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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ATA-122D 是一台单通道差分输出的宽带放大器。它兼容市场主流的信号发生器，可根

据设计和测试的需求，提供多用途解决方案。其主要特点如下：

输出电压增益 0~26dB（0.5dB step）可调

输出电压 70Vp-p(±35Vp)

最大输出电流 1Ap

液晶面板指示，操作简单

具有输出控制开关，控制更加灵活

装有风扇进而有效散热

二、使用须知

在使用本仪器前，请务必详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并遵照执行，避免由于误操作降低仪

器的使用寿命或造成不必要损失。

2.1 注意事项

(1) 请勿自行在仪器上安装替代零件，或执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非本公司授权人员，

严禁拆开机器。

(2) 供给仪器的电源插座及电源插头，请确保仪器与大地正常连接。

(3) 当启动输出后，请勿直接接触输出端子的金属部分或与之相连的导体。

(4) 请将仪器置于通风干燥的环境中使用，环境温度不可超过 40℃。请保持仪器清洁干

燥，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以免内部电路发生短路。

(5) 如需要更换保险丝，请按本手册中指定的规格更换。

(6) 严禁将本设备使用于生命维持系统或其他任何有安全要求的设备上。

(7) 请勿以过快的频率连续开关本电源，可能会导致工作异常。

2.2 预先检查

当拿到一台崭新的 ATA-122D时，请按以下建议对仪器进行检查。

(1) 检查包装

如果发现仪器包装纸箱，泡沫塑料或箱体等发生严重破损，请勿使用，并联系 Aigtek

公司和承运方确定是哪方责任。如果因承运方运输原因造成的仪器损坏，则由承运方负责赔

偿事宜，Aigtek 公司恕不免费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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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附件

在收到新的产品时，请按照装箱清单检查包装箱中的附件是否完整。如发现附件缺失，

请与 Aigtek 联系索取。

三、产品规格

型号 ATA-122D

输出形式 差分输出

带宽（-3dB） DC~20MHz

最大输出电压 70Vp-p（±35Vp）

最大输出电流
500mAp（DC~50Hz）

1Ap（50Hz~20MHz）

最大输出功率 35Wp

电压增益 26dB可调（0.5dB step）
负载 RL上限 ≥35Ω（50Hz以上）

输出电阻 1Ω / 50Ω (可定制）

输入电阻 50Ω / 1MΩ

输入幅度 0~10Vp-pMAX

输出电压误差 ≤±3%FS@1kHz

压摆率 2500V/μs

谐波失真（THD） ≤0.1%@1kHz，35Vp-p

输出电压零点漂移 ≤0.1V

信噪比 ≥80dB

输出接口 BNC、4mm香蕉插座

保护 过流保护

信号地 与机壳、电源线地相连

供电电压 AC220V±10%，50Hz

保险丝 1A/250V

工作温度 0℃~45℃

储存温度 -20℃~50℃

工作湿度 80%RH，无冷凝

尺寸（宽*高*深） 262*163*36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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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板说明

4.1 前面板

①液晶显示屏：显示宽带放大器的参数设置及工作状态。

②Rin：输入电阻调整按钮，50Ω、1MΩ可调。

③Rout：输出电阻调整按钮，1Ω、50Ω可切换。

④Save：按下保存按钮即保存当前的参数设置。

⑤Output：输出开关按钮。

⑥增益调节：顺时针旋转增大，反之，逆时针减小。放大倍数 0~26dB可调，0.5dB 步进。

⑦输出接线端子：从此端口输出，输出电阻是 1Ω。接线柱红色“Output+”为正极，黄色“Output-”

为负极，黑色“GND”为公共地。

⑧输出 BNC端子：从此端口输出，输出电阻是 50Ω。“Output+”为正极，“Output-”为负

极。

①

⑦

⑥ ⑧

③②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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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差分输出时：

差分输出时请务必确保连接正确。如上图所示：

红色接线柱“Output+”与“Output-”输出时即为差分输出。“Output+”与“GND” 单端输

出最大 35Vp-p电压，“Output-”与“GND”单端输出最大 35Vp-p电压，这两组信号同幅度

相位差 180°，从而 “Output+”与“Output-”之间差分输出最高可达 70Vp-p电压。即差分输

出时负载两端接红色接线柱“Output+”与黄色接线柱“Output-”。

注：请不要将差分信号接入示波器或探头，否则会导致放大器及示波器、探头等的损坏！！

b、 单端输出时：

单端输出时请务必确保连接正确。如上图所示：

红色接线柱“Output+”与“GND”，黄色接线柱“Output-”与“GND”分别是 2组单端输

出。单端输出电压最大可到 35Vp-p，单端输出电压是差分输出电压的一半。

注：连接时请务必保证正确操作，“GND”是公共地，请勿与其他极反接，否则会造成仪器的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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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连接示波器观测时：

连接示波器时请务必保证是单端连接，即探头的探针接“Output+” 或“Output-”，接地夹

子必须接公共地“GND”。

注：操作中请务必注意正极、负极、GND极不能反接、短接，否则会造成仪器的损坏！！

⑧ 输出 BNC端子：

“Output+”或“Output-”此时输出为两组单端输出，即“Output+”端或“Output-”端的最

大输出电压为 35Vp-p。

注：

1、“Output+” 与“Output-”不可级联，请勿用导线进行组合输出！

2、BNC端子与接线端子是给用户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接口方式，他们不能同时输出，Rout输

出电阻为 1Ω时是接线柱输出，Rout输出电阻为 50Ω时是 BNC端子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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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后面板

①Input：宽带放大器的信号输入端。

②Power：AC220V电源开关。

③电源插座：交流电源 AC220V输入插座及保险丝座(250V/1A)的位置。

④USB接口：程控接口（选件）。

③

①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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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操作说明

5.1 使用前注意事项

（1）交流电源输入范围应在 220V±10%，50Hz之间。

（2）在使用过程中，仪器会发热，属正常现象。为确保仪器的寿命及安全，请在通风良好的

环境中使用此仪器，环境温度不要超过 40℃。

5.2 输入设置

设置好输入信号连接到 Input端口，设置 Rin输入阻抗。

5.3 输出设置

Output键用于控制输出。当设定好 Rout输出阻抗及增益后，按下 Output键，接线端子有

电压输出。再次按下 Output键，输出关闭。

六、常规维护

6.1 更换保险丝

如果打开电源开关后，仪器没有启动，请检查保险丝是否已经烧掉。如果需要更换保险

丝，先找出保险丝烧掉的原因，并作修正，然后换上新的保险丝再开机。保险丝座在电源插

头底座的下方。

为了保证安全，请按预装的保险丝的式样及规格选择新的保险丝。更换前，请拔掉电源

插头，并关闭 ATA-122D宽带放大器的电源开关。使用扁平起子将保险丝座撬开，更换新的

保险，并重新插入底座即可。

6.2 清洁

请使用柔和的清洁剂或清水沾湿的布擦拭仪器。不可直接喷洒清洁剂到机器上，以防液

体进入仪器内部造成短路。不要使用含碳氢化合物或氯化物的溶剂，也不可使用研磨的清洁

剂。仪器再次通电前，请确保仪器表面已经干燥。

6.3 常见问题

1. 按下电源开关，仪器没有启动，无显示。

a) 请检查电源接头是否接好。

b) 请检查保险丝是否完好。

危险：不同大小的输出电压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因此，在输出状态时不要直接接触

输出端子的金属部分，或是与之相连的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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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 Output键后，输出显示不正常。

a) 查看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输出开关是否打开；

b) 输入信号是否正确的接入。

注：质保

Aigtek 保证其生产及销售的产品，在发货之日起一年内，无任何材料和工艺缺陷。如产

品在保证期内证明有缺陷，Aigtek 将根据保修单的详细规定予以修理和更换。

若欲安排维修或索取保修单全文，请与 Aigtek 销售和维修处联系。

除本概要或其他适用的保修单所提供的保证以外，Aigtek 公司不提供其他任何明示或暗

示的保证，包括但不局限于对产品可交易性和特殊用途适用性之任何暗示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 Aigtek 公司对间接的，特殊的或继起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注：请勿撕毁 Aigtek 仪器上的封条标签，否则 Aigtek 公司将无法提供产品的保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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