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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01高頻天線測量儀 
寬頻帶、高精度、可靠測量 

SD-001 高頻天線測量儀 

主要特點： 

• 寬頻帶測量範圍，覆蓋 3 至 50GHz † 

• 友好的人機交互介面，方便使用者快速完成近場天線測量 

• 全自動 6 軸掃描 

• 掃描方式：平面、柱面、球面 

• 高精度的可靠測量                                  † 搭配可選配件 SDA-101 可將測量頻率上限擴展至 75GHz

Sam Tsai
戳記



Sun Dial Technology Ltd Page | 2 SD-001 
 

概述 

砷雕科技有限公司的 SD-001 高頻天線測量

儀（包括周圍相關各種射頻配件），可以實

現從微波到毫米波波段的幅度和相位的準確

測量。SD-001 包含平面、柱面和球面三種近

場掃描測量方案，可以針對不同的天線類

型，高效準確地完成天線測量工作。其具有

友好的使用介面，方便新使用者在具有很少

測量經驗的情況下，可以快速地完成天線近

場測量。 

該測量儀包括預先安裝在電腦中的天線測試

軟體，可以根據測量模式和所需的輸出結果

進行設置。提供的主要天線測量參數輸出包 

括：天線增益、天線方向圖、旁瓣電平、波

束指向、交叉極化等信息。 

應用領域 

• 航太、衛星 

• 雷達 

• 無線通訊 

• 汽車導航 

• 科學研究 

• 可擕式消費電

 

 

高頻天線測量儀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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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規格 

物理結構參數 

構造 三組鋁合金支架組成 T 型掃描架 

馬達 
三具高精度一軸轉檯 

三具高精度直線電機 

掃描 

方式 

平面 

柱面 

球面 

體積 1315mm×1754mm×1516mm 

重量 100kg 
 

 

 

掃描範圍 

平面扫描 

寬度範圍：0.95m 

高度範圍：0.95m 

水準範圍（前後）：0.58m 

（可手動擴展至 0.85m） 

柱面扫描 

最大掃描半徑：0.491m 

高度範圍：0.95m 

AUT 水準旋轉：360° 

球面扫描 

最大掃描半徑：0.491m 

AUT 水準旋轉：360° 

AUT 垂直旋轉：360° 

 

 

 

 

 

 

 

 

 

 

測量精度 

馬達旋轉精度 各個方向 0.05° 

探頭極化精度 0.15° 

線性馬達精度 0.001 mm/mm 行程 

幅度測量精度 ≤0.2dB 

相位測量精度 ≤±4° 

波束測量精度 ≤1/10 波束寬度 

增益測量精度 ≤0.5dB 

 

 

 

 

平面掃描 柱面掃描 球面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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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軟體 

SD-001 高頻天線測量儀提供業界領先的測量

控制和測量結果分析軟體，並已預先安裝在

所配電腦中。天線測量軟體主要包括電機控

制和資料獲取與分析系統。支持的功能主要

包括：自動控制、資料獲取、資料處理、資

料顯示以及結果輸出。該測量軟體提供友好

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可以使用戶方便地設

置測量儀。該軟體還提供強大的測量資料分

析與顯示功能，使使用者可以直觀且準確地

分析和輸出天線測量結果，為使用者應對嚴

峻的天線測量任務提供強大的支援。 

 可測量天線參數包括： 

近場幅度和相位、天線增益、遠場方向

圖、波束寬度、主極化/交叉極化、軸

比、相位中心、天線效率、EIRP 等 

 可測量天線極化方式： 

線極化、圓極化 

 測量動態範圍： 

90dB（條件: (i) 接收機頻寬：10Hz；

(ii) 測試頻率：50GHz；） 

 支援的顯示功能包括： 

二維、三維、直角坐標、球座標 

33-50GHz LNA 

LNA 低雜訊放大器模組与矢量网络分析仪兼

容，实现增加輸出功率，提高測量信噪比的

目的，從而实现对毫米波天線的准确测量。 

LNA參數 

频率范围 33～50GHz 

功率 5.5 (dB), 200mA/12V 

增益 30 dB 

 

其他附件 

名稱 數量 單位 產地 

單極化測試探頭 6 具 香港 

標準增益天線 3 具 香港 

吸波材料 6 塊 香港 

電腦主機 1 台 香港 

液晶顯示器 1 台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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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清單 

序號 詳細配置名稱 數量 單位 備註 

一 高頻天線測量儀 1 套 配件：  

吸波材料，> 4 m
2
 

测试电缆，5条 

标准天线，3个 

单极化测试探头: 6个 

测试电脑，1台 

1、全自动控制 6 轴馬達支架 1 台 

2、33-50GHz LNA 1 台 

3、测试软件 1 套 

二 可選配件   可將測量頻率範圍上限擴展至

75GHz 

1、50-75GHz 變頻模組 SDA-101 2 台 

 

訂貨資訊 

產品描述 貨號 

高頻天線測量儀 SD-001 

50-75GHz 变频模块 SDA-101 

 

服務與保修 

訂購 SD-001 高頻天線測量儀包含三年保

修。對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故障或损坏，砷

雕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免費的维修或更换。 

 

聯繫我們 

砷雕科技有限公司 

Sun Dial Technology Ltd 

地址：香港特別行政區上環皇后大道中

270-276 中央大廈 6 樓 A1 室 

電話：+852-9355 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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