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
调制域和时间间隔脉冲分析仪系统 (PAS)
Z2090B-170

技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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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测量效率
☕㖳㱫⫑㲂⼯Ⳅ⭛㖫⭺⭒㗯☨㖫⭺
㗷⳯㽊⪓㋹ (TDC) ⱌ㨾㖫⭺⭺⢒➶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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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ᱨPAS 㮾Ⓦ➶⺉㱫 Keysight TDC
☨ 4M 㖼⮔㙣▌╈㋹㝛㥥ⰵ⤕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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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ps ☨㖫⭺➶⍒⿔ᱨ✚㣐㩖ⶌ⿑㖫
⭺⭝⿆⒌⛪ᮣPAS 㥥㟧⊪⸶㮥⢔ⶽ▞
ⶽᮢ㙣㟜☤ᮢ▞㱸ㅠ㺥㜳␌㋹☨㔠㊷
㗞㑩⏸ⶌㄩⶹ (IRM) ⧧㮥⢔⒔☱㵑㔵
☱⛘⛑☨ 10 MHz ⏸ⶌ㸕☘㋹ᮣ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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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是德科技脉冲分析仪系
统进行时间间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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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ⶽ⛪ (PW)㖫⭺

— 㔠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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㫍㈨ 4 㟜☤㗷㽶㽊⪓㋹ᱨ㖯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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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 VSA 软件, 提供广泛的
解调和分析能力
㈨⧩ Keysight VSA 㑫⮔ᱨPAS 㸏⛶
⢕㺸▕㨳⧟⧧♛㺨㨻ⱌ㨾⢚㢜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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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㚑⛪⭆㨳⧟➶㣨⤂ㅢᱨ㗁ㆀ␌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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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 PAS 系统与传统 HP 系统的性能对照
系统特征

Keysight PAS 系统

HP 5371A/5372A

HP 53310A

通道

2 通道 TDC;
可选 4 通道数字转换器

2 通道;
可选 3 通道

2 通道;
可选 3 通道

频率范围

18 GHz (通过 IRM 检波器的 TDC)
2 GHz (使用数字转换器）

500 MHz/2 GHz; 可选 3 通道;
使用外部混频器/
检波器和本振,
扩展至 2 至 18 GHz

200 MHz/2.5 GHz; 可选 3 通道;
使用外部混频器/
检波器和本振,
扩展至 2 至 18 GHz

带宽

80 MHz (TDC)
2 GHz (使用数字转换器)

500 MHz/2 GHz 可选

200 MHz/2.5 GHz 可选

时间间隔和分辨率

不限时间的捕获,
50 ps 分辨率

最大 8 s,
150 ps 分辨率

最大 1 s,
200 ps 分辨率

可支持的系统捕获速率

106 事件/秒

无; 仅有累积统计和
直方图数据

无; 仅有累积统计和
直方图数据

数据传输率

25 x 106 事件/秒，
基于 PCI 总线

2.5 万个测量/秒,
基于 GPIB 总线

2.5 万个测量/秒，
基于 GPIB 总线

系统控制器

嵌入式 cPCI 控制器

通过 GPIB 接口连接的
外部控制器

通过 GPIB 接口连接的
外部控制器

测量存储器

4 x 106 事件 (TDC)
1 GSa (使用数字转换器)

8000 个测量

8000 个测量; 可选 32 k

最小 PW

250 ps

1 ns

1 ns

最小 PRI

15 ns

75 ns

75 ns

测量功能

PW、PRI、PRF/时间、
统计和直方图;

PW、PRI、PRF/时间、
统计、直方图和占空比;

最初的频率和时间间隔数据;

抖动和 Allan 方差

PW、PRI、PRF/时间、
统计、直方图、
占空比抖动和 Allan 方差;

配合 VSA 选件扩展矢量
调制分析功能

最初的频率和时间间隔数据
(非常有限的捕获时间)
基本调制分析

触发功能

内部和外部触发

内部和外部触发;
通过一些高级等待触发
(arming)功能可以优化
限时捕获功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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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频率和时间间隔数据
(非常有限的捕获时间)
基本调制分析
内部和外部触发;
通过一些高级等待触发
(arming) 功能可以优化
限时捕获功能的使用

Keysight PAS 系统订货信息

型号

标准脉冲分析仪系统 (PAS)

Z2090B-170

— ✂㺺㟗㺛☨㖫⭺㗷㽶㽊⪓㋹ᱨ㎒⳱⌤✂㺺㋶⛑⏳⭅ㄩ㖷
— 50 ps ⭜㖫➶⍒⿔
— ✂▕ 400 㠦⢔㖼⮔☨▙㑛⼋ㅠ▌⪒Ⓧ㋹
— 10 MHz 㠖⏩⏸ⶌ㗞㑩
— ⶼ㚑 DMA ⛣㗷ㄩ㖷ᱨ㮾㝗⡽㗷⳯㠀㟶⼋
— 㗷⳯⽃ㄩ㖷㺉Ⓘ㩦⏳⭅⧧⛣㐟㗷⳯
— ☱⤂⧞ (< 24 W)
— 㖫⭺㗷㽶㽊⪓
— PAS 㱎㱫㑫⮔
— ㍶㑩㖷ⶨ㺨
— ⮒㈐ᮢ17 㱊▍ LCDᮢ㗭⍖
— ㄩⶹ⪇ 5 ␅ PXI/cPCI 㻙⫒

选配 4 通道、10 位数字转换器板卡

Z2090B-171

— ⡽▕ 8 GS/s ☨⏳㬥⿔⧧ 10 㢭 ADC ➶⍒⿔
— 2 GHz ▞ⶽᱨ50 Ωᱨ㺓⽃⫊Ⰿ⽃勚⧩ᱨㅠ⏩㺓⽃㨑㽜
— 1 GSa ⏳⭅▌╈㋹
— ⡽➶⍒⿔㖫⭺╋➂␏⏣㋹ (TTI) 㖯㦆⡽ⲽ⛪⭜㖫␌⼋
— ⡽▕ 400 MB/s 㩦㗷⳯║㗞㚑⿔
— ⭼㑛 89601A 㖲⼋㨳⧟➶㣨㑫⮔

选配 VSA 矢量信号分析软件, 可实现

Z2090B-172

— ⸷㷝㨳⧟ⰶ♛➶㣨⤂ㅢ
— 㵜㍿▕㨳⧟➶㣨⤂ㅢ

定制配置能够满足您的特定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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