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t Brochure

MG37020A
切换速度 100μs (250μs)
频率10 MHz ~ 20 GHz的高速微波信号发生器

最高价值体现、性能丝毫不减
对速度 和互 联性 要求 很高 的场 合，安立能够提供经 得起 考验 的、 质量 上乘的高性能微波信 号源 。MG37020A 支持
Windows XP环境，以高速VCO技 术为 基础 ，建 造新 的结构，面 对这些挑 战。 这样 ，您 可以 为您 的数据密集 测量，得 到
超出您期望 的高 质量 和高 一致 性的 结果 。

接口
使用MG37020A就像 使用 您的家用个人计算机 一样 容易 。触 摸屏 功能 键、下
拉式菜单、 熟悉 的图 标和 友好 的设 计， 使您更容易快速 地进 入您 所希 望的 仪器 操
作。操作也 可以 使用USB键盘 或鼠 标。

环境
®

使用通 用的 的 W indows XP 环境，
MG37020A 建立 在这 个强大的平台上，
向您提供更 强的 功能 和安 全性 。
● 提供 非常 高的 互联 性，USB 2.0的移
动存储和通 讯接 口、以太 网LA N、IEEE
-488 G PIB和串行RS -232 。
● 可连 接外 部监 视器 和其它与Win dows XP兼容的外围设备 。
● 可连 接移 动存 储器 对敏感性数据和仪器 设定 值进 行保 护。

上曲线：频 率设定值

● 升级 更方 便、 快捷 。

(1 0 GHz时的鉴 相器输出)
下曲线：锁 定指示器信号 ，
每 格10μs

高性能
测试时 间短 ，结 果却 更精 确。MG 370 20A怎样 达到 这些 目标 呢？ 首
先，它具有 先进 的基 于优 化VCO为 基础的结构，从而在保持 超低 相位 噪
声的同时， 提供 每点250μs{100μs}的 切换速度。此外，MG37020A 设计
将命令最少 和触 发延 迟最 小化 。
所有这 些加 在一 起， 您就 有了 一个其切换速度比基 于YI G结构信号
源更快的信 号源 。

少 于55μs的时 间，100 MH z步长(在1 kH z之内)的频
率 切换。

多个合成信号发生器实现相位跟踪
通 过 优 化 仪 器 结 构 ， 使 用 内 部100 MHz参 考 频 率 ，
MG37020A 将 相 位 漂 移 降至 最小 ，并 具 有 多 达4个 合 成 源 的
相 位 跟 踪 能 力 。 超 稳 定 的 相 位 跟 踪 选 项 ， 提 供 ＜ ± 1°
/100s的 相位 漂移。

多个具 有最小相位 漂移的相位跟 踪合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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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选择--满足您所要求的应用
无论 您是 为了雷达和EW信 号仿 真或灵活性开发您自己的 测试，还 是为 了数 据密集应用开发的更 快测 试， 您仅 需要
一种 仪器--MG3702 0A。

强大不惧压力
对精 度和 可靠性最重要的应用 ，MG37020A为天 线、雷达和电子对抗 测试，交 付了 可靠 的高性能能力。加上高吞
吐率 ，M G37020 A 可为雷 达和EW信号仿真，交 付高 质量 的脉 冲调 制。
● 内 部脉 冲发生器，包括单脉 冲、 双脉 冲、 三脉 冲和四脉冲。
- 100ns稳 幅脉 冲宽 度。
- 10ns 非稳幅 脉冲 宽度 。

DFS干扰
为了 防止 民用雷达和军事雷达 产生 对ISM频 带的 干扰 ，您 需要 在信
道上 进行 脉冲 突发 。不需要分离的脉冲 发生 器， 仅仅 利用MG 370 20A脉
冲调 制选 项， 您就 能测试局域网和城域 网(LAN和MAN)对 DF S 的兼容性。
脉冲猝 发模式(在5 G Hz下的10次脉 冲)

制造业自动测试、自动测试优化、自动测试速度
脉冲 猝发 模式(在5 GHz下的10次脉 冲)MG3702 0A的 高切 换速 度， 降低 了测试费用，同时提 高了 生产 线测 试的 生产
率。MG37020A的较小尺寸和高输 出功 率， 对于ATE系统 来说 也是 一种 理想的信号发生 器。

测试、测试再测试
对于重 复性 高 、 高吞 吐量 的自动 测试
系 统 ， 如 ：天 线 和卫 星 有 效 载 荷测 试 ，没
有 可 替 代 速 度 的 方 案 。 在 250(μ s)100μ
s的频率切换速度 下，MG37020A全力 地应
对 数 据 密 集应 用 的挑 战 。 结 果 ？您 可 以在
相 同 的 测 试时 间 内， 测 量 更 细 微的 频 率步
长和测量 更多 的频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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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MG37020A
高速微波信号发生器
彩色触摸屏

Wind ows X P环境

触摸屏功 能键

观察状态和设置测量菜单更容 易

符合逻辑的 菜单和 熟悉的 图标提 高生产 率

友好的功 能组

其它特点包括 ：
·标准0.001 Hz频率分辨率

·脉冲调制选件

·标准输出功 率： + 17 dBm，20 GHz

·100 ns稳幅宽度＞1 GHz

·高输出功率 选项：+23 d Bm，2 0 GHz

·10 ns非稳幅宽度

·超低相位噪 声：- 101 dBc/Hz，典型值

·稳幅PRF 100 MHz ~ 5 MHz。

(96 dBc/Hz，10 GHz，10 kHz偏置)

·非稳幅DC ~ 10 MHz。
·内部脉冲发生器选件

·超低谐波和 杂散。
·CW和步进 扫描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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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μs(100μs)切换速度，10 MHz~20 GHz

容易的输入

体积小

可以方便地通过键盘、光标键或数

在最小的ATE支架 空间里 获得最 高的

据旋钮输入和编辑参数。

性能(13.3 cm高度 x 45 c m深度)。

增强 的互联 能力

射频输出

USB 2.0 存 储和控 制、以 太网L AN、IEEE-4 88

以 0 .001 Hz为步 长，设 定频率为10 MHz

GPIB和RS-230串 行输入输出都 是标准配置。

~ 20 GHz; 以 0.0 1 dB为步长，设定功率
电平为 +3 0 dBm ~ -13 0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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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选项，杰出的可扩展性
MG 37020A不仅节省您的时间和节 约您 的成本， 而且还提供若干选项，包括受 人欢 迎的全套 性能选件。您可以根
据您的应 用， 选择不同的选件， 配置快速微波信号源 。

完整性能选件：
● 10 MHz~ 20 G Hz的频率范围 覆盖。
● 高输出功率。
● 步进衰减器。
● 脉冲调制组 件。
● 其它功能选 件(联系 当地 安立销售代表)。

标准选件：
● 10 MHz~ 2.2 GHz的频率覆盖，使用 一个 数字向下变频器， 以获得低的相位噪声 。
● 机械式步长 衰减器，110 dB，在10 dB步 距下 。
● 高的功率输 出。
● 脉冲调制， 包括内部脉冲发生器 。
● 超稳定的相 位跟踪。

各种性能解决方案
快速 微波信号源MG3 7020A与MG3690B系列的微波信号 源的 结合，提供了从基本CW到全功能信号发 生器的高端
低成本解 决方 案。
● 单个输出， 拥有最宽的频率覆盖 ：0.1 Hz~70 GHz; 325 GHz带有外部倍频器。
● 最高的输出 功率。
● 最低的相位 噪声。
● 功能强大的 调幅、调频、相位、 脉冲调制。
● 更多的的选 件列表。

配合使 用ML2495功 率计的MG3 7022A信号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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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交替扫描模式
在任意两个扫描范 围内进行步进扫描的交替扫描， 并且每

本文以下技 术指标在25℃±10℃温度下得到的，典型值为采样

个扫描具有各自相应的 功率电 平。

测试得到的 非确保值。

频率覆盖
型号/选件4

频率覆盖

输出 类型

MG 37022 A

2~20 GHz

K(f)

选件 4

10 MHz~2.2 GHz

K(f)

手动扫描模式
在扫描范围内，手工改变 步进和 相位锁定的频率。用户可
以选择步进的尺寸和数 目。

选件4：频率向下扩展至10 MHz。选件4 采用连续两分频电路的

列表扫描模式

数字下变频 器(DDC)。该变频器提供此技术来降低SSB相位噪
声。

通过前面板或通过GPIB程控方法设置4个列表扫描，每个表
可设 置多达10,0 01个频 率点， 这些点可以 是非连 续的频 率和不
同的 功率， 使用 时可按 相位锁 定步进 扫描 调用。 可以存 储一个

CW模式

10, 001个 频率点 的列表 在非易 失存储 器里 ，其他 列表存 储在易

输出频率的 预设：

失存储器内。

20个独立的CW频率(F0-F9和M0-M9)。
精度：与内 部或外部的10 MHz时基相 同。

标记

内部时基的 稳定度：

多达20个可独立设置的 标记(F 0-F9和M0-M9)。

老化率：＜2 x 10 -9 /日。

视频标记：+5V或-5V标记输出，可从系统 菜单中 选择。

-8

温度：＜2 x 10 /℃，范围为0℃~ 50℃。

AUX I/O(辅 助 输入/输出)连接器 ，后面板。

内部时基的 校准：

标记精度：与扫描频率 精度相 同。

内部时基可以通过系统校准菜单校准，实现与 外部基准(10

标记分辨率：0.0 01 Hz。

MHz±50 Hz)相同。
分辨率：0 .001 Hz

扫描触发

外部10 M Hz参考输入：
接收外部10 MHz±50 Hz (典型值)，0~+20 dBm时基 信

扫描触发是为频率步进 扫描、 频率列表扫描和CW功率扫描提供

号。自动检 测并切换为外部参考(当外部信号 连接上时)。后面板

的。

BNC，50Ω阻抗。可选择的带宽，以获得最佳的相位噪声，实

自动：自动地触发扫描 。

现最佳的相 位跟踪性能。

外部：外部TTL高电平信号，通过后面板AUX I/O连接器 或

10 MHz参考输出：

BNC，触发一次扫描。

1 Vp-p在50Ω下。交流耦合。

单次 ：触发 、中 止和复 位一个 单次扫 描。 复位扫 描可以 选择在

后面板 BNC：50Ω阻抗。

扫描的顶部或底部。

电子频率控 制(EFC)输出：

手动(列表扫描)：GPIB GET或 外部TTL触发 将跃变到起动/停止

-5V~+5V的 输 入范围 。F ou t x 5 x 10 -7 Hz/V灵敏 度(典 型值)。

数目之间的下一个。

＜250 Hz的调制带宽。后面板BNC：高阻抗。

超稳定的相位跟踪(选件36)
选 件 36增 加 后 面 板 BNC和 内 部 连 接 ， 这 些 连 接 是 为 在 多 个

相位锁定的步进模式

MG 37020 A合成 器之间 提供稳 定的相 位跟 踪而需 要的。 最多可

扫描宽度： 独立选择，0.001 Hz~全范围。扫描范围中的每一

以相互连接4个仪器。

个频率步进 ，都是相位锁定的。

100 MHz基 准输 出：提 供基准 信号， 用于 其它M G3702 0A上，

精度：与内 部或外部10 MHz时基相同 。

可多达3台 ，但必须有选件36。

分辨率(最小步进尺寸)：0.001 Hz

100 MHz基准输入：接 收来自 另一个带有选件36的MG3 7020A

线性/对数扫描：用户可选的线性扫描或对数扫描。对数扫描，

的1 00 MH z基准信号。

频率刻度为 对数，对数步进。

相位漂移：＜±1°，在24小时预热后，10 0s(典型值)时 间内。

步进长度： 用户可选择的步数或步进尺寸。
步数：变化 范围为1~1 0,000。
步进尺寸：0.001 Hz~全 频率范围。(如果步进尺寸未划分成所
选择的频率 范围的话，则最后一个步进缩短。)
步进驻留时 间：变化范围 50μs~30 s。
固定速率扫 描：用户设定扫描时间，包括锁定时间。变化范围
为1 ms~3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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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指标

程控操作

存储设置: 存储前面 板设置 在硬盘 。存储 数量取 决于硬 盘存 储器

仪器 的所有功能， 设置 以及操 作模式（除电 源开/待 机外）

的容量。通过 系统菜单，可 以存储或调 用这些 仪器设 置。仪 器

都 可以通 过外部 计算机 经以太网LA N、US B、GP IB(IE EE-48 8

再次开机时， 仪器的设置， 包括控制设 置和功 能设置 ，都和 仪

接 口总线) 发布 命令， 进行控 制。

器上次关机前 的状态相同。

G PIB 地 址： 通 过系统 菜单选 择

自检: 自 检软键按下 后，仪 表进行 自检。 检测出 错误时，错 误信

IE EE-48 8 接口 功能集:

息会显示在显 示窗口里，以 便找出可能 的故障 原因和 解决方

Sourc e Han dshak e: SH1

法。

Accep ~r Ha ndsha ke: AH 1

参数输入: 仪器参数 的设置 有多种 方法： 数字键 盘、数 据转 轮和

Talke r: T6

可光标控制位 置的∧和∨键 和光标控制 通过触 摸屏、USB鼠标

Listen er: L4

或键盘。 数字 键盘或USB键盘用 来输入新的参 数值， 数据转 轮

Servic e Req uest: SR1

和光标可控键 用来编辑参数 值。转轮和< >键可移动光 标的 数字

Remo te/Loc al: RL 1

位的位置，选 择该位数，编 辑它。 可修改的参 数有：频率， 功

Parall el Poll : PP1

率电平，扫描 时间，驻留时 间和步进数 量等等 。通过 按下相 应

Devic e Clea r: DC1

的键或软键， 终止数据输入 。按【编辑 】键， 终止编辑菜单 。

Devic e Trigger: DT1

复位: 所 有的仪器参 数恢复 到预定 义的原 始状态 和参数值。 任何

Contr oller Capabi lity: C0、 C1、 C2、 C3、 C28

暂停的GPIB操 作被终止。 复位可通过系 统菜单选择。

Tri-S tate Dr iver: E2

预热时间:

G PIB 状 态指示 灯: 当仪器工作在程 控工作方式时 ， 对应 的下列

由 待机状 态预热: 30 分 钟

前 面板G PIB指示灯亮 。

冷 启动(0 摄氏度): 120小时可 达到标称的稳定度 和漂移

程 控: 工作在GP IB状态 ，除了 返回本 机键RETUR N TO LOCAL

率。仪器断电 后72小 时，需 要30天才可 以回到 标称的 频率稳 定

和 显示更 新DIS PLAY UPDA TES外，其他 所有的 前面板 上的按

度和漂移率指 标

键 都会被 锁定。

电源: 8 5-264 Vac， 48-4 40 Hz， 最大250 V A

LL O (本机锁定): 返回 本机键RETURN ~ L OCAL不起作用。只 能

待机: 交 流电连接后 ，仪器 处于待 机状态 。这时 前面板的电 源开

通 过GPI B命令或 重新 开机回 到本地 状态。

关不是在OPE RATE位置。
重量: < 18 kg

环境(MIL-PRF-28800F,class 3)

尺寸: 1 33 H x 429 W x 450 D mm

存 储温度 范围: 40 到 + 75 摄氏度
工 作温度 范围: 0 到 + 50 摄氏 度
相 对湿度: 5% 到 95% 在40摄氏度
海 拔: 4,6 00 米、 43.9 cm H g
EMI: 符合 以下辐 射和 抗干扰 要求标 准
EN61 326: 1 998
EN55 011:19 91/CI SPR-1 1:199 0 Grou p 1 Class A
EN61 000-4 -2: 19 95 4 k V CD， 8 kV AD
EN61 000-4 -3: 19 97 3 V /m
EN61 000-4 -4: 19 95 0.5 kV SL， 1 k V PL
EN61 000-4 -5: 19 95 1 k V 2 kV L-E
EN61 000-4 -6: 19 96
EN61 000-4 -11: 1 994
振 动：随 机，5 -500H z，0.0 15-0 .0039g /Hz P SD
正 弦波，5-55Hz，0. 33mm位易
安 全规范 ：EN61010- 1:199 3+A1 :92+A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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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纯度

频率开关时间(切换速度)

所有指标条件 为输出功率不 超过+ 10dB m或指标规定 的最大 输出

定义

功率，另有说 明的除外。

自 由运行模式：
(步进或列表)

杂波信号

t sw = 开关时间，未 锁定部分

谐波和谐波相 关的：
频率范围频率范围

标称 值

1 0 MHz ~ 100 MHz (选件 4 )

<-40 dBc

> 100 M Hz ~≤2.2 G Hz (选件 4)

<-50 dBc

2 GHz ( 2.2 GHz w/选件 4) ~ 20 G Hz

<-50 dBc*

* -30dBc 典型值，大 功率选件15

锁定状态指示
后 面板A UX I/O连接器(11脚) 或相 位锁定 的BNC连接器 高信

非谐波:

号，在相对于 最终 频率的1 kHz偏 差之内。
t lt = 锁定 时间 = 50μs + t dw
t dw = 锁 定后的 驻留时 间，最 小50u s，可 调
t lt (最小) = 100μs
单频率触发模 式：

频率范围

标 称值

10 MHz ~ ≤2.2GHz (选件 4)

< -40 dBc

>2 GHz (2.2 GHz w/选件 4) ~≤6 5 GHz

< -40 dBc

电 源和风 扇旋转 引起的 杂波散射 (d Bc):

(手动 触发列 表模式)
频率范围

偏离 载波
<300Hz 300 Hz ~ 1 kHz >1 kHz

10 ~≤500 M Hz(选件 4)

<-68

<-72

<-72

500 ~≤1050 MHz(选件 4 )

<-62

<-72

<-72

1050 ~≤2200 MHz(选件 4)

<-56

<-66

<-66

2.2 ~ 8 .4 GH z

<-50

<-60

<-60

≥8.4 ~ 20GHz

<-46

<-56

<-60

驻 留FM (CW 和 步进扫 描模式 ，50 Hz - 1 5 kHz BW):

T r = 触发响应时间 = 30μs
(同时 适用于 程控和外触发)

频率 范围

驻 留FM (Hz R MS)

10 MHz ~ 10 GH z

< -80

>10 GHz ~ 20 G Hz

< -80

开关时间t sw
AM 噪 声底:
tsw * (μs)

条件

典型值 <-14 5 dBm /Hz

<10 0μs(典 型值)

步 进，起 始不是或没有经过驻留频率点

(0 dBm输出， 偏移载波>5 MHz)

<50 0μs(典 型值)

步 进，起 始或经过驻留频率点
子谐波:

滤波开关点 驻留频率:

3.3, 5.5, 8.4, 13.25

滤波开关点 驻留频率:

<2.2 G Hz w/选件4:

12. 5, 15.625, 22.5, 31 .25, 43.75, <62.5, 87.5, 125, 175, 250,
350 , 500, 700, 1050, 1500 MHz
开关时间为100MHz步进 。

频率 范围

标 称值

10 M Hz ~ 100 MHz (选件 4)

< -40 d Bc

>10 0 MHz ~≤2.2 GHz (选件 4 )

< -50 d Bc

2 GHz (2.2 GHz w/选件 4) ~ 2 0 GHz

< -50 d Bc*

*不适用于调 频激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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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带相位噪声 *
单边带相位噪声(dBc/Hz)：(典型值)
频 率范围
10 MHz ~ 15.62 5 MHz (选件4)
>1 5.625 MHz ~ 31.25 MHz (选件4)

偏离载波
10 Hz

10 0 Hz

1 kHz

10 kHz

10 0 kHz

1 MHz

-105 (-115)

-126 (-132 )

-139 (-143 )

-142 (-145)

-14 2 (-14 5)

-14 5 (-14 8)

-99 (-106)

-121 (-127 )

-134 (-142 )

-139 (-145)

-13 9 (-14 5)

-14 5 (-14 8)

>3 1.25 M Hz ~ 62.5 M Hz (选件4)

-93 (-96)

-116 (-122 )

-129 (-140 )

-135 (-145)

-13 7 (-14 5)

-14 2 (-15 0)

>6 2.5 MH z ~ 12 5 MHz (选件4)

-87 (-92)

-110 (-116 )

-127 (-139 )

-129 (-140)

-13 4 (-13 9)

-13 8 (-14 6)

>1 25 MHz ~ 250 MHz (选件4 )

-81 (-89)

-104 (-113 )

-123 (-133 )

-123 (-137)

-12 8 (-13 4)

-13 2 (-14 4)

>2 50 MHz ~ 500 MHz (选件4 )

-75 (-85)

-98 (-105 )

-117 (-126 )

-117 (-130)

-12 2 (-12 8)

-12 6 (-14 0)

>5 00 MHz ~ 1050 MHz (选件4)

-69 (-77)

-92 (-100 )

-111 (-118 )

-111 (-119)

-11 6 (-11 8)

-12 0 (-13 1)

>1 050 M Hz~ < 2.2 GH z (选件4)

-63 (-70)

-86 (-95)

-105 (-112 )

-105 (-117)

-11 0 (-11 4)

-11 4 (-12 2)

2 G Hz (2.2 GHz带有选件4时) ~ 6 G Hz

-54 (-60)

-77 (-88)

-96 (-104 )

-96 (-108)

-10 1 (-10 7)

-10 5 (-11 5)

>6 GHz ~ 10 G Hz

-52 (-55)

-73 (-83)

-92 (-102 )

-92 (-105)

-10 0 (-10 4)

-10 1 (-11 5)

>1 0 GHz ~ 20 G Hz

-46 (-50)

-67 (-77)

-86 (-95)

-86 (-98)

-9 4 (-98 )

-95 (-114)

·相位噪 声指标是仅对 使用内部参考 而言。在外 部基准下，外 部基准的相位 噪声和外部基 准带宽将限 定仪器的相位 噪声性能。当 添加高功率 选件15时，
相位噪声 不被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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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输出
功率电平技术指标适用于25℃±10℃。
最 大稳幅输出功率：
型号

配置

标准
M G370 22A
选件 4

带有选件2步进衰减器

频率范围

输 出功率

2 GHz ~ 10 GHz

+19.0 dBm

+ 18.0 dBm

>10 G Hz ~ 2 0 GHz

+17.0 dBm

+ 15.0 dBm

10 MH z ~ 2.2 GHz

+19.0 dBm

+ 18.0 dBm

>2.2 G Hz ~ 1 0 GHz

+19.0 dBm

+ 18.0 dBm

>10 G Hz ~ 2 0 GHz

+17.0 dBm

+ 15.0 dBm

时的输出功率

带有高功率 选件1 5 时的最大稳幅输出功率：
型号

频率范围

配置

输出功率

带有选件2步进衰减器
时的输出功率

标准

2 GHz ~ 20 GHz

+23.0 dBm

+ 21.0 dBm

1 0 MHz ~≤2.2 GHz

+19.0 dBm

+ 18.0 dBm

>2.2 G Hz~ 2 0 GHz

+21.0 dBm

+ 19.0 dBm

配置

频率范围

输出功率

标准

10 MHz ~ 20 GHz

M G370 22A
选件 4

最 小稳幅输出功率：
型号

M G370 22A

高 功率
(选件15)

10 MHz ~ 20 GHz

非稳幅输出功率范围(典型值)
不带步进衰减 器(选件2)：＞40 dB ，低 于最大可设定 的功率。
带步进衰减器(选件2 )：＞1 30 dB ，低于 最大可 设定的 功率 。

功率电平切换时间(在规定的精度内)
步进衰减器没 有变化时(选 件2)： ＜100 μs，典 型值。
步进衰减器有 变化时(选件2 )：＜20 ms， 典型值。

11

带有选件2步 进衰减 器
时的输出功率(dBm )

-5.0 dBm

- 105.0 dBm

(10.0dBm典型值)

(-110 .0 dBm典型值)

-5.0 dBm

- 105.0 dBm

(10.0 dBm典型值)

(-110 .0 dBm典型值)

精度和平坦度

调制

精度指标为总的最坏情况的精度

脉冲调制(选件26)

平坦度包括在精度技术指标中。

选件26添 加脉冲 调制， 而脉冲 调制是 经过一 个后面板

精度：±1.0 dB

B NC连接器(TT L电平)和一个 内部调 制波形发生 器而在外面被 驱

平坦度：±0.8 dB

动 的。脉 冲调制技术指标适 用于最大额定 功率，另有指 示者 除
外。

其它输出功率指标

通 断比： ＞80 dB(＞70 dB， 带有高功率 选件15时)

输出单位：输出单位或者可选择为dBm，mV或者可选择为dBμ

最 小稳幅 脉冲宽度：

V。mV或dBμV的选择假设一个50Ω的载荷。所有的数据都是

＜100 n s，2 G Hz(2. 2 GHz，带有 选件4时)~20 GHz

以所选择的单位输入和显示的。

＜1μs，10 M Hz~＜2 GHz(2.2 G Hz，带 有选件4时)

输出功率的分辨率：0.01 dB,0.001 mV或0.01dBμV

最 小未稳 幅脉冲宽度：＜10 ns

源阻抗：50Ω，标称值

相 对于CW扫描 模式的 稳幅精 度(10 0 Hz ~ 1 MH z PRF):±0.5 dB,

源VSWR(内部稳幅)：＜2.0:1，典型值

≥1μs 脉冲宽度

功率电平相对于温度的稳定性：0.04 dB/℃，典型值。

±1.0 d B, <1μs 脉冲 宽度

输出开/关：断开状态与接通状态之间切换射频输出。在断开状

脉 冲延迟(典型 值)：5 0 ns， 在外部 模式下 。

态期间，射频信号被断开。断开状态或接通状态是由两个发光

脉 冲重复 频率( PRF)范 围：

二极管指示的，位于前面板的"输出开/关"键的上下方。对于将被

直 流~ 1 0 MHz , 未稳幅的

相位锁定和稳幅的输出来说，将射频从一个断开状态切换成接

1 00 Hz ~ 5 MHz, 稳幅 的

通状态将需要1 ms的时间。
上升和

频率范围

频率步进之间的射频开/关：通过系统菜单，选择在CW扫描模

过冲量

下降时间

式、步进扫描模式和列表扫描模式下，进行频率切换期间射频

10 MHz ~ 31.25 MHz

信号的开或关。射频关闭状态将提供＞40 dB的输出功率衰减，

(选件4)

并且不造成切换时间的延长。

>31 .25 MHz ~ 12 5MHz

回扫期间的射频开/关：通过系统菜单，选择在回扫期间射频信

(选件4)

号的接通或断开。射频断开状态将提供＞40 dB的输出功率衰

>12 5 MHz ~ 500 MHz
(选件4)

减，并且延长切换时间＜500μs(典型值)。

>50 0 MHz ~ <2 .2 GHz

内部稳幅：所有型号，在输出连接器端口，功率输出都是稳幅

(选件4)

的。

400 ns典型 值
90 ns典型 值
33 ns典型 值
15 ns典型 值

2 G Hz (2.2 GHz带有

10ns

选 件4时) ~ 20 GHz

(5ns典型 值)

视频

脉冲宽度
压缩

馈通

33%

40ns

±70 mV

典型值

典型值

典 型值

22%

12ns

±1 30 mV

典型值

典型值

典 型值

11%

12ns

±70 mV

典型值

典型值

典 型值

12ns

±50 mV

10%
10%

典型值

典 型值

8ns

±10 mV

典型值

典 型值

*上升 和下降时间：10%~90%

外部输入 ：后面 板BNC .
驱动电平 和输入 逻辑： 与TTL兼容的高或低 电平，可以从调制菜
单中选择 。

内部脉冲发生器（包含在选件26）
模式：单 脉冲， 双脉冲 ，三脉 冲，四脉冲，突发脉冲。
触发：自 由触发 ，外触 发，门 触发，扫描延迟。
输入/输出 ：视频 脉冲和 同步输出，后面板BNC连 接器。
脉冲参数

100 MHz时钟速率

脉冲宽度

10 ns ~ 1.6 s

脉冲周期

100 ns~ 16 s

可变延迟，单 脉冲

0 to 1.6 s

可变延迟

100 ns ~ 1.6 s

双脉冲，三脉 冲， 四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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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10 ns

精度

10 ns (5 ns典型值)

输入和输出
输入和输出连 接器
说明

类型

位置

射频输出

K(阴 头)

前面板

射频输出(选件9)

K(阴 头)

后面板

10 MHz基准 输入

BNC

后面板

10 MHz基准 输出

BNC

后面板

相位锁定

BNC

后面板

外部A LC输入

BNC

后面板

射频稳幅

BNC

后面板

脉冲触发输入(选件26)

BNC

后面板

脉冲同步输出(选件26)

BNC

后面板

脉冲视频输出(选件26)

BNC

后面板

辅助输入/输出

25插 针，D型(阴头)

后面板

外部监视器

15插 针，V GA(阴 头)

后面板

串行输入/输出

9插针，D型(阳头)

后面板

IEEE- 488 G PIB

类型57

后面板

LAN(1 00M)

RJ4 5

后面板

USB- 2.0(主 机)

USB 类型A (每套2个)

前面板

USB- 2.0(主 机)

USB 类型A (每套2个)

后面板

USB- 2.0(设 备)

USB 类型B

后面板

注 ：如果未订购 选件的话，连 接器可能存 在，但不能用 。

MG37020A后 面板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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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488 GPIB

外部ALC输入
外部ALC输入提供对射频输出信号进行稳幅的信号，该信号

通用接口总线(GPIB)的输入/输出连接。

通过检波器或功率计获得。信号要求参见射频输出技术指标中。

USB-2.0输入/输出

射频输出

为USB接口提供输入/输出连接。A型连接器位于USB主机的

提供50Ω源阻抗的射频输出。K连接器，阴头。选件9把射

前面板和后面板上。后面板上的一个B型连接器用于USB设备模

频输出连接器移动到后面板上。

式。

10 MHz基准输入

以太网(100M LAN)输入/输出

接收一个10 MHz±100 Hz, 0~+20 dBm的外部时基信号。

为LAN接口提供输入/输出连接。

10 MHz基准输出

脉冲触发输入

提供一个1 Vp-p的交流耦合的10MHz信号，该信号来自内

接收与TTL兼容的外部信号，以便对射频输出信号进行脉冲

部频率标准。50Ω

调制、或触发或门控内部脉冲发生器。与选件26脉冲调制一起使

100 MHz基准输入(选件36)

用。

脉冲同步输出

接收来自带有选件36的MG37020A的10 0 MHz信号，用于超
稳定的相位跟踪。

提供与TTL兼容的信号，该信号与内部脉冲调制输出同步，
选件26。

100 MHz基准输出(选件36)

脉冲视频输出

MG370 20A选件36超稳定相位跟踪，提供100 MHz的信号输
出。

提供来自内部脉冲发生器的视频调制信号，选件26。

辅助输入/输出

外部触发输入

通过一个25插针D型连接器，提供大多数后面板BNC连接。

接收与LV TTL兼容的外部信号(5V是允许的)，以触发一个频

支持与另一个合成器之间的主-从操作，或提供对其它安立仪器

率扫描、频率阶跃、功率扫描、功率阶跃、列表扫描或列表中的

的电缆接口。(见下图)。

下一个点。

串行输入/输出

相位锁定

提供RS-232端口。

提供与TTL兼容的信号，该信号带有一个高电平，以指示射
频输出是相位锁定的和稳幅的。

外部监视器
提供VGA连接器，以使用外部显示器。

辅助I/O针脚 ：

13. 外部触发输入

1.水平输出

14. V/GHz输出

2.机壳地

15. 扫描输入终止

3.顺序同步输 出

16. 扫描输出终止

4.低交替使能 输出

17. 无

5.标记输出

18. 扫描驻留输入

6.回扫消隐输 出

19. 无

7.低交替扫描 输出

20. 频带变换消隐输出

8.机壳地

21. 主机复位

9.无

22. 水平扫描输入

10.扫描驻留 输出

23. 水平扫描输入返回

11.锁定状态 输出

24. 机壳地

12.抬笔

25. 内存顺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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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型号
M G370 22A
2 ~20 G Hz快速微波信 号发生器

选件

任选附件

M G37022A-0 01

可上 机架， 包含有 滑轨、 安装附 件和前 面

34RKNF50

板把 柄，用 于标准19英寸 设备机架。

63270

运输箱(16kg, 65cm x 81c m, 带轮)。

M G37022A-0 02

机械 式步进 衰减器 ，内置110 d B每10 dB

806-9 7

辅助输入/输出 电缆，BNC连 接器上的25个插针 ：

步进 的衰减 器，以 降低射 频输出 功率。

顺序同步、标 记输出、频带 切换消隐、回 扫消 隐、

M G37022A-0 04

10 M Hz~2. 2 GHz射频覆 盖，使用数字 下

扫描驻留输入 、V/G Hz和水 平输出 。

变频 器，大 大降低SSB相位噪声 。
M G37022A-0 09

后面 板输出 ，将射 频输出 连接器 移到后 面
板。

M G37022A-0 15

高功 率输出 ，内置 高功率 射频组 件，以 增

M G37022A-0 17

删除 前面板 ，远程 控制中 使用。

M G37022A-0 26

脉冲 调制， 包括内 部脉冲 信号发 生器， 以

加输 出功率 电平。
(仅适 用于选 件1)
及通 过后面 板BNC连接器 的内部 和外部 脉
冲调 制。
M G37022A-0 35

无硬 盘，拆 除内部 硬盘， 并且提 供包括 使
用仪 器的软 件代替 硬盘。

M G37022A-0 36

超稳 定相位 跟踪， 提供使 用内部100 M Hz
基准 在仪器 之间进 行超稳 定相位 跟踪的 能
力。

M G37022A-0 37

性能 套装选 件。为 了便于 订货和 定价， 此
选件 包括选 件2、4、15和26。

M G37022A-0 88

250μs切换 速度限 制。限 制频率 切换速度
为25 0μs， 以符合于美国 出口控制条例。

M G37022A-0 98

对ISO 1702 5和AN SI/NC SL Z54 0的标 准校
准， 提供校 准证书 ，以及 标计贴 花和"如果
拆卸 的话， 校准是 无效的"防篡改 封印 。

M G37022A-0 99

对ISO 1702 5和AN SI/NC SL Z54 0的特 级校
准， 提供所 有材料 ，包括 选件9 8以及测 试
报告 和不确 定度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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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20 GHz， 加固K (m)~N(f)转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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