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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率
記錄長度
掃描範圍（s/div）

取樣率和延遲時間精確度

時間間隔(△T)

測量精確度(滿頻寬)

類比轉數位（A/D）
偏轉係數（伏/格）範圍（V/div）
位移範圍
單次頻寬
可選擇的模擬頻寬限制（典型）
低頻響應（交流耦合，-3dB）

上升時間

直流增益精確度

直流測量精確度（平均取樣方式）

電壓差（△V）測量精確度（平均值
取樣方式）

 1G Sa/s
2 × 600K 取樣點
2ns/div-50s/div
5ns/div-50s/div
±50PPM（任何≧1ms的的時間間隔）
單次：±（1取樣間隔時間+50 ppm的x讀值+0.6 nS）

> 16個平均值：±（1取樣間隔時間+100 ppm的×讀值+0.4 nS）

8 Bit 解析度 
1mV/div～20V/div（在輸入BNC處） 
±10div 
100MHz（UT-2102CEL）、50MHz（UT-2052CEL） 
20MHz 
≦10Hz (在BNC上) 

≦3.5ns，≦7ns 
分別在頻寬（100MHz， 50MHz）上 
垂直靈敏度為1mV/div～2mV/div時 ±5% (取樣或平均值取樣方式); 
垂直靈敏度為5mV/div時 ±4% (取樣或平均值取樣方式); 
垂直靈敏度為10mV/div～50V/div時: ±3% (取樣或平均值取樣方式) 
垂直位移為零,且N≧16時: ±(5%×讀值+0.1格+1mV)且選取1mV/ 
div～2mV/div;±(4%×讀值+0.1格+1mV)且選取5mV/div;±(3%×讀
值+0.1 格+1mV)且選取10mV/div～50V/div.垂直位移不為零,且N≧
16時:±[3%×( 讀值+垂直位移讀值)+(1%×垂直位移讀值)]+0.2div)設
置從5mV/div到 200mV/div加2mV;設定值>200  mV/div到50V/div
加50mV. 

在同樣的設定值和環境條件下,對擷取的≧16個波形，取平均值後在
波形上任兩點間電壓差 （ΔV）:±(3%×讀值+0.05div) 

數位儲存示波器

它牌示波器

柔性探測技術 自動量測控制水平位置掃描
儲存快取技術

支援 PictBridge
印表機列印協定

GDS-1000A-U系列

2M 記憶深度表現

取樣率表現

它牌 2.5K記憶深度

曲線細節仍可表現

已完全失真

時脈放大

時脈放大 時脈放大

時脈放大

* 250MSa/s 即時採樣率和 25GSa/s 等效採樣率
* 100 / 70 / 50 MHz 頻寬   * 2 輸入通道 
* 4k存儲深度/CH    * 終身保固
* 高達10ns的峰值偵測   * 15組的面板設定和波形儲存/調出 
* 5.7" TFT 全彩顯示    * 19 組自動測量 
* 水平掃描: 1nS ~ 50S/div  * 支援USB Host 與Device 存取
* Go/NoGo 測試功能  * 資料記錄器

* 最高可達 2G Sa/s 即時採樣率(單通道時)。
* 雙時脈功能，於量測時能顯示極細膩的波形細節。
* 快速取樣波形變色功能，能表現所量測波形的強度。
* 雖插即用的USB通訊通能，可儲存資料及與電腦連線。
* 自動量測 27種波形參數與量測定制功能。
* 具有多種波形計算功能。  * 可透USB升級韌體。

*  1G Sa/s 即時採樣率。
* 1mV/div～20V/div 廣範圍電壓量測。
* 精細的視窗擴展功能，精確分析波形細節與概貌。
* 雖插即用的USB通訊通能，可儲存資料及與電腦連線。
* 自動量測 28種波形。  * 自動游標追蹤量測。
* 具有多種波形計算功能。  * 多國語系介面。

數位示波器
 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

數位示波器
 Digital Storage Oscilloscope

您可信賴的量測儀器專家
誠信、品質、速度

2M 取樣記憶體

GDS-1000-U Series

終生保固

終生保固

1 2 4 5

3

6

1. 顯示畫面  2. 儲存用USB端口
3. 進皆的觸發控制 4. 垂直掃描控制
5. 自動控制開關  6. 校正訊號輸出

進階測量功能

GO/NOGO 功能

多種捕獲模式和19種自動測量功能能夠精確測量波形特性。先進
的自動設置功能使GDS-1000-U系列快速自動抓取和顯示波形。
運算功能和FFT功能即時更新測量結果，使您不費吹灰之力就能
得到足夠的測試資訊。Go/NoGo測試功能用於判斷輸入信號是否符合使用者要求。使用

者可以通過設置邊界容許範圍以決定越界條件。

GDS-1000A-U Series

UT-2102CEL / UT-2052CEL

5:3 螢幕顯示 一般 4:3

1G Sa/s   取樣率

數位儲存示波器
UT-4102C1G Sa/s   取樣率

取樣率
記錄長度
掃描範圍（s/div）

取樣率和延遲時間精確度

時間間隔(△T)

測量精確度(滿頻寬)

類比轉數位（A/D）
偏轉係數（伏/格）範圍（V/div）
位移範圍
單次頻寬
可選擇的模擬頻寬限制（典型）
低頻響應（交流耦合，-3dB）

上升時間

直流增益精確度

直流測量精確度（平均取樣方式）

電壓差（△V）測量精確度（平均值
取樣方式）

2G Sa/s
1024K 取樣點
5ns/div-50s/div 

±50PPM（任何≧1ms的的時間間隔）

單次：±（1取樣間隔時間+50 ppm的讀值+0.6 nS）

> 16個平均值：±（1取樣間隔時間+100 ppm的×讀值+0.4 nS）

8 Bit 解析度  (兩通道同時取樣時)
1mV/div～10V/div（在輸入BNC處） 
±10div 
100MHz
20MHz 
≦ 5Hz (在BNC上) 

≦3.5ns 

垂直靈敏度為1mV/div 時 ±5% (取樣或平均值取樣方式); 
垂直靈敏度為2mV/div 時 ±4% (取樣或平均值取樣方式); 
垂直靈敏度為5mV/div～10V/div時: ±3% (取樣或平均值取樣方式) 
垂直位移為零,且N≧16時: ±(5%×讀值+0.1格+1mV)且選取1mV/ 
div ; ±(4%×讀值+0.1格+1mV)且選取2mV/div ; ±(3%×讀值+0.1 格
+1mV)且選取10mV/div～10V/div.垂直位移不為零,且N≧16時
:±[5%×( 讀值+垂直位移讀值)+(1%×垂直位移讀值)]+0.2div)設置從
1mV/div到 200mV/div加 2mV ; 設定值>200  mV/div 到 10V/div加
50mV. 

在同樣的設定值和環境條件下,對擷取的≧16個波形，取平均值後在
波形上任兩點間電壓差 （ΔV）:±(3%×讀值+0.05div) 



OS-2062
OS-1022OS-81B 8 MHz 25 MHz

60 MHz
20 MHz

中文
20MHz 頻寬

雙通道輸入中文界面USB傳輸
彩色液晶畫面

繁
25MHz 頻寬

雙通道輸入中文界面USB傳輸
彩色液晶畫面8MHz 頻寬

USB傳輸
160 X 160液晶畫面

》具有示波器與電錶功能，可隨時切換使用。 
》每個通道都具有 6,000 點記錄深度。 
》RS-232 通訊連接埠或 USB 通訊連接埠。
》高解析度、高對比的彩色液晶顯示。  》游標位置數值讀出功能。 
》自動量測功能。     》內嵌 FFT功能。
》波形可儲存 / 調出。     》多種波形運算功能 。
》提供快速設定的自動設定功能。   》邊緣、視頻、交替觸發功能。 
》可計算波形的平均值和峰值檢測。   》支援多國語言顯示。

水平掃描

取樣率
記錄長度
掃描範圍（s/div）
取樣率和延遲時間精確度

時間間隔(△T)

測量精確度(滿頻寬)

100M Sa/s
2 ×6K取樣點
2ns/div-50s/div
±100ppm（任何≧1ms的的時間間隔）
單次：±（1取樣間隔時間+100ppm x 
讀值+0.6 nS）
> 16個平均值：±（1取樣間隔時間
+100 ppm的×讀值+0.4 nS）

垂直掃描

類比轉數位（A/D）
偏轉係數（伏/格）範圍（V/div）
位移範圍
頻寬
低頻響應（交流耦合，-3dB）
上升時間
直流增益精確度
直流測量精確度（平均取樣方式）

8 Bit 解析度 ，在兩個通道同時取樣時
5mV/div～5V/div（在輸入BNC處） 
±10div 
20 MHz
≧5Hz(在BNC上) 
≦17.5ns
±3%
取樣點≧16時: ±(5%×讀值+0.05格)

水平掃描

取樣率
記錄長度
掃描範圍（s/div）
取樣率和延遲時間精確度

時間間隔(△T)

測量精確度(滿頻寬)

200M Sa/s
12Kpts
10ns/div-50s/div 按1-2-5
±50ppm（任何≧1ms的的時間間隔）
單次：±（1取樣間隔時間+50ppm x 讀
值+0.6 nS）
> 16個平均值：±（1取樣間隔時間
+100 ppm的×讀值+0.4 nS）

垂直掃描

類比轉數位（A/D）
偏轉係數（伏/格）範圍（V/div）

位移範圍

頻寬
低頻響應（交流耦合，-3dB）
上升時間
直流增益精確度
直流測量精確度（平均取樣方式）

8 Bit 解析度
5mV/div～20V/div（在輸入BNC處） 
5mV/div～100mV/div：±1.2V
200mV/div～1V/div：±24V
2V/div～20V/div：±240V
25 MHz
≦10Hz(在BNC上) 

≦14ns
±3%
取樣點≧16時: ±(3%×讀值+0.05格)

》具有多工電表功能，可量測電壓真有效值、電流、電阻。
》採用雙重絕緣保護設計。
》可量測佔空比、電容及二極體。
》具有自動量程功能。
》具有全過載保護。
》具有背光顯示功能。
》具有數值鎖定、相對模式。
》具有省電休眠模式。
》可紀錄量測數據。
》具有低電指示符號。
》可與電腦連線傳輸量測數據。

水平掃描

取樣率

取樣/刻度

更新率

觸發模式

掃描範圍

時脈準確度

40M Sa/s

20點（pixels）

>5

自動、正常、單次

100ns到5sec/div

± (0. 1%+1pix)

垂直掃描

頻寬

通道

耦合

垂直解析度

輸入阻抗

準確度

最大輸入電壓

電壓軸靈敏度

8MHz

單

DC

8Bits

10MΩ(不包括電錶部分)

± (5%+1pix)

1000Vp-p

20mV/div~500V/div(步進值1-2-5)

UT-1025CL 單通道-彩色單通道-單色 雙通道-彩色

》全自動設定功能(AUTO SCALE)，當垂直訊號、時脈頻率改變時，將自動調整
設定，無須人工干預。

》獨創強大的自動設定功能，能針對任何直流分量的訊號快速、準確自動設定。

》更廣的電壓檔位範圍20/Div，搭配10X 探頭可達200V/Div。

》USB隔離通訊，提供更安全的資訊傳輸。

》彩色轉黑白顯示功能，能於日照下清楚瀏覽。

》智慧升級功能，能手動或藉由網路升級軟體。

》具有波形錄製、儲存及播放功能。 》具有高解析度及高對比的顯示螢幕。

》連續使用時間可達 8小時以上。 》自動20種波形參數。

》可複製螢幕畫面。    

電錶模式

電錶模式

電錶模式

波形模式 波形模式

波形模式

波形取樣率
側邊可輸入示波器
用錶筆兩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