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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的旋转关节测试系统，RJ001是针对单通道、双通道乃至多通道旋转关

节，尤其是同轴旋转关节设计的自动化测试系统，RJ004系列增加波导关节对于扭矩测试的测试要求，每次

只能测试单一某个通道，由于该启动力矩和转动力矩非常小，要求低于到10-3牛米的量级，采用高灵敏度的

扭矩传感器来保证测量精度。由此测试系统可实现对旋转关节的驻波及驻波变化量、插损及插损变化量、相

位及相位变化量、多通道之间的隔离度，寿命以及寿命周期内的性能变化等指标进行自动化精确测量，并按

照客户设定的要求保存跟踪设定时间内的各项指标及其变化等。该系统具有高可靠性，高自动化，精确测

量，直观读取测试报告等特点。

    

RJ001 & RJ004 系统根据需要可以配备相应的2端口，或者4端口网络分析仪，一般推荐配备矢量网络分析

仪。4端口网络分析仪特别适合测量双通道及多通道旋转关节，相对于2端口网络分析仪，4端口网络分析仪

具有更高效率，更高测量稳定性和真实性。

系统硬件部分主要包含笔记本电脑（标配联想笔记本电脑）、测试转台和网络分析仪（客户可自行考虑）三

部分。其中测试转台的后面板有三个接口，分别是220伏的交流电（可以安装客户所在地区使用习惯设定电

压及接口）和二个通讯接口：电脑网线接口及网络分析仪接口（可以采用RJ45等多种接口）。三部分相对

独立的硬件通过这二个通讯接口用网线连接一体，形成可以互相控制、通讯的整体系统。

软件是我们雅驰实业公司自主研发的“JointTest”测试软件，我们会安装调试好安装在系统配套的电脑桌

面。因为每台网络分析仪都有自己的通信协议，所以我们公司的“JointTest”测试软件基本都要根据客户指

定的型号网络分析仪进行编写调试。不同型号的网络分析仪有可能无法直接安装在我们开发好的测量系统中

使用。您在使用前只需要点击我们已经安装在电脑桌面上的图标就可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测量，可以随时按照

您的要求记录下相应测试数据，并形成相应数据图表供测试人员进行测试结果分析、统计。

系统配件包括校准件，测量负载，测量电缆，标准测量旋转关节，测量支架等配件，以便更好地完成旋转关

节的电气指标的测量与跟踪。系统配件一般根据您的需要进行选购，其中测量支架我们完全是按照客户要求

定制的。系统配备了四套客户定制支架，分别是：

支架1：用来测量德国斯必能公司 Spinner BN 835047, BN 835067, BN 835068, BN 835045和BN 

835077等，Molexy RJ518005，RJ518030，RJ518031，RJ518032，RJ518033等单通道同轴旋转关

节；

支架2：用来测量德国斯必能公司 Spinner BN 153127, BN 153139, BN 153118等，Molexy 

RJ518202，RJ518204，RJ518211，RJ518212，RJ518215，RJ518216等双通道同轴旋转关节；

支架3：用来测量瑞典Siverslab公司 PM7892等单通道同轴旋转关节；

支架4：用来测量德国斯必能公司 Spinner RJ120054等三通道旋转关节。

该系统也可以定制其他支架用来测量如美国钻石公司 Diamond Antenna 单路旋转关节如型号

18-2124-0,26-2124-0,47-2124-0, 12-2120-0, 18-2120-0, 41-2120-0, 51-210-0 等， 及双路旋

转关节如型号2220C-0, 21-2220C-0, 2240-0, 20-2240-0, 25-2240-0, 2244A-0, 10-2244A-0；美

国科巴姆公司 Cobham/Kevlin 等公司的单路旋转关节，双路旋转关节如型号1102,1102/6, 21149, 

21140/2, 22023,1279X 等产品。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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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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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001 & RJ004 测试系统的硬件由网络分析仪、测试转台（含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等）和电脑

以及相应的测试支架等配件组成。

测试系统的搭建简单灵活，网络分析仪可以使用2端口也可以使用4端口；旋转关节的更换也非常方

便，使用配套安装夹具和接口，可以更换不同尺寸大小的单路或多路的关节。满足不同的测试需

求。

针对测试系统使用特点，专门开发了自动化测试和分析软件，实现了关节的重要指标自动测量、记

录、分析、统计等工作。节省人力资源，方便查看测量结果。

测试系统也可提供简化版方式，即省去电脑，只用控制器完成各种运动功能，但测量的结果需要人

员在网络仪上观测，无法进行数据比对、分析统计。优点是成本较低。

系统组成部件及说明

笔记本电脑

测试转台

测试支架

RJ45 网线

电缆组件

射频组件

网络分析仪

电源线

用来为用户提供操作界面，为软件提供运行平台，
完成软件与转台控制，软件与仪器通讯，采集数
据以及处理数据的功能。

用于安装旋转关节及关节测试的控制运动转台

用来固定要测试的旋转关节到测试转台上，完成
相应测试

完成计算机与测试转台、计算机与网络分析仪之间
的供电及通讯

用于网络分析仪与测试关节间的射频链路连接

主要包括一些校准器件，如开路器、短路器、负载、
直通器等，用于必要校准时的校准工作

为整个测试系统提供射频测试环境、提供测试条件

提供220伏交流电源供电，以便测试转台正常工作

RJ001电气测试转台外观图： RJ004扭矩测试转台外观图：



扭矩测试转台RJ004

对于双路波导旋转关节的扭矩测试，我们采用了如下图的单独扭矩测试仪，每次只
能测单一某一通道。因为该旋转关节的启动力矩和转动力矩都非常小，我们采用了
高灵敏度的扭矩传感器。

驱动电机

示意图

扭矩测试仪模型(最终以实物为准）

480 244

45
8

扭矩传感器

12寸触摸电脑

旋转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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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旋转关节的电气性能测试，我们在原来的旋转关节测试系统RJ001基础上，可

以升级触摸大屏，带滑轮的单独控制柜及操作台等，以方便控制。

RJ001整体测试系统提供了关节的测试的三种连接情况，系统功能及操作如下:

系统功能
Application

整体测试系统提供了

关节的测试的三种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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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是较为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只安装一个关节，关节外侧连接射频电

缆，连接到网络仪的1端口。关节内侧连接匹配负载。

测量指标包括：测量驻波比、隔离度及360度连续旋转情况下的幅度变化。

第一种测试情况  被测关节连接测试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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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测试情况  被测关节连接测试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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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也比较常用。这种方式是只安装一个关节，关节外侧连接射频电缆，连接

到网络仪的1端口。关节内侧也连接射频电缆再连接到网络仪的2端口。

测量指标包括：全部指标：精确测量驻波、插损、相位、隔离及360度非连续旋转

（一般建议慢速正向旋转360度，然后再反向旋转360度）情况下的幅度变化。



这种情况不建议进行寿命实验，因为长时间旋转会损坏标准关节。这种方式是只安

装一个关节，关节外侧连接射频电缆，连接到网络仪的1端口。关节内侧也连接射

频电缆再连接到网络仪的2端口。

测量指标包括：测量驻波、插损、相位、隔离及360度连续旋转（一般情况下除非

要求做插损等指标的寿命等不建议采用该种测试方法，因为该种测试方法把标准旋

转关节的360度转动时的指标变化量也累计到被测旋转关节上，会有测量误差。而

且长时间进行寿命实验时也会造成标准关节的指标下降，甚至损坏）情况下的幅度

变化。

第三种测试情况  被测关节连接到标准旋转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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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测量方法比对表

测试情况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被测关节连接对象

所需器件成本

测量损耗

是否可以连续旋转

是否适合高速旋转

可测量指标

测量指标时的具体情况

驻波

驻波变化

插损值

插损转动变化量

相位转动变化量

隔离度

使用寿命

连接负载

低

低

是

是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无法测量

无法测量

无法测量

精确测量

是

连接跳线

中

中

否

否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精确测量

否

连接标准旋转关节

高

高

是

不建议高速旋转

测量

非精确测量

非精确测量

非精确测量

非精确测量

非精确测量

非精确测量

是

VSWR, VSWR WOW, 
Isolation, Life time etc.

VSWR, VSWR WOW, IL,
IL WOW, Phase WOW, 
Isolation

VSWR, VSWR WOW, IL,
IL WOW, Phase WOW, 
Isolation, Life tim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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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测试情况比对表



转台控制器的正面包括：显示屏、运动

方式功能选择按钮、速度增加按键、速

度减小按钮、方向控制开关、本地使能

开关、电源开关和状态显示灯等。

正面视图如下

背面只有三个接口：连接电脑的网口

PC-LAN、连接网络分析仪的

IT-LAN和电源线接口，和连接220伏

交流电的标准接口。

背面视图如下

俯视图如下：

测试转台主要用来固定旋转关节，根据指令来进行操作。其功能说明如下:

* 显示屏：可以显示转动速度 和当前已经转动的圈数。

* 速度控制键：包括两个按键，增加和减少当前转动速度，每按一次增加和减少一个标准速度。

* 功能选择按钮：点击此按钮可在顺转、逆转、转逆转这三种运动过程中进行选择。

* 本地控制：当本地控制为开，手动可控制操作，程序控制失灵。当本地控制为关，程序可控制转台，    

手动控制失灵。

* 电源开关：用于打开控制器的电源，使控制器加电。

* PC-LAN网口接口：用于连接电脑与转台。  

* IT-LAN网口接口：用于连接转台与网络分析仪。

* 电源线接口：用于电缆连接电源。

* 转台自重： 20Kg

- 9 -

转台及驱动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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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
System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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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

网线连接示意图

将笔记本电脑以及旋转关节测试转台置于平稳平面上，连接好笔记本电源线及测试转台电源线，连接好

网线，一根网线连接笔记本电脑网口，另一端连接转台后面的PC-LAN；另一根网线连接网络分析仪后

面的网口，另一端连接转台后面的IT-LAN。连接射频线，根据测试的关节不通及测试方法不同，根据

实际情况连接射频线路。当电源、网线、射频线都连接好后，即可将笔记本电脑及转台加电开机。当笔

记本电脑开机完成后，确认电脑是否在固定的网段地址内(192.168.1.X).当以上准备工作完成后，系统

整体连接完成并已加电。此时即可单击电脑桌面上图标进入软件界面进行测试！

1

单通道旋转关节安装示意图2



三通道旋转关节安装示意图4

双通道旋转关节安装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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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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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分析软件

（JointTest)

功能说明



测试和分析软件（JointTest）最主要的作用是完成关节各项重要指标的自动化测试，并将测试数据分

析统计后的结果，形成Excel报告，方便工程师了解关节的指标特性。

JointTest可以测量VSWR、Insertion Loss、Isolation、Phase、以及寿命测试情况下的各项指标变

化情况。

主界面如下图：分4个功能区，如下图红色边框标示的4个数字区。

图形显示区，可以把测量的结果形成图形显示出来，包括：VSWR、IL、Isolation、Phase等等。

功能区一

功能区二

状态显示区，显示转台表盘的转动情况，可以完成调速。可以显示不同关节的状态。

功能区三

测试功能区，所有的测试工作都在这里完成设置。

功能区四

状态栏区，在这里完成软件的配置工作，包括连接网络分析仪的设置、图形显示的设置和一些其它设

置，另一个功能是退出软件。

- 14 -

测试和分析软件功能说明



1) 设备设置：包括仪器的型号选择：   

                       仪器IP地址的设置：

2) 控制设置：打开软件时连接设备：  

                      连接设备的Com端口

设置好基本设置后要点击：                       确认以上设置。

注意，设置好以后要退出：                      软件重新运行。

首先要打开软件：软件打开后首先要进行基本的设置，界面如下图

测试之前设置1

System Options

Instruments

Model: 8363

Model: 8363

192.168.1.102TCPIP

In  use  Agilent  IO  Library

Control

Apply

Apply

Close

Connection device when the soft
running

serial port number:

192.168.1.102TCPIP

Connection device when the soft
running

1

serial port number: 1

设置功能分2部分，1.设备设置；2.控制设置。

Exit

测试和分析软件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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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和分析软件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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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包括：选择关节通道数量、选择关节连接方

式、选择测试的功能指标、选择是频段测量、旋转

变化量测量和寿命测量，设置寿命测量的圈数、设

置测量典型频点、设置数据保存位置、开始测试和

停止测试等功能。

在主界面的右侧能看到测试功能区域。如下图：测试选项2

△ 1.多路关节通道数量
首先选择测量的关节通道数量，这里可以选择是单通道还是双通道的测量。

One Channel

Quantity of Joint Channel关节通道数量

Two Channel

△ 2.测量方式
测量方式有三种，如图示

I (to Load)
(VSWR,VSWR WOW, Isolation)
(Continuous Rotating)

II (to Jumper)
(VSWR,IL,Phase,Isolation)
(No Continuous Rotating)   

III (to Joint)
(VSWR,IL,Phase,Isolation)
(Continuous Rotating)   

Testing Method



I (to Load)
(VSWR,VSWR WOW, Isolation)
(Continuous Rotating)

多路关节外侧的一个或两个端口连接射频电缆，内侧连接负载，这种方式可以测量的指标是

VSWR、VSWR  WOW、Insolation，测试时可以连续旋转

2● 第一种方式

II (to Jumper)
(VSWR,IL,Phase,Isolation)
(No Continuous Rotating)  

多路关节外侧的一个或两个端口连接射频电缆，内侧也连接射频电缆，这种方式可以测量全部的

指标，包括：VSWR、VSWR WOW、IL、IL　WOW、Phase、Phase  WOW、Isolation 

WOW以及寿命测试等。但是测量时不能连续旋转。

2● 第二种方式

III (to Joint)
(VSWR,IL,Phase,Isolation)
(Continuous Rotating)   

安装两个多路关节，外侧的一个或两个端口连接射频，另一个通过射频电缆连接到另一个多路关

节的一个或两个端口上，另一个关节的外侧再通过电缆连接到网络仪上。这种方式可以测量全部

指标，包括：VSWR、VSWR WOW、IL、IL　WOW、Phase、Phase  WOW、Isolation 

WOW以及寿命测试等，而且可以连续旋转。可进行调整情况下的寿命测试。

2● 第三种方式

△ 3.测量指标

可以自己设置测试指标，按测量方式确定的默认指标测量。但是每种测量方式都有不同的指标

测量，如选择第一种方式时，只可测量 VSWR、VSWR WOW、Phase、Phase WOW等指

标。

VSWR：驻波指标。是

IL（Insertion Loss）：插入损耗。

Isolation：隔离度

Phase：相位

Possible Tested Speci�cations

VSWR Phase

IL(Insertion Loss) Isolation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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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置频率：点击按键                         

出现如图所示界面

可以设置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还有典型频率，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用于设置测量时的频率范围设

定，典型频率是用于测量旋转变化量（WOW）时，只分析统计设定频率点的变量曲线。

a) 频段内测量

测量时网络仪的参数设置为起始频率和结束频率模式，整个频段内所能频率全部测量出来，每个

指标只测试一次，转台不旋转，只作为简单的单次测试方式，数据量较小，测试速度快。

Exact Testing(Freq:1-18GHz)

b) 旋转变化量测量

测量时网络仪的参数也是设置为整个频段，同时转台低速转动，边转边测，数据同时保存，每个

指标旋转一圈，数据量较大，测试速度慢。

△ 4.测量内容设置

测量内容界面如图:

Details for tested Speci�cation

Exact Testing(Freq:1-18GHz)

Set Freq

Set Freq

Change Save

Start:1GHz; Stop 18GHz; Mark:1,2,6,10,18GHz

WOW(0° - 360°）

WOW(0° - 360°）

c) 寿命测试

前面两种测量的内容都可以选择为寿命测试方式，可以设置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可以设置

寿命测试的圈数和测试间隔的圈数。

Life Time(Freq:1-18GHz)

100000

100000

Forward Life Times:

Exact Times:Reverse

Life Time(Freq:1-18GHz)

100000

100000

Forward Life Times:

Exact Times:Reverse

Save Dir: E:\Test Data\Data001

Setting Freq

START: GHz GHzSTOP:

Mark:

Save Setting Load Setting

Apply Close

0 18:00

1，3，6，10，12，15，18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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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设置保存位置

点击                         出现路径选择的对话框，如下图

为方便频率的设定，可以把这次输入的频率值保存                            到文件内，下次可以直接打

开                        设定，不需要再手动输入。

设置完成后点击按键                         接受设置，完成后会在界面上出现提示(Start:1GHz; Stop 18GHz; 

Mark:1,2,6,10,18GHz )。如果无需要设置频率，点击                         关闭即可。

Change Save

Set Freq Change Save

Save Dir: E:\Test Data\Data001

Save Setting

Load Setting

Apply

Close

测试和分析软件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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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中如果想停止测试请点击                           ，软件将停止测试过程。等待用户其它操作。Stop Testing

以上设置完成后，点击                                ，弹出如图所示消息对话框Start Testing

开始测试3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需要校准（注意：在使用本测试系统前校准一次，将校准的状态文件存储

在测试仪器里，如不更换测试电缆以及测试仪器则不需要重复校准过程）。如果测试前需要校

准，单击“否”后，进入校准过程，弹出校准提示消息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根据校准提示对话框内容提示依次操作（反射参数校准与传输参数校准）校准完成后完成测试；

如果测试前不需要校准，则可根据消息提示对话框提示

单击“确定”开始测试，单击“取消”取消测试。单击确定后开始自动化测试过程，测试完成后

保存数据并完成数据统计工作，结果保存在Excel文件内，方便用户查看。报告具体说明请查看

一下节。

测试和分析软件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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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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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态测量下的驻波测量值及报告

此报告统计了旋转关节在静态模式下，设定频段内的驻波值测量，统计图表能直观的反应出旋转关节在

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驻波值，非常方便直观的看出在整个测试频段内驻波的值，反应出旋转关节的驻波

指标是否满足标准。

统计报告说明



2、静态测量下的相位测量值报告

此报告统计了旋转关节在静态模式下，设定频段内的相位值测量，统计图表能直观的反应出旋转关节在

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相位值，非常方便直观的看出在整个测试频段内相位的值，反应出旋转关节的相位

指标是否满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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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静态测量模式下的差损测量值及报告

此报告统计了旋转关节在静态模式下，设定频段内的差损值测量，统计图表能直观的反应出旋转关节在

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差损值，非常方便直观的看出在整个测试频段内差损的值，反应出旋转关节的差损

指标是否满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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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态测量下的驻波360度内变化值及报告

此报告统计了在动态模式旋转关节360度范围内，设定频段内的驻波值测试，此统计图表能直观的反应

出旋转关节在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360度范围内的驻波变化。这四张统计图表分别代表了旋转关节在相

同间隔下的四组数据（angle0、angle0+90、angle0+180、angle0+270）的统计图表，反映出关节

在不同位置上的值，直观反应出驻波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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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动态测量下的相位360度内变化值及报告

此报告统计了在动态模式旋转关节360度范围内，测试频段内的测量相位值，此统计图表能直观的反应

出旋转关节在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360度范围内的相位变化。这四张统计图表分别代表了旋转关节在相

同间隔下的四组数据（angle0、angle0+90、angle0+180、angle0+270）的统计图表，反映出关节

在不同位置上的值，直观反应出相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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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动态测量下的差损360度内变化值及报告

此报告统计了在动态模式旋转关节360度范围内转动，设定测试频段内的差损值测量，此统计图表能直

观的反应出旋转关节在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360度范围内的差损变化。这四张统计图表分别代表了旋转

关节在相同间隔下的四组数据（angle0、angle0+90、angle0+180、angle0+270）的统计图表，反

映出关节在不同位置上的值，直观反应出差损指标。

统计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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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动态测量下的驻波相同频率下的变化值

此报告统计了在动态模式旋转关节360度范围内转动，设定测试频段内的驻波值测量，此统计图表能直

观的反应出旋转关节在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360度范围内相同频率下的驻波变化值（波动范围值—相同

频率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直观反应出在相同频率下关节在不同位置上的变化率，反应出在某

一频率上的波动变化量。

统计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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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动态测量下的相位相同频率下的变化值

此报告统计了在动态模式旋转关节360度范围内转动，设定频段内的相位值测量，此统计图表能直观的

反应出旋转关节在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360度范围内相同频率下的相位变化值（波动范围值—相同频率

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直观反应出在相同频率下关节在不同位置上的变化率，反应出在某一频

率上的波动变化量。

统计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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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动态测量下的差损相同频率下的变化值

此报告统计了在动态模式旋转关节360度范围内转动，设定频段内的差损值测量，此统计图表能直观的

反应出旋转关节在对应的测试频段内的360度范围内相同频率下的差损变化值（波动范围值—相同频率

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直观反应出在相同频率下关节在不同位置上的变化率，反应出在某一频

率上的波动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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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电要求:单相AC220V ，50HZ (市电)。

2. 测试转台功耗: <200 瓦。

3. 测试转台及支架等配件总重量 ≤ 20 kg。

4. 旋转关节测试平台保修两年。

5. 稳相电缆、连接线等易损件保修半年。

6. 软件功能三年免费升级。

7. 包装：测试转台及配件自制包装箱，笔记本电脑，中文操

作手册。

其他说明
After-Sa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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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1-8039 4921

传真:  +86-21-3368 8910

邮箱：info@yach.com   

网址：www.ya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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