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L 系列多端口机电同轴开关
L7104A/B/C 和 L7106A/B/C 端接型
L7204A/B/C 和 L7206A/B/C 非端接型
DC~4 GHz，DC~20 GHz，DC~26.5 GHz
技术概述

以适中价格提供的高性能
多端口开关
· 保证的0.03 dB重复性确保了精度，并减少整个2百万个周期工作
寿命内的校准周期

· 不一致的隔离度使测量精度最高，并改善系统动态范围
· 经济的价格将预算约束减至最小

产品概述

在当前的竞争环境下，自动测试系统要求比以往有更高的精度和更
好的性能。Agilent L系列L7104A/B/C和L7106A/B/C端接型以及L7204A/
B/C和L7206A/B/C非端接型多端口开关在实现更高测试性能所需的插入
损耗重复性和隔离度方面已获重大改善。长寿命、重复性和可靠性通过
减少校准周期和增加测试系统正常运行时间而使购置维护费用降低，是
ATS 测试系统保持长期完整性所必不可少的。

描述
L7104/L7204A，B，C SP4T 和 L7106/L7206A，B，C SP6T 多端口
开头提供了自动测试和测量、信号监测和路径选择应用所需的寿命和可
靠性。创新的设计和细心的工序控制制作出能满足对测试仪器中的高度
可重复开关元件以及转接界面提出的要求的开关。对 25℃下的 2 百万个
周期保证有优良的 0.03 dB 插入损耗重复性，这便减少了测量路径中的
随机误差源，并改善了测量的不确定度。开关寿命是生产测试系统、卫
星和天线监测系统以及测试仪器中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这些开关的长
寿命增加了系统的正常运行时间，并通过减少校准周期和开关维护使购
置维护费用降低。

用于微波（及射频）仪器和系统的高性能多端口开关
· SP4T 和 SP6T 配置
· 磁闭锁
· 对 2 百万个周期保证有 0.03 dB 插入损耗重复性
· 优良的隔离度，典型情况下，在 26.5 GHz 上> 85 dB
· 光电指示器和光电阻断
· 端接端口和非端接端口
· 与 TTL/5V CMOS 兼容（可选用）

50½ 终端

射频端口

图 1. Agilent L7104A/B/C 和 L7106A/B/C 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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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端口

图 2. Agilent L7204A/B/C 和 L7206A/B/C 非端接型原理图

工作频率高达 4GHz（A 型）、20 GHz（B 型）和 26.5 GHz（C 型），
这些开关还呈现维持测量完整性所需的卓越隔离性能。典型情况下，端
口之间的隔离度在 12 GHz 以下> 90 dB，在 26.5 GHz 以下> 85 dB。这便
降低了来自其它通道的影响、维持被测信号的完整性并降低测量系统的
不确定度。
这些开关还以低插入损耗和低反射将测量不确定度减至最小，
使它们成为大型多层转接系统中的理想元件。
所有 L7104/L7204A，B，C 和 L7106/L7206A，B，C 都设计成能适
合最流行的工业封装。2.25平方英寸法兰提供安装孔，余下的2.5英寸长
× 2.25英寸直径的主体很方便适应大多数系统。带状电缆或供选用的焊
端连接提供对安全和有效控制电缆连接的需要。
选件 100 提供代替 16 引脚带状驱动电缆的焊端连接。选件没有 100
加入“使所有路径打开”的特点。
光电阻断器和指示器提高了可靠性，并通过消除传统机电开关的直
流电路接触故障特性来延长开关的寿命。这些开关有一个阻断电路，该
电路提供打开除选定端口之外的所有端口的逻辑，然后闭合选定端口截
断通向端口螺线管的电流。这些开关还提供若干由开关中光阻断控制的
独立指示器。指示器提供指示器公共引脚与选定路径的相对应检测引脚
之间的闭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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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多端口开关在许多应用中得到应用，使系统的灵活性提高，并使系
统的设计简化。

信号路径选择
最简单的信号路径选择方案采取单一输入到多个输出的形式。这些
矩阵常用在分析仪的前面，以顺序方式对若干二端口器件进行测量或对
多端口器件进行测试。在监视应用中，多端口开关可用来选择截获信号
的最佳天线。两种方法均可用来实现单一输入到多个输出的布置。传统
上，在要求隔离度大于 60 dB 之处，采用由 SPDT 开关组成的树矩阵。虽
然这样能给出大的隔离度，但要以较多的开关为代价（图 3）。这些开关
在 26.5 GHz 处通常具有大于 85 dB 的隔口间隔离度，从而无需使用树矩
阵来获取大隔离度（图 4）。除减少元件数之外，路径长度也较短，因而
插入损耗较小，再者，路径有相等长度，故相移恒定不变。

全通路转接
全通路转接系统具有使多个输入信号同时向多个端口传送的灵活
性。全通路转接矩阵被用在通用测试系统中，以便提供信号向多个不同
被测件以及激励和分析仪器来回传送的灵活路径选择。传统上，还采用
了利用单极双掷和交叉开关的交叉点矩阵，以便维持夹的通道间隔离度
（图 5）。同树矩阵的情况一样，这是以硬件和性能为代价。全通路转换
也能利用多端口开关来实现（图 6）。
多端口矩阵比交叉点矩阵优越之处在于，由于一致的路径长度以及
较少的开关和连接电缆，故有较低的插入损耗和更好的驻波比（SWR）
性能。

图 3. 树矩阵

图 4. 多端口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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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叉点矩阵

图 6. 全通道矩阵

专用转接
有许多应用采用转接不是为了获得灵活性，而是为了实现仪器内部
的某个特定功能。例如，用来降低信号源输出中的谐波或接到分析仪输
入端的转接滤波器组。可以利用串联的多端口开关来的所关注的频段选
择正确的滤波器。对于用许多开关来提供复杂路径选择的较大型转接系
统，推荐使用开关驱动器，如带L7104/6或L7204/6开关的Agilent 11713A。

对开关进行驱动
每条射频路径都可以通过将地（对选件 T24 为 TTL“高电平”）与相
应的“驱动”引脚接触来闭合。通常，所有其它射频路径由内部逻辑电
路同时打开。

标准驱动
参见驱动连接图 11。

· 连接电源（+20 VDC～+32 VDC）的引脚 1。
· 连接接地的引脚 15（见注释 1）。
· 通过将地与相应的“驱动”引脚接触，选择（闭合）所需的射频路径。
例如，通过将引脚 3 接地关闭射频路径 1（见注释 2）。

· 为了选择另一条射频路径，确保所有无用射频路径“驱动”引脚与地
断开（防止多条路径接合）。将对应于所需射频路径的“驱动”引脚接
地（见注释 3）。

· 为了打开所有射频频电路，确保所有射频路径的“驱动”引脚与地断
开。将引脚 16 与地相连。选件 100 不具备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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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L 驱动（选件 T24）
参见表示驱动连接图 11。
连接电源（+20
VDC～+32 VDC）的引脚 1。
·

· 连接接地的引脚 15（见注释 1，4）。
· 通过将 TTL“高电平”加到相应的“驱动”引脚，选择（闭合）所需
的射频路径。例如，为了闭合射频路径 1，将 TTL“高电平”加到引
脚 3 上（见注释 2）。

· 为了选择另一条路径，确保所有无用射频路径的“驱动”引脚都处在
TTL“低电平”
（防止多条射频路径接合）
。将 TTL“高电平”加到与
所需射频路径相对应的“驱动”引脚上（见注释 3）。

· 为了打开所有射频路径，确保所有射频路径的“驱动”引脚都处在TTL
“低电平”。然后，将 TTL“高电平”加到引脚 16 上。选件 100 不具备
这个特点。

注释：
1. 引脚 15 必须始终与地相连，以启动电子位置指示电路和驱动逻辑
电路。

警告：若引脚 15 未与电源地相连，便会发生灾难性故障
2. 射频电路转换并闭锁之后，驱动电流被电子位置检测电路阻断。无需
脉冲控制，但若实施脉冲控制，则脉冲宽度必须最小为 15 ms，以保
证开关完全闭锁。
3. 开关的默认操作为先断后合。先合后断转接可能伴随同时选择旧射频
路径“驱动”引脚和新射频路径“驱动”引脚来实现。这将同时闭合
旧射频路径和新射频路径。一旦新射频路径闭合之后（15 ms），将撤
消对旧射频路径“驱动”引脚的选择，而保留被选择的新射频路径“驱
动”引脚。开关电路将自动打开射频路径，而留下被接合的新射频路
径。
4. 除供给电子位置检测电路的静态电流之外，驱动电流从TTL驱动开关
（选件 T24）上的引脚 15 流出（在转接期间）。
电子位置指示器
电子位置指示器由光隔离的固态继电器组成，固态继电器则由与射
频路径的活动元件机械位置相耦合的光电传感器驱动（图 7）。电路包含
一个可能与每条射频路径相对应的输出相连的公共引脚。如果多条射频
路径相接合，则与每条闭合射频路径对应的位置指示器将与公共引脚相
连。固态继电器是为交流和（或）直流工作而配置（参见第 8 页的指示
器技术指标）
。电子位置指示器要求电源（20～32 VDC）与引脚 1 相连、
地与引脚 15 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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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脚号

功能
公共引脚

＊

路径 1

路径 2

路径 3

路径 4

路径 5

路径 6

L7104A/B/C 和 L7204A/B/C 的路径 1 和 4 未连接

图 7. 引脚功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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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描述仪器所能保证的性能。补充特性和典型特性通过给出
典型但非保证的性能参数，提供有助于运用仪器的信息。
最大额定功率：
转接：
非转接：
寿命：
转接速度：

1 W，50 Ω内部负载的功率平均值
对于端接型为 1 W（连续波）
对于非端接型为 2 W（连续波）
对于端接型为 50 W（峰值）（平均值不超过 1 W）
对于非端接型为 100 W（峰值）
（平均值不超过 2 W）
2000000 个周期，最小值
15 ms，最大值

参考条件：
· 只能冷转接（不能热转接）
· 75℃或更低的环境温度
· 海平面（在 15000 英尺上 0.88 降额）
· 负载电压驻波比（VSWR）< 1.2（VSWR大于1.2时，参见降额曲线图）

连续波功率(w)

· 25℃上的功率承受量在 4 GHz 时为 100 W

频率

图 8. 75℃上冷转接的额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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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降额数

图 9. 功率降额因数与电压驻波比（VSWR）的关系

指示器技术指标：
最大耐压：
最小电流容量：
最大“接通”电阻：
最大“关断”电阻：

60 V
150 mA
2.5 Ω
10 G Ω

最大“接通”状态
“高电平”
最小“接通”状态

“低电平”

最大“关断”状态

图 10. TTL 控制电压状态（选件 T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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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驱动技术指标
参数测试
电源电压 Vcc
标准，选件 T24
电源电流，Ｉｃｃ

标准，选件 T24
电源电流（静态）
标准，选件 T24
选件 T24
高电平输入
低电平输入
最大高输入电流

条件

最小值

标称值

最大值

单位

20

24

32

V

转接脉冲宽
度≥ 15 ms: Vcc
= 24 VDC1
2001
25
最小值
3
Vcc= 最大值
V 输入 = 3.85 VDC

标称值

1

mA
50
最大值
7
0.8
1.4

mA
单位
V
V
mA

1. 闭合一条射频路径要求 200 mA。对每条附加的闭合或打开的射频路径要追加 200 mA。使用所有
打开的射频路径（选择引脚 16）时，每条用 Vcc=24 VDC 重置的射频路径要求 200 mA。

频率范围
插入损耗
(参见图 7)
隔离度
（参见图 8）

驻波比（SWR）

重复性
（在 25℃上
测量多达
2 百万个周期）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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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104A/L7204A
L7106A/7206A
DC～4 GHz
0.3 dB+0.015 ×
频率（GHz）
90 dB（最小值）
DC

L7104B/L7204B
L7106B/L7206B
DC～20 GHz
0.3 dB+0.015 ×
频率（GHz）
90 dB（最小值）
DC～12 GHz
70 dB（最小值）
12 GHz～15 GHz
65 dB（最小值）
15～20 GHz

1.2（最大值）

0.03 dB（最大值）

1.2（最大值）
DC～4 GHz
1.35（最大值）
4～12.4 GHz
1.45（最大值）
12.4～18 GHz
1.7（最大值）
18～26.5 GHz
0.03 dB（最大值）

L7104C/L7204C
L7106C/L7206C
DC～26.5 GHz
0.3 dB+0.015 ×
频率（GHz）
90 dB（最小值）
12 GHz 以下
70 dB（最小值）
12 GHz～15 GHz
65 dB（最小值）
15～20 GHz
60 dB（最小值）
20～26.5 GHz
1.2（最大值）
DC～4 GHz
1.35（最大值）
4～12.4 GHz
1.45（最大值）
12.4～18 GHz
1.7（最大值）
18～26.5 GHz
0.03 dB（最大值）

SMA（阴）

SMA（阴）

SMA（阴）

插入损耗(dB)

频率

隔离度(dB)

图 11. Agilent L 系列多端口开关插入损耗与频率的关系

频率
图 12. Agilent L 系列多端口开关隔离度与频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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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指标
工作温度：

-25～75℃

储藏温度：

-55～85℃

温度循环：

-55～85℃，
10个周期，
按照MIL-STD-202F，Method
107D，Condition A 标准（修改稿）

振动：

工作：7 g:5～2000 Hz，在 0.25 英寸峰一峰处
残存：20g:20～2000 Hz，在 0.06 英寸峰一峰处4 分
钟 / 周期，4 周期 / 轴线
随机：2.41 g（有效值）10 分钟 / 轴线

冲击：

半正弦：500 g，0.5 ms
每个方向 3 次跌落，总共 1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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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50 g，6 ms，6 个方向

防潮性：

65℃，95%（相对湿度），10 天，按照 MIL-STD202F，Method 106E 标准

储藏高度：

50000英尺（15240米，按照MIL-STD-202F，Method
105C，Condition B）标准

射频干扰（RFI）：

辐射发射，按照 CISPR11 标准

磁场：

离表面 1/4 英寸< 5 高斯

图 13. L7104/106 A，B，C 和 L7204/206 A，B，C 的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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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利用选件 100 的驱动连接图

故障查寻
迹象
1. 不转接

2. 位置指示器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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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

·未接电源
·电源< 20 V
·电源电流太小
·未接地
·选择了未接地的连线（标准）
·TTL“低电平”电压太高（选件 72）
·选择了所有路径都打开连线
·未接电源
·电源< 20 VDC
·引脚 15 未接地

订货信息

开关
L7104A
L7104B
L7104C
L7204A
L7204B
L7204C
L7106A
L7106B
L7106C
L7206A
L7206B
L7206C
选件 100
选件 UK6
选件 T24

DC～4 GHz，SP4T 端接型
DC～20 GHz，SP4T 端接型
DC～26.5 GHz，SP4T 端接型
DC～4 GHz，SP4T 非端接型
DC～20 GHz，SP4T 非端接型
DC～26.5 GHz，SP4T 非端接型
DC～4 GHz，SP6T 端接型
DC～20 GHz，SP6T 端接型
DC～26.5 GHz，SP6T 端接型
DC～4 GHz，SP6T 非端接型
DC～20 GHz，SP6T 非端接型
DC～26.5 GHz，SP6T 非端接型
代替带状电缆的焊端
带校准证书的商业校准测试数据
与 TTL/5V CMOS 兼容的选件

驱动器
11713A 衰减器开关驱动器
驱动开关或衰减器的多达 10 个部分。
5061-0969 附属电缆
露出镀锡线（长 60 英寸）的 Viking 连接器。用来将 11713A 与带选
件 100 的 L7104/204/206 相连。利用 L7104/L7204 选件 100 需要 1 根，利
用 L7106/L7206 选件 100 需要 2 根。

配置指南
参见出版物 5963-20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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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传真：800-820-2816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总部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3 号
邮 编：100102
电 话：64397888, 800-8100189
传 真：64390278
上海分公司
地 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268 号
来福士广场办公楼 7 层
邮 编：200001
电 话：021-23017688
传 真：021-63403000
成都分公司
地 址：成都市下南大街 2 号
天府绿州大厦 0908-0912 室
邮 编：610012
电 话：028-86165500
传 真：028-86165501
广州分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
中信广场 66 层 07-08 室
邮 编：510613
电 话：020-86685500
传 真：020-86695074
深圳分公司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
科技南一路黎明网络大厦 3 楼东区
邮 编：518008
电 话：0755-82465500
传 真：0755-82460880
西安办事处
地 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33 号高新国际
商务中心数码大厦 23 层 01-02 号
邮 编：710075
电 话：029-88337030
传 真：029-88337039
香港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太古城英皇道 1111 号
太古城中心 1 座 24 楼
电 话：852-31977777
传 真：852-25069256

本文中的产品指标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有关安捷伦开放实验室暨测量方案中心
和安捷伦测试与测量技术认证，请访问：
www.agilent.com.cn/find/ope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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