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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通道

模拟�数� 混合输�模式

仪器包含多达�路模拟通道和�路数�通道，�以产

生全�能5混合信号激励，从而满足更�苛刻5测

试需求。

�为1英寸触摸屏设计5)-./01234567

8面，提供了先进5/0)和/.)�能。

67�以通过几次触摸屏点�即�通过先进5定序

器，标准5波形�以及调制�能创建复杂5波形以

及真实5�6场景。

��V��@ ��Ω电压输出范围

� �r �路模拟通道

        �� bit分辨率� �8�12z带宽

�  或  �路模拟输出通道

�� �i� 垂直分辨率

采样率����M��� 4可变时钟) 或者 �0�3��� 4�� 插值)

最小边沿时间
 
�0�6�

最大动态范围��������Ω

每通道�储深度���M���

8路数�输出通道�与模拟通道同步输出�

�种操作模式可选���3,
 
��3

 
和

 
123

AW� �e�cf 2000 系列)0提供了顶级的��3功能，如先进的定
序器�5��56�5u,大范围的�储深度以及在单个紧凑且低成本的硬件
仪器中集成数�输出通道等。

它可以提供�路或�路模拟输出通道，并在一个仪器中继承了三种
工作模式�uv函数发生器 Ad�e�d�dy �����e�� �c�cd���d �A���,
uv波形发生器Ad�e�d�dy W��c��d� �c�cd���d �AW��以及数�
码型发生器 De�e��� P���cd� �c�cd���d �DP��。

uv波形发生器 

超高5模拟特性

�为触摸屏设计5UI

产品型号 数�通道 最1
采样率

模拟带宽 记录长度 垂3分辨率
最1

输�频率
最1

输�电压

虹科



高密度通道

)单元同步系统最高支持8�设备进行同步�

最佳表现 幅值 v� 频率

在＞�)�z模拟带宽5情况下，输�幅值高达��pp
� �2Ω �/.)�32��型号�

在＞�22M�z模拟带宽情况下，输�幅值高达��
�pp ��2Ω�/.)�32���/.)�32�3�/.)�32��
型号�

采样率高达 ���)���� �3 �8� 垂3分辨率

最小边沿时间低至��2p�

最1�态范围 ���pp � �2Ω

���Mp��每通道�储深度

����� 路数�输�通道��模拟通道同步�

�22M�p� 多级串行数据码型发生器

多�设备同步：最多�达��路模拟通道

    3种操作模式： /0)� /.)� DP)� �P)

�R� Rider 系列产品通过简单易65触摸屏显示8面提供了优质
5信号。�以通过简单5几次触摸生成复杂5信号。

任意波形发生器  

)01234

50677英寸触摸屏设计的极其强大并�非常直观
的用户界面，�以提供先进的560�540�310�
210四0仪器功能�

用户通过几次触摸屏点击即�通过先进的定序 器，标
准的波形�以及调制功能创建复杂的波形以 及真实的
�用场景�

�R� Rider 4000系列也是一-�帮�您提升您项目需求极限5波
形发生器，其�仅�以进行模拟信号输�，也提供了数�信号输
�通道。

记录长度 垂3分辨率
最1

输�频率
最1

输�电压
最1
采样率数�通道模拟通道产品型号 模拟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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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345 6745
最大
89率

23带宽 记录长度 垂直
分辨率

最大
输出频率

最大
输出电压

高密度通道

最)支持8�设备连接在一起进行同步，达到��个3

拟通道和���个数字通道�

无与伦比的硬件特性

�������Ω的电压范围�超过�0�z的3拟带宽

6��6GS�s采样率和��位垂直分辨率

�路,4路,8路 差分或单端通道

����02��, �� �i�垂直分辨率

���� � ��Ω� �0�z 3拟带宽

最小边沿时间 ≤ �����

80���每通道

最高�路3拟通道 �2��� �� 3iff��和��路数字通道

    ���0��� )级串行数据码型发生器

)仪器同步��实现��路3拟通道和���路数字通道

    四01234� 560, /40, 310，210

�R� Rider 5000*012提供5无与伦比的硬件特性，其345市场

上��位��1的采样率新纪录���bi������1����和最大幅值3带宽�6
5443210*��

��� �ide� 6���*012在一个��大小的仪器中提供5最多8路模拟

输出通道，�2路数字输出通道和�种操作模式：任意函数发生器�

��1�，任意波形发生器���1�，数字码型发生器�DP1�和串

行模式发生器��P1��

任意波形发生器 

 

 
 

 

 
 

且种操作模式

三种�为7英寸触摸屏设计的极其强大并�非常直观
的用户界面，�以提供先进的A���AW��DP��
SP�四种仪器功能�

用户通过几次触摸屏点击即�通过先进的定序器，标

准的波形�以及调制功能创建复杂的波形以及真实的

�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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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输出45
幅值 基线偏置 �升��降时间

最大频率 周期范围
分辨率

脉宽范围
分辨率

多脉�2式

双脉�，�脉�或者四脉，�完全独立的

定时参6和高达�����z的输出频率�

用户界面 

是�触摸屏设计的，�以用

来简化脉�发生器的操作�

快速边沿

作�第一款�市的�成本23边缘转换器，能

够在32�31Ω的情况�，输出小于01./的边缘
时间��1%��1%�，输出电压和基线偏移量完
全�调�

01  ./  边沿时间  

3 2..  输出电压范围

最小脉�宽度小于  300p�

   双45或者四45

   
   
567.8��6���4

 
触摸屏用户界面

系列产品通过易于使用的触摸屏显示界面  �
�i�p���i���™)提供最优质的信号完整性。

�创�的硬件架构提供了.生多个脉�序列的�能性，如
：单脉�，双脉�，�脉�或者四脉��以完全独立的�
昂是参6�

脉冲发生器 虹科



像超导量子b��控制器等现
代射频系统都是基于宽带，
一致性，多45架构，在信
1源的精度和同步方面都会
面临�大挑战�

虹科提供的这款信1发生器
./�能是这类应用的完美
解�方案�

系列./将
成�这些的应用标志性工
��

他们提供了23复杂�� ���
调制的�，能性�用于23
和测试无线设备或者用于工
业���的物联网应用�

研究应用

由雷达或声纳系统驱�的电
子战信1和这些信1发生器
完美匹配�

大带宽的骑士系列./也�
以针�67调制系统或者�
它���信1调制中用于67调
制�

23包含噪音或者失真的复
杂信1，�以成�一种很好
的方法帮�半导体工程师完
成元器件符合性测试�

快速边沿和脉�发生器�
以提供快速�率器件的特
性�

军�应用

正在����b组装定�器的最后一个2块

量子计算机              IoT&工业4.0
RF调制

应用领域

半导体测试

研究所和大学是�����系列

信的1发生器�要用户�

�以完美的创建基于变量或

多级边沿的复杂波形或�和

复杂的脉�仿真�

该系列./结合了快速边沿

生成，出色的�态范围和易

于使用的用户界面�

�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

在像�速器�托马�卡或者

同步�速器等大0试验中，

不需要创建�体的测试板，

4过信123的方法是完美

的�

目前已经在几种大0试验

中������系列�以提供结

合高速的过渡时间和高密

度456�在�����英�机

架中提供�45�的完美解

�方案�

在所有的应用中，多个单元进行同步是非常�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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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C的任意波形发生器

信1发生器

67调制

输出选择：

极�谐波失真

高速67输出

实时6据流和处理

多仪器同步

任意波形，���和函6发生器2式
.生复杂现实信1的�0波形发生器
高带宽和高分辨率的����以帮�您生成复杂的信1，如67调制和用于�能和性能测试的��信1�

��������5 �3114过结合��3�5�/的89率和���垂直分辨率，�以�您提供高性能23波形和67波形，以满足要求
速率�分辨率�和质量的测试信1和应用要求�

./01 2345 6745
最大

89率 23带宽 记录长度
垂直
分辨率

最大
输出频率

最大
输出电压

灵活性：任意波形发生器和直接67合成�����2式

内置调制�能： �M� PM� �M� �5K� P5K� �5K� P�M
混合信1发生：23和67发生器

67码0发生器：��45或者��45

AFG2式
�用于 和 的�次开发包

多�设备同步，最大��45
19英�机架选项 仅针�����和�����01�

一款波形发生器必须�以提供高度的灵活性，以涵盖广泛的应用，确保�苛刻的要求提供高性能的信1并易于使用�
������ ��1����1� �以满足当代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测试需求，��以4过一个直观且易用的控制界面�以.生广泛
的信1类0�调制方式和信1发生2式�

./01 2345 6745
最大

89率
23带宽 记录长度 垂直

分辨率
最大

输出频率
最大
输出电压

虹科



Ac��ve关且 Tec�nolo��e�

是一家意大利的公�，其�注且半
导体测试设备和电子仪器仪表的设计与研发�

公�正在通过使用颠覆性和创新性的技术，提供行业内
最好的信�激励解�方案�

这使得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信�源设备结合可调抖动�
噪音和其它信�损伤产生复杂的信��

产品非常适合先进的脉�产生研究应用，为雷达脉
�产生�电子战信�产生和调制等复杂的国防电子应用
提供了很好的解�方案�

关于虹科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宏科��立于

 
1995

 �，总部位于广州�会目前�们在广州��京�上海�
西���都�武汉�深圳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并在�湾
和美国硅谷�立了分公司，合作�伴和案例覆盖全球会

�们耕耘的领域包括测试测量与�制�汽车电子�汽
车售�诊断�工业通讯与工业物联网�医药与电子技
术�无线电通信与监测�网络�视�等多个领域会�
们的�员都受过专业的国内外培训，并获得专业资格
认证，并与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加拿
大等全球顶尖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合作，�们积累了各
领域的顶尖技术水�和知识经验，最终将它们应用于
所有用户项目和研发中，获得了行业内用户的高度认
�和好评，�们的用户来源于口碑相传会

虹科每�发�了超过业内�均水�的专利数量，并先
�评为科技创新小巨人�高新技术��合�重信用等
企业会�们积极参与行业协�的工作，为�广先进技
术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近几�，虹科高速发展，
�们已经�为所在领域的知�公司，并多次获得行业
大后会

虹科
hongcesys.com
400-999-3848

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999-3848
邮箱：sales@hkaco.com

华北销售经理 华东+华南销售经理
微信公众号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