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通道信号发生器

特点

． 最多可达5个通道同时输出， 包括两个等性能可同步双通道，

全功能脉冲信号发生器， 全功能射频信号发生器 ， 功率放大器

． 可同步AFC功能通道频率范围为luHz-10/20/30/GOM Hz. 

• 全功能射频功能通道输出频宽（包含FC/ARB/Modulation功能）： 160/320MHz

• 可同步等性能双通道可达60MHz,

并有多种“通道间相加、 耦合、 追踪、 相位差…等相关性“功能

• 脉冲信号发生器可达25MHz

• 低频功率放大器可达lOOkHz, 输出功率可达20dB/20W

• ((真实逐点输出”的任意波功能，采祥率高达200MSa/s,

100MHz波形重复率， 分辨率14位， 内存长度16k点

• 输出／输入端子跟机壳的大地隔离电路设计

• 150MHz频宽/8位的频率计数器

• 多种调变功能： AM、 FM、 PM、 ASK、 FSK、 PSK、 SUM和PWM

• 仪控接口： USB Host/ USB Device/ LAN (M FC-22XX only)

• 4.3英寸TFT彩色显示 GY!lnSTEK 
固绛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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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函数 任意波 内建

采样率 200MSa/s 
频率 100MHz 
波形长度 16k点
撮幅分辨率 14位
用户自定义输出部分 自点2-16384 (选配）
抖动 20ppm+Sns 

功率放大器 输入阻抗 lOkO 
输入电压 1.25Vpmax 
工作模式 定压
增益 20dB 
输出功平(RL=80) 20W(方波）
输出电压 12.SVpmax 
输出电流 1.6A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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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调取 10组设定存储

接口 LAN, USB 

显示 4.3" TFT LCD; 480 x 3 (RGB) x 272 
一般规格 电源 A Cl 00 -240V, SO -60Hz或ACl 00 -120V, AC220 -240V, SO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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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1s- 2s·c 
操作温度： 0-40'C 
相对湿度,,. 800/4, o - 4o•c; ,,. 700/4, 35 - 4守C
安装类别： CATII 

工作忘度 2000米
污染度 IEC 61010 2度， 室内使用
储存温度 -10-7铲C, 湿度,;;;70%
尺寸(WxHxD) 266彻x 107(H) x 293(0) mm 
重呈 约25kg 
安全设计 E N61010-1 

该规格适用于热机至少30分钟后 ， 且环境温度干+18"C-+28"C情况下
备注 (1)总计可以存储10组波形（每个波形最多由16k点组成）

(2). 操作温度铲c -2s•c范围 ， 每增加1°C将增加输出振幅和偏压规格的1/10, (1年规格）
(3). DC偏移设置为0
(4)射频发生器的抖动规格为20ppm +Sns 
(5). 仅支持脉冲通道

. ,, 

MFC-2110 10MHz单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
MFC-2120 20MHz单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
MFCi-2120MA 20MHz单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 ，调变与功率放大器
MFC-2130M 30MHz单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及调变
MFC-2160MF 60MHz单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调变及160MHz射频发生器
MFCi-2160MR 60MHz单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调变及320MHz射频发生器
MFC-2230M 30MHz双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及调变
MFC-2260M 60MHz双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及调变
MFCi-2260MFA 60MHz, 双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调变，

160MHz射频发生器与功率放大器
MFC-2260MRA 60MHz, 双通道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含脉冲发生器，调变，

320MHz射频发生器与功率放大器

技术规格变动恕不另行通知MFG-2000CDO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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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指南xl, 光盘xl(使用手册及AFG软件） ， 电源线xl
CTL-101 BNC转鍔鱼夹线xl (MFG-2110/2120/ 

2120MA/2130M/2160M F/2160MR) 
CTL-101 BNC转鍔鱼夹线x2

， ， 

CTL-246 
_, ...... . 

(M FG-2230M/2260M /2260M FA/2260M RA) 

USBA 型转B型测试线
a' 

任意波形编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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