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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AGGER 
流式时间数字转换器 



TIME TAGGER
流式时间数字转换器 SPADs PMTs SNSPDs

低至
4 ps
均方根抖动

高达
65 M tags/s
数据传输率

4 至 144 个
输入通道

轻松实现您的研究思路

Time Taggers强大的软件引擎为您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处
理功能，相关性、一维和多维直方图、多通道符合计数
等等都可以轻松实时运行，让您可以轻松将创新的研究
思路变成现实。

灵活的自定义数据采集

使您可以使用输入通道的任意组合自定义您的测量，您可
以使用一个Time Tagger读取记录来自不同硬件的输入信
号，也可以将从一个输入通道获取的信号同时应用于不同
的测量。

优异的时间分辨

Time Tagger低至4 ps的均方根时间抖动和低至2 ns的死
时间均远远优于市面同类产品，这可以满足您创新应用
的苛刻要求。

高速数据传输

Time Tagger高达每秒6500万个标签的数据传输率为缩短
测量时间提供了可能，同时保证了高速传输中的即时处理
能力。

板载事件过滤器

Time Tagger具有的独特板载事件过滤器使您在硬件端即
过滤掉与测量无关的输入信号而无需通过USB传输至软
件端，这有效保证了输入信号的高速传输。

强大的本机库

Time Tagger支持包括python、MATLAB、LabVIEW、C++
等多种编程语言和架构，您可以利用我们免费的本机库和
代码示例，个性化设计、操作实验。

Time Tagger 20 Time Tagger Ultra

一台Time Tagger Ultra 可以拓展
至至多18 个输入通道

高分辨版将为您提供 2 / 4 / 8
个低至 4 / 5 / 7 ps 均方根抖
动的通道三种配置

使用Synchronizer实现至多 
144  个输入信号通道的同步

8.5 M tags/s
数据传输率

8
输入通道

9 ps
RMS jitter

42 ps
RMS jitter

65 M tags/s
数据传输率

4+
input channels

34 ps
RMS jitter

Time Tagger Ultra的升级与拓展

+ 更大规模的实验

+ 更高的时间分辨

+ 更多的输入通道

SPADs PMTs SNSPDsSPADs

Moderate count rates High count rates

Time Tagger系列产品是具有独特数据处理架构的时间数字转换
器，尤其适用于时间相关的单光子计数、时间间隔计数、符合计数
和数字协议分析。



图形用户界面
软件

通用的多线程时间标签流处理引擎使您能够同时创建多个
独立测量。例如您可以在一台Time Tagger 20上运行四个
完全独立的HBT光场二阶关联函数测量设置。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先进的时间相关单光子计数技术，除
了硬件外还包括丰富的软件资源，作为Time Tagger的用
户，您将获得具有终身免费更新的完整软件包。访问我们
的网站，详细了解Time Tagger的软件功能。

www.swabianinstruments.com

基于Web浏览器的图形用户界面功能丰富，使您可以快速轻松地操
作Time Tagger。

时间相关直方图测量

时间相关直方图测量可以实现广泛的应用，例如时差法光谱测量
和基于固态缺陷、量子点的脉冲量子控制。自定义输入信号使您
轻松实现研究思路、获取实验结果。

激光扫描显微镜使用来自压电扫描仪或振镜的像素时钟 ( 可选行
时钟或帧时钟 )。荧光寿命成像使用超快激光器和激光扫描显微镜
逐点测量样品的荧光寿命编码后得到不同亮度的像素点。我们为
您准备了基于LabVIEW和Python的软件操作界面。

激光扫描显微镜和荧光寿命成像

对数直方图测量

对数直方图测量可以实现多起点、多终点的灵活测量，可以在任
意时间范围内以每秒高达6500万个标签的数据传输率实时采集自
相关和互相关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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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蔡司激光扫描显微镜(0.95NA 空
气物镜)观察金刚石中氮空穴色心

铃兰细胞的时域荧光寿命成像实验
结果 (使用快速振镜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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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精度 Time Tagger 20 Time Tagger Ultra
均方根抖动 34 ps 9 ps (“Performance”)    42 ps (“Value”)

4 / 5 / 7 ps (“High Resolution”)

半峰宽抖动 80 ps 22 ps (“Performance”)    100 ps (“Value”)

9 / 12 / 15 ps (“High Resolution”)

数字分辨率 1 ps 1 ps

处理能力
输入通道 8
死时间 6 ns
数据传输率 8.5 M tags/s
猝发内存 8 M tags

4 to 18

2 ns

70M tags/

512 M tags 

500 MHz最大输入频率 167 MHz

输入信号
输入阻抗 50 Ω 50 Ω
输入电压 0 to 3 V -3 to 3 V
最大输入电压 -0.3 to 5 V -5 to 5 V
触发信号电压 0 to 2.5 V -2.5 to 2.5 V
最小脉冲宽度 1 ns 500 ps
最小脉冲高度 100 mV 100 mV

外部时钟输入
频率 - 10 MHz or 500 MHz
耦合 - AC, 50 Ω
振幅 - 1 Vpp

一般参数
数据传输接口 USB 2.0 USB 3.0
尺寸（长 x 宽 x 高，单位均为mm） 145 x 100 x 50 190 x 140 x 60

规格参数

性能指标
仪器响应

在两个输入通道中加载频率为1 MHz，幅值为3 
Vpp，上升沿2 ns，占空比50％的触发信号。
两个通道相关性测量得到的分布标准差  即代
表两个输入通道的时间抖动。每个输入通道的
均方根（RMS）抖动约为  /√2。 该分布近似为
高斯分布，因此每个通道的半高宽（FWHM）
抖动约为 2.35 /√2。

均方根抖动

图示为8个输入通道的仪器响应测量中获得的
均方根抖动结果。

Contact Us：Swabian Instruments GmbH,  www.swabianinstruments.com  E-mail:  info@swabianinstruments.com  Phone: +49 711 400 47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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