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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VSA）和测量应用软件（EMI）是基于RSA系

列实时频谱分析仪产品的升级选件，无需您的设备返厂升级，

购买选件后，您可以自行轻松激活该功能！

矢量信号分析应用软件（VSA）是RIGOL针对矢量信号测

量推出的全新解决方案，可以应用在无线通信、教育科研、信

号分析等诸多领域，可以通过时域，频域及调制域等多个维度

对矢量信号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和测量。EMI测量应用软件

可以在产品进行正式EMI认证前进行符合CISPR标准的预兼容

测试及诊断评测。

面向无线通信的解调与质量分析
相比于市场上常见的矢量信号分析工具，RIGOL借助于

RSA系列平台的实时频谱分析能力，针对强突发、高瞬变的无

线通信信号的解调独具优势！

爆炸式增长的数据流量、

海量的接入用户以及不断涌现

的各种应用场景促使无线通信

技术的高速发展，其数字调制

方式、扩/调频技术应用更加广

泛，其大带宽、强突发性和高

瞬变性等特点，给无线通信测

试带来更大挑战！RIGOL矢

量信号分析应用软件（VSA）

不仅可以进行无线通信及无线

连接数字信号的解调与质量分

析，可以通过时域，频域及调制域等多个维度对矢量信号进行

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和测量，更为重要的是，RIGOL的矢量信号

分析应用软件具备无缝实时谱分析及频率掩码触发捕获分析能

力，用户可通过这种特殊能力，对复杂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强突

发、高瞬变性的矢量信号进行捕获及分析！

助力您科研与教育的基本数字解调
丰富的分析结果呈现方式，如时域包络、星座图、眼图、

矢量图、频谱图、误码率、码流等，您可以多维度对解调结果

进行分析，快速定位数字调制信号链上可能出现的各种调制质

量问题，从而加快开发过程！

您可以根据待分析矢量信号的特征，进行解调格式，滤

波器及码率等参数设置。矢量信号分析应用软件（VSA）将

会对待分析矢量信号进行解调处理，同时会提供多种测量迹线

结果，如时域包络、频谱、星座图、眼图、矢量图等等，您可

以通过这些测量结果快速定位数字调制信号链上可能出现的各

种调制质量问题，从而加快开发过程。矢量信号分析应用软件

（VSA）还提供多种标准预置、调制质量概要结果及BER测试

功能，可用于快速测定调制信号的指标性能 。

符合CISPR标准的EMI预兼容测试
RIGOL EMI测量应用软件可完整的实现您所期望的各种符

合CISPR标准的预兼容测试！EMI测试应用软件同时支持三个

检波器进行工作，并支持一键式测量，可大大加速您的测试，

节省您的宝贵时间！

EMI测量应用软件除了传统的CISPR  QP检波器外，增加

了对符合CISPR标准的新型检波器CISPR Average 及CISPR 

RMS-Average的支持，能更有效的应对如数字无线通信系统

等各种数字骚扰信号的

测量测试要求，加上内

置的符合CISPR标准

的带宽、频段预置及多

种标准的限制线，EMI

测量应用软件可完整的

实现用户所期望的各种

符合CISPR标准的预

兼容测试。除了对CISPR标准的支持之外，EMI测量应用软件

内置于频谱分析设备中，同时支持三个检波器进行工作，并支

持一键式测量，加上RSA系列实时频谱分析仪所具备的触摸操

作，可大大改善用户的预兼容测试测量速度。

为您提供极具性价比的最优选择
在当前的市场上，同时具备实时频谱测量、矢量信号分析

应用及EMI测量应用的频谱仪产品并不多，而且都价格昂贵，

使您的测量成本居高不下。RIGOL推出的基于RSA系列实时频

谱分析仪的矢量信号分析应用及EMI 测量应用软件，是满足您

测试需求及成本期望的极佳选择。

目前这两款分析软件可以运行于RIGOL RSA5000系列实

时频谱仪上，EMI测量应用软件还可运行于RIGOL RSA3000

系列实时频谱仪上，均已包含在最新的固件版本中，您的仪器

无需返厂，购买后激活即可使用，您可以通过在线升级获得最

新固件。 

3月1日 ，泰克科技2019

实验室开放日在北京举行，同

时3—5月份也即将在北京、

上海、深圳三地举办多场实

验室开放日活动，专门针对

高速串行总线设计与测试工

程师，举办一系列包含：主

题移动/消费电子/服务器及电

脑高速信号USB 3.1/3.2测

量、服务器及电脑高速信号测

量（PCIE 4.0/5.0）、移动及消费电子显示接口高速信号测量

（HDMI/DisplayPort）帮助高速串行信号工程师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

下一代数字接口标准不断推陈出新，高速信号测量不

断提出新的挑战，USB3.1/3.2、PCIE 4.0/5.0、HDMI/

DisplayPort等高速标准都需要高带宽高精度的仪器进行测试

测量。

泰克实验室开放日是工

程师的技术派对，聚焦热点应

用，解决实测难题。让工程师

们走进泰克实验室了解最新标

准技术与测试方法，手把手进

行实测演示，从理论基础到深

入动手实测在内的各种现场培

训、测试演示和实地测量，协

助工程师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和方法，攻克下一代设计难

题。

移动终端、服务器及电脑高速信号标准的更新，USB 3.1

及3.2的最新动态，对测试测量都提出新的挑战。Type-C作

为一个多功能的精简型智能接口，已经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移动

终端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上。本次开放日活动将着重介绍USB 

2.0/3.1/3.2标准更新以及测试方法，并针对客户在日常工作中

遇到的典型问题进行分析诊断，并剖析其背后原因。

功率指的是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而电源效率取决于

电源的开关电源线路技术，效率越高就代表电源的损耗就越小。

举个例子，一个负载的功率是10W，但由于电源也需要耗电，

这时效率就代表了有多少能量提供给负载使用，80%效率就表示

10/0.8=12.5W，其中2.5W就是电源的损耗，由此可以看出，

效率确实是越高越好。APM交流电源在220Vac/50HZ输入，

230Vac/50HZ满载输出情况下，效率能达到86%。相比于市

场上其他的产品（最高效率仅能达到70%-80%），APM电源

在效率方面拥有明显优势。传统电源采用三级电路（PFC+隔离

DC-DC转换+逆变），而APM的交流电源对电路进行简化，将

隔离DC-DC转换整合进PFC，形成了两级电路，因此效率得到

了保证。高效率，对用户而言，能够节约能源，长久下来能够节

省电费。

功率因数
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指的是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的余弦，其取决于电源的PFC技术。在电源中，有部分电流在

电路循环但不传输电能，因此使视在功率与实际功率不对等，于

是就引出了功率因数。APM交流电源在220Vac满载的情况下，

功率因数能达到0.98，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0.9-0.97）相比

较有优势。在空载情况下，功率因数略微下降，但依然遥遥领先

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标准0.7，随着电压和频率的升高，功率因数

也随之上升，有巨大优势。若功率因数越低，则电流中的谐波含

量越高，对电网产生污染，破坏电网的平衡度，无功损耗增加。

APM交流电源的功率因数之所以能达到这么高，采用主动式

PFC设计，对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进行补偿，从而达到较高的功

率因数。有了高功率因数，就能够节约供电设备容量和减少线路

的损耗，提高电网利用率，也保证了电源的寿命。

输入电压
APM交流电源能在190-265Vac电压下启动，能够在市

电220V电压下稳定运行，同时在此范围内的电压波动也不会

影响APM电源的稳定性。另外500W/1000W甚至能在90-

265Vac电压下启动，相比于GW（100/200Vac±10%，

1 1 5 / 2 3 0 V a c ± 1 5 % ） ， i t e c h （ 2 2 0 V a c ± 1 0 % ，

110Vac±10%）的输入电压范围，涵盖范围更大。在输出方

面，输出电压为300V，档位均为150V/300V/AUTO档，用户能

够因不同输出条件而选择合适的档位，而在输出电流方面，无论

是500W/1000W/1500W，所能达到的输出电流都是市场上其

他产品所不能比拟的，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宽广的测量范围。

输出频率
APM交流电源为用户提供了两种选择，能输出1000HZ的

高级版和1200HZ的专业版，不但可以满足一般商业工业的低频

需求，还可以应用于航天航空和军事等高频使用，拥有极其广泛

的范围，而市面上的其他产品最高值普遍只能达到500HZ，远远

小于APM高级版的1000HZ。

圣地亚哥时间2月28日，AMETEK程控电源部 - 直流

和交流程控电源及测试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厂商，发布了

Asterion系列交直流电源的两个新型号，Asterion4503和

Asterion6003。 

Asterion4503可提供4500VA或4500W功率输出，

Asterion6003可提供6000VA或6000W功率输出。这两个型

号均为4U的机架高度，具有单相输出和三相输出功能。

延用了1U/2U高度的低功率的Asterio系列交直流电源的设

计，Asterion4503和Asterion6003也具有出众的智能操控，

出色的性能和灵活的模块化配置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其成

为当今最具有适应性和高性价比的电源产品。

Asterion电源突破性表现的核心在于AMETEK独创的强大

的iX2电流倍增技术。使用此项技术，Asterion电源的输出电压

下降到额定电压一半时，输出电流可增加到额定电流的两倍。

这保证了Asterion电源可在极宽的电压范围内实现满功率输

出。因此，X2电流倍增技术可帮助客户节约成本，在需要不同

电压等级的测试应用中，如执行低压线路测试，客户可无需购

买多个电源或过功率电源来完成测试。

Asterion电源的性能指标优异。Asterion电源提供极宽

的交流和直流电压输出量程，交流电压量程可达400VAC， 

直流电压量程可达500VDC，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为

±0.025%和±0.015%，这些指标使其比市场上大多数交流电

源的输出更精准。

Asterion电源另一独特的优势体现在可通过自动并联和时

钟/锁定功能来实现更高的输出功率或实现多相系统的配置。用

户可以并联六台设备实现最高36kVA的功率输出，系统中一台

设备作为主机，其余的作为从机；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分

相、三相、甚至更多相的系统。

用户可以前期只购买少量的电源,后期再添加电源来满足

高功率或多相位的要求。这种根据需求来实现系统扩展的特

性，有助于保护初始投资的价值，推迟额外的资本支出直到确

实需要。

此外，Asterion电源具有极高的易用性, AMETEK专门为

此平台开发了全新的用户界面。直观独特的触摸屏界面允许用

户快速便捷地设置电源以完成测试。另外Asterion电源提供完

整的航空电子设备测试选件以及16-5000Hz的频率输出选件。

强大的功能和性能使得Asterion电源同时适用于实验室和

自动测试系统。在ATE系统中使用时，用户可以预订无前面板

的版本，这样可以大大节约资金。

Asterion电源标配LXI LAN,USB和RS232接口，可选配

GPIB接口。直观的“虚拟面板”图形化控制软件保证了与电

脑进行交互操作的便捷性，内置的驱动程序便于集成到ATE系

统中。

胜利仪器推出VICTOR85X

系列是一款智能型的无需转换档位

的数字仪表。它可以测量如交直流

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电容、

蜂鸣器、二极管、温度。替代了传

统用转动旋钮来转换测量档位的麻

烦，一键操作简洁，方便。

产品外形

技术指标

操作指引
长按此键“SELECT/POWER”开机后默认“- - - ”自动

识别状态，在实际生活运用中，我们不清楚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

电压的情况下，我们用传统的万用表只能先把旋钮拨到直流电压

量程或者交流电压量程分别去测量才知道。此仪表可以自动识别

被测的是直流电压或者交流电压或者电阻。当被测线路阻值小于

50Ω时，内置蜂鸣器发声。使用省时省心，操作简洁，方便。如

下图所示

按一下选择键可单独选择DCV

量程或者ACV量程档来测量直流电压

或者交流电压。也可以按此键选择蜂

鸣器测量功能.如左图所示

二极管测量
开 机 后 ， 短 按 此 键 选 择

“SELECT/POWER”二极管测量

模式。如左图所示

交直流电流mA测量（自动识别）
开机后，显示屏默认“- - - ”将红表笔插到mA端子，此时

LCD屏显示“DC00.00mA”，黑表笔插到COM端子。将仪表串

联接入被测回路中。仪表会自动识别是交流电流还是直流电流。

如上图所示

交直流电流10A测量（自动识别）如图所示

开机后，显示屏默认“- - - ”.将红表笔插到10A端子，此

时LCD屏显示“DC0.000A”,黑表笔插到COM端子。将仪表串

联接入被测回路中。仪表会自动识别是交流电流还是直流电流。

注意：10A测量不能超过10秒

温度测量 (仅VICTOR85B)
开机后，按选择键

“SELECT/POWER”

选择温度量程，再按一

下此键转换成华氏度测

量。如左图所示

连接K型热电偶到

仪表的VΩ端子和COM

端子，连接时注意极性

将测试端放置在被测物体的表面或者里面。温度值将显示出

来。

注意：

1）温度探头插入仪表测试端子后，温度自动显示。

2）温度探头未连接仪表测试端子时，将显示环境温度。

电容测量 (仅VICTOR85B)
开机后，按选择键

“SELECT/POWER”

选择电容量程

将红表笔插到VΩ

端子，黑表笔插到COM

端子。

连接测试表笔到所

测试电容的两端，并确

认极性是否正确(红表笔的极性为正)。如上图所示

NCV测量
长按住“NCV”不放，LCD屏上将显示“EF”,将仪表头部

去接触电缆线或者插座，当电缆线或者插座里有交流信号流过，

仪表会判断信号的强弱发出不同的蜂鸣响声。

保护功能
除了电流档不允许输入市电外，其它量程有市电保护功能，

即使在测量二极管或者通断，电容，温度量程中不小心输入了市

电电压，仪表会自动判断后马上跳转到交流电压量程，从而有效

地保护了仪表。

简易识别零火线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判断市电插座哪根是火线，哪根是

零线，手里又没有专用的测电笔。现在用简易的方法帮你识别

零火线。用VICTOR85A或者VICTOR85B开机后，按选择键

“SELECT/POWER”选择交流电压（ACV）量程,用红表笔插

入仪表的VΩ端子，用红表笔的另一端分别插入带有市电的插座的

两个插口，记住插两个插口时仪表显示值，显示值进行比较电压

大的一个插口就是火线。电压小的那个插口是零线。

RIGOL RSA 系列再升级 助力产品加速创新

2019 泰克实验室开放日  为工程师解决实测难题

APM 低功耗交流电源也能拥有高效率

AMETEK 程控电源部发布
4U 高 4.5kVA/6kVA 交直流电源新产品

胜利仪器首款智能型（傻瓜式）数字万用表问世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精度

VICTOR85A VICTOR85B
直流电压 4V/40V/400V ±(0.5%+7字)

600V ±(1.0%+6字)
交流电压 4V/40V/400V ±(0.8%+10字)

600V ±(1.0%+10字)
电阻 400Ω/4kΩ/40k

Ω/400kΩ
±(1.0%+5字)

40MΩ ±(1.2%+10字)
直流电流 40mA ±(0.8%+10字）

400mA ±(1.2%+5字)
10A ±(2.0%+10字)

交流电流 40mA ±(1.2%+5字)
400mA ±(1.8%+5字)

10A ±(3.0%+10字)
电容 4nF/40nF/400n

F/4uF/40uF/40
0uF/20mF

无此功能 ±(5.0%+10字)

温度测量 -20℃～1000℃ 无此功能 <400℃±(1.0%+
5字)

≥400℃±(1.5%+
15字)

-4℉～1832℉ 无此功能 <752℉±(1.0%+
5字)

≥752℉±(1.5%+
15字)

特殊功能
最大显示 3999（3 3/4位）
背光BL 有

保持HOLD 有
二极管测量 有
通断测量 有
NCV测量 有
交流频响 40Hz～1KHz 真有效值测量
自动关机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