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N9000A CXA
X 系列信號分析儀
配置指南
本 CXA 信號分析儀配置指南可以協助您在購買新型 CXA 或升
級現有 CXA 時，決定要加購哪些效能選項、量測應用軟體、
配件與服務。
You Can Upgrade!

Options can be added
after initial purchase.

配置您的安捷倫 CXA 信號分析儀
本指南提供詳細的逐步說明，協助
您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配置 CXA 信號
分析儀。步驟中列為標準配備的功
能，是指儀器免費隨附的功能。您可
以自訂儀器的效能、外觀與服務套
件，以配合您的需求。在購買 CXA 信
號分析儀時加購所需的功能，可將
整體成本降到最低。
有關 CXA 詳細的規格，請參考 CXA
信號分析儀規格指南（文件編號
N9000-90016）。如需簡單的規格摘
要，請參考 CXA 信號分析儀規格資
料（文件編號 5990-4327EN）。

CXA 快速配置
如果您不需要特殊的功能，例如量測應用軟體或較大的頻寬 ，
那麼預先配置的 CXA 信號分析儀應該很適合您。這些快速配置由
安捷倫經銷商所供應，可提供您優異的價值與最快的交貨速度。
有關 Agilent N9000AEP 的詳細資訊，請至下列網站查詢：

www.agilent.com/find/express_cxa

步驟 1. 選擇最高頻率範圍（必要選項；頻率範圍無法升級）
說明

選項編號

頻率範圍，9 kHz 至 3.0 GHz

N9000A-503

頻率範圍，9 kHz 至 7.5 GHz

N9000A-507

詳細資訊

步驟 2. 加入前置放大器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前置放大器可以改善雜訊底線，以利偵測低位準信號；
+20 dB：100 kHz 至 7.5 GHz

前置放大器，100 kHz 至 3.0 GHz

N9000A-P03

與 N9000A-503 和 N9000A-507 相容

前置放大器，100 kHz 至 7.5 GHz

N9000A-P07

與 N9000A-507 相容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頻率參考

標準配備

老化率：±1 x 10-6/ 年

精確頻率參考

N9000A-PFR

可降低頻率漂移誤差，以獲得更準確的量測結果；
老化率：±1 x 10-7/ 年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電子衰減器

標準

以 10 dB 為步進單位，範圍從 0 dB 到 50 dB

高解析度步進衰減器

N9000A-FSA

可以 2 dB 為步進單位，適用於電子衰減器的整個 50 dB 範圍

步驟 3. 選擇頻率參考

步驟 4. 選擇衰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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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選擇分析頻寬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10 MHz 分析頻寬

標準配備

適用於大多數的 2G 與 3G 量測應用

25 MHz 分析頻寬

N9000A-B25

將分析（解調）頻寬從 10 MHz 擴增為 25 MHz（射頻與基頻）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追蹤信號產生器，9 kHz 至 3.0 GHz

N9000A-T03

與 N9000A-503 和 N9000A-507 相容

追蹤信號產生器，9 kHz 至 6.0 GHz

N9000A-T06

與 N9000A-507 相容

步驟 6. 加入追蹤信號產生器

步驟 7. 加購選購配備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增強顯示套件

N9000A-EDP

包含光譜圖、軌跡縮放及範圍掃描功能

基本的 EMI 先期認證測試

N9000A-EMC

使用符合 CISPR 16-1-1 標準的偵測器與頻寬來執行 EMI 先期認證量測；也可以在
標記上調諧與監聽，及進行量測

外部信號源控制

N9000A-ESC

控制安捷倫 MXG 射頻信號源（N5181A/N5182A）1，以進行純量激發 / 響應量測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額外的抽取式固態硬碟

N9000A-SSD

除了儀器原已安裝的硬碟之外，再提供一組全像抽取式固態硬碟

步驟 8. 加入資料儲存裝置

1. MXG 需加購選項 UNZ（快速切換），除非所有的掃描點都低於 3 GHz，且使用 BNC 接線將點觸發法設為外部觸發。
現有的 MXG，可以選擇客戶自行安裝升級（N5181AK/N5182AK-UNZ）服務。

3

配置您的安捷倫 CXA 信號分析儀
步驟 9. 選擇量測應用軟體
附註：訂購編號的最後兩個英文字母代表軟體的授權類型，FP 代表固定永久授權，CXA 僅提供固定永久授權。

說明

固定授權

詳細資訊

W9073A-1FP

標準的 W-CDMA 單鍵量測

W9073A-2FP

加入 HSPA 量測；需有 1FP

W9073A-3FP

加入 HSPA+ 量測；需有 1FP 和 2FP

W9071A-2FP

標準的 GSM/EDGE 單鍵量測

W9071A-3FP

加入 EDGE 演進版（EGPRS2）量測；需有 2FP

W9079A-1FP

標準的 TD-SCDMA 單鍵量測

W9079A-2FP

加入 HSPA/8PSK 量測，需有 1FP

cdma2000 /cdmaOne

W9072A-2FP

標準的 cdma2000 和 cdmaOne 單鍵量測

1xEV-DO

W9076A-1FP

標準的 1xEV-DO Rel 0，Rev A 和 Rev B 單鍵量測

802.16 OFDMA

W9075A-2FP

標準的行動 WiMAX ™單鍵量測

Bluetooth ®

W9081A-2FP

標準的 Bluetooth v2.1+ EDR 與低能量（LE）單鍵量測

CMMB

W6158A-2FP

標準的 CMMB 單鍵量測

數位有線電視

W6152A-2FP

標準的 DVB-C（J.83 Annex A/C）單鍵量測

行動通訊
W-CDMA/HSPA/HSPA+

GSM/EDGE/EDGE 演進版
TD-SCDMA/HSPA
®

無線連接

數位視訊

W6152A-3FP

標準的 J.83 Annex B 單鍵量測

DTMB (CTTB)

W6156A-2FP

標準的 DTMB（CTTB）單鍵量測

DVB-T/H with T2

W6153A-2FP

標準的 DVB-T/H 單鍵量測

W6153A-3FP

加入 DVB-T2 量測，需有 2FP

ISDB-T

W6155A-2FP

標準的 ISDB-T、ISDB-TB 和 ISDB-TSB 單鍵量測

ISDB-Tmm

W6155A-3FP

加入 ISDB-Tmm 量測，需有 2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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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 選擇量測應用軟體（續）
說明

固定授權

詳細資訊

頻譜分析儀量測應用軟體

標準配備

除了傳統的頻譜分析功能，還提供許多更新且更強大的功能；符合工業規格的
功率量測

類比解調量測應用軟體

W9063A-2FP

可利用量測參數、調諧與監聽，以及 AF 頻譜，進行 AM/FM/PM 解調的單鍵量測功
能

相位雜訊量測應用軟體

W9068A-2FP

可在頻域（對數圖）與時域（標定頻率）中量測相位雜訊的單鍵量測功能

雜訊指數量測應用軟體

W9069A-1FP
( 需使用前置放
大器 )

雜訊指數、增益和相關參數的單鍵量測；需使用前置放大器，以符合規格要求；
可搭配 Agilent N400xA 系列智慧型雜訊源和 Agilent 346 系列雜訊源使用

VXA 向量信號與 WLAN 調變分析

W9064A-1FP

向量信號分析；高解析度的 FFT 頻譜與時域量測、時閘、AM/FM/PM 解調、
統計量測

W9064A-2FP

加入彈性的數位調變分析，2-16FSK、2-8PSK、16-1024QAM 及超過 15 種其他格式的
通用數位調變分析；需有 1FP

通用

W9064A-3FP

加入 IEEE 802.11 a/b/g/j/p WLAN 調變分析；需有 1FP

EMC 量測應用軟體

W6141A-2FP

傳導與輻射放射性的先期認證量測

MATLAB 軟體

N6171A-M01

基礎信號分析套裝軟體；加入 MATLAB 軟體環境及儀器控制工具箱（無法升級）

N6171A-M02

標準信號分析套裝軟體；包含基礎信號分析套裝軟體，並加入通訊工具箱與信號
處理工具箱（無法升級）

N6171A-M03

進階信號分析套裝軟體；包含標準信號分析套裝軟體，並加入濾波器設計工具箱、
射頻工具箱與系統測試軟體（無法升級）

N9051A-2FP

可自動執行脈衝量測；結合信號分析與振幅 vs 時間量測功能

N9051A-3FP

加入相位與頻率量測；需有 2FP

N9051A-4FP

加入延伸分析與統計功能；需有 2FP

89601B

領先業界的量測軟體，可在研發時用來執行信號評估與除錯；此 PC 軟體支援 30
多種量測平台，以及 70 多種信號標準與調變類型，包括 MIMO 分析；詳細資訊，
請造訪 www.agilent.com/find/89600B

脈衝量測應用軟體

89600B 向量信號分析 ( VSA )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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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0. 選擇實體儀器配置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桌上型配置

標準配備

提供 2 條側邊提帶，4 個後端立腳和 4 個底座立腳，以及一個立架；
另外還提供一個面板保護蓋

可攜式配置

N9000A-PRC

提供方便的轉動式提把，以及機箱邊緣的橡膠保護墊；如需在惡劣的野外 / 現
場環境下執行測試，可考慮加購此配置

CXA 信號分析儀的桌上型配置

可攜式配置包含轉動式提把和邊緣橡膠保護墊（面板保護蓋為標準
配備） - N9000A-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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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 選擇配件
說明

選項編號

詳細資訊

USB 介面滑鼠

標準配備

每一台 CXA 信號分析儀都會配備一個 USB 滑鼠，以方便操作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

使用者指南

標準配備

• 英文版
• 所有使用者文件均內含於 CXA 的輔助說明系統中，並附於隨貨
提供的光碟片中
• 使用者文件可自下列網站下載：
www.agilent.com/find/cxa_manuals

上架套件

N9000A-1CM

加入 CXA 上架套件

前方把手

N9000A-1CN

加入 CXA 前方把手

上架套件與把手

N9000A-1CP

加入 CXA 上架套件與把手

上架滑軌套件

N9000A-1CR

加入具防傾斜功能的上架滑軌

配件收納袋

N9000A-BAG

可輕鬆將 N9000A-KB2 鍵盤和 USB 滑鼠放入這個附著式收納袋中，
以方便攜帶使用

USB 介面的 DVD-ROM/CD-R/RW 光碟機

N9000A-DVR

方便操作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

USB 儲存裝置 ( 空白 )

N9000A-EFM

方便操作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

硬殼攜帶箱

N9000A-HTC

堅固耐用的滾輪式攜帶箱，可充分保護儀器並提高儀器的便攜性

美規 65 鍵 USB 鍵盤

N9000A-KB2

輕巧的設計，可輕鬆放入 N9000A-BAG 配件收納袋中

USB 介面鍵盤

N9000A-KYB

方便操作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作業系統
( 附註：無法放入 N9000A-BAG 配件收納袋中 )

最小損耗焊墊，50Ω 至 75Ω
( Type-N 轉 BNC )

N9000A-MLP

•
•
•
•

步驟 12. 選擇入門指南
說明

選項編號

入門指南韓文版

N9000A-AB1

入門指南簡體中文版

N9000A-AB2

入門指南德文版

N9000A-ABD

入門指南法文版

N9000A-ABF

入門指南日文版

N9000A-ABJ

入門指南俄文版

N9000A-AKT

有關配件的詳細資訊，請瀏覽：www.agilent.com/find/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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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Ω Type-N 公接頭轉 75Ω BNC 母接頭轉接器
頻率範圍：9 MHz 至 2 GHz
輸入 / 輸出回返損耗 20 dB 和 11 dB
注入損耗：5.7 dB

配置您的安捷倫 CXA 信號分析儀
步驟 13. 增加校驗、技術訓練、支援與升級服務
說明

選項編號

含測試資料的商業校驗證書

N9000A-UK6

符合 ISO 17025 標準的校驗服務

詳細資訊
購買儀器時才會提供校驗證書；只提供量測結果

1

由工廠提供符合 ISO 17025A 標準的校驗

1

由工廠提供符合 ANSI Z540 標準的校驗

N9000A-1A7

符合 ANSI Z540 標準的校驗服務

N9000A-A6J

校驗服務：安捷倫三年期支援服務
預付方案

R-50C-011-3

安捷倫會根據儀器的原始規格進行測試，如發現有參數
偏離規格，將自動進行調整；調整前後的量測資料報告
會一併附上

服務：遠端支援生產力協助

PS-S10-100

提供以小時計費的電話技術支援，透過方便的電話與線上
交談，協助您認識並操作儀器

服務：一日的起始協助

PS-S20-01

提供可讓您有效操作儀器的技術訓練（建議選購）

服務：生產力協助

PS-S20-100

針對使用儀器與待測裝置，提供以日計費的儀器與應用
諮詢

服務：客製化工程服務

PS-X10-100

特定應用之技術協助

1. 此為安捷倫工廠所提供之符合標準的校驗服務。如需專業認證（A2LA、UKAS、DKD 和 NVLAP 等），請就近洽詢當地的安捷倫服務中心。
另外還有其他校驗服務可供選擇；如需校驗服務的更詳細資訊，請上網查詢：www.agilent.com/find/calibration
有關技術訓練與應用支援服務的詳細資訊，請瀏覽：www.agilent.com/find/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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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升級

You Can Upgrade!

Options can be added
www.agilent.com/find/CXA_upgrades
after initial purchase.

升級現有的 CXA 信號分析儀
透過授權碼升級的方式，快速取得不需要額外硬體的效能選項：
1.
2.
3.
4.

向安捷倫訂購升級服務，並要求安捷倫透過 email 寄出升級憑證及軟體一次性升級授權。
依照憑證上的指示，從網站購買憑證。
在 CXA 中安裝授權檔和最新的軟體。
開始使用新功能 1, 2。

有關安裝與測試資訊，請瀏覽：www.agilent.com/find/CXA_upgrades

說明

升級編號

需求
(CXA 必須已包含下列項目 )

詳細資訊

將分析頻寬從 10 MHz 提高為 25 MHz

N9000AK-B25

無

增加前置放大器，3 GHz

N9000AK-P03

無

增加前置放大器，7 GHz

N9000AK-P07

無

增加高解析度步進衰減器

N9000AK-FSA

無

升級到精確頻率參考

N9000AK-PFR

無

只適用於序號大於 MY/SG/US
51080000 的儀器

升級到精確頻率參考

N9000AK-HL5

無

需要硬體和授權碼；只適用於序號小
於 MY/SG/US 51080000 的儀器

增加追蹤信號產生器，3 GHz

N9000AK-T03

無

需要硬體和授權碼

增加追蹤信號產生器，6 GHz

N9000AK-T06

無

需要硬體和授權碼

增加基本的 EMI 先期認證測試功能

N9000AK-EMC

無

增加外部信號源控制功能

N9000AK-ESC

分析儀本身並不需要

增加強化顯示套件

N9000AK-EDP

無

升級到單核心、高效能處理器與
抽取式固態硬碟

N9000AK-PC3

無

額外的抽取式固態硬碟

N9000AK-SSD

序號小於 MY/SG/US 49370546 的
儀器必須已安裝 N9000AK-PC3，
才能多加一組抽取式固態硬碟

不適用於選項 503

增加控制安捷倫 MXG 射頻信號源
（N5181A/N5182A）3 的功能，以便進
行純量激發 / 響應量測
增加單核心、高效能 CPU 可提高執
行速度，而抽取式固態硬碟可達到
保護資料的目的；只適用於序號小於
MY/SG/US 49370546 的儀器

1. 與這些選項有關的硬體會在製造時進行充分的調整，而選項的效能也會依保證規格加以驗證。在分析儀初次校驗日期的一年內，此選項會進行完整的校驗，
但不做進一步的調整或驗證測試。
2. 如果分析儀在買進的第一年內，已經在維修或校驗過程中進行過調整，或如果分析儀已經購買超過一年的時間，則必須執行額外的調整與效能驗證測試，以
確保一些新安裝的選項可以正常運作。但完成這些測試，並不保證分析儀完全符合保證的規格。
3. MXG 需加購選項 UNZ（快速切換），除非所有的掃描點都低於 3 GHz，而且使用 BNC 接線將點觸發法設為外部觸發。即使掃描點低於 3 GHz 並使用外部觸發，
仍建議為 MXG 加購選項 UNZ，以達到最快的追蹤速度。現有的 MXG，可以選擇客戶自行安裝升級（N5181AK/N5182AK-UNZ）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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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升級
說明

升級編號

需求
(CXA 必須已包含下列項目 )

詳細資訊

可攜式配置

N9000AK-PRC

無

不適用於選項 1CM、1CP、1CN
和 1CR

面板保護蓋

N9000AK-CVR

無

USB 介面的 DVD-ROM/CD-R/RW 光碟機

N9000AK-DVR

無

USB 儲存裝置 ( 空白 )

N9000AK-EFM

無

硬殼攜帶箱

N9000AK-HTC

無

USB 介面鍵盤

N9000AK-KYB

無

方便操作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作
業系統（附註：無法放入 N9000AKBAG 配件收納袋中）

美規 65 鍵 USB 鍵盤

N9000AK-KB2

無

輕巧的設計，方便放入 N9000ABAG 配件收納袋中

USB 介面滑鼠

N9000AK-MSE

USB 儲存裝置，內含 CXA 儀器軟體

N9000AK-SWM

配件收納袋

N9000AK-BAG

最小損耗焊墊，50Ω 至 75Ω
( Type-N 轉 BNC )

N9000AK-MLP

上架套件

N9000AK-1CM

不適用於選項 PRC、1CP 和 1CN

前方把手套件

N9000AK-1CN

不適用於選項 PRC、1CP 和 1CM

上架與把手套件

N9000AK-1CP

不適用於選項 PRC、1CM 和 1CN

上架滑軌套件

N9000AK-1CR

不適用於選項 PRC

可輕鬆將 N9000AK-KB2 鍵盤和 USB
滑鼠放入這個附著式收納袋中，
以方便攜帶使用

如需更詳細的資訊，請造訪：www.agilent.com/find/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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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gilent.com.tw

www.agilent.com.tw/find/cxa

myAgilent
myAgilent

www.agilent.com/find/myagilent
透過個人化頁面查看與您息息相關的資訊
www.axiestandard.org
AdvancedTCA®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and Test (AXIe) 是基於
AdvancedTCA 標準的開放標準，將 AdvancedTCA 標準延伸到通用
測試和半導體測試領域。安捷倫科技是 LXI 聯盟的創始會員。

有關安捷倫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
及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
站或來電洽詢
聯絡窗口查詢：
www.agilent.com.tw/find/contactus
台灣安捷倫網站：
www.agilent.com.tw

www.lxistandard.org
LXI 是繼 GPIB 之後推出的區域網路 (LAN) 標準，可提供更快速、
更有效率的網路連結方式。安捷倫科技是 LXI 聯盟的創始會員。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pxisa.org

104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 號 7 樓
電話：(02) 8772-5888

PCI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PXI) 模組化儀器提供堅固耐用的
PC 式高效能量測儀器與自動化系統。

三年保固
www.agilent.com/find/ThreeYearWarranty
除了享有卓越產品規格外，還可獲得與眾不同的產品擁有
體驗。安捷倫是全球所有量測儀器廠商中，唯一保證所有儀器
皆享 3 年保固的廠商。

安捷倫保修保證計劃
www.Agilent.com/find/AssurancePlans
安捷倫提供五年經濟實惠的保修保證，確保儀器的運作達到
規格要求 , 你可持續信賴儀器的量測準確度。
www.agilent.com/quality

免費客服專線：0800-047-866

324 桃園縣平鎮市高雙路 20 號
電話：(03) 492-9666
802 高雄市四維三路 6 號 25 樓之 1
電話：(07) 535-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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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倫電子量測事業群
DEKRA Certified ISO 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

安捷倫銷售夥伴
www.agilent.com/find/channelpartners
兩全其美：安捷倫專業的量測技術品質與齊備的產品，
搭配安捷倫銷售夥伴的服務與價格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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