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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WC2010B广播信号发生器支持DAB, DAB+, DMB, DRM30, DRM+, AM, FM和RDS系统。它提

供了非常方便的工作环境，完全控制所有系统参数。

支持BWS、TPEG、EWS、EPG、SLS等多种数据服务，随着市场的变化，还将增加更多的服务。 

RWC2010B具有ETI和MDI文件播放功能, 可以在实验室中对特定广播电台的DAB/DRM信号进行回

放。它还支持AM/FM广播测试功能，可全局编辑的RDS测试功能。

此外,RWC2010B内含一个RF上变频器,支持射频输出电平：-10 dbm～120 dbm (CW: 0 dbm ～

110 dbm) , 0.1dB步进可调。 

概述

 RWC2010B
广播信号发生器   

关键特性

支持DAB、DAB+、DMB、DRM30、DRM+、AM、FM、RDS等功能

内置集成多路复用器

 轻松灵活的集成编辑:15个DAB业务组件, 4个DRM流

 支持BWS、TPEG等多种数据业务

 Reconfiguration, Announcement, TII, EWS, Time functional tests

具有ETI、MDI和DRM IQ文件播放功能，具有OFDM调制器和射频上变频功能

 两台RWC2010B测试机通过数据线连接，自动同步

 强大的测试功能:DAB-DAB, DAB-DRM, DAM-FM, DRM-FM

单频组网(SFN)测试

 两台RWC2010B测试机可以传输精确同步的DAB或DRM信号

 可调信号延迟，分辨率0.1us

多频道FM和RDS功能

 同时可产生3个调频和RDS广播信号

实时文件流功能

 存储在用户PC上的内容可实时传输到RWC2010B上进行广播

 用于测试各种内容和大文件内容

支持多种频段

 BAND I/II /III (47MHz ~ 68MHz, 87MHz ~ 108MHz, 174MHz ~ 250MHz)

 LF/MF/HF BAND (0.15MHz ~ 30MHz)

Seamless Link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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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多路复用器

简单测试设备由模板播放器(ETI和MDI文件播放器)组

成。这种情况文件必须事先在外部PC上准备好，然后下

载到测试设备中。协议遵从性测试需要多种不同组合的配

置参数。配置参数的每次改变都会影响测试模板，因此模

板文件必须在外部PC上重新生成，并再次下载到测试设

备中。RWC2010B配有集成多路复用器。支持仿真广播

电台的功能。使用GUI程序可编辑协议参数，并可立即更

新广播信号。

RWC2010B支持Reconfiguration,TII和Announcement

功能。集成多路复用器支持多达15个服务和15个服务组

件的DAB/DMB和多达4个流的DRM，并且开/关操作简

单。RWC2010B提供了图形化的集成信息界面，可以很

容易地捕捉复杂集成结构。

Reconfiguration，Announcement，TII

RWC2010B支持Reconfiguration、Announcement、

TII等高科技协议测试。Announcement功能是一种用于

强制情况或自动化的功能。例如，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则

会激活Announcement功能。此功能将更改每个接收机

的通道，以便它们能够听到紧急消息或通知。或者，用户

也可以使用它来设置频道在特定时间切换到特定的程

序。RWC2010B提供了一个界面，用户可以使用该界面

来更改广播功能，并传输DAB/DMB相关配置的通知和用

于DRM强制换台的SDR数据。

TII(Transmitter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通过Null 

apace为每个发射机指定一个ID，用于各种应用程序，如

当前位置检查等。在RWC2010B上可以开启或关闭TII。

此外，身份是可更改的，并且支持双身份传输。如果发送

两个ID，操作环境也会发生变化，就像两个发射机同时工

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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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 MDI和DRM IQ文件播放器

 RWC2010B
广播信号发生器   

ETI文件描述了在DAB包供应商和传输网络供应商之

间适合于传输完整的DAB包的信号特征，包括若干

子信道和格式化的快速信息信道(FIC)。这意味着，

如果ETI文件被编码为某一广播电台的T-DMB/DAB

信号，它就包含了该广播电台的所有信息。MDI文

件描述了适合于在DRM包供应商和传输网络供应商

之间传输完整DRM集成的信号特征，包括许多流和

格式化的服务描述通道(Service Description 

Channel, SDC)。这意味着如果MDI文件被编码为

特定广播电台的DRM信号，它包含了该电台的所有

信息。利用这些文件和RWC2010B的ETI/MDI功

能，该特定广播电台的T-DMB/DAB信号或DRM信

号可以在实验室中再现。

模拟调幅/调频和RDS测试方案

RWC2010B支持模拟AM/FM和RDS测试功能。大

多数DAB / DMB /DRM 被测物也支持模拟AM/

FM，所以这将非常有利于测试那些即有DAB/

DMB/DRM，同时也具备AM/FM功能的被测物，

并且仅使用一台测试设备。针对FM，它支持多通

道调频信号发生。

单频网(SFN)测试解决方案
为了在实验室中测试SFN，需要两个广播信号源。两
个广播信号源需要同步，并且同步延时可调。使用
两台RWC2010B，可以很容易地在实验室中进行
SFN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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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mless Linking测试解决方案

为了在实验室中测试Seamless Linking算法，需要两
个广播信号源。两个广播信号源需同步，且同步延时可
调。使用两个RWC2010B，多种Seamless Linking试
测组合(DAB to DAB, DAB to DRM, DAB to FM, 
DRM to DRM, DRM to FM)可以在实验室中轻易实
现。
用户可以将一个RWC2010B作为Master，另一个
RWC2010B作为Slave。在Master的GUI上，用户不仅
可以控制Master，还可以控制Slave。使
用“SLAVE_DELAY”参数，两个发射机之间的音频同
步延迟以毫秒为单位可调。

Service Linking

直接切换，音频中断

Seamless linking

无音频中断

使用两个RWC2010B

简单实现Seamless linking测试

一台作为Master，另一台作为Slave

支持调整Master和Slave之间的时延

Service Linking示意图

主从设备正同步播放同一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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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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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界面

遥控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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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LF/MF/HF 频段:0.15MHz ~ 30MHz
频段I/II/III: 47MHz~68MHz, 87MHz~108MHz,174MHz~250MHz
分辨率:1kHz
精度:±1.5ppm/年（工作温度下）

频段 I/II/III：-10dBm ~ -110dBm (OFDM: -10dBm ~ -120dBm) 
LF/MF/HF 频段：-20dBm ~ -110dBm (OFDM: -20dBm ~ -120dBm)  
分辨率: 0.1dB
精度: ± 1dB

优于1:1.5

OFDM(正交频分复用)
D-QPSK(微分正交相移键控)，16QAM, 64QAM 
FM/AM

内部参考：10MHz，±1.5ppm/年 （工作温度下）
外部参考:10MHz (0dBm ~ +20dBm MAX)

输出电压: ±1Vpp

RS-232C

工作温度: 5 ~ 40℃
工作电压: 100 to 240 VAC, 50/60Hz 
尺寸: 240(W) x 110(H) x 340(D) mm 
重量: 5.5Kg

频率

输出电平

电压驻波比

调制

频率参考

I-Q Out Port

远程编程端口 RJ45(以太网) 

其他



北京度纬科技有限公司（Doewe Technologies）拥有自主品牌“度纬仪器”，致力于测试测量领域，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专利和
多项软件著作权。业务范围涵盖广播电视及专业音视频、公路交通和通信物联网及消费电子行业。

广电音视频应用方向，公司目前主营自研广播电视/无线电监测系统BroadEye、广播电视场强覆盖测试系统BroadCMS Plus、广播测试
仪FMH、音视频/TS码流分析仪TSA和广播发射机测试专用高精度解调器RWC2500A等产品。专业音视频应用方向，公司主营SDI视频
发生和分析仪器、音频发生和分析仪、4K/8K软件编码方案及定制视频测试系统。

公路交通应用方向，公司主推自研ETC自动化测试系统ETC Runsys（符合GB/T20851标准）、ETC门架信号测试系统、OBU交易功能测
试系统、公路闭路电视测试系统（符合JTG 2182-2020标准）及通信网络相关测试产品。

通信物联网及消费电子应用方向，公司主营WIFI信令测试仪WTE系列、蓝牙信令测试仪BTE系列和相关自动化方案。

同时我司还提供测试系统方案设计、技术咨询和系统集成服务。目前销售网络已经辐射全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已经设立4个办事处，分别
是东北办事处及技术服务中心、华东办事处及技术服务中心、华南办事处及技术服务中心和西南办事处及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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