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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6201 光采样示波器

联讯仪器 DCA6201采样示波器基于等时采样及重构

眼图技术，从而实现更高精度且更优成本的高速光电数

字信号的测量。此技术也是业界公认的，用以验证光收

发信机是否符合通信标准的标准测试方法。 

DCA6201 专为大规模制造测试应用而设计，专门为

25Gbps~28Gbps(通过SIRC可以扩展到最高53.1250 

GBd TDECQ)速率光眼图和消光比测试应用设计，可

以同时支持多种不同标准速率眼图测试。并且

DCA6201还具备快速眼图调整测试模式，在此模式

下，消光比及平均功率可保持1Hz的刷新速率，从而极

大提高了测试效率，降低了测试成本。和传统的主机加

模块化搭建的采样示波器不同，DCA6201 是外形小

巧，完全集成化的一体设计方案。 

DCA6201具有低噪声、高灵敏度。其经过校准的参考

接收机（符合行业容差标准），能够支持极高的动态测

量范围。DCA6201可对750nm到1650nm波长的多模

和单模信号进行测试。 

为了保持和行业标准采样示波器测试结果一致， 具备

消光比修正因子，暗电流自校准等算法。从而使其测试

结果和行业标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DCA6201的用户

界面和操作系统与业界标准的传统采样示波器界面功能

基本相同。用户可在PC上运行DCA6201 联讯 DCA

软件，并通过LAN/USB接口轻松控制DCA6201。 
 

主要特点 

 快速采样速率; 

 支持消光比修正; 

 支持传统的眼图测试模板; 

 灵活继承不同滤波器，覆盖：25.78Gb/s, 26.56 Gb/s, 27.95 Gb/s, 28.05 Gb/s Data Rate; 

通过 SIRC 扩展，可自定义 10GHz - 40 GHz 滤波器，支持 53.1250 GBd TDECQ 等测试 

 测试结果和行业标准采样示波器保持极高的相关性;   

 支持冲击概率自动模板富裕度测试(Mask Margin)。 

产品指标 

工作条件 

温度23 °C±5°C 

湿度30% 至 80% 相对湿度 

预热 10 分钟后执行自校准后，环境温度变化小于± 3 °C 

校准周期1 年 

主要指标 

光通道指标 

光口带宽 30GHz 

光纤输入 9/125um FC/PC （单模）（可以扩展多模 62.5/125um） 

标称波长范围 750nm–1650nm 

标准波长（OE 转换增益） 850/1310/1550nm（±20nm） 

垂直系统 Optical RMS Noise： 15uW （Max:18uW） 

支持标准速率(滤波器) 25.78 Gb/s（25/50/100 Gb Ethernet） 

26.56 Gb/s（400 Gb Ethernet） 

27.95 Gb/s（OTU4） 

28.05 Gb/s（32x Fiberchannel） 

通过 SIRC 扩展，可在 10GHz~40GHz 内增加自定义滤波器，（需要 pattern 

lock 选件支持），例如： 

26.6 GHz (53.1250 GBd TDECQ) 



39.8 GHz (53.1250 GBd) 

RMS 噪声 15uW 典型值（最大值：18uW） 

灵敏度（进行模板测试的最小

平均功率） 

-8 dbm 

 

测量一致性 平均功率: ± 0.1dB 

消光比：± 0.1dB 

模板余量: ± 5 %（校准后） 

最大输入（不破坏峰值功率） +7dBm 

最大输入（线性测试范围） +1dBm(min) 

监测平均功率测量范围 -20dBm to +1dBm 

平均功率监测精度 

单模±5% ±200nW±连接器不确定度 

多模（特征值）±10% ±200nW±连接器不确定度 

由于模式填充条件的变化，多模光纤中测得功率的变化将会大于单模光纤

中的测得功率。如果用户需要进行最精确的功率测量，可使用光功率计进

行多模功率测量。 

输入回波损耗（FC/PC 连接器

完全接触）1310/1550 

＞24dB 

电通道指标 电口带宽 30GHz 

输入信号类型 交流 

输入动态范围 1000mVpp 

采样系统 采样模式: 采样（Default），包络和平均 

2048 点/波形 

累积波形数量: 15 波形到无穷 

垂直系统 均方根噪声： 1mV （典型） 

触发系统 触发源: 外部时钟 

触发灵敏度: 100mV（外部时钟输入） , 155/622MHz 

触发电平范围: ±1.0V 

触发输入范围: ±1.5V 

触发频率范围:500MHz~15GHz 

时基间隔精度: 1.2ps(典型) 

ADC 分辨率 14 Bit 

集成温度监控 支持 

远程控制 网口（TCP 命令） 

主机系统指标 采样系统 采样模式: 采样（Default），包络和平均 

2048 点/波形 

累积波形数量: 15 波形到无穷 

触发时钟输入灵敏度 200mV 

触发最大输入信号 ＜±1.5V 

触发输入阻抗欧姆 50 欧姆 

触发输入连接器 2.92mm（阴头） 

触发时钟频率范围 500M~15GHz 

ADC 分辨率 14 Bit 

集成温度监控 支持 

远程控制 Ethernet Socket（TCP Command） 

 



控制连接 

控制DCA6201光采样示波器采用如下2种方式： 

 通过 USB 线缆或 LAN 将 PC 直接连接至 DCA6201，在 PC 上同时运行上位机 GUI 软件和用户自动化软件 

 通过 USB 线缆或 LAN 将 PC1 直接连接至 DCA6201，联讯 DCA GUI 界面软件驻留在 PC1 上，然后运行用户自动化测试软件的

PC2 通过 LAN 将连接至 PC1，这样可以消除测试系统 PC 与 DCA6201 硬件间绝大多数的兼容性问题。 

 

PC系统配置要求 

以下是把PC连接至DCA6201并运行联讯DCA界面的基本要求： 

 Intel I5 或更高 

 8GB 存储器 

 Window7/Window10(64 位) 

系统控制器与PC间的通新API为通过LAN的SCPI或者DLL动态链接库。此工作无需任何USB编程，可全都由联讯DCA界面处理。 

使用DCA6201，如下图所示，需要外部时钟触发信号（被测信号保持同步的参考时钟来触发）。如果被测信号没有同步的参考时钟作

触发，可以增加时钟恢复模块（联讯仪器 CR6201），注意确保是时钟输入范围为500MHz至15GHz 

 

 

装有联讯 DCA 软件的 PC 

DCA6201 
触发输入 光电输入 

时钟恢复单元 

码型发生器/时钟触发 被测器件 

USB（私有） 

DCA6201 
USB/LAN  外部 PC1 

 
 

外部 PC2 
 
 联讯 DCA   自动化程序   

LAN  

DCA6201 

外部 PC 
 
 
 

联讯 DCA   自动化程序   

USB/LAN  



用户界面 

联讯仪器 DCA6201 的界面 GUI 非常直观和简洁，可轻松配置系统、确定其参考基准并进行测量。可提供内置的分析

功能，用来分析眼图和显示所有常用的光信号测试参数。 

 
25G NRZ 光眼图 



 
25G PAM4 光眼图 

 

环境指标 

环境 在室内设施中使用 

工作 温度：0 °C 至 +50 °C 

湿度：30 % 至 80 % 相对湿度无冷凝 

储存 温度：-30 °C 至 70 °C， 

湿度：10 % 至 90 % 相对湿度无冷凝 

海拔 高度工作：0 m 至 2000 m，储存：0 m 至 4600 m 

电源 AC 100~240V，50~60Hz，250VA 最大值 

预热 预热 10 分钟执行自动校准后，环境温度小于±3°C 

校准周期 1 年 

尺寸 412x304x112mm（带把手和胶垫） 

重量 净重 5.0 kg 

 

 



本文档中的产品规格和说明，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2022/06/06 

订货及选件 

电源线、USB 线，测量软件和驱动程序。 

DCA6201 30G 光采样示波器 

带宽选件 

100 单光通道 

200 差分单通道电口 

400 四光通道 

时钟恢复选件 

CR6201 24Gb/s~28Gb/s 

其他选件 

IRC（TBD） 扩展光通道带宽至 40 GHz（–3 dB），并可以创建自定义的数据速率的参考接收机滤波器，以及创建正确的滤波器

用于测量 26 / 53GBaud PAM-4 信号。（需要 pattern Lock 支持） 

PLK Pattern lock 码型锁定 

PAMN PAM-N 调制格式的分析软件，如 PAM-4 

关于我们 

联讯仪器成立于2017年，位于苏州高新区湘江路1508号，是中国领先的测试测量仪器和设备供应商，通过集成测试测

量仪器设备及自动化测试系统，为客户提供集成和定制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公司专注于高速光通信的测试设备与测量仪表，如激光器芯片测试、激光器芯片老化、硅光芯片测试、TO组件老化和

光收发模块测试等。此外，公司积极拓展半导体集成电路测试测量领域，集成KGD,WLR和WAT测试机及其他开发项

目，为客户提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整体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