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ysight N9040B
UXA X 系列信号分析仪

 ‾ 频率范围: 3 Hz 至 26.5 GHz

 ‾ 无杂散动态范围超过 75 dBc, 覆盖全部 510 MHz 分析带宽

 ‾ 1 GHz 时在 10 kHz 偏置处的相位噪声为 -136 dBc/Hz

 ‾ 高达 510 MHz 的实时频谱分析带宽

 ‾ 简洁的触摸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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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X 系列信号

分析?

技术的前瞻性保护您的投资

除了可升级仪器特性和功能之外，您

还可以利用可升级的处理器、存储

器、连通性等来优化您的投资并延长

仪器的使用寿命，使您的测试仪器始

终保持在最新状态。

测量框架的一致性使您的 
团队能够更快地前进

X 系列仪器备受信赖的信号分析能力

和保持一致的操作习惯，帮助您在全

公司范围内实现整体的测试完整性，

在更短的时间内提升生产效率。

最广泛的应用和软件, 
满足您的测试需求

使用 89600 VSA 软件满足不断变化的

技术要求。89600 VSA 软件提供全面

的解调和矢量信号分析工具，并领先

于行业，持续率先推出针对新兴技术

和标准的测试工具。

时刻就绪、保持同步、与是德科技一

起一路领先。

主要技术指标概述

频率范围

最低: 3 Hz

最高: 8.4、13.6 或 26.5 GHz

利用外部混频可将频率扩展到 1.1 THz

分析带宽

10 MHz (标配)、25、40、255 和 510 MHz

显示平均噪声电平 (DANL)

-171 dBm (2 GHz 时, 启用前置放大器和本底噪声扩展)

三阶互调 (TOI) 失真

+23 dBm @ 2 GHz

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R)

在全部 510 MHz 带宽上 –75 dBc (标称值)

相位噪声

1 GHz 时, -136 dBc/Hz; 10 GHz 时, -126 dBc/Hz (10 kHz 偏置)

幅度精度

±0.19 dB

实时带宽

510 MHz, 频率范围高达 26.5 GHz

截获概率 (POI)

对最短持续时间 3.517 μs 的信号具有 100% 的捕获概率 POI 和完整的幅度精度

www.keysight.com/find/X-Series

N9040B UXA 提供最优的研发故障诊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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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了解您的设计内部发生了什么， 

才能帮助证明它是否真正能够胜任。UXA 

信号分析仪可以提高您的诊断洞察力: 作

为 X 系列信号分析仪的旗舰产品，UXA 采

用是德科技专有的 ADC/DAC 技术，并提

供简洁的触摸屏界面。

通过对难以捕捉的信号和宽带信号进行更

广泛、更深入的分析 (包括已知和未知的

信号)，UXA 能帮助您进一步提升设计的

性能。在工作台上，您可以借助 UXA 的清

晰显示来查看设计的实际性能。

迈上新台阶

UXA 旨在为用户提供最佳的性能，可以

让您轻松表征在雷达、电子战应用领域

中的最难捕捉的信号，譬如快速调频、

宽带和瞬态信号。凭借业内领先的相位

噪声性能和 SFDR 特性，UXA 可使您更清

晰地查看关注的信号，并充满自信地进

行设计表征。

为满足当前及未来的需求，UXA 提供的标

配功能包括外部混频、中频输出、预选器

旁路和低噪声通路。本底噪声扩展 (NFE) 

技术能够精确地测量有可能被噪声掩盖的

低电平信号。

随附的  I/Q 分析功能允许您查看在整个

带宽上的幅度、相位或  I/Q 特性视图。

PowerSuite 提供一键式参数测量，例如三

阶互调 (TOI)、谐波和信道功率等参数。

多点触控显示屏支持用户通过手势进行操作, 例如
双指缩放。

简化测量设置, 开启全新洞察

UXA 采用了用户熟悉的 X 系列菜单结构，

并针对触摸屏界面进行了优化。所有的设

置项都能通过最多两次单击来打开。

UXA 提供多种灵活的测量显示，可在 14.1 英

寸多点触控屏上快速、清晰地显示结果。

另外，增强的显示套件可帮助您对设计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

什么是

"前瞻性" ?

真正具有前瞻性的信号分析仪应具备

高度的灵活性，能够升级并增强所有

主要的子系统: 机械、电子、固化软件

和软件。UXA 的性能升级体现在以

下 4 个方面:

 ‾ 可拆卸的 CPU 主板, 支持 CPU、存

储器和 I/O 升级

 ‾ GPIB、USB 和 LXI/LAN 端口, 可用于

自动测试

 ‾ 基于固化软件的测量应用软件, 可

添加特定的或符合标准的功能

 ‾ 开放式 Windows® 操作系统, 允许您

在分析仪内部运行应用软件

上述功能支持您随需求变化对 UXA 进行

升级，从而更好地保护您的设备投资。

支持升级 !

选件可在

首次购买后添加。

大部分 X 系列选件

均支持许可证密钥升级。

升

级

了解真实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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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UXA，您可使当前及未来的雷达

和电子战  (EW) 系统的性能突破极限。

首先，UXA 具有业内领先的中频质量，

在 510 MHz 的分析带宽上提供超过 75 dBc 的

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R)。其次，它的宽带

带宽工作在 26.5 GHz 的频率范围，可让您

精确测量先进雷达系统中的参数，例如宽

带信号调频线性度。您还能够表征极窄脉

冲信号，量化脉冲深度 80 dB、上升/下降

时间低至 6.0 ns 的脉冲调制信号。

检测难以捕捉的信号

实时频谱分析  ( R T S A )  选件可支持最

高  5 1 0  M H z的带宽。使用  R TS A，您

能够以  1 0 0 %  的  P O I检测持续时间最

短 3.5 ns 的信号，通过 RTSA 步进扫描查找

高达 26.5 GHz 及以上的偶发干扰。

RTSA 结合使用业内领先的 89600 VSA 软

件，能够帮助您透过复杂的信号表象洞

悉问题根源。89600 VSA 可提供全套解

调和矢量信号分析工具。这套工具可以

查看信号的几乎所有方面并优化您最先

进的设计。

诊断设计中的细微问题

借助 UXA 的相位噪声性能 (-136 dBc/Hz，

1 GHz 时，10 kHz 偏置)，您能测量在雷达

和电子战系统中用于探测慢速移动目标的

激励器的杂散性能和相位噪声性能。通过

添加相位噪声测量应用软件 (N9068C)，

对短时间的信号稳定性进行全面分析。

最大限度提升航空航天与国防应用设计的性能

使用 89600 VSA 软件分析脉冲测量结果

密度显示图清晰地显示了同步信号, 包括在线性调频中的两个频谱相同的脉冲信号

UXA 简化了菜单结构, 提供了灵活的测量显示



执行宽带矢量测量

目前，卫星系统需要通过宽带信道对

接收到的数据流进行解调和分析。

UXA 在 510 MHz 的分析带宽上提供极高的动

态范围，以满足这一需求。通过添加 89600 

VSA 软件，UXA 现可支持超过 70 种信号标

准，并提供客制化 I/Q 或 OFDM 信号的解调

功能。

维护数据安全

UXA 提供多种设置选择，可满足最严格的

数据安全要求。例如，可拆卸固态驱动器

允许您将仪器轻松移动到其他的地方。您

还能通过配置 UXA，避免把测量结果或配

置保存到仪器中，或阻止仪器的 Windows

程序启动。

5 | Keysight | N9040B UXA X 系列信号分析仪－资料

分析和解调宽带卫星信号

可移除 SSD 和 SDRAM 卡能够改善安全环境中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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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Advanced 和 802.11ac 等业界领先的

无线标准正在不断演进，始终要求更高带

宽以进行信号分析。凭借高达 510 MHz 的

分析带宽，UXA 可以让您测量 160 MHz 

WLAN 信号的相邻信道功率或测试多载波 

LTE 信号的数字预失真。

最大地提高系统性能

UXA 在 510 MHz 的分析带宽上提供超过

75 dBc 的 SFDR，从而能为最新的多频段

或宽带无线系统设计提供必要的空间。

UXA 利用其出色的相位噪声性能将常见相

位误差和通道间干扰降至最低，帮助您实

现 OFDM 发射机性能的最大化。

透过复杂表象洞悉问题根源

89600 VSA 软件提供同时测量和先进的故

障诊断工具，可以加快无线应用的开发速

度。这些功能帮助您全面地查看时域、频

域和调制域中的信号，获得对设计的更深

层次的了解。

添加 RTSA 功能后，您可用 UXA 识别在整个

分析带宽范围内的间歇信号、干扰源和互

通性问题。频率模板触发 (FMT) 和时间限定

触发 (TQT) 功能可帮助您更深入地分析您的

设计，以便找出特殊信号或信号特性。

实现卓越的通信系统设计

在更高频率上执行测量

UXA 提供外部混频功能，可在高达 1.1 THz

的频率上对发射机测量与分析。它能与各

种支持的混频器自动通信，使仪器设置变

得更加简单。

可选的原子频率参考 (J7203A) 可提供业内

领先的长期频率稳定性，以增强多天线系

统的开发和维护。由此产生的精度和稳定

性可提供高度灵敏的频率读数。

频率模板触发 (FMT) 提供先进的故障诊断功能, 便于您更深入地分析拥挤频谱

复杂信号的捕获、

回放和分析

使用 89600 VSA 软件，您能够捕获和

回放信号，在多个频段和中心频率上

进行详细、连续无间隔的信号分析。

全功能回放中的多项功能可以加快信

号分析，例如回路信号工具、用户定

义的文件分段存储、用于显示信号文

件进程的图形/数字显示。您还能灵

活地应用内置的重叠处理函数，减缓

回放速度，从而能够对捕获到的文件

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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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A 前、后面板

X 系列信号分析这一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结构体系，确

保您的测试设备始终保持在最新状态，并且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每一台分析仪的设计

都以前瞻性为基础原则: 您能够轻松地升级 CPU、存储器、I/O 端口、固态驱动器、测量应

用软件及仪器选件。

14.1 英寸多点触控显示屏支持
手势操作, 操作十分简便

通过多种灵活
的测量显示,
快速、清晰地
查看测量结果

使用标配外部混频功能将频率
范围扩展到 1.1 THz

仪器前面板上
有 3 个 USB
2.0 端口

Mode/Meas (模式/测量) 按键可以简化
测量设置, 使您能清晰地查看
测量结果和显示内容

Help (帮助) —上下
文相关的嵌入式帮
助系统使您能够快
速获得答案

Quick Save 
(快速保存) 
— 用于快速
保存文件

可拆卸的 CPU 支持处理
器、存储器和 I/O 升级

通过 VGA 视频输出接口或 Mini
Display Port 在外部监视器上查
看显示内容

使用标配中频输
出将带宽扩展到
510 MHz 以上

通过 1000Base-T LAN
远程控制 UXA

通过 GPIB 接口发送和
接收 SCPI 命令

2 个 USB 3.0 (Type-A) 端口和 1 个 USB
3.0 (Type-B) 端口, 可用于 UXA 数据的
传输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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