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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CMP180 
无线通信测试仪
非信令研发和生产测试平台，涵盖Wi-Fi6E、Wi-Fi7、 
5G NR FR1和多种其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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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与施瓦茨R&S®CMP180无线通信测试仪是适用于蜂窝和非蜂窝技术的新一代研发和生产
非信令测试平台。R&S®CMP180的频率高达8  GHz，带宽高达320MHz，完善了矢量信号分析
仪/矢量信号发生器一体化测试仪产品组合。

树立非信令测试解决方案新标杆
现代模块、CPE、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支持的技术和频段逐

渐增多。因此，越来越多的发射机、接收机和天线路径必须

进行测试。先进的生产理念需要考虑这种日益复杂的局面，

同时保证低成本。用户对测试与测量设备的性能、使用率和

灵活性要求在急剧增加。R&S®CMP180无线通信测试仪可以

应对这些挑战。这款解决方案的频率高达8  GHz，能够应对

最新的Wi-Fi6E、Wi-Fi7和5G FR1技术挑战。

相较于最终的批量生产(MP)测试，工程验证测试(EVT)和
设计验证测试(DVT)需要进行更加广泛的射频测试。EVT和
DVT阶段需要满足MIMO要求，并测试具有更高功率的射频

信号。R&S®CMP180支持所有阶段的研发测试。

80余年以来，罗德与施瓦茨一直是所有射频测试与测
量领域中质量、精确和创新的代名词
罗德与施瓦茨拥有数十年的工程经验，凭借适用于所有研发

和生产设施的R&S®CMW平台树立了标杆。R&S®CMP180充
分利用了这些专业知识和经验。

主要特点
	► 非信令无线通信测试仪，支持Wi-Fi6E、Wi-Fi7、5GFR1
和传统技术

	► 以新硬件平台为基础

	► 直观、基于Web的R&S®CMsquares用户界面

	► 支持多被测设备和多技术测量

	► 自校准

	► 硬件满足未来要求

	► 具备两个独立的射频通道

集成未来需求



产品开发周期

开发 发布阶段 批量生产 (MP)

工程验证测试 生产验证测试 批量生产期间测试
原型测试

预研产品规划

设计验证测试
测试阶段

获得罗德与施瓦茨
测试仪支持

产品阶段

¸CMW100 
无线通信生产测试仪 
DVT（部分）

¸CMP180 
无线通信测试仪

EVT DVT PVT MP

一般期限 6 至 9 个月左右 少于 3 个月 1 至 5 年少于 3 个月从数月至数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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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并行测试提高效率，具备一流的测量精度并优化测试
时间
R&S®CMP180至多可以并行测试16个射频端口（多个矢量信

号分析仪/矢量信号发生器），在设计生产线时具有非凡的

灵活性。R&S®CMP180采用开放架构，能够快速集成最新的

计算机技术，确保在当前和未来应用中均提供优异的测试性

能。与单台被测设备测试相比，使用R&S®SmartChannel、
下行链路广播和交叉存取技术优化测试时间，可显著加快校

准和验证。已有的实现经验有助于大幅缩短开发时间。

自校准、现场校准和服务
R&S®CMP180集成自校准功能，支持现场校准以便于用户随

时调整精度。罗德与施瓦茨服务团队可执行用户无法自行处

理的所有任务，例如工厂校准、维修和现场校准。罗德与施

瓦茨子公司遍布全球，可满足所有服务需求。全球应用工程

师协助用户根据特定要求测试移动设备，以尽快准备好进行

批量生产。罗德与施瓦茨遍及70多个国家/地区，高资质专

家团队确保提供最佳的现场支持。

涵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测试仪
R&S®CMP180不仅仅是一台批量生产测试仪。测试工程师可

以在从工程验证测试(EVT)、设计验证测试(DVT)和生产验

证测试(PVT)到批量生产(MP)的整个开发阶段使用仪器。目

前，无线设备的开发和生产流程必须保证设备具有出色的灵

活性、性能和使用率。作为领先的测试与测量设备供应商，

罗德与施瓦茨开发的设备适用于无线设备开发和生产的所有

阶段，并推出满足这些严格要求的R&S®CMP180。

单个非信令测试仪可用于从研发到批量生产的各个阶段。



罗德与施瓦茨无线通信测试仪产品组合可用于参数测试

LTE-Advanced
（+ 传统技术）

5G NR FR1 
Sub-6 GHz                  

5G NR FR2/UWB 
(+IF)

¸CMW100 
无线通信生产测试仪

¸CMP180 
无线通信测试仪

¸CMP200 
无线通信测试仪

¸CMQ200
屏蔽室

¸CMPHEAD30
远程无线电头端

Wi-Fi 7Wi-Fi 6E

Wi-Fi 6E、Wi-Fi 7、5G NR FR1
U-NII-5 至 U-NII-8
                 

Wi-F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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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快速上市
每个设备都必须经历各种阶段，才能从理念转化为市售产

品。市场竞争激烈，促使产品周期不断缩短，需要保证用户

在各个产品开发阶段始终能够使用相同的工具和测试仪器。

在所有阶段使用相同的测试仪，可为所有人提供软件和编码

优势。上市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早期的移动原型阶段到

批量生产，R&S®CMP180可用于各个阶段。

统一且直观的操作
R&S®CMP180配备常用的R&S®CMsquares用户界面，确保

易于操作。所有仪器均配备相同的R&S®CMsquares图形用

户界面，无论在何地进行研发和生产，都能连续提供各种信

息。

单一平台战略确保可面向未来
所有罗德与施瓦茨无线通信测试仪均在相同的硬件和软件平

台上开发，以便生成一致的测量结果。这可以确保测量可重

复、仪器可扩展，且编程要求极低，缩短了上市时间。

R&S®CMsquares：适用于

所有设备测试仪的相同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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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R&S®CMP180具备出色的射频特性，可应对蜂窝和非蜂窝无线技术的新挑战。

 ► 设计紧凑：2HU×19"，每通道1HU

 ► 射频频率高达8GHz，320MHz带宽

 ► 卓越的射频参数和高输出功率

 ► 两个分析仪和两个发生器通道，每个通道

有八个端口

 ► 最多可在16个射频端口上并行测试

 ► 集成式控制器/处理器

 ► Linux操作系统

 ► 直观的集成式R&S®CMsquares用户界面

 ► 简单的选件概念

 ► 自校准便于随时调整精度

 ► R&S®NRPx功率探头连接器

 ► 集成式电源

 ► 在接收机测试/被测设备接收测试中，广

播模式支持在所有射频端口/输出同步进

行发射



增值服务

► 遍及全球

► 立足本地个性化

► 质量过硬

► 长期保障

► 可订制而且非常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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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的产品设计
	► 环境兼容性和生态足迹 

	► 提高能源效率和低排放

	► 长久性和优化的总体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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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作为测试测量、技术系统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行业先

驱，Rohde & Schwarz  technology  group通过领先方案为世

界安全联网保驾护航。集团成立于85年前，致力于为全球工

业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客户提供可靠服务。集团总部位于德国

慕尼黑，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广阔

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www.rohde-schwarz.com.cn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官方微信

Certified Quality Management

ISO 9001

罗德与施瓦茨客户支持

www.rohde-schwarz.com/support

罗德与施瓦茨培训

www.training.rohde-schwarz.com

Certifi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SO 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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