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有两种型号：OBL-24（24GHz）和 OBL-8（8GHz）
美国专利：6,397,154；7,058,530
其他专利待定

产品规格和说明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版权所有©2016 国际电子研究公司

Whip antenna extension connector
鞭状天线扩展连接器

Auto Switching Antenna Panel(utilizes 5 independent antennas)
自动切换天线面板（使用 5 个独立天线）

Headphone Jack
耳机插孔

8.4 inch (21.3 cm) High Resolution Touch Screen Display with “drag” & “move” controls
8.4 英寸（21.3 厘米）高分辨率触摸屏显示器，带有“拖动”和“移动”控件

Hand Straps
手带

Soft Function Menu Keys
软功能菜单键

Power Button
电源开关

Built-In Speakers
内置扬声器

DC Power Input(charges battery)
直流电源插孔（为电池充电）

USB Port (type-A) for Memory/Keyboard/Mouse



USB 端口（A 型），适用于存储/键盘/鼠标

Compact Flash Memory Port
小型闪存端口

Rotary Tuning Dial
旋转调谐拨盘

Menu Control Keys
菜单控制键

Numeric Keypad
数字键盘

Ethernet Port
以太网端口

USB Port (type-B)
USB 端口（B 型）

Rubber Grips
橡胶握槽

Antenna Panel Inputs
天线面板输入参数

8 GHz - 24 GHz(OBL-24 only)
8GHz - 24GHz（仅限 OBL-24 型号）

Antenna Panel Control
天线面板控制

(shown with protective port covers removed)
（保护端口盖移除示意图）

Baseband Out
基带输出

IF Out ports
中频输出端口

Aux Control Port
辅助控制端口

Aux RF In 10 kHz - 8 GHz
10kHz - 8GHz 辅助射频

Auxiliary Antenna Inputs
辅助天线输入参数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有两种型号：24GHz（OBL-24）和 8GHz（OBL-8）
文中所述规格均仅适用于 OBL-24 型号。



Complete integrated spectrum analyzer system with built-in antennas and analysis software
完整的集成频谱分析仪系统，配备有内置天线和分析软件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是一种手持式频谱分析设备，具有扫描速度快的特点，在功能上适

用于检测宽频率范围内所有未知的、非法的、具有破坏性的和异常的流氓传输。这些功能使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成为适用于以下场合的理想产品：

•通信系统（蜂窝塔，微波链路等）的定点调查

•射频辐射分析

•无线服务提供商和安装人员

•通信信道利用率的评估

•拥挤射频频谱的滥用调查

•未经授权或非法传输的安全调查

在当今社会，世界通信系统在许多领域均得以迅速扩大，特别是基于陆地移动和卫星的宽带

通信系统。无论是在对这些系统的评估过程中，还是将其集成到周围的射频环境中，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均为这些操作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对许多组织如医院，机场，实验室，企业，建筑工地，采矿工程，航运港口和大城市等来说，

射频频谱的管理至关重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企业之间的商务竞争越来越严峻，为了保护商业秘密，新产品的开发，营销

策略，公司敏感信息，财务信息，法律顾问和包括并购在内的新的业务战略的开展等机密信

息，各个企业就需要配备高水准的反窃听探测电子设备。

对于 VIP 保护来说，反窃听探测电子设备是的一种重要的用于保护隐私的方法。依靠 VIP 安

全服务，商人、电影明星、版税、体育人物、政治家及其他名人就可以保护他们免受窃听，

监视，骚扰或威胁。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为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探测复杂的射频信号提供了有利工具。

扫描及运行速度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以 12.2 kHz 的步长每秒内可扫描 24GHz。扫描时间短暂，其内置天线

和板载软件使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易于快速部署，优化了总体操作速度。

内置的自动切换多天线系统

1、使用集成式自动切换的多天线系统，实现了 10kHz 至 24GHz 或 10kHz 至 8GHz（取决于型

号）的无缝实时频谱可视性。

2、内置的 10dB PRE-AMP 提高了接收机的灵敏度。

3、由于天线范围有限或者必须切换外部天线，可捕获到全面的信号活动，进而避免了信号

丢失。

可携带性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重量较小（9.6 磅/ 4.4 公斤），外型灵巧和可手持，便于在目标区域

内来回移动的同时收集跟踪数据。内置式天线和分析软件使其易于部署，并能快速捕获和比

较来自多个位置的光谱数据。

已获专利的跟踪分析可快速检测信号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在尺寸、速度和可携带性方面的这些特点很重要，但 REI 公司的跟

踪分析功能通过提供的板上跟踪数据的全面分析来增加维度。在屏幕上执行跟踪分析，无需

笔记本电脑。 跟踪分析软件的功能特性和便捷的导航功能为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的高

效扫描性能提供了便利。

1、以 12.2 kHz 的分辨率显示每秒 24GHz 的实时跟踪数据。

2、快速检测各种类型调制的本地化射频能量传输。

3、定位缩放模式可以对频谱中的信号进行曝光和放大，而不中断全谱峰的跟踪捕获。

4、已获专利的跟踪分析被内置到该设备的功能中。可对参考和目标轨迹进行快速捕获、存

储和比较，以便获得完整的射频映射解决方案。

信号列表生成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收集峰值跟踪数据，然后根据峰值跟踪数据生成信号列表。 此外，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还可以从目标扫描轨迹中减去参考轨迹，然后根据差分轨迹创建出

信号列表，进而非常快速地显示出目标区域独有的信号列表。

1、使用专有算法根据跟踪数据生成的信号列表

2、以秒为单位创建的多通道信号列表

3、日志间歇性信号（突发/分组和跳频）



Zoom to a frequency range while continuing full peak capture
在继续全峰值捕获的同时将信号缩放到某个频率范围内

瀑布图分析

捕获并记录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峰值轨迹，用于谱图活动的历史分析。

两种瀑布模式

•实时光栅视图

- 在实时接收器跟踪设备中提供瀑布视图，可用于快速分析

•跟踪记录器

- 随时间记录的跟踪序列，可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和缩放。

- 记录频谱重建的详细跟踪数据，允许用户在记录的频谱内进行缩放和平移（不限于屏幕捕

获分辨率）。

信号分析与定位

基于 RSSI电平变化和近场定位功能，很容易对信号进行定位。

内置解调器套件

音频解调器

1、FM 宽带

2、FM 窄带

3、AM 宽带

4、AM 窄带

5、子载波

6、单边带

视频格式

1、 NTSC，PAL，SECAM
2、宽带 AM 或宽带 FM 解调

3、屏幕内显示视频解调

解调带宽

1、音频：200 kHz，12.5 kHz，6.25 kHz，2 kHz
2、视频：12.75MHz，6.375MHz



在进行解调的同时还可继续进行光谱更新和显示。

多功能探头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配备有一个多功能探头，可插入辅助端口，用于捕获载波电流，IR，
CATV（F 连接器），连接 VLF 天线。

辅助定向天线

随设备附带，频率范围为 1.5GHz - 8GHz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

OSCOR 蓝色频谱分析仪的优势

扫描时间短暂

1 秒内即可达到 24GHz（取决于型号）

包装完整

集成式自动切换天线系统

10kHz 至 8GHz 或 24GHz（取决于型号）

跟踪分析

比较峰值轨迹，以边识别特定环境所独有的射频能量

易于定位射频信号

便携式设计，最小化了从一个现场移动到另一个现场所需的设置时间

由 REI 公司的讲师进行培训

REI 公司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化的 TSCM 培训设施。

还可提供现场培训。

有关课程日期和在线注册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reiusa.net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sales@reiusa.net

市场特点

mailto:sales@reiusa.net


射频系统

频率：8GHz 型号（OBL-8）= 10kHz 至 8GHz
24GHz 型号（OBL-24）= 10kHz 至 24GHz
显示平均噪声级别（DANL）（25kHz 分辨率带宽）

无前置放大器= -100 dBm
有前置放大器= -110 dBm
扫描速度：24GHz /秒
前置放大器：DC-8 GHz = 10 dB
衰减：DC-24 GHz = 0 dB，-10 dB，-20 dB，-30 dB
动态范围：

最小/最大范围：90 dB
SFDR：80dB

音频系统

解调类型：AM，FM
滤波器尺寸：800 khz，200 kHz，12.5 kHz，6.25 kHz，2 kHz
副载波滤波器：6.25kHz，12.5kHz，200kHz
耳机输出（包括低泄漏耳机）

内置扬声器

视频系统

格式：NTSC，PAL，SECAM
解调：AM，FM
滤波器尺寸：12.75 MHz，6.375 MHz
副载波滤波器：6.25kHz，12.5kHz，200kHz

天线系统

内置自动切换天线系统：

频率：8GHz 型号（OBL-8）= 10kHz（可用）至 8GHz
24GHz 型号（OBL-24）= 10kHz（可用）至 24GHz

输入/输出

辅助射频输入：10 kHz 至 8 GHz
中频输出：25MHz，以 75MHz 为中心

基带输出：DC - 6MHz
扩展：MPP 的辅助控制端口

用户界面

配备有 8.4''显示屏的集成触摸屏

软键和光学旋转式编码器

USB 端口（A 型）：用于外围设备（键盘，鼠标）

以太网端口

电源



通用电源包括：100-240 VAC，50-60 Hz
可拆卸电池：可充电锂离子，续航时间为 2 - 3 个小时

外部存储能力

小型闪存（CF）插槽

A 型 USB 端口

机械性能参数

尺寸：11.5 英寸×13.2 英寸×3.0 英寸（29.2 厘米×33.5 厘米×7.6 厘米）

电池重量：9.6 磅（4.4 公斤）

外壳尺寸：5.5 英寸 x 14.9 英寸 x 19.5 英寸（14 厘米 x 37.8 厘米 x 49.5 厘米）

全箱重量：21.0 磅（9.5 公斤）

工作温度：0°C 至+ 5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