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ysight Technologies 
EXA X系列信號分析儀 
N9010A

 • 10 Hz至 3.6、7.0、13.6、26.5、32或 44 GHz
 • +0.27 dB的絕對振幅準確度
 • TOI高達 +19 dBm，DANL為 –163 dBm 
 • 分析頻寬達 4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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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格

射頻 /微波 毫米波

頻率範圍

最小：10 Hz 最小：10 Hz

最大：3.6、7.0、13.6 
或 26.5 GHz

最大：32 
或 44 GHz

分析頻寬 25 MHz（標配）
40 MHz（選配）

25 MHz（標配）
40 MHz（選配）

顯示平均雜訊位準
（DANL）

1 GHz時為 –163 dBm；
開啟前置放大器， 
26.5 GHz時為 –156 dBm

1 GHz時為 –165 dBm；
開啟前置放大器， 
44 GHz時為 –153 dBm

三階交互調變
（TOI）失真 1 GHz時為 +18 dBm

1 GHz時為 +19 dBm，
44 GHz時為 +13 dBm 
（標稱值）

W-CDMA ACLR動
態範圍

68 dBc
（開啟雜訊修正功能時 
為 73 dBc）

68 dBc
（開啟雜訊修正功能時
為 73 dBc）

相位雜訊
–105 dBc/Hz
（在 10 kHz偏移， 
1 GHz載波下）

–106 dBc/Hz
（在 10 kHz偏移， 
1 GHz載波下）

振幅準確度
± 0.27 dB
（至 3.6 GHz， 
95%可信度）

± 0.27 dB
（至 3.6 GHz， 
95%可信度）

X系列信號 
分析儀簡介

可因應未來需求
提供可升級的處理器、記憶體、 
連接介面等元件，確保最佳投資 
效益和更長的儀器壽命。不論現在
或未來，您的測試資產都能維持 
最佳狀態。 

一致的量測架構
所有 X系列分析儀均提供相同的 
操作方式以及通過考驗的信號分析
技術，讓貴公司能夠獲致更佳的 
量測完整性，並且在更短時間內 
顯著提昇工作效率。

最廣泛的應用範圍
具備內含超過 25套量測應用軟體
的程式庫，可在開放式Windows®
作業系統上執行，並配備業界 
首見、符合新興標準的信號追蹤 
記錄功能，讓您能夠輕鬆因應不斷
改變之技術需求。 

擁有 Keysight X系列，您可準備 
就緒、趕上潮流、捷足先登。

www.keysight.com/find/X-Series

http://www.keysight.com/find/X-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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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克服各種不同挑戰

如果您極力想要強化產品功能或
提升測試速率，您的通用型信號
分析儀將難以應付迎面而來的 
各種挑戰。這成為是德科技發
展 Keysight EXA 信 號 分 析 儀 的 
驅動力。您可用一台儀器，快速
又靈活地滿足各種量測需求。EXA
兼具最優異速率與效能，並提供 
齊備的 X 系列分析儀量測應用 
軟體。請即採購 EXA，克服不斷
出現的新挑戰。

無可比擬的速度、效率和測
試速率

不論是用於產品設計或是生產線，
EXA的條列掃描模式讓您能在 
不同的頻率點上快速執行功率量
測。快速掃描功能（以 20 kHz 
解析頻寬執行 26.5-GHz全頻距 
掃描時只需 1.5秒）為 EXA某些
選項的限定功能，可在進行突波 
響應量測時節省可觀的時間。如
需使用多套量測應用軟體來進行 
量測，30-ms 快速切換模式可 
協助您縮短整體測試時間。如果 
想要加速完成複雜的量測與 
調變，可將 EXA的處理器升級
為高效能處理器。完成量測後，
1000Base-T LAN 連接介面讓您 
能以超快的速度傳送量測資料或
結果。

增進測試邊限並減少誤差量

EXA以經濟實惠的價格提供出 
色 的 功 能。 例 如， 它 可 提 供 
功率錶位準準確度和 ± 0.27 
絕 對 振 幅 準 確 度。EXA 讓 您 
能 夠 透 過 –163 dBm（2 GHz）
和 –153 dBm（44 GHz）的典型 
顯示平均雜訊位準（DANL）評估
突波響應。EXA具有優異的三階 
交互調變（TOI）效能（毫米波 
機 型 為 +19 dBm， 射 頻 / 微 波 
機型為 +18 dBm），可提供更大
的動態範圍，讓工程師能夠準確 
量測較大信號中的最微小信號。 
為確保準確的驗證，例如驗證 
振盪器的效能，EXA毫米波機型
具 有 –106 dBc/Hz 的 典 型 相 位 
雜 訊 規 格， 射 頻 / 微 波 機 型 
在 1-GHz 載 波、10-kHz 偏 移 時 
則為 –105 dBc/Hz。

獲得您需要的量測結果

EXA一機抵多機，可滿足各種不
同的量測需求。它提供各式各樣的 
通用型量測應用軟體，以及 
高達 44 GHz的基本和諧波頻率
覆蓋範圍。您可在 EXA毫米波 
機型中加裝選配的外部混頻器 
（ 選 項 EXM）， 以 便 延 伸 量
測 範 圍。Keysight USB 智 慧 型 
混頻器可將頻率範圍延伸至高達
110 GHz；如果使用他牌的外部 
混頻器，還可進一步延伸至 THz
範圍。

    EXA快速配置
如果您不需要專業功能，例如量測
應用程式或是更大的頻寬，則可 
考慮採用出廠前已預先配置的 EXA
信號分析儀。是德科技授權經銷商
提供的快速配置，可提供出色的 
價值與最快速的交貨服務。如需 
有關 N9010AEP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 EXA信號分析儀配置指南
（5989-6531EN）。

www.keysight.com/find/ 
express_exa

http://www.keysight.com/find/express_exa
http://www.keysight.com/find/express_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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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算不超支的狀況下 
配置研發用的 EXA

量測射頻至毫米波的 
無線信號

EXA 可快速、靈活地滿足形形
色色的研發需求。自動頻率調整
（auto-tune）的面板功能可協助
您快速找到待測信號的問題，並且
將特性分析流程最佳化。如需處
理多個信號，EXA具備 6條獨立
的軌跡、12組單獨的標記（共 24
個差異量標記）等強大、直覺的 
功能，可讓您更快進行信號分析
與比較。在量測過程中如有任何
問題，可隨時查閱 EXA完整的 
線上輔助說明，以維持流暢的操
作。

假如需要分析複合調變信號，
您 可 使 用 VXA 量 測 應 用 軟 體
（N9064A），將分析頻寬升級為
40 MHz。此應用軟體經濟實惠，
可提供是德科技領先業界的 89600 
VSA軟體的所有基本分析功能。

符合航太與國防工業 
對毫米波量測的要求

針對航太和國防應用，EXA擴展
了其量測功能，以滿足衛星通訊、
電子戰、雷達，和導彈控制的 
毫米波量測要求。EXA 出色的 
效能可支援快速、準確的突波和
諧波量測，並可精準量測較小的
信號，讓您能夠符合更嚴格的 
規格和測試要求。

此外，EXA 提供可靈活配置的 
軟硬體選項和升級方式，可大幅
減少資本支出。您可將CPU升級，
並可獲得超過 25套的量測應用 
軟體，以及 89600 VSA軟體支援。

89600 VSA 802.11a分析和 20:20軌跡 /標記功能

支援最高和最快速 ACP量測的經濟型信號分析儀

89600 VSA軟體
在先進無線設計中，信號的交互作
用可能會導致意外問題的出現。要
發現問題並不難，但是要確切找出
問題根源，卻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Keysight 89600 VSA軟體可讓您清
楚洞察無線元件複雜的信號。

www.keysight.com/
find/89600_V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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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製造環境最佳化的 EXA

40 MHz頻寬 CCDF量測（需使用選項 B40） 

將量測速率與良率最大化

使用高效能 CPU模組有助於顯著
改善EXA的運作速度，例如1.5-ms
的標記峰值搜尋和 5-ms的遠端 
量 測， 以 及 LAN 傳 輸， 如 此 
可更快提供測試結果，內建的條列 
掃描模式只會對特定的頻率點 
進行功率量測，可節省大量的測試
時間。特定選項提供的快速掃描 
功能，可加快掃描調諧量測的 
速度，例如突波響應（以 20 kHz
解析頻寬執行 26.5-GHz全頻距 
掃描時只需 1.5秒）。EXA提供 
每 2年一次的標準校驗，可顯著
增加系統的正常運作時間。

使用功率快速進行量測

隨附的功率提供各種不同的 
單鍵量測，包括：鄰近通道功率
（ACP）、通道功率、佔用頻寬
（OBW）、頻譜放射遮罩、互補
累進分布函數（CCDF）、叢發
功率、突波發射、三階交互調變
（TOI），以及諧波失真。為了 
簡化測試，您可從遠端或是透過
面板上的單一按鈕來操控這些 
符合標準的功率量測。

延伸量測動態範圍

2-dB 機械衰減器可以讓您將 
混頻器位準最佳化，並且在整個
頻段中加大動態範圍。利用選配
的 1-dB電子衰減器，您可以微調
混頻器位準，並將動態範圍加大
到 3.6 GHz。執行裝置調整這類
的大量且高度重複的作業時，該 
選項還可大幅提高儀器的使用 
壽命。

和所有的 X 系列信號分析儀 
一樣，EXA具備可微調的解析頻寬
和 10%的步進間隔。此功能可將
DANL效能最佳化，以便針對要求
嚴格的應用提供最佳的動態範圍。

透過單次擷取合併量測加快測試速率

這個突破性的解決方案讓速度與準確度不再是兩難的抉擇，相較於傳統的方法，製造測試速率整整提高了 20倍。 
「單次擷取合併量測」的概念是指在單一頻率中同時執行多個射頻量測，或是對多個快速步進的頻率執行重複量測。
它使用 SCPI指令執行各項任務，包括參數設定、資料擷取與計算，以及簡單的操作介面圖示。

藉由加購選項 XFP，您可進行 GSM/EDGE（N9071A）和W-CDMA（N9073A）等多項量測，而選項 5FP則支援
WLAN（N9077A）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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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保障設備投資

輕鬆升級至 EXA

EXA 可 取 代 ESA、859X， 或
856x，並提供相同的量測技術。
不僅如此，EXA提供更出色的 RF
效能、更高的頻率覆蓋範圍等。
它的向後程式碼相容性簡化了 
儀器轉移程序，讓您能夠更輕易
地加速實現設計到製造的流程，
或者更新現有的測試系統。EXA
還包括 SCPI可編程能力以及多元
的通用連接介面。

善用現有的測試軟體

EXA 與 ESA 頻譜分析儀的程式
碼完全相容，因此可用於 ESA的 
軟體，不需要修改程式，便可 
用於 EXA。為了進一步保護您的
系統、軟體投資，所有 Keysight 
X系列信號分析儀全都使用相同
的儀器驅動程式。如果需要撰寫 
新的軟體，EXA 的嵌入式輔助 

功能可在您按下每個按鍵時顯示
相對應的 SCPI指令，因此您無需
手動盤輸入而是自動產生程式。

滿足今日與未來的各種需求

EXA具有超高的靈活性以及全
面的升級能力，您可將 40-MHz 
分析頻寬升級為 44 GHz，可滿
足當前和未來的測試需求。為了
讓您的測試設備永保最佳狀態並 
延長其使用壽命，您可將 CPU、
記憶體、I/O埠，以及抽取式固
態硬碟等硬體升級。購買 EXA之
後，您可購買授權碼，以便輕易地 
增加儀器特性與功能。

立即升級！
購買儀器後，您可
加購各種選項以便
隨時升級。 

大多數 X系列 
選項均為授權碼升級。 

UP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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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 type-B的 USB 2.0介面， 
從外接 PC控制遠端的 EXA， 
以便快速獲得 IQ波形資料

可透過 type-A的 USB 2.0介面 
連接外部的周邊裝置並傳輸資料

將 VGA監視器輸出端與外部 
監視器相連，以便在外部監視器
上查看量測畫面

透過 1000Base-T LAN
從遠端控制 EXA

寬頻 IF輸出和 
可程控 IF輸出埠

將 EXA用於
航太與國防環
境中，以提供
50/60/400 Hz
功率輸出

使用抽取式
固態硬碟，
確保儀器資
料的安全性

類比輸出埠可提供 
Y軸螢幕視訊輸出

使用外部觸發輸出信號將 
分析儀與其它測試設備同步

使用外部觸發輸出信號，
根據指定的量測條件 
進行量測 

使用 SNS或 346系列雜訊信號源
和W9069A量測應用軟體量測雜
訊指數

EXA面板與背板配置 

可迅速辨識
各種信號，
儀器的資訊
皆顯示在 
螢幕的上方
和下方，使
得螢幕的 
其它部份 
可以空出來
顯示量測的
結果

單鍵自動調整頻率，
省時省力

同時使用 6條軌跡線 
與 3種不同的檢波器

軟體功能鍵可快速
導覽功能清單， 
並且清晰的顯示

快速儲存功能可立即
儲存檔案

21.4 公分的高解析度 XGA 
顯示幕可讓您輕鬆檢視 
各種軌跡、量測結果和 
狀態資訊

從完整的輔助說明系統中
快速找到答案

可使用面板鍵或滑鼠
和鍵盤，操控使用者
介面及輔助說明系統

可透過 2.4 mm公頭連接器（適用於 
毫米波機型）或 N型母頭連接器 
（適用於射頻 /微波機型）連接到 
待測物

USB 埠位在 
儀器的面板，
方便您連接 
各種 USB 2.0
裝置

可連接到外部
混頻器（選項
EXM限定功
能）

最多可以使用 12 組標
記來標示軌跡的頻率
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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