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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低成本的光波形和电波形分析解决方案 
支持 1 Gb/s 至 11.2Gb/s 数据速率  
快速采样率，可实现高吞吐量 

 
 

 

 

 

 



 

DCA4201 光采样示波器 

联讯仪器 DCA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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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DCA4201 专为大规模制造测试应用而设计，拥有堪比
业界标准的 DCA 示波器的测量精度。通过不同的滤波器
选件配置，可以同时支持 10G 及以下 4 个速率光眼图测
试。并且 DCA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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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4201 是外
形小巧，完全集成化的一体设计方案。 
 

DCA4201 的噪声可低至 5μW，确保了其具有低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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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4201 可对 
750 nm 到 1650 nm 波长的多模和单模信号进行测试。 
 
为了保持和行业标准光采样示波器测试结果一致，
DCA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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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非常高。DCA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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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A4201 
StelightEye 软件，并通过 USB 接口轻松控制 DCA4201。 
 

控制连接 

控制 DCA4201 光采样示波器采用如下 2 种方式： 
通过 USB 电缆将 PC 直接连接至 DCA4201，在 PC 上同时运行上位机 GUI 软件（StelightEye）和用户自动化软件； 
通过 USB 电缆将 PC1 直接连接到 DCA4201，Stelight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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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A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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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A4201 并运行 StelightEye 界面的基本要求： 
– Intel I5 或更高  
– 8 GB 存储器  
– Windows 7（64 位） 
系统控制器与 PC 间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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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ightEye
界面处理。 
 
使用 DCA4201，如下图所示，需要外出时钟触发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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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4201），注意确保时钟输入范围为 80MHz 至 3GHz。 



 

 
 

DCA4201 的配置 
在以下参考接收机选件中选出最适合您的测量需求的选件。您可以选择其中一个选件，联讯仪器支持未来升级更换，但
必须返厂进行校准并收取相应的升级费用。 
 

DCA4201 10G 光采样示波器  

带宽选件 支持速率 
100 单 10G 高速滤波器选件 

（不能选择其它） 
8.5/9.95/10.3/10.5/10.66/10.71/11.1/11.3Gb/s 

300 多速率滤波器选件 
（300 选件下，可以最多选择 140/160/180/200 其

中的 4 项） 

默认支持 1.25Gb/s，2.5Gb/s 及 10G 速率滤波器 
最多支持 4 个速率滤波器 

300-140 1.25Gb/s 滤波器 1.244/1.25/1.229Gb/s 

300-160 2.5Gb/s 滤波器 2.458/2.488/2.5Gb/s 

300-180 3.125Gb/s 滤波器 3.072/3.125Gb/s 

300-200 6Gb/s 滤波器 6.144/6.25Gb/s 

EOC 增加 20GHz 电测试通道  

时钟恢复选件  

CR4201 1.244Gb/s ~11.3Gb/s 时钟恢复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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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集成不同滤波器，覆盖：1-11.3Gb/s 数据速率; 
 测试结果和行业标准采样示波器保持极高的相关性;   
 自动模板富裕度测试(Mask Margin)，支持冲击概率可以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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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通道指标 

光通道技术指标 说明 

标称波长范围 750 至 1650 nm 

工厂校准波长（OE 转换增益） 850/1270/1310/1550 nm（± 20 nm） 

参考接收机滤波器  

DCA4201-140 GPON，1.244 Gb/s  
Gb 以太网，1.250 Gb/s， 
CPRI 1.229 Gb/s 

DCA4201-160 OC-48/STM-16，2.488 Gb/s， 
2 Gb 以太网，2.500 Gb/s， 
CPRI 2.458 Gb/s

DCA4201-180 10Gb 以太网 LX-4，3.125 Gb/s， 
CPRI 3.072 Gb/s

DCA4201-200 CPRI 6.144 Gb/s，6.25 Gb/s 
DCA4201-100 8x 光纤通道，8.500 Gb/s 

OC-192/STM-64，9.953 Gb/s 
10Gb 以太网，10.3125 Gb/s 
10x 光纤通道，10.51875 Gb/s 
OC-192/STM-64 FEC，10.664 Gb/s 
OC-192/STM-64 FEC，10.709 Gb/s 
10Gb 以太网 FEC，11.0957 Gb/s 
10x 光纤通道 FEC，11.317 Gb/s 

光纤输入 62.5/125um FC/PC （单模/多模） 

波长范围 750nm~1650nm 

RMS 噪声 3uW 典型值（最大值: 5uW） 

灵敏度（进行模板测试的最小平均功率） –14 dBm 

时基间隔精度 1.5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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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值 5 mW（+7 dBm） 

最大输入（线性测试范围） 最大值 0.5 mW（–3 dBm） 

监测平均功率测量范围 -20dBm to -3dBm 

平均功率监测精度 

单模±5% ±200 nW ±连接器不确定度 

多模（特征值）±10% ±200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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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输入 62.5/125 µm 
1310/1550 nm 

> 24 dB 



 

 

   
联讯 10G 光眼图               vs           Keysight 10G 光眼图 

电通道指标 

电通道技术指标 需要选件 EOC 

电通道带宽 20GHz（典型值） 

上升时间（10%~90%） 20ps 

最大输入幅度（峰峰值） <1V 

本底噪声 <1mV（典型值） 

灵敏度 24mV 

输入阻抗 50 欧姆 

电输入 2.92mm（阴头） 

反射 10% 

主机系统指标 

项目 说明 

采样系统 采样模式: 采样（Default），包络和平均 
1350 点/波形 
累积波形数量: 25 波形到 10000 

触发时钟输入带宽 80MHz~3GHz 

触发时钟输入灵敏度 100mV 

触发最大输入信号 <±2V 

触发输入阻抗 50 欧姆 

触发输入连接器 2.92mm（阴头） 

触发时钟频率范围 80M~3GHz 

集成温度监控 支持 

远程控制 API & DLL, Ethernet Socket（Command） 

通用指标 

项目 说明 

使用 在室内设施中使用 

工作条件 温度：0 °C 至 +55 °C， 
湿度：30 % 至 80 % 无冷凝 

储存条件 温度：-30 °C 至 70 °C， 
湿度：10 % 至 90 % 无冷凝 

海拔 高度工作：0 m 至 2000 m，储存：0 m 至 4600 m 

线路电源 90 V 至 264 V，47 Hz 至 63 Hz，250 VA 最大值 

预热 10 分钟 

尺寸 89mm（高 2U）x 286mm（宽）x 412 mm（长） 

重量 净重 2.0 kg 

CE 

EMC 2014/30/EU，EN61326-1，EN61000-3-2（验证中） 
LVD 2014/35/EU，EN61010-1（验证中） 
RoHS  2011/65/EU，EN50581（验证中） 

 



 

用户界面 

联讯仪器 DCA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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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G 光眼图 

 

 
10G 电眼图 

 

 

 



 

订货及选件 

电源线、USB 线，trigger 信号连接线缆（35cm），测量软件和驱动程序。 
DCA4201 10G 光采样示波器 

带宽选件 
100 单 10GHz 光通道 
140/160/180/200 增加低速滤波器 
EOC 增加电测试通道 

时钟恢复选件 
CR4201 1.244Gb/s ~11.3Gb/s 时钟恢复 

关于我们 

联讯仪器（Stelight Instrument）提供光器件和光模块制造业测试工艺技术及其用到的仪器设备的设计、研究、销售和应用技术、售后

技术支持等一条龙服务。在与行业主流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交流和沟通中，对目前光器件与光模块生产企业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分

析，总结出光器件与光模块在制造过程中影响品质和制造成本的主要焦点问题和存在的问题。 
 
联讯仪器（Stelight Instrument）产品已获得 ISO 9001 认证，可确保产品质量。联讯仪器始终致力于确保本规格表中所包含的信息的准

确性。但是，对其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我们保留随时更改设计、特性和产品的权利。本文档中所使用的测

量单位符合 SI 标准与惯例。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stelight.com。如打印文献与 Web 版本存在出入，请以 Web 版本为准。请保留本文档，便于将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