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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       多功能       可扩展

RadiMation®

自动化 EMC/RF 软件



集成的 EMI/EMS 测试测量软件
超过25年经验的EMC测试软件领跑者

灵活             多功能               可扩展

   RadiMation EMC测试和测量软件针对(预)兼容的EMC测试系统进行了优化，将辐射的传导和发射和抗扰度测试打包成一个集成包。与单

个自动化EMC测试不同，允许用户执行完整的EUT(被测设备)测试。该软件附带了一个包含4500多个设备驱动程序的数据库，适用于不同品
牌/类型的EMC测试和测量设备。RadiMation为自动化(预)兼容的EMC测试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易于使用和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直观
    RadiMation 中的所有测试模块都有相同的外观和使用感觉。熟悉一个模块的工程师也可以直接上手另一个测试模块。对于每个EMC测试

模块，所有主要测试设置都可以从选择列表中选择，也可以在配置界面中以数字形式输入。通过这种方式，工程师可以获得测试参数设置的
清晰概述，而不需要任何编程技能。由于 RadiMation 是在微软Windows环境下开发的，它将在所有当前支持的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

模块化
    RadiMation 的模块化方法允许对特定EMC测试设置所需的软件功能进行灵活且经济的配置。该软件的核心包括可用以激活以下一个或多

个模块的USB许可证(软件保护层面)：

支持各种标准

        RadiMation 在单个软件包中支持通用的工业EMC测试标准，甚至允许用户定义特定于客户的测试。目前，RadiMation 在以下领域的全球公

司中使用：

开放性
    RadiMation 软件有三种不同的开放方式。首先，用户可以选择控制的接口，如GPIB, USB, RS-232或LAN，这些接口能支持广泛的EMC测

试和测量设备。其次，所有用 RadiMation 收集的数据都可以导出到其他Microsoft应用程序中；外部数据库中的信息，比如客户或仪器管理

数据，又都可以导入到 RadiMation 中。第三，软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户可配置的，所有功能都可以提供给每个人，或者通过预置的几个限

制级别提供。所有这些都为客户提供了选择的自由。

高速
    执行EMC测试和测量可能是一项非常耗时的活动。RadiMation 软件已经为速度进行了优化，且质量没有损失。新的EMC测试，主要基于

EMC测试标准，可以很容易地在 RadiMation 中进行制作和配置，并存储为测试设置文件(TSF)。运行测试可以简单地通过打开适合的TSF文

件并按下“运行”来执行，这可以加快每天的测试工作，并减少产生测试错误的风险。

• 辐射抗干扰

• 传导抗干扰

• 脉冲抗干扰（ESD, EFT, 浪涌和电压下降/中断） • 传导放射性

• 辐射放射性

• 汽车行业

• 消费电子

• 航空 / 航天 / 军事 

• 电信 

• 认证测试实验室

• 研究和工程

•医疗

•工科大学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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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RadiMation® RadiMation® Pro

Control individual instruments

Create / open / modify EUT files

Create / open / modify TSF files

Print or export test data (graph/table)

Multi-language user interface (English, French, German, Chinese)

User definable limit lines

Customizable graph lines

Run EMC emission / immunity test (Civil, Automotive, MilStd, DO-160 standards)

GTEM emission/immunity test (EUT orientations) 1x EUT orientation 3x EUT orientations

Maximum bands for multiband emission / immunity  3 bands 100 bands

Automatic peak detection and final measurement

Unlimited number of EUT monitoring channels

User definable change order testing

Attenuation / gain calibration measurements

Ambient suppression

Support 3rd party video monitoring systems

Sequence testing

Maximum frequency for calibration and/or test 6 GHz 120 GHz

Support for EUT controllers

Polar- and height plot of emssion measurements

Hide RadiMation logo in graphs 

GTEM emission OATS correlation calculation

Support automatic report generator

Control antenna tower/turntable

Control RF switch matrix systems

多频段
    RadiMation 软件包括所谓的“多频段”测试功能，即允许用户配置一个由多个频段组成的测试。对于 RadiMation 软件，最大频带

数限制为3个频带。对于这三个波段中的每一个，频率和测试设置以及测试序列都可以独立配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频率改变之前
改变调制，从而减少了确定每个频率点的功率所需的时间。 除此之外，所有其他参数都可以在特定的频段内进行更改，如EMI接收机

设置、限位线、使用的天线以及更改顺序。最终生成的将是展示全部单频带测试综合结果的单一测试结果图表。

为工程师提供帮助

    EMC测试工程师通常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有经验的人。 从对人激励的角度来看，以及出于成本的考量，让工程师尽可能地从恼人的
任务中解脱出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任务包括：配置EMC测试、EUT监视、跟踪测量数据和等待。RadiMation 提供了覆盖所有这些方

面的功能，从而使测试工程师从这些任务中解脱出来。

向后兼容
    RadiMation 软件已经存在了25年，并将不断改进和扩展新的和(或)改进的功能。新版本会在最终发布之前进行广泛的测试，并且特

地在后向兼容性上下了功夫，以确保能重新打开和处理来自早期版本 RadiMation 生成的测试文件和EUT数据。这种向后兼容性特性确

保了您宝贵的历史测试数据查看和(或)使用的可能性。

RadiMation® 功能



测试中的设备

多频段辐射放射测试

RadiMation® 软件的截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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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频段辐射放射设置窗口

新建设备驱动列表

RadiMation® 软件的截图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