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使用指南                                                                           
出版号 28240481JS                                                                                       

 

 

 

 

 

 

 

 

SU4306-1 噪声源 

 

 

 

 

 

 

 

 
 
 

 
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                                         06/2019 



SU4306-1噪声源    用户使用指南 

                               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       
-1- 

SU4306-1 噪声源简介                              

在通信系统中，为保证设备稳定可靠工作，一定要配备性能良好的测试设备，中

频噪声源就是其中之一。用噪声源对卫星线路噪声进行模拟，以确定一个适当的信噪

比来对中频调制解调器的误码率进行测量。本噪声源不仅可用于卫星通信中，对卫星

线路的高斯白噪声进行模拟，还可用在微波通信、散射通信中。 

 

 

 

SU4306-1 噪声源及附件 

 SU4306-1 噪声源                  1台 

 三芯电源线                           1条 

 CD 光盘（含《用户使用指南》）                  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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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本文档所含内容如有修改，恕不另告。本文档中可能包含有技术方面不够准确的地方或印刷

错误。本文档只作为仪器使用的指导，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对本文档不做任何形式的保证，包括

但不限于为特定目的的适销性和适用性所作的暗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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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使用说明 

1.1  使用准备： 

1.1.1   检查整机与附件： 根据装箱单检查仪器及附件是否齐备完好，如果发现包

装箱严重破损，请先保留，直至仪器通过性能测试。  

1.1.2   接通仪器电源： 

仪器在符合以下的使用条件时，才能开机使用。 

电压： AC 200～240V                       频率：50～60Hz   

 温度： +5℃～+40℃                                 湿度：＜80％ 

1.2 熟悉前后面板 

          

6GHzSU4306-1噪声源

合路输出合路输入2合路输入1

噪声输出信号输入 信号输出

方向功能 数据输入

电源

信号

步进

清除

噪声 7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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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21 3

0 ./-

 

 

GPIB

FUSE: 2A  250V

          220-240V        50Hz/60Hz  

                    15W 15VA  

REPLACE FUSE
AS SPECIFIED

DISCONNECT POWER CORD
BEFORE REPLACING FUSE

 

1.电源开关            2.显示屏              3.功能键 

   4.数字键              5.输出端子            6.GPIB接口 

       7.接地端子            8.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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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开机/关机操作 

开机：仪器的电源线接好之后，按下前面板的船型开关键，打开仪器，此时仪

器会恢复上次关机前的状态，显示的信息也是关机前的信息。 

关机：按下前面板的关机键，仪器就会进入关机状态，此时仪器会记录关机前

的信息及状态，以便下次开机时恢复此状态。 

注：本机使用前请开机预热 10~15 分钟  

 

1.4 信号连接 

机箱前面板的接口部分有六个 SMA型插头，可用 SMA接口的线缆进行连接。其对

应的信号如下表： 

接口名称 接口型号 信号说明 

噪声输出 SMA 用于噪声信号的输出 

信号输入 SMA 用于外部信号的输入 

信号输出 SMA 外部信号经衰减后的输出 

合路输入 1 SMA 合路器的一路输入信号 

合路输入 2 SMA 合路器的一路输入信号 

合路输出 SMA 用于合路器的信号输出 

 

1.5 键盘说明 

机箱前面板用一块 4×4键盘进行人机交互操作，各按键名称和进行的操作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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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名称 操作 

0-9 数字键 直接输入所需衰减值。 

步进* 使仪器进入“步进”设置状态 

噪声 使仪器进入“噪声”衰减设置状态 

信号 使仪器进入“信号”衰减设置状态 

▲/▼ 增加或减少“衰减”或“步进”的数值 

◀/▶ 可以在“衰减”或“步进”间进行切换 

▪ /- 输入小数点及负号 

清除 清除所设置的数值 

dB 将输入的数值进行确认并输出相应的衰减量 

 

           *注：更改步进数值只能通过“▲/▼”来改变。 

 

             

  

 

 

 

 

 

 

警告： 为保障操作者人身安全，必须使用带有安全接地线的三孔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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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原理 

2.1 噪声产生基本电路框图 

按照噪声源的技术分工，基本电路由噪声产生、宽带放大器、增益控制、合路

器、信号输入、显示等部分组成。设备的功能框图如图 3 所示。 

 

                            

合路输入1

合路输入2

噪声产生 宽带放大器 数控衰减器 噪声输出

信号输入 数控衰减器 信号输出

合路器 合路输出

显示 控制电路

 
 

                                                                         图 3 

2.2 噪声产生及放大电路 

利用噪声产生电路生成宽带高斯白噪声，通过超宽带放大器对所产生的高斯白

噪声进行放大，数控衰减器可以控制输出噪声的功率，合路器可将输入信号与噪声合

路输出。 

2.3 基本操作 

2.3.1 噪声输出设置： 

        噪声设置 

按下【噪声】键,可以对噪声衰减进行设置，设置衰减量有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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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可以通过数字键直接设置所需要的衰减值，设置完成后必须要按

【dB】键进行确认，否则衰减值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 

第二 通过【▲】和【▼】键来设置所需的衰减量，每按一下会增加或减小

当前的步进量，利用【▲】和【▼】键来设置衰减量时，不需要再按【dB】键进

行确认。 

     步进设置 

按下【步进】键可以对衰减的“步进”进行设置，“步进”只能通过【▲】

和【▼】键在 10dB、1dB 及 0.1dB 间切换。 

噪声设置与步进设置的转换 

按下【◀】和【▶】键也可以在“衰减量”和“步进”之间进行切换。 

2.3.2 信号设置： 

按下【信号】键，其他设置与在“噪声”状态时相同，这里不再阐述。 

2.3.3 合路输出： 

通过合路器的“合路输入 1”与“合路输入 2”将信号与噪声合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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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程控 

3.1 接口地址 

GPIB 地址为 15 

3.2 指令格式 

指令为字符串格式，发送指令需要以\n(即 0X0A)为结束符，指令返回以\n 结尾 

3.2.1 系统复位 

命令：*RST 

返回：无 

发送*RST 指令可使仪器进行软件复位，重新初始化相关设置。 

3.2.2 序列号 

命令：*IDN？ 

返回：公司名称，仪器型号，仪器编号，版本号 

例子：发送*IDN?，返回数据 Suin,SU4306-1,S000001,v1.0.2 

该指令用于获取当前设备序列号，序列号包括公司名称、仪器型号、仪器编号、版本

号，以半角逗号隔开。 

3.2.3 噪声衰减 

命令：NOISe:ATTenuation <value> 

返回：无 

例子：发送 NOIS:ATT 79 

设置噪声衰减为 79dB 

3.2.４信号衰减 

命令：SIGnal:ATTenuation <value> 

返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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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发送 SIG:ATT 79 

设置信号衰减为 79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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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服务与支持 

4.1 保修概要 

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对生产及销售产品的工艺和材料缺陷，自发货之日起给

予一年的保修期。保修期内，对经证实是有缺陷的产品，本公司将根据保修的详细规

定给于修理或更换。 

除本概要和保修单所提供的保证以外，本公司对本产品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明示

和暗示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对直接、间接的或其他继发的任何损失不承担

任何责任。 

 

4.2 联系我们 

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若您感到有不便之处，请与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直接

联系： 

 

周一至周五     北京时间  8：00-17：00 

营销中心：  0311-83897148   83897149   

客服中心：  0311-83897348 

传    真： 0311-83897040 

技术支持：   0311-83897241/83897242 转 8802/8801 

   0311-86014314 

或通过电子信箱与我们联系  

E-mail:  market@suintest.com 

网址：http://www.suintest.com 

 

 

 

 

 

 

mailto:market@suin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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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技术指标 

5.1 噪声 

5.1.1  输出噪声带宽：            20.0MHz～6.0GHz   

5.1.2  输出噪声总功率： ≥3.0dBm 

5.1.3  输出阻抗：  50Ω 

5.1.4  输出接头：  SMA 

5.1.5 噪声衰减范围：    0.0～79.9dB 

5.1.6  衰减步进：          0.1 dB 

5.1.7  平坦度：    ±2.0 dB （20MHz～0.5GHz     衰减  0.0dB） 

                               ±2.0 dB （0.5GHz～1.5GHz     衰减  0.0dB） 

                                ±2.0 dB （1.5GHz～3.0GHz     衰减  0.0dB） 

                               ±2.0 dB （3.0GHz～4.0GHz     衰减  0.0dB） 

                                                 ±2.5 dB （4.0GHz～6.0GHz     衰减  0.0dB） 

                                                  

5.2  信号 

5.2.1   信号范围：                  20MHz~6.0GHz 

5.2.2   信号衰减范围：  0～79dB 

5.2.3   最小衰减步进：          1dB 

5.3 其它特性 

 接口： IEEE488 接口（选件） 

电源： 电压    AC220（1±10％）V      

       频率    50～60Hz 

5.4 通用特性 



SU4306-1噪声源    用户使用指南 

                               石家庄数英仪器有限公司 

-12- 

5.4.1 功耗：  ＜ 15VA 

5.4.2 环境：  温度 5℃ ～ 40℃       

     相对湿度＜ 80％  

5.4.3 尺寸：   483 mm × 133 mm × 500 mm 

5.4.4 重量：  7.2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