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GHz 带带宽
17.5 ps 上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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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Scope® 9300 Series
新式采样示波器

拥有业界最快的采样率
NRZ和RZ眼图和测量 

串行数据掩模库和本地编辑 
直方图和统计测量 

内置脉冲和时钟发生器 
数学计算、FFT和自定义公式

 直观的Microsoft Windows 用户界面 

集成差分脉冲源 (PicoScope 9311) 
时钟恢复 (PicoScope 9302 and 9321) 

光电转换器 (PicoScope 9321)

串行数据预一致性测试
电信服务和生产 

高分辨率定时和相位分析 
数字系统和传输测量 

自动化合格/不合格极限测试 
快速脉冲和逻辑表征 

半导体特性

1 MS/s 
采样率

16 bit  
输入分辨率

60 dB 
动态范围

2 
输入通道

9.5 GHz 
光带宽

5 ps/div 
双时基 

14 GHz 
触发预分频

11.3 Gb/s 
时钟恢复

应用

±1 V 
输入范围

64 fs 
有效分辨率

40 ps 
TDR/TDT step

电学, 光学和TDR/TDT 模型

2.5 GHz 
触发

Admin
恒泰公司logo



2.5 GHz 直接外部触发
系列示波器内置外部触发器，可以触发高达2.5GHz重复率的

信号。

14 GHz 预分频触发
对于外部触发内置预分频器，可以使触发带宽高达 14 GHz 。

内置 11.3 Gb/s 时钟恢复触发
支持串行数据应用。通常在串行数据应用中，数据时钟不可以用
作触发，PicoScope 9302 包含一个时钟恢复模块，用于从输入串
行数据中重新生成数据时钟。标配的分频器套件包用于信号的时
钟恢复和示波器输入。

顺序采样示波器
PicoScope 9300 系列示波器采用触发时序采样来捕获高带宽重复
信号或者时钟驱动信号。 相比高速的主频采样系统，采样示波器
的成本更低，并且可以实现更低的抖动。

20 GHz 带宽
20 GHz带宽使得上升时间可以达到17.5 ps ，同时极低的采样抖动
可以使时间分辨率达到64fs. 无与伦比的1MS/s采样率可以快速构
建波形、眼图和直方图。 

模式同步触发和眼线模式 
模式同步触发由比特率，图案长度和触发分频比得到，可以从任
何指定的一组位序列构建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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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采样模式
连续时间采样模式(STS) 

由内部可触发振荡器产生一个有规律的递增延时触发信号后， 示
波器开始采样。典型的触发抖动为1.8 ps，最大 2.0 ps。高于任
何其他采样示波器的 1 MS/s 采样率可以快速构建波形和形成持
续显示。

眼图模式
连续采样模式的另一种形式，采样率由外部分频触发控制。 尽管
有长时间延时，触发抖动降低。

TDR/TDT模式
示波器的采样独立于时基设置， 每个内部触发示波器采样一次触
发延迟由精确地内部时钟振荡产生。

实时，随机等效时间采样和滚动模式
特别地，9300 系列在采样范围内配有100MHz带宽触发敏感元
件，因此可以像传统 DSO示波器一样进行翻滚，瞬态捕捉和ETS
模式。可以很方便的显示高达100MHz信号而无需其他示波器。 

小巧，便携USB 示波器
pico示波器非常小巧，只会占用您工作台的很小一部分。并且便
携，您可以和您的电脑随身携带，进行现场测试。这还不够，您
可以将示波器紧挨着测量设备放置，而不是用长长的探头连接到
传统大型台式设备上。现在您的示波器和DUT之间所需要的只是
一小段低损耗的同轴电缆。

您所需要的一切已经内置在示波器中，没有昂贵的硬件或软件附
件项目之忧。



柱状图分析
柱状图是一个概率分布用于显示从某个源所采集数据的分布，显
示在用户自定义的柱状图视窗内。柱状图收集的信息被用于该源
的统计分析。

柱状图可以在波形上，可以在垂直坐标或水平坐标上构建。垂直
柱状图最常用于测量和描绘所显示波形上的噪音，而水平柱状图
最常用于测量和描绘所显示波形上的抖动。

波罩测试
眼图波罩用于给标准波形添加一个公差。 示波器内置波罩库包含 
167 个波罩， 同时客户可以自己创建波罩并使用图形编辑器对遮
罩进行修改。 可以给任何遮罩设定指定的公差，以便可用于压力
测试。
屏幕显示可以是灰色的或者彩色分级的， 以方便分析眼图中的噪
声和抖动。同时还有一个统计显示， 显示在原始波罩和设定公差
之间遮罩失败的次数。

内置测试波形的丰富菜单对于您测量实际信号前的波罩测试检测
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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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罩测试功能

失败次数
内置标准测试波形
 用户自定义公差
波罩失败停止
计数失败

软件开发包（SDK） 
The PicoSample 3 软件可用作一个独立的示波器程序和一个
ActiveX控件。ActiveX控件符合Windows COM 模型，并且能够
嵌入你的软件内。有Visual、Basic(VB.NET)、LabVIEW和Delphi
的例程提供给你，但是任何支持COM标准的编程语言或标准都可
使用，包括JavaScript和C。

我们提供全面的编程指导书， 详细说明了 ActiveX 控件的每个功
能。

SDK可通过USB或LAN口控制示波器。

眼图分析
PicoScope 9300 系列示波器可以快速测量超过30个基本参数用
于绘制不归零 (NRZ)信号和归零 (RZ)信号的特性曲线。可以同时
测量10个参数，同时显示统计数据。  

可以动态显示每个参数的测量点和水平值。 
眼图分析和波罩测试同时使用会使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内置信号发生器
我们的示波器可以产生符合行业标准的或者用户自定的信号，包
括时钟、脉冲和伪随机二进制序列等。 

示波器产生的信号可以用来测试
其自身的输入，实验示波器的功
能，同时也可以验证复杂的设置
如波罩测试等。AUXOUTPUT输
出也可以被设置成触发输出。



专为易用性
PicoSample 3 软件为您的信号提供尽可能多的存储空间。 除此
之外还有一系列重要的按钮。对于复杂的调节，你只需要点击一
下鼠标，左右两侧面板就会显示附加菜单。大多数控件和数字输
入栏都有键盘快捷键。

使用双时基功能很容易实现硬件缩放：只需用鼠标在需要缩放波
形部分绘制缩放框。您还可以手动设置时基。

FFT 分析 
所有的 PicoScope 9300 系列示波器都可以使用一系列开窗函
数对输入信号进行实数，虚数和复数快速傅里叶变换。 结果可
通过数学函数做进一步处理。FFT特别适用于查找串扰问题， 查
找非线性放大器引起的模拟波形上的失真问题， 调整滤波器电路
用于过滤掉波形上的某些谐波，测试系统的脉冲响应， 和识别与
定位噪音和干扰源

强大的数学分析
PicoScope 9300系列同时支持4个所采集波形的数学组合和函数
转换。

你可以选择任何数学函数作为一个运算符施予操作数。 一个波形
的数学运算符是一个数学函数，要求一个或者两个源。 所有的功
能都可以在实时波形，或者波形存储器上进行。 还有公式编辑器
供用户自定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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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格式选择
当屏幕中有多条线时，你可以将它们显示在一个网格， 或者将它
们分开成两个或四个网格。你也可以在XY模式下绘制信号，此时
额外的电压—时间网格是否添加由您决定。 余辉模式使用颜色编
码或者阴影来显示信号的统计变化。

61 math functions

超过 100 波形参数测量
包含或者不包含统计量
PicoScope 9300 系列示波器可以快速测量超过100个参数，所以
你不需要计算刻度或者估计波形的位置。 可以进行多达10个值
同时测量或者4个统计测量。测量符合IEEE标准。
专用的频率计可以显示任何时间下的信号频率，不受你的测量和
时基设置的影响。

138 automatic measurements



TDR/TDT 分析
PicoScope 9311 and 9312示波器内置差分阶跃信号发生器用于
时域反射和是与传输测量。 此功能可测试输电线路、印刷电路
走线、连接器和电缆，分辨率可达15mm.

PicoScope 9312 示波器提供外部隧道二极管脉冲头，可以产生
正负 200 mV，上升时间40 ps的脉冲。PicoScope 9311 示波
器可以直接从其前面板上产生上升时间为 65ps 的大振幅差分脉
冲。它适用于反射和发射信号很小的TDR/TDT应用中。
PicoScope 9300 系列TDR/TDT型号包括具有1 ps分辨率和全面
校准的源纠偏，基准面和测量功能。电压、阻抗和反射系数 (ρ)
可以依据时间或距离进行绘制。

PicoScope 9311 and 9312 提供一套全面的标准配件来支持你的
TDR/TDT测量。配件包括电缆，信号分配器，适配器，衰减器和
负载和短路参考。订购详情见下页或虹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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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转换器输出，未过滤 

脉冲头的内部结构PicoScope 9312和
脉冲头

O/E转换器输出，已过滤

贝塞尔-汤姆逊滤波器系列适用于标准频率。 这些滤波器对于光
纤传输系统中信号的精确表征是必不可少的。 位于左上的第一个
眼图 显示了一个典型的在 622 Mb/s 未均衡O/E转换器输出。右
上方的第二个眼图显示连接622 Mb/s B-T滤波器。这是一个通过
均衡光接收机才可以看到信号的精确表示，使得 PicoScope9321
可以显示正确的测量。

9.5 GHz 光学模型
PicoScope9321包括一个内置精密光-电转换器。 将转换器的输
出送入到示波器的一个输入端 （通过可选的SMA脉冲成形滤波
器）PicoScope 9321 可以分析标准光通信信号，如OC48/
STM16, 4.250 Gb/s 光纤通道和2xGB 以太网。该示波器可以执
行具有光学参数自动测量功能的眼图测量。 其中光学参数包括：
消光比，S/N比，眼图高度和眼宽。 示波器内置集成时钟恢复模
块，用于串行数据11.3 Gb/s.

该转换器输入接受单模式  (SM)  和多模式  (MM) 光纤，并且波长
范围750至1650nm。

SMA贝塞尔 - 汤姆逊脉冲整形滤波器

TDR

TDT

TDT

TDR

9311
D.U.T

9311 D.U.T

9312 D.U.T

9312
D.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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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oScope 9300 系列输入和输出

PicoScope 9301 和 9302

两个20 GHz 输入端

14 GHz 预分频触发
6.5 Mb/s-11.3 Gb/s 
时钟恢复输入 (不包
括 PicoScope 9301) 2.5 GHz 触发器

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以太网接口

USB 接口

后面板 内置信号发生器后

DC 电源输入
(提供适配器) 
用于扩展

PicoScope 9311 and 9312

两个20 GHz输入

14 GHz 预分频触发

2.5 GHz 触发

TDR 正输出

触发输出   
(仅PicoScope 9311 ) 

TDR 负输出 P

 

PicoScope 9321

两个20 GHz输入 

14 GHz 预分频触发

2.5 GHz触发

O/E 连接器输出

9.5 GHz O/E 连接器输入 

11.3 Gb/s 时钟恢复输入

PicoScope 9301 PicoScope 9302 PicoScope 9311 PicoScope 9312 PicoScope 9321
2 x 20 GHz 光输入 · · · · ·
差分 TDR/TDT 60 ps 40 ps
外部TDR/TDT 脉冲头 ·
9.5 GHz 光电转换器 ·
时钟恢复触发 · ·
码型同步触发 · · · · ·
信号发生器输出 · · · · ·
USB 接口 · · · · ·
LAN 接口

      PicoScope 9300 系列型号对比



PPicoScope 9300 系列规格

垂直 
通道数
采样时间
带宽, 全
带宽, 窄
脉冲响应上升时间，全带宽
脉冲响应上升时间，窄带宽 
噪声，全带宽
噪声，窄带宽
噪声平均值
工作输入电压，有数字反馈 
工作输入电压，无数字反馈
灵敏度
分辨率
精度

额定输入阻抗
 输入连接器

2
可选择同时或者交替
DC 至20 GHz
DC至10 GHz

17.5 ps (10% 至90%, 计算值)
35 ps (10% 至90%, 计算值)

< 1.5 mV RMS 典型, < 2 mV RMS 最大
< 0.8 mV RMS 典型 ,< 1.1 mV RMS 最大

100 μV RMS 系统限制, 典型
1 V p-p，±1 V 范围(单值)

±400 mV相对于通道偏移 (多值)
1 mV/div 至 500 mV/div 以1-2-5顺序，0.5% 增量 

16 位 40 μV/LSB
±2% 满量程±2 mV 在整个温度范围内
 (假定与温度相关的校准工作都已执行)

(50 ± 1) Ω
2.92 mm (K) 母头, 与 SMA 和PC3.5兼容

时基(顺序时间采样模式)
范围

增量时间间隔精度

时间间隔分辨率 通道
偏移校正

5 ps/div 至3.2 ms/div (main, intensified, 延迟, 或双延迟) 
对于 > 200 ps/div: ±0.2% 增量时间间隔± 12 ps
对于< 200 ps/div: ±5% 增量时间间隔 ± 5 ps

64 fs
1 ps 分辨率, 100 ns最大

触发

触发源

外部直接触发带宽和灵敏度
外部直接触发抖动
内部直接触发带宽和灵敏度
内部直接触发抖动
外部预分频触发的带宽和灵敏度
外部预分频触发抖动
模式同步触发时钟频率
模式同步触发模式的长度

所有型号: 外部触发,外部预分频, 内部直接和内部时钟触发. 仅
PicoScope 9302 和 9321：外部时钟恢复触发

DC 至 100 MHz ：100 mV p-p;          2.5 GHz：200 mV p-p 
 1.8 ps RMS (典型) 或 2.0 ps RMS (最大) + 20 ppm 延迟设置
DC 至10 MHz：100 mV p-p;             100 MHz：400 mV p-p 
25 ps RMS (典型)或 30 ps RMS (max.) + 20 ppm延迟设置

1 至14 GHz: 200 mV p-p至2 V p-p
1.8 ps RMS (典型) or 或2.0 ps RMS (max.) + 20 ppm 延迟设置

10 MHz 至11.3 GHz
7 to 8 388 607 (223 1)

时钟恢复(PICOSCOPE 9302 和 9321)

时钟恢复触发数据传输速率和灵敏度

恢复时钟触发抖动
最大安全触发输入电压
输入特性
输入连接器

6.5 Mb/s 至100 Mb/s：100 mV p-p
> 100 Mb/s 至11.3 Gb/s：20 mV p-p

1 ps RMS (典型)或1.5 ps RMS (最大) + 1.0% 单位间隔
±2 V (DC + AC峰值)
50 Ω, AC 耦合
SMA (f)

采样
ADC分辨率
数字化速率，有数字反馈（单值）
数字化速率，没有数字反馈（多值）
采集模式
数据记录长度

16 bits
DC 至1 MHz
DC 至40 kHz

样点(通常), 平均值, 包络
32 to 32 768 点 (单通道) 以 x2 顺序

显示
样式
持续时间
屏幕格式

点，向量，持久性，灰色缩放，颜色分级
可变，或无限长

自动, 单YT, 双YT, 四 YT, XY, XY + YT, XY + 2 YT
测量和分析

竖条，横条（测量电压）或波形标记标记
自动测量
 测量，X参数

一次可高达10个
周期，频率，正/负宽度，上升/下降时间，正/负占空比，正/负道口，
猝发脉冲宽度，周期，时间，最大/最小值，正/负抖动，ppm/RMS

测量, Y参数

测量, 轨迹-轨迹

最大值，最小值，顶部，底部，峰峰值，幅值，中值，平均，平均周
期，AC / DC RMS，AC/ DC RMS的周期，正/负过冲，面积，周期面积
延迟1R-1R，延迟1F-1R，延迟1R-NR，延迟1F-NR，延迟1R-1F，延迟

眼图测量, X NRZ

眼图测量, Y NRZ

1F-1F，延迟1R-NF，延迟1F-NF，相度/弧度/％，增益，增益分贝
面积，比特率，位时间，穿越时间，周期面积，占空比失真ABS/％，眼图

宽度ABS/％，上升/下降时间，频率，周期，峰峰值/有效值抖动
AC RMS, 平均功率 lin/dB, crossing %/level, 消光比 dB/%/lin,  眼幅度, 
眼高  lin/dB, 最大/最小, 平均值，中间，正/负过冲，噪声峰峰值/有效值， 

1/0电平，峰峰值，RMS, S/N 比率 lin/dB
面积，比特率/时间，周期面积，眼图宽度ABS/％，上升/下降时间 ， 

抖动 峰峰值/有效值 下降/上升， 负/正 crossing, 正占空比，脉冲对称性，脉冲宽度 
AC RMS, 平均功率 lin/dB, 对比率 lin/dB/%, 消光比lin/dB/%,眼幅度 ， 

眼高lin/dB, 眼图张开度,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中值， 
噪声 峰峰/有效值，1/0，1/0电平，峰峰值，有效值， S/N

眼图测量, X RZ

眼图测量 ,Y RZ 

直方图 垂直或水平l



PicoScope 9300 系列规格
数学函数
数学
数学函数，算术运算
数学函数，代数
数学函数，三角函数
数学函数，FFT
数学函数，组合逻辑
数学函数，插值
数学函数，其他
FFT
FFT窗口函数
眼图

可以定义和显示多大4个数学波形
+, –, ×, ÷, ceiling, floor, fix, round, absolute, invert, (x+y)/2, ax+b
ex, ln, 10x, log10, a

x, loga, d/dx, ∫, x
2, sqrt, x3, xa, x-1, sqrt(x2+y2)

sin, sin-1, cos, cos-1, tan, tan-1, cot, cot-1, sinh, cosh, tanh, coth
复数 FFT,复数逆 FFT, 幅度, 相位, 实数, 虚数
AND, NAND, OR, NOR, XOR, NXOR, NOT

线性, sin(x)/x, 趋势, 平滑
自定义公式

多大两个FFT同时进行
矩形，汉明，汉恩，平顶，布莱克曼 - 哈里斯，凯泽 - 贝塞尔

根据波形的统计分析自动测量NRZ和RZ眼图
波罩测试

波罩几何

内置波罩，SONET/SDH
内置波罩，以太网
内置波罩，光纤通道内
内置波罩，PCI Express
内置波罩，InfiniBand内
内置波罩， XAUI
内置波罩，RapidIO
内置波罩，SATA
内置波罩， ITU G.703
内置波罩，ANSI T1.102
内置波罩， G.984.2

Acquired signals are tested for fit outside areas defined by up to 
eight polygons. 可以选择标准波罩或者用户自定义。
OC1/STMO (51.84 Mb/s) 至 FEC 1071 (10.709 Gb/s)

1.25 Gb/s 1000Base-CX Absolute TP2 至10xGB Ethernet (12.5 Gb/s) 
FC133 (132.8 Mb/s) 至10x 光通道 (10.5188 Gb/s)
R1.0a 2.5G (2.5 Gb/s)至 R2.1 5.0G (5 Gb/s)

2.5G (2.5 Gb/s) 至5.0G (5 Gb/s)
3.125 Gb/s

Level 1, 1.25 Gb/s至3.125 Gb/s
1.5G (1.5 Gb/s) 至3.0G (3 Gb/s)

DS1 (1.544 Mb/s) 至155 Mb (155.520 Mb/s)
DS1 (1.544 Mb/s)至STS3 (155.520 Mb/s)

XAUI-E Far (3.125 Gb/s)
SIGNAL G ENERATOR OUTP UT
模式
周期范围内，脉冲模式
位时间范围，NRZ/ RZ模式
NRZ/ RZ码型长度

脉冲，PRBS码（NRZ和RZ），500 MHz的时钟，触发输出
8 ns to 524 μs
4 ns to 260 μs
27 1 to 215 1

PICOSCOPE 9311 PICOSCOPE 9312TDR 脉冲输出
输出数
通道输出使能

2, 差分

脉冲极性 可互换正负脉冲头 

每个源单独或锁定控
制信道1：从零伏，正向
通道2：从零伏，负向 

40 ps 确保
200 mV 典型，50 

Ω 固定

60 ps 确保
2.5 V 至6 V，50 
Ω 5 mV 递增
±10%

90 mV最大， 50 Ω
从 2.5 V 至8 V可调振
幅和极限配对或独立

1 μs to 60 ms
±100 ppm

200 ns 至4 μs, 0% 至50% 占空
比 ±10% 宽度 ±100 ns

1 ns 至 1 ns 典型, 以1 ps 增量            500 ps 至500 ps 典型，以1 ps 增量
阶跃，粗时基，脉冲

上升时间（20％～80％）
振幅
幅度调整
幅度精度
偏移
输出幅度的安全限制
输出配对
周期范围
周期精度
宽度范围
宽度精度
输出之间的偏移校正
时序模式
阻抗
示波器的连接器
外部脉冲头的连接器

50 Ω 
SMA (f) x 
2   N(m) 配有 N(f)-SMA(m) interseries 适配器

TDR预触发输出极性
振幅
预触发
预触发输出抖动

PICOSCOPE 9311
从零伏，正向

700 mV 典型，50 Ω
25 ns 至35 ns 典型，以5 ps等级可调

2 ps 最大

PICOSCOPE 9312

PICOSCOPE 9311 PICOSCOPE 9312
2

60 ps 或更小, 每个极性 40 ps 或更小, 每个极性

TDT系统
TDT通道数
入射上升时间（合结示波器和脉冲发生
器，10％到90％）
抖动

纠正上升时间

3 ps + 20 ppm 延时设置，有效值，最
大，最小。50 ps 或or 0.1 x time/div, 

取值较大，典型 
最大3 x time/div，典型

2.2 ps + 20  延时设置，有效值，最大，
最小。50 ps 或or 0.1 x time/div,

 取值较大，典型 
最大3 x time/div，典型

纠正畸变 ≤ 0.5% ，典型



PPicoScope 9300 系列规格

TDR系统 PICOSCOPE 9311 PICOSCOPE 9312
2

50% 输入脉冲幅度， 典型

60 ps 或更少，每个极性 40 ps 或更少，每个极性

通道数
入射阶跃幅度
入射上升时间 (结合示波器，阶跃信号发生器
和TDR，10% 至 90%) 
反射阶跃幅度，从短路或开路 25% 输入脉冲幅度，典型

65 ps 或更少 @ 50 Ω终端，每个极性 45 ps 或更少@ 50 Ω 终端，每个极性反射上升时间（结合示波器，阶跃信号发生器和

TDR，10%至90%）

纠正上升时间
最小：50 ps 或0.1 x time/div, 通常较大

一些，典型
最大：3 x time/div，典型

最小： 30 ps or 0.1 x time/div，通常较大
一些，典型

Maximum: 3 x time/div，典型
≤ 1% 典型矫正像差 

测量参数 传播延迟，增益，增益分贝
TDR/TDT 尺度

伏，增益 (10 m/div 值 100 /div)
伏 ，ρ (10 mρ/div 至 2 ρ/div), 欧姆 (1 ohm/div to 100 ohm/

div)

TDT垂直刻度 
TDR垂直刻度 
水平刻度 时间或距离（米，英尺，英寸） 时间 (40 ns/div 最长 或距离(米， 英尺，

英寸
距离设定单位 传播速度(0.1 至 1.0) 或介电常数 (1至100)
光/电转换器（PICOSCOPE9321） 
带宽 ( 3 dB) 
有效波长范围
校准波长
过渡时间
噪音
DC精度
最大输入功率峰值
光纤输入
光纤输入接口

输入回波损耗

9.5 GHz 典型
750 nm 至 1650 nm

850 nm (MM), 1310 nm (MM/SM), 1550 nm (SM)
51 ps 典型(10% 至 90% 由公式 Tr = 0.48/光BW 计算)

4 μW (1310 & 1550 nm), 6 μW (850 nm) 最大 @ 电通道全带宽
±25 μW ±10% 满刻度
+7 dBm (1310 nm)
单模 (SM) 或多模(MM)

FC/PC
SM: –24 dB 典型

MM: –16 dB 典型, –14 dB典型
通常
温度范围，工作
温度范围，在规定的准确度内
温度范围
存储校准有效期
电源电压
电源电流
电源适配器
PC连接
LAN连接

PC要求

尺寸

重量

合规性
保修期

+5 °C to +35 °C
 最后自动校准2°C内
20 °C 至+50 °C

1 年
+12 V DC ± 5%
1.7 A 最大

提供通用适配器
USB 2.0 (兼容USB 3.0)
10/100 Mbit/s

Windows XP (SP3),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or Windows 8 
(not Windows RT) 32-bit or 64-bit

170 mm x 260 mm x 40 mm (W x D x H)
1.2 kg 最大.

PicoScope 9312脉冲头：每个150 g
FCC (EMC), CE (EMC and LVD)

2年 (输入采样1年)

更详细的规格信息可以从PicoScope 9300 系列用户手册中找欢迎访问：www.hkaco.com



PicoScope 9300 系系列示波器-订购信息

型号 通道 时钟 
  恢复

光-电转换器
TDR/TDT 输出 订购 

代码

PicoScope 9301

2 × 50  
2.92 mm (f)

--

--
--

PP890
PicoScope 9302 11.3 Gb/s PP891
PicoScope 9311

--
6 V, 60 ps PP892

PicoScope 9312 200 mV, 40 ps PP893
PicoScope 9321 11.3 Gb/s 9.5 GHz -- PP894

描述 代码
51.8 Mb/s (OC1/STM0) TA120
155 Mb/s (OC3/STM1) TA121
622 Mb/s (OC12/STM4) TA122
1.250 Gb/s (GBE) TA123
2.488 Gb/s (OC48/STM16) TA124

参考光接收机贝塞尔 - 汤姆逊滤波器 
B-T 过滤器 用于PicoScope 9321
终端50  SMA (m-f) 连接器

可选配件
无源探头
阻抗500  ∥ 2 pF.
电缆长度1.3 m.

描述 代码

探头 1.5 GHz 50  10:1 SMA      TA061

配件 PicoScope 型号 订购 
代码9301 9302 9311 9312 9321

标准示波器套装包括：
PicoSample™ 3 软件CD
快速起步指引
电源，通用输入
 USB 2.0 电缆1.8 m  
 LAN电缆，1 m
SMA/PC3.5/2.92扳手
存放和携带箱

1 1 1 1 1 --

9300 TDR 套件：
80 cm 50  SMA (m-m) 电缆 
SMA (f-f) 适配器
SMA (m) 50  负载
SMA (m) s短路

2 2 PP897

功分器套件：
3-电阻6 dB 功率分配器
18 GHz 50  SMA (f-f-f) 
2 x精密同轴电缆
30 cm 50  SMA (m-m)

1 2 2 1 PP899

连接保护器18 GHz 50  SMA (m-f) 2 2 2 2 2 TA170
衰减器 20 dB 10 GHz 50  SMA (m-f) 2 TA173
N (f)-SMA (m) 适配器 2 TA172

北京恒泰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龙域中心A座1112室
电话：010-8272 8898
传真：010-8272 8898-806
E-mail：sales@ht-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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