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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加速测试的信号分析仪必备测量软件



您是否发现，对于同事得到的测试结果，您还要在实验室中花费时间精力重新
验证一遍？在验证或制造阶段，您必须还要重复运行同样的测量吗？这种浪费
时间的现象在实验室中司空见惯。生成测试设置文档，然后重建这些测试设置
可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这仅仅是为了在设计和开发阶段之间进行一致的测
量。通过使用恰当的软件，您可以完成预置的测量，其中包含内置结果窗口和
标准一致性测试。

在本电子书中，您将了解这些测量应用软件如何增强信号分析仪的功能，同时
帮助您更快洞察测量细节。信号分析仪测量应用软件可以为通用电子、蜂窝通
信和无线互联应用中的特定任务提供关键测试——涵盖所有的最新标准或调制
类型。这些应用软件可以通过直观的显示和图形化界面，使您更容易、更快地
了解测试结果。此外，它们可以帮助您在不同团队之间、以及从研发到生产的
整个设计周期中保持一致的测量结果。应用软件效率和一致性的提高，意味着
工程师可以花费更少的时间来进行测量，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评测和改进设计。

测量软件 
如何提供帮助？

说明



是德科技的信号分析仪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测试应用软件――X 系列测量应用 
软件。它们可以简化复杂的任务并提供可复验的测量结果，帮助您加速分析设
计性能。通过 Keysight X 系列测量应用软件获得可信赖的结果，可以确保您的
设计符合最新标准，并让您更深入地了解器件性能。

了解通用测量应用软件，包括 ：

• 相位噪声

• 噪声系数

• 矢量调制 

• 模拟解调

了解关于特定应用测量的更多信息，例如 ：

• LTE FDD

• 5G NR

• EMI

• WLAN

https://www.keysight.com/us/en/software/application-sw/x-series-measurement-application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software/application-sw/x-series-measurement-app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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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噪 声用于描述频率的随机 短 期不稳 定 度。相位噪声是表征发射机 和接
收机性能的一个关键指标。例如，用数字调制信号传输相位噪声会导致符号 
扩展，从而使符号率受到限制。接收机本振中的相位噪声会掩盖本振相位噪声边
带中的弱信号，影响接收机灵敏度。识别这些系统缺陷对于确保您的设备性能 
至关重要。

测试相位噪声的方法有多种，直接频谱法是其中之一。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建议采用这种方法。使用直接频谱法时，需要利用信号分析仪测量单边带相位
噪声功率，再根据这些结果优化信号分析仪的设置，以便实现精确测量。例如， 
您可能会设置分辨率带宽 (RBW)，调整锁相环。每次进行此类通用测量时，设
置过程都非常繁琐。相比之下，您可以使用 Keysight X 系列相位噪声等测量应
用软件自动配置这些设置。

第 1 章

图 1. 结合使用相位噪声测量应用软件与对数点（Log Spot）测量，在一系列频率上进行 
噪声测量。

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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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位噪声测量应用软件还能够记录 SSB 相位噪声与频偏的对数图，使您
可以查看信号在多个数量级上的相位噪声特性。应用软件还允许您在对数图上
设置许多高级游标来分析 ：

• 积分噪声

• 平均噪声密度

• 剩余 FM

• 杂散峰值

• 绝对斜率

• 倍频程斜率

• 10 倍频程斜率

相位噪声应用软件中的另一个实用工具是点频率测量，它可以连续测量任何频
偏处的相位噪声和频率变化量。

想要了解关于相位噪声的更多信息，以及现有的解决方案有哪些吗？请参阅《相位 
噪声测量解决方案——选型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图 2. 结合使用相位噪声测量应用软件与点频率 (Spot Frequency) 测量，测量单个频偏处的
相位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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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系数
第 2 章

噪声系数是表征接收机性能的一个关键指标。它可以指示接收机在有自生噪声
的情况下，能够探测微弱输入信号的能力。为了尽量避免由接收机系统内部噪
声所引发的问题，您可以使弱信号变强，或者是降低该系统的噪声。作为系统
的基本参数之一，您需要采用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快速、精确和可重复的测量。
是德科技的 X 系列噪声系数测量等应用软件能够测量这个参数以及下列参数 ：

• 噪声因数

• 增益

• 有效温度

• Y 因子

• 热态/冷态功率密度

请参阅本应用指南，了解关于噪声系数的更多信息 ：《成功测量噪声系数的 10 个 
诀窍》

图 3. 使用噪声系数测量应用软件在指定的频率范围内进行多次噪声系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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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号分析仪进行诸如 I/Q 波形等时域测量看起来可能并不直观——您可能
会想，“频谱分析仪是否可以进行时域测量？”不过，您无需经历繁琐的操作 
过程――断开当前测试装置的连接，再重新连接到其他测试设备以便获得所需的
结果。借助恰当的软件，信号分析仪也可以提供数字调制矢量测量。结合使用 
矢量调制应用软件与信号分析仪，便可进行数字解调测量并提供以下结果迹线： 

• 原始主时间

• I/Q 时间与频谱结果

• EVM 时间与频谱结果

• 解调比特

取决于您所使用的应用软件，它甚至可以针对 NADC、EDGE、PDC、MIL-STD 
CPM 和 16/32/64/256 QAM 等流行制式提供方便的预设置。

请参阅以下应用指南，了解关于矢量调制的更多信息 ：《使用矢量调制分析来
分析复杂信号》

第 3 章

矢量调制

图 4. 使用矢量调制分析（VMA）数字解调测量应用软件来分析 QPSK 信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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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解调
第 4 章

音频信号的传播特性不适合远距离传输。因此，您可以使用模拟调制将音频数
据与射频 (RF) 载波结合在一起，进行远距离传输并能避开障碍物。

 模拟解调应用软件可以帮助您分析混合的传输信号，甚至可以将两个分量分开
（解调），从而还原重要信息并测量调制和传输的质量。

模拟解调应用软件的测量可以帮助您 ： 

• 监测射频频谱

• 解调波形

• 评测您的调制指标

• 应用后期解调滤波器

• 分析瞬态信号

• 分析 FM 立体声和 RDS 信号

能够轻松获取此信息，将有助于您改善模拟设备的设计、评测和制造。

观看此网络直播，了解更多信息 ：利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模拟解调

图 5. 使用模拟解调测量应用软件分析 FM 立体声与 RDS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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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长期演进）
第 5 章

图 6. 使用 LTE-Advanced FDD 测量应用软件
分析 LTE FDD 测试模式的信号质量。

移动设备普遍使用 LTE FDD 或 TDD（分别为频分双工和时分双工）模式。想要 
了解详 细的 LTE 规范，然 后在 产品 和系 统中实 施 这 些 规范以 满足 消费者的 
需求，这可能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通过结合使用软件与信号分析仪， 
您可以获得一套功能强大的测试配置，准确评测您的产品是否符合 LTE 基站
要求。它们还可以帮助您测试 256QAM 下行链路传输，并在时域、频域和调
制域中对 eNB 和用户设备执行射频发射机测量。您最 好选择 一 个紧密跟 踪 
3GPP 标准演进的 LTE 测量应用软件，这样可以确保您与最新的标准规范保
持一致，在遇到设计和制造挑战时占据有利地位。

请 参 阅 本 应 用 指 南， 了解 关 于 LTE 表 征 的 更 多 信 息 ：《 测 量 LTE 发 射 机 的 
ACLR 性能》

|    15

LTE

https://www.keysight.com/us/en/software/application-sw/x-series-measurement-applications/lte-and-lte-advanced-fdd-measurement-application--multi-touch-ui.html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0-5089EN.pdf?id=1823134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0-5089EN.pdf?id=1823134


5G NR（新空口）
第 6 章

|    16

5G NR



5G NR（新空口）
第 6 章

 

正在努力跟上最新的无线标准吗？如果您正在从事 5G 新空口设计工作，那么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进行内部一致性测试非常重要。这不仅可以使您在设计阶段
进行高效调试，还可以避免在进行验证和制造时出现意外情况。在全世界都在
向 5G 飞速迈进时，您绝不能落伍。

5G 新空口应用软件可以帮助您将实验室的标准信号分析 仪变成基于标准的 
射频发射 机测试仪，显著简化测量。使 用严格遵循 3GPP 标准的应 用软件， 
可以确保您能交付超高可靠性低时延通信系统 (URLLC)。这些应用软件可以让 
gNB 和用户设备中常见的时域、频域和调制域切换变得更容易。

如欲了解 5G 新空口标准的更多信息，请浏览本白皮书系列的第 1 部分（共 4 部分）：
《迈向 5G 的第一步——克服新空口设备的设计挑战系列》

图 7. 使用 5G 新空口测量应用软件分析 5G 新空口下行链路信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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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电磁干扰）
第 7 章

 

所有无线设备都存在电磁发射。如果这些发射得不到控制，它们很可能会导致
附近的设备受到干扰或发生故障。因此，确保您的设备通过电磁兼容性测试至
关重要。您应该提供第三方测试对您的设备进行认证。不过，在将设备交给第
三方测试人员之前，您需要了解自己的设计能否通过测试。在设计过程中重新
另建一个原型版本，成本可能会极其昂贵。信号分析仪上的 EMI 测试应用软件 
可以让您及时掌握设备的电磁发射性能，进而从一开始就纠正问题，避免拖
到最后需要重新制作原型的沉重代价。EMI 测试应用软件让测试变得更简单、 
始终如一且符合第三方标准，使您对设备的认证测试结果充满信心。

想要了解关于 EMI 测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这些关于预兼容性测试的资料 ：

1. EMC 预兼容性测试基础知识

2. EMI 一致性测试与 EMI 预兼容性测试

3. EMI 问题诊断 ：需要近场探头

4. 执行 EMI 一致性测量 图 8. 使用 EMI 测量应用软件和频率扫描测量进行一致性或预兼容性 EMI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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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无线局域网）
第 8 章

 

多年以前，游戏玩家们想让他们的台式机系统联网需要拉着网线连接彼此的 
房屋，结果搞得到处都是网线，成了“局域网派对”。现在，这种传统的景象一去 
不复 返了。在这个 无线 互联时代，局域网再也无需使 用实际电 缆 进行 连 接。 
随着手持设备、智能设备和无线办公空间（在工作场所和住宅中）、视频流等
技术的普及，WLAN 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在这种期望的便利性背后是工程师的辛勤工作。我们多样化的无线环境
需要您设计符合苛刻要求的调制方案，包括 MIMO 空间复用配置。如果您正在
设计、测试或制造 WLAN 互连设备，那么您需要遵守 IEEE 802.11 标准。信号
分析仪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极大帮助。它可以对多重数据流波形进行解调。利用 
WLAN 分析应用软件，您的信号分析仪可以依据标准一键得出合格/不合格测试
结果。您还可以快速、直观地进行 IQ 测量，查看星座图，以及分析 EVM 结果。
您在信号分析仪上使用此应用软件时，请确保信号分析仪的硬件可以支持宽带
宽和多通道功能，以便满足 4 通道 160 MHz 设计不断发展的需求。

阅读本应用指南，了解关于 WLAN 的更多信息 ：《测试新一代 WLAN 802.11ac》
图 9. 使用 WLAN 测量应用软件分析 WLAN 802.11ax 信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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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些测量应用软件程序可以增强信号分析仪的性能和功能，同时帮助您尽快获
得洞察结果。信号分析仪应用软件可为通用电子、蜂窝通信、无线互联等应用
中的特定任务提供关键测量，覆盖现有的标准或调制类型。借助 Keysight X 系
列信号分析仪上的 X 系列测量应用软件，您可以通过一致的操作和测试方法、
经过验证的算法、应用软件以及精确的结果，在整个组织中实现出色的测量完
整性。您的团队可以在产品开发的所有阶段，使用此测试系统软件更快地进行
开发，抢占市场先机。

Keysight X 系列信号分析仪可以使用 25 种以上的测量应用软件，本电子书中仅
仅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硬件与软件的这种结合提供了一种可以不断发展的信
号分析方法，将 X 系列信号分析仪变成综合型的分析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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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电子书中介绍的应用软件的更多信息 ：

• 相位噪声

• 噪声系数

• 矢量调制

• 模拟解调

• LTE FDD

• 5G NR

• EMI

• 无线局域网

查看全套 X 系列信号分析仪及应用软件 ：

• X 系列测量应用软件

• N9020B MXA 信号分析仪

• 89600 VSA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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