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ysight 33210A 
10 MHz函數 /任意波形產生器

產品規格書

 – 可產生 10 MHz的正弦波和方波
 – 可產生脈衝、斜波、三角波、雜訊和直流波形
 – 可選配 14位元、50 MSa/s、8K點的任意波形產生器
 – 支援 AM、FM 和 PWM等調變類型
 – 可進行線性和對數掃頻並支援叢發信號模式
 – 振幅範圍為 10 mVpp到 10 Vpp

 – 圖形模式可以實際看到並驗證信號設定的結果
 – 可透過 USB、GPIB 和 LAN介面進行連接
 – 完全符合 LXI Class C標準



量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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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
標配 正弦波、方波、脈衝波、

三角波、斜波、雜訊、直
流波形 

內建的任意波形 
(需搭配選項 002 ARB)

指數上升、指數下降、負
向斜波、Sin(x)/x、心電圖
波 

波形特性
正弦波
頻率範圍 1 mHz 至 10 MHz 

振幅平坦度 1, 2 (相對於 1 kHz ) 
< 100 kHz               
0.1 dB 
100 kHz 至 5 MHz  
0.2 dB 
5 MHz 至 10 MHz    
0.3 dB

諧波失真 2, 3 

< 1 Vpp           ≥ 1 Vpp

   直流至 20 kHz –70 dBc          –70 dBc

   20 kHz 至 100 kHz –65 dBc          –60 dBc

   100 kHz 至 1 MHz –50 dBc          –45 dBc

   1 MHz 至 10 MHz –40 dBc          –30 dBc

總諧波失真 2, 3 

   直流至 20 kHz 0.04%

突波 (非諧波 )2, 4 

   直流至 1 MHz –70 dBc

1 MHz 至 10 MHz –70 dBc + 6 dB /八倍頻 

相位雜訊 
   (10 kHz偏移 )

–115 dBc / Hz，典型值

方波
頻率範圍 1 mHz 至 10 MHz 

上升 /下降時間 20 ns 

過擊 < 2%

可變的信號週期  20%至 80% (至 5 MHz)
40%至 60% (至 10MHz)

不對稱度
   (50%信號週期時 )

週期的 1% + 5 ns

抖動 (RMS) 1 ns + 週期的 100 ppm 

斜波與三角波
頻率範圍 1 mHz 至 100 kHz 

線性度 < 峰值輸出的 0.1%

可變對稱性 0.0% 至 100.0% 

脈衝
頻率範圍 1 mHz 至 5 MHz 

脈衝寬度 
   (週期 ≤ 10 s)

最小 40 ns
10 ns解析度

可變信號緣時間 20 ns 至 100 ns 

過擊 < 2% 

抖動 (RMS) 300 ps + 週期的 0.1ppm 

雜訊
頻寬 7 MHz典型值 

價位經濟、性能實在
是德科技的 33210A函數 / 任意波形
產生器是 332XX系列的最新產品， 
採用直接數位合成 (DDS)技術來產 
生波形，可以產生穩定、準確且失真
度低的正弦波及方波，10 MHz以內的
上升及下降時間相當快速，線性斜波
最高可達 100 kHz。使用者若想產生
自訂的波形，選項 002可以提供 14位
元、50 MSa/s、8K點的任意波形產生
能力。

脈衝產生能力
33210A可以產生信號緣時間可變動
的脈衝波形，最高頻率達 5 MHz。
33210A可以讓使用者調整信號週期、
脈衝寬度和振幅，非常適合各種需要
彈性的脈衝信號的應用使用。

產生自訂的波形 
(選項 002 ) 
33210A可以搭配選購的 8K點任意波
形產生器 (選項 002)使用，以產生複
雜的自訂波形。14位元的解析度加上
50 MSa/s的取樣率可以提供您產生各
式波形的彈性，33210A也可以讓您將
最多四組波形儲存在永久性記憶體中。

Keysight IntuiLink任意波形產生軟體 
可以讓您利用波形編輯器，輕鬆產生、
修改、以及下載複雜的波形。或者，
您也可以利用示波器專用的 IntuiLink，
擷取一段波形，將它傳送到 3210A中
輸出。 如需有關 IntuiLink更詳細的資
訊， 請 瀏 覽 www.keysight.com/find/
intuilink。

簡單易用的功能
33210A的面板設計非常直接了當，簡
單易用，只要按一兩個鍵，就可以叫
用所有主要的功能。您可以利用旋鈕
或數字鍵盤來調整頻率、振幅、偏移
量、以及其它參數，甚至還可直接以
Vpp、Vrms、dBm 等單位，或是以高
和低位準來輸入電壓值，時序參數則
可以赫茲 (Hz)或秒來輸入。 

內建 AM、FM和 PWM調變格式，不
需另外使用調變信號源，即可調變波
形，十分方便。另外，也內建了線性和
對數掃頻能力，掃頻速率可選擇 1 ms 
到 500 s。叢發信號模式可以讓使用者
選擇每次觸發後所要掃描的週期數，
GPIB、LAN和USB介面皆為標準配備，
而透過 SCPI指令，亦可達到完全程控
的目的。.

外接頻率參考源 
(選項 001 )
33210A 的外接頻率參考源選項可 
以讓您與外部的 10 MHz時脈、另一
部 Keysight 33210A，或是 33220A或
33250A同步。您可以從面板或透過電
腦介面來調整相位，進行精確的相位
調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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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特性 (續前頁 )

8K點的任意波形產生器 (選項 002 )
頻率範圍 1 mHz 至 3 MHz 

波形長度 2至 8 K點
振幅解析度 14位元 (包含正負號位元 ) 

取樣率 50 MSa/s 

最短的上升 /下降 
時間

典型值為 70 ns

線性度 < 峰值輸出的 0.1%

趨穩時間 < 500 ns至最終值的 0.5%

抖動 (RMS) 6 ns + 30 ppm 

永久記憶體容量 4組波形

一般特性
頻率 
準確度 5 90 天內± (10 ppm + 3 pHz)

一年內± (20 ppm + 3 pHz)

解析度 1 µHz (內部的 ) 
1 mHz (使用者可看到的 )

振幅
範圍 在 50 Ω下為 10 mVpp至 

10 Vpp
在開路下為 2 mVpp至 
20 Vpp

準確度 1, 2  
   (在 1 kHz頻率點 )

設定值的± 2%  
± 1 mVpp

單位 Vpp, Vrms, dBm 

解析度 3 位數 

DC offset 
範圍  
(峰值交流 + 直流 )

輸出到 50 Ω負載的情況下
± 5 V
輸出到開路的情況下 
± 10 V

準確度 1, 2 ± 2%的偏移設定 
± 0.5%的振幅
± 2 mV

解析度 3位數

Main output 
阻抗 50 Ω典型值
隔離值 到地最高 42 Vpk

保護設計 短路保護，過載時自動關
閉主要輸出

外接頻率參考源 (選項 001 )

背板輸入
鎖定範圍 10 MHz ± 500 Hz 

位準 100 mVpp 至 5 Vpp 

阻抗 1 kΩ，典型值
鎖定時間 < 2 seconds 

背板輸出
頻率 10 MHz 

位準 典型值為 632 mVpp 
(0 dBm)

阻抗 典型值為 50 Ω
交流耦合

相位偏移 
範圍 +360º 至 –360º

解析度 0.001º

準確度 20 ns 

附註：
[1] 在 18 ºC 到 28 ºC 以外的範圍操作時，每 ºC 要增加
輸出振幅和偏壓規格的十分之一。

[2] 開啟範圍自動調整功能。
[3] 直流偏壓設為 0 V。
[4] 振幅小時，突波輸出的大小通常為 -75 dBm。
[5] 在 18 ºC 到 28 ºC 以外的範圍操作時，平均每 ºC 要
增加 1 ppm。 

[6] 唯有在「無限」的叢發計數模式下，才能產生高
於 3 MHz 的正弦波和方波。

[7] 需安裝選項 002才有。

調變 

AM 
載波波形 正弦波與方波
信號源 內建 /外接
內部調變波形 正弦波、方波、斜波、三

角波、雜訊、任意波形 7  

(2 mHz至 20 kHz)

深度 0.0% 至 120.0%

FM 
載波波形 正弦波與方波
信號源 內建 /外接
內部調變波形 正弦波、方波、斜波、三

角波、雜訊、任意波形 7  

(2 mHz至 20 kHz)

偏差度 DC 至 5 MHz

PWM 
載波波形 脈衝
信號源 內建 /外接
內部調變波形 正弦波、方波、斜波、三

角波、雜訊、任意波形 7  
(2 mHz至 20 kHz)

偏差度 脈衝寬度的 0%至 100%

外部調變輸入 (適用於 AM、FM、PWM)
電壓範圍 ±5 V全刻度
輸入阻抗 典型值為 5 kΩ

頻寬 直流至 20 kHz 

掃描
波形 正弦波、方波、斜波
類型 線性或對數 (log)

方向 上升或下降
掃頻時間 1 ms 至 500 s

觸發信號源 單擊、外部或內部信號
標記 同步信號的下降信號緣 

(頻率可程控 )

叢發 6

波形 正弦波、方波、斜波
類型 計數式 (1到 50,000個週

期 )、無限式、閘控式
起始 /終止相位 +360º 至 –360º

內部週期 1 µs 至 500 s 

閘控源 外部觸發
觸發信號源 單擊、外部或內部信號

觸發特性
觸發輸入
   輸入位準 TTL相容位準
   斜率 上升或下降，可選擇 

   脈衝寬度 > 100 ns

   輸入阻抗 > 10 kΩ, 直流耦合
   延遲 < 500 ns

   抖動 (rms) 6 ns (脈衝信號為 3.5 ns)

觸發輸出
   位準 以 TTL相容的位準輸出到  

≥ 1 kΩ
   脈衝寬度 > 400 ns

   輸出阻抗值 50 Ω，典型值
   最大速率 1 MHz

   扇出  ≤ 4部 Keysight 33210As (或
相等的設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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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資訊

Keysight 33210A
10 MHz函數 /任意波形產生器

隨附的配件
操作手冊、服務指南、快速參考指南、
IntuiLink波形編輯器軟體、測試資料、
USB線、以及電源線 (請參考語言的
選項 )

選項
選項 001 外部時基參考
選項 002 8K點任意波形產生器
選項 A6J ANSI Z540校驗
選項 AB0 台灣 中文版手冊
選項 AB1 韓國：韓文版手冊
選項 AB2 中國：中文版手冊
選項 ABA 英語系國家：英文版手冊
選項 ABD 德國：德文版手冊
選項 ABF 法國：法文版手冊
選項 ABJ 日本：日文版手冊
選項 PLG 歐洲大陸電源線

其他配件
34131A 軟式攜帶箱
34161A 周邊配件收納包
34190A 機架安裝套件
34191A 2U高雙凸緣套件
34194A 雙鎖連接套件

量測特性 (續前頁 )

一般規格
電源供應 Cat II

100 至 240 V @ 50/60 Hz 
(–5%, +10%)

100 至 120 V @ 400 Hz  
(± 10%)

電源消耗 最多 50 VA

操作環境 IEC 61010 
污染等級 2
室內場所

操作溫度 0 至 55 ºC 

操作濕度 5% 至 80% RH，非凝結
操作高度 最高 3,000公尺
存放溫度 –30 至 70 ºC 

狀態儲存記憶體 自動儲存關機時的狀態，
可儲存四組使用者設定的
狀態

介面 LAN LXI-C Ethernet 10/100  
USB 2.0, GPIB

程控語言 SCPI – 1993, IEEE-488.2

體積 (W x H x D)
桌上型 261.1 x 103.8 x 303.2公釐
機架安裝 212.88 x 88.3 x 272.3公釐
重量 3.4 kg (7.5 磅 )

安全標準 UL-1244, CSA 1010, EN61010

EMC測試標準 MIL-461C, EN55011,  
N50082-1

振動與撞擊 MIL-T-28800, Type III, Class 5

噪音值 30 dBa

暖機時間 1 小時

程控時間 (典型值 ) 
設定時間 USB LAN GPIB

變更功能 120 ms 120 ms 120 ms

變更頻率 2 ms 3 ms 2 ms

變更振幅 30 ms 30 ms 30 ms

選擇使用者所要的
任意波形

130 ms 130 ms 130 ms

任意波形下載時間 
(選項 002)

二進位傳輸

 USB LAN GPIB

2 K個點 5 ms 9 ms 10 ms

4 K個點 8 ms 15 ms 20 ms

8 K個點 14 ms 27 ms 40 ms



myKeysight

www.keysight.com/find/mykeysight
透過個人化頁面查看與您息息相關的資訊

www.lxistandard.org
LXI 是繼 GPIB 之後推出的區域網路 (LAN) 標準，可提供更快速、更有效率 
的網路連結方式。是德科技之前身安捷倫 EMG是 LXI 聯盟的創始會員。

三年保固

是德科技的卓越產品與長達 3年保固服務的完美結合，助您一臂之力達成業務 
目標：增強操作便利性，降低持有成本，增強量測信心。

五年保固延長計劃

www.keysight.com/find/AssurancePlans
是德科技提供經濟實惠的五年保固保證，確保儀器的運作達到規格要求， 
您可持續信賴儀器的量測準確度。

www.keysight.com/quality
是德科技 
DEKRA Certified ISO 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

是德科技銷售夥伴

www.keysight.com/find/channelpartners
兩全其美：是德科技專業的量測技術與齊備的產品，搭配是德科技銷售夥伴的 
服務與彈性價格。

 
www.keysight.com/find/33210a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
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
或來電洽詢

聯絡窗口查詢：
www.keysight.com.tw/find/contactus 

台灣是德科技網站：
www.keysight.com.tw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免費客服專線：0800-047-866

104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 號 7 樓
電話：(02) 8772-5888

324 桃園縣平鎮市高雙路 20 號
電話：(03) 492-9666

802 高雄市四維三路 6 號 25 樓之 1
電話：(07) 535-5035

本文件中的產品規格及說明如有修改，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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