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概述

X 系列射频信号发生器
N5181B/N5171B 模拟信号发生器
N5182B/N5172B 矢量信号发生器

 – 频率范围：9 kHz 至 6 GHz

 – 业界领先的性能

 – 先进的实时信号生成

 – 低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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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指标概述

MXG EXG CXG
频率范围 9 kHz 至 6 GHz 9 kHz 至 6 GHz 9 kHz 至 6 GHz
相位噪声（1 GHz，20 kHz 频偏） –146 dBc/Hz –122 dBc/Hz –119 dBc/Hz
杂散（1 GHz，非谐波） –96 dBc –72 dBc –72 dBc
输出功率（1 GHz） +27 dBm +27 dBm +18 dBm
ACPR（矢量）W-CDMA 64 DPCH –73 dBc –73 dBc –73 dBc
EVM（矢量）802.11ac/LTE 0.4% 0.4% 0.4%
带宽（矢量） 160 MHz 160 MHz 120 MHz
任意波形存储器（矢量） 1024 MSa 512 MSa 512 MSa

了解 X 系列 
信号发生器

业界领先的性能

模拟和矢量 MXG、EXG 和 CXG 信号发

生器支持 9 kHz 至 6 GHz 的频率范围，

在五个关键参数上具有极其出色的性

能：相位噪声和频谱纯度、带宽、

EVM、ACPR 和输出功率。

先进的实时信号生成

通过使用 MXG 或 EXG 和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可根据最新标准执行

先进的接收机测试：定义信号参数并

将参数传输到仪器，在信号生成过程

中进行闭环或交互式控制。

低拥有成本

X 系列信号发生器的设计重点考虑的

是高可靠性和便捷维护。自我维护策

略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根据我们的

部件更换计划可以在两小时内完成现

场维修。

www.keysight.com/find/X-Series_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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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真正性能

您需要采取多种途径来了解器件的特性，这正是 Keysight X 系列信号发生器的设计理念。

它们可以生成您需要的信号 — 从简单信号到复杂信号，从纯净信号到有损信号，以便对
您的设计进行极限甚至超出极限的测试。

X 系列信号发生器能够生成用于测试最佳器件的信号。从纯净、精密的 MXG 到经济高效

的 EXG 和通用型 CXG，X 系列信号发生器可帮助您测试真正的性能。

X 系列信号发生器利用 Keysight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可帮助您快速生成满足特定标

准和测量需求的信号。它配备的成套信号生成工具可用于蜂窝通信、无线连通性、音频、

视频、定位、跟踪和通用应用。

为降低拥有成本，X 系列信号发生器具有出色的高可靠性，使校准、维护和维修变得轻松

快捷。如今的 X 系列信号发生器传承了上一代 MXG 信号发生器的成功技术，是是德科技

提供的最可靠的信号源。

内部信道校准功能改

进信号带宽并提高信

号精度

CXG 和 MXG/EXG 提供高达 120 或 

160 MHz 的调制带宽。在如此宽的

调制带宽下，X 系列信号发生器可以

同时提供最高 0.4% 的 EVM、高达  

± 0.2 dB 的平坦度以及出色的性能，

足够完成要求最苛刻的设计任务。

X 系列信号发生器通过使用专利的基

带 ASIC 芯片和经过工厂校准的信道

校正技术，获得从基带 I/Q 调制器到

射频输出范围内完美的带宽和精度组

合。这些技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I/Q 误差，提供高调制精度和宽调制

带宽，无需用户干预（例如手动调整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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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地提升器件性能

纯净、精密的 MXG

纯净、精密的 MXG X 系列信号发生器经过微调后可作为研发过程中的“标准发射机”，

提供更高的性能。无论您需要线性射频链路还是经过优化的链路裕量，模拟和矢量 MXG 

信号发生器都提供您所需要的性能：相位噪声、ACPR、信道编码等。

使用 MXG 测试雷达接收机灵敏度、表征 ADC 或混频器的信噪比、查找接收机带外

抑制能力。借助业界领先的 –146 dBc/Hz（1 GHz）相位噪声和 -96 dBc 杂散性能 
（1 GHz），您将获得出色的测量结果。借助业界领先的 +27 dB 输出功率和 –73 dBc 

ACPR（W-CDMA 测试模式 1，64 DPCH），您还能驱动功率放大器和表征其非线性 
特性。

凭借高达 0.4 % 的 EVM（802.11ac 和 LTE）、平坦度 < ± 0.2 dB 的 160 MHz 射频带宽，

MXG 能够测试和表征多载波功率放大器或宽带接收机及元器件（例如 802.11ax WLAN 设

计采用的器件）的性能。

业界领先的相位噪声

MXG 采用了新的三阶锁相环（PLL）

设计和“频率规划”算法，显著提升

了近端和远端的相位噪声性能。频率

规划算法有助于关键参数的设定：振

荡器、合成器的参考频率、相关的频

率转换（混频器和倍频器）以及滤波

器设置。

三阶锁相环设计可实现最佳的频率

间隔，通过将镜像等非线性部分移

出合成器电路的带宽范围之外，对

其进行有效过滤。MXG 的频率规划

算法可以妥善地安排频率参考和转

换，使最大非线性成分远离指定频

率，适中的滤波器可显著减少剩余

的杂散信号。



页 5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满足您最苛刻的测试要求

MXG 与您追求更高性能的需求保持同步，

为您提供卓越的测试性能。无论是消费类

无线技术、军用通信还是雷达技术，性能

提升可以帮助您减轻信号干扰、提高数据

吞吐量或增强接收机灵敏度。

克服干扰

在无线领域中，随着用户、设备和标准

的增多，干扰抑制变得越来越困难。在

功率放大器的开发过程中，MXG 通过提

供 –73 dBc ACPR（W-CDMA 测试模式  

1, 64 DPCH）和 +27 dBm 输出功率，确保

失真较小，可最大程度地降低干扰。

提高数据吞吐量

对于 LTE-Advanced 和 802.11ac WLAN 而

言，满足网络边缘的吞吐量预期变得越

来越具有挑战性。凭借 160 MHz 带宽和 

0.4% EVM，MXG 帮助您与当前和新兴标

准保持同步。

提高接收机灵敏度

新一代雷达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定

位更小的、低移动性的目标  —  解决这

个问题的一个关键便是提高接收机灵敏

度。通过卓越的 –146 dBc/Hz相位噪声 
（1 GHz，20 kHz 频偏）和 –96 dBc 杂散

（1 GHz），MXG 可以测试先进雷达系统

的真正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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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测试专门优化

经济型 EXG

为实现更高的吞吐量和更长的正常运行时间，经济型 EXG 针对制造测试进行优化。模拟

和矢量 EXG 信号发生器为您提供所需的信号，用于元器件基本参数测试、接收机功能验

证及其他各种测试。

快速、精确的性能验证

使用 +27 dBm 输出功率和 –73 dBc ACPR（W-CDMA 测试模式 1，64 DPCH）测试元器

件性能。频率、功率和波形的同时切换速度为 900 µs，最大程度地提高测试吞吐量。

降低总体测试成本

X 系列信号发生器可进行升级扩展以帮助您降低拥有成本：仅购买您当前所需的性能和功

能，在今后有需求时轻松升级。使用 5 种波形文件包和 50 种波形文件包，仅购买您所需

的波形文件许可，降低测试成本。

仪器所占空间同样非常重要，EXG 仅有 2U 高，并可提供集成的多功能发生器和 USB 功

率传感器接口。

降低拥有成本

为降低总体拥有成本，X 系列信号发

生器具有高可靠性，支持轻松快捷的

校准、维护与维修。如今的 X 系列

信号发生器传承了上一代 MXG 的成

功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正常运行

时间，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

达到 116,000 个小时。

为帮助您降低停机时间和维护成本，

X 系列信号发生器提供先进的自我维

护能力，例如内部故障自我诊断。推

荐的三年校准周期和自我维护策略可

以降低支持成本并增加仪器的正常运

行时间。根据我们的部件更换计划，

在两小时内（无需维修后校准）完成

现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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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本质

执行基本测试

CXG 可以生成您需要的信号 — 从简
单信号到复杂信号，从纯净信号到有

损信号，以便对您的设计进行各种测

试。您可以将信号发生器当成本地振

荡器（LO）、理想的发射机或干扰信

号源，用来测试和表征被测器件。除

了射频和基带信号外，CXG 还提供了

以下特性：

 – 多功能信号发生器，可生成低频

信号

 – 经过校准的噪声发生器，可用于

接收机测试

 – 可生成多音频和双音频信号，用

于表征器件的失真

 – 配有外部功率传感器的功率计，

用于系统校准或功率测量

生成所有新出现的 IoT 信号

目前，消费电子市场正在不断增长，从事 IoT 和通用设备研发与设计验证（DVT）工作的

工程师们必须跟上这一趋势。工程师需要理想的发射机测试系统，以便仿真各种无线标

准，且价格不能超过预算。新型 CXG 提供极为出色的全能性，而且符合多种标准，可以

满足工程师设计优秀 IoT 器件和通用器件的需要。

满足您的预算要求

为帮助您控制成本，CXG 以极低的拥有成本提供了卓越的射频性能和最常用的功能，协

助工程师设计通用器件和消费类电子设备，或协助教育工作者在教学实验室中开展教学工

作。使用 5 种波形文件包和 50 种波形文件包，仅购买您所需的波形文件许可，降低测试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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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SG 或第一代 MXG 轻松过渡

如果您正在使用 ESG 或第一代 MXG，可以轻松过渡到全新 MXG 和 EXG。

新型 MXG 的性能全方位超越 ESG，并提供更多最新标准的应用。自动化测试系统的向后

兼容性使让您不必重写代码或集成新驱动程序便能直接替换既有仪器。

相比于第一代 MXG，EXG 提供类似性能和显著改进。它具有令人心动的起价，并在输

出功率、ACPR、带宽和存储器容量等方面提供更强大的功能。为满足不断演进的测试要

求，您可以根据需要扩展 EXG 性能，例如：产生更高的输出功率、实时基带信号发生器

或内置多功能发生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keysight.com/find/ESG2MXG

更高的安全性

保密项目或高安全性项目会遇到更多

的挑战。在移除或共享仪器时，您要

确保敏感信息不被泄露。

MXG 和 EXG 信号发生器的选件 006 

提供可拆卸的外部存储器，其存储器

管理功能能够轻松擦除和净化仪器内

部的所有存储单元。

选件 SD0 可以禁用向仪器内部非易失

性存储器的文件存储，并移除物理驱

动器。注意，选件 SD0 不兼容选件 

009 和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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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频率扩展到新的免许可频段

保护您的投资

频率扩展器使现有 MXG/EXG 能够顺

利升级，满足最新的测试要求。它提

供了一路射频输出，具有从 9 kHz 至  

7.2 GHz 的完整频率范围以及 160 MHz 

调制带宽。

可以与 MXG/EXG 无缝配合使用

您可以像往常一样从 MXG/EXG 前面板进行控制，也可以使用相同的 SCPI 命令通过 

LAN、GPIB 或 USB 接口控制测试系统自动运行。工程师可以在原位轻松升级现有 MXG/

EXG，并使用功率计进行校准。

扩展不会影响性能

MXG/EXG 与频率扩展器的组合可以提供 +18 dBm 的最大输出功率。生成 7.2 GHz 的 

802.11ax 160 MHz 带宽信号，在高达 +5 dBm 的输出功率下实现 < -47 dB（0.45%）的卓

越 EVM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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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简化信号生成

选择 APPC 或 EMBC 
许可证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提供两类许可

证：PC 许可证（N76xxAPPC）和波形

回放许可证（N76xxEMBC）。

N76xxAPPC 是基于 PC 的许可证，

它使 N76xxC 软件能够以全功能模式

运行，生成并建立即时连接，以便将

信号波形下载到信号发生器或任意波

形发生器上。通常建议研发团队选择 

N76xxAPPC 许可证。

N76xxEMBC 是在信号发生器或任意

波形发生器上运行的嵌入式许可证，

它能够离线回放信号波形，而无需与 

N76xxC 软件建立即时连接。建议制造

团队或预生成波形选择 N76xxEMBC 

许可证。

无论您使用单一无线制式或者在单一器件

中集成多种制式，都可以轻松获得适合的

测试信号，从而简化验证过程并帮助确保

产品互操作性。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

是一套灵活的信号生成工具，能够减少

您在信号仿真上花费的时间，提高工作

效率。它提供经过是德科技验证和性能优

化的参考信号，可增强对器件的表征和 
验证。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可进行扩展，以

便满足元器件和接收机测试中的各种要

求。它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波形回放模

式和实时模式。波形回放模式支持在获得

许可的仪器上回放所生成的 I/Q 波形。实

时模式提供一些高级功能，例如在信号生

成过程中采用闭环控制。这种灵活性能够

帮助选择适合的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

配置，优化测试成本和功能。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可以支持 5G 新

空口（NR）、C-V2X、IoT、802.11ax/ay 

WLAN、蓝牙 5 和 GNSS 等最新技术，以

及灵活的数字调制制式，并在以下领域提

供广泛的应用：

 – 通用

 – 蜂窝通信

 – 无线连通性

 – 音频/视频广播

 – 侦测、定位、跟踪和导航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Signal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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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实时模式仿真真实信号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的实时模式可用于定义接收机测试所需的非重复信号的参数。它

的图形界面可直接与仪器连接，在信号生成过程中进行参数传输和闭环/交互控制。现有

的 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提供支持以下标准的实时功能：

 – LTE/LTE-A FDD/TDD

 – W-CDMA/HSPA+

 – GSM/EDGE/Evo

 – cdma2000®

 – GNSS

 – 数字视频

 – 无线电广播

 – 实时衰落

实时信号生成功能支持生成长时间、场景复杂的信号。在卫星导航应用中，MXG 或 EXG 

可生成超过 24 小时、多达 32 个信道的直达和多径信号。在 DVB 应用中，此解决方案支

持生成长达 2 小时的视频码流回放或连续 PN23 数据序列的数字电视信号。

对于最新数字无线标准，尤其是进行真实信道吞吐量测试时，闭环测试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 LTE/LTE-A 应用中，PathWave 信号生成软件与 X 系列信号发生器支持完整的一致性测

试和基站环回性能测试。

eNB

接收机 A

接收机 B

HARQ/TA 反馈

希望获得的
上行链路（UL）信号

RF RF

干扰

射频 RF

IN 输出

衰落器

使用实时信号生成功能执行 LTE 接收机性能测试

大容量波形回放存储器

任意波形文件回放功能可以更轻松地

处理非标准或保密信号的仿真应用。

在这种情况下，波形回放存储器的容

量尤为重要：MXG 拥有高达 1 GSa 的

波形存储器，EXG 拥有 512 MSa 的波

形存储器。

使用 1 GSa 波形回放存储器，MXG 可

提供最短 5 秒钟、最长数小时的连续

非重复信号。信号的长度取决于采样

率。这种功能有时可以作为实时信号

生成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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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信号源的前面板和后面板

注意：MXG 和 EXG X 系列模拟信号发生器具有相同的连接器布局。

通过前面板轻松保存
和调用仪器设置。

上下文相关的嵌入式帮助系
统帮助用户快速获得所需信
息。

射频输出具有高达 50 W 的
反向功率保护。

通过 USB 2.0（A 型端口）传输仪器文件、许可证和波形， 
或者连接至多达 4 个 Keysight USB 功率传感器。

利用与 0 ～ +10 V 输出成
比例的步进扫描，与外部
器件同步。

输入 < 20 ns 的 TTL 或 
CMOS 脉冲信号，用于
脉冲调制。

为 TRIG 1 或 2 配置输入
信号，例如扫描触发信
号，或配置输出信号，例
如经调整的信号源、脉冲
视频或脉冲同步信号。

对外部输入 1 和 2 求和，用
于 AM 或 FM/PM 复合模拟调
制或使用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选件 303 进行数字求和。

确保仪器安全性的 
可拆卸固态硬盘 
（选件 006）。

通过 1000Base-T LAN、
GPIB 或 USB（Type-B 
端口）远程控制并下载
文件。

通过 USB 2.0（Type-A 端口）传输
仪器文件、许可证和波形，或者连接 
Keysight USB 功率传感器。

通过低频输出端口获得正弦波，或使
用选件 303 多功能信号发生器生成高
达 10 MHz 的波形。



页 13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矢量信号源的前面板和后面板

注意：MXG 和 EXG X 系列矢量信号发生器具有相同的连接器布局。

通过前面板轻松保存和
调用仪器设置。

上下文相关的嵌入式帮助系统
帮助用户快速获得所需信息。

射频输出具有高达  
50 W 的反向功率保护。

通过 USB 2.0（A 型端口）传输仪器文件、许可证和波形， 
或者连接至多达 4 个 Keysight USB 功率传感器。

模拟 I/Q 输入。

针对基带  I/Q 信号，配置基带 
TRIG 1、2 或 EVENT 1 或 PAT 
TRIG 接口，例如作为码型/帧同
步触发输入以执行 BER 测试。

利用标准单端模拟 I/Q 输出或
差分输出（选件 1EL）激励基
带 I/Q 系统。

确保仪器安全性的 
可移动固态硬盘 
（选件 006）。

配置辅助 I/O 接口，实现实
时信令输入（例如 HARQ、
TPC）或对 HSPA、LTE 等
信号进行时序调整。

通过 USB 2.0（Type-A 端口）传输
仪器文件、许可证和波形，或者连接 
Keysight USB 功率传感器。

连接 N5106A PXB 进
行信道衰落仿真。

使用多个配有 LO 输入/输出（选件 012）的 X 系
列信号发生器产生相位相干的射频信号，用于相
控阵雷达系统或 MIMO 波束赋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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