所

需的编码数据和同步信道。

图2  TD-SCDMA数据帧的结构

图3  代码信道的典型配置，其中包括数据和控制字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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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R&S®SMx-K51选件可进一步扩

展测试性能，通过该选件可以增加

测量信道（参考测量信道12.2kbit/s

到2048kbit/s），对上行和下行链路

进行完全信道编码。还可以增加具

有信道编码和连续系统帧号码的广

播信道(BCH)，以及所有标准中所

定义的高速信道，其中包括信道编

码（H-RMC，526	kbit/s和730	kbit/s）

（图5）。当然也可以模拟误码率

和误块率。

R&S®SMU信号发生器家族采用灵活

的设计理念，允许通过一台仪器实

现全面的TD-SCDMA基站和移动无

线单元的测试—其中包括衰落测试

[3]、增加加性白噪声，以及模拟多

种干扰场景（图6）。

通过全面的图形显示，可以指示当

前设置，并且让新加入的选件变得

非常容易操作（帧的配置、码域、

时隙配置、CCDF、FFT等等）。

总结

R&S®SMx-K50和R&S®SMx-K51选件

的使用可以扩展R&S®SMU200A、

SMATE200A、SMJ100A产品系列的应

用范围，使其涵盖所有的TD-SCDMA

测试规格，并且为产品开发、质

检、生产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	

Andreas	Pauly
▲

测量功能列表：

频谱测量 ¸SMU-K50 ¸SMJ-K50 ¸SMATE-K50

单载波输出   
多载波和基带输出   
单台输出两路RF多载波  - 

接收机测量* ¸SMU-K50

和

¸SMU-K51

¸SMJ-K50

和

¸SMJ-K51

¸SMATE-K50

和 

¸SMATE-K51

RMC可插入错误

数位/数据块	   

RMC使用其他衰落选件  - -
参考灵敏度  - 
动态范围   
相邻信道灵敏度	(ACS)   
阻塞特性  () 
交调特性  () 

性能测量*

	(衰落测量需要另

外增加选件)

¸SMU-K50

和

¸SMU-K51

¸SMJ-K50

和

¸SMJ-K51

¸SMATE-K50

和

¸SMATE-K51

静态传播条件

下的解调
 () 

多路径衰落条件

下的DCH解调
 - -

移动传播条件

下的DCH解调
 - -

生灭传播条件

下的DCH解调
 - -

*	上表中仅仅列出了标准中所规定的测量项目的一部分，R&S®SMU的双路径和内部衰落设	 	
	 计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允许使用一台发生器完成标准规定的所有测量项目。

*	这里列出的接收机测试项来自于3GPP	TS	5.14	标准。由于在同步方面没有问题，并且不需要多余的电	
	 缆，	R&S®	SMU/SMATE	的双通道设计方式在大多数测试中极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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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TD-SCDMA时隙列表，其中显示当前编辑的DPCH信道配置和码域功率。

图5

测量信道和信道编码的

配置

图6

R&S®SMU200A标准符合

性测试的典型设置。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generator type designation)

REFERENCES
[1]	 Vector	Signal	Generator	R&S	®	SMU200A:	

Signals	for	testing	multicarrier	power	
amplifiers.	News	from	Rohde	&	Schwarz	
(2005)	No.	188,	pp	19–21

[2]	 Vector	Signal	Generator	R&S	®	SMU200A:	
The	art	of	signal	generation.	News	from	
Rohde	&	Schwarz	(2003)	No.	180,		
pp	21–27

[3]	 Vector	Signal	Generator	R&S	®	SMU200A:	
Digital	fading	simulator	with	
unrivaled	characteristics.	News	from	
Rohde	&	Schwarz	(2004)	No.	184,		
pp	16–18



R&S公司新技术快讯										第189期	(2006/I)

移动无线通信					测量仪器

20

为网络专业人士提供丰富的测试

和测量解决方案

为任何工作任务提供解决方

案

到2005年末，全世界范围内移动无

线用户已经达到20亿，他们其中每

人至少拥有一部手机。他们不仅用

手机来打电话和发短信，而且正越

来越多的用它来获得宽带数据服

务，例如多媒体信息服务(MMS)和

通过终端浏览互联网。在日常无线

数据服务的使用方面，亚洲、美

洲、欧洲的手机用户仍然存在较大

不同。例如在日本和韩国，朋友们

之间喜欢通过互联网玩联网游戏。

今天，用户居住于什么地方已经不

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移动无线网

络。

结果，许多运营商网络容量的30%

已经被互联网或者MMS、SMS的使

用所占据。例如，在欧洲，运营商

每月需要处理的SMS业务达10亿之

多。

这对于移动无线服务提供商的网络

专业人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必须保证客户始终对其语音和

数据的传输质量感到满意。他们的

基站和骨干网络的软硬件解决方

案必须每天连续无故障运行24个小

时。

为了迎接这项艰巨的挑战，网络运

营商们找到了罗德与施瓦茨的专家

们。我们公司早在15年以前数字移

动无线技术刚刚在欧洲兴起时就已

经开始为该市场提供解决方案了。

网络运营商们依靠罗德与施瓦茨测

量仪器为其各个阶段的技术部署提

供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从网络规划

阶段的校准工具一直到后来的基站

网络测试。

每一项新的移动无线技术都需要专

门的高性能测试与测量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从一开始就非常

关注该领域的动态发展，致力于为

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提供全面的测

试与测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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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需要优化其基站性能时，

他们会给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的专

家们打电话，请求提供测试与测

量设备和专门的应用技术。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网络运营商

和网络设备供应商提供满足GSM/	

GPRS/EDGE、WCDMA	3GPP	和CDMA	

2000®等不同标准的测试与测量

解决方案。我们还提供 	 WCDMA	

HSDPA	标准移动无线网络的设置

和运营所需的全套测试与测量解

决方案。无论何种领域，我们的

测试与测量解决方案都值得网络

专业人士信赖（图1）：

系统测试

终端测试

基站的安装、运行、维护

无线网络的规划和优化	

◆

◆

◆

◆

为实验室提供系统测试解决

方案

网络运营商的实验室内必须经常配

备各种系统组件，供其进行新模块

和软件版本测试之用，而同时不能

影响现有的网络使用。通信标准的

快速演进对测试仪器的使用灵活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R&S®CMU300紧凑

型通用无线通信综合测试仪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该仪器专门为基站

的系统、老化、验收测试而设计。

它由一个频谱仪和一个信号发生器

组成，可用于GSM、GPRS、EDGE、

UMTS等标准的发射机和接收机测

试。

最新的实时分析仪功能使其成为

HSDPA标准（属于3GPP	 release	 5标

准）中高速控制和广播信道监测以

及针对单个用户的小区数据吞吐率

监测的理想之选。	

如果结合使用RNC（无线网络控

制器/基站控制器）模拟器，例如

Nethawk公司的所提供的模拟器，

R&S®CMU300可成为理想的高级现场

测试设备。	

您还可以使用功率计和CMU300一

体化的频谱/信号分析仪对发射机

单元进行测试。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功率计和手持

式频谱分析仪R&S®FSH3（图5）一

直到便携式R&S®FSP频谱（可选配

电池组）/信号分析仪（图5），其

出色的性价比使其成为中档机的典

范。这两个分析仪既可以完成像信

道功率等常规测量，也可以同时解

调UMTS和GSM信号，

领域 无线通信综测仪 信号分析仪 信号发生器 路测系统

测试实验室内

的系统测试

基站测试:
¸CMU	300

¸NRT/NRP
¸FSH
¸FSL/¸FSP
¸FSQ
¸TSMU

¸SMU	200A/¸SMJ	100A
¸SML
¸SMR

监测:
¸ROMES	with	¸TSMU

测试实验室内

的终端测试

手机	/	协议测试:
¸CMU	200
¸CRTU
电源

¸NGMO

¸FSP ¸SMU	200A/¸SMJ	100A 监测:
¸ROMES	with	¸TSMU
and	test	mobile	phone

基站的安装、

运行、维护

基站测试:
¸CMU	300

¸NRT/¸NRP
¸FSH
¸FSL/¸FSP

功能测试:
¸ROMES	with	¸TSMU
and	test	mobile	phone

无线网络

规划和优化

手机测试:
¸CMU	200

¸ESPI
¸TSMU
¸FSP
¸FSH

¸SMU	200A/¸SMJ	100A
功放

¸ROMES	with	¸TSMU
以及各种测试

手机、应用程序（通话

质量、QoS等等)	

▲

图1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网络运营商和供应商提供全面的测试与测量组合方案。



R&S公司新技术快讯										第189期	(2006/I)

移动无线通信					测量仪器

22

图2   R&S®CMU200（上部）用来测试所有手机，而R&S® 

CMU300（下部）专门用来测试基站。

图3   R&S® CRTU-W / -M平台用来进行协议测试。

图4  R&S® SMU200A（上部）矢量信号发生器和高端R&S® 

FSQ信号分析仪一起测量功率放大器的设置。

因此非常适合执行与基站发射机有

关的各种测量任务。

R&S®FSQ信号分析仪（图5）属高端

仪器，拥有永不落伍的性能，解

调带宽高达120	 MHz，适用于所有

传统的调制模式（例如WiMAX标

准），是具有极高动态范围和优异

噪声特性的高端应用的理想测量仪

器。

¸SMU200A和¸SMJ100A矢量

信号发生器可用于测量接收模块

（图4和6）。它们可以生成满足任

何标准的数字调制信号，而且您还

可以根据需要在信号中加入衰落、

噪声以及其他基带故障干扰。您可

以根据标准要求，产生带干扰的参

考测量信道（RMC）信号，并且操

作界面简洁、直观。

如果您需要生成非调制信号，

例如用于RF衰落模拟或者作为干

涉信号，可以使用具有出色性价

比的¸ S M L信号发生器。通过

¸FSQ高端信号分析仪和 	 ¸

SMU200A矢量信号发生器，加上使

用方便的¸FSMU-W应用软件，

您可以完成TS	25.141标准所规定的

各种测试任务。

为实验室提供终端测试解决

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可为维修服务和老

化、兼容性、互用性测试提供RF

和协议T&M解决方案。¸CMU200

测试平台（图2）和¸	 CRTU协

议测试仪（图3）覆盖所有主要标

准，其中包括从GSM、GPRS、CDMA	

2000®一直到UMTS、HSDPA，甚至

HSUPA。

这些测试解决方案可以生成信息日

志以及进行RF、网络切换、语音、

数据应用测试。

¸SMU200A和¸SMJ100A在进

行小区选择测试时尤为有用，它们

可以为DUT生成其他背景噪声，而

所不同的是，这些信号都经过数字

实时调制，并且拥有可变的噪音分

量。

如果您需要精确测量多种状态下的

功耗，并且要求非常高的分辨率和

测量速度，可以选择¸NGMO双

通道分析仪/电源(图7)作为解决方

案。它非常适合进行手机运行时

间和电池测试。您还可以用它优化	

Java	 applet等应用软件，因为每次

访问	SIM	卡都会使电流增加，从而

降低运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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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安装、运行、维修的测

试与测量解决方案 

基站中最为薄弱的部位是塔台上的

天线系统，其中包括其偶极子天

线、RF电缆、放大器。天线系统必

须承受潮湿、大范围的温度变化、

静电放电等因素的影响，这就是为

什么大约75%的现场测试都集中于

天线系统的收发特性。						

随着交叉极化天线的使用，以获取

天线系统运行状态信息为目的相关

测量已经变得不太重要，现在还要

求进行去耦和电缆故障测量，¸

FSH手持频谱分析仪（图8）专门为

此用途设计。无论天线系统配备塔

放与否，¸FSH都能够非常准确

的测量和记录回损、电缆故障、去

耦作用。

除此之外，该分析仪还可以测量频

谱，从而提供上行或下行链路中有

关任何干扰信号的非常有价值的信

息。

手持式¸FSH中新增加了码域功

率测量功能，并且具有理想的性价

比，几乎可以处理现场工作中的

任何测量任务。不仅如此，从2005

年末开始购买的新型仪器也可以

配备新的¸FSH-K4选件，可分析

WCDMA信号中主要下行链路信道

(CPICH、P-CCPCH、SCH)的功率和调

制质量。

最新R&S®	FSL频谱分析仪还可使用

电池供电，在同类产品中独有RF测

量特性—在现场服务中也开始崭露

头角。它可以用来定位噪声源（例

如塔放故障）和任意一种干扰信

号。

与此相比，在基站发射机的实际测

量中，已经较少采用对所有代码信

道进行全面分析的方法，而是需要

另外具有解码功能的分析仪。中档

频谱/信号分析仪¸FSP是完成该

测量任务的完美之选，它采用电池

供电，能够测量调制质量和码域功

率。

越来越多的提供高水平服务的用

户正开始使用¸CMU300通用无

线通信测试仪，外加一个外部RNC

模拟器或类似Nethawk的Node	B配置

器。

实际经验证明，测量仪器不同，所

使用的场合也不同。

图5  罗德与施瓦茨生产的分析仪种类非常

丰富，几乎可以覆盖任何性能、频率范

围、功能需求。从左到右：R&S® FSQ (上)，

R&S® FSU，R&S® FSP，R&S® FSH3。

图8   ¸FSH3，多功能解决方案，用于安装和现场

维护测量以及移动无线电天线测量。

图7  R&S®NGMO2智能双信道分析仪/电源功

能丰富，是网络专业人士的必备工具。

图6  R&S®SMJ100A多功能矢量信号发生器正

在重新定义中等传输距离的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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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的场合下使用¸FSH手持

式频谱分析仪，尤其天线和TX测

试。

1 0 %的场合使用靠电池供电的

¸FSL	/	R&S®	FSP频谱/信号分析

仪。

5%的场合使用R&S®CMU300通用

无线通信测试仪

根据不同的任务选择不同的测量设

备可以让测试与测量预算计划变得

更加轻松有效。

◆

◆

◆

▲

罗德与施瓦茨的传统—为您提供从

A到Z一整套解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从1990年开始进入数字通信

T&M领域，并与当年推出了第一台移动无

线基站测试仪。从那以后，罗德与施瓦茨

就始终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今天，

美国、亚洲、欧洲的客户都在使用罗德

与施瓦茨的蜂窝技术测试与测量解决方

案，其中涵盖的标准包括GSM/GPRS/EDGE、

WCDMA	FDD	(UMTS)、HSDPA、CDMA2000®。

连同WCDMA	HSDPA测量解决方案在内—计

划于2006年夏推出—罗德与施瓦茨已经能

够为信号发生、信号分析、无线通信综合

测试和协议测试提供全面的T&M解决方案

组合。1xEV-DO的A版本标准T&M解决方案也

将于2006年秋天推出。

WiMAX(IEEE	 802.16-	 2004，IEEE	 802	 .16b)和

WiBro的宽带无线解决方案用户也同样信

赖罗德与施瓦茨提供的T&M设备和应用技

术。不仅如此，罗德与施瓦茨还为终端和

基站设计工程师、网络运营商提供测量设

备，帮助他们将DVB-H作为一种移动广播技

术及其相关应用推向市场。

无线网络规划和优化测试与

测量解决方案

随着无线用户数量的快速增加，无

线网络也正在变得更为稠密。为了

优化无线网络的规划和模拟，越来

越多的计算工作开始以真实的测量

数据为基础。

无线网络规划人员深知，与复杂计

算所要求提供的数据质量相比，规

划工件的作用丝毫也不逊色。

通过连续波(CW)测量可以对规划工

具进行校准。	进行此类测量时，

¸SMJ100A矢量信号发生器、

¸SMU200A或者¸SML信号发

生器可以生成部分未经调制的信

号，并将其通过一个测量放大器加

到天线系统上。利用¸TSMU无

线网络分析仪（图9）或者¸ESPI

预认证接收机—加上¸ROMES覆

盖测量软件—等高精度、高速度测

试接收机可以测量此类信号，并且

提供相关频率范围内有关传输路径

损耗的真实信息。

随着¸TSMU的持续改进，它可

以无需进行网络注册即可解码和测

量下行链路控制信道，而且速度之

快无与伦比。该功能是进行切换程

序优化时实现快速相邻干扰分析的

主要前提条件。利用这样得到的测

量数据，你甚至可以在规划阶段就

可以对关键区域的干扰提前进行分

析。

¸TSMU通过配置可作为GSM扫

频仪使用。利用¸ROMES覆盖测

量软件和一个GPS接收机，它可以

提供多种参数，其中包括：位置数

据、信道号码(GSM)、电平、小区

识别码、网络和国家代码—测量速

度比传统的手机测试方法快	 10	到

20	倍。	

另外，您还可以在路测过程中使用

¸TSMU实时分析本信道或相邻

信道干扰信号，方法是需要部署最

新版的¸ROMES覆盖测量软件、

一部GSM测试手机和一系列基站。

利用分析仪可以优化无线网络，如

果再使用测试手机，则可以根据客

户意愿确定网络质量。¸TSMU

无线网络分析仪已经成为众多网络

运营商的标准。除了以前执行的2G

和3G标准外，¸TSMU还增加了

CDMA	2000	®标准。

为什么除了测试手机之外还需要

使用¸TSMU为了获得有意义的

测量结果，测量速度必须非常快。

¸TSMU的测量速度比测试手机

要快约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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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高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对于检

测和分析潜在弱点也是非常关键

的，例如：

干扰（频率复用分析）

干扰源

天 线 调 整 不 正 确 （ 方 向 、											

倾斜）

颠倒扇区

参数设置部分，例如在网络切

换过程中。

HSDPA接收信道质量有关的ACK	/	

NACK、CQI分析。

通过¸ROMES	覆盖测量软件，您

可以在路测过程中对几个不同的

蜂窝网络进行测量，例如HSDPA、

1xEV-Do、GSM	网络。而且，如果您

根据需要的特定标准对该软件提前

进行配置，还可以同时对它们进行

测量。¸ROMES是多种不同解决

方案的核心组件，其中包括从室内

应用的背包式便携系统和测试工具

包系统，一直到安装于测试车辆内

的可配置系统。	

◆

◆

◆

◆

◆

◆

图9  网络性能分析过程中

R&S®TSMU运行网络覆盖测

量软件R&S®ROMES.

根据所使用的硬件的不同，该软

件可以支持各种无线标准，例

如WLAN、GSM、EDGE、GPRS、

UMTS、HSDPA、CDMA	 2000	 ®，以

及DAB和DVB等模拟和数字广播标

准。

检测和分析网络中存在的弱点以及

需要优化的位置点是罗德与施瓦茨

覆盖测量解决方案的重点。如果您

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处理测量结果，

可以直接将它们上传到各种厂商的

分析或处理平台。利用它的导出功

能，可以以ASCII文件的格式输出测

量结果，也可以将它们导入客户专

门的评测解决方案和规划工具内。

为了充分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罗

德与施瓦茨通过与领先的网络运

营商紧密合作，不断的提高¸

ROMES	覆盖测量软件的性能。在

GSM	网络中，广播和数据信道的干

扰分析是主要焦点之一。几年来，

网络运营商们一直在使用该测量解

决方案在有效的频率资源条件下来

提高网络质量。

在	UMTS	网络中，所需要的主要挑

战来自临近小区和切换分析。罗德

与施瓦茨通过给	 ¸TSMU增加新

的BCH解调器测量功能，实现对该

分析的优化。¸ROMES覆盖测量

软件可以自动将基站列表与测试手

机的数据进行比较。由于采用软

件实现高达几千个路径的Rake接收

机，高性能R&S®	 TSMU可以极大的

提高测量速度。

R&S®	ROMES中包含一个数据质量分

析仪(DQA)模块	，可以对数据应用

进行评测和分析。	

该模块最多可并行支持五部手机并

记录它们的数据。它可以根据设置

的参数和规格，自动生成被测服务

的统计数据。

测试手机需要定期进行测试和检

查，而这对于¸CMU200通用无

线通信测试仪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情，由于它的ACLR测量精确度非常

高，因而可以满足苛刻的功率控制

测量要求。

罗德与施瓦茨开发的覆盖测量系统

的特殊价值在于能够检测和分析网

络中的异常状态，而运营和维护中

心(OMC)内的固定网络监测系统或

者无线网络控制器(RNC)对此则无能

为力。

Marcus	J.	Donhauser;	Christian	Müller

Selected application notes
1CM60	 	Optimization	of	HSDPA	networks	with	the	

R&S	®	CMU300	and	R&S	®	ROMES

1CM56	 	3GPP	base	station	test	measurements

1EF44	 	Measurement	on	3GPP	Base	Station	

Transmitter	Signals

1EF52	 	Testing	Mobile	Radio	Antenna	Systems	with	

the	R&S	®	FSH3

1MA40	 	Testing	Power	Amplifiers	for	3G	Base	

Stations

1MA48	 	Generating	and	Analyzing	3GPP	Multicarrier	

Signals	with	High	Dynamic	Range

1MA62	 	Remote	Setup	for	3G	High	Dynamic	Multicar-

rier	Signals	with	R&S	®	SMIQ03HD	and	

R&S	®FSU/FSQ

1MA67	 	Tests	on	3GPP	WCDMA	FDD	Node	Bs	in	

accordance	with	Standard

TS25.141

1MA82	 	HSDPA	Test	and	Measurement	Require-

ments

1MA84	 	HSDPA	–	Challenges	for	UE	Power	Amplifier	

Design

有关详细信息、                                                             
   技术数据和使用相关知识，                                    

  请浏览www.rohde-schwar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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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矢量网路分析仪R&S®ZVT8—世界上第一台八端口分析仪

矢量网络分析仪R&S®ZVT8

无可比拟—单台仪器配备八个测

试端口

同一平台设计带来不同分析

仪之间的兼容性

R&S®ZVT8与R&S®ZVA和R&S®ZVB网络

分析仪使用同样的平台，也就是

说，这三种仪器具有相同的用户界

面和远程控制命令。它们之间的这

种兼容性会带来相同的仪器设置，

从而提供可比较的测量结果。例

如，开发过程中使用的R&S®	ZVA的

测量结果可以与生产过程中使用的

R&S®ZVB或R&S®ZVT8获得的测量结果

相比较。

R&S®ZVT8采用满足生产应用的优化

设计，因而不带有显示屏。但是它

仍然可以用于R&D工作，你只需给

它连接显示屏、鼠标、键盘，	

它就可以像其他仪器一样进行手动

操作（图1）。

模块化设计，可提供定制化

解决方案

R&S®ZVT8的基本配置带有两个测试

端口，其他测试端口可单独添加

（图2）。由于采用模块化设计，

该分析仪可根据特定测试应用灵活

的进行扩展，为生产过程提供更多

方便。例如您有新的待测件，需要

更多的测试端口，您可以在原有主

机增加新的测试端口，您最多可以

增加到八个端口。

市面上可购买到的网络分析仪一般

只提供两个、三个或者四个测试端

口，因此无法始终充分测试各种待

测组件和模块的全部特性。最新

R&S® ZVT8矢量网络分析仪则突破

了这种限制—使单台仪器最多可同

时配备八个测试端口。



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
27

功能齐全可选件

R&S®ZVT8可配备直接与发生器和

接收机相连的选件，例如可直接

与外部组件（比如说耦合器或放

大器）相连构成复杂的测试设置										

（图3）。还可配备可对待测件时

域特征进行分析和测量、变频器件

进行分析和测量选件，从而进一步

提高分析仪的功能。

自动八端口校准单元

R&S®ZVT8是唯一能够提供全部八个

端口校准功能的网络分析仪，该功

能通过使用R&S®ZV-Z58自动校准单

元实现（图4），并由R&S®ZVT8	控

制。通过对全部八个端口进行校

准，可以提取s8p格式的S参数。通

过它还可以对全部64个S参数（从

s11到s88）同时进行分析，从而首次

实现了对带有五到八个测试端口组

件的全面特性分析。尽管也可以进

行手动校准，但是自动校准却可以

极大的节省时间。

并行测量节省时间

每个内部信号发生器与两个测试端

口相连，有并联和串联两种方式

（图2）。如果与测试端口并联，

由于每个测试端口都配备有单独的

测量接收机和参考接收机，因而可

以同时测量几个DUT。

例如，R&S®ZVT8八端口分析仪可

以同时测量两个四端口DUT，或者

四个两端口DUT，或者八个单端口

DUT。也就是说，如果以平行测试

四个两端口	DUT	为例，生产效率将

变为原来的四倍。

反射器	8

测量接收机

参考接收机

Bias-T Port	8

测量接收机

参考接收机

Bias-T

测量接收机

参考接收机

Bias-T

测量接收机

参考接收机

Bias-T Port	1

反射器	1

测量接收机

参考接收机

Bias-T信号

发生器
Port	8

Port	1

测量接收机

参考接收机

Bias-T信号

发生器

测量接收机

参考接收机

Bias-T信号

发生器

图 2

R&S®ZVT8框图

图 3

R&S®ZVT8与发生器、接收机

直接接入选件

图4  R&S® ZV-Z58自动校准单元

443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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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外部发生器进行混频

器测量

R&S®ZVT8无需使用外部发生器提供

LO信号即可进行混频器测量。混频

器的测量要求使用两个信号发生

器，而R&S®ZVT8三端口型号已经配

备了两个内部发生器，尤其对于那

些需要对本振信号进行扫描的情况

下，使用内部发生器要比使用外部

信号源控制速度更快。

放大器和混频器的交调测量

放大器的交调测量通常需要使用两

个发生器，这两个发生器的信号被

组合成一个双频信号，然后输送至

放大器。如果配备有三个或更多端

口，R&S®ZVT8无需使用外部发生器

即可对放大器进行交调测量。混频

器的交调测量需要使用第三个发生

器来为混频器提供LO信号。而R&S®

ZVT8是唯一能够提供三个或更多内

部信号源（需使用具有五个或更多

端口的型号）网络分析仪，因而它

能够不使用外部信号发生器直接进

行交调测量（图5和6）。

多端口测量

随着模块组件集成的提高，对模块

测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移动

无线应用中的天线切换模块测试。

利用	R&S®ZVT8可以轻松快速的完成

对此类模块的测量。图7所示为此

类模块的测量装置，其中分析仪可

以直接控制DUT的内部开关。通过	

R&S®ZVT8上的DC输入可以同时进行

电流测量。	

¸ZVT8的另外一项应用是进行开

关测试，比如带有一个输入和多

个输出的开关。R&S®ZVT8甚至可以

利用直接发生器/接收机接入选件

(¸ZVT-B16)通过其全部测量和参

考接收机单独捕获信号—八个端口

的R&S®ZVT8型号最多可提供16个接

收机。

例如，如果某个开关有一个输入和

八个输出，可将分析仪的一个端口

与开关的输入相连，另外六个端口

与开关的六个输出相连（图8），

开关的第七和第八个输出可直接与

第八个端口的测量和参考接收机的

输入相连，

第8个端口上配备有R&S®ZVT-B16选

件。利用四端口分析仪上的八个接

收机还可以直接测量信号波的功

率。	

随着智能天线和	MIMO（多输入、

多输出）等技术在移动无线和其他

无线通信系统（例如	WLAN）中的

广泛应用，为多端口测量开辟了新

的应用领域，而	R&S®ZVT8则为该应

用领域提供了理想选择。	

Andreas	Henkel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ZVT)

R&S®ZVT8的主要技术数据
测试端口数量	 2	~	8

频率范围	 300	kHz	~	8	GHz

每个点的测量时间	 <3.5	µs

测量时间（201点）	 4.5	ms

数据传输时间（201点）

					通过	IEC/IEEE	总线	 <2.9	ms

					通过	VX11	总线	 <1.3	ms

					通过	RSIB	总线	 <0.7	ms

信道间切换时间	 <1	ms

														仪器设置间切换时间	 <10	ms

10	Hz测量带宽的动态范围

测量端口之间的动态范围	 >12	0	dB，典型130	dB

测试端口的输出电平	 >+13	dBm，典型+15	dBm

电平扫描范围	 >40	dB，典型50	dB

IF带宽	 1	Hz	~	1	MHz	

信道、图形和迹线数量	 >100（取决于实际RAM的大小）

每条迹线上的点数	 2	~	20001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Embedded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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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混频器的交调测量设置

图6  混频器的交调测量结果

图7  复杂多端口模块的测量 图8  测量带有一个输入和八个输出的开关对于

R&S® ZVT8来说也不成问题。

Diplexer Switch

Diplexer

A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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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S®SMA100A拥有出色的性能、紧凑的设计和优惠的价格

信号发生器R&S®SMA100A

几乎可满足任何测试需求的模拟

信号发生器

优异的信号质量

¸SMA100A信号发生器（图1）

融最佳的信号质量和非常快的设置

速度于一身，使其成为完成任何生

产、测试任务的理想之选。无论

开发、生产、维修，或是维护，		

¸SMA100A都一样出色。除了具

有9	 kHz到3	 GHz这样宽的频率范围

外，它甚至还可用于EMC测试。

¸SMA100A是要求高频谱纯度的

测量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例如邻

道和相位噪声测量，也可以作为最

佳的本振或	VCO	振荡器使用。	

由于采用了创新的频率合成器设计

理念，使用标准配备的仪器即可

提供出色的SSB相位噪声（载波频

率1	GHz时典型值为–135	dBc	(1	Hz)，							

20 	 kHz载波偏移）和非谐波抑制

（频率<1.5	GHz时，<–80	dBc）。	

如果使用增强型相位噪声性能和	

FM/ϕM调制器选件(¸SMA-B22	)，

由于增加了高级参考振荡器，从而

在频偏高达约100kHz范围进一步提

高SSB	相位噪声（典型值为–140	dBc	

(1	Hz)1	GHz载波频率，20	kHz载波偏

移）（图2和图3）。该选件包含有

锁相环，连接于合成器之后，用来

将非谐波杂散抑制提高到典型值<	

–100	dBc（频率<1.5	GHz）。

与传统的信号发生器不同，利用

相除的方法，R&S®SMA100A利用基

频分频的方法得到6.6	MHz以上的频

率范围。在6.6	MHz以下的频率范围

内，获得的频谱纯度可与高级晶体

振荡器相媲美。

标准产品配置中含有箱控晶体振荡

器（OCXO），可提供非常精确而

稳定的频率。该性能还可以通过使

用	R&S®SMA-B22选件获得进一步提

高。

信号质量、速度、灵活性—这些都

是当今衡量信号发生器的标准。

R&S® SMA100A的设计完美，可充分

满足这些标准，因此它是一款质量

优异的模拟信号发生器，其出众的

性能使其成为此类测量仪器的新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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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信号发生器采用了精密的RF

设计，因而还具有非常出色的宽带

噪声指标（典型值<–160	dBc	(1	Hz)	1	

GHz载波频率），而要达到同样大

小的值，传统发生器一般只有在频

率合成器后面插入陡峭边缘滤波

器。

产品生产的理想之选

在生产和ATE应用中，为了保证高

产出和低测量成本，要求测试设备

必须提供非常短的设置时间。罗德

与施瓦茨信号发生器一向以电平

和频率设置时间短而闻名，¸

SMA100A	同样也不例外，因此它是

对时间要求极为严格的测量系统的

理想之选。即使在正常操作情况

下（通过	IEC	/	IEEE	总线进行远程控

制，EOI	触发信号），频率（与设

定频率之间的偏移<1×10–7）和电

平（与设定值之间的误差<0.1	dB）

的设置时间也会非常之短，典型值

只有1.5	 ms。通过使用由以前存储

的频率和电平设置列表构成的列表

模式，可以进一步大幅度的缩短设

置时间(<450	µs)。

在快速跳变模式下，该发生器的设

置时间可与列表模式一样短。再

者，通过串行总线，最多可寻址	

10000	对频率和电平值。

由于使用了电子衰减器， ¸

SMA100A的电平设置变得更为快

速，而且没有磨损。正常模式使用

纯电子电平设置，设置范围从	–145	

dBm	到	+13	dBm	（过量程时典型值

为	+21	dBm；见图4中的绿色迹线部

分）。高功率模式下还可提供高达	

+26	dBm	典型值的输出电平（旁路

电子衰减器；见图4中蓝色迹线部

分）。在该模式下，电子电平设置

的下限为	–20	dBm。

SS
B	
相
位
噪
声

	/	
dB

c

频率偏差	/	Hz

图2  使用R&S® SMA-B22选件（测量带宽1 Hz）时不同RF频率大小对应的典型SSB相位噪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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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使用和不使用R&S® SMA-B22选件（f = 1 GHz，测量带宽1 Hz）时的典型SSB相位噪声值。

配有 R&S® SMA-B22
选件时的相位噪声

标准相位噪声

R&S®	SMA100A的主要技术数据
频率

频率范围	 9	kHz	~	3	GHz

设置时间	 <3	ms

列表模式下的设置时间	 <450	µs

电平范围	 	 –145	dBm	~	+18	dBm	(过量程最大典型+	26	dBm)

频谱纯净度(f	=	1	GHz)

非谐波（载波偏差>10	kHz）	 <–80	dBc;	典型–90	dBc	

	 <–90	dBc;	典型–100	dBc，带R&S®	SMA-B22选件

SSB相位噪声(20	kHz载波偏差，1	Hz测量带宽)		 <–131	dBc;	典型–135	dBc

	 <–136	dBc;	典型–140	dBc，带R&S®	SMA-B22选件

宽带噪声

（载波偏移>10	MHz，1	Hz测量带宽）	 <–153	dBc;	典型–160	dBc

调制模式	 AM，FM/.ϕM，脉冲

时钟频率范围	 100	kHz	~	1.5	GHz

接口	 IEEE	488.2，LAN	(100BaseT)，2×	USB，1×	USB	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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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	GHz

图4   使用不同电平模式时整个频率范围内的最大输出功率（绿线：正常模式；蓝线：高

功率输出；橙色线：使用R&S® SMA-B103L选件（RF路径无衰减器））。

时间

图5  高度的电平重复性保证了连续测量中测量结果的极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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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噪声频率调制（绿线：有FM噪声，橙色线：CW).

▲

当应用过程中只需要>–20	dBm的高

输出电平时，可以选用价格更为经

济的不带衰减器的选件(¸SMA-

B103L)。作为标准仪器配置，¸	

SMA100A在整个频率范围内都采用

了过压保护，用来保护仪器不受外

部高反馈功率的损害。	

由于	R&S®SMA100A	具有非常高的精

确度和可重复性，从而保证了连续

测量结果的极度精确（图5），让

复杂、耗时的电平校准成为过去。

不仅如此，这种信号发生器还采用

了高度紧凑的设计—尽管具有如此

出色而丰富的性能，其整个机身高

度只有2U。

多种模拟调制功能

¸SMA100A的标准功能包括调幅

和脉冲调制，如果需要带宽10	MHz

的调频和调相信号，可另外选购	

¸SMA-B20/-B22	选件，这样发生

器就可用于所有常见的接收机测

量。FM/ϕM调制器选件配备有直接

数字式频率合成器(DDS)，FM和ϕM

信号的调制带宽为10	MHz。

由于采用数字频偏设置，只有当	

FM	偏移等于和大于100	 kHz（载波

频率1	GHz）时，由于调制所引起的

相位噪声才会变得明显。因此，该

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可作为相位噪声

测量的参考信号。通过频率调制，

可使其与DUT同步，这样即使在自

由运行的VCO上也可以进行相位噪

声测量。	

使用内置LF发生器（0.1	Hz到1	MHz

正弦波）或选配的多功能信号发生

器（R&S®SMA	K24，带宽10	MHz），

可实现RF信号的内部调制。

电
平

/d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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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功能发生器选件可以提供各

种波形，其中包括正弦波、方波、

用户编程梯形波或者可选择带宽的

噪声。调制信号可以不同权重叠加

在一起。AM/FM/ϕM和LF输出调制

信号可相互独立设置。正是基于这

种设计理念，该款新型信号发生器

才可以提供从前模拟信号发生器闻

所未闻的调制灵活性。	

它可以使用噪声作为调制信号生成

定义的和可调整的相位噪声或	 FM	

噪声，用来模拟VCO或者各种频谱

纯度的干扰信号进行接收机测试

（图6）。	

不仅如此，通过使用	R&S®SMA-B20	

和-B22	FM/ϕM	选件，还能够以极快

的速度改变频率大小（在一定频率

范围内）。通过直接访问	DDS，可

在40	MHz的频率范围内达到<10µs的

设置时间典型值。利用这种特性可

以模拟频率跳变非常快的发射机。	

需要进行脉冲调制时，可利用¸	

SMA100A标准配置中的高质量脉冲

调制器和基本的脉冲发生器，其

中前者的	开/关比>80	dB，上升/下

降典型值为10	ns。另外，您也可以

选配一个高性能脉冲发生器选件

(¸SMA-K23)，该选件的最小脉宽

为	20	ns，并可提供多种设置选项。

使用该选件	R&S®SMA100A还可以用

于雷达系统测量。

时钟信号发生器选件

集成RF电路的测试除了需要RF信号

外，常常需要纯度极高的时钟信

号。	

	

以前，时钟信号通常需要另外添

加信号发生器，而¸SMA100A则

不然。利用时钟信号合成器选件

(¸	SMA-B29)，它可以提供低抖动

时钟信号，并可独立于RF输出信号

进行设置。这种时钟信号以差分信

号的形式工作，频率范围在100	kHz	

到1.5	GHz之间，通过两个单独的连

接器输出。因此它可以测量混合信

号IC，比如可以仅使用一个信号发

生器来测量A	/	D转换器。	

其他特殊性能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HP	8662	/63	一

直是最常使用的模拟高端信号发生

器。它是许多测量系统的组成部

分，例如HP	3048A相位噪声测量系

统。	

由于HP	 8662/63现在已经停产，因

而一旦出现故障必须用新的设备代

替。¸SMA100A	可作为	HP	发生

器的理想替代品，原因是除了提供

共用SCPI	远程控制命令集之外，它

还提供与HP	8662A/63A	相兼容的模

式。根据这种模式，¸SMA100A	

在不要求对原有测试系统重新编程

的情况下即可代替HP	8662	 /63系列

产品使用。	

在涉及安全保密的领域，必须采取

严格的措施防止不经授权擅自访问

内部仪器数据和设置。比如说在

维修或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这样

的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可以给	

¸	SMA100A	加装一个可插拔选件	

(¸	SMA-B80)，通过该选件，按动

按钮可以将存储介质（闪卡）从信

号发生器上取下保存，或者与信号

发生器分开运输（图7）。	

图7  通过R&S® SMA-B80可插拔选件，可以将闪存卡取下并带走其中所保存的数据和设置。

44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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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操作方式和各种接口

该信号发生器基于与¸SMx系列

产品相同的操作设计理念（见第16

页）。大小320	×	240像素的彩色显

示屏(¼	VGA)上能够以框图的直观形

式显示信号处理的流程。让您一眼

就能看出发生器的哪些单元正在处

于使用状态，哪些没有被使用，以

及哪里需要进行设置。	

需要进行设置时，可以使用旋钮、

光标、功能键，或者使用USB鼠标

和/或键盘。另外，通过外部PC的

远程桌面控制程序（例如VNC），

可以对¸SMA100A进行手动操

作。		

该信号源可以通过LAN或IEC	/	IEEE总

线进行远程控制，它内部已经安装

有支持USB从连接器的硬件，如果

增加适当的软件，该连接器可用于

实现远程控制。前后面板上各有一

个连接器，可连接记忆棒或硬盘进

行数据存储或固件升级。	

除此之外，这种信号发生器还可连

接¸NRP系列功率传感器，从而

允许该单元进行快速、高精确度功

率测量。		

总结

¸SMA100A完美的集中了罗德与

施瓦茨的高端信号发生器的优点。

现在，罗德与施瓦茨的产品家族

中除了著名的数字调制信号源R&S®	

SMU200A、SMJ100A、SMATE之外，

又增加了满足模拟应用的信号发生

器，基本上可满足任何需求。

¸SMA100A以优惠的价格提供了

出色的性能、紧凑的设计，因此它

是一款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测量仪

器。其高速测量速度也使其成为生

产过程的理想选择。简言之，它具

有基本可胜任任何工作的无可比拟

的性能。	

Günther	Klage

图8 

R&S® SMA100A具有创

新用户界面，该接口

为R&S® SMx发生器家

族标准配置。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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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R&S®AFQ100A具有方便的用户接口，使其非常容易控制—包括本地和远程两种方式。

任意波形发生器R&S®AFQ100A

为复杂无线场景提供一流质量的

I/Q信号

不可或缺：ARB信号发生器

移动无线领域对传输带宽要求的提

高不仅表现在对频率带宽的要求

上，而且表现在对信号质量的要求

上。与此同时，对调制方法的要求

也变得更为严格，要求给定带宽的

传输速率达到最大。典型的调制方

法包括用于WiMAX标准的OFDMA以

及用于3GPP进一步开发的改进调制

方法(EUTRA)。	

任意波形发生器及其多用途编程选

件是新的无线系统开发的重要工

具，通过它们可在发生器推出之前

对其采用的新的调制模式进行测

试。一般要求使用能够生成同相(I)

和正交(Q)信号分量的双通道测量仪

器。

R&S®AFQ100A任意波形发生器开创

了带宽和记忆深度的新标准，它采

用创新理念，使发生器的整体性能

得到优化，可提供前所未有的矢量

调制信号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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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前对信号质量的较高要求，

传统的双通道任意波形发生器很明

显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为了解决矢

量调制过程中遇到的多种问题，比

如载波泄漏、边带抑制、I/Q不平

衡、基带和RF的频率响应，需要一

种功能完善、质量一流的信号发生

器，通过补偿单元的微调可将信号

损害降至最低。

而这正是¸ A F Q 1 0 0 A的功能所

在。它作为任意波形发生器不仅提

供出色的技术数据，而且具有出众

的、完美匹配的软硬件设计理念，

因而可提供与其他系统组件交互的

最佳性能。

A F Q 1 0 0 A卓越的 I / Q性能包

括：

出色的技术数据

该发生器最大时钟速率300MHz，

可提供系统带宽高达200MHz	的信

号。拥有1	Gsample大小的波形存储

深度，允许储存非常长的宽带波

形。该发生器的模拟前端还开创了

信号纯度的新标准。

集成时钟速率转换器

除了出色的基本特性外， ¸	

AFQ100A	还具有多种出众的性能，

令其成为高质量基带源。集成时

钟速率转换器就是其中的亮点之

一（图2）。根据具体所使用的

信号，可按照所选定的最佳速度

从内部存储器中读取数据。¸	

AFQ100A	可以通过数字方式把I/Q采

样实时转换为更高的D/A转换器时

钟速率。通过进行无损失重采样，

可以使D/A转换器输出固定时钟速

率，		

▲

从而实现抗锯齿滤波器与任何带宽

的I/Q输出信号的完美匹配，进而获

得理想的信号特性。

除此之外，通过重新采样，可以根

据系统的要求以最低的时钟速率从

存储器中读取数据，从而使给定记

忆深度的信号时长达到最大。例

如，当时钟速率大小为1	 MHz时，

¸AFQ100A输出GSM信号的时长

是1000	 s。如果不使用时钟速率转

换器，仅可得到	 300	MHz大小的固

定时钟速率，因此信号时长也只有	

3.3	s。

可调滤波器

通过可调滤波器校正较强频率响应

的振幅和相位大小—例如使用外部	

I/Q调制器—也同样重要，首先通过

外部程序确定频率响应的大小，然

后将结果传输至¸AFQ100A，信

号在被输出到系统之前，需首先进

行反滤波处理，即采用反滤波器的

值。从而使整个系统获得平坦的频

率响应和最佳边带抑制性能。滤波

处理以一种实时的方式进行，因而

波形在输出之前不需要进行重新计

算，从而节省了相当多的时间。

电平偏移、时延、增益的校正

¸AFQ100A可分别对I和Q通道进

行电平偏移、时延、增益校正，因

而能够对外部电缆或者发生器后面

相连的任何部分引起的时延和其他

影响进行校正。相反，为了测试

接收器性能的健壮性，也可以利

用该仪器故意生成此类损害因素										

（图3）。	

输出IF信号

除了正常提供基带I和Q信号以外，	

¸AFQ100A还可输出IF信号。也就

是说，通过¸AFQ100A即可更改	

RF信号频率，并且不需要使用外部

上变频器（或RF调制器）进行任何

修正。¸AFQ100A的数字式	 I/Q调

制器所提供的各种特性可接近理想

化水平，其中包括绝对的线性频率

响应和几乎无时延频率变化。其高

时钟速率允许IF信号满足高达	 100	

MHz的应用场合。

直观的操作软件

¸AFQ100A的众多功能都通过图

形用户接口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既

可以通过与发生器相连的显示屏、

鼠标、键盘实现，也可以通过LAN	

从网络中的任何一台PC上进行远程

控制。

¸WinIQSIM2软件可作为手动操

作的图形用户接口使用（图4），

它除了控制¸AFQ100A外，还允

许生成符合多种标准的波形，其中

包括	WiMAX和3GPP	FDD标准。

Wolfgang	Kufer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AFQ)



R&S®	AFQ100A主要技术数据
通道	 两条，分别为I和Q分量

存储器	 256	Msamples	到1	Gsample，可分段

带宽	 2×100	MHz,可单独选择IF信号生成功能

输出	 平衡和不平衡模拟信号，数字信号

SFDR（非寄生动态范围）	 典型值	80	dB
频率响应	 典型值	0.05	dB
损害	 可精确设置电平、相位、时延

波形

存储器

时钟速率

转换器

D/A
转换器

抗混叠
滤波器

抗混叠
滤波器

时钟速率		
(0	~	300	MHz)

300	MHz

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News	from	Rohde&Schwarz										Number	189	(2006/I)
37

图4 

R&S®AFQ100A手动模式控制软件

R&S®WinIQSIM2

图3 无补偿（左）和有补偿（右）多载波信号举例

图2  ¸AFQ100A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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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UP300/R&S® UP350音频分析仪

实验室、服务、生产领域多用途

音频分析仪

拥有卓越性能的低价位产品

R&S精灵仪器系列不断壮大：¸	

FS300频谱分析仪、¸SM300	RF信

号发生器、¸AM300	双通道任意

/功能发生器中现在又增加了两款

音频范围分析仪。这两款分析仪的

频率范围是10	Hz到80	kHz，可满足

当今所有的常见应用需求。	

由于具有丰富的功能和出色的技术

规格，令它们在低价位产品中格外

抢眼。¸UP300可提供当今音频

T&M中所有常见的测量功能，并且

可生成所需的测试信号；它的模拟

输入和输出为双通道。¸UP350	

另外包括有数字音频接口，并且还

可以测量数字音频协议和采样率。	

38

图1   最新音频分析仪具有丰富的功能、优

良的技术特性以及紧凑的设计。

3 0 0家族又新添两名音频分析仪

成员， ¸ U P 3 0 0 音频分析仪       

（图1）包含模拟输入和输出，而

¸UP350另外还提供有数字音频

接口。 

The new product family

  from

Rohde & Schwa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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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除了R&S® UP300（左侧）的模拟接口外，R&S® UP350还提供有分别供普通消费者和专业人士使用的数字音频接口。

44
34

4/
2

44
37

1/
2

测试信号多种多样

¸UP300和¸UP350音频分析仪

中的发生器可以提供实验室、服

务、生产、教学测量所需的全部测

试信号。由于部分基本信号的固有

失真远远低于–90	dB，因而也可以

用来测量高端设备。¸UP350	的

全部信号都可以通过模拟或数字接

口输出（图2）。所提供的主要测

试信号包括：

正弦波用于测量频率响应、电

平线性度或者谐波失真；信号

电平或频率可被扫描。

双信道正弦波，每个信道可单

独设置频率和电平；例如，

在测量双向信道串扰时非常有

用。	

双音信号用于调制失真分析和

差频失真测量；测试信号满足

相关标准而且可设置的范围较

宽。		

◆

◆

◆

多音信号最多可设置17种不同频

率和电平的正弦波信号；从而

迅速获得	DUT	频率响应的有关信

息，

正弦波突发信号—可设置信号

的突发、间隔时间、频率、电

平—用于测试音频回路的动态

响应。	

噪声用于DUT的宽带模拟；还可

施加于正弦波信号上。

出色的测量特性

R & S精灵仪器系列中采用了“大

型”罗德与施瓦茨音频分析仪的技

术设计。需要测量的模拟信号经过

模拟输入阶段处理后被数字化，然

后再由测量子程序进行评测。该方

式具有以下诸多优点：

¸UP350的数字音频接口可同

样提供模拟接口处的全部测量

功能。

◆

◆

◆

◆

操作方法基本相同，给不太经

常使用该仪器的用户带来方

便。

模拟和数字接口处的测量方法

完全相同。并且所有滤波器都

采用数字处理方式，使其还具

有相同的特性。当需要比较D/A

转换器前后的测量结果时，这

两个方面的设计会特别有帮

助。

两种分析仪都可测量带宽高达80	

kHz	的模拟音频信号（图3）。另

外，¸UP350还可分析数字音频

信号，采样率高达192kHz。这些性

能都是此类产品中新增加的性能，

可覆盖最新音频设备的全部频谱范

围。此类产品带给用户的另外一个

惊喜是都具有双信道运行功能。换

句话说，两个信道的信号可同时进

行处理，并可同时提供测量结果—

因此不需要进行输入连接器的切

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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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分析仪都可提供下列测量功

能：

电平测量由于仪器包含普通消

费者和专业人士音频设备测量

所需的全部整流器，因此可测

量真有效值、峰值或者准峰值

加权。

选择性电平测量当需要检查宽

带干扰中是否存在较小信号

时，对于可单独设置的带宽将

需要进行选择性电平测量。

◆

◆

DC 测量可测量全部电平范围。

总谐波失真测量(THD) 包括选择

加权谐波。

THD+N和SINAD测量用于测量包

括噪声在内的总谐波失真。

调制失真分析和差频失真测量	

用于使用相应的测试信号检测

交调失真。

频率和相位测量

极性测量用于检测信号路径中

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极性变换。

FFT分析支持最多16k点的FFT处

理并且提供众多窗口功能，可

显示信号的频率组成，分辨率

<3	Hz（图4）。以前这种性能仅

在非常昂贵的音频分析仪中才

有。

¸UP350—模拟和数字

¸UP350也具有¸UP300的全

部功能，但是¸UP350还可用于

数字音频设备的测量和模拟/数字

混合接口的相关应用。双信道、

数字音频接口既可作为BNC连接

器使用，也可作为光线接口使用

(TOSLINK)。

除了以上测试信号之外，该发生器

还可产生数字音频协议所需的数

据。信道状态数据的输出格式有专

业录音棚格式和普通用户格式两

种。

用户既可以设定验证位，也可以设

定奇偶校验位。如果是数字音频信

号，该分析仪还可以完成所规定的

测量功能。	

◆

◆

◆

◆

◆

◆

◆

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评测数字音频

协议、显示验证位和评测所接收到

的音频数据流中的数据块错误、序

列错误和前导信号错误。根据信道

状态数位的数据内容，它可以自动

切换为专业或业余格式数据，并且

以纯文本格式显示信道状态数位的

含义。	

¸UP350的采样率大小有32kHz、

44.1	kHz，以及48	kHz及其倍数96	kHz

和192	kHz。该分析仪可以测量输入

数据信号的采样率。

包含多种滤波器

即使其他制造商生产的价格昂贵的

音频分析仪也只能以选件的形式提

供滤波器，罗德与施瓦茨的音频

分析仪则不同：¸UP300和¸

UP350中都包含有高端设备中常见

的数字滤波器，其标准配置中即含

有加权、1/3倍频程、倍频程滤波

器共三种滤波器。

监听被测信号的声音

您可以把普通耳机连接到标准3.5	

mm插座上监听被测音频信号。当

需要测量电平时，您可以将该输出

切换到允许监听过滤信号的声音功

能。

通过USB进行远程控制

通过标准USB接口，可利用PC对这

两种音频分析仪进行远程控制。系

统内含有LabView、LabWindows/CVI

所需的软件驱动程序，或者可将它

们作为动态链接库（DLL）直接与

任何常用的编程语言或开发环境相

连。

图4   FFT分析可支持高达16k个点并可提供众多窗口功

能—在同类产品中拥有不俗的表现。可以显示带宽

高达80 kHz的信号的频谱组成。

图3   高达80 kHz的带宽使其可以测量宽带音频设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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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结构容易理解，可进行快速编

程。与罗德与施瓦茨的所有其他仪

器一样，这两种新型分析仪的软件

驱动程序可不断的进行更新，并且

通过互联网提供。	

300系列—功能强大的平台

两款分析仪都是基于300家族的检

查和测试组件，所有家族成员的

“长相”都相同，并且都包括高亮

度5.4"TFT显示屏，使设置的读取极

为容易（图5）。大部分操作都有

菜单指导，如同罗德与施瓦茨的其

他高端仪器相同。测量结果以数字

的形式显示，但是也可以信息图形

的形式显示，并且可以使用光标进

行评测。	

3 0 0家族的成员都采用模块化设

计，由于所有基本模块都是标准化

模块，比如机壳、电源、处理器等

等，因而生产更为经济。分析仪采

用坚固的防护设计，因而非常适合

实验室以外的日常使用。仪器上有

可调把手，携带方便，也可以支起

放在试验台上。为了尽可能节省空

间，可将300家族的几个成员摞在

一起放置。如果取下把手和防护，

还可以将它们安装于19"机架上。

由于它们外形非常纤细，并排放置

也不成问题。

图5   采用菜单模式进行操作，令操作更为方便。即便不经常使用该仪器的用户也能应付自

如。配备高对比度TFT彩色显示屏，即使在光线较弱的条件下读取设置和结果也非常容易。

R&S®UP300/R&S®UP350主要技术数据
频率范围	 10	Hz	~	80	kHz

输入电压	 最大	33	V	

输入噪声	 <2	µV	(A	授权)

FFT	 最大	16	k采样率

R&S®	UP350的特有数据

采样率	 32	kHz	~	192	kHz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 UP300/UP350)

总结

¸UP300和¸UP350是具有良好

价位的音频分析仪，不仅性能优

良，而且它的小巧的外形和便携

性，也适合于实验室以外的应用场

合。高亮度的TFT显示器用于显示

设置和测试结果。即使是对不常使

用的人也感觉操作相当简单。尽管

价格便宜但它拥有音频测试仪所

有的最新功能。¸UP300有双通

道模拟输入和输出，分析带宽为

80kHz。¸UP350额外还具备取样

率高达192kHz的数字音频接口。

Klaus	Schiff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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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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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娱乐测试系统R&S®ATSI

快速、全面的汽车生产测试

生产测试系统—用途广、技

术先进

全面的通信和信息娱乐组件已经成

为当今众多汽车设备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同时也使设备制造商

（OEM）面临着挑战，因为他们必

须满足客户对这些组件在质量和可

靠性方面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还

要缩短产品的创新周期以及提高应

用的多样性（图1）。

所使用的测量设备必须具有高度的

灵活性和向上兼容性才能满足需

要，因为它不仅要确保组件的安装

准确无误，还有检查整个通信和信

息娱乐系统的功能是否正常—而且

需要检查多种不同的配置下功能是

否正常。	

罗德与施瓦茨的R&S®ATSI信息娱乐

测试系统则可以满足这种需求，该

系统可提供独特的性能和提高效

率：

它利用自动测试序列可以降低

生产时间，并将出错的频率降

至最低

它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即在最

终产品之前检查信息娱乐组件

的安装是否正确，从而将重复

性工作带来的成本降至最低

它可以确保生产厂商在世界各

地的工厂内生产出来的产品都

保持较高的质量水准

它可以非常经济地进行升级

它不需要专业知识即可进行现

场维护

◆

◆

◆

◆

◆

图1   信息娱乐系统测试：只有快速、先进的测试系统才能缩短产品创新周期和提高应用的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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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R&S®ATSI信息娱乐测试系统

是被许多著名的汽车制造商测试和

试用过的R&S®AVTS汽车验证测试

系统的延续。R&S®ATSI能够自动测

量广播接收机、音响系统、电视接

收机、导航系统和手机产品。这种

新系统的架构是基于具体的应用模

块，因此它可以用于生产过程所有

阶段的测量，使用非常灵活。由于

该系统用途广泛，因此可对测试过

程进行优化，并可以降低重复性工

作带来的成本。R&S®ATSI配备了丰

富的监测功能，比如持续自检和监

视所有发射测试信号。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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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满足任何应用的最佳解决

方案

采用面向应用的功能模块，使操作

变得极为灵活，并且降低了系统的

安装、运行和维护成本（图2）。

R&S®ATSI支持生产过程所有阶段用

到的多种测试方法：

在生产线上或测试室内对汽车

制成品进行传统测试

汽车模块安装前测试（例如车

门模块中的音箱）

通过手持式测量设备上的无线

接口进行移动测试

负责生成测试信号的功能模块上配

备有LAN接口，因此可安装于需要

某一种测试信号的位置—并且还可

通过中心控制PC实现远程控制和监

视，从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铺设RF

电缆的麻烦。	

◆

◆

◆

配置方便

操作方便的软件包为模块化系统设

计理念提供了支持：

标准配置下，所有功能模块都

配备具有统一图形用户界面的

操作软件，使它在固定设置下

可实现自动操作（图3）

R&S®ATSI-K7系统配置软件可显

示生产设施中安装的整个系统

结构，其中包括所有分布式组

件，比如有源天线、分支器、

监控软件等等。它可以集中管

理不同测试场景的所有配置数

据，并且可以评测模块的自检

信号，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找

到故障发生的位置。

R&S®ATSI-K1测试程序控制器使测

试程序编程变得非常容易，例

如不同频率的AM、FM、DAB无

线信号测试，其中包括环境噪

声测量。	

◆

◆

◆

测试各种信号

模拟声音广播：AM,FM

数字广播：DAB/DMB重复器

模拟电视信号：P A L / N T S C /		

SECAM

数 字 电 视 信 号 ： D V B - T /	

DVB-H、ATSC重复器

手机信号： G S M / C D M A /	

WCDMA频率范围

导航系统：GPS

扬声器/音响系统

	ISM（遥控、轮胎压力监控系

统（TPMS））

◆

◆

◆

◆

◆

◆

◆

◆

R&S®ATSI-K2接口软件允许客户使

用自己的接口与主控生产电脑

连接。

◆

▲

图2   安装于机架中的R&S®ATSI信息娱乐测试系统的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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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插拔—让安装和维护工作

更为方便

传感天线持续接收空中所有的辐射

信号，从而无缝监测整个系统的完

整性。如果有故障发生，系统配置

软件会分析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

接口软件向主控生产计算机输出信

息。一旦有模块损坏，您所需做的

只是更换出问题的模块，其余的都

由软件完成。由于更换模块时不需

要关闭系统电源，因而可照常测试

其他信号。如果安装有备用模块，

错误发生时软件可自动切换至多余

模块，允许系统继续工作，基本不

会出现中断。

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一体化解

决方案

罗德与施瓦茨不仅仅提供系统组

件，而且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如

果您提出请求，系统专家将向您

提供测试方案的设计建议，并且帮

助选择适当的安装位置—例如分析	

EMC	环境—同时考虑具体的生产环

境。系统安装和配置完成之后，他

们将根据不同类型的车辆进行参数

设置，优化测试程序，直到您开始

进行生产。

为了确保整个系统无故障运行，必

须定期检查和重新校准所有参数。

为此，罗德与施瓦茨的服务团队准

备了供现场使用的完备的测量工

具。	

▲

总结

通过R&S®ATSI信息娱乐测试系统，

可以快速而全面地测试车辆内信息

娱乐和通信组件的安装和运行情

况。除了传统的最终验收测试外，

它也可以在子系统集成为车辆之前

对其进行测试，从而极大地缩短了

测量时间，确保了竞争优势。对于

WLAN、蓝牙或专利标准的无线接

口，可以采用手持式设备进行测

量，因此这种设备也可以用于移动

通信测试。

系统的各个模块都可独立工作，不

会互相影响，也可单独通过LAN集

成到系统中。通过对所有组件连续

监控，从而保证了最大程度的可用

性。测量系统还配备有大量的专为

生产使用设计的天线，并可针对客

户的特殊要求单独进行设计。

选择R&S®ATSI的理由有很多—许多

知名的汽车厂商已经开始使用这类

测试系统。

Dietmar	Weber

有关详细信息以及“汽车行业测试和测量解决

方案”的新闻专刊请登录                                     
   www.rohde-schwarz.com                                       

 （输入搜索条目：Automotive，                            
 然后选择Downloads）

Test and Measurement Solutions for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图3   所有功能模块都采用统一的用户界面，从而简化了参数设置（本例所示为FM信号发生

器的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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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					参考实例

法国数字电视—

安装于2,876米海拔高度的信号发

射塔

自从2005年9月开始，法国50%的人口已经可以收看数

字地面电视了，法国的主要目标是到2007年使数字电

视观众达到85%。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积极的参与了该

项目。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在工期极短的条件

下完成了相应发射机的供货和安装工作。

该项目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安装站点是覆盖拥有超过两

百万观众的图卢兹地区的南高峰发射站，八台发射

机作为以被动备份方式（passive	standby）使用四个复

用器，第九台发射机采用双激励器，使用第五台复用

器。它们所提供的功率分别为500	W和650	W，有效发

射功率13	kW。但是该站点在安装时需要首先解决两个

主要问题：如何将设备运上去和低温。

由于南高峰峰顶只有依靠环山铁路或直升机才能上

去，因而主要困难之一是运送设备。最后选择了所有

设备采用空运方式，而这并不容易—即便山谷的天气

不错，山顶的风依然很大，这是直升机需要面对的工

作条件。由于需要在距离天线桅杆不到1m的地方工

作，因而任务极为艰难，只有驾驶技术非常熟练的飞

行员才能完成此类飞行。

山顶的温度很低，需要采取特殊工艺，原因有二：冬

天，温度降到低至–350C，为此，需要在空气混合室

内采用热交换器。再就是只允许少量的热空气排出室

外—山顶有一处气象观测台，因此基本要求是不能损

坏大气层。最后选择了室内安装作为解决办法，冷却

单元安装于与旁路系统相连的套管内，热空气被送回

冷却单元入口，另外还安装了一套同样的冷却系统作

为备用。

法国Klein	SAS公司负责现场冷却系统的设计和部署工

作，法国Sogetrel公司负责安装。整个项目由罗德与施

瓦茨公司负责管理，其技术人员负责系统安装工作。

为了准时完成任务，他们在比利牛斯山中一呆就是几

个星期。	

Jean-Michel	Croquevielle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为法国的网络运营商提供并安装了

大约30台液冷大功率发射机¸NV7000，其中有九台

发射机安装在了比利牛斯山脉的南部峰（Pic du Midi，

海拔 2876 m）上。 

由于南部峰顶部有一个气象观测台，因而对发射机的基本要求是其

产生的热量不得损坏大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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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					电视发射机

VHF电视发射机R&S®NM/NW8200

多标准风冷VHF电视发射机

所有标准—

数字和模拟

R&S®	NM	/	NW8200风冷式VHF电视发

射机（图1）的设计满足所有数字

和模拟电视以及声音广播标准，具

体如下：

模拟TV : 	 B/G，D/K，M/N， I，

SECAM，PAL，NTSC

数字TV：DVB-T，DVB-H，ATSC，

MediaFLO™，DMB-T等

数字声音广播:	DAB

由于¸NM/NW8200	 VHF电视发

射机采用了于U H F发射机相同的

设计，因而它们大体包含同样的

设备—¸Sx800多标准电视激励

器、¸NetCCU800控制单元，以

及所有独立频率组件。它利用与

UHF发射机相比 , 	相同或较少的冷

却空气量，模拟功率高达	 3	 kW，

DVB-T和ATSC功率1.95	kW，安装于同

一个发射机机架内。

多标准¸VM8350A1 TV
放大器

多标准风冷¸VM8350A1	 TV放大

器（图2）的工作频率波段是 	 170	

MHz到254	 MHz，其模拟电视的输

出功率为750	 W，DVB-T	 325	 W，																				

ATSC	485	W。

◆

◆

◆

最新R&S®NM/NW8200 VHF电视发射

机采用了R&S®NH/NV8200 UHF发射

机产品家族的创新工艺，可发射三

波段VHF模拟和数字电视信号。与

现有的R&S®NM/NW7001 VHF发射机

家族产品相比，由于采用了创新电

路设计和最先进的冷却技术—当然

还是应用于相同的领域—它的输出

功率提高了50%。它尤其注重运行

的可靠性，使用寿命更长，电量损

耗最少，而且维修方便，并备有多

种监控和诊断选件。 

图1

与R&S®NM/NW7001发射机产品家族相比，

新型R&S®NM/NW8200 VHF电视发射机的功

率提高了50％。

44
3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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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基于宽带风冷式¸VH8200A1	 IV	

/V波段电视放大器，因而具有相同

的内置电源单元以及相同的独立频

率模块。

不仅如此，它还采用了创新的散热

技术，散热性能非常出色—使其具

有最佳热传导率和散热片数量设

计，而且压力损失相当低。

该放大器具有下列自保护和监测功

能：

一旦检测到有反射存在将降低

功率

超过设定温度自动切断

晶体管故障检测

输入电平监控

输出功率监控

◆

◆

◆

◆

◆

由于某个放大晶体管出现故障时放

大器不会调整输出功率，因而其余

的晶体管可继续工作在原来的电平

控制状态。发射机系统的输出级线

性度、预校正以及质量数据将保持

不变。

集成的CAN总线接口可向发射机控

制单元发送所有相关运行参数和故

障信息。您还可以通过发射机的	

Web接口调用此类数据，以便从容

应对任何检修要求。尽管放大器的

其他特性与CAN总线有关，但是当

它与CAN总线之间的连接中断时，

它的实际功能不会受到妨碍。

图2   多标准风冷式R&S®VM8350A1电视放大器提供750 W模拟电视输出信号、325 W DVB-T数

字信号、485 W ATSC信号。

冗余备份

由于¸NM/NW8200和¸NH/	

NV8200发射机使用的设备零件相

同，从而减少了发射机运营商的零

件库存量。

您可以轻松的从模拟工作方式切换

到数字工作方式或者更改频率，因

为所有依靠频率工作的组件都采用

宽带模式，工作频率范围170	 MHz	

到254MHz。尤其对于测量输出功率

和反射的频率响应补偿定向耦合器

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您需要更改

频率，只需要更改输出频率就可以

了，不需要调整模块。

采用双机热备理念的激励器和风扇

等冗余的关键模块设计，可以确保

运行的高度可靠性，即使在单台发

射机中也是如此。在发射机系统

内，由于采用了主动输出级热备、

被动发射机热备、被动激励器和输

出级热备以及n	+	1热备等双机热备

理念，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又有了进

一步提高。

Uwe	Dalisda;	Reinhard	Scheide

R&S®	NM/NW8200主要技术数据
频率范围	 	 170	MHz	~	254	MHz

RF输出功率	 模拟TV	 750	W	~	3	kW

	 数字TV，DVB-T/-H	 325	W	~	1.95	kW

	 数字TV，ATSC	 485	W	~	1.95	kW

模拟TV标准	 	 B/G，D/K，M/N，I

色彩传输	 	 PAL，SECAM，NTSC

音频传输	 	 dual-sound	in	line，带IRT

	 	 FM	single-sound	和	NICAM	728	(–13	dB	/	–	20	dB)

	 	 FM	single-sound	(–10	dB)

	 	 BTSC	multiplex	channel

尺寸	(W	×	H	×	D)	 600	mm×2000	mm×800	mm

详细信息和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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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最新R&S® EFA TxCheck软件可用于R&S®EFA电视测试接收机，进行全自动参数测量。

43482/1

电视测试接收机R&S®EFA

全自动电视信号质量控制

多达30 种全自动测量功能

罗德与施瓦茨提供有多种数字调制

电视	信号测试所需的测试与测量

设备，该设备中包含许多行业认可

的、高级的、成熟的测试子程序，

而且还可以帮助您快速、可靠的分

析很多种参数。但是，正确的解释

这些测量结果需要具备一定的技

能和经验，罗德与施瓦茨的最新	

¸	EFA	TxCheck软件可以为此提供

相当大的方便，使您从日常的工作

中解放出来。	

¸EFA	TxCheck安装于PC上，PC再

通过RS-232–C或GPIB	连接与¸EFA

电视测试接收机相连，也可以使

用USB适配器与接收机建立连接。

¸EFA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果

传输至PC上进行处理和保存。测试

接收机通过PC进行控制，因此很多

测量都可以全自动进行，无需手动

干预。根据所选择数字电视标准，

程序最多可完成30种独立测量。

电视测试接收机¸EFA可使用

新的免费¸EFA TxCheck软件      

（图1），以全自动方式对电视信

号进行评测，并且可以直观的显示

测量结果。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进

行很多常规测量，从而降低操作人

员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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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测和门限设置

随后程序将对每个测量参数进行评

测，以颜色编码的形式显示测量结

果，并且显示百分比数值。每个参

数可设定两个门限值：下限值（性

能最差），同时也是报警阈值，和

上限值（性能出色），同时也是理

想值。根据测量结果在两个极限

值之间所处位置（图2），可用绿

色和红色等不同的颜色表示测量结

果。测量结果可通过线性、二次、

指数，或者对数函数获得。如果

结果低于报警阈值，该结果在表

中对应的一行的背景将变成红色							

（图3）。测试报告的末尾总结部

分也会包含相关参数。

¸EFA	 TxCheck	的软件包中包含

DVB-T、DVB-C、J.83/A	/B/C等数字电

视标准以及ATSC标准。这些模板中

已经提供有有用的发射机或有线电

视调制器测量的门限值。当然这些

模板也可以修改并保存为新的文

件，从而允许同一个测试组的不同

成员都使用同一个模板。

加权和简捷

测试报告简单直观，大大方便了

测量结果的分析。但是¸ E F A	

TxCheck的功能不止于此：每次测量

都可指定权重因子，用来确定它对

整体测量结果产生的影响。权重因

子可在模板中进行修改，并可导出

和导入。最后，软件将所有测量结

果一个累计值，称为EFA	TxCheck质

量值。该值同时以数字和彩色条的

形式输出（图4）。

图2   R&S®EFA TxCheck软件以颜色编码的形式表示测量结果，非常直观。

图3   超出设定范围的测量结果的背景颜色变成红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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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R&S®EFA TxCheck的简捷风格：该软件可将全部测量结果综合为一个总体判定值—EFA TxCheck 质

量值。

图5   R&S®EFA TxCheck 还可用图形的形式输出测量结果并保存图形。

完整记录测量结果

只需按动按键，¸EFA	TxCheck即

可为您提供完整的发射机或调制器

测试报告。报告中不仅包含测量数

据及其评测结果，而且还包含频

率、SAW滤波器、环路带宽等重要

设置。您还可以在备注位置输入有

关测量的其他信息。不仅如此，它

还可以最多同时显示并保存八种图

形（图5）。测量结果的表示方式

简单直观，而且保存和/或打印非

常容易。测量结果的归档只占用有

限的存储空间。

¸EFA	TxCheck可免去您逐一测量

的麻烦，节省了时间，而且可避

免操作人员出错。而且，您不再

需要亲自动手生成报告或对众多

测量结果进行归档。该软件的最新

版本1.2	版可用于所有¸EFA电视

测试仪产品，该版本可从罗德与施

瓦茨公司的网站上免费下载（大约	

3.25M）.

Christoph	Balz

R&S®EFA TxCheck软件、有关R&S®EFA TV                     
测试仪的更多信息和技术数据请浏览                       

   www.rohde-schwarz.com                                              
  （搜索条目：EFA / TxChe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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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参考实例

喀布尔机场空中交通管制(ATC)
系统

2004年4月中旬，北约采购部NC3A

正式授权罗德与施瓦茨的子公司罗

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司为喀布尔

国际机场（图1）提供空中交通管

制系统。当时时间非常紧迫：空中

交通管制系统需要于2004年6月1日

之前准备就绪。根据现场勘查所收

集的信息和之前空管项目中积累的

经验，罗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司

很快制定了一个基本方案。最终提

议的空管系统凭借其灵活性和易用

性以及各种扩展选件获得了北约的

批准。	 根据北约的要求，要在

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八个VHF和四

个UHF	 	¸Series200收发信机以及

¸HK012和¸HK014天线系统的

安装工作（图2和3）。供货内容还

包括数字录音和回放系统、操控

台、不间断电源以及航空固定电信

网络(AFTN)终端和信号枪。该系统

于2004年五月移交ISAF和北约。

罗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

司

罗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司的

总部位于罗德与施瓦茨的科隆

服务中心，成立于2003年6月1

日，是罗德与施瓦茨的全额子

公司。该公司提供罗德与施瓦

茨业务领域内、外的各种系统

服务—包括为世界各地客户提

供从系统集成到供货、组装、

运行的交钥匙T&M服务和通信产

品。

罗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司是罗德

与施瓦茨公司的全额子公司，该公

司曾经代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咨

询、指挥控制局NC3A向阿富汗喀

布尔国际机场提供了空中交通管制

系统。尽管部署时间极短，但该项

目最后还是准时完成。

图1   喀布尔机场的空管塔台：来自罗德与施瓦茨的通信技术为空中安全提供了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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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喀布尔机场的R&S®HK012和R&S®HK014天线系统

图3   放置空管系统组件的设备间。

二期工程中，北约于2005年8月订

购了一台R&S®PA120现代化的VHF/

UHF	空管测向系统。该测向系统具

有地面无线信号抑制功能，包括第

二套（冗余）录音系统、数字时间

时钟系统和VHF/UHF波段R&S公司的

M3TR便携式软件无线电台。

作为另外一项要求，北约规定，即

使必须撤离空管塔台，基本的空管

功能也仍然要保持。可靠耐用的

R&S®M3TR软件无线电台可为操作人

员提供所需的VHF和UHF信号，从而

确保与飞机保持无线联络—即使在

任何任务环境下都不受影响，而且

一连几天没有外部电源也可继续工

作。

罗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司在二期

项目中还提供了项目范围以外的服

务，帮助北约/ISAF规划并部署喀布

尔国际机场的基础结构。满足北约

在民用和军用航空方面的安全要求

是当时的首要任务。

在接下来的2006年初的三期工程

中，又在无线系统中增加了用于主

备工作方式的自动滤波器以及机场

终端信息服务(ATIS)系统。由于系

统采用了模块化设计理念，因而系

统扩展不存在任何问题。到三期系

统完成时，空管系统全部满足了当

前需求，从而保证了喀布尔机场的

空中交通控制符合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ICAO)的规定，而所用设备都是

最为先进的设备，即使今后该机场

扩展为民用机场也不成问题。

罗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司凭借其

在空管领域多年的经验以及灵活的

项目处理方式成功的满足了客户对

于该项目的具体需求。北约对这种

极为积极的项目处理方式给出了很

高的评价。下一批订单将包括根据

操作现场频繁更换机组人员的需求

创建操作指令，从而确保空管系统

顺利交接到下一机组人员手中。

Arnd	Gresch

一体化空管系统举例

硬件

无线通信系统

空管测向系统

语音通信系统

语音记录和独立回放系统

气象设备

GPS时间同步和显示系统

遇险无线电

空管操控台

不间断电源

ATIS系统

AFTN终端

信号枪

光学精密临场系统

维护和维修用设备

罗德与施瓦茨系统有限公司提

供的服务

现场勘查/现场咨询

系统规划/部署

交接

售后服务支持

培训

维护和维修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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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国际

弗莱德里希	施瓦茨先生退出日常事务管理—迈克尔	福乐先生担

任新总裁兼CEO。

弗莱德里希  施瓦茨 迈克尔  福乐

2005年末，担任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总裁一职长达35年之久的弗

莱德里希 施瓦茨先生(66岁)退休，不再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管理。

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一直担任执行董事会主席一职（总裁兼

CEO）。其职务现在由迈克尔 福乐先生(58岁)担任，福乐先生在

公司已经工作了30年。从2003年开始，他一直担任执行董事会成

员，从此可以看出公司发展的连续性。执行董事会的三名成员

中，另外两名是 Manfred Fleischmann (53岁)和Christian Leicher (36

岁)。

在施瓦茨先生的领导下，罗德与施瓦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

的集团公司。今天，这家独立的、家族式电子企业已经在7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和代表处。其中90%的市场由罗德与

施瓦茨自己的分支机构直接提供服务。施瓦茨先生的父亲是公司

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努力下，罗德与施瓦茨再次成为全世界无

线通信和电子设备、安全无线通信、广播和无线电监测等测试和

测量领域最为重要的一员。今年年初，他将领导权交给了福乐先

生。但是，施瓦茨先生将继续与公司保持密切接触并且关注公司

的进步，他将以顾问的身份协助执行董事会工作，尤其在战略和

企业文化事务方面。

加入执行董事会之前，福乐先生负责测试和测量部门的领导工

作。在他的领导下，公司在该领域内的世界市场份额有了相当大

的增长。

从2005年1月开始，Fleischmann先生和Leicher先生一直担任执行董

事会成员。其中Leicher先生的祖父曾是公司创始人之一和股东

代表。他于2005年初离开索尼爱立信加入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Fleischmann先生从1985年开始一直在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工作，他

先是作为质检部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生产和物料管理部的负责

人。2001年，他开始负责所有生产事务，并于2005年加入执行董

事会。

全球24小时服务：

罗德与施瓦茨客户支持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现在为其全世界的客户提供24小时令人满意

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支持。公司的三个客户支持中心已经实现同

步，因此它们之间将始终会有一个负责应答您的问题。所有送

往支持中心的问题都需要经过中心数据库检查，客户以前提出

的问题都保存于该数据库内。该数据库内已经包括超过94000条

有关罗德与施瓦茨设备的答案，并且每天新增多达150条答案。

每个支持中心的工组人员还将通知具体负责的销售机构，由他

们负责回答客户所提出的进一步问题。我们支持中心的联系方

式是：

欧洲客户支持中心

+491805124242

customersupport@rohde-schwarz.com

美洲客户支持中心

1-888-TESTRSA	(1-888-837-8772)	selection	2

customer.support@rsa.rohde-schwarz.com

亚太客户支持中心

+6565130488	(新加坡)

customersupport.asia@rohde-schwarz.com

德国最有吸引力的雇主之一

罗德与施瓦茨曾经连续三年被

评为德国最适合工作的公司之

一。在员工人数超过5000的公

司中，罗德与施瓦茨位列第

三，位列第一、第二的分别是

SAP和道尔化工。评审结果是根

据对公司员工的抽样调查和人

力资源文化的审核得出的。该

活动由心理经济学调查与咨询

学院和德国商业刊物	CAPITAL	联

合举办，每年评选一次。

R&S®ZVT8网络分析仪荣膺2006年

“Best	in	Test”大奖

R&S®ZVT8多端口矢量网络分析

仪被美国行业刊物《测试与测

量世界》评选为“射频和无线

测试”类产品的获奖产品。该

奖项每年用来奖励特别具有创

新性或面向用户的产品。公司

和个人用户可以对	 2004年11月

至2005年10月之间推出的12类不

同产品进行提名，R&S®ZVT8	以

其测量时间短而且测量结果精

确、动态范围宽的真正多端口

架构给编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罗德与施瓦茨获得的环境保护

奖项

罗德与施瓦茨获得了慕尼黑市

发起的ÖKO-PROFIT环境保护活动

奖。按照该活动规定，总部位

于慕尼黑的各家公司将与外部

咨询人员一道制定旨在减少环

境负担和保护资源的切实有效

的措施。去年，罗德与施瓦茨

因环保措施最为有效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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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NET®-T的成功故事

R&S	BICK	Mobilfunk将TETRA带到巴

拿马运河

R&S BICK Mobilfunk已经在巴拿

马运河上建立了第一个数字无

线网络。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ACP)作为巴拿马政府的运营公

司，将利用安全而稳定的TETRA

网络来运营、维护并保护该运

河。

每年有大约14000条船只航行于

这条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

的人工河道上，因此，TETRA

必须满足非常高的安全要求，

特别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去

年，经过Datatel公司的公开招

标，R&S	 BICK	 Mobilfunk公司赢

得了系统合同。	 	 ACP的工作人

员需要昼夜在巴拿马运河上为

过往船只提供服务，稳定性和

最为重要的故障弱化无线覆盖

功能是确保顺利运营以及一旦

发生故障或紧急情况时作出快

速反应的关键。对于TETRA网

络，R&S	 BICK	 Mobilfunk提供其					

ACCESSNET® -T	600系列产品作为

交换机和基站使用，该系列产

品的所有系统架构组成部分都

采用冗余设计。另外，整个网

络管理系统、天线和连接网路

也都采用了

冗余设计。ACCESSNET®-T系统还

进一步通过应用程序将报警信

息快速转发到值班工作人员手

中。通过集成的多信息处理网

关可以将信息传输至客户的公

司网络，并且通过电子邮件以

短数据服务（SDS）的形式发

送。同时还安装了IP接入点，这

种完全基于 IP的应用程序允许

ACCESSNET®	 -T	TETRA系统和用户

的Web服务器之间进行分组数

据交换。将来，TETRA系统还会

向GSM网络或互联网等其他外

部通信系统发送报警信息，例

如发送故障或维修信息等。R&S	

BICK	Mobilfunk公司于2006年1月底

将该系统移交ACP。

ACCESSNET®-T将进一步改善莫斯

科地铁的安全

ICS New Systems公司是罗德与施

瓦茨的正式系统合作方，该公

司已经签下了为莫斯科地铁交

通提供数字TETRA无线系统的合

同。这样莫斯科的七条地铁线

路及其公共应急呼叫系统将依

靠该安全的现代通信系统为其

提供服务。

订单包括两个A C C E S S N E T ® - T	

DMX-521交换机（数字移动交

换）、十二个DOB-550	基站（其

中每个基站提供两路载波信

号）以及一个网络管理系统。

该系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冗余

设计理念，可为系统提供更多

安全保障。ICS	New	Systems主要

负责系统设计，还负责R&S	BICK	

Mobilfunk公司提供的无线系统的

安装工作。

ACCESSNET®-T如今还为汉堡和莱

比锡提供安全通信服务

在2006年2月16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汉堡市政专员Udo 

Nagel亲自启动了该市的数字世

界杯网络。该网络为该市主要

位置提供了防窃听并且极为可

靠的无线通信系统，从而提高

了公共安全。

除了汉堡，R&S	BICK	Mobilfunk还

将在莱比锡市安装ACCESSNET®	 -T	

TETRA系统。与汉堡一样，莱比

锡警察局将可以在世界杯期间

使用该网络进行安全、保密的

通信联系。

TETRA系统在第三届西亚运动会

中投入使用

就在订单发出后短短的几个月

时间内，R&S BICK Mobilfunk公

司的扩展ACCESSNET® -T移动无

线系统就已经成功的在卡塔尔

投入运营。根据合同，该公司

向多哈市提供了TETRA移动无线

系统，供2005年12月召开的西

亚运动会使用。

2005年7月末，Qtel（卡塔尔电

信）正式授权R&S	BICK	Mobilfunk

公司对其现有的TETRA网络进行

扩容。订单包括另外再提供15

个室内和室外基站以及另外一

个ACCESSNET®	-T交换机，并投入

运行。西亚运动会是一项大型

的体育赛事，由来自西亚13个

国家和地区的1200余名运动员

参加，每隔四年举办一次。

目前，R&S	BICK	Mobilfunk正与其

当地的合作方Consolidated	Gulf公

司（CGC）合作，为也在卡塔尔

召开的亚运会建设覆盖全国的

数字无线网络。从2006年7月开

始，卡塔尔的公司、救援服务

和安全部队将可以通过由运营

商Qtel（卡塔尔电信）提供的公

共网络进行相互通信。该订单

已经是第三期扩容项目的一部

分。亚运会是世界上第二大体

育赛事，其规模仅次于夏季奥

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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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历程

去年秋天，罗德与施瓦茨印度

有限公司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庆

祝仪式。

罗德与施瓦茨在印度的发展可

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当时罗德博士是与M/s	Toshniwal	

Brothers的G.	 R.	 Toshniwal博士乘

坐同一架飞机时认识的。这两

家公司不久就开始合作，后来

M/s	Toshniwal	Brothers公司成了罗

德与施瓦茨在印度的代表处。

1987年，在新德里设立了第一

家办事处，当时共有八名员

工。1995年，Friedrich	Schwarz成

立了罗德与施瓦茨印度有限公

司，该公司是罗德与施瓦茨的

全额子公司，现在已经在新德

里、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和孟

买等地都有办事处。

中国的管理机构与罗德与施瓦

茨合作

无线资源管理（RRM）对网络

运营商和手机厂商提高其服务

质量来说非常重要，当手机从

一个基站移动至另外一个基站

时，必须能够尽快的检测到最

佳小区并进行登记。RRM测试

用于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手机的

性能是否符合规格要求；这是

唯一能够保证尽可能多的用户

顺利发送数据的方法。

2005年夏天，经过公开招标，

罗德与施瓦茨的R&S®CRTU-RRM

系统给中国电信研究院(CATR)留

下了深刻印象，最后该院决定

选择它作为RRM认证的解决方

案

罗德与施瓦茨向中国的管理机

构提供这套完整的系统，可用

于验证34.121标准第8章规定的

全部测试案例。数字移动通信

模拟实验网（MTNet）作为CATR

的实验机构，早在2003年就已

经从罗德与施瓦茨公司订购

了R&S®	 TS8950-W测试系统。通

过最近与CATR之间的合作——

MTNet和CTTL实验室，罗德与施

瓦茨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地

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在亚洲同样培养未来人才

罗德与施瓦茨的新加坡分公司

目前正在为未来的人才投资。

2005年末，罗德与施瓦茨在南

洋理工大学的测试中心开始投

入使用。这是公司第一次出现

在亚洲教育机构内。

该测试中心负责人Chang	 Yew	

Meng和罗德与施瓦茨亚洲系统

和通信公司的总经理Lim	 Boon	

Huat签署了合作协议。南洋理工

大学(NYP)有4万名学生，是新加

坡著名的高等学府。	

该校以其高水准的无线通信专

长而闻名。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计划与NYP的测试中心合作，为

亚太地区的客户开发测试与测

量解决方案。该中心主要依靠

NYP在设计工程、嵌入式和IC设

计、无线技术以及软件开发等

领域的专业技术。学生们将有

机会使用罗德与施瓦茨的设备

完成其学术论文。

罗德与施瓦茨印度有限公司的员工

该测试中心负责人Chang Yew Meng（左侧）和罗德与施

瓦茨亚洲系统和通信公司的总经理Lim Boon Huat签署了

合作协议。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培训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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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代表处（中国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四得公园罗德与施瓦茨办公楼

邮政编码: 100016

电话: +86-10-64312828

传真: +86-10-64379888

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北路227号中区广场807-810室

邮政编码: 200003

电话: ++86-21-63750018

传真: ++86-21-63759170

广州代表处
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2902-04室

邮政编码: 510075

电话: ++86-20-87554758

传真: ++86-20-87554759

北京罗博施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西路四得公园罗德与施瓦茨办公楼

邮政编码: 100016    

电话: +86-10-64312828

传真: +86-10-64389706（技术服务部）64382680（系统部）

上海分公司 / 上海技术服务站
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北路227号中区广场803室

邮政编码: 200003

电话: +86-21-63750028

传真: +86-21-63759230

成都代表处
成都市顺城大街308号冠城广场28楼G座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 +86-28-86527605-09

传真: +86-28-86527610

西安代表处
西安市和平路99号金鑫国际大厦603室

邮政编码: 710001

电话: +86-29-87415377

传真: +86-29-87206500

深圳代表处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88号中心商务大厦1901室

邮政编码: 518026

电话: +86-755-82031198

传真: +86-755-82033070

深圳分公司 / 深圳技术服务站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88号中心商务大厦1918室

邮政编码: 518026

电话: +86-755-82031198

传真: +86-755-8203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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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支持热线: 800-810-8228

customersupport.china@rohde-schwar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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