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Hz ～ 110kHz
超低失真度电容振荡器

频率范围：1Hz ～ 110kHz

失真度：通常 <0.0002%

输出幅值：7Vrms o.c.，50ohms、+48dBm

时为 3.5Vrms

平稳的 50欧姆输出
幅值平坦度：0.02dB

标准按钮衰减器
同时存在主输出，正交输出和反相输出

类型

Model 4402B 是一款具有超高纯正弦波和稳定幅度的振荡

器，此设计满足当今高精度的 16 到 18 位 A/D 转换器测试，

音频测试及测量技术的需求。

4402B 为精密的 3 位频率调谐，覆盖的频率范围从 1Hz 到

110kHz，产生几乎“零失真”（< 0.0005%）的正弦波，

用来测量 A/D 转换器的精度以及音频前置放大器和功率

放大器的谐波失真。4402B 以其非常平坦的响应（0.02dB）

避免了在频率响应测试期间不断监测电压等级的要求。

输出

4402B 提供 7Vrms 的正弦波输出（平稳输出，端到端之间

14Vrms），50 欧姆时为 3.5Vrms，当负载为线性 50 欧姆

负载时性能无损失。一个 3 位按钮式衰减器量程为 20dB

步长，再加上量程为 30dB 的游标尺，整体提供了 90dB

的总动态量程。

同时提供固定输出和正交（90º）输出。每个输出为

7Vrms，且电源阻抗为 600 欧姆。

4402B 对于现场测试和 / 或仪器装置的精密测量式非常合

适的。

规格

频率范围：1Hz ～ 110kHz

精度：频率设置的 0.5%

稳定性：
相对于时间： 1 小时时为 0.01%

相对于温度：0.05% /℃

相对于线电压：<0.001%( 线电压在 10% 的变化内 )

控制：2 位频率 , 在 1Hz 和 0.1Hz 步长间校准，带有校准的

游标尺，提供在 0.1Hz 步长之间的连续测量，和一个 5 倍程

的重叠量程的按钮式乘法器。

主输出
（规格适用于每一个输出接地）

最大振幅：开路时为 7Vrms；50 欧姆负载时为 3.5vrms

（+ 48dBm）。

阻抗：定值 50 欧姆

最大电流：75mArms

最小振幅：< 0.2mV

幅值平坦度：±0.02dB，1Hz ～ 110kHz。

振幅稳定性：
相对于时间： 1 小时时为 0.01%

相对于温度：0.05% /°C 

相对于线电压：<0.001% ( 线电压在 10% 的变化内 )

康宝贝莱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 8B12 室  
电话：+86 10-65610080    传真：+86 10-65610081     www.campbellsci.com.cn

Page 1 of 2
4402BData.vp

直流电源/校准器，可调电子滤波器
宽带功率放大器

高精度相位计，失真度分析仪
函数发生器，电容振荡器



1Hz ～ 110kHz 超低失真度电容振荡器	 	 	 	 		 	 	 										Model	4402B

说明书

振幅控制：4 位按键式衰减器在 20dB 步长时从 0dB 到 60dB

校准，精度为±0.25dB/20dB 步长；有效电压值大于 30dB

的覆盖校准电压。

精度：设置的 20%

主输出失真：

噪声：>110dB 以下信号（检测器带宽 10Hz~20kHz）

固定输出

振幅：开路时为 7Vrms；600 欧姆负载时为 3.5Vrms(+13dBm)。

阻抗：定值 600 欧姆

幅度平坦度：±0.02dB，1Hz~110kHz。

振幅稳定性：
相对于时间： 1 小时时为 0.01%

相对于温度：0.05% /°C 

相对于线电压：<0.001% ( 线电压在 10% 的变化内 )

失真度

相位精度（从主输出 180°）：1Hz~10kHz,±0.2°；

10kHz~110kHz，±1°。

正交输出

振幅：开路时为 7Vrms；600 欧姆负载时为 3.5Vrms(+13dBm)。

阻抗：定值 600 欧姆

幅度平坦度：±0.02dB，1Hz~110kHz。

振幅稳定性：
相对于时间： 1 小时时为 0.01%

相对于温度：0.05% /°C 

相对于线电压：<0.001% ( 线电压在 10% 的变化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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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真度

相位精度（从主输出 180°）：1Hz~1kHz，±0.2°；

1kHz~10kHz，±1°；10kHz~110kHz，±10°。

常规

环境温度范围：0°C~50°C

电源要求：开关可选择，90-132 或 180-264V，单相，

50-60Hz，18W。

浮地：背板开关从底盘接地高达 100V 处浮动电路接地。

尺寸：高 3.5”（8.9cm），宽 9”（23cm），深 8.5”（21.6cm）。

重量：净重 5 磅（2.3kg）；总重量 7 磅（3.2kg）。

附件：3 端子电源线；操作手册。

选项设置

机架安装套件：零件号 RK-39，允许将 4402B 安装到一个

标准的间距为 19”的机架上。

延长 1年保修：零件号 EW4402B

可选配件

CAB-025：电缆，BNC，3 英尺，低噪声。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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