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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频谱分析仪（RTSA） 
随着数字射频、软件无线电（SDR）、认知无线电技术的
发展，各种通信网络、雷达系统和复杂电磁环境演变出更
多捷变、宽带和复杂的特性，需要通过实时频谱分析和无
缝捕获技术来探测和分析关键信号特征。同时，在无线电
频谱监测、干扰查找分析、宽带无线通信验证、复杂电磁
环境效应评估等应用中，测量设备除需具备实时频谱分析
技术外，还需要有宽带实时流盘与回放特性才能满足用户
的验证需求。此外，对于前沿的研究课题，用户还需要系
统具有二次开发的能力，以应对未知的技术需求。 

 

应用需求 

 实时频谱分析 – 随着 RF 信号变得更加复杂、捷变，需要实时频谱和无间隙的测量技术来满足测试需求。
其设备需要拥有更高的实时分析带宽、无间隙的频谱记录、灵活的触发模式，应对当前复杂电磁环境的
研究需求。 

 实时流盘回放 – 在无线电频谱监测、干扰查找分析、宽带无线通信验证、复杂电磁环境效应评估等应用
中，通常需要长时间连续记录与回放宽带射频信号，以便将现场的信号和电磁环境完整带回实验室进行
复现，从而可以进行更加细致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解决技术问题。 

 二次开发扩展 – 通用测试仪器提供了常见的测量与分析能力，但现代无线电系统演进速度已经越来越快，
固定功能的测试仪器无法满足所有测试和仿真需求。用户需要设备具有可扩展能力和功能可自定义能力，
以方便增加功能模块和定制测量分析能力来应对未知的技术需求。 
 

解决方案 

 高达 1GHz 的实时频谱分析带宽，提供灵活的触发模式和 100%截获概率下侦测持续时间短至 306.4ns 的
瞬变信号的能力。有助于在频谱监测和管理中探测到间歇性干扰信号或大带宽信号遮蔽下的弱小、窄带
信号，为无线电领域的各种信号探测和测量需求提供了独特可行的解决方案。 

 支持 IQ 采样速率高达 1.25GS/s 的实时流盘和回放功能，与宽带实时频谱分析功能配合，适合记录和分
析瞬态和捷变信号，用于无线电设备的研发验证和现场试验。 

 基于 PXIe 的软件定义仪器提供了良好的功能扩展和升级能力，可灵活的配置机箱、I/O 模块和协处理器，
应对不同的测试场景和分析需求。通过模块化硬件扩展和系统软件二次开发，从而实现自定义的测试、
测量和分析功能。 

系统优势 

• 提供高达 1GHz 的实时分析带宽，支持
全带宽信号的实时流盘和回放。 

• 能够以 100%的截获概率侦测到持续时
间短至 306.4ns 的信号。 

• 实时频率模板触发，可以识别和记录
瞬态或间歇性信号。 

• 高集成度的便携测试平台，通过模块
化硬件实现功能扩展，支持系统二次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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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 
PXIe 机箱 硬件模块弦丰® 软件套件

系统控制器

磁盘阵列

RF收发器

协处理器

 

  图 1 系统硬件结构 

关键特性/指标 

频域视图基
本特性 

频率范围 由选件确定，最高可达 44GHz 

实时分析带宽 
80MHz，200MHz，400MHz，765MHz，1GHz（可扩展至
1.4GHz） 

100% POI 最短信号持续时间 306.4 ns（1.25GS/s IQ 速率，256 点 FFT，50%重叠） 

可视化模式 
时域图、频谱图、密度频谱图（余晖图）、瀑布图、时间
功率图 

支持的检波器 最大峰值、最小峰值、采样、平均值 

迹线 6（实时、平均值、最大、最小、最大保持、最小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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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T 速率 9,765,625 次/秒（1.25GS/s IQ 速率,256 点 FFT,50%重叠） 

RBW（1GHz 瞬时带宽，窗口长度分别为
25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默
认窗口是凯泽贝塞尔窗） 

9.772MHz / 4.886MHz / 2.443MHz / 1.221MHz / 0.611MHz / 
0.305MHz / 0.153MHz 

有效频点 820（1024 点 FFT） 

最短采集时间 6.7ms（1.25GS/s IQ 速率） 

游标数 1 

密度频谱图
显示 

概率范围 0~100% 

调色板 冷色、暖色、灰度等级，可调 

瀑布图显示 
显示时间 最大 60 秒 

被颜色覆盖的动态范围 175dB，默认值 

时间功率图
显示 

支持的检波器 最大峰值、最小峰值、采样、平均值 

游标数 1 

最长可视时间 1.7s（1.25GS/s IQ 速率，2048M 采样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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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可视时间 6.7ms（1.25GS/s IQ 速率，8M 采样点数） 

频率模板触
发（FMT） 

触发视图 频谱图 

参考迹线 6（实时、平均值、最大、最小、最大保持、最小保持） 

触发方式 高于参考值/低于参考值 

触发分辨率 0.17 dB（参考电平 0dBm） 

实时流盘回
放 

存储容量 4TB，可扩展至 24TB 

IQ 持续读写速率 5GB/s 

流盘时间 无限制，可根据 RAID 容量大小决定 

回放速度 1x，1/2x，1/4x，1/8x，1/16x，1/32x 

数据存储模式 TDMS 

典型配置 

 桌面 RTSA 系统 桌面 RTSA 和信号回放系统 便携 RTSA 和信号回放系统 

机箱 PXIe-1092（VCXO） PXIe-1092（OCXO） IC1018 

控制器 
PXIe-8861 

（至强 4 核 8 线程，主频 2.8GHz；16GB 内存；2TB 硬盘，3.5GB/s 读取速度，3.3GB/s 写入速度） 

前端 
PXIe-5668 

（80MHz 瞬时带宽，20Hz-14GHz
接收频率） 

PXIe-5644 
（80MHz 瞬时带宽，65MHz-

6GHz 收发频率范围） 

PXIe-5644 
（80MHz 瞬时带宽，65MHz-

6GHz 收发频率范围） 

软件 
弦丰 TM SDR 平台软件 

弦丰 TM 80MHz RTSA 模块 
（80MHz RTSA 及实时流盘（75min）） 

选件 

系统频率范围和带宽选件 
26.5GHz 频率范围选件 
200MHz 瞬时带宽选件 
200MHz 瞬时带宽+26.5GHz 频率范
围选件 
400MHz 瞬时带宽选件 
400MHz 瞬时带宽+26.5GHz 频率范
围选件 
765MHz 瞬时带宽选件 
765MHz 瞬时带宽+26.5GHz 频率范
围选件 
系统性能选件 
18 槽系统扩展能力选件 
高性能控制器选件： 
至强 8 核 16 线程，2.3GHz 主频，
24GB 内存 
高性能控制器选件： 
至强 8 核 16 线程，3.9GHz 主频，
32GB 内存 
高速流盘选件 
高速流盘选件（4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8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12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24TB，5GB/s） 
GPS 定位和定时选件 
GPS 定位和定时选件 

系统频率范围和带宽选件 
200MHz 瞬时带宽选件 
1GHz 瞬时带宽选件 
1GHz 瞬时带宽+5~12GHz 频率范
围选件 
1GHz 瞬时带宽+5~21GHz 频率范
围选件 
1GHz 瞬时带宽+9kHz~18GHz 频率
范围选件 
系统性能选件 
18 槽系统扩展能力选件 
高性能控制器选件： 
至强 8 核 16 线程，2.3GHz 主
频，24GB 内存 
高性能控制器选件： 
至强 8 核 16 线程，3.9GHz 主
频，32GB 内存 
高速流盘回放选件 
高速流盘选件（4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8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12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24TB，5GB/s） 

系统频率范围和带宽选件 
200MHz 瞬时带宽选件 
1GHz 瞬时带宽选件 
1GHz 瞬时带宽+5~12GHz 频率范
围选件 
1GHz 瞬时带宽+5~21GHz 频率范
围选件 
1GHz 瞬时带宽+9kHz ~18GHz 频
率范围选件 
系统性能选件 
便携式扩展机箱选件 
高性能控制器选件： 
至强 8 核 16 线程，2.3GHz 主
频，24GB 内存 
高性能控制器选件： 
至强 8 核 16 线程，2.0GHz 主
频，32GB 内存 
高速流盘回放选件 
高速流盘选件（4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8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12TB，5GB/s） 
高速流盘选件（24TB，5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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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量与分析 

通用频谱测量 
RTSA 能够完全利用所采集的时域采样点，实现无缝的频谱测量及触发，可广泛应用通信、卫星、无线电和
雷达领域，提供完整的测量与分析。 

RTSA 具备 5 种可视化分析界面，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实时和离线可视化视图，通过单一系统可以应对多种射
频测试挑战。 

 

 
图 2 完整的单频信号分析，用密度频谱图来进行无间隙的频谱显示 

雷达信号监测 
复杂电磁环境下，雷达信号监测需要宽带的信号采集和处理能力、高截获概率和快速准确的分析能力。无
论实验室还是外场测试环境，RTSA 能够帮助您查看、捕获和分析难以捕捉的 RF 信号。 

RTSA 利用高达 1GHz 的实时频谱分析带宽、灵活的频率模板触发以及 100%截获概率下侦测时间短至 306.4 
ns 的瞬变信号能力，帮助您查看更多捷变信号的细节。 

 

     
 

 

 
 

 

 

图 3 频率模板触发（FMT），灵活设置触发事件 
（可以选择自动绘图或者根据频谱中独特事件模式

的发生情况触发测量） 

图 4 扫频模式下的宽带信号分析 
（能够实时捕获大信号遮蔽下的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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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频谱监测 
随着我国无线电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无线电技术对工作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复杂，监测难度越来逐渐增大，
必须具有更高的性能、更宽的带宽和更快的响应速度，同时适应不断增加的新需求并能够长期运行。 

RTSA 提供高至 44GHz 频率范围和 1GHz 的实时分析带宽，支持捕获和分析宽带复杂信号特征。同时高度集
成的模块化设计和软件无线电设计理念，能够适应不断增加的新需求。 

 

 
 

加速宽带通信领域的发展 
在当前复杂且拥挤的信号环境下，使得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频谱容量压力。RTSA 有助于检测和分析关心的
信号，采用实时频谱分析技术，通过数字余晖可以识别出在不同时间相同频率在较强信号遮蔽下的弱小信
号，帮您轻松地查找、测量瞬变或者小信号。 

 

 
 

图 5 单频点信号监测 

图 6 对 WIFI 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无需解调，可以直观观察到这个信号的动态变化） 

立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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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汇集了测控、微波、雷达、通信、对抗领域的多位行
业专家，以技术和创新为立足之本，根植于西部地区，
面向全国测试、验证和仿真市场，为超过 500 家企事业
单位提供一流的产品服务和行业解决方案。 

联系 
电话或者邮件联系了解更多立思方提供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为您的测试测量和仿真应用提供
支持和帮助。 
 
028-85432566 
info@intellicube.tech 咨询报价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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