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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

初稿

引言
全新的 Keysight 81602A 可调谐激光源专为探索光器件测试的新应用领域而设计：它将 50 mW（+17
dBm）以上的输出功率电平与 8160xA 系列可调谐激光源卓越的功率平坦度、可重复性和稳定性、杰出
的波长精度和快速的重复频率集于一身。为了实现最大的灵活性，所有 8160xA 可调谐激光源模块均安
装在 Keysight 8164B 光波测量系统主机的底部插槽中。

新的 O 频段可调谐激光源输出功率超过 50 mW
全新的 81602A 可调谐激光源的光功率电平达到 +17 dBm（50 mW）以上。高输出功率有助于弥补在
验证集成光设计期间，光表面探头的耦合损耗或外调制器的插入损耗。这使工程师可以在相关的信号
电平和波长上测试光子器件。该激光源的调谐范围为 1250 nm 至 1370 nm，可以满足最新的硅光子学
研究需求。
超高功率可调谐激光源型号扩展了测试装置中的功率分配限制，并且通过更快地生成激光信号，加速
光纤或探头的校准：+17 dBm 的输出功率克服了探头耦合效率的限制，尤其是在表面探头需要在宽波
长范围内工作的情况下。
光器件可在相关的信号电平上进行测试，即使有探头耦合或外部调制也可以：凭借在 100GBASE-LR4
波长范围（1290 nm – 1315 nm）内 +16 dBm 的输出功率，这款新激光源推动了硅光子学的发展，使
其达到最新数据中心标准的要求。即使在 100GBASE-CLR4 或 CWDM4（1271/1291/1311/1331 nm）
所使用的更远距离 CWDM 通道上，这款新激光源也能提供 +12 dBm 的输出功率。结合使用外调制器、
波形发生器和光衰减器，它能够测试 100G 以太网或下一代 PON 标准中的接收机。该激光源的调谐功
能支持极端状况测试，并确保其可用于任意波长方案。
对 于 类 似 光 滤 波 器 或 解 多 路 复 用 器 等 无 源 元 器 件 的 测 试，81606A 可 调 谐 激 光 源 及 其 姐 妹 型 号
81607A、81608A 和 81609A 提供了更低的自发发射电平，优于 80 dB/nm 信号 SSE 比。这一特性和高
于 +12 dBm 的信号功率，使波长隔离测量可以达到 100 dB。波长隔离测量通常受到功率计灵敏度的限
制。如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参见 8160xx 可调谐激光源系列的技术资料（5989-7321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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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波长计确保最佳的调谐精度
所有 Keysight 8160xA 可调谐激光源均内置实时波长计，可以实现该系列卓越的绝对和相对波
长精度，并在每次扫描后交付波长记录数据。波长参考装置包括一个气室，以确保长期稳定性
并提供绝对参考。它的快速响应和精细波长分辨率使得 81602A 能够以亚皮米级的可重复性执
行扫描。它最初与 81606A 高端型号一起推出，是确保 81602A 卓越精度和温度稳定度的关键，
并且相比之前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自我诊断。

连续扫描模式中的指定性能
随着用户对制造良率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所有仪器都必须在任何测量条件下保持最佳性能。内
置波长参考装置可提供实时波长读数，分辨率达到亚皮米级，并且更新频率非常高。因此，扫
描操作的动态技术指标在两个方向上所有扫描速度（最高达 200 nm/s）下均有效。

用于集成光器件测试的偏振保持滤波器
8160xA 系列可调谐激光源是表征集成光器件的最佳选择。它的 PMF 输出端口提供完整定义的
偏振态，以确保为波导器件保持恒定的测量条件。PMF 电缆可以轻松地连接到外部光调制器。

质量认证
Keysight 8160xA 系列可调谐激光源产品已经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通过改进的
质量控制实现了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承诺。
技术指标描述仪器的保证性能。我们在 2 米长的接插线末端验证了这些技术指标，它们在经过
预热后仍然有效，对于规定的输出功率和波长范围是在同样的条件下验证的。
通过彻底分析所有测量不确定度因素，各项技术指标均得到保证。补充性能特征描述器件的非
保证典型性能。
每款仪器都附有商业校准证书和详细的测试报告。如欲进一步了解技术指标，请参见《Keysight
81602A 可调谐激光源用户指南》第 3 章（出版号 81602-90B01）。

激光源安全信息
根据 IEC 60825-1 标准，本技术资料规定的选件 013 可调谐激光源属于 3B 类。
所有激光源除了偏差值符合 2007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 Laser Notice No. 50 之外，其他指标均
符合 21 CFR 1040.10 标准。
操作 81602A 选件 013 O 频段超高功率可调谐激光源要求实施和注册 3B 类激光源的适用工作
区。如果您对适用的激光安全性法规不太确定，请咨询认证的激光安全性专员或联系当地的环
境卫生和安全部门。
Keysight 81602A 可调谐激光源配备了单独的红色警告 LED，可提示激光装置处于工作状态。
8164B 光波测量系统主机提供了遥控联锁连接器，可轻松实施自动安全性测量。启动激光源模
块需要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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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02A 超高功率可调谐激光源（初始技术指标）
Keysight 81602A

选件 013

波长范围

1250 nm 至 1370 nm

波长分辨率

波长为 1310 nm 时，分辨率为 0.1 pm，17.5 MHz

连续扫描范围

完整波长范围 4

最大扫描速度

200 nm/s，双向

波长稳定度 3（典型值）

≤ ± 0.5 pm，24 小时

线宽（典型值）

< 10 kHz

最大输出功率
（扫描时的连续功率）

> +17 dBm 峰值
> +16 dBm（1290 nm 至 1340 nm）
> +12 dBm（1260 nm 至 1360 nm）
> +10 dBm（1250 nm 至 1370 nm）

根据 IEC 60825-1（2007）进行的激光分类

3B 类

信号与光源自发发射比

≥ 50 dB/nm 2
≥ 60 dB/0.1 nm 2

信号与总光源自发发射比（典型值）

≥ 40 dB 2

边模抑制比（典型值）

≥ 70 dB 6
≥ 60 dB（完整波长范围，最大输出功率）

相对噪声强度（RIN）（0.1 至 6 GHz）

< –150 dB/Hz 6（典型值）

步进模式

连续扫描模式，双向（典型值）4

绝对波长精度 1

±2 pm；±1.5 pm 典型值

±1.5 pm

相对波长精度 1

±1.5 pm；±1 pm 典型值

±1 pm

波长可重复性

±0.5 pm；±0.2 pm 典型值

±0.3 pm

功率可重复性（典型值）

±0.002 dB

不适用

± 0.01 dB，1 小时

不适用

功率稳定度

3

± 0.025 dB 典型值，24 小时
功率线性度

±0.05 dB

不适用

功率平坦度与波长

± 0.25 dB；±0.1 dB 典型值

不适用

动态功率可重复性

不适用

±0.01 dB

动态相对功率平坦度

不适用

±0.02 dB 5

1. λ 归零后 24 小时内有效，在 ±5 K 温度范围内。
2. 在最大输出功率下，在 1320 nm 和 1350 nm 之间
3. 在恒定温度 ± 1 K 下。
4. 扫描速度 ≤ 50 nm/s 的完整波长范围
扫描速度为 80 nm/s 时，完整波长范围减小，且两端均减小 0.5 nm。
扫描速度为 ≥ 100 nm/s 且 ≤ 150 nm/s 时，完整波长范围减小，且两端均减小 3 nm。
扫描速度为 160 nm/s 时，完整波长范围减小，且两端均减小 5 nm。
在整个波长范围内可进行无跳模的调谐。终止波长小于 1345 nm。
5. 扫描速度 > 80 nm/s 时，增加 ± 0.01 dB
6. 在 1290 nm 和 1340 nm 之间，最大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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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储存温度

–40℃ 至 +70 ℃

工作温度

+10 ℃ 至 +35 ℃

湿度

< 80% 相对湿度，+10℃ 至 +35℃，无冷凝

技术指标适用于波长不等于任何水吸收线的情况。所有技术指标在波长 < 1270 nm 时为典型值。
预热时间

如果以前在相同温度下储存，那么预热时间为 30 分钟。

输出功率
技术指标在输出功率电平大于 +10 dBm 时有效。
连续扫描模式
扫描速度 ≤ 50 nm/s 的完整波长范围
扫描速度为 80 nm/s 时，完整波长范围减小，且两端均减小 0.5 nm。
扫描速度为 ≥ 100 nm/s 且 ≤ 150 nm/s 时，完整波长范围减小，且两端均减小 3 nm。
扫描速度为 160 nm/s 时，完整波长范围减小，且两端均减小 5 nm。
工作温度在 +1℃ 和 +35℃ 之间。

一般技术指标和补充特征
补充性能特征
外部波长锁定
在 10 Hz 时，> ± 70 pm
在 100 Hz 时，> ± 7 pm
调制输入

±5V

相干控制
测量具有 2 米长接插线的元器件和具有14 dB回波损耗的连接器时，通过显著降低测试装置中的干扰效应，有效线宽会产生< ± 0.025 dB 的典型功
率稳定度（超过 1 分钟）。
输出隔离度
内置光隔离器

一般技术指标
回波损耗（典型值）
60 dB
偏振保持光纤
光纤类型

熊猫

定向

慢轴时处于 TE 模式，与连接器密匙保持一致

偏振消光比
16 dB，典型值
推荐的重新校准周期
2年
激光源安全信息

本技术资料指定的所有激光源均属于 IEC 60825-1 标准中的类别。
选件 013 模块属于 3B 类激光源。
激光源安全性措施包括口令和 8164B 主机的遥控联锁连接器，红色 LED（亮起时表示该激光源装置正在工作）、不可去除的和用
户适用的警告标签。
所有激光源除了偏差值符合 2007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 Laser Notice No. 50 之外，其他指标均符合 21 CFR 1040.10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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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光波测量系统主机 8164B

可调谐激光源模块：81602A 高端型号，±1.5 pm 典型波长精度
81602A 选件 013

超高功率可调谐激光源 1250 nm 至 1370 nm，高端型号

主机兼容性
8164B 光波测量系统主机。
连接选件
该模块配有 PMF、斜角接触输出连接器
连接器接口
81602A 需要一个 81000xI 系列连接器接口。
定制 TLS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他波长范围 。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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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获得是德科技的产品、应用和服务信息,
请与是德科技联系。如欲获得完整的产品列表,
请访问: www.keysight.com/ﬁnd/contactus

从惠普到安捷伦再到是德科技
传承 75 年创新史，我们始终帮助您开启测试测量新视野。我们独有的硬件、软件和技
术人员资源组合能够帮助您实现下一次突破。1939 年成立的惠普公司起源于电子测量，
是德科技将这一业务传承至今，并将继续发扬光大。

是德科技客户服务热线
热线电话: 800-810-0189、400-810-0189
热线传真: 800-820-2816、400-820-3863
电子邮件: tm_asia@keysight.com
是德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3 号是德科技大厦
电话: 86 010 64396888
传真: 86 010 64390156
邮编: 100102
是德科技 (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南部园区天府四街 116 号
电话: 86 28 83108888
传真: 86 28 85330931
邮编: 610041
是德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电器道 169 号康宏汇 25 楼
电话: 852 31977777
传真: 852 2506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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