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移动式无线电监测系统



满足频率118MHz-137MHz航空管制频段，整体频率监测范围200KHz-12GHz。
支持到达方位角测向功能（AOA）。
设备支持联合组网，支持实时和离线到达功率差定位（PDoA）。
设备可作主机控制其他接入的同一网络的设备进行定位。

    系统配备2套便携式设备，1套移动监测设备附加1套便携设备安装在监测车上，同时车
上部署1个监测席位，机场监控中心部署另一个控制席位，具备相互通信接口。

总体要求

目的

系统配置

主要任务完成频谱监测、占用统计、干扰检测和定位。

便携式设备
移动监测设备  

中央控制席位

   IP连接
VPN加密

ATC测量
AoA测向
PDoA定位
音频解调
不间断供电
移动测量

远程控制
检测定位
数据分析
结果显示

ATC测量
AoA测向
PDoA定位
音频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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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监测设备

一般特点

频率范围: ATC支持118 MHz - 137 MHz
单机命令模式: 200 kHz- 12 GHz 
平均噪声电平(DANL): 优于 -140 dBm/Hz @100MHz 
天线输入: 1

设备配备手持测向天线，提供测向功能
支持融合多次测向结果进行定位
设备支持到达功率差定位（结合其他两个设备）
任一手持设备可作为主机联合同网络的设备进行定位
ATC模式频率范围：118 MHz - 137 MHz 
命令模式频率范围：200 kHz - 12 GHz

提供彩色显示界面
内置扬声器输出解调的音频信号
支持无线蓝牙音频输出
支持触屏式操作控制
支持IP方式远程控制设备

质量轻便，小于 5kg
设备大小30 x 30 x 10 cm
电池工作至少2小时

RF前端特点  

定位特点

界面及接口

提供有线接口
支持 802.11 b/g无线连接
支持蓝牙
支持 3G-UMTS
集成GPS

设备防水
环境要求I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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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提供内置存储保存实测数据
存储测向和定位结果
原始数据存储支持1个月（以最快速扫描速度）
历史数据压缩后可存储2年

1个全向天线，频率范围70MHz -12GHz ，适用ATC测试、干扰监测和PDoA 定位
1个手持测向天线，频率范围 9 kHz - 8.5 GHz，内置电子罗盘，支持测向、干扰定位

附件

监测设配套备手提箱1个
测向天线配套手提箱1个
供电线1根， +12V DC or +24 V DC
电源适配器1个， 110-240 V AC, 50-60 Hz
蓝牙耳机1个

数据存储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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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监测设备

监测车特点
四轮驱动越野车
车辆行驶中能够进行测量
移动监测除了能够在晴天测试，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在雨天和风况下测试适应
车辆配备电机，为设备及电脑不间断供电
车辆能够搭载固定安装的监测设备、便携设备、天线、司机及两名工程师

RF 前端
ATC模式频率范围：118 MHz - 137 MHz 
固定车载设备命令模式频率范围：9 kHz - 6 GHz
命令模式频率范围：200 kHz - 12 GHz
固定车载设备平均噪声电平（DANL）： -150 dBm/Hz  @100MHz
平均噪声电平（DANL）：-140 dBm/Hz  @100MHz
天线输入1： 固定车载设备天线输入
天线输入2：便携式设备天线输入

定位特点
便携式设备配备测向天线提供测向功能
便携式设备和固定车载设备提供PDoA功能
便携式设备定位频率范围：200 kHz - 12 GHz 
固定车载设备定位频率范围：20 MHz - 6 GHz 

界面及接口
车载测试由车载PC通过设备控制软件操作完成
车载设备支持远程IP网络控制
车载设备集成GPS，提供位置信息



固定车载设备配备1个适用车载测试全向天线，频率范围20 MHz -  6 GHz
便携式设备配备1个全向天线，频率范围70 MHz -12 GHz ，适用ATC 测量、干扰监
测以及PDoA定位 
便携式设备配备手持测向天线，频率范围9 kHz - 8.5 GHz ，集成电子罗盘，适用于
测向、干扰定位

天线

车载控制电脑

笔记本电脑进行加固设计，具备抗震抗摔能力
PC基本要求：14英寸显示屏、500G硬盘、4G内存、百兆以上网口、Win7 64位系统及
杀毒软件一套
供电 +12V DC 或 +24 V DC.
集成移动调制解调器，至少支持3G-UTMS

吸顶天线 固定支架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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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配套备手提箱1个
测向天线配套手提箱1个
设备固定机架1个
玻璃通孔1个（天线连接）
供电线1根+12V DC 或+24 V DC （便携式）
供电线1根+12V DC 或 24 V DC （固定车载）
电源适配器1个， 110-240 V AC, 50-60 Hz（便携式）
电源适配器1个， 110-240 V AC, 50-60 Hz（固定车载）
蓝牙耳机1个

附件

中央控制设备

功能要求
中央控制席位由控制电脑、控制软件以及IP网络接口组成
中央控制席位能够远程连接监测设备，包括移动和便携的
远程连接采用VPN加密技术
中央控制席位能够实时查看设备所处位置，支持在地图上显示
远程功能：
      查看便携设备或移动设备上实时测试数据
      查看便携设备或移动设备的定位信息
      控制监测设备、定位设备，如参数配置、开启关闭、测向定位任务等
      下载设备采集的监测数据、定位结果等
中央控制席位能够融合来自设备的测向数据，进行交叉定位
中央控制席位能够融合PDoA数据，计算分析发射源位置
传输获取解调的音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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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笔记本
15英寸液晶显示
500 GB 硬盘
Intel Core i5 处理器
8 GB 内存
百兆网口及以上

计算机配置
Windows 7 / 64 Bit 
外接鼠标
外接键盘
外接高清监视器1台
扩充口
配套包

软件

便携式设备、车载设备以及控制中心采用统一用户界面
软件提供地理信息系统(GIS)
软件支持设备位置的地图查看
软件能够显示FFT和瀑布图数据
软件提供PDoA定位算法，并提供扩展接口
软件控制设备的数量可扩展
软件可升级扩展与频谱管理系统集成
软件的GIS系统支持多种电子地图格式
软件提供视通分析、区域计算以及剖面分析等功能
软件分析结果支持导出Google Earth结果展示
软件GIS系统支持不同的坐标系，如WGS84, ED50, GDA94, LDG2006, RT90等

软件界面 侧向分析

TDoA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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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高：移动监测集合便携式监测，可满足多种环境测试
可扩展性强
操作简便、远程控制 
部署方便、快捷（分钟级完成）
专业一体化车载监测系统设计 
实时监测、实时分析（秒级）、定位速度快精度高（几十米级别）
成熟的系统，经过实际项目检验：伦敦奥运会保障（Ofcom）、06年德国世界杯
应用案例：

美国新泽西机场网格化监测。  

系统效益

节点配置采用LS Observer
节点配置数量4个，保障机场约25平方公里。
频率范围：9kHz-7.5GHz
网络数据传输采用机场光纤网络
节点授时：高精度GPS（10ns）
定位方法：采用TDOA定位为主，RSS和AOA为辅的综合定位法。
成功查处了雷达干扰源（车载信号源，路过机场时对雷达造成的干扰）
定位精度：几十米级

硬件设备免费保修服务3年。在质保期内因产品制造不良而产生的损坏或不能
正常工作我方免费维修和正常保养。
设备如发生故障，我方在接到买方通知后立即予以答复，解决问题。
软件产品1年免费升级服务，任何BUG问题免费修复。
提供现场培训服务，保证使用人员能够正确操作使用设备的各种功能。
服务项目：
  项目咨询：提供技术咨询和选型服务、车辆改造咨询等。
  安装调试：负责指导设备安装调试、协助用户培训、考核操作人员。
  故障处理：正常保修期内实行三包，保修期外实施有偿维修服务和技术支持
。
  维护修理：巡视服务、指导系统维护保养。

交货周期

服务及培训

 便携设备 交货周期6个月，车载设备改装需视实际情况。



德国LS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峰 

电  话：18626162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