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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 提供基于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的集成

MCA  

■ 具有卓越的计数速率和温度稳定性 

■ 支持广泛的时间处理范围、允许精确的与探

测器特征和应用需求相匹配 

■ 装备16K 道转换增益/谱存储 

■ 配置USB2.0允许简单地联接到计算机 

■ 采用人性化的小构型桌面包装 

■ 提供一套完整的前面板指示灯 

■ 提供执行脉冲高度分析 (PHA) 或多路定标

(MCS) 的功能 

■  支持先进的专利
* 自动极/零、底线恢复和数

字稳谱功能 

■ 提供基于Web的数字示波器谱观察和维护实

用程序 

■ 具有内置的加电后自诊断功能 

■ 在 Genie™ 2000谱学软件支持下运行 

 

 
 * US 专利 7725281：自动极/零 

 

 
DSA-LXTM 数字谱分析器 

 

描述 

 

DSA-LX 是一台功能齐全的16K 道集成多道分析器，基于先

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当与运行Genie2000软件的计

算机配对时， DSA-1000 变成一台能够高质量获取和分析的

完整谱学工作站。该仪器能够联接所有现有的探测器技术，包

括HPGe, NaI, Si(Li), CdTe 或 Cd(Zn)Te。 

 

DSA-LX 在一个非常紧凑的包装中提供经济实惠、不折不扣

DSP质量的谱学功能。它通过CANBERRA的 Genie 2000谱

学软件操作、为用户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在Genie 2000系列

中有广泛范围的面向专门应用的软件选购件可供使用。 

 

这一高度集成的仪器包含前端信号调节、一个快速模数转换器 

(ADC)、多个可编程的数字滤波器、 数字示波器、自动极/零* 

和底线恢复器、两组16K 道谱内存、数字稳谱器和双范围 

HVPS – 所有这一切都集成在一个紧凑的小盒中。点亮的指示

灯包含在前面板和后面板上，用户一撇之下即能看清电力、获

取、通信、高压和计数率状态。 

 

 



 
 DSA-LX 数字谱分析器

使用 DSP 技术也能够改善信号获取的总体性能。过

去在传统的模拟电子线路中实施的信号滤波函数是受

到限制的。DSP 允许使用传统的模拟处理技术不能实

现的滤波函数和脉冲成形。结果是使用更加有效的梯

形滤波函数，实现使用更少的处理时间、提供更低的

弹道亏损敏感度和更好的分辨率等优点。利用梯形滤

波函数，能够更快速和精确地处理脉冲，因而改善谱

分辨率、同时增加吞吐能力。 

 

DSA-LX 在某些场合中能够提供比过去生产的模拟产

品高2到3倍的峰增益稳定性、同时在仪器的整个操作

温度范围内几乎测量不到零点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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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LX 支持传统的脉冲高度分析 (PHA) 模式以及

面向时间变化应用的多路定标 (MCS)模式。 MCS 模

式能够来自一个外部TTL输入的数据、全谱或一个感

兴趣区（ROI）积分数据。 

DSA-LX 支持通过通用串行总线 (USB) 接口与主机

通信，它提供高达 12 Mbits/秒的高速主机通信能力。

USB 提供通过一个 USB 集线器把多个设备联接到一

个主机/端口的附加功能。 

 

DSA-LX 包含一个接口，允许用户监测系统状态，观

察谱，维护和升级系统设置，访问内置的数字示波器。 

用户可以利用内置的数字示波器，观察数字化的滤波

信号的重建。比例和触发类似于实际的示波器。 

 

 

                    

  

 

 内置的 DSA-LX web 界面（谱观察器） 

 

 

DSA-LX 后面板     

  

 

 

 

 

   
DSA-LX 数字示波器 

 

 

 

 

 

DSA-LX垂直安装图 

（包括支架）



 
DSA- LX 数字谱分析器 

规格 

输入/输出 能量：接受来自相关联探测器前置放大器的

正或负信号，其中上升时间小于选择的上升时间+ 平顶

设置 45 μs 以上的衰减时间。满刻度输入幅度是 ± 2V 

除以选择的增益和衰减设置。输入是 dc 耦合的，线性

操作的最大输入(信号l +dc)依赖于输入衰减器的设置； 

衰减器OFF (x1):±4 V, 衰减器ON (x 0.25): ±12 V, dc 

最大耦合和保护到±24 V；当衰减器 OFF (x1)时，对粗

调2，输入阻抗为 575 Ω， 对大于2 的粗调，输入阻

抗为  907 Ω 。当衰减器ON (x0.25)时，对粗调2，输

入阻抗为 1575 Ω， 对大于2 的粗调，输入阻抗为  

1907 Ω 。后面板BNC插座。 

TRP INH：接受标准TTL逻辑信号；功能依赖于选择的

复位前置放大器禁止模式；禁止脉冲处理，延长系统死

时间，复位反堆积器和关门底线恢复器；后面板BNC

插座。 

Auto:系统关门实现更大外部RESET信号 “OR” 内部

禁止时间。 

Manual：功能与 Auto模式，不同之处是信号处理器被

禁止更大的用户选择禁止设置“OR” 内部禁止时间 

“OR” 外部 RESET 信号。 

正true 或负true 信号极性，用户可以选择；最小脉冲

宽度为100 ns；逻辑高2 V， 逻辑低+0.8 V；最大输

入电压+5.5 V. 

HV INH：当发生探测器回温事件时，接受来自探测器

前置放大器的输入、关闭HVPS；极性是用户可选择的、

与前置放大器相匹配；后面板BNC插座。 

正极性：对所有Canberra 前置放大器；激活条件（冷

探测器）是开线路或活动高+1.2 V to +24 V；禁止条

件 (温探测器) 是 –24 V 到 <+1.2 V 或地。 

负极性：对所有前置放大器和LN 监测器，此处激活条

件（冷探测器) 是 –24 V 到 <+1.2 V；禁止条件（温

探测器）是开线路或活动高+1.2 V to +24 V。 

当负选择一个开电路输入将禁止高电压。 

MCS：MCS 计数输入；TTL兼容；最大速率1 MHz；

最小脉冲宽度20 ns；逻辑低+0.8 V，逻辑高+2 V；

后面板BNC插座。 

电源：DC 电源输入来自供应的ac 适配器；2.5/5.5 mm 

锁住后面板插座；在 1.0 amps, 额定 12 V dc 。 

HV：双范围和极性高压电源；通过软件选择的电压和

极性：±200 到 ±1500 V dc 或 ±1500 到 ±5000 V 

dc；对正或负电压有分开的后面板SHV插座。 
MON OUT：内部成形能量信号的一个实时映像，供外

部示波器使用。可用于诊断模式、观察能量信号的质量。 

样品更换器RDY ： 接受样品更换器就绪信号；信号是

TTL-兼容的；极性是软件可选择的。 

样品更换器 ADV：样品更换器前进输出为每个样品前

进命令提供一个150 ms TTL-兼容脉冲。  

USB：用于与主机通信的全速USB接口；后面板USB

串行 B 插座。USB支持的最大电缆长度为5 m。 

PREAMP：为标准前置放大器提供±24 V (±5%), ±12 V 

(±5%) 和地；过载保护。 

■ +24 V 在 50 mA 最大 

■ –24 V 在 50 mA 最大 

■ +12 V 在 100 mA 最大 

■ –12 V 在 100 mA 最大 

后面板9-针母D插座。 

前面板/后面板指示灯 

电源：绿LED, 指示系统已经加电。 

ACQUIRE /BSY: 多彩色的 LED 指示获取和仪器状态。 

COMM ：绿色的 LED ，指示通信的状态。每当仪器通过

USB通信接口发送或接收数据，该指示灯闪光。  

HV ：多彩色的 LED ，指示选择的高压电源输出的状态。 

ICR： 多彩色的 LED, 指示输入的计数率。每当仪器处理

一个输入脉冲，该指示灯闪光。 LED 强度与输入计数率

成正比。也指示输入速率是否在APZ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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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LX 数字谱分析器

后面板控制 

电源：当开关设置在ON 位置上 DSA-LX被加电；摇杆开

关在后面板上。 

可编程控制 

增益：粗调增益和细调增益的组合设置整个系统增益与探

测器和能量应用的需要相匹配；整个增益从x1.6 到

x516.6 范围内连续可调。 

粗调增益– 在 x2.0 到430.5 范围内，以19%为增量。 

细调增益– 范围是x0.8 to x1.2，以0.004 %为增量。 

增益衰减器– ON/OFF; 当 ON (选择)时，激活除以输入

衰减器以便使得由于大的dc位移和带大输出坡度动态范

围的前置放大器信号造成的过载极小化；当选择OFF时，

信号衰减被去除。  

MCA/输入尺寸 

PHA模式– 选择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或 

16 384 道，支持相等道数的两个内存组。 

MCS模式– 选择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或

16384 道，支持相等道数的两个内存组。 

LLD 模式– 选择自动或手动LLD 模式； 

自动：LLD切割自动设置刚刚在谱噪声阈值上；手动：允

许手动把LLD 切割设置在满刻度谱长或范围的百分比。 

LLD 设置：当选择手动LLD模式时活动，设置最小输入

接受水平，范围是0 到100%。 

INP 极性：选择POSITIVE或 NEGATIVE 输入极性。 

INH 极性：选择Active High或 Active Low Reset 

Preamp 禁止极性。 

PUR 守卫：以0.1为增量在1.1到2.5之间选择守卫时间

（GT）乘数、以在探测器/前置放大器异常事件中拒绝尾

部边缘堆积。 

FDISC 成形：选择 NORMAL 或 LOW ENERGY以优化

选择的探测器类型的快速甄别成形；NORMAL: 对Ge探

测器和通用gamma谱学优化快速甄别成形；快速甄别滤

波器上升时间设置为100 ns; LOW ENERGY: 快速甄别

滤波器上升时间设置为与慢成形上升时间选择成正比。 

FDISC MODE：设置快速甄别器阈值模式。AUTO: 阈值

自动优化在系统噪声水平之上；MANUAL：允许手动调

整阈值。 

FDISC 设置：当选择手动FDISC模式时活动；设置快速

甄别器阈值水平，范围是0 到100%；当手动设置快速甄

别器阈值时，前面板ICR LED为用户提供帮助。 

INHIBIT 模式：选择 AUTO或 MANUAL Reset Preamp 

Inhibit 模式；禁止脉冲处理、延长系统死时间、重新初

始化反堆积器和关门底线恢复器。 

AUTO – 系统关门以获得更大的外部RESET信号 “OR”

内部禁止时间。 

MANUAL –功能与Auto 模式相同，不同之处是信号处理

器被禁止、以获得更大的外部RESET信号 “OR”内部禁止

时间。 

INHIBIT 设置：当选择手动复位前置放大器禁止模式时活

动，设置禁止时间，范围0 到 160 μs ，增量 为 1 μs。 

LTC 模式：ON/OFF; ON: 激活反堆积器和活时间校正器 

 (LTC)。LTC产生死时间，延长获取时间、补偿堆积和拒

绝事件。OFF: 反堆积器和LTC 被禁止。 

LT TRIM：允许调整梯形脉冲演化时间或死时间、以优化

活时间校正(LTC)性能。调整范围是0 到 1000；默认值

500 为广泛范围的应用提供好的LTC性能。 

滤波器 

注意：滤波器输出（梯形信号) 可以使用数字示波器特性

显示在主计算机上。上升时间E – 上升和下降时间，范围

从0.4 到38 μs。平顶– 平顶时间选择，范围从0 到 3 μs。

BLR 模式 – AUTO, HARD, MEDIUM, SOFT；AUTO: 

底线恢复器自动优化为梯形成形时间和计数率的函数；

HARD, MEDIUM 或 SOFT: 设置底线恢复器为选择的

固定速率。 

极/零 

专利的自动极/零（Pole/Zero）功能通过使用逐次逼近技

术来实施，以把自动调整时间降低到10-15 秒 (典型的)。 

调整是精确和独立于底线位移的，且不受上升时间变化的

影响。因此，不需要检测底线。于是，即使在相对高的计

数率下，也可以精确地调整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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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LX  数字谱分析器 

前置放大器类型 

RC, RESET；选择极/零模式；RC: 极/零可以用计算机命

令手动调整；范围：45 μs 到无限；RESET：把极/零设

置为无限，用于脉冲电荷恢复(RESET)前置放大器。 

混合数字示波器 

允许观察重建时数字梯形信号、及时帮助和检查仪器设

置、极/零优化和手动复位前置放大器INHIBIT调整。 

稳谱器 

增益模式– ON, OFF, HOLD; ON/OFF: 激活或禁止增益

模式；HOLD: 禁止稳谱器增益模式，但保持当前的增益

校正因子；中心 (2 到 16 376 道), 窗口(1到128 道), 

间隔 (2 到 512 道), 比例 (0.01到 100), 速率 Div (1 

到 128)；对Ge探测器，校正范围为1%，对NaI探测器，

校正范围为10％。  

样品更换器控制  

样品更换器前进和就绪信号极性可以分别预置为正和负。

该更换器可以通过软件中的 ADVANCE CHANGER 按

钮手动前进。 

多路定标 

模式 – 

TTL, FDisc, ROI 。事件在编程的扫描次数期间计数。

每次扫描采用一个编程的道数。每道代表一个停留时

间长度。 

TTL – 计数来自 MCS In插座的TTL脉冲。 

FDisc – 计数来自快速甄别器的 gamma事件。 

ROI – 如果DSP gamma事件在编程的ROI窗口内发

生则计数它们。 

可编程设置– 

停留事件设置– 可通过如下3个范围在1 µs 到 999s 

间选择：1 µs 到 9991 µs ，1ms 到999 ms， 1s 到 

999s。 

停留事件分辨率– 对 1 µs 到 9991 µs 范围，1µs；

对 1ms 到999 ms 范围，1ms；对 1s 到 999s范围，

1s。 

扫描计数器– 1 到 4294967295 或无限次扫描。 

ROI 甄别窗口– 1 到 16384 道。 

扫描模式– 扫描计数器或永久扫描。 

MCS 道范围– 256 to 16384。 

启动/停止控制– 通过软件。 

性能  

信号处理 

谱加宽–对 2 kcps到100 kcps输入计数率，60Co1.33 MeV 

gamma 峰的FWHM典型的改变小于6%（对 2.8 μs上升

/下降时间、0.8 μs 平顶和适当的P/Z匹配。如果相关联的

探测器展示一个异常的长上升时间信号，这些结果有可能

不能重现。 

积分非线性– 在选择的顶99％范围内, 满刻度的

±0.025%。 

微分非线性– 在选择的顶99％范围内，±1%，包括来自

积分非线性的影响。 

增益漂移– 在15分钟操作后，35 ppm/°C。 

零点漂移– 在15分钟操作后，3 ppm/°C。一般在整个温

度范围小于1道 (8K Spectrum)。 

过载恢复– 在整个增益、在任何成形（处理时间）和在适

当的极/零设置下，在2.5个非重叠脉冲宽度从x1000 过载

恢复到满刻度输出的1% 内。 

反堆积/活时间校正 

脉冲对分辨率– 对选择的NORMAL 快速甄别器模式，好

于500 ns 。 

死时间校正– 延长的活时间校正，对5.6 μs 上升时间和

0.8 μs 平顶设置、对最高可达50％的系统死时间，参考

峰面积的精确度改变5%（一般3％）。 

获取 

数据内存组– 1–16K (PHA) 道或2–16K (PHA)道； 每道 

32 位。 

存储模式– PHA 或 MCS。 

支持PHA/MCS同时操作。 

预置模式– 

PHA模式– 活时间或实际时间、在单道中的计数、ROI

中的计数、多个ROI中的计数。 

MCS 模式 – 扫描、计数大于或等于预置的计数、计

数大于或等于预置ROI的计数。 

时间分辨率– 0.01 s 活时间和实际时间。 

预置时间– 0.01 到 42949000 s。 

预置扫描次数– 1 到 4294 967 295 或者无限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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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LX 数字谱分析器 

高压电源 

所有输出是电流限制和短路保护的。HV禁止 （HV Inhibit)

输入，两种模式： 

■ 正极性： (对 CANBERRA 前置放大器)，激活条件 

(冷探测器) 是开电路或活动高 = +1.2 V to +24 V；

禁止条件( 暖探测器) 为 –24 V到 <+1.2 V 或接地。 

■ 负极性：对前置放大器和 LN 监测器， ，激活条件 

(冷探测器)  为 –24 V到 <+1.2 V ；禁止条件( 暖探

测器)是开电路或活动高 = +1.2 V to +24 V；对选择

的负极性，开电路将禁止高压。 

注意：在移除禁止后，高压仍然禁止，直到用户通过复位

高压电源承认故障条件为止。 

对正和负高范围输出有分开的SHV插座。  

HVPS 范围 1: ± 200 – ±1500 V at 1 mA max.  

 波纹–  5 mV P-P。 

 温度系数– ±50 ppm/°C。 

 稳定性–  0.01%/h 和 0.02%/8 h。 

 电压的精确度–设置的 ±5%，典型为 

±2.5%。 

 负载调节–  1%。 

 设置分辨率 – 12 位（1/4096)。 

HVPS 范围 1: ±1500 – ±5000 V at 1 mA max.  

 波纹–  10 mV P-P。 

 温度系数– ±50 ppm/°C。 

 稳定性–  0.01%/h 和 0.02%/8 h。 

 电压的精确度–设置的 ±5%，典型为 

±2.5%。 

 负载调节–  1%。 

 设置分辨率 – 12 位（1/4096)。 

电缆 

 USB (提供的) --用于联接工业标准计算机USB端口

到DSA-LX后面板上的 USB端口3； 3 m(10 ft); 屏

蔽电缆。 

 MCX到BNC，4 pcs。 

物理 

 全金属的机壳。 

 尺寸– 5.58 x 16.51 x 20.95 cm (2.2 x 6.5 x 8.25 

in.) 

 重量– 1451g (3.2 lb)。 

环境 

 操作温度 -  -20 到 50 °C。 

 操作湿度– 最大 80% 非冷凝。 

 满足 EN 61010, Installation Category I, Pollution 

Degree 2 规定的环境条件。  

订购信息 

 DSA-1000 数字谱分析器，要求带 DSA-LX 支持

软件的 Genie 2000 V3.3 或以后版本。  

 DSA-LX-MOUNTKIT DSA-LX19” 机盒安装套件允

许在一个机盒中安装1个或者两个 DSA-LX MCA 。  

联系信息�

堪培拉公司北京代表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2-�701� 邮编：100044�
Tel：010-88312929 Fax：010-88312121 Email：sinoshield@canberrachina.com Web:www.canberra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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