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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信號產生器

 技 術 概 述

簡介
是德科技提供最齊備的信號產生器機種，涵蓋基頻至 67 GHz 的頻率範圍，如搭配使用擴
頻器，可將頻率擴展至 1.1 THz。從基本功能到進階功能，每台信號產生器均提供同級產
品中最卓越的標竿效能，可滿足設計和製造無線收發器及其元件的要求。其應用範圍涵蓋
低頻導航信號到蜂巢式行動射頻信號，再到毫米波雷達和衛星系統。此外，每款儀器均具
有出色的合成頻率準確度和穩定度、精密的校驗位準準確度，以及遠端程控能力。 

其調變功能支援一般 AM、FM、數位 I/Q，一直到 GSM、W-CDMA、HSPA、LTE、LTE-Advanced、 
GPS 和 WLAN 等標準特定格式。是德科技提供多種外觀尺寸的信號產生器，包括桌上型和
模組化 PXI 儀器。

本選購指南提供產品概述和逐項比較，以協助您選擇最適合您的信號產生器。它可補充 

www.keysight.com/find/sg 線上選購工具未提供的資訊。

http://www.keysight.com/find/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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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信號產生器的頻率覆蓋範圍

9 kHz 100 kHz 1 MHz 10 MHz 3 GHz 6 GHz 10 GHz 40 GHz 44 GHz 54 GHz 70 GHz

微波信號產生器

桌
上
型

UXG 高靈敏
UXG 向量轉接器
VXG 微波向量1

VXG-m 微波向量
PSG 微波向量
PSG 微波類比
MXG 微波類比
EXG 微波類比
射頻信號產生器
PSG 射頻類比
MXG 射頻向量2

MXG 射頻類比
EXG 射頻向量2

EXG 射頻類比
CXG 射頻向量
N9310A 射頻類比
基頻產品
數位介面模組 高達 400 MHz（串列模式）；高達 200 MHz（並聯模式）

模
組
型

PXIe 微波向量

PXI 射頻向量
PXI CW

1. 藉由使用 V3080A 擴頻器，VXG 微波向量信號產生器的頻率範圍可延伸至 110 GHz。
2. 使用 N5182BX07 時，MXG 射頻向量和 EXG 射頻向量的頻率可延伸至 7.2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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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類
桌上型和模組化 PXI 信號產生器
桌上型信號產生器是研發或設計驗證的好幫手，具有互動式分析功能，讓您能輕鬆進行分
析和除錯。此外，桌上型儀器均支援射頻到微波的頻率，並提供多元的功能，不論您的應
用為何，都能找到最切合需求的信號產生器。

如果您的應用需要多通道量測功能、更快的量測速度，以及輕巧的體積，模組化 PXI 信號產
生器無疑是最佳選擇。它們提供無與倫比的擴充性和靈活性，方便您輕鬆配置共用處理器、
機箱和其他模組化儀器的解決方案。PXI 向量信號產生器可使用和桌上型信號產生器相同
的應用軟體，以便在整個產品開發週期中，提供一致的量測結果和優異的相容性。

向量信號產生器
向量和數位信號產生器均配備內建的 I/Q 調變器，可將 QPSK 和 1024QAM 等複雜調變格式
升頻。如與 IQ 基頻產生器結合使用，則可在系統支援的資訊頻寬內，模擬並傳輸任何信號。

類比信號產生器
類比信號產生器可提供正弦連續波（CW）信號，並可提供 AM、FM、ΦM 和脈衝調變等選配
功能。類比信號產生器的最大頻率範圍為射頻到微波。大多數信號產生器都提供步進/條列
掃描模式，以便快速分析或校驗被動元件。

高靈敏信號產生器
高靈敏信號產生器針對速度進行了最佳化，可快速改變信號的頻率、振幅和相位。它們還
具有獨特的功能，可在所有時間、所有頻率下，保持相位同調。如此與眾不同的特性，加上
強大的脈衝調變和寬頻線性調頻功能，是執行電子戰（EW）和雷達應用的理想工具。

信號產生軟體
信號產生軟體讓您能使用向量信號產生器，產生特定應用所需的多元測試信號。它們可輕
鬆產生信號，以便在基頻、射頻和微波頻率，以及各種參數和功能性測試條件下，評估射頻
設計及其元件的效能。Keysight Signal Studio 軟體可在 PC 上運作，而嵌入式軟體則可直
接在信號產生器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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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比較 - 桌上型向量信號產生器

桌上型

規格 UXG 向量 VXG VXG PSG MW MXG 射頻 EXG 射頻 CXG

產品型號 N5194A M9484C M9384B E8267D N5182B N5172B N5166B

效能型 ***** ***** ****** ***** **** *** **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10 MHz 至  

44 GHz
9 kHz 至  
54 GHz

1 MHz 至 
44 GHz

100 kHz 至 
44 GHz

9 kHz 至 
6 GHz

9 kHz 至
6 GHz

9 kHz 至 
6 GHz

頻率切換（條列模式） 170 ns N/A N/A 9 ms 800 μs 800 μs 5 ms

掃頻模式 串流、線性調頻 N/A N/A 步進、條列、斜波 步進、條列 步進、條列 步進、條列

最小輸出功率 –90 dBm –110 dBm –90 dBm –90 dBm –127 dBm –110 dBm –110 dBm

最大輸出功率（1 GHz 時） +6 dBm +20 dBm +20 dBm +21 dBm +24 dBm +21 dBm +18 dBm

位準準確度（1 GHz 時） ±2�5 dB ±0�6 dB ±1�5 dB ±0�6 dB ± 0�6 dB ± 0�6 dB ±0�6 dB

SSB 相位雜訊 
（1 GHz 時；20 kHz 偏移時）

–144 dBm/Hz（ 
10 kHz 偏移時）

–148 dBm/Hz 
（10 kHz 偏移時）

–137 dBc/Hz 
（10 kHz 偏移時）

–143 dBc/Hz 
（10 kHz 偏移時）

–146 dBc/Hz –122 dBc/Hz –119 dBc/Hz

諧波（1 GHz 時） –65 dBc –55 dBc –46 dBc –55 dBc –35 dBc –35 dBc –35 dBc

非諧波（1 GHz 時） –72 dBc –60 dBc –61 dBc –88 dBc –96 dBc –72 dBc –72 dBc

AM 速率 N/A N/A N/A 直流至 100 kHz 直流至 50 kHz 直流至 50 kHz 直流至 50 kHz

FM 偏移（最大值） N/A N/A N/A 1 至 128 MHz 1 至 16 MHz 2�5 至 40 MHz 2�5 至 40 MHz

PM 相位偏移
（正常模式下的最大值）

N/A N/A N/A 1 至 800 rad 0�5 至 8 rad 1�25 至 20 rad 1�25 至 20 rad

窄脈衝寬度 1 ns 20 ns 30 ns 20 ns 20 ns 20 ns 20 MSa

EVM（LTE） N/A N/A 0�28% 0�8% 0�2% 0�2% 0�2°

ACPR（3GPP LTE-FDD） N/A –68 dBc N/A N/A –69 dBc –69 dBc –66 dBc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1�6 GHz 2�5 GHz 2 GHz 80 MHz 160 MHz 160 MHz 120 MHz

波形播放記憶體 6 Gsa 4096 MSa 1024 MSa 64 MSa 1024 MSa 512 MSa 512 MSa

基頻產生器模式 波形播放 
和即時

波形播放 波形播放 波形播放 
和即時

波形播放 
和即時

波形播放 
和即時

波形播放

相位同調頻率切換 標配 標配 N/A N/A N/A N/A N/A

寬廣的線性調頻功能 1�6 GHz N/A N/A N/A N/A N/A N/A

信號描述符字（descriptor word）
功能

標配 選配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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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型

規格 UXG PSG MW  MXG MW EXG MW PSG 射頻 MXG 射頻 EXG 射頻 RF

產品型號 N5193A E8257D N5183B N5173B E8663D N5181B N5171B N9310A

效能型 ***** ***** **** *** **** **** *** **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10 MHz 至  
40 GHz

100 kHz 至  
70 GHz

9 kHz 至  
40 GHz

9 kHz 至  
40 GHz

100 kHz 至  
9 GHz

9 kHz 至  
6 GHz

9 kHz 至  
6 GHz

9 kHz 至  
3 GHz

頻率切換（條列模式） 180 ns 9 ms 600 μs 600 μs 9 ms 800 μs 800 μs 10 ms

掃頻模式 正常、條列、快速、 
CW、串流

條列、步進、
斜波

條列、步進 條列、步進 條列、步進、
斜波

條列、 
步進

條列、 
步進

條列、 
步進

輸出功率（最低） –130 dBm –135 dBm –130 dBm –130 dBm –135 dBm –144 dBm –144 dBm –127 dBm

輸出功率（1 GHz 時） +10 dBm +26 dBm 
（20 GHz 時）

+20 dBm 
（20 GHz 時）

+20 dBm 
（20 GHz 時）

+23 dBm +24 dBm +21 dBm +13 dBm

位準準確度 ±1�5 dB  ± 0�8 dB 
（20 GHz 時）

± 0�7 dB 
（10 GHz 時）

± 0�7 dB 
（10 GHz 時）

± 0�6 dB ± 0�6 dB ± 0�6 dB ± 1�0 dB

SSB 相位雜訊（1 GHz， 
20 kHz 偏移時）

–144 dBm/Hz 
（10 kHz 偏移時）

–126 dBc/Hz 
（10 GHz， 
10 kHz 偏移時）

–124 dBc/Hz 
（10 GHz 時）

–101 dBc/Hz 
（10 GHz 時）

–143 dBc/Hz 
（10 kHz  

偏移時）

–146  
dBc/Hz

–122  
dBc/Hz

–95  
dBc/Hz

諧波（1 GHz 時） –50 dBc –55 dBc –55 dBc 
（10 GHz 時）

–55 dBc 
（10 GHz 時）

–55 dBc –35 dBc –35 dBc –30 dBc

非諧波（1 GHz 時） –70 dBc –88 dBc –100 dBc –72 dBc –88 dBc –96 dBc –72 dBc –50 dBc

AM 速率 直流至 10 MHz 直流至  
100 kHz

直流至  
100 kHz

直流至  
100 kHz

直流至  
100 kHz

直流至  
50 kHz

直流至  
50 kHz

20 Hz 至  
20 kHz

FM 偏移（最大值） 載波頻率的 5%  
或 600 MHz， 
取兩者較小者

1 至  
128 MHz

1 至  
128 MHz

2�5 至  
320 MHz

1 至  
16 MHz

1 至  
16 MHz

2�5 至  
40 MHz

100 kHz

PM 相位偏移 

（正常模式下的最大值）
（載波頻率）/（調變 

頻率）的 5%；或  
600 MHz/（調變頻率）
或 12π，取其中 
較小者

1 至  
1280 rad

0�5 至  
64 rad

1�25 至  
160 rad

1 至  
160 rad

0�5 至  
8 rad

1�25 至  
20 rad

10 rad

窄脈衝寬度 10 ns 20 ns 20 ns 20 ns 20 ns 20 ns 20 ns 100 μs

EVM（LTE）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ACPR 
(3GPP W-CDMA TM1 64 DPCH)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波形播放記憶體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基頻產生器模式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相位同調頻率切換 標配 N/A N/A N/A N/A N/A N/A N/A

寬廣的線性調頻功能 載波頻率的 10% N/A N/A N/A N/A N/A N/A N/A

脈衝描述符字（descriptor 
word）功能

標配 N/A N/A N/A N/A N/A N/A N/A

主要規格比較 - 桌上型類比信號產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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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比較 - 模組化信號產生器

向量 類比

規格 VXG-m PXI MW PXI 射頻 PXI MW PXI CW 信號源

產品型號 M9383B M9383A M9381A M9383A M9380A

效能型 ****** ***** *** ***** **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1 MHz 至 

44 GHz
1 MHz 至 
44 GHz

1 MHz 至 
6 GHz

1 MHz 至
44 GHz

1 MHz 至  
6 GHz

頻率切換（條列模式） N/A 250 μs 185 μs 250 µs 5 ms

掃頻模式 N/A 步進 步進、條列 步進 N/A

輸出功率（最低） –120 dBm –120 dBm –130 dBm –120 dBm –130 dBm

輸出功率（最大；1 GHz 時） +18 dBm +19 dBm +19 dBm +19 dBm +19 dBm

位準準確度（1 GHz 時） ± 1�5 dB ± 1�1 dB ± 0�4 dB ± 1�1 dB ± 0�4 dB

SSB 相位雜訊 
（1 GHz 時；20 kHz 偏移時）

–137 dBc/Hz 
（10 kHz 偏移時）

–118 dBc/Hz 
（10 kHz 偏移時）

–122 dBc/Hz –118 dBc 
（10 kHz 偏移時）

–122 dBc/Hz

諧波（1 GHz 時） –46 dBc –48 dBc –34 dBc –48 dBc –29 dBc

非諧波（1 GHz 時） –61 dBc –55 dBc –66 dBc 標稱值 –55 dBc –66 dBc 標稱值

AM 速率 N/A 640 MHz 6�2 MHz 70 kHz N/A

FM 偏移（最大值） N/A 320 MHz 1�25 MHz 70 MHz N/A

PM 相位偏移
（正常模式下的最大值）

N/A 10 rad 10 rad 8 rad N/A

窄脈衝寬度 30 ns 20 ns 20 ns 20 ns N/A

EVM（LTE） 0�28% N/A 0�32%；  
0�25% @ 900 MHz

N/A N/A

ACPR（3GPP W-CDMA TM1 64 DPCH） N/A N/A –70 dBc N/A N/A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2 GHz 1 GHz 160 MHz N/A N/A

波形播放記憶體 1024 MSa 1024 MSa 1024 MSa N/A N/A

基頻產生器模式 波形播放 波形播放 波形播放 N/A N/A

相位同調頻率切換 N/A N/A N/A N/A N/A

寬廣的線性調頻功能 N/A N/A N/A N/A N/A

脈衝描述符字（descriptor word）功能 N/A N/A N/A N/A N/A



頁 8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應用程式、核心功能和軟體比較
桌上型 模組型

應用程式和信號產生軟體 UXG UXG VXG PSG MW MXG 和 EXG 射頻 CXG VXG-m PXI MW PXI 射頻

高靈敏度 向量 向量 向量 向量 向量 向量 向量 向量

儀器嵌入式功能
USB 功率錶 • • • •

步進 /條列掃描 • • • • • • •

斜波掃描 • •

AM、FM、PM、脈衝 • • • • • • • • •

低頻函數產生器 • • • • • •

即時客製調變（PSK、QAM、FSK） • • •

相位雜訊缺損 • •

多音頻、NPR 信號 • • • • • •

雜訊（已校驗 AWGN） • • • • • •

脈衝序列 • • • • •

BERT •

SystemVue、MATLAB • • • • • • • • •

即時衰減 •

PathWave 信號產生軟體

蜂巢式行動通訊

LTE/LTE-Advanced FDD • • • • • • •

LTE/LTE-Advanced TDD • • • • • • •

W-CDMA/HSPA+、cdma2000® • • • • • • •

V2X • • • • • •

5G NR • • • • • •

無線網路

WLAN 802�11、Bluetooth® • • • • • •

物聯網（IoT） • • •  • 1 • •

DFS 雷達特性 • • •

行動 WiMax • • • •

音效/視訊廣播
DVB-T/H/T2/S/S2、DVB-C（J�83 Annex A /C）、J�83 Annex B（DOCSIS DS）、 
ISDB-T/Tmm、ATSC、ATCS-M/H、DTMB（CTTB）、CMMB

• • • • •

T-DMB、DAB/DAB+/DMB-audio、FM stereo 與 RDS/RBDS • • • •

陸地行動無線電（LMR） • • •

偵測、定位、追蹤、導航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 GPS、GLONASS、Galileo、Beidou、SBAS、QZSS  • 2 • •  • 2 •

一般射頻

客製調變 • • • • • •

脈衝產生 • • •

多頻失真、NPR 信號 • • •

功率放大器 • • • • •

IQ 波形工具套件 • • •

威脅模擬

多發射器情境產生 • •

模擬畫面 • •

多信號源校驗 • •

1. N5166B CXG 不支援 HRP UWB

2. 無即時支援；僅支援 ARB 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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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核心功能和軟體比較（續）
桌上型

應用程式和信號產生軟體 PSG MW MXG 和 EXG MW MXG 和 EXG 射頻 PSG 射頻 N9310 射頻

類比 類比 類比 類比 類比

儀器嵌入式功能
USB 功率錶 • •

步進 /條列掃描 • • • • •

斜波掃描 • •

AM、FM、PM、脈衝 • • • • •

低頻函數產生器 • • • • •

ARB 客製調變

即時客製調變（PSK、QAM、FSK）

相位雜訊缺損

多音頻、NPR 信號

雜訊（已校驗 AWGN）

脈衝序列 • •

BERT

SystemVue、MATLAB

即時衰減

Signal Studio 軟體

蜂巢式行動通訊

LTE/LTE-Advanced FDD

LTE/LTE-Advanced TDD

W-CDMA/HSPA+、cdma2000®

V2X

5G NR

無線網路

WLAN 802�11a/b/g/j/p/n/ac/ah、Mobile WiMAX™、Bluetooth®

物聯網（IoT）

DFS 雷達特性

行動 WiMax

音效/視訊廣播
DVB-T/H/T2/S/S2、DVB-C（J�83 Annex A /C）、J�83 Annex B（DOCSIS DS）、 
ISDB-T/Tmm、ATSC、ATCS-M/H、DTMB （CTTB）、CMMB

T-DMB、DAB/DAB+/DMB-audio、FM stereo 與 RDS/RBDS

陸地行動無線電 （LMR）

偵測、定位、追蹤、導航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 GPS、GLONASS、Galileo、Beidou、SBAS、QZSS

一般射頻

客製調變

脈衝產生

多頻失真、NPR 信號

功率放大器

IQ 波形工具套件

威脅模擬

多發射器情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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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ve 信號產生軟體

簡化信號產生流程
無論您是開發支援單一射頻格式或多射頻格式的裝置，都可透過這套軟體輕鬆存取正確的
測試信號，不但大幅簡化了驗證流程，同時還可確保互通性。Keysight PathWave 信號產生
軟體提供一整套靈活易用的信號產生工具，可縮短進行信號模擬所需的時間，進而加速完成
工作流程。它提供經是德科技驗證的效能最佳化參考信號，可強化裝置特性分析和驗證。 

您可根據實際需求，靈活配置 PathWave 信號產生功能：

• 根據您的使用案例和預算，選擇合適的授權類型，包括固定、可轉移授權，以及 5 個或 

50 個一組的波形授權

• 可連接至各式各樣的是德科技儀器

提供靈活的信號產生、加成減損、圖表、便利的連接和自動化功能，以及嵌入式和線上文
件記錄功能，讓您能充分利用並客製內建的信號。直接從軟體 GUI和/或儀器前面板，控制
您的向量信號產生器。

您可將向量信號源連接到 PathWave 信號產生軟體，以便簡化信號產生過程。

www.keysight.com/find/SignalStudio

提供免費試用授權
PathWave 信號產生軟體 
提供 30 天免費試用版， 
供您評估操作介面並產生 
信號。請上網取得免費 
試用授權： 

www.keysight.com/find/
SignalStudio_trial

http://www.keysight.com/find/SignalStudio
http://www.keysight.com/find/SignalStudio_trial
http://www.keysight.com/find/SignalStudio_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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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G 信號產生器
VXG M9484C 微波信號產生器
是德科技打造了終極的 VXG 信號產生器，可將您的設計導入要求最寬頻寬、最高頻率，以及
多通道的應用。有了這套經過完全整合、校驗和同步的解決方案，您再也不用擔心因為重
複進行連接，以及儀器本身所導致的錯誤。 

• 單台儀器最多提供 4 個同步和相位同調通道，多台儀器最多提供 32 個通道

• PathWave 信號產生軟體支援 MIMO 即時衰減，以執行 3GPP 5G NR  

要求的基地台符合性測試

• 具有高達 2.5 GHz 的調變頻寬，如果綁定通道可提高至 5 GHz，以便 
產生最嚴格的測試信號

• 為每個射頻通道提供多達 8 個虛擬信號產生器，一台儀器最多可產生 

32 個信號，將接收器測試化繁為簡

www.keysight.com/find/m9484c

VXG M9384B 和 VXG-m M9383B 微波信號產生器
全球首款雙通道 44 GHz 向量信號產生器，提供高達 2 GHz 的調變頻寬，可降低測試系統
配置的複雜度。無需使用任何硬體，便可從使用兩個獨立通道進行阻隔和干擾測試，轉換 
為雙 通 道 MIMO 和波 束 成形 測試，設 定 變 得超簡單，而且可更快 進行 OTA 符合 性測試。
VXG 的設計宗旨是提供精確且可重複的時間和相位校準，以實現同調操作。

• 雙通道毫米波向量信號產生器，單一儀器具備 2 GHz 的射頻頻寬

• 提供高輸出功率，以補償系統損耗，讓您能進行 5G 功率放大器和 
空中傳輸（OTA）測試

• 具備相位同調 LO 和基頻同步功能，方便進行多使用者或波束成形 

MIMO OTA 測試

• PathWave 信號產生軟體可協助您加速完成設計和測試工作流程

• 支援通道編碼和天線埠，可產生符合 3GPP 5G NR 標準的信號

www.keysight.com/find/m9384b 

www.keysight.com/find/m938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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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格 M9484C M9384B M9383B

類型 桌上型 桌上型 模組型

每部儀器的射頻通道數 1、2 或 41 1 或 2 1 或 2

頻率範圍 9 kHz 至 54 GHz（110 GHz）2 1 MHz 至 44 GHz 1 MHz 至 44 GHz

調變頻寬 2�5 GHz（5 GHz）3 2 GHz（4 GHz） 2 GHz

10 GHz 時的輸出功率 +23 dBm +22 dBm +22 dBm

在 10 GHz、10 kHz 偏移頻率下的相位雜訊 –132 dBc/Hz –126 dBc/Hz –126 dBc/Hz

EVM（5G，100 MHz，28 GHz） 0�35%（量測值） 0�96%（標稱值） 0�96%（標稱值）

ACPR（5G，100 MHz，3.4 GHz） –56 dBc（量測值） –53 dBc（標稱值） –53 dBc（標稱值）

基頻產生器記憶體 高達 4 GSa 高達 2 GSa 高達 2 GSa

1.  最多提供 4 個通道，最高頻率可達 20 GHz。
2.  配備 V3080A 向量信號產生器擴頻器。
3.  具有通道綁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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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G 信號產生器
Keysight PSG 是業界最值得信賴的微波信號產生器，全球有數百個專案已部署了數千台 

PSG。憑藉其計量級效能，以及不斷演進的射頻和微波功能，您可源源不絕地推出新設計，
以維持市場領先地位。

PSG 微波信號產生器 E8267D 向量
• 您可使用寬頻（高達 44 GHz）雷達、電子戰和 SATCOM 波形， 

來測試先進接收器

• 靈活的整合式 80 MHz AWG、即時和基頻產生器，可模擬行動通訊、 
無線、GPS 和客製化通訊信號

• 使用 Signal Studio、向量 PSG 和寬頻 AWG（例如 Keysight 

M8190A），以高達 2 GHz 的頻寬執行先進電子戰、雷達和 
衛星系統測試

• 利用串連 16 個向量 PSG 所產生的多個相位同調信號， 
測試相位陣列系統和測向接收器

www.keysight.com/find/E8267D

PSG 微波信號產生器 E8257D 類比
• 全面滿足各種不同的測試系統需求：備有 13、20、31.8、40、50 

和 67 GHz 機型供您選擇（新增擴頻器模組，以提供高達 

1.1 THz 的頻率覆蓋範圍）

• 提供支援高達 1 W（+30 dBm）輸出功率的選項，方便您測試 
高功率裝置，並減少測試系統損耗

• 具超低相位雜訊，可滿足都卜勒雷達、ADC 和接收器阻隔測試的 
嚴苛要求：在 100 Hz 偏移頻率下為 –91 dBc/Hz，在 10 kHz  

偏移頻率下（10 GHz）為 –126 dBc/Hz

• 以絕佳信號測試您的 DUT – PSG 結合計量級頻率和位準準確度， 
以及出色失真和雜散特性於一機

www.keysight.com/find/E8257D

http://www.keysight.com/find/E8267D
http://www.keysight.com/find/E825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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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格 E8267D 微波向量 E8257D 微波類比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100 kHz 至 44 GHz 100 kHz 至 70 GHz

頻率切換速度 9 ms 9 ms

輸出功率（10 GHz 時） +23 dBm +30 dBm 

位準準確度（10 GHz 時） ± 0.8 dB ± 0.8 dB

SSB 相位雜訊（10 GHz；10 kHz 偏移時） –126 dBc/Hz –126 dBc/Hz

諧波（10 GHz） –55 dBc –55 dBc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80 MHz N/A

EVM（16 QAM） 0.8% N/A

適用於 PSG 信號產生器的毫米波配件
毫米波信號源幾乎是開發所有毫米波系統不可或缺的儀器。 透過特定合作夥伴提供的倍頻器模組， 
輕鬆擴展 E8257D 或 E8267D PSG 信號產生器的頻率範圍。

OML, Inc� 的毫米波信號源模組
E8257DSxx 系列外部頻段式毫米波信號源模組，可在 50 至 

500 GHz 的波導頻段，提供卓越的合成頻率毫米波測試信號。

VDI, Inc� 的信號產生器擴頻模組
E8257DVxx 系列信號產生器擴頻模組可針對 50 GHz 至 1.1 THz 

的波導頻段，提供具有高功率、合成頻率效能的毫米波測試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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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格 E8663D 微波向量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100 kHz 至 9 GHz

頻率切換速度 9 ms

輸出功率 +23 dBm 

位準準確度 ± 0.6 dB

SSB 相位雜訊（1 GHz；10 kHz 偏移時） –143 dBc/Hz

諧波 –55 dBc

PSG 射頻信號產生器 E8663D 類比
E8663D PSG 射頻類比信號產生器提供優異的相位雜訊、選配的類比
調變（AM、FM、ØM 和脈衝）功能、出色的位準準確度，以及高輸出功率。
對於雷達系統開發、衛星通訊評估等嚴苛應用，或是需要超低雜訊本
地振盪器或參考信號的應用，E8663D 無疑是最佳選擇。E8663D 傳承 

8663A 的卓越特性，並提供更出色的效能，以及與前一代機型的程式
碼相容性，因此可因應現有測試系統的要求進行無縫升級。它還提供增
強型調變和高輸出功率等選配特性。

www.keysight.com/find/E8663D

http://www.keysight.com/find/E866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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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系列信號產生器
X 系列信號產生器具有出色效能和低擁有成本，可產生您需要的測試信號，以便推出最佳
裝置和設計。這個經過驗證的可擴充平台，提供經濟實惠的校驗和內部診斷功能，您可先
購買目前需要的功能，然後再輕鬆升級，以滿足未來需求。

1. Keysight N5193A 和 N5194A UXG 為高效能機型，需具有美國出口許可。N5191A 和 N5192A 是 UXG 高靈敏
信號產生器和向量轉接器的修改版，具有出色的效能，不需要美國出口許可。它們的主要差異包括切換速度、
最小脈衝寬度，以及調頻脈衝頻寬等。 

UXG 高靈敏信號產生器 N5193A、N5191A1

N5193A UXG 高靈敏信號產生器可產生逼真的多發射器威脅模信號，以便進行電子戰（EW）
測試。UXG 是強大的工具，可協助您建構可靠的 LO，或是可擴充的威脅模擬器，消除了新
情報與最新信號情境之間的藩籬。

• 利用直接數位合成（DDS）技術，UXG 可在短短 180 ns 內，更新頻率、
振幅和相位設定。此外，它提供內建的相位可重複性。 

• UXG 可直接接收脈衝描述符字（PDW），以便快速有效地產生 
長脈衝串，並可單獨進行相位控制。

• 它可模擬先進雷達信號，產生開關比為 90 dB 的窄脈衝， 
以及載波頻率的 10% 至 25% 的調頻脈衝。

www.keysight.com/find/N5193A

UXG 高靈敏向量轉接器 N5194A、N5192A1

藉由結合使用 N5194A UXG 高靈敏向量轉接器和 N5193A，您能以更高的逼真度和更大的
信心，模擬日益複雜的信號環境，為實驗室運作掀開新篇章。

• 非常適合用於產生整形脈衝，以及寬頻線性或非線性調頻脈衝（chirp） 

• 2 Gsa/s 基頻產生器，提供 1.6 GHz 瞬時頻寬 

• 內建固態衰減器，提供 120 dB 的靈活振幅範圍

www.keysight.com/find/N5194A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93A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9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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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格 N5193A UXG 高靈敏信號產生器 N5194A UXG 高靈敏向量轉接器

頻率切換速度 370 ns 220 ns

頻率/振幅/相位更新速度 180 ns 170 ns

輸出功率 –130 至 +10 dBm –120 至 +7 dBm

諧波 –50 dBc –60 dBc

非諧波 –70 dBc –72 dBc

相位雜訊 –126 dBc/Hz 
（10 GHz，10 kHz 偏移時）

–127 dBc/Hz 
（10 GHz，10 kHz 偏移時）

最小脈衝寬度 10 ns 1 ns

基頻產生器取樣率 N/A 2 Gsa/s

基頻產生器記憶體 N/A 6 Gsa

MXG 微波信號產生器 N5183B 類比
Keysight MXG 可產生純淨、精密的信號，是類比 PSG 的替代產品，而且在體積和速度方面 
更具優勢。它提供必要的效能，而且僅佔用 2U 機架空間，讓您能快速執行模組和系統級測試。

• 支援高達 13、20、31.8 或 40 GHz 的頻率，可滿足不同測試系統需求

• 具有業界一流的相位雜訊效能（10 kHz 偏移時 ≤ 124 dBc/Hz）
和 -75 dBc 突波（10 GHz 時），可因應雷達模組和系統的嚴格 
測試要求

• 僅 2U 高的機箱，提供媲美 PSG 的效能，可節省機架空間， 
並維持高測試準確度

• 不到 600 μs 的切換速度，可加快校驗流程

www.keysight.com/find/N5183B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8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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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G 微波信號產生器 N5173B 類比
Keysight EXG 是 經 濟實惠的選 擇，可兼 顧預算 和效 能需求。它的體積僅 2U 高，可產生 
基本信號，以便用於寬頻濾波器、放大器、接收器等元件的參數測試。

• 價格經濟實惠，提供 13、20、31.8 或 40 GHz 的頻率覆蓋範圍， 
可執行基本的 LO 升頻或連續波阻隔

• 提供輸出功率（20 GHz 時，+20 dBm）、低諧波（≤ 55 dBc）和 
完整步進衰減的完美組合，非常適合用來對濾波器和放大器等 
寬頻微波元件進行特性分析

• 提供老化率低於每日 ± 5 x 10-10 的標準高效能 OCXO， 
可當作高穩定度系統參考

• 提供選配的整合式多功能產生器和 USB 功率感測器介面， 
可顯著縮減測試平台所佔用的空間

www.keysight.com/find/N5173B

重要規格 N5183B MXG 微波類比 N5173B EXG 微波類比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9 kHz 至 40 GHz 9 kHz 至 40 GHz

頻率切換速度 600 us 600 us

輸出功率（10 GHz） +20 dBm +20 dBm

位準準確度（10 GHz） ± 0.7 dB ± 0.7 dB

SSB 相位雜訊 （10 GHz） –129 dBc/Hz –101 dBc/Hz

諧波（10 GHz） –55 dBc –55 dBc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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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G 射頻信號產生器 N5182B 向量和 N5181B 類比
為了協助您開發效能出眾的設計，是德科技全面改良了 MXG X 系列向量和類比信號產生器， 
使得它們成為研發部門不可或缺的「標準發射器」。MXG 具有業界首屈一指的相位雜訊、 
相鄰通 道功率比（ACPR）、通 道 編碼等特性，無論 您是想要建立線性射頻鏈路，或是想 
獲得最佳鏈路預算，MXG 都能滿足您的需求。有了 MXG，您可超乎極限地掌握裝置的真正
效能，並有效測試您的設計。

• 以出色的相位雜訊測試雷達接收器靈敏度，或分析 ADC 的特性

• 以出色的相鄰通道功率比（ACPR）和輸出功率，分析非線性 PA

的特性

• 以 < 0.4% 的 EVM 進行 802.11ac 測試；或在 160 MHz 頻寬下，
以 < ± 0.2 dB 的平坦度，分析多載波 PA 的特性

• 配備精密的即時和波形 PathWave 信號產生軟體，讓您能以 
超越標準應用要求的效能進行測試

www.keysight.com/find/N5182B

www.keysight.com/find/N5181B

EXG 射頻信號產生器 N5172B 向量和 N5171B 類比
經濟型 EXG X 系列信號產生器 專 為製 造測試而設計，可協助您以 更快的速率 和更長的 
正常運作 時間，進 行各種 不同的 測 試 EXG 有類比 和向量機型可供選擇，每一款均提供 
執行元件基本參數測試和接收器功能驗證所需的信號。EXG - 經濟實惠、功能齊備。

• 以出色的相鄰通道功率比（ACPR），大幅提高製造測試邊限

• 可在不到 800 μs 的時間內，同時切換頻率、功率和波形類型， 
極致提高測試速率

• 使用 Signal Studio 預設的標準波形，快速、準確地進行測試

• 提供 2U 高的整合式多功能產生器和 USB 功率感測器介面， 
可顯著縮減測試平台所佔用的空間

www.keysight.com/find/N5172B

www.keysight.com/find/N5171B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82B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81B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72B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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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擴頻器 N5182BX07，將 N5172B 和 N5182B 的頻率範圍延展至 7.2 GHz。 

重要規格 MXG 射頻向量 
N5182B

MXG 射頻類比 
N5181B

EXG 射頻向量 
N5172B

EXG 射頻類比 
N5171B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9 kHz 至 6 GHz1 9 kHz 至 6 GHz 9 kHz 至 6 GHz1 9 kHz 至 6 GHz

頻率切換速度 800 μs 800 μs 800 μs 800 μs

輸出功率 +24 dBm +24 dBm +21 dBm +21 dBm

位準準確度 ± 0.6 dB ± 0.6 dB ± 0.6 dB ± 0.6 dB

SSB 相位雜訊（1 GHz；20 kHz 偏移時） –146 dBc/Hz –146 dBc/Hz –122 dBc/Hz –122 dBc/Hz

諧波 –35 dBc –35 dBc –35 dBc –35 dBc

EVM（LTE） 0.2% N/A 0.2% N/A 

ACPR（3GPP W-CDMA TM1 64 DPCH） –73 dBc N/A –73 dBc N/A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160 MHz N/A 160 MHz N/A 

CXG 射頻向量信號產生器 N5166B

Keysight N5166B CXG X 系列射頻向量信號產生器，是一款經濟實惠的多功能信號產生
工具，適用於一般用途和教育應用。CXG 提供出色的射頻效能，和可擴充的功能，讓工程師
能以更低的擁有成本，設計通用型裝置和消費性電子裝置。它同時也是教學實驗室之教育
工作者的得力助手。

• 9 kHz 至 3/6 GHz 的頻率範圍，高達 120 MHz 的射頻調變頻寬

• 可測試元件的基本參數，並驗證接收器功能

• 提供多種經驗證且符合標準的向量信號，可測試最多元的裝置

• 您可使用可靠的向量信號產生器，輕鬆對無線通訊系統元件進行除錯

• 提供自助維修解決方案，可顯著降低維修費，並縮短儀器故障後的恢復時間

www.keysight.com/find/n5166b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6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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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格 N5166B CXG 射頻

頻率範圍 9 kHz 至 6 GHz

頻率切換速度 5 ms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120 MHz

輸出功率 +18 dBm

位準準確度 ±0.6 dB

相位雜訊 –119 dBc/Hz

諧波 < -35 dBc

EVM（LTE） 0.2%

ACPR（3GPP W-CDMA TM1 64 DPCH） –70 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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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EXG 或 MXG 的擴頻器
適用於 EXG 或 MXG 的 N5182BX07 擴頻器 

針對 N5182B MXG 或配備選項 506 的 N5172B EXG，N5182BX07 擴頻器可將頻率延伸到
802.11ax 頻段，和最高 7.2 GHz 的 5G 免許可頻段，並提供出色的誤差向量振幅（EVM）。
使用 N5182BX07 擴頻器，將您的裝置和設計發揮到極致。

• 提供單路射頻輸出，可涵蓋 9 kHz 至 7.2 GHz 的全頻率範圍，以及 160 MHz 的調變頻寬。

• 您可一如既往，從 MXG/EXG 面板進行控制，並透過 LAN、GPIB 或 USB 執行相同的 

SCPI 指令，以建立自動化測試系統。

• 在 7.2 GHz 頻寬下，產生頻寬為 160 MHz 的 802.11ax 信號，並在高達 +5 dBm 的 
輸出功率下，獲得 < –47 dB（0.45%）的出色 EVM 效能。

www.keysight.com/find/n5182bx07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82bx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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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類比信號產生器
射頻信號產生器 N9310A 類比
N9310A 是通用型射頻信號產生器，頻率範圍為 9 kHz 至 3 GHz。它能以經濟實惠的售價，
提供可靠的性能，是製造、教育和服務維護的理想選擇。如果您的應用只需要一個簡單的
連續波（CW）信號源，N9310A 射頻信號產生器能以最低成本，提供所有必要的功能。 

• 專為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測試、教育，以及服務和維修而設計

• 選配的 I/Q 調變器 40 MHz 頻寬（僅支援外部 I/Q 輸入）

• USB 介面，支援快閃記憶體

www.keysight.com/find/N9310A

重要規格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9 kHz 至 3 GHz

頻率切換速度 10 ms

輸出功率 +13 dBm

位準準確度 ± 1.0 dB

SSB 相位雜訊（1 GHz；20 kHz 偏移時） –95 dBc/Hz 

諧波 –30 dBc

http://www.keysight.com/find/N93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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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信號介面模組 

數位信號介面模組 N5102A
N5102A 數位信號介面模組提供快速靈活的數位輸入和輸出，適用於 MXG 和 EXG X 系列 
向 量 信 號 產 生 器、E8267D PSG 向 量 信 號 產 生器， 以 及 N5106A PXB 基 頻 產 生器 和 通
道模擬器。在輸出模式下，您可將支援不同標準的逼真複雜調變信號，例如 LTE、HSPA、
W-CDMA、GPS、WLAN、數位視訊、客製脈衝等等，直接傳送到數位裝置和子系統。在輸
入模式下，此介面模組可將您的數位輸入，連接到信號產生器的基頻系統，讓您能快速輕
鬆地信號升頻至經過校驗的類比 IF、射頻或 µW 頻率。

不論是上述何種操作模式，此介面模組可依裝置的邏輯類型、資料格式、時脈特性和您需
要的信號，來加以調整。它提供 3 公尺長的延長線和種類繁多的連接器，可輕易連接您的
裝置，而且多數情況下，您無需使用客製的測試夾具。

• 串列模式下高達 400 MHz，並聯模式下高達 200 MHz

• 提供內部、外部或裝置時脈

• 獨立的資料輸入和輸出速率；可調整時脈相位和時脈偏差

www.keysight.com/find/N5102A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102A


頁 25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PXIe CW 信號源 M9380A
Keysight M9380A PXIe CW 信號 源 具有 高 輸出功 率 和 準 確 的 振 幅 控 制， 
是體積輕巧、經濟有效的類比信號源，非常適合用於 LO 替代、干擾注入，
和 無 線 元 件測 試。M9380A 具備 快 速 的 PXI 架 構、 多 個 驅 動 程 式 和 程 式 
編寫介面，是專為高速自動化測試而設計的精密儀器。 

www.keysight.com/find/M9380A

PXI 信號產生器
PXIe 向量信號產生器 M9381A
M9381A PXI VSG 專為射頻裝置設計驗證和製造測試環境而設計，具有速度、效能
和多通道功能的完美組合。M9381A PXI VSG 建立在靈活、可擴充的模組化平台上， 
讓您能以低風險、無負擔的方式因應未來的變化，並且立即為明日需求做好準備。 

• 可快速切換振幅與頻率，以縮短測試時間

• 可擴充的平台，單機箱配置可容納多達 4 個通道，多機箱配置 
則可容納多達 8 個通道

• 在 1 ns 內完成通道時間同步，並可實現 1 度內的相位同調

• 高達 160 MHz 的射頻頻寬

• 可透過 IVI-COM、IVI-C、LabVIEW 和 MATLAB 驅動程式， 
輕鬆整合到測試環境中

www.keysight.com/find/M9381A

http://www.keysight.com/find/M9380A
http://www.keysight.com/find/M93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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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e 微波信號產生器 M9383A
M9383A PXIe 微波信號產生器是輕巧的模組化儀器，提供 1 MHz 至 44 GHz 的頻率範圍，
內建的基頻產生器提供高達 1 GHz 的射頻調變頻寬。如搭配使用外部 I/Q 輸入，可提供
超過 2 GHz 的射頻調變頻寬。Keysight M9383A 基於 PXIe 產業標準，具有絕佳的可配置
性和擴充性。最低配置為 14 GHz 類比信號產生器，適用於簡單的 LO 或阻隔應用；最高配
置為 44 GHz 向量信號產生器，適用於 5G 應用。M9383A PXIe 微波信號產生器還提供多元
的客製化配置，以滿足您的特定應用需求。

• 適用於設計驗證的模組測試解決方案，可在製造階段發揮最大效用

• 具絕佳靈活性，可滿足您的即時測試需求，並可隨著將來技術演進而 
加以升級 – 不論是升級頻率覆蓋範圍，或是快速過渡到量產階段。

• 可輕鬆進行配置，支援從 LO 和阻隔應用到 5G 測試的各種用途

www.keysight.com/find/m9383a 

具備是德科技品質與 
支援的 PXI 模組
利用是德科技獨特的射頻 
模組化校驗和快速核心元件 
交換策略，您可維持量測
品質，同時降低擁有成本。
Keysight PXI 信號產生器在
出廠前都經過嚴格的校驗，
並提供 1 年的保固，以及
ISO-9002、可追溯至 NIST
的校驗證書。

www.keysight.com/find/
pxi-vsg

重要規格 M9381A PXIe 向量 M9380A PXIe CW 信號源

頻率範圍（最小至最大） 1 MHz 至 6 GHz 1 MHz 至 6 GHz

頻率切換速度 185 μs 5 ms

輸出功率（1 GHz 時） +19 dBm +19 dBm

位準準確度 ± 0.4 dB ± 0.4 dB

SSB 相位雜訊（1 GHz；20 kHz 偏移時） –122 dBc/Hz –122 dBc/Hz

諧波 –34 dBc –29 dBc

EVM（LTE） 0.32% N/A

ACPR（3GPP W-CDMA TM1 64 DPCH） –70 dBc N/A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160 MHz N/A

http://www.keysight.com/find/m9383a 
http://www.keysight.com/find/pxi-vsg
http://www.keysight.com/find/pxi-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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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規格 M9383A PXI MW

頻率範圍 1 MHz 至 44 GHz

頻率切換速度 250 us

輸出功率（10 GHz 時） +22 dBm

位準準確度 ±2 dB

SSB 相位雜訊（10 GHz；10 kHz 偏移時） –118 dBc/Hz

諧波 –55 dBc

內部基頻產生器射頻頻寬 1 GHz



頁 28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本文件資訊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8 - 2022, Published in USA, Apr i l 20, 2022, 5990-9956EN

從舊版信號產生器升級
• 經過周密規劃的儀器升級和改造藍圖，可大幅提高測試系統的效率、性能，以便為

未來需求做好準備，並將風險和停機可能性降到最低，讓您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
永 遠 保 持 領 先 地 位。Keysight VXG、PSG 和 X 系列 信 號 產 生器 是 前一 代 產 品 的 
革命性替代產品，具有無與倫比的效能、靈活性、速度以及現代連接介面，可全面取代
是德科技舊型的信號產生器。

PSG 微波向量 
E8267D 

100 kHz 至 
44 GHz

PSG 微波類比 
E8257D 

100 kHz 至 
70 GHz

MXG/EXG  
微波類比

N5183B/N5173B 
9 kHz 至 40 GHz

PSG 射頻類比  
E8663D 

100 kHz 至 9 GHz

MXG 射頻向量  
N5182B 

9 kHz 至 6 GHz

MXG 射頻類比  
N5181B 

9 kHz 至 6 GHz

EXG 射頻向量  
N5172B 

9 kHz 至 6 GHz

EXG 射頻類比 
N5171B 

9 kHz 至 6 GHz

8780A
E2500B

8340A/B
8341A/B

83620A/B
83622A/B
83623B/L
83624A/B
83630B/L
83640B/L
83650B/L

83711A/B
83712A/B
83731A/B
83732A/B
83751A/B
83752A/B

8662A/B
8643A
8644B
8645A
8664A

8665A/B

E4438C

ESG-DP 
系列

E4434B
E4435B
E4436B
E4437B

E4428C

ESG-AP 
系列

E4423B
E4424B
E4425B
E4426B

8672A
8763A/B/

C/D

8662A/B
8643A
8644B
8645A
8664A

8665A/B

N5182A

ESG-D 
系列

E4430B
E4431B
E4432B
E4433B

N5181A

ESG-A 
系列

E4400B
E4420B
E4421B
E4422B

8647A
8648A/B/

C/D

8656B
8657A/B/

D/J

N5183A

8672A
8763A/B/

C/D

8340A/B
8341A/B

83620A/B
83622A/B
83623B/L
83624A/B
83630B/L
83640B/L

83711A/B
83712A/B
83731A/B
83732A/B
83751A/B
8375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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