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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实时去嵌且波形捕获率提升近千倍的最高端示波器
罗德与施瓦茨发布了全新R&S RTP系列高性能示波器，目
前提供4GHz、6GHz和8GHz型号。
RTP系列的新优势：
实时去嵌和更强的触发：RTP
系列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提供传输路
径损耗实时补偿（实时去嵌）功能
的示波器。这一优势使RTP系列示
波器即使在激活信号修正的情况下
仍能实现高速采集。借助于其独特
的数字触发架构，RTP系列示波器可以对补偿后的信号进行精
确触发。
RTP直接在模数转换器后采用灵活的滤波器结构，提升了
传统示波器的去嵌功能。可以确保实时波形校正。借助实时去
嵌，RTP可以维持近1百万波形/秒的最大捕获率。用户能够快
速完成偶发性信号故障搜索和眼图分析等调试任务。
借助实时去嵌，用户第一次可以针对校正信号进行触发，
并对真实设备特性进行调试。独特的数字触发系统使用模数转
换器和实时去嵌滤波器处理之后的采样点进行触发判定。由于
接入路径的失真影响已被消除，因此可以针对真正的设备信号
进行触发。
超快的波形捕获率：RTP系列完美兼顾高信号保真度和高
波形捕获率的测试要求。在标准采集模式下，RTP可以实现高
达每秒近百万次的波形采集和测量，比同类的其他示波器快近
1000倍。这一特性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发现偶发异常。
不仅如此，RTP系列示波器还为其丰富的分析功能提供硬
件加速，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节省大量的测试时间。模板测试、
统计直方图分析和频域分析等都可高速实现，从而快速获得高
置信度的测试分析结果。
体积和重量大幅减小：尽管具备丰富的测试功能，RTP系
列示波器比传统同类产品减少了35%的体积和25%的重量，是
市场上最小、最轻的高性能示波器。
超静音：借助于特殊的冷却设计和静音风扇，RTP系列示
波器提供给用户极其安静的操作体验，不会给实验室环境带来
噪音干扰。

中档模拟和矢量信号源
罗德与施瓦茨推出两款紧
凑的中档信号源：模拟信号源
R&S SMB100B和矢量信号源
R&S SMBV100B。它们在很小的
体积内实现了多功能和高性能。
SMB100B和SMBV100B提供优
异的信号质量、超高的输出功
率，为中档信号源树立了新的标
杆。SMB100B有3种频率配置，分别为8kHz至1GHz、3GHz
和6GHz，SMBV100B有2种频率配置，分别为8kHz至3GHz和
6GHz，它们都特别适合射频半导体研发、通信、以及军工和
航空航天等应用。

宽带双平衡混频器
MACOM的宽带双平衡混频器MAMX系列涵盖8到43 GHz
和18到46 GHz的频率范围，提供低转换损耗、高线性度和宽
中频带宽，非常适合下一代测试和测量、微波无线电和雷达应
用。双平衡电路配置提供出色的端口隔离性能，同时内部50欧
姆匹配可简化应用。此外，1B级(500V-1000V)静电放电额定值
可确保高等级耐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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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Hz宽带射频收发器

ADI最近发布了ADRV9009/9008射频收发器。ADRV9009
是单芯片TDD解决方案，具有共享
输入的双通道发射器、双通道接收
器和观测接收器；ADRV9008是双芯
片FDD解决方案，其中ADRV9008-1
是双通道接收器，ADRV9008-2是双
通道发射器和观测接收器。它们都
非常适用于蜂窝基站、应急和关键通信设备、雷达、无人机、
机器人、仪器仪表等。
ADRV9009/9008的新优势包括：
★ 当前业界最宽的带宽：200MHz的接收器带宽和
450MHz的发射器和观测接收器带宽两倍于前代器件AD9371，
支持更高数据速率并提高网络容量。
★ 高集成度：可取代多达20个器件。
★ 更小的尺寸、重量与功耗：典型功耗4.6W，降低了
50%，尺寸减小了60%。
★ 业界首款支持现有全部蜂窝标准的RF收发器：可在
75MHz至6GHz范围内调谐，支持2G/3G/4G/5G服务，因此蜂
窝设备制造商可以采用单一紧凑型无线电设计来满足所有频段
和功率要求。产品设计时间最多可缩短一半，多频段、多标准
通信设备的部署和维护也得以简化。
★ 通过片内处理本振(LO)同步来简化数字波束赋形设
计，无需外部LO：大幅降低大规模MIMO和相控阵雷达的系
统复杂性和成本。
★ 快速跳频：前代9371是几百毫秒，9009/9008在100毫
秒以内。可减少系统停机时间，改善频谱效率和链接安全性。

超宽带HandFlex互连电缆
Mini-Circuits的086-KM+系列HandFlex™互连电缆非常适
用于从DC到40GHz的各种电缆组件的互连。两端2.92mm公头
连接器非常适合使用2.92mm、3.5mm和SMA连接器的组件进
行安全互连。6mm的最小弯曲半径
使这些电缆非常适合安装在狭窄的
地方，并且可手工成型的电缆结构
可以将电缆轻松弯曲到几乎任何形
状，不需要半刚性电缆组件中经常
需要的特殊弯曲工具。

MMIC定向耦合器

Mini-Circuits的EDC21-24+是一款MMIC定向耦合器，耦
合比为21dB，工作频率范围为4至20GHz。 该型号在其整个频
率范围内提供±2 dB的耦
合平坦度、0.7 dB主线损
耗、18 dB典型回波损耗和
19 dB的方向性。该耦合器可以处理高达+15 dBm的RF输入功
率（最长5分钟），采用小巧的4x4mm QFN封装。

功率检测器
MACOM的MADT-011000功率检测器适用于微波无线电、
测试和测量设备以及雷达系统应用。工作频率为5到44GHz，
支持30dB的高动态范围（-15到+15dBm），具有业内领先的宽
输入带宽和器件性能，可协助实现最佳的功率控制。内部匹配
的单端MADT-011000通过4.5V电源供电，消耗70µA电流。配
套检测器和基准二极管在差分操作中提供温度补偿。MADT011000将以3毫米16引脚QFN封装和裸片形式提供，同时采用
ESD保护结构，确保检测器的可靠性和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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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GHz射频下变频器

SignalCore的SC5318A是一款C至K波段宽带单级下变频
器，可将6 GHz至26.5 GHz的频率转换为50 MHz至3 GHz。本
地振荡器（LO）频率范围为6至26.5 GHz，LO输入范围为6至
14 GHz。内部倍频器将LO
输入范围倍增至26.5 GHz。
该模块还具有内部26.5 GHz
合成LO、RF前置放大器和
可变增益控制，使其成为
紧凑型独立下变频器模块。通过选择外部LO信号，SC5318A
可配置用于SISO应用，或配对在一起用于MIMO应用，如地
基卫星通信、点对点无线电和测试仪器系统。SC5318A可与
SignalCore的SC5308A组合，形成宽带100 kHz至26.5 GHz的下
变频器。这些高性能转换器模块结构紧凑，坚固耐用，可轻松
集成到大型系统中。

Ka频段全向天线

SAGE Millimeter的SAO-2734030810-KF-S1是一款全波段
WR-28全向天线，工作频率介于26.5
和40 GHz之间。这种垂直极化天线提
供360度方位角覆盖，7.5 dBi典型增益
和±1 dB标称增益平坦度。该天线在
垂直方向上具有45度的半功率波束宽
度。天线的RF端口配有K（F）同轴连
接器。SAO-2734030810-28-S1提供带
有WR-28波导接口的版本。

F波段X9频率扩展器

SAGE Millimeter的STE-SF908-00-S1是一款F波段X9频率
扩展器，输入频率范围为10至15.56 GHz，功率为+5 dBm，通
过谐波产生和滤波，可产生-3
dBm的90至140 GHz射频信号。
扩展器被设计和制造为台式仪
器，可扩展低频合成器或扫频
器，而不会丧失所有功能和特
性。扩展器还具有可调节支
腿，便于进行测试设置。

宽带高速SPDT开关
MACOM推出高性能射频开关组合中的最新产品MASW
系列。基于砷化镓的SPDT MASW经过优化，具有同类最佳的
高速开关功能和宽带频率覆盖范围，适用于卫星通信、5G无
线、测试和测量、电子战和微波无线电应用。MASW-011105
涵盖17.7到31GHz的频率范围，具有1.6dB的低插入损耗、
30dB的高隔离度和12ns的开关速度，采用无铅3毫米14引脚
QFN表面贴装塑料封装。MASW-011107非反射开关以裸片形
式提供，涵盖DC到26.5GHz的频率范围，在工作频率为20GHz
时，具有1.3dB的低插入损耗和46dB的高隔离度。

Wi-Fi柔性天线

Molex的Wi-Fi柔性天线206994系列经设计可快速简便地集
成到无线设备中，同时使实施成本保持
在最低水平。206994系列侧向馈送式电
缆柔性天线可以为包括空间受限应用在
内、要求极其严格的Wi-Fi应用实现高性
能的射频传输功能。206994系列结构高
度紧凑，尺寸仅为15.0毫米x6.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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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适合当今空间上的限制。该型天线还具有极高的射频性
能，其辐射效率大于70%，回波损耗则小于-10dB，可理想用
于要求增益值不小于3.6dBi的空间受限应用。

柔性时延匹配电缆线对
Pasternack推出三款用于差分信号、比特误码率测试及眼
图等10-28Gbps高速数字测试的时延匹配电缆。三款新产品具
有1皮秒延迟匹配性能和超高柔性。
这些电缆具有1.4:1的优异电压驻波比
性能，100%经时延差匹配测试，并且
包含用于保持配对的极性指示器和箍
带。其他特征包括：工作频率为DC40GHz；2个通道，标称阻抗50欧姆；
采用微孔PTFE电缆绝缘层，三重屏蔽
外导体，2.92mm公头连接器及适于指握的连接螺帽。

宽带射频信号分析仪新增IQFlow功能
泰克为其RSA7100A宽带信号分析解决方案增加了
IQFlow™功能。该功能提供了进行实时数字信号处理所需的速
度和灵活性，并支持雷达和电子战系统的环路测试中的硬件。
通过RSA7100A实时分析及实时监测记录事件功能，可以保证
系统工程师从耗时的测试场景中获得所需的数据。凭借新的流
式传送API和支持包含40GbE和LVDS的接口，信号分析仪提供
了下一代设计所需的高性能和便利性。RSA7100A是市场上带
宽最宽的流式传送实时频谱分析仪。DPX频谱/三维频谱图实
时频谱显示，可以在高达800MHz的频宽中以100%检测概率检
测最长419ns的信号。分析仪的16kHz-26.5GHz频率范围满足了
各种分析需求。

80-110GHz带宽实时示波器

是德科技的Infiniium UXR系列实时示波器是唯一支持太
比特研究的实时示波器，具有高达110 GHz的实时带宽、业界
领先的采样率（256GSa/s）和信
号完整性（最低本底噪声和抖
动）。Infiniium UXR提供：10
位分辨率ADC和业界领先的信
号完整性使客户能够在对复杂的
调制标准的表征过程中体验卓越
的有效位数（ENOB）；四个全
带宽通道可在使用双偏振相干调制时减少同步误差；完全自我
校准确保持续的测量精度，同时无需停用设备。

高性能电动波导开关
英联微波的电动波导开关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
实现了3大突破和领先：1、推出双脊波导
开关；2、实现H面高性能切换；3、端口隔
离度可达80dB以上。按结构形式分E面波导
开关和H面波导开关；波导类型有矩形波导
和双脊波导，标准矩形波导开关从BJ32到
BJ900，频率覆盖2.60-110GHz。全波导带宽
内的驻波最大值1.15，插损最大值0.3dB。
波导开关的外形尺寸、法兰、材料、表面处
理和电气指标要求均可以按用户要求定制。
其它特色：具有位置指示功能；开关速度为
100ms；控制及电源接口采用国际通用的航空6芯插座接口；
符合严苛的军用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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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5GHz前端模块
Qorvo的高效率5GHz前端模块（FEM）QPF4528已成为新
型商用草拟版802.11ax载波网关的重要组成部分。QPF4528集
成在高通IPQ807x系列802.11ax芯片组中。相比之前部署的载
波网关，集成IPQ807x的新网关，在带宽密集型应用中提供高
达四倍的无线网络吞吐量和更出色的性能。与前几代FEM相
比，QPF4528在不增加功耗的情况下能传输更高的线性功率。
在多用户多路输入多路输出（MU-MIMO）环境下设计Wi-Fi
设备时，该器件减少了具挑战性的热问题。FEM的功效还支持
使用以太网供电（PoE）的应用，这对输出功率受到监管的世
界各地都很重要。

应用于汽车平台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大联大控股旗下品佳推出应用于汽车平台的基于恩智浦
（NXP）产品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NXP 15W多线圈发送器参考平台专
为基于NXP MWCT1013AVLH发送
控制器IC与Infineon IPG20N10S4L22A（MOSFET）/ AUIRS2301S
（MOSFET Driver）的汽车无线充电
应用而设计。

四通道14位模数转换器
贸泽电子即日起备货TI的四通道1GSPS ADS54J64模数转
换器。14位ADS54J64 ADC提供
高信噪比、高带宽以及500 MSPS
的最大输出采样率，支持高速
JESD204B串行数据接口，简化了
与处理器的连接，并提供高达10
Gbps的数据传输速率，每个通道上
具有一条信道，适用于电信接收器和微波接收器等各种应用。
ADS54J64 ADC适用于各种设备，包括多载波GSM基站、电信
接收器、雷达和天线阵列、通信测试设备、微波接收器和数字
化仪。

多协议低功耗无线SoC
贸泽电子即日起备货Nordic Semiconductor的nRF52840多
协议片上系统 (SoC)。nRF52840
采用Nordic nRF52系列架构，
并与Nordic的现有nRF52系列、
nRF51系列和nRF24系列产品兼
容，是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单芯片
解决方案之一，可同时支持蓝牙5
和Thread，很快还将支持Zigbee。
nRF52840采用64MHz 32位Arm Cortex-M4F处理器，以及具有
1 MB闪存、256 KB RAM、浮点运算单元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的CPU。此SoC还集成了Arm TrustZone CryptoCell-310
加密加速器，可实现业界最佳的安全性。

高性能中档混合信号示波器
泰克6系列MSO（混合信号示波
器）把中档示波器的性能标杆提升到
8GHz，在全部4条通道上同时实现了
25GSa/s采样率，在同类示波器中创下
了业界第一，满足了设计人员开发更
快速、更复杂的嵌入式系统的需求。
由于在所有通道上实现了25GSa/s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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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率，设计人员可以准确地一次查看最多四个高速信号，比
如可以同时查看和分析一条DDR3时钟通道和三条DDR3数据
通道，与使用一台仪器在不同通道之间共享采样系统的仪器相
比，降低了全面表征设计所用的时间。

250W射频功放晶体管

埃赋隆（Ampleon）适合连续波（CW）射频能量
应用的大功率LDMOS射频晶体
管产品阵容中新增一款产品。
BLC2425M10LS250功率晶体管效率
高达69%，能够在2,400至2,500MHz
频率范围内提供高达250W的输出功
率。据信，对于工作在此频率范围内
的LDMOS器件来说，其高效率为同
类最佳，有助于将冷却需求降至最低，同时还可降低工作的能
源成本。

宽带微波频率合成器
ADI的集成压控振荡器(VCO)的宽带频率合成器ADF5610
在性能和灵活性方面均有突破，适合航
空航天和防务、无线基础设施、微波点
对点链路、电子测试与测量、卫星终端
等多种市场应用。ADF5610新型宽带小
数N分频频率合成器采用单芯片设计，
可在55MHz至15GHz的频率范围内输
出RF信号，并提供行业最低的相位噪
声性能。相比要求采用多个窄带GaAs压控振荡器和锁相环的
替代解决方案，ADF5610的功耗低50%、尺寸更小、架构更简
单，可节省物料成本并缩短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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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四核四通道多功能模数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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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dyne e2v的模数转换器(ADC) EV12AQ600可作为单
通道、双通道或四通道设备使用，还有一种耐辐射款，使其
成为适用于航天应用的首款四通道ADC。用户可设计相关
系统以单独或同步操作
EV12AQ600，采用四通道
每秒采样15亿次、双通道
每秒采样30亿次、单通道
每秒采样60亿次的模式，
且仅需配置一台ADC。因
此，EV12AQ600具有很强的性能和可定制性，适用于超宽频
微波回程系统、数据采集系统，以及测试和测量应用。
K

宽带背腔螺旋天线
英联微波的LX-20180系列背腔螺旋天线满足电子战E到J
波段的频率覆盖范围（2-18GHz），测向精度<10°RMS，配
合小型信号处理设备和两个
双信道宽带数字探测头（安
装在靠近天线位置处），能
够探测脉冲、脉冲多普勒和
连续波雷达辐射（稳定或捷
变）。LX系列背腔螺旋天线
结构紧凑、轻巧，在其整个工作带宽上均具备优越的阻抗匹配
和辐射方向控制性能。它是幅度匹配以及相位、增益跟踪的理
想工具。天线间的性能一致性和频率无关特性使之成为航空器
检测接收系统的理想首选。

Microwave Journal China 微波杂志

Jul/Aug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