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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多路复用器模块 射频多路复用 – 高隔离度 微波多路复用器模块 微波开关模块

特性
	•高性能多路复用开关，适用于
视频切换应用
	•自动端接未使用输入

	•高性能	12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1GHz	带宽
	•单或双多路复用开关组

	•高性能	6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可提供自动端接版本 	•高性能	6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高性能	4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高性能	4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可提供自动端接版本
	•高性能	6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低损耗，高隔离度

	•前面板混装最高	67GHz	微波继电
器和其他射频元器件的定制设计

	•预先配置的内部有线微波解决
方案，频率最高67GHz，并具有其
他射频元器件

大类型号 60-721A 60-722 60-800 60-801 60-802 60-803 60-820 60-890 60-891

开关结构 24，48，72，96，120	或	144	通道多
路复用开关带端接 单或双	12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6	通道无端接多路复

用开关最多	16	组
6	通道自动端接多路
复用开关最多	14	组

6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最多	16	组

4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最多	16	组

4	通道无端接多
路复用开关最
多	16	组

4	通道自动端接
多路复用开关最
多	14	组

6	通道多路复用开关
最多	16	组 混装不同配置的微波开关 36：1	多路复用开关

特征阻抗 75Ω 75Ω 50Ω 50Ω 50Ω 50Ω 75Ω 50Ω,	75Ω	或混装 50Ω,	75Ω	或混装
频率范围 1GHz 1GHz 18GHz,	26.5GHz,	40GHz,	50GHz	或	67GHz 6GHz,	18GHz,	26.5GHz	或	40GHz 18GHz, 26.5GHz, 40GHz, 50GHz 或 67GHz 2.5GHz

视具体产品而定 视具体产品而定

插入损耗 3.5dB 1.3dB 0.5dB(18GHz),	1.7dB(67GHz) 0.2dB	(最高	3GHz) 0.5dB(18GHz), 1.7dB(67GHz) 0.3dB
VSWR 1.5:1 1.5:1 1.5:1	(18GHz),	2.2:1	(67GHz) 1.2:1	(最高	3GHz) 1.5:1 (18GHz), 2.2:1 (67GHz) 1.3:1
最大功率 0.5W	(受终端电阻限制) 400W 100W/1W	每个终端	(18GHz),	1W	(67GHz) 220W	(最高	3GHz) 100W/1W 每个终端 (18GHz), 1W (67GHz) 400W	(最高	2GHz)
典型操作时间 5ms 20ms 15ms 13ms 15ms 18ms
继电器类型 电磁继电器 微波继电器 微波继电器 微波继电器 微波继电器 微波继电器
连接器类型 F-Type F-Type SMA,	SMA-2.9,	SMA-2.4	或	SMA-1.85 SMA	或	SMA-2.9	(40GHz) SMA, SMA-2.9, SMA-2.4 或 SMA-1.85 DIN	1.6/5.6 多种 多种
外部尺寸 高2U或3U，全机柜宽，深500mm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2U或3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1U或2U，全机柜宽，深500mm 高2U或3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最小	1U，视具体应用而定 最小	1U，视具体应用而定

射频和微波多路复用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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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

特性
	•可扩展矩阵，Y轴尺寸为	20	或	40
	•用户可配置X轴尺寸
	•环路连接，方便扩展

	•单刀高密度矩阵
	•最多	4096	个节点
	•双模拟总线

	•单刀高密度矩阵
	•最多	4096	个节点
	•双模拟总线

	•双刀高密度矩阵
	•最多	4096	个节点
	•双模拟总线

	•单刀高密度矩阵
	•最多	4096	个节点
	•X	和	Y	轴级联扩展
	•方便扩展至更大尺寸

	•单刀高密度矩阵
	•最多	4096	个节点
	•Y	轴级联扩展
	•方便扩展至更大尺寸

	•单刀高密度矩阵
	•最多	1600	个节点
	•X	和	Y	轴级联扩展
	•方便扩展至更大尺寸

	•丰富的矩阵规模选项，有多条模拟总线
	•可安装1到	6	块插入式模块
	•内置扫描列表和触发，减少测试时间

大类型号 65-219 60-550 60-551 60-553 60-555 60-556 60-552 60-554 60-590 65-221 65-223 65-225 65-227

开关结构 10×40	至	50×40（60×40	不带Y访问）或
10×20	至	50×20（60×20	不带Y访问）

128×8至	512×8	单刀	
矩阵

128×4	至	512×4	单刀	
矩阵

256×4	至	1024×4		
单刀	矩阵

192×8	至
512×8	双刀	
矩阵

192×4	至
512×4	双刀	
矩阵

16x64	至	64x64	单刀	矩阵 64x16	至	256x16	单刀	矩阵 40×20	或	40×40（也可配置为双	40×20）
包含两条带有隔离开关的“S”总线

128×4至
1536×4，
12或6条
模拟总线

64×8到
768×8，
6条模拟总线

32x16到
384x16，
3条模拟总线

32x32到
192x32，
1条模拟
总线

继电器类型 电磁继电器 Pickering	仪器级钌合金舌簧继电器
最大切换电压 220VDC/125VAC 300VDC/250VAC 150VDC/100VAC 300VDC/250VAC 300VDC/250VAC 180VDC/130VAC –
最大切换/承载电流 2A 1A
最大切换功率 60W –
典型操作时间 4ms 3ms	节点，6ms	节点	+	隔离 3ms	节点，6ms	节点	+	隔离 3ms 2ms
连接器类型 15	针	D-type	与	50	针	D-type 78	针	D-type 160	针	DIN	41612 78	针	D-type 78	针	D-type	与	25	针	D-type 50	针	D-type	与	25	针	D-type 200	针	LFH
外部尺寸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1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1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配套连接器与线缆数据表 90-005D	和	90-010D 90-006D 90-001D 90-006D 90-006D	和	90-008D 90-005D	和	90-008D 90-002D
备用继电器套装 - 91-100-001 91-100-097

低频矩阵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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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矩阵模块 高频矩阵模块 宽带矩阵模块 射频矩阵	- 1GHz 射频矩阵	- 2.4GHz 微波矩阵模块

特性
	•单或双组	24x8	矩阵
	•适用于视频开关应用
	•可选择射频连接器

	•单或双组	24x8	矩阵
	•50MHz	带宽,	可接受最高	100MHz
	•SMB	或	BNC	射频连接器

	•用户可配置X轴和Y轴尺寸
	•可插入所需的尽可能多的卡
	•内置自诊断，可检测所有继电器

	•高带宽75Ω矩阵
	•可接受最高	1.5GHz
	•自动端接未使用输入

	•高带宽	50Ω	矩阵
	•Y	轴环路结构
	•自动端接未使用输入

	•多功能微波矩阵开关解决方案
	•可选环路结构，方便扩展
	•可选内部端接

大类型号 60-711 60-760 65-110A 60-730 60-731 60-732 60-770 60-771 60-772 60-750 60-751

开关结构 单或双组	24x8	(通过软件调整开关结构) 单或双组	24x8	(通过软件调整开关结构) 射频矩阵，尺寸从24×8至104×8	或
从16×16至104×16

32×16	端接，24×16	端接
16×16	端接

32×8	端接，24×8	端接
16×8	端接,	8×8	端接

32×4	端接，24×4	端接
16×4	端接,	8×4	端接

32×16	端接，24×16	端接
16×16	端接

32×8	端接，24×8	端接
16×8	端接,	8×8	端接

32×4	端接，24×4	端接
16×4	端接,	8×4	端接

单或双	3×3，单或双	
4×4，单	8×4，可选环路

结构和/或端接

单	3×3，单	4×4，
可选环路结构和/或

端接
特征阻抗 75Ω 50Ω 50Ω 75Ω 50Ω 50Ω
频率范围 DC	~	25MHz DC	~	50MHz	(可接受最高	100MHz) 200MHz	可接受最高	500MHz DC	~	1GHz	(可接受最高	1.5GHz) DC	~	2.4GHz DC	~	10GHz DC	~	20GHz
插入损耗 <1dB <1dB <1dB	至	50MHz <2.5dB <2.5dB <5dB <4.5dB
VSWR <2.0:1 <1.8:1 <1.4:1 <1.8:1 <1.6:1 <1.8:1 <1.6:1
最大功率 30W 10W 0.25W	(受终端电阻限制) 0.125W	(受终端电阻限制) 0.5W	(受终端电阻限制) 100W	(1W	终端电阻)
典型操作时间 3ms 3ms 5ms 3ms 3ms 18ms
继电器类型 电磁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 微波继电器
连接器类型 SMB,	MCX	或	BNC SMB	或	BNC SMB F-type SMA SMA

外部尺寸 高	1U，全机柜宽，深	340mm	
或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1U，全机柜宽，深	340mm	
或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4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6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3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2U或3U，全机柜宽，	

深500mm 高	6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3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2U或3U，全机柜宽，	
深500mm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射频和微波矩阵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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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al Switching
光纤多路复用器模块

特性
	•单模式光纤支持
	•基于微机电系统，确保长寿命和
快速操作
	•可选环路结构，方便扩展

	•多模式光纤支持
	•基于微机电系统，确保长寿命和
快速操作
	•可选环路结构，方便扩展

大类型号 60-850 60-851

开关结构
单	8	通道，双	4	通道，
双	8	通道，单16	通道
或	单	32	通道

单	8	通道，双	4	通道，
双	8	通道，单16	通道
单	32	通道	或	双	2x2

开关类型 MEMS（微机电系统）

波长 1240nm	至	1640nm 700nm	至	1700nm

内部光纤类型 SM	9/125 MM	62.5/125

典型操作时间 1ms

循环率 500/	秒

连接器类型 FC/APC,	FC/PC,	SC/PC,	MU,	LC SC,	ST

外部尺寸 高	1U，全机柜宽，深	340mm

光纤信号开关

36

36
大功率 高电压 低热电动势多

特性
	•可扩展矩阵，Y	轴尺寸为	10
	•用户可配置	X	轴尺寸
	•环路连接，方便扩展

	•单刀功率矩阵
	•最多	256	个节点
	•10A	额定电流

	•双刀高电压矩阵
	•最多	600	个节点
	•最高	1000V	额定电压

	•双刀高电压矩阵
	•最多	900	个节点
	•最高	750V	额定电压

	•单刀高电压模块化矩阵
	•插入式模块，最多	1200	个节点
	•最高	750V	额定电压

	•单刀低热温漂矩阵
	•最多	1848	个节点
	•采用仪器级舌簧继电器

	•单刀低热温漂矩阵
	•最多	1848	个节点
	•采用高品质的电磁继电器

大类型号 65-239 60-600 60-310 60-311 65-218 60-510 60-511

开关结构 10×10	至	60×10（60×10	不带Y访问）或
8×10	至	48×10（48×10	不带Y访问）

单	16×16,	16×8,	16×4,	32×8,	32×4,	
64×4	单刀	或双	16×8,	32×4	单刀	矩

阵
单	100×2，200×2	或	300×2	双刀	矩

阵 单组，双组或三组	75×4	双刀矩阵 最多六祖	50x4	或	300x4	单刀矩阵
可额外增加	50x4	的插入式模块

单	56x33,	44x33,	42x33,	
28x33,	14x33	单刀	矩阵

单	56x33,	42x33,	28x33,	
14x33	单刀	矩阵

继电器类型 电磁继电器 高电压钌合金舌簧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 Pickering	仪器级钌合金舌簧
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

最大切换电压 125VDC/250VAC 400VDC/250VAC	冷切换,
125VDC/250VAC	热切换

750VDC	工作	/	1000VDC	典型	冷切换，
500VDC	热切换

750VDC	持续	/	1000VDC	脉冲	冷切换，
220VDC/250VAC	热切换 最高	750VDC 150VDC/100VAC 200VDC/170VAC

最大切换/承载电流 8A 10A 1A 2A	冷切换，1A	热切换 1A	切换电流，2A	负载电流 0.5A	切换电流，1A	负载电流 1A
最大切换功率 240W/2000VA 300W/2500VA 10W 30W	热切换 60W 10W 60W
典型操作时间 10ms 10.5ms 0.5ms 3ms	节点，6ms	节点	+	隔离 <5ms 0.5ms 3ms
连接器类型 20	针	GMCT 8	针	大功率	D-type 50	针	高电压	D-type	与	9	针	高电压	D-type 37	针	D-type	与	25	针	D-type
外部尺寸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1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3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高	2U，全机柜宽，深	500mm
配套连接器与线缆数据表 90-014D 90-012D 90-005HVD	和	90-003HVD 90-007D	和	90-008D
备用继电器套装 91-100-071 91-100-085 91-100-053 91-100-090 ─ ─ 90-100-001

低频矩阵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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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I 仿真工具

特性
	•可仿真	Pickering	所有
的	PXI	和LXI	开关产品
	•提供	1000	多种开关产品配置
	•无需硬件，独立编程开发

大类型号 60-901

容量 提供超过	18	个用户仿真槽

显示 双功能	LED	矩阵
显示	IP	地址和开关状态

LAN 接口类型 RJ45	连接器

连接速度 100baseT

电源 由	5V	1A	电源供电

外部尺寸 宽	94mm，高	76mm，深	32mm

仿真工具

LXIL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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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low-frequency-matrices/high-density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low-frequency-matrices/high-power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low-frequency-matrices/high-voltage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low-frequency-matrices/low-thermal-emf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optical-switching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rf-microwave-matrices/video-matrix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rf-microwave-matrices/high-frequency-matrix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rf-microwave-matrices/lxi-wideband-modular-matrix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rf-microwave-matrices/rf-matrix-1ghz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rf-microwave-matrices/rf-matrix-2-4ghz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lxi-rf-microwave-matrices/microwave-matrix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rf-microwave-multiplexers/video-multiplexers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rf-microwave-multiplexers/rf-multiplexer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s/lxi/rf-microwave-multiplexers/microwave-multiplexers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60-901-001-lxi-simulation-tool
https://www.pickeringtest.com/product/60-891-001-002-lxi-mux-50ohm-36ch-1bank-4ghz-bnc
http://www.pickeringtest.com/lxi


							部分高密度矩阵解决方案带有内置自诊断功
能。使用户可以方便地检测继电器故障或继电器
触点变质，帮助诊断和验证复杂的开关系统。详情
请见：  pickeringtest.com/birst

 Pickering Interfaces LXI 产品
Pickering Interfaces	是最早采用	LXI 标准提供标准化接口以太网（LAN）控制的仪器的厂商之一。
	• 我们提供类型丰富的开关产品，包括低频开关、高密度矩阵、射频和微波矩阵、多路复用开关，以及光纤开关。
	• 我们的	LXI 和	LXI/USB 模块化机箱可支持超过	1000 种我们的	PXI 开关和仿真模块。
	• 提供客户定制开关解决方案 —— 配置现有产品满足具体需求，或提供完全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 我们为LXI和	PXI 产品提供可便捷安装的驱动程序包，支持所有的主流编程语言，包括	C/C++、LabVIEW™、LabVIEW RT、.NET、VB、	

LabWindows/CVI、MATLAB®、Python、ATEasy、TestSstand™、Veristand™ 和	Switch Executive™（使用	IVI driver）。我们的驱动均具有一个针对所有产品有专
门界面的通用软件面板。我们的软件应用包包含诊断检测工具、信号路由软件	Switch Path Manager™、序列管理、线缆设计工具以及PXI和LXI仿真
工具。详情请访问	pickeringtest.com/software 。
	• 我们是	LXI 联盟的决策级成员。

●   类型广泛的开关产品： 矩阵开关，多路复用开关，以及通用开关
●  类型齐全的线缆和连接器产品
●   所有模块和开关系统具有标准的三年质保
●  射频/微波开关，最高 67GHz

●  电流最高 40A, 电压最高 1kV

●  千兆以太网控制接口
●  支持 USB

Ethernet

Ethernet

LAN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pickeringtest.com

Pickering 的《LXI 解决方案全图》涵盖了对我们的 LXI 开关系统和 LXI 模块化解决方案产品的
介绍，包括产品基本规格说明和线缆选择。

以太网控制开关解决方案 
用于测试、测量和数据采集

LAN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

超过 150 种开关系统
机箱支持超过 1000 种模块
化解决方案

LXI 解决方案全图 

2022
pickeringtest.com

LXI 解决方案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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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销售和支持

《LXI 实用指南》             
									我们发布了第三版《LXI实用指南》。
该书共有	122 页，综合介绍了什么是LXI 标
准 —— 关于功能性测试、测量和数据采集
行业的开放的、可访问的标准识别规范和
解决方案。最新版就产品如何提供、摒弃经
典结构转向描述核心规范的结构，以及一
系列可选扩展功能进行了内容更新。	
下载电子版或索取该书的复印版，请参见：   
pickeringtest.com/lximate

所有的资料都可向我们任何一家销售办公室预订或	
从官网下载： pickeringtest.com/resources/literature

提供额外的 LXI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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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I 和LXI/USB模块化机箱和相关模块

								我们所有的	LXI 模块化机箱都能
够在	LXI 环境下支持我们类型广泛
的	PXI开关和仿真模块，并可通过千
兆以太网进行远程控制。
								产品系列中的通用继电器开关，
矩阵，多路复用开关，射频开关，以及
特殊功能开关，比如故障注入开关和

7 槽 LXI 模块化机箱 
(60-102B)

18 槽LXI模块化机箱（60-103B）

串行通信开关。还包括我们的仿真产
品系列中的部分模块，比如程控电阻，
数字	I/O，电源，电池仿真器和衰减器。
									例如，我们的18槽机箱可支持组
合安装如上图所示的高密度继电器模
块，矩阵模块，多路复用模块，功率继

电器，微波继电器和程控电阻。最大程度地
提高了开关/测试测量系统的灵活性，更好
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另外，2 槽, 4	槽和 6 槽机箱还可通
过	USB3 端口进行控制。

详情请访问： pickeringtest.com/lxi

线缆与连接器 海量互联方案 模块化中断连接盒 (BreakOu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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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需要在基于	PXI 机箱，或7或	18 槽	LXI 模块化机箱的测试
系统中用到可互换测试适配器（ITA）时，我们推荐使用海量互
联解决方案。我们所有的	PXI 模块均可被	VPC 或	MacPanel 海量
互联解决方案支持。
详情请访问：	pickeringtest.com/massinterconnect

				中断连接盒与故障注入单元
	•为故障注入测试而优化的模块化配线面板
	•设计用于一系列机箱
	•设计为配合具体的	Pickering 故障注入单元模块一起使用
	•多种型号可以匹配不同电流和电压需求
	•可根据特殊需求提供定制型号

www.vpc.com

各种连接器与电缆组合

连接器与屏蔽壳
多芯线缆组合

RF	线缆

DIN 滑轨安装的连	
接端子板

直接安装在仪器面	
板上的微型端子板

						为了更好地支持产品应用，我
们提供形式多样的线缆和连接器：
	•支持 20+ 种连接器类型
	•超过 1000 种产品
	•可定制线缆
	•在线电缆设计工具
详情请访问： 
pickeringtest.com/cables-connectors

						我们的 Cable Design Tool 是一款在线使用的工 
具，允许您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和规划来设计线	
缆组件。
	•使用图形化的设计工具来定制线缆组件
	•用户可基于内置的标准线缆组件库来定义线	
缆，也可以完全自定义线缆
	•可将设计好的线缆存储于云端，随时进行修改
	•设计好的每一种线缆都有一套详尽的PDF 说明 
文档，详细说明了线缆的各项规格
	•支持连接器类型、导线类型、	
针脚和电缆标签定义、电缆捆扎、长度选择、	
电缆护套、标注等细节的自定义
	•可添加用户自己的连接器和导线
	•可在大多数平板电脑操作系统上使用
查阅详情请访问：pickeringtest.com/cdt

线缆设计工具	(C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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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kering 的新品，超高密度	4mm2 舌簧继电器系列。该系列继电
器占板面积为	4mm x 4mm，可实现目前业内最高的封装密度，是高
密度矩阵和多路复用器的理想之选。

         Pickering 是唯一一家具有自主生产舌簧继电器能力的 PXI 开关供应
商。我们生产的仪器级舌簧继电器采用	SoftCenter ™ 软封装技术，确保继
电器具有长寿命以及反复接触的性能（详情请访问 pickeringrelay.com）。	
另外，我们的大部分开关模块使用通孔型继电器（不是表面贴装型），	
因此无需特殊工具就可以方便地替换继电器。

Ethernet

									我们大部分的开关解决方案可被我们的	eBIRST 检测工
具所支持。这些外部安装的工具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地检测系
统，简化系统故障查找，还可以输出图形指示故障继电器。详
情请见：  pickeringtest.com/ebirst

为 PXI 模块选择 
一款机箱

任何供应商生产的标准 PXI 或混合 PXIe 机箱：
	● 可将我们的超过	1000 种	PXI 开关和仿真模块与其他厂
商的	PXI 仪器混合安装在机箱内
	● 可使用嵌入式控制器
	● 支持实时操作系统
	● 高数据带宽，PXI Express 尤为显著
	● 集成模块定时与同步

Pickering 的 LXI 和 LXI/USB 模块化机箱 ——注意：只
能安装 Pickering 的超过 1000 种的开关和仿真模块：
	● 以太网或 USB 控制，支持远程操作
	● 低成本控制，可实际使用任何控制器
	● 可通过网页浏览器对	LXI 产品进行手动控制
	● 无驱动的软件支持
	● 与上位机电源上电顺序无关
	● 以太网提供机箱/控制器电压隔离
	● 无需 Windows 操作系统

PXI 模块产品全图
									折叠式产品分类介绍图，包括我们
全部的超过	1000 种的	PXI 开关和仿真模
块。其中大部分模块都可安装于我们的
LXI模块化机箱中，并可通过千兆以太网
进行远程控制。

LXI/USB模块化机箱： 
2槽（60-104）、4槽（60-105）和6槽（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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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I 机箱/插卡式扩展平台
									我们的	LXI	可扩展平台由	LXI	机箱和多种插卡模块组成，可通
过增加或减少模块快速重新配置开关系统。
									全系统包括至少一个空的机箱以及一定数量的插卡模块。根
据您的需要，可以随时添加更多的模块，控制软件会自动检测识别
新配置。插卡可通过前面板置入机箱，大大提高了灵活性且更方便
进行单元维护。插卡模块信息请查阅这份资料的产品页面，该系列
型号前缀为	65-xxx。	
详情请访问：pickeringtest.com/scalable-l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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