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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思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于雷达、通信、对抗和通用电子测试仿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立思方以“让测量明

晰、让验证周密、让认知拓展”为使命，立志成为射频微波和电子测试领域的领先产品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者。立思方在通用电子

测试测量领域同时是E/公司主要的合作伙伴，以过硬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在软件无线电、汽车电子、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服

务着超过ϱϬϬ家企事业单位。  

解决方案 

立思方在测试测量和雷达对抗领域具有深厚的行业经验，经过多年积累，已经打造了一系列专业的解决方案。 

测试测量解决方案：作为目前E/在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的合作伙伴，立思方拥有一系列专业、灵活的测试测

量解决方案：射频微波测试仿真系统、多通道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综合航电测试系统、汽车高级驾驶辅助（���^）测试系统、高速

信号采集回放系统、半导体芯片测试系统等集成系统测试方案。 

雷达对抗解决方案：基于模块化的软硬件平台来提供国内领先的电子对抗解决方案，包括：雷达和雷达目标模拟系统、雷达信

号侦察接收机、测向系统、干扰机、威胁仿真信号源、多通道实时频谱分析仪等系统级解决方案。 

自主研制产品：立思方具备完善的微波/毫米波和测试测量类产品研发能力，主要产品包括：射频收发机、射频前端模块、Wy/Ğ�

机箱和控制器、Wy/Ğ模块等。 

设计团队 

立思方注重人才建设和技术储备，拥有一支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和军工行业ϭϱ年以上从业经验的管理团队；具备深厚技术积

累和核心研发能力的研发设计团队；具备丰富市场经验和客户资源的市场团队；具备行业领域权威和交叉学科融合的专业顾问团

队。 

质量保证 

立思方狠抓产品质量，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dϭϵϬϬϭ-ϮϬϭϲͬ/^KϵϬϬϭ͗ϮϬϭϱ）和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ϵϬϬϭ�-�

ϮϬϭϳ）。立思方在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中始终遵循把住源头、分段控制、出口评测的质量控制原则；通过严格的测试、老化、筛

选，保证所交付产品的可靠性；通过优化的设计、精良的选材、特制的工装、稳定的工艺，以及全程追溯的管理系统实现质量管理

的体系保障。 

销售服务 

立思方始终坚持以客户至上为原则、以诚心诚意服务客户为宗旨，在成都、西安、重庆等地皆设有分支机构，为全国超过ϱϬϬ

家客户提供网络化、一体化的及时服务。 

立思方凭借过硬的技术、创新的思维、可靠的质量、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支持与信赖。 

客户合作 

立思方紧扣行业应用，以标准化和模块化的硬件和软件产品为基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功能更融合、更具性价比的专业化、定

制化系统级解决方案。立思方与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航工业、中国电科、兵器工业、兵器装备、地方军工和诸多高等院校等科

研单位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获得客户的一致认可与选择。 

企业简介 

成都立思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介绍 – 企业文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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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命 

让测量明晰 

让验证周密 

让认知拓展 

企业荣誉  

企业价值观 

心小志大 

思圆行方 

立功立言 

ɶɸ 瞪羚企业 

立思方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业领域新、发展潜力

大，于ϮϬϮϬ年成功评选为成都市高新区瞪羚企业。 

企业文化 

ɶɹ 软著和专利 

截至ϮϬϮϬ年底立思方已取得十余项软件著作权和多项发明

专利。 

ɶɷ 质量体系 

立思方于ϮϬϮϬ年通过':�ϵϬϬϭ�-ϮϬϭϳ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和'�ͬdϭϵϬϬϭ-ϮϬϭϲͬ/^KϵϬϬϭ͗ϮϬϭϱ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介绍 – 团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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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管理团队 
立思方创始团队来自国内顶尖院校，拥有大型科技企业和研究院所多年科

研、管理经验，具备测控、微波、雷达通信对抗领域深厚的行业经历。 

丞相 
总经理 

清华大学 

美国国家仪器 

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  

ϭϲ年测控行业经验  

陆逊 
副总经理 

四川大学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ϭϬ年军工行业经验  

智深 
副总经理 

电子科技大学 

美国国家仪器 

联想集团  

ϭϮ年测控行业经验  

领域专家 
立思方注重人才建设，相关领域技术带头人具备微波射频、雷达电子战行

业、ϭϬ年以上从业经验，深度参与多个大型项目总体设计研发。 

镇元  

电子对抗技术总监 

硬件技术总师 

ϮϬ年军工行业经验  

杨戬  

信号处理技术总师 

北京理工大学  

ϭϯ年军工行业经验  

元直  

射频技术总监  

电子科技大学 

ϮϬ年射频行业经验  

研发骨干 
经过数年的发展和积累，立思方组建了一支具备深厚技术积累和核心研发

能力的设计开发团队。测控集成、硬件研发和软件研发团队协力同心，为

客户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羊祜 

软件技术经理 

电子科技大学 

ϭϯ年软件行业经验  

 

尚香 

集成技术经理 

黑龙江大学  

ϭϭ年测控行业经验  

 

程昱 

集成技术经理 

上海理工大学 

ϵ年测控行业经验  

 



公司介绍 -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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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雷达通信 
立思方围绕雷达、通信、导航、对抗，打造了

一系列国内领先的专业解决方案，服务专业领

域的客户。 

测控集成 
立思方具备测试测量领域的深厚行业经验，拥

有数据采集、产线测试、汽车电子、航空电子

领域一系列专业解决方案。 

自研产品 
以客户至上为原则，以客户需求为牵引，以强

大的自研能力为基础，立思方推出的一系列自

研产品，包括便携式Wy/Ğ机箱、Wy/Ğ模块、弦

丰®软件套件，获得众多客户的选择与认可。 

产品代理 

作为E/在西部区域最大的合作伙伴，立思方在

成都、西安以及重庆设立了研发中心和销售网

络，为客户提供E/软件、硬件产品的销售、技

术支持以及网络化、一体化的技术服务。与此

同时，立思方也与Z/'K>紧密合作，根据客户

具体需求集成和代理其全系产品。 



公司介绍-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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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 



立思方产品 /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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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解决方案 

 测控集成 

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  

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产品代理 

E/软件、硬件产品 

Z/'K>全系列产品 

 自研产品 

弦丰®实时频谱分析系统（Zd^�） 

PXIe加固便携机箱  

Wy/Ğ模块  

立思方在雷达通信对抗和测试测量领域打造专业

的解决方案和产品。以日新月异的前沿技术和对

专业领域的深入了解为基础，立思方为客户提供

标准化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实现快速和可信赖

的测试、验证和仿真。 

立思方的解决方案大量采用成熟可靠的商用货架

产品（�Kd^）以解决客户迅速变化的测试、验证

和仿真需求。在商用货架的模块化硬件平台基础

上，立思方研发了针对宽带信号的射频前端模块

和信号处理模块，配合专业的弦丰®软件套件，可

以完成对雷达通信、电子对抗等系统的测试、仿

真系统的快速构建。 

立思方在基于>Ăďs/�t和�нн/Yƚ的开发平台上积累

了大量的系统集成经验和软件工具包，帮助用户

快速完成复杂的电子测试任务，为用户节约集

成、测试和验证时间的同时也大大节省用户的精

力和经济成本。 

 雷达通信 

雷达目标模拟及干扰系统 

雷达侦察对抗系统 

雷达干扰对抗博弈系统 

MIMO生物雷达原型系统 

雷达信号生成与分析系统 

微信公众号   咨询报价 



立思方解决方案 – 雷达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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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思方解决方案 

雷达通信 

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各种雷达、通信、导航、对抗等电磁辐射装备的种类越来越繁多，数量越来越庞大，电磁辐

射的功率越来越高，占用的频带带宽也越来越宽，为有效评估和验证这些装备的功能和效能，用户对各类测试系

统提出了更高带宽、更多通道、更低延迟和精确同步的测试和仿真需求。此外，从设计到交付所需的时间越来越

紧迫，成本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立思方为雷达通信和电子对抗测试提供基

于Wy/Ğ平台和软件无线电架构的便携、高

性能的综合射频测试验证系统，可满足雷

达系统研制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测试仿真需

求。用户可以借由模块化的硬件平台和立

思方开发的弦丰®软件套件，搭建满足多种

需求的测试和验证系统。 

该综合射频测试验证系统提供了完整的软

硬件工具，包括：天线和射频前端、嵌入

式无线电前端模块、中频数字收发模块、

协处理器以及数据记录仪，并搭配立思方

的弦丰®软件套件，满足不同雷达、通信、

导航等射频系统的测试和验证需求。 

应用举例 

雷达目标模拟及干扰系统 

● 雷达日常功能检测 

● 雷达故障排查 

● 雷达干扰能力检验 

雷达侦察对抗系统 雷达信号生成与分析系统 

● 辐射源识别和分选 

● 辐射源脉内分析 

● 压制干扰和欺骗干扰 

● 雷达脉冲信号生成 

● 雷达脉冲信号分析 

● 辐射源环境仿真 



雷达通信 – 雷达目标模拟及干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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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目标模拟及干扰系统 
雷达设备在军事和民用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

雷达系统工程在设计、研发、使用和维护的全寿命周

期中都需要雷达目标和干扰模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测

试环境和测试能力。 

雷达目标模拟及干扰系统不仅用于构建外场复杂电磁

环境，也能够满足内场雷达半实物仿真测试需求。立

思方基于模块化的雷达目标模拟系统具备频段全覆

盖、功能多样、操作灵活等特性，为雷达日常功能检

测、故障排查和抗干扰能力检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特性/应用 

● 高集成度的便携测试平台，结构紧凑、坚固耐用、稳定可靠且扩展能力强等 

● 基于Wy/Ğ总线平台，模块化搭建，易于升级，支持软件二次开发，适用于快速的复杂电磁环境构建 

● 基于�Z&D（数字储频）技术，支持模拟多种雷达目标信号和多种类型干扰信号 

● 适用于多种体制的雷达，如脉冲多普勒、频率捷变、常规脉冲、线性/非线性调频、相位编码体制等 

功能框图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 Ϭ͘ϯϱ�Ε�ϭϴ',ǌ（可扩展至ϰϬ',ǌ） 瞬时带宽： ϭ',ǌ（可扩展至ϭ͘ϰ',ǌ） 

输入最大功率：ϬĚ�ŵ 输出最大功率：ϯϬĚ�ŵ（未考虑天线） 

目标回波：能够逼真模拟雷达回波信号特性，包括幅度、距

离延迟、多普勒频率等 

欺骗干扰：常规速度、距离干扰、多重假目标干扰、距离/

速度拖引干扰、独立可控假目标干扰等  

适应雷达体制：脉冲多普勒、频率捷变、常规脉冲、连续

波、线性/非线性调频、相位编码等 

压制干扰：窄带瞄准干扰、宽带阻塞干扰、扫频噪声干扰、

梳状谱噪声干扰、杂乱脉冲干扰 



雷达通信 – 雷达侦察对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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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侦察对抗系统 
雷达侦察对抗系统由雷达侦察系统和雷达干扰系

统组成：雷达侦察系统的功能组成包含雷达信号

测频、信号测向、信号分选和信号脉内分析；雷

达对抗系统可以实现压制干扰和欺骗干扰。 

雷达侦察对抗系统高度集成且数字化，能够适应

迅速变化和演进的电子战环境，提供用户自定义

的功能，满足用户研发、生产和实训中的各种需

求。 

关键特性/应用 

● 基于Wy/Ğ总线的高集成度平台，模块化搭建，结构紧凑、坚固耐用、便于扩展、易于升级，支持软件二次开发 

● 基于宽带数字接收技术和数字干涉仪或空间谱估计测向体制 

● 基于聚类分析的实时信号分选，最多可同时检测ϭϲ�部辐射源 

● 基于时频分析算法实现信号脉内特征分析和参数估计 

● 基于�Z&D（数字储频）技术，支持模拟多种雷达目标信号和多种类型干扰样式 

功能框图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 Ϭ͘ϯϱ�Ε�ϭϴ',ǌ（可扩展至ϰϬ',ǌ） 瞬时带宽： ϭ',ǌ（可扩展至ϭ͘ϰ',ǌ） 

接收机灵敏度： ≤-ϴϬĚ�ŵ 瞬时动态范围：>ϰϬĚ� 

方位瞬时覆盖范围 ：-ϰϱȗ��Ε�ϰϱȗ 测向范围： Ϭȗ��Ε�ϯϲϬȗ 

测向精度： ≤Ϯȗ��;ƌ͘ŵ͘Ɛ͘Ϳ 信号测频、信号测向、信号分选、信号脉内分析 

压制干扰：窄带瞄准干扰、宽带阻塞干扰、扫频噪声干扰、

梳状谱噪声干扰、杂乱脉冲干扰 

欺骗干扰：常规速度、距离干扰、多重假目标干扰、距离/

速度拖引干扰、独立可控假目标干扰 



雷达通信 - 雷达干扰对抗博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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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干扰对抗博弈系统 

关键特性/应用 

● 高集成度的便携测试平台，结构紧凑、坚固耐用、稳定可靠且扩展能力强等 

● 基于PXIe总线的高集成度平台，模块化搭建，结构紧凑、坚固耐用、便于扩展、支持软件二次开发 

● 基于宽带数字收发技术的博弈系统，在数字域完成对抗博弈仿真，避免高成本射频前端 

● 高性能，准实时侦察系统，实现辐射源参数测量、分选和脉内特征分析 

● 最多可同时检测16部辐射源；基于DRFM（数字储频）技术，支持模拟多种雷达目标信号和多种类型干扰样式 

● 灵活的雷达发射波形配置；多维度雷达回波处理、目标跟踪 

● 高性能AI平台，首创单机箱高性能PXIe GPU模块，提供开放算法接口，为用户自定义对抗博弈算法的开发、

验证提供平台 

功能框图 

技术指标 

复杂电磁环境中，雷达干扰与抗干扰技术,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斗争、相互促进、不断发展。两者

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没有干扰不了的雷达,也没有抗不了的干扰”，取胜的关键在于掌握多前沿的技

术，拥有多大的资源，以及是否实施了正确的战术。 

雷达干扰对抗博弈系统在数字域上构建了雷达系统，包含灵活的雷达发射波形配置、多维度雷达回波处理、目

标跟踪；构建了干扰机，包括高性能，准实时侦察系统以及多种类型的干扰样式；构建了仿真系统。在此基础

上，基于系统提供的高性能AI平台、开放的二次开发接口，雷达干扰对抗博弈系统为用户提供了干扰、抗干

扰、认知雷达、认知电子战、对抗博弈算法的验证、研发平台。 

GPU
协处理

控制
板卡

雷达信
号收发
板卡

AI处理
板卡

控制
板卡

干扰信
号收发
板卡

仿真机同步 同步

控制 控制

回波处理结果

脉压
&回波

发射：400M Chirp

回波：100M合成干扰

分选结果&PDW

AI干扰样式

智能雷达 智能干扰机

发射决策

干扰决策

 状态上报 状态上报

AI处理
板卡

AI策略

脉压&回波

回波处理

结果

干扰机
板卡
1/2/3

雷达信号 PDW

干扰信号

侦察系统 
频率范围：Ϭ͘ϯϱ�Ε�ϭϴ',ǌ，瞬时带宽：ϭ',ǌ（可扩展至ϭ͘ϰ',ǌ） 

适应信号数量，同时检测多至ϭϲ部辐射源；适应环境信号密度，瞬时带宽内ϱϬ万脉冲/秒 

干扰系统 
压制干扰：窄带瞄准干扰、宽带阻塞干扰、扫频噪声干扰、梳状谱干扰、杂乱脉冲干扰 

欺骗干扰：支持常规速度、距离干扰、距离、速度拖引干扰、独立可控假目标、密集复制干扰、噪声卷积干扰 

雷达系统 
信号调制格式：常规脉冲、线性调频、非线性调频、频率编码和相位编码 

信号带宽：ϴϬD,ǌ 

仿真系统 Zd^�（实时频谱分析）、支持多维展示博弈效果 



雷达通信-D/DK生物雷达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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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生物雷达原型系统 

关键特性/应用 

● ϴ个发射通道，ϴ个接收通道，可建立ϲϰ个虚拟阵元，提高成像分辨率 

● 可模拟多发多收场景，支持升级扩展至ϭϲ组收/发通道 

● 波形样式可配置（^&�t、>&D等）、收发策略和参数可设置，为利用多通道雷达实现多个人体目标探测提供

原型验证平台 

功能框图 

技术指标 

收/发频率覆盖范围：10MHz~6GHz 最小频率步进：≥1Hz 

收/发前端板载yŝůŝŶǆ�<ŝŶƚĞǆ-ϳ�ϰϭϬd�&W'� 收/发可调增益范围：Ϭ�Ε�ϯϴĚ� 

距离分辨率：ϯ͘ϰĐŵ 不模糊探测距离：≥ϯϬŵ 

生物雷达是以探测生命体为目的的新概念雷达，它将雷达、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等技术融合于一体，可穿透非

金属介质（砖墙、废墟等）、远距离、非接触探测和识别生命。现阶段，MIMO生物技术应用于运行人体目标或

建筑物内部层次结构探测，以及静止人体探测与定位方法的系统研究。 

MIMO（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多输入多输出）生物雷达原型系统，基于软件定义的基带、调制和发

射协议，模拟多发多收场景，发射通道分时产生超宽带步进频率连续波或线性调频连续被信号，多接收天线同时

接收回波信号，按照用户设定格式保存数据，用于后续成像处理和算法研究。为开展网络化、自适应等新型雷达

式生命探测技术提供原型试验平台。 

USRP 
X310

USRP 
X310

USRP 
X310

USRP 
X310

CDA 2990

PPS&REF

AUX I/O AUX I/O AUX I/O

CPS-8910交互信号

交互信号

交互信号

PC(PCIe-8381)

交互信号



雷达通信 - 雷达信号生成与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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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信号生成与分析系统 

随着雷达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雷达的功能变得越

来越复杂，在其研制和调试过程中，对雷达性能和指标

的测试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雷达的接收机调试和性

能鉴定常常需要进行外场测试，对研制周期和成本都会

带来一定的挑战。 

模块化的雷达信号生成与分析系统基于Wy/Ğ总线和h^ZW
硬件平台，能够生成用于雷达性能、指标测试的全频段

的各种类型的雷达信号，并且可以全面的测试、分析雷

达信号。 

关键特性/应用 

● 支持PXIe总线平台，模块化搭建，结构紧凑、坚固耐用、便于扩展、易于升级，支持软件二次开发 

● 支持USRP硬件平台，可灵巧配置多通道、分布式、便携式的雷达信号生成与分析系统 

● 支持生成多种调频连续波信号、调频脉冲信号、调相信号以及多种脉宽/重频模式的脉冲信号等，并支持全面

的信号测量与分析 

● 支持升级扩展为多辐射源仿真系统，可灵活配置为多通道、多平台的复杂电磁环境构设系统 

功能框图 

技术指标 

瞬时带宽： ϭ',ǌ（可扩展至ϭ͘ϰ',ǌ） 常规波形：常规连续波、脉冲连续波 

频率调制连续波信号：线性/非线性调频、步进频、频移键

控 

脉冲分析：起止时间、脉宽/重频、上升/下降时间、过冲/下

降 

频率调制脉冲信号：线性/非线性调频、步进频、频移键控 Chirp测量分析：Chirp起止时间、Chirp时长、Chirp模式 

相位调制信号：相位码、巴克码、弗兰克多相码 
频域分析：中心频率、峰值功率、带宽、峰值旁瓣电平、匹

配滤波 

脉宽和重频模式：突发、滑变、步进、参差 

实时分析：包络检波、脉宽/重频测量、距离和多普勒估计 

时频分析：时频联合分析 



立思方解决方案-测控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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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测控集成 

在测试测控领域，立思方以虚拟仪器技术为核心，围绕自动化测试与测量、数据采集和分析不断深入拓展。 

立思方在电子测量技术、半导体测试技术、汽车雷达仿真技术、大型通用测控平台技术以及自动化生产线等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针对不同的应用为用户定制不同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完成从需求到交付整个生命周期

中所涉及的系统设计、仿真、开发、测试、集成验证、故障定位和维护。 

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以高通道数、高采样率、高传输速度和实时处理能力等

特性，为用户提供实时数据采集、分析、存储与回放功能。同时，该系统作

为高度的一体化测试平台，通过模块化硬件和软件增添，实现功能扩展，支

持系统二次开发。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基于Wy/ͬWy/Ğ模块化架构和高效稳定的软件架构，兼容D/>-�
^d�-ϭϱϱϯ�、�Z/E�ϰϮϵ、�&�y、�Z/E�ϴϭϴ以及ZĂƉŝĚ� /K等总线通信的自动化仿

真与测试，满足了多功能混合信号，高速和高精度的测试仿真。 

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车载雷达测试系统作为半实物仿真与测试的重要组成，能够在实验室条件下

模拟真实目标距离、雷达散射截面（Z�^）、方向角以及目标速度等。同时，

支持第三方场景仿真软件，以实现自动紧急制动（���）、主动式巡航控制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等复杂场景测试。 



测控集成-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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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无人驾驶车辆的快速发展，推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成为保障未来道路和驾乘安全的驱动

力，半实物仿真与测试技术应运而生。 

车载雷达测试系统（sZd^）作为其重要测试设备，

能够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真实目标距离、雷达散射

截面（Z�^）、方向角以及目标速度等。同时，该

系统提供丰富的�W/接口，支持系统软件二次开

发，促进了汽车行业在安全、智能驾驶领域的深刻

变革。 

关键特性/应用 

● 灵活配置，实现ϭdϭ�到ϰdϮ�目标仿真 

● 基于Wy/Ğ总线的高集成度平台，模块化搭建，结构紧凑、坚固耐用、便于扩展、易于升级，支持软件二次开发 

● 支持第三方场景仿真软件，实现自动紧急制动（���）、主动式巡航控制（���）、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等复杂场景测试 

● 支持多种目标仿真模式，如场景库模式、自定义模式、外部场景模式 

功能框图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ϳϱ-ϴϮ',ǌ 距离分辨率：ϱĐŵ 

最大瞬时带宽：高达ϰ',ǌ 多普勒范围：ϬΕцϱϬϬŬŵͬŚ 

最小障碍物距离：ϰŵ 多普勒分辨率：±ϭϱĐŵ 

仿真目标角度范围：±ϲϬȗ，可根据项目需求定制 雷达截面(Z�^Ϳ：ϭϮϳĚ�，典型值 

目标个数：ϭΕϰ个（每个Wy/机箱） Z�^分辨率：ϱϬĚ�，典型值 



测控集成 –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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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航电测试系统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为航电系统功能和性能指标测试验证，提供了航电各个设备的性能监控、检测和故障诊断，以

完成装机前的综合测试及故障诊断，确保系统正常工作。同时，该系统基于Wy/ͬWy/Ğ模块化架构和高效稳定的软

件架构，兼容D/>-^d�-ϭϱϱϯ�、�Z/E�ϰϮϵ、�&�y、�Z/E�ϴϭϴ以及ZĂƉŝĚ� /K等总线通信的自动化仿真与测试，满足了

多功能混合信号，高速和高精度的测试仿真。 

关键特性/应用 

●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采用结构化、模块化设计理念，满足航电系统的多种总线信号测试和功能信号测试，并且

可灵活扩展以应对未知的技术需求，适用于航空航天系统的综合性测试，保障航空电子产品的研制和生产 

●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提供常见的航电总线接口的硬件和软件，可快速实现航电设备的综合测试、性能检测、功

能验证和故障检测，为综合性的航电系统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 基于Wy/ͬWy/Ğ模块化的硬件平台和高效稳定的软件架构设计的支撑，采用高带宽低延时的总线网络技术，兼容

D/>-^d�-ϭϱϱϯ�、�Z/E��ϰϮϵ、�&�y、�Z/E��ϴϭϴ、ZĂƉŝĚ� /K等多种总线通信的自动化测试，广泛应用于航空机载

电子系统、飞机综合航电系统中 

sĞƌŝ^ƚĂŶĚ 

技术指标 

支持总线类型：D/>-^d�-ϭϱϱϯ�、�Z/E��ϰϮϵ、�&�y、�Z/E��
ϴϭϴ以及ZĂƉŝĚ�/K等多种航电总线协议 

功能模块：提供板卡自检、协议配置、协议解析、故障注

入、数据管理和分析、自动报表等功能组件 

系统兼容性：兼容E/�sĞƌŝ^ƚĂŶĚ��ƵƐƚŽŵ��ĞǀŝĐĞ，提供多总线

�ƵƐƚŽŵ��ĞǀŝĐĞ组件 
系统特性：测试流程自定义、测试数据可视化 

操作系统：支持tŝŶĚŽǁƐ、>ŝŶƵǆ、E/�ZĞĂů�dŝŵĞ实时操作系统 支持驱动：>Ăďs/�t、>Ăďs/�t�Zd驱动 

相关产品 

综合航电测试系统在sĞƌŝ^ƚĂŶĚ软件平台

上进行航电总线模块、数字/ͬK模块以及

波形发生器等模块的配置、调用，生成

相应的总线或者功能仿真信号进行测

试。 

● 流程自定义，快速实现功能扩展 

● 测试数据可视化 

● 兼容D�d>��等模型软件 

● 提供故障注入、数据管理和协议分析

等功能 

/�ϭϬϬϬ 
Wy/Ğ加固 

便携系统 

/�ϮϵϬϭ 
D/>-^d�-ϭϱϱϯ�
总线模块 

/�ϮϵϬϮ 
�Z/E�ϰϮϵ
总线模块 



自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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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 

弦丰®实时频谱分析软件（Zd^�） 

立思方的弦丰®实时频谱分析软件，配合立思方的Wy/Ğ� 'Wh协处理模块，可以

赋予E/� s^d、s^�和h^ZW超高带宽和多通道的实时分析能力，能够实现实时查

看、捕获并分析瞬变、复杂的射频信号的功能。同时，该平台也提供宽带信

号流盘回放选件，可以实现高达ϭ',ǌ带宽信号的连续高速流盘和回放。 

自研产品 

立思方具备完善的测试测量和射频/微波产品类产品研发能力。立思方的标准化模块和平台产品，提供超宽带变

频模块、射频接收机模块、Wy/Ğ便携式机箱、Wy/Ğ-'Wh协处理器，以及弦丰®软件平台，为用户提供符合行业标准

并具竞争力的系列产品。 

Wy/Ğ加固便携机箱 

立思方Wy/Ğ加固便携机箱系列产品为各种复杂测试环境的测试测量需求打

造，具有低成本、高性价比以及高性能的多种选择，提供丰富的功能和选

件，支持不同的使用环境和应用领域，支持Wy/Ğ、Wy/和�W�/模块，能够兼顾

性能、功能和成本需求，是构建便携测试测量系统的最佳选择。 

Wy/Ğ模块 

/�Ϯϭ系列Wy/Ğ� 'Wh协处理器和/�Ϯϵ系列Wy/Ğ航电板卡基于Wy/� �ǆƉƌĞƐƐ总线规

范，提供多种性能和功耗的选择，能够良好的支持E/最新的Wy/Ğ� 'ĞŶϯпϴ机

箱，且能够向下兼容前一代产品。配合立思方Wy/Ğ加固便携机箱，可轻松搭

建外场便携式高性能测试和仿真系统。 



自研产品 - 弦丰®实时频谱分析系统（RTSA） 

dĞů͗�ϬϮϴ-ϴϱϰϯϮϱϲϲ��ͮ��ǁǁǁ͘ŝŶƚĞůůŝĐƵďĞ͘ƚĞĐŚ��ͮ��ϭϲ 

弦丰®实时频谱分析系统（Zd^�） 

立思方的弦丰®实时频谱分析软件，配合立思方的

Wy/Ğ� 'Wh协处理模块，可以赋予E/� s^d、s^�和h^ZW

超高带宽和多通道的实时分析能力，可以实时查

看、捕获并分析瞬变、复杂的射频信号。同时，该

平台也提供宽带信号流盘回放选件，可以实现高达

ϭ',ǌ�带宽信号的连续高速流盘和回放。 

关键特性 

● 高达ϭ',ǌ的实时分析带宽和高至ϰϰ',ǌ的频率范围 

● 以ϭϬϬй截获概率（WK/）侦测到持续时间短至ϯϬϲ͘ϰŶƐ的瞬变信号 

● 提供频率模板触发（&Dd）技术来识别和记录瞬时或间歇性信号 

● 高集成度的便携测试平台，通过模块化硬件和软件实现功能扩展，支持系统二次开发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由选件确定，最高可达ϰϰ',ǌ FFT速率：ϵ͕ϳϲϱ͕ϲϮϱ次/秒 

实时分析带宽：ϴϬͬϮϬϬͬϰϬϬͬϳϲϱD,ǌͬϭ',ǌ（可扩展至ϭ͘ϰ',ǌ）  存储容量：ϰd�，可扩展至Ϯϰd� 

ϭϬϬйWK/最短信号持续时间：ϯϬϲ͘ϰŶƐ /Y持续读写速率：ϱ'�ͬƐ 

可视化模式：时域图、频谱图、余晖图、瀑布图、时间功率

图 

窗口类型：布莱克曼-哈里斯窗、高斯窗、平顶窗、矩形

窗、汉宁窗、海明窗、凯泽贝塞尔窗   

产品描述 

应用案例 

tŝ&ŝ信号监测 

无需解调，可以直观观察到这个信

号的动态变化。 

雷达信号监测 

扫频模式下的宽带信号分析，能够

实时监测信号动态变化，捕获到大

无线电频谱监测  

单频点信号监测、分析与识别，并

实时记录。 



自研产品 - Wy/Ğ加固便携机箱 

ϭϳ��ͮ��dĞů͗�ϬϮϴ-ϴϱϰϯϮϱϲϲ��ͮ��ǁǁǁ͘ŝŶƚĞůůŝĐƵďĞ͘ƚĞĐŚ 

PXIe加固便携机箱 

立思方Wy/Ğ加固便携机箱系列产品为各种复杂测试环境的测试

测量需求提供了低成本、可靠便携及高性能的选择，提供丰

富的功能和选件，支持不同的使用环境和应用领域。便携机

箱支持Wy/Ğ、Wy/和�W�/模块，能够兼顾性能、功能和成本需

求，是构建便携测试测量系统的最佳选择。 

关键特性 

● Wy/Ğ加固便携机箱坚固耐用，机箱重量不足ϵŬŐ，提供高亮度显示屏选件和宽温选件 

● Wy/Ğ加固便携机箱内置高性能Wy/Ğ背板，最高支持Ϯϰ'�ͬƐ系统带宽和ϴ'�ͬƐ外设插槽带宽，同时具有功率高达

ϯϬϬt的电源和强冷却能力，保证高性能测试系统的稳定运行 

● 立思方提供完全自主可控的便携式Wy/Ğ测试测量系统搭建选项，为政府和国防行业用户提供安全可信的完整硬 

件和软件解决方案 

产品描述 

应用案例 

构建便携式实时频谱分析系

统 

多通道高密度的便携式测控系

统 

构建高机动性的外场测试系统 

技术指标 



自研产品 - Wy/Ğ�'Wh协处理器模块 

dĞů͗�ϬϮϴ-ϴϱϰϯϮϱϲϲ��ͮ��ǁǁǁ͘ŝŶƚĞůůŝĐƵďĞ͘ƚĞĐŚ��ͮ��ϭϴ 

Wy/Ğ�'Wh协处理器模块 

关键特性 

● 搭载高性能Es/�/��'Wh 

● 提供从高性价比到高性能的不同算力选择 

● 支持�h��、KƉĞŶ�>、KƉĞŶ'>、sƵůŬĂŶ、�ŝƌĞĐƚy，以及专业应用软件与计算函数库。 

● 开发语言：>Ăďs/�t、�ͬ�нн、�η、WǇƚŚŽŶ、D�d>��等 

技术指标 

产品描述 

立思方的/�Ϯϭ系列Wy/Ğ� 'Wh协处理器模块基于Wy/� �ǆ-�

ƉƌĞƐƐ总线规范，提供多种不同性能和功耗的选择，为

Wy/Ğ系统增加并行计算能力，能够良好支持E/最新的

Wy/Ğ� 'ĞŶϯ� пϴ机箱，且能够向下兼容前一代的产品。配

合立思方Wy/Ğ加固便携机箱，可轻松搭建外场便携式高

性能测试和仿真系统。 

应用案例 

雷达半实物仿真系统 基于Wy/Ğ平台的高性能异构计算

系统 

构建便携式高性能测试和仿真系

统 



E/产品 

ϭϵ��ͮ��dĞů͗�ϬϮϴ-ϴϱϰϯϮϱϲϲ��ͮ��ǁǁǁ͘ŝŶƚĞůůŝĐƵďĞ͘ƚĞĐŚ 

NI产品 

E/（EĂƟŽŶĂů� /ŶƐƚƌƵŵĞŶƚƐ）公司是“虚拟仪器”的创造者和

技术引领者，具有丰富的自动化测试和测量产品。立思

方是E/公司在中国西部区域技术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

联盟合作伙伴，在成都、西安、重庆等地设有销售和技

术支持网络，为超过ϱϬϬ家客户提供网络化、一体化的

产品销售和系统集成服务。 

W����Y 

基于W�的测量和控制系统提供

了电气和物理测量功能，可让

工程师以可自定义、准确且经

济实惠的方式进行台式测量。 

多功能//K设备 

�ŽŵƉĂĐƚ��Y机箱 

集成信号调理的//K模块 

软件 

产品系列 

�ŽŵƉĂĐƚ��Y 

�ŽŵƉĂĐƚ��Y系统为工程师提供

了可定制的解决方案，适用于

在台式或分布式架构中进行电

气和物理测量。  

�ŽŵƉĂĐƚ��Y�机箱 

�ŽŵƉĂĐƚ��Y控制器 

ϲϬ多个�系列/ͬK模块  

软件 

�ŽŵƉĂĐƚZ/K 

�ŽŵƉĂĐƚZ/K系统提供了实时处

理功能和针对特定传感器的调

理I/O，适用于独立式数据记录

以及工业监测和控制应用。   

�ŽŵƉĂĐƚZ/K�机箱 

�ŽŵƉĂĐƚZ/K�控制器 

ϳϬ多个�系列/ͬK模块  

软件 

Wy/ 
PXI提供了开放的高性能验证和

生产测试方法，还具有可扩展

性，可满足您所有仪器的软硬

件定时、同步和吞吐量要求。  

PXI机箱 

Wy/控制器 

ϲϬϬ多个Wy/系列模块 

软件 

特色产品 

矢量信号收发仪 

矢量信号收/发仪结合软件无线电架构的灵

活性和RF仪器的高性能，包含矢量信号发

生器、矢量信号分析仪和可编程FPGA。 
 

● 覆盖65MHz至31.3GHz频段 

● 可扩展至37GHz至44GH频段 

● 提供高达1GHz瞬时带宽 

h^ZW软件无线电设备 

将基于主机的处理器、FPGA和RF前端集为

一体，适用 于多输入多输出（D/DK）和

>d��ͬ�tŝ&ŝ测试台、信号情报和雷达系统。 
 

● 覆盖10MHz至6GHz频段 

● 提供高达160MHz的瞬时带宽 
 

 

/&收发仪/数字化仪 

将A/D转换器技术与FPGA结合，以满足应用

的实时信号处理和高性能模拟输入需求；同

时轻松扩展多输入多输出(MIMO)系统。 
 

● 4通道1GS/s采样率下16bit的模拟输入

分辨率 

● 提供高达6GHz的直接射频采集 

● 生成高达3GHz的输出信号 

 

针对射频快速原型验证和生产测试，提供了各种软件定义的无线电设备、发生器、分析仪、收发仪、RF开关、网络分析仪、功

率传感器等产品。 

PXI-5841 

PXI-5645 

PXI-5830 

PXI-5831 

PXI-5785 

PXI-5764 PXI-5774 PXI-5775 

PXI-5763 

USRP-2930 

USRP-2955 USRP-2942 

USRP-2952 



Z/'K>产品 

 dĞů͗�ϬϮϴ-ϴϱϰϯϮϱϲϲ��ͮ��ǁǁǁ͘ŝŶƚĞůůŝĐƵďĞ͘ƚĞĐŚ��ͮ��ϮϬ 

普源精电（Z/'K>）是国际领先的仪器解决方案提供商，

自ϭϵϵϴ年成立以来，专注于测试测量领域的前沿技术。

Z/'K>推出的一系列测试测量产品，尤其是拥有自主芯片

技术的示波器类产品，具备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和极高

的性能指标。立思方根据客户应用的具体需求，提供

Z/'K>全系列产品的销售和集成服务。 

Z/'K>产品 

产品系列 

数字示波器 

Z/'K>作为国际知名的数字示波

器厂家，取得了国内多个行业

第一。采用自主研发数字示波

器 专 用 芯 片，带 来 最 高 具 备

ϮϬ'^ĂͬƐ采样率，ϰ',ǌ实时带宽

的高性能示波器。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采用先进的��^数字频率合成技

术，产 生 高 质 量 的 标 准 函 数 信

号；提供了丰富的模拟以及数字

调制功能，可产生复杂的任意波

形。最高输出频率高达5',ǌ，最

高采样速率高达ϭϮ'^ĂͬƐ。 

频谱分析仪 

国内第一款全功能实时频谱分

析 仪，搭 载hůƚƌĂ� ZĞĂů专 利 技

术。产品覆盖不同频率范围，

最高可达ϳ͘ϱ',ǌ，达到国际同

类产品先进水平。 

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高性能的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

拥有强大的定时输出功能，低纹

波和噪声，全面的过压、过流、

过温保护功能，快速瞬态响应以

及多种标准配置接口，满足台式

及系统集成的多种测试需求 

特色产品 

�'ϳϬϬϬϬ 
DG70000系列是业内领先的高性能任意

波形发生器，为用户提供更清晰、更纯

净的信号。 

�^ϳϬϬϬϬ 
�^ϳϬϬϬϬ是Z/'K>自主研发的第七代数

字示波器，发挥了自主设计的“凤凰座”

示波器专用芯片组的卓越性能。 

D�yϳϬϬϬϬ 
时域工作站D�yϳϬϬϬϬ系列是以数据采

集分析系统和任意信号合成为基础的软

件可定义测量仪器。搭载Z/'K>自主知

识产权的“凤凰座”芯片组。 

12 GSa/s 采样率 5 GHz 带宽 

4 通道 16 bit 垂直分辨率 

4 Gpts 任意波长度 

20 GSa/s 采样率

5 GHz 带宽 4 通道 

2 GPts 存储深度 

ϭϬϬϬŬ�ǁĨŵƐͬƐ�刷新率 

DS70000 MSO8000 

DS8000-R MSO5000 

DS1000Z-E 

DP800 

DP700 

DG70000 DG5000 

DG4000 DG1000Z 

DG800 

RSA5000 RSA3000 

RSA3000E DSA800/E 

DSA700 

RX: 20 GSa/s 采样率 

TX: 12 GSa/s 采样率 

RX: 5 GHz 带宽 TX: 5 GHz 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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