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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保存结果
用户可用各种文件格式来保存波形，或经以太网下载波形数

据，以便之后通过MATLAB®或Excel进行分析。仪器每秒可

连续采集、分析100个波形并通过以太网传输至电脑。用户

还可以直接使用示波器保存或打印屏幕内容。

一键存档
快速记录测量：

► 屏幕截图包含波形和结果

► 报告包含屏幕截图和仪器设置

► 清晰的网格注释，方便读取信号特性

► 采用颜色编码的标签可在图表中高亮显示异常

► 将波形、直方图和测量结果保存为二进制、XML或CSV格
式文件，以在电脑上分析信号

轻松选择仪器设置
每次保存时，连同包含最新示波器显示截屏的仪器设置一并

保存。之后如要打开特定的仪器设置，只需滚动屏幕截图即

可找到所需配置。

远程控制访问：随时随地
使用电脑或移动设备远程控制示波器并查看显示。用户可以

看到示波器中的实际用户界面。可以通过以太网、GPIB或
USB接口远程调用示波器的所有功能。

语言选择
R&S®RTO6示波器的用户界面支持多种语言。在仪器运行时

只需几秒钟即可切换语言，这使该示波器成为真正的国际化

仪器。

存储选项

Onefile 完整信息
将波形、设置、数学通道和参考波形存储在

一个zip文件中

内容 波形 完整信息

部分波形（缩放、光标、选通、自定义）

特定捕获数量的波形

历史存储波形

评估 直方图

测量结果

长期趋势

格式 测量数据 二进制、XML、CSV、1至4通道

图像 PNG、JPG、BMP、TIF、PDF

报告 PDF、HTML、DOC

驱动程序 VXi、LabView、LabWindo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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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硬件加速测量功能和数学运算

	► 丰富的基础分析功能

	► 多种仪器功能

	► 业内一流的区域触发和模板测试 
	► 特定的应用软件选件

解决复杂的新问题
工具全面，快速提供准确结果

R&S®RTO6示波器将多种测试仪器集于一体

模拟
► 电压和时间测量
► 电流测量

脉冲源
► 输入特性
► 去偏移
► TDR/TDT

发生器
► 参考时钟
► 任意波形
► 调制信号
► 协议码型

电源
► 功耗
► 电源序列
► 电源完整性

频率
► 频谱分析
► 信号分析
► EMI调试
► 电流测量

协议
► 协议解码
► 协议触发
► 符号映射

逻辑
► 数据验证
► 时序验证
► 总线解码

多种信号类型的时间相关性分析
R&S®RTO6示波器满足对高度集成设备的各种测试要求。示

波器将多种测试仪器功能整合在单一仪器中：

► 模拟通道提供卓越的信号保真度和快速测量，并提供限值

测试、直方图和硬件加速模板测试。

► 标配的数字通道（MSO）或任意波形发生器等通用功能

可以针对串行总线进行逻辑分析和/或协议测试，包括符

号解码和高级总线分析。

► R&S®RTO6提供全面的工具，能够快速详尽地分析频域信

号，并显示与时域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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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信号分析选项

统计 显示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偏差

直方图
以直方图的方式图形化地显示事件；定义直方图的测量范

围和分辨率（手动或自动）

趋势
长期趋势功能用于分析测量结果的缓慢变化（如轻松识别

测量结果的热相关性）

轨迹
分析在时间周期内快速变化的测量结果；显示整个捕获周

期内的所有结果

选通
将测量限制于特定的信号范围内（既可手动设定，也可链

接至现有的光标或缩放范围）

参考线
定义参考线（可采用手动设定、自动设定或设为均值）；

可选择在波形上显示

波形
在波形上以图形方式显示结果，

例如用于存档

多测量 定义单个波形上的最大测量数

丰富的调试工具
R&S®RTO6示波器均具备90余种测量功能。这些测量功能可

分类为幅度、时间、抖动、眼图、直方图和频谱测量。统

计、直方图、趋势和轨迹功能可对测量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这些结果还可用于数学运算。

分析选件

I/Q接口 R&S®RTO6-K11

时钟数据恢复 R&S®RTO6-K13

电源分析 R&S®RTO6-K31

频谱分析 R&S®RTO6-K37

去嵌 R&S®RTO6-K121

TDR/TDT分析 R&S®RTO6-K130

抖动分析 R&S®RTO6-K12

高级抖动 R&S®RTO6-K133

高级噪声 R&S®RTO6-K134

特定应用软件，满足技术要求
R&S®RTO6示波器提供多种特定应用软件选件以根据应用需

求进行定制，并提供深度功能以用于所有不同的任务，包括

一般信号和频谱分析，以及抖动分解和TDR/TDT分析等更加

复杂的任务。购买后通过简单的软件激活码升级，也可获得

软件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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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波器中集成射频知识

	► 多通道频谱分析（至多并行分析八路信号）

	► 时域和频域区域触发

	► 选通FFT便于关联频域和时域

	► 瀑布图显示一段时间内的频谱变化 
	► 更快提供更好的见解：对数显示和峰值列表	

频谱分析

多个FFT，提供出色的射频性能
R&S®RTO6示波器支持强大的多通道频谱分析功能，最多可同时分析八路信号。示波器具有很高的动态范围和输入灵敏度

（全测量带宽下可达1mV/div），能够检测出微弱的辐射。强大的FFT功能易于操作，并具备高捕获率以及根据发生频率采

用不同颜色编码的频谱显示等功能，非常适合在频域中进行所需分析。

类似频谱分析仪的设置界面
用户可以像操作频谱分析仪一样设置R&S®RTO6的频率分析

功能。只需输入典型参数：中心频率、频率范围和分辨率带

宽。根据应用要求选择窗口类型、FFT重叠、选通以及对数

或线性Y轴刻度。

重叠FFT
R&S®RTO6示波器的重叠FFT功能将所捕获的时域信号分割

成重叠段，并分别计算每个分段的频谱。然后，根据发生频

率对这些频谱标注不同的颜色，再将其汇集并组合成一个完

整的频谱。该完整频谱有助于全面了解不同频率发射的类型

和重现频率。即便是偶发信号也依然可见。

至多可同时进行八次F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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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图：显示一段时间内的功率和频率变化 
R&S®RTO6的频谱分析选件非常适用于分析频域中的时变信

号。瀑布图是采用颜色编码的频谱时间图，显示频谱功率随

时间的变化。瀑布图通过二维亮度图显示频谱随时间的变

化。R&S®RTO6示波器可以快速分析语音信号、调幅/调频

信号、雷达信号以及跳频系统信号。

选通FFT：时频域相关联
R&S®RTO6示波器的选通FFT功能将FFT分析仅限制在用户自

定义的时域信号捕获区域。用户可以随整个波形移动时间窗

口，以确定互相关联的时域信号分段和频谱事件。这样能够

将开关电源的无用辐射与开关晶体管的过冲相关联。

使用自动峰值列表测量快速获得结果 
峰值列表测量自动检测FFT频谱的峰值，并在频谱图和结果

表中显示峰值的幅度和频率。

用对数刻度显示频谱 
R&S®RTO6示波器的频谱分析选件能够用对数频率刻度显示

频谱和瀑布图。

选通FFT

瀑布图和峰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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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高达16位，可查看电源信号细节 
电源测量中，高动态信号的最微小细节也至关重要，比如验

证MOSFET的导通阻抗RDSon。R&S®RTO6示波器的HD模式

将垂直分辨率最高增加到16位，以前无法查看的信号细节变

得可见，并且可测量。

丰富的分析功能，可用于EMI调试 
频域中的模板触发非常适用于检测偶发辐射频率。根据违规

即停的触发条件，频谱违反频域模板时示波器会停止信号捕

获。选通FFT功能在用户定义的窗口中显示时域和频域相关

性，为用户提供更好的见解。

专为电源和EMI测量而设计

	► 分辨率高达16位，可查看电源信号细节

	► 保持高采样率和深存储

	► 直观显示偶发辐射

	► 专业测量功能：快速获得准确结果

	► 广泛的探头组合：高压和电流探头

电源分析和EMI调试

高压、电流和近场测量探头
罗德与施瓦茨示波器探头组合包含专门设计用于电源测量

和EMI调试的探头。探头组合中的高压探头和差分探头可用

于最高6000  V（峰值）的电压，并在宽频率范围内具有出

色的共模抑制比；电流探头可以在1  mA至2000  A范围内进

行准确的非侵入式直流和交流电流测量，且最大带宽高达

120  MHz。电场和磁场近场探头可用于9  kHz至3  GHz频率范

围，并提供可选的前置放大器以用于EMI调试。

利用高动态范围和输入灵敏度检测微弱辐射
R&S®RTO6示波器具有很高的动态范围和输入灵敏度（全测

量带宽下可达1  mV/div），能够检测出微弱的辐射。强大的

FFT功能易于操作，并具备高捕获率以及根据发生频率采用

不同颜色编码的频谱显示等多种功能，非常适合在频域中进

行EMI分析。

专业测量功能和谐波电流分析
使用R&S®RTO6示波器的电源分析选件测量功率电子的特

性。自动化测量功能可以分析开关行为、内部传递函数、安

全工作区（SOA)、输出信号质量和开关损耗。用户还可以

测试是否符合所有常规国际标准。

保持高采样率和深存储
分析电源的启动、关闭或瞬态，需要高采样率和长记录时

间。R&S®RTO6示波器的存储深度高达1  Gpoints，能够记

录长时间序列，同时维持高达20  Gsample/s的采样率。 

电源测量功能

输入

质量、浪涌电流、谐波（根据IEC 61000-3-2
（A、B、C、D）、RTCADO-160、
MIL-STD-1399进行预一致性检查）

切换/控制环路 斜率、调制、动态导通电阻

电源路径 效率、损耗、安全工作区（SOA)、开/关

输出 纹波、频谱（双对数刻度）、瞬态响应

去偏移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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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robeMeter：适用于精确直流测量的集成式电压表
R&S®ProbeMeter可用作高度准确的电压表，无论其

他仪器设置如何，均能够查看示波器波形和直流电压

值。所有配备罗德与施瓦茨探头接口的电压探头均支持

R&S®ProbeMeter。

精确测量纹波和PARD
随着电源路径上的容差电平变小，精确测量电源纹波变得日

益困难。R&S®RTO6示波器的固有噪声极低，能够准确进行

低至毫伏级别的电源完整性测量。示波器具备高波形捕获

率，用户能够快速查看偶发异常纹波以及周期性随机扰动

（PARD）异常。

调试和验证电源路径

电源完整性	

	► 精确测量电源纹波和PARD
	► 通过快速FFT查找耦合源

	► 使用高保真度探头进行电源完整性测量

	► 大直流偏置和集成式高精度直流电压表

测量大直流偏置下的小电压
R&S®RT-ZPR电源完整性探头具备±60  V的偏置补偿范围，

适合测量电源路径直流电压上叠加的较小纹波。无论用户

需要放大1  V  还是更高的直流信号，探头均可以提供所需偏

置，同时保持最高垂直分辨率。

使用高保真度探头进行电源完整性测量
R&S®RT-ZPR探头具备高带宽、高灵敏度、低噪声和出色的偏置补偿能力，非常适用于电源完整性测量。R&S®RT-ZPR的带

宽高达4  GHz，1:1衰减比使其具备出色的灵敏度和低噪声，非常适用于精确执行纹波测量。与示波器强大的频谱分析功能

相结合，R&S®RT-ZPR探头可用于测量PARD。集成式高精度直流电压表可同时提供瞬时直流电压读数。

查找耦合源
示波器具备业界领先的FFT分析功能，用户可借此查看开关

特性，或快速扫描与电源路径耦合的信号源。FFT算法可用

于独立分析频谱，无需考虑时域设置。这可以快速展示电源

路径的全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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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协议特定事件 
R&S®RTO6能够通过协议触发直接跟踪协议错误或帧的特定

部分。示波器可针对地址、数据和协议错误等特定协议内容

进行基于硬件的触发。

支持长时间捕获的分段存储 
标配分段存储非常适用于串行协议。用户可以仅捕获相关数

据包，忽视数据包之间的长空闲时间。R&S®RTO6可以捕获

100 000多个带时间戳的数据包。

轻松触发、解码和分析协议

	► 基于硬件的触发和解码，便于快速执行分析 
	► 同时解码最多4路串行总线

	► 高级总线测量以进行深入分析

	► 搜索功能便于更加轻松地分析复杂的长信号	

串行总线分析

触发和解码包 包含的协议

R&S®RTO6-K500 总线分析

R&S®RTO6-K510 低速串行总线 I2C/SPI/RS-232/UART/I2S/LJ/RJ/TDM/Manchester/NRZ

R&S®RTO6-K520 汽车电子协议
CAN/LIN（包括CAN-dbc文件导入）/CAN-FD，FlexRay™
（包括Fibex文件导入）/SENT/CXPI

R&S®RTO6-K530 航空航天协议 MIL-STD-1553/ARINC429/SpaceWire

R&S®RTO6-K540 以太网协议 10BASE-T/100BASE-TX/MDIO

R&S®RTO6-K550 MIPIRFFE MIPIRFFE

R&S®RTO6-K560 车载以太网 IEEE100BASE-T1/IEEE1000BASE-T1

R&S®RTO6-K570 USB协议
USB1.0/1.1/USB2.0/HSIC/USB3.1Gen1，
USBPowerDelivery（USB-PD)/USBSSIC

R&S®RTO6-K580 MIPIM-PHY，D-PHY MIPID-PHY/M-PHY/UniPro/DSI和CSI-2解码

R&S®RTO6-K590 PCIExpress
8b10b（最高6.25 Gbit/s）/
PCIExpress1.x/2.x

R&S®RTO6-TDBDL 触发和解码包
R&S®RTO6-K500/-K510/-K520/-K530/-K540/-K550/
-K560/-K570/-K580/-K590

快速有效的数据搜索 
全面的搜索和筛选功能简化了长信号序列的分析。用户能够

借此快速跟踪特定的数据类型、内容和错误。所有搜索到的

事件都显示在带时间戳的结果表中。用户可以在缩放窗口中

检查时间相关联的各个事件，并在事件之间导航。

高波形捕获率，可快速查找错误
串行接口的数据错误通常是由逻辑组件的临界定时导致的偶

发性信号故障而引起的。R&S®RTO6示波器具有高波形捕获

率，能够非常快速地解码特定的协议触发事件，因此非常适

用于查找此类信号故障。因此，示波器能够迅速发现并即时

显示错误。

高级总线测量
R&S®RTO6-K500总线测量选件能够深入分析解码数据。例

如，用户可以检测误帧率（包括连续误帧率），进而迅速测

量总线稳定性。用户可以测量帧间延迟或任何触发事件和总

线帧之间的延迟，进而分析总线定时。

采用颜色编码的协议帧

解码表

总线测量

RTO6_bro_zh-cn_3608-6919-15_v0400.indd   20RTO6_bro_zh-cn_3608-6919-15_v0400.indd   20 06.04.2022   11:17:4206.04.2022   11:17:42



 Rohde & Schwarz R&S®RTO6示波器系列21

轻松配置和自动化控制 
R&S®ScopeSuite是一款通用的一致性测试软件，可以在

R&S®RTO6示波器或单独的电脑上运行。此软件控制示波器

的测量设置和测试序列，并根据测试设置引导用户完成所有

选定的测试。借助详细的说明，可以轻松将示波器和探头正

确连接到测试夹具和被测设备。用户可以轻松配置用户数

据、测试装置设置以及自定义测量报告内容。限值编辑器可

用于调整符合不同标准的测试限值。

罗德与施瓦茨测试夹具组件
罗德与施瓦茨提供符合不同接口标准的测试夹具组件，以连

接测量设备和被测设备。

验证设计

自动化一致性测试

	► 轻松配置和自动化控制

	► 灵活地执行测试

	► 直观的可定制化报告

直观的可定制化报告
记 录 测 量 结 果 是 一 致 性 测 试 的 一 个 重 要 部

分。R&S®ScopeSuite提供多种文档记录功能。用户可以在

合格/不合格结果中添加测量详情和屏幕截图。可用的输出

格式包括PDF、DOC和HTML。

灵活地执行测试
对于产品开发期间的调试或稳定性测试，用户可以根据需要

重复单个测试或多项测试。在重复单次测试之间，用户可以

更改每次测试的限值线或其他参数，并比较其对测试结果的

影响。R&S®ScopeSuite会根据用户选择的测试结果生成测

试报告，以便进行存档。

一致性测试选件 包含的协议

R&S®RTO6-K21 USB2.0

R&S®RTO6-K22 10M/100M/1G-BASE-T/节能以太网

R&S®RTO6-K23 2.5/5/10G-BASE-T以太网

R&S®RTO6-K24 100BASE-T1以太网

R&S®RTO6-K26 MIPID-PHY，C-PHY

R&S®RTO6-K81 PCIe1.1/2.0（最高2.5 GT/s）

R&S®RTO6-K87 1000BASE-T1以太网

R&S®RTO6-K88 MGBASE-T1

R&S®RTO6-K89 10BASE-T1以太网

R&S®RTO6-K91 DDR3/DDR3L/LPDDR3

R&S®RTO6-K92 eM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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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基础抖动分析功能
利用针对周期间抖动和时间间隔误差（TIE）的自动化抖动

测量以及轨迹、长期趋势和 FFT 等其他工具对时钟和数据

信号进行抖动分析。例如，针对周期间TIE抖动测量轨迹进

行FFT分析，可以测定频率干扰。

丰富的调试和分析功能

	► 强大的基础抖动分析

	► 借助抖动和噪声分解深入洞察系统

	► 通过时钟数据恢复功能实时分析嵌入式时钟信号

	► 串行码型触发

串行完整性分析

抖动和噪声测量功能

R&S®RTO-K134选件

R&S®RTO-K133选件 总体抖动

（atBER） 
总体抖动

（误码率） 
随机抖动 
随机抖动+
其他有界不相关

抖动

确定性抖动 
确定性抖动（δδ)
数据相关抖动 
码间干扰 
占空比失真 
周期性抖动 
数据相关抖动+周

期性抖动

其他有界不相关

抖动

其他有界不相关抖

动（δδ)

总体噪声（测量值）

眼高（atBER）
随机噪声随机噪声+

其他有界不相关噪声

确定性噪声 
数据相关噪声 
码间干扰噪声 
电平失真 
周期性噪声

数据相关噪声+周期

性噪声

其他有界不相关噪声

其他有界不相关噪声

（δδ)

R&S®RTO-K12选件

标配功能
周期

频率

建立

建立/保持时间

建立/保持比

周期间抖动

N-周期抖动

周期间脉宽

周期间占空比

时间间隔误差

数据率

单位时间间隔

延迟偏差

相位偏差

借助抖动和噪声分解深入洞察系统
将抖动和噪声分解为随机抖动/噪声（RJ/RN）和确定性

抖动/噪声，例如数据相关抖动/噪声（DDJ/DDN)、周

期性抖动/噪声（PJ/PN）或其他有界不相关抖动/噪声

（OBUJ/OBUN)，以便详细了解发射机接口。计算阶跃响

应可全面表征发射系统的确定性行为，即使信号序列相对较

短，也可以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此外，合成眼图和误码率

浴盆曲线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整体系统行为和抖动。噪声成

分可以直方图、轨迹和频谱视图的形式显示。

通过时钟数据恢复功能实时分析嵌入式时钟信号
R&S®RTO6示波器采用独特的数字触发架构，能够对串行接

口的嵌入式时钟执行实时时钟数据恢复。因此，可长时间连

续进行眼图和直方图测量，无需后处理。基于硬件的时钟数

据恢复功能支持高捕获率，不限制示波器功能。另外，可以

针对恢复的时钟信号执行所有自动化抖动测量。

串行码型触发
将R&S®RTO6与基于硬件的时钟数据恢复选件或并行时钟信

号相结合，触发高达16字节的任意串行接口数据码型，且比

特率介于100 kbps至2.5 Gbps。提供所有分析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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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调制信号实时转换为 I/Q 数据
R&S®RTO6示波器的I/Q接口将调制信号实时转换为I/Q数

据，简化调制信号的分析。专用的R&S®VSE矢量信号分析软

件或MATLAB®等第三方工具支持进一步的I/Q数据处理。

分析I/Q数据

宽带射频和信号分析

	► 将调制信号实时转换为I/Q数据

	► 精确的宽带射频信号分析

	► 高级信号分析

射频分析

射频频率

分
析
带
宽

R&S®RTO6示波器配合R&S®FS-Zxx谐波混频器
分析带宽高达5 GHz， 
fc介于50  GHz至110  GHz

R&S®RTO6配合 
R&S®VSE
分析范围介于 
DC至6 GHz

R&S®RTO示波器的高级射频分析功能

R&S®VSE 

矢量信号分析软件

MATLAB®

多通道射频信号分析
R&S®RTO6示波器可以执行高达6  GHz的多通道宽带射频测

量。与R&S®FS-Zxx谐波混频器相结合，示波器支持50  GHz
至110 GHz射频载波频率和5 GHz分析带宽。R&S®RTO6具有

–159 dBm（1 Hz）的出色射频特性和112 dB  SNR，可以准

确分析射频信号。

高级信号分析
R&S®RTO6与R&S®VSE矢量信号分析软件相结合，能够分析OFDM、雷达和5G  MIMO信号等复杂信号。软件提供适用于各

种调制信号的丰富分析工具，包括脉冲和模拟调制信号、通用I/Q信号以及LTE、5G  NR和WLAN等无线和移动通信标准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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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混合信号选件增强分析功能
R&S®RTO6采用独特的即插即用型设计理念，使得升级操作

极其简便。R&S®RTO6-B1混合信号选件（MSO）添加16
路数字通道，无需打开示波器即可在现场快速安装。只需将

MSO插入示波器后面板上的插槽中，即可使用所有16路数

字通道，并且不会对4路模拟输入通道造成任何损失。

增强混合信号分析功能

	► 混合信号选件可用于逻辑分析

	► 16路附加数字通道，不会减少模拟通道

	► 基于整个存储深度的高时间分辨率，展示更多信号细节

	► 精确触发信号事件

	► 有源探测实现测试点低负载效应	

逻辑分析

使用数字通道进行并行和串行协议分析
使用数字通道解码并行总线。可以采用数字总线格式或模拟

波形形式显示并行总线。对于时钟并行总线，也可以用表格

显示解码内容。用户也可以使用R&S®RTO-B1选件的数字通

道解码串行接口协议，如SPI和I2C。

直观显示数字信号
R&S®RTO-B1选件支持16路数字通道，可同时解码最多四

路并行总线。每路总线在屏幕侧边以图标显示。可以使用

R&S®SmartGrid功能方便地将图标拖放到屏幕上。这些图标

清晰显示所有活动逻辑通道的当前状态（高、低、切换），

而与其他示波器设置无关。

精确触发信号事件
R&S®RTO6-B1选件提供多种用于调试和分析的触发类型，

如边沿触发、宽度触发、码型触发和串行码型触发。这些触

发类型可与触发释抑相结合。选择单路数字通道或总线信号

作为触发源。数字通道的分辨率高达200  ps，可作为精确的

触发源。

基于整个存储深度的高时间分辨率
R&S®RTO6- B1混合信号选件（ MSO）的采样率达

5  Gsample/s，可为所有数字通道提供最大200  ps的时间分

辨率。该采样率适用于每路通道高达200  Msample的存储深

度。因此，MSO选件可以检测到较窄或离散毛刺等关键事

件。

规格：R&S®RTO6-B1	MSO选件

► 16路数字通道（2个逻辑探头，每个8路通道）

► 最大400MHz信号频率

► 每通道采样率最大5Gsample/s

► 每通道存储深度最大200Msample

► 高输入阻抗：100 kΩ

► 低输入电容：4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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