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您的实验室更上一层楼： 

是德科技电子战 
测试和评估解决方案



是德科技
作为全球电子测量领域的前沿企业，我们为被测电子战 (EW) 系统的设计、测试和验证
提供了完整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作为您的商业合作伙伴，我们一直与时俱进，不断打造
和交付具有快速适应能力的电子战解决方案，保障您的成功之路更长、更远。我们将
与您的团队密切合作，确保提升增强的真实感，让您对测试和评估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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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随着电子战威胁环境不断升级，对电子战系统的信心和可靠性验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测试及评估流程的现代化程度和演进能力。当今世界正在面临复杂多样的威胁，这就
要求电子战系统不仅要精确识别和消除雷达威胁，还要能够采取自适应认知对策做出
响应。由于高密度环境的仿真和分析需要用到大量高保真度的复杂发射源，因此电子
战测试和评估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在电磁频谱领域占据主导权是关系到国家防务
的首要事项，它也推动了种种需求，要求电子战测试和评估系统在功能、方法和解决
方案上面做出重大改进。



被测多端口
电子战系统

相位相干 UXG
捷变信号源

自动信号源校准 多信道信号
分析平台

 

图 1.  多端口被测电子战系统 

在大多数时候，电子战测试和评估 (T&E) 都是使用复杂而且昂贵的大型定制系统来执行。这样的定制
系统很难提供给电子战设计工程师进行大范围使用，因此留下了潜在的出错空间，因为工程师不能在 
最逼真的情况下进行测试。为了确保电子战系统在开发、测试和部署过程中保持一致，至关重要的 
一个方面是确定误差产生的时间和位置。借助是德科技的全系列商用现货 (COTS) 构建模块，您可以 
信心十足地进行测试，对研发过程中的数字建模一直到系统集成、飞行测试和完全运行的系统展开 
全面评估。您可以使用单独的测试测量模块或者与我们的团队合作，从而打造并交付卓越的电子战 
测试和评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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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实验室

研发实验室测试

通过仿真被测电子战系统 (SUT) 降低风险
现代电子战系统采用了复杂的体系结构。在构造被测电子战系统 (SUT) 之前进行数字 
建模，可以缩短开发时间、降低开发成本。是德科技的 SystemVue 雷达建模资源库 
可以通过创建系统的数字模型并运行带环境影响的仿真（包括多径反射、干扰、人为
干扰、目标和杂波）来验证和分析电子战系统的处理方式、算法和对策。

分析整个系统，包括动态
飞行路径、多发射源、 
人为干扰和干扰源

对环境、射频硬件、天线
和相控阵影响进行建模

通过仿真方法降低现场 
飞行测试的成本，缩短 
测试时间



SystemVue
测试计划控制

先进的测量

参考接收机

被测系统输出捕获

被测系统配置

提前生成信号

仪器配置

信号发生器 被测系统 信号分析仪/
示波器

是德科技的全系列商用现货测试和测量设备提供可延伸的测试，让您能够在半实物测试期
间轻松地从数字模型过渡到硬件原型设计。您可以从一系列用于信号生成和信号分析的任意
波形发生器和捷变矢量信号发生器中做出选择：比如选择用于信号分析的示波器和数字化仪。
使用 SystemVue 作为控制硬件测试设置的平台。



页 7

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离实际更近一步
为了精确地仿真雷达威胁和目标，我们需要一台捷变信号发生器，该信号发生器能够 
在不同的速率下切换频率，并将振幅稳定在几百纳秒之内。在寻找仿真射频环境的 
解决方案时，请确保产品的内部调制带宽足以覆盖您感兴趣的威胁频率。

Keysight N5194A UXG X 系列捷变矢量适配器， 
50 MHz 至 20 GHz

Keysight N5193A UXG 捷变信号发生器， 
10 MHz 至 40 GHz

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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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UXG 捷变信号发生器能够在保持相位连续或者重复的情况下快速跳频，因此非常 
适合用作信号源，在该信号发生器的 40 GHz 范围内高效仿真复杂的威胁环境。

• 当信号发生器从一个发射频率跳到另一个发射频率时，多个脉冲多普勒雷达 
以不同的频率运行，同时保持原始相位

• 借助独特的天线扫描功能构建具有几千个雷达威胁发射源和每秒几百万脉冲的 
电子战场景

• 使用 UXG 矢量适配器对脉冲进行 IQ 自定义复杂调制，包括在 20 GHz 范围内 
进行线性和非线性线性调频（见图 4）

• 通过按比例增加 UXG 的数量，在高脉冲密度环境中可以增加脉冲密度，并可以 
执行“脉冲对脉冲”仿真或进行多端口到达角 (AoA) 仿真。

• 使用多个 UXG 以及从不同端口（不同 UXG）发出的在时间、相位、幅度或 
全部三个方面均相同的交错脉冲执行 AoA 仿真 1

1 是德科技的定制威胁仿真解决方案包含多源校准 (MSC) 软件。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公司联系。

图 4.  两个 1.5GHz 宽的 LFM 线性调频发射源，距 UXG 信号源 7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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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被测电子战系统
Rx

Tx

对脉冲描述字数据施加用户射频校正
- 至被测系统输入端口

报告脉冲计数
- 已接收，已播放，已过期或有冲突

基于脉冲描述字的操作
- 1Gb LAN 或 SSD 数据流传输速度 > 1Mpps

- 10 GB LAN 数据流传输速度 > 10Mpps

有了不同的接口选件，UXG 可以很好地替代可靠性不高的传统射频信号源 ：

N5193A

• 二进制编码十进制 (BCD) 实现与传统信号源的兼容

• 低压差分信号 (LVDS)，实现延迟极低的 HITL

N5193A 和 N5194A 脉冲描述字 (PDW) 数据流传输

• 固态驱动器数据流传输 (512 GB SSD)

• 1Gb 局域网数据流传输

• 10Gb LAN/光纤（N5193A 上的选件 C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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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用更少的时间创建脉冲描述字仿真， 
用更多的时间测试被测系统

UXG 具有灵活的体系结构和导入传统威胁资源库的能力，非常适合用来替代当前的 
射频信号源或集成到新的威胁仿真器中。

轻松使用已经创建的脉冲描述字 (PDW) 资源库，或者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包括 Excel、
Matlab 或是德科技的 N7660C 多发射源场景生成软件或 Z9500A 仿真视图软件）来 
创建资源 1。

1 N7660C 和 Z9500A 软件受美国 ITAR 出口法规管制。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公司联系。

 

图 5.  创建高脉冲密度环境，在时域中查看仿真并计算 AoA 和运动学结果。

具有实时导航数据输入的游戏板 PDW 报告和 SUT 监控

具有 PDW 报告和 SUT 监控功能的自动射频验证 3D 可视化工具

Rx

TxMESG 软件

PDW 生成

政府拥有的 PDW

被测电子战系统配有 UXG 捷变信号发生器的
威胁仿真硬件

场景生成方法

MESG SOFTWARE

PDW GENERATION

GOVERNMENT OWNED PDW

EW System
Under Test

Threat Simulation Hardware 
with UXG Agile Signal Generators

Scenario Generation
Methods

Rx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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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使用针对预定义场景的 N7660C 多发射源场景生成 (MESG) 软件和针对动态实时场景
的 Z9500A 仿真视图软件，为 UXG 捷变信号发生器创建经过验证的电子战场景。

表 1.  N7660C 和 Z9500A 的功能比较

N7660C Z9500A 

自动进行 AOA 和运动学计算  
支持多发射源  
脉冲下降报告  
旧数据转换  
场景游戏板  
插件开放架构 
使用 DIS 协议进行战争游戏 
导航数据输入 
实时 PDW 数据流传输 
自动射频输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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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图 6.  双域分析验证多普勒频移和脉冲 PRI

查看、捕获、分析和理解高度复杂的信号环境

传输数据流供后期分析

即时测量

实时分析

被测电子战系统   信号分析平台，
  包含信号分析仪、
示波器和数字化仪

Rx

Tx 数据存储器

由于高密度环境中的带宽较高、脉冲调制类型复杂，因此对电子战刺激和电子攻击 
资源进行分析和评分可能会有一定难度。是德科技的商用现货分析硬件产品组合包括 
信号分析仪、示波器和数字化仪，可以帮您捕获并以高调制带宽表征最高 110 GHz 的
电子战环境。



系统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Keysight N9067C 和 89601B 脉冲分析软件的功能 ： 

• 使用基于脉冲宽度、PRI 和调制类型（包括线性调制和非线性调制）等特征的脉冲 
评分滤波器来区分威胁源

• 通过存储器的高效使用捕获长时间场景 

• 相关性和旁瓣测量 

• 双域分析，窄带宽用于频域分析，宽带宽用于时域分析

• 比较连续脉冲的脉冲相似性评分助力雷达输出波形验证 1

• 脉冲序列搜索确保雷达模式按预期发生变化 1

1 Keysight 89601 的独有功能

图 7. 光栅扫描显示雷达模式和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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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在收集脉冲数据之后提供颜色编码的评分结果和 
脉冲间隔属性

图 9.  PDW 浏览器，包含全部脉冲的直方图、短功率脉冲和 
方便筛选的脉冲属性表

Keysight Z2099B 系列的主要优点 ：

• 宽带、多信道设计支持同时进行 2 信道记录，以便对输入和输出 
进行分析。

• 实时测量和 PDW 评分可以提高测试信心，并引入了对已测脉冲的 
快速验证。

• 通过成熟的分析软件轻松查看并分析大量 PDW 数据。

• 交错的信道捕获支持同步记录以及数据卸载和分析。  

• 该系列既包括小型系统，又有可移动和填充系统，使得雷达记录仪 
能够轻松扩展。

记录、评估和分析电子攻击系统的输出 
雷达记录仪可以实时记录和分析脉冲信号，是一个适合用来监控和验证电子攻击系统
输出的多信道系统。是德科技的雷达记录仪使用实时测量和 PDW 评分快速验证测得的
脉冲， 在提高测试信心的同时显著改善记录仪的可扩展性、功能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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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装的系统测试设施

商用现货电子战信号生成和分析构建模块
是德科技提供商业上可用的构建模块，以创建电子战威胁仿真和分析 
系统。这包括以下解决方案： 

• N5193A/94A 捷变信号发生器，用于多信道和多端口威胁仿真 

• 用于威胁仿真的任意波形发生器，支持进行基带或宽带验证

• 用于宽带信号分析的示波器、信号分析仪和数字化仪

• 灵活的 FPGA 工具以及用于闭环仿真的存储和数据流传输选件

被测电子战系统

系统控制器

信号生成信号分析

Rx

Tx

PDW 分析 PDW 生成

已安装的系统测试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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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装的系统测试设施

电子战系统可根据程序
或测试要求灵活配置和
扩展。

灵活的电子战威胁仿真和分析解决方案 
是德科技在测量和校准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与我们的专家团队合作，一起配置和 
设计灵活、可扩展的电子战测试系统。我们的解决方案包括完整的系统集成以及自动
的多源和系统级校准。

通过灵活的多端口配置创建高密度 AoA 仿真

• 通过幅度、相位和时间校准，确保多个信号源的一致性

• 威胁仿真器，可以与 MESG 软件或其他基于动态 PDW 的场景生成系统兼容使用
多信道高带宽数据流传输，记录射频和处理后的信号，从而了解信号环境

• 使用一体化硬件、固化软件和软件组合来执行信号选择、下变频、数字化处理、
信号处理和数据存储

• 利用 “ 捕获后分析软件 ” 分析射频测试和经过信号处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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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靶场测试

实时序列化 PDW 文件 
在很多时候，电子战信号的生成需要实时序列化数据流传输。在空中测试或开放 
靶场测试中仿真多个地面雷达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UXG 信号发生器可以与各种输出 

PPS 的时间模块（如 GPS) 同步。同步了多台测试仪器之后，它们能在同一个通用时钟
上触发。

操作人员因此能够 ：

• 控制多个距离中心位置很远的 UXG 堆栈

• 使用来自早期原型和系统集成测试的同一个 PDW 资源库
和威胁仿真文件，验证机载/运行中接收机和处理器的效果
和稳定性

• 在不同地点或不同的实验室以相应的 UTC 播放同样的文件
和仿真

露天靶场测试



页 18

操作验证

操作验证

任务前“通过/不通过”测试
将系统部署到现场之后，可能需要执行任务前测试以验证操作准备情况。

是德科技的 FieldFox 手持式微波分析仪能在多种地形和极端环境条件下（包括无尘室、 
沙漠、海洋、热带地区和北极地区）提供台式机性能。有绝对信心胜任下列任务关键型
测量 ： 

• 接收机测试

– 噪声系数 

– 使用 CW 源进行功能测试

• 发射源验证

– 使用功率计、频谱分析仪和 50 GHz 实时频谱分析仪验证信号输出和特性

– 使用 USB 峰值功率传感器执行最高 40 GHz 的脉冲分析

• 对整个射频链路或单个元器件进行辐射或闭环运维检查

– 天线、电缆、转换器、放大器

– 故障点距离和时域反射计 (TDR) 

• GPS 运维检查 ：评估载噪比 (C/N) 和分配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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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验证

 
图 10.  使用 FieldFox 在飞行路线上创建脉冲测量 

 
图 11.  通过实时频谱分析捕获每一个信号

 
图 12.  使用 FieldFox 功能强大的电缆和天线测试应用软件执行系统运维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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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支持

是德科技服务可以帮助您采用前沿测试解决方案， 
确保为您的计划提供长期支持
是德科技服务提供了丰富的支持和服务产品组合，能够为从事电子战项目的工程师 
提供全方位协助。我们知道，工程师需要依靠准确、可重复的测量来确保任务成功，
同时满足预算和进度要求。测量结果不准确和系统停机时间会影响良率，增加器件 
在运行期间发生故障的风险。新的独特威胁不断涌现，导致客户越来越迫切地希望 
持续实施现代化。要应对这一挑战，您可以 ：

• 在技术更新服 务的帮助下采 取 最 佳 
迁移策略，一旦最新技术问世，便可
借助升级和旧机置换服务尽快让测试
设备更新换代，满足新技术的要求

• 是 德 科 技 在 19 个 国家/地 区 设 立了 
36 个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全球，
能 够 确 保 仪 器 性 能 达 到 技 术 指 标， 
让您信心十足地进行测量

• 无需拆卸和重新组装测试系统，通过 

“系统校准服务”提高真实良率



服务和支持

电子行业的客户都需要为他们长达几十年的项目提供长期支持，同时又只能致承受 
很低的甚至零升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

• 使用“延伸支持”计划，确保有部件可用于旧仪器的维修和校准

• 通过“咨询服务”充分利用是德科技在测试和维护规划方面的专业经验

• 利用“一站式校准服务”，通过单一联络点校准全部测试资产，从而避免复杂的 
物流操作并降低成本

用户都在追求更好的性能和更新的技术，导致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设计人员必须 
面对一系列挑战，包括更小的测试裕量、更长的测试时间、以及由多家厂商的仪器组成 
的复杂测试系统。为了帮助您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建议您 ：

• 通过“是德科技过程分析服务”大幅度缩短测试时间、提高测试系统的效率

• 通过对是德科技和非是德科技电子仪器实施认可实验室和标准实验室校准， 
改善运营绩效，确保测试精度 

• 通过设备借用服务、现场校准和现场驻地专业人员控制停机时间

• 利用“系统校准服务”确保您的测试系统不确定度与我们计算得出的结果一致， 
从而最大程度控制风险并降低成本

是德科技针对电子战提供的应用工程服务 1 ：

• 针对电子战仿真环境配置提供的培训和技术支持

• 校准配置、自动化以及对被测系统输入的验证

• 电子战，雷达和射频仿真，理论和测量培训

1 请联系您当地的是德科技销售团队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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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878/technical-overviews/5992-433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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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XG Agile Signal Generator Configuration Guide, 5992-0093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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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keysight.com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如需完整的联系方式，请访问：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补充说明
我们提供全面的测试和评估解决方案，帮助您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建立对被测
电子战系统的信心。如欲了解是德科技电子战解决方案与服务的详情，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ew

您的电子战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我们独有的硬件、软件、服务和技术人员资源组合能够帮助您实现下一次突破。 
我们的电子战解决方案一直与业界保持同步，同时我们也在技术领域不断追求 
突破。不断探索未来技术，创造一个安全互联的世界。

http://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find/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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