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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 基于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   全功

能手提 MCA 

■ 无与伦比的温度稳定性，以便在各种环

境条件 

■ 下作高质量的一致操作 

■ 适应广泛动态范围计数率，最小的谱分

辨率损失 

■ 低系统死时间以减少计数时间和提高测

量精度 

■ 广泛范围的处理时间设置，允许精确地

满足探测 

■ 器特性和应用需求 

■ 超小、超轻的包装 

■ 10 小时 HPGe 电池寿命(12 小时 NaI) 

■ 支持快速 USB 和高度优化的 RS-232 主

机接口 

■ 16 k 道转换增益/谱内存 

■ 支持 PHA 和 MCS 模式 

■ 提供数字示波器帮助设置 

■ 内置的加电后诊断 

 
 
 

  

 
 

 
InSpector 2000 便携式数字谱仪 

 

描述 
 InSpector 2000 是一台基于数字信

号处理 (DSP) 技术的高性能便携谱

仪。InSpector 2000 的应用包括环境

表征、 核安全保障、 退役和去污 、

在线监控等方面常见的各种 HPGe、

NaI 和 Cd(Zn)Te 应用。 仪器提供过

去只有高端实验室系统才能提供的超

级计数率和分辨率性能以及环境稳定

性。包装尺寸和电 池寿命把现场测量

可移动性和方便性提高到新的水平。

主机的 Genie-2000 软件环 境为用

户在现场操作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在

Genie-2000 系列下还提供广泛范围的、专门为现场谱学设计的、面向具体应用的选购

软件。  

 

InSpector 2000 无与伦比的性能来自 DSP 技术。过去由于内部部件高电源需求使得许

多测量必须在实验室中进行，DSP 使得现场谱学工作者能够在各种环境条件 下利用手

提仪器执行高精度的测量。过去的模拟谱学系统受到计数率和环境不稳 定性的限制，

要求连续调整信号处理子系统，经常会影响分析结果。利用 InSpector 2000，这些问

题大大减少，同时大大提高了可移动性。  

 

InSpector-2000 的核心是数字信号处理机子系统。一般的系统在信号处理链的末尾把

探测器前置放大器信号数字化，而 InSpector-2000 在信号处理链的前端把探测器前

置 放大器信号数字化。这一方式消除了仪器前端的大量模拟电路，从而增加了稳定性，

精确度和可重复性。 

 

使用DSP技术也改善了信号获取的全面性能。以前的模拟电路所执行的信号滤波功能是

十分有限的。数字信号处理能够实现常规的模拟处理技术所不能实现的 滤波算法和脉

冲成形。DSP所使用的梯形滤波函数具有较快的处理速度、较小的 弹道亏损敏感度和

极高的分辨率。使用梯形滤波，可以更快、 更精确地处理脉冲，从而改善谱的分辨率，

同时增加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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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在现场应用中的性能优点  

 

信号处理性能的这些提高为现场谱学工作者提供了几

个重要的优点。对现场操作最有意义的是大大提高温

度稳定性。在现场操作中温度稳定性比有温度控制设

备 的实验室中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场一个工作日中可

能会变化多达 100C。没有温度稳定性，操作员将不得

不经常进行 QA 检验和增益调整，以保持刻度的峰位

和峰形的质量。InSpector 2000 在某些场合中提供比

过去的模拟产品好 2-3 倍的峰增益稳定性，甚至比实

验室 DSP 产品还好。零点的稳定性改善得更多。 在

整个操作温度范围内几乎测量不到零点漂移。  

 

计数率性能对现场用户是另一个潜在的重要问题。在

许多核安全保障以及退役和去污应用中，可能在天然

本底和严重沾污的区域中进行测量。经常会出现计数

率相差几个数量级的情况。基于 DSP 系统的动态范围

允许满足广泛范围的计数率，同时使得峰位漂移和峰

展宽最小。  

 

即使系统主要用于低放工作，这样的计数率性能也是

有意义的。通过快速信号处理降低死时间能够提高测

量的灵敏度。研究表明：在只有 3 kcps 的计数率下，

使用 DSP 就能够以比一般的模拟系统低 20% 的计数

时间，达到所需的 MDA。 随着效率较高的探测器的

大量使用，更多的用户发现在天然本底下(特别是在露

天的土壤区域中计数时) 计数率就比较高。任何沾污

都会进一步提高计数率，从而增加了死时间太大的概

率。 

 

 

 

传统的模拟手提仪器一般只能提供两个成形时间，因

为提供更多的成形时间的部 件需要占用太大的物理

空间。这一限制意味着用户不能总是精确地优化处理

时间，以便为给定的探测器或应用需求提供最佳的性

能。成形时间的这一限制将降低仪器的性能。 在

InSpector 2000 中，处理时间是通过改变上升/下降

和平顶时 间数值控制的。在 InSpector 2000 中，有

40 个上升/下降时间和 21 个平顶时间。 这在实际上

给予用户几乎无限的处理时间可调范围。  

 

InSpector 2000 支持传统的脉冲高度分析(PHA) 模

式，对随时间变化的应用也支持多路定标 (MCS)模

式。MCS 模式能够显示来自一个外部 TTL 输入、一个

全谱积分或一个感兴趣区 (ROI)。 InSpector 2000 

也支持两个具有“乒乓”内存特性的内存组( 每组最

大 8K 道)，允许用户在获取一个谱到一个内存组的同

时从第二个组读取数据。乒乓内存和 MCS 模式使

InSpector 2000 成为涉及在探测器移动过程中表征

表面或区域的理想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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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应 用  

 

环境表征  

 

InSpector 2000 的超级温度稳定性保证了

峰形和峰位在各种环境中进行长时间获取

过程中保持不变。 增益和零点温度系数甚

至比实验室内基于 DSP 产品还要好。较低

的死时间能够降低最小可探测限(MDA)。  

 

 

 

退役和去污  

 

InSpector 2000 很宽的动态范围保证了仪

器在各种污染水平造成的广泛的计数率范

围内的稳定性并给出优质的结果。 

 

 

 

核安全保障  

 

InSpector 2000 超级的通过能力/分辨率性能保证了在广泛的计数率

范围内测量 复杂的U和Pu谱给出高质量的结果。特别轻便灵活和容易

设置允许快速执行监 测 ，对现场操作只有最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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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InSpector 2000 是为整个 16 K 道内存/转换增益操作

设计的。这一功能对于需要很宽能量范围的场合特别

有用。 进行现场表征的许多用户能够利用这一功能实

现：在评估能量大于 2.5 MeV 土壤放射性核素的同时

又在复杂的 200 - 500 keV 区域内保持很好的分辨

率。

  

 

高效和方便的操作 

 

InSpector 2000 除了在谱学性能方面有上述特点外，

还通过一系列附加的特性使用户能够在现场应 用中

方便和有效地进行操作。该仪器的重量仅为 1.3 kg 

(2.8 lbs)，把全功能多道分析器的轻便度提高到新的

水平，比前一代仪器轻一半。3.8 * 18.5*17.3 cm 

(1.5*7.3*6.8 in.) 的包装把底面积比 前一代仪器减

少一半，使得它与最新一代的超小型 笔记本计算机完

全匹配。  

 

InSpector 2000 利用标准的锂离子 Sony 镉电池提供

超长的电池寿命。锂离子技术提供长寿命、良好的电

量保持时间，实际上消除了旧电池技术的存储漏电影

响。  

 

用户使用标准的充满电的电池可以支持 HpGe 探测器

和标准 RC 型前置放大器操 作 10 个小时。典型的 NaI

探测器将能够运行 12 小时。用户还可以选购一种寿命

为标准电池 1/3 的扁平电池。扁平电池能够进一步减

少设备重量和底面积，适用于不需要较长电池寿命的

应用。 

 

在某些场合下，InSpector 2000 内置的电源管理功能

能够进一步延长电池寿命。 利用电源管理功能，

InSpector 2000 在经过一段长度可由用户指定的时

间不进行获取和通信后，有条不紊地自动切断电源。   

 

需要时，可以通过dc输入插座提供外部电源。这可以

是一个标准的ac适配器(已包括)、汽车电池适配器 (选

购的) 或用户提供的dc电源。当联接外部dc电源时，

安装的镉电池总是被充电。 这一特性使得InSpector 

2000可以应用于应急响应应用。它可以作为实验室设

备使用，当需要携带到室外，电池总是充满电的。此

外，安装的电池可以作为实验室操作的不间断电源 

(UPS) 使用。

9号队员
图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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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InSpector 2000 支持两种与主机通信的方法。较好的

方法是通用串行总线(USB)，它提供高达 12 Mb/s 的

主机通信速度。这提供过去只有基于以太网介质的实

验室 系统才能提供的数据传输和显示更新性能 。

USB 提供的附加功能是能够通过 USB 集线器把几个

设备联接到一个主机/端口。这允许在一个固定位置监

控应用中显示多个 InSpector 2000。USB 要求使用

Windows 98 或 Windows 2000 操作 环境。  

 

主机接口的第二种方法是标准的 RS232 串行联接。为

了适应串行端口的通信限制，InSpector 2000 已经设

计成能够进行高度压缩/优化的通信。使用串行联线，

用户可以预期在中等的计数率下 8 k 道谱屏幕每秒更

新一次。 注意，这一速率随计数率和谱长度变化。  

 

为了提供优化的极/零调整能力，InSpector 2000 具

有极/零辅助 (PZA) 调整的特 性。PZA 允许用户通

过利用 InSpector 2000 来分析和显示滤波信号展示

的过调和调得不够的程度，来调整极/零消除线路。 用

户只需移动 P/Z 控制直到过调/调得不够指示在中间

为止，这说明最佳的调整。 

希望在调整极/零或其他参数过程中观察实际信号的

人们可以使用 InSpector 2000 和主机软件中的数字

示波器功能。用户可以利用数字示波器观察数字化滤

波信号的图形重构。刻度和触发功能类似于实际的示

波器。 

 

InSpector 2000在初始加电后立即执行一组内部诊断

分析，检查微处理器和它的部件以及信号处理逻辑。

在这段时间内，Fault LED被点亮。如果 Fault LED持 

续亮，说明发生了故障。在这一状态中，另一个LED

将闪动指示故障的性质。闪动的ACQ LED指示微处理

器或有关的部件有问题。如果Battery LED闪动，这指

示电源或信号处理逻辑可能有问题，闪动的HV LED

指示HV禁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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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Genie -2000 软件支持 

 

InSpector 2000 是 在

Canberra 工 业 标 准

Genie-2000 谱学软件包支持

下操作的 。Genie-2000 为

gamma 谱学工作者提供无与

伦比的功能：直观的用户界

面、久经考验的数据处理算

法、 广泛的质量保证功能和

灵 活 的 报 告 产 生 功 能 。

Genie-2000 的文档中详细介

绍这些功能。 

  

此 外 ，  还 有 一 系 列 基 于

Genie-2000 的上层应用软件

产品，这些软件是专门为现场

可移动应用设计的。这些软件

为相应的应用提供专门的用

户接口环境和分析 功能，允

许经过面向专门应用的常规

培训的技术员进行操作，而不

一定需要学历很高的谱学工

作者进行操作。  

 

下面对这些应用软件包作简

要的介绍：  

 

现场物体计数软件 (ISOCS) 

 

许多现场应用较大的挑战是对较大的物体产生一个精确有效的刻度，包括废物容器、大型设备、墙、地板、土壤

等。利用放射源刻度这样的几何条件一般是不现实的。ISOCS软件就是为利用数学模型而不是源进行刻度而设计

的，它以最小的开支产生精确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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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现场土壤计数系统 

 

计数大面积沾污或可能被沾污的土壤

也具有刻度的复杂性。对利用专门表征

过的 Canberra Ge 探测器计数土壤的

应用，也可以使用专门开发的数学产生

刻度。 

 

IMCA 浓缩铀软件 

 

IMCA 软件是专门为了满足 IAEA 关于

浓缩铀分析的检查规程要求设计的。它

支持 IAEA NAID (Am-doped NaI) 探

测器和 GDET (Canberra LEGe) 探测

器。专门为安全保障检查员设计的用户

接口、温度稳定的 NaI 操作和自动增益

调整是软件的标准特性 (需要升级到

支持 InSpector 2000 请向工厂咨询)。  

 

铀/钚 (U-Pu) InSpector 软件  

 

U-Pu InSpector软件使用全球标准的

钚多组分析(MGA)和铀多组分析

(MGAU) 程序。一个面向技术员/检查

员的用户接口使得软件在常规检查中

操作特别简单， 而不需要专门的谱学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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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输入/输出 

(注：有*标记的信号表示在探测器的组合插座上提供，通过

相关联的组合电缆访问) 

AMP IN (放大器输入)– 幅度 ±10 V 除以选择的增益，对线

性操作的最大输入(信号+dc) 依赖于输入衰减器的设置；衰

减器 OFF(*1)：±4V，衰减器 ON(*0.25):±12 V,  dc 耦合和

保护到±24 V 最大；上升时间：小于选择的上升时间+平顶

设置；衰变时间常数：45 µs 到无限；Zm 为 1.3 Ω.  

RESET (复位) – 接受标准的 TTL 逻辑信号；功能依赖于选择

的复位前置放大器模式；禁止脉冲处理，延长系统的死时间，

复位脉冲反堆集器，关门底线恢复器.Auto: 当大于复位前置

放大器禁止时间或内部禁止时间时，系统关门；Manual:功

能与 Auto 模式相同，但当大于用户选择的禁止设置或内部

禁止时间或复位前置放大器禁止时间, 信号处理机被禁止. 

正真或负真信号极性，用户可选择；最小脉冲宽度为 100ns; 

逻辑高 ≥ +2V， 逻辑低≤0.8V; 最大输入电压+5.5V. 

HV INH* (高压禁止) – 接受来自探测器前置放大器的输入

在探测器回温事件下切断 HVPS ; 极性由用户选择以便于前

置放大器匹配. 正极性: 对所有 Canberra 前置放大器; 启动

条件(冷探测器) 是一个开电路或活动高≥ + 1.4 V 到 +24V; 

禁止条件(回暖探测器) 是 – 24 V 到<+1.4 V 或地. 负极性: 

所有前置放大器和 LN 监控器其中启动条件(冷探测器) 为 – 

24 V 到 <+1.4 V; 禁止条件 (回暖探测器) 为开电路或活动

高≥+1.4 V 到+24 V. 选择负开输入将禁止高压. 

MCS IN (MCS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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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RM IN* (热敏电阻输入) -- 热敏电阻监控输入; 电压范

围 0 到 +5 V. 

BATTERY IN (电池输入) -- Sony NP-F950/NP-F550 或等

价的锂离子电池. 

DC POWER (DC 电源) – 辅助 dc电源输入; 2.5/5.5 mm后

面板插座. 

HV OUT (高压输出) – 双范围和极性高压电源; 

高压范围和极性由程序模块选择: 

±10 到+1300 V dc 或 ±1300 到 +5000 V dc; 在后面板

SHV 插座上提供高压输出. 5000 V 范围的低端由软件限制为

1300 V . 

RS-232 – 到 PC 主机的 RS-232 ; 软件选择波特率, 支持

2.4K to 115K ; 后面板 3-针微型插座. 

USB – 与主机通信的 USB 接口; USB 系列 B 插座. 

InSpector 2000 与通用串行总线规范版本 1.1 兼容. 所有

Canberra USB 设备配置属于厂商专门接口类.  InSpector 

2000 属于 MCA 子类. USB 支持的最大电缆长度为 5 m.  

PREAMP* (前置放大器) – 为标准前置放大器提供 ±24V 

(±5%), ±12 V (±5%) 和地; 

过载保护 

+24 V , 在 40 mA max. 

–24 V, 在 20 mA max. 

+12 V , 在 80 mA max. 

–12 V ,  在 30 mA max. 

指示灯 

HV (高压) – 绿色 LED, 指示 HVPS ON 或 HV 故障条件, 

常亮指示 HVPS ON 且在后面板 SHV 插座也许有高压. 闪动

指示故障条件，如高压过载或由于探测器回温产生禁止信号

(如果联接的话). 

FAULT(故障) – 绿色 LED, 指示加电时诊断故障或高压故

障. 

ACQ (获取) – 绿色 LED, 指示 MCA 正在获取. 

COMM (通信) – 绿色 LED, 指示 USB 或 RS-232 正在进行

通信.  

BATT (电池) – 绿色 LED 指示电源状态. 

Steady On (常亮) – 电源开关 ON 且 InSpector 2000 由

ac 适配器或充电电池供电. 

low Blink(慢闪动) – 电池将近放电完毕，剩下电量小于 

5%. 

Fast Blink(快闪动) – 电池已经放电完毕 (只能再操作不到

2 分钟)， InSpector 2000 正在有序地关闭; 获取停止, 数据

保存在内存中, HVPS 慢慢降低到零，仪器关闭. 

ICR (输入速率) – 绿色 LED, 指示输入速率; 闪动速率与计

数率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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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控制 

增益 

粗增益、细增益和超精细增益的结合设置整个系统增益与探

测器及能量应用的要求匹配；整个范围从从 x2.24 到 x2438

连续可变.  

粗 增 益 ; x2.5, x5, x10, x20, x40, x80, 160, x320, 

x640,x1280 (参考 10V 满刻度输出).  

细增益; 范围 – x0.9 到 x1.9.  

超精细增益; 范围 – x0.9975 到 x1.0025. 

增益衰减器 --ON/OFF; 当 ON (选择的)时，启动除以四个

输入衰减器，使得带大 dc 偏移的前置放大器信号和带大输出

斜率动态范围地复位前置放大器产生的过载最小; 显示的粗

增益设置包括衰减器的效果, 粗增益选择 从 10 减小到 8 覆

盖 x2.5 到 x320 范围. 当选择 OFF 时, 去掉信号衰减器. 

MCA/输入长度 --  PHA 模式: 选择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或 16384 道. 支持两个 8192 或更少道的

内存组 ; MCS 模式: 选择 256, 512, 1024, 2048, 4096, 或

8192 道, 支持两个 8192 或更少道的内存组. 

LLD 模式 – 可选择 Automatic 或 Manual LLD 模式; 

AUTOMATIC:  LLD 切断自动设置在刚刚高于谱噪声阈以上; 

MANUAL: 允许 LLD 切断手工设置为谱长度或范围的一个

百分比. 

LLD (下阈甄别器)– 用于最小输入接受电平的数字下阈甄别

器; 调整范围谱满刻度 0.0% 到 100% .  

OFFSET (偏移)– 向左偏移谱; 减去 0 到 16 128 道( 128 道

的倍数).  

ZERO ADJUST (零点调整)– 数字零点调整; 谱满刻度±

3.125% .  

INP POLARITY ( 输 入 极 性 ) –  选 择  POSITIVE 或 

NEGATIVE 输入极性.  

INH POLARITY ( 禁 止 极 性 ) –  选 择  POSITIVE 或

NEGATIVE 禁止极性.  

PUR GUARD – 以 1.1, 1.3, 1.5, 1.7, 1.9, 2.1, 2.3 和 2.5

增量选择保护时间倍数 “GT” 在探测器/前置放大器异常时

拒绝尾部脉冲.  

FDISC MODE (快甄别模式)– AUTO: 自动优化快甄别器阈

(FD); MANUAL: 快甄别器信号在 0-100% 范围内.  

INHIBIT MODE (禁止模式) – NORM: 当外部 INHIBIT 设

置为真，系统关门; RESET: 在系统过载恢复时间内或当外部

INHIBIT 设置为真，禁止时间自动延伸.  

COINC MODE (符合模式)–在 符合 (反符合) 模式中，正

GATE 脉冲启动(禁止) 当前输入转换.  

FDISC SETTING(快甄别设置) –当选择 MANUAL DISC 

THRES (手工甄别阈) 时，允许调整快甄别阈水平.调整范围

是 0%到 100%; 当手工选择快甄别阈时。前面板 ICR LED

帮助用户进行调整.  

LT TRIM (活时间调整)– 允许调整梯形脉冲扩展时间或死时

间以优化活时间校正 (LTC) 性能. 调整范围是 0 到 1000; 

缺省值 250 为广泛范围的应用提供好的 LTC 性能.  

LTC MODE ( 活时间校正模式)– ON: 启动脉冲反堆集器和

活时间校正器(LTC), LTC 产生死时间延伸获取时间补偿堆集

和被拒绝的事件; OFF: 反堆集器和 LTC 不工作; LFC: 启动

反堆集器和 LFC 接口，LTC 功能被禁止;  

滤波器 

注：滤波器输出(梯形信号)可以使用数字示波器功能在主机上

显示. 

上升时间 – 范围从 0.4 µs 到 38 µs，40 个上升和下降时间. 

平顶 – 范围从 0 到 3 µs，21 个上升和下降时间. 

BLR MODE  (底线恢复模式) – AUTO: 底线恢复作为梯形

成形时间和计数率的函数自动优化; HARD, MEDIUM, or 

SOFT: 把底线恢复设置为固定速率.  

POLE/ZERO (极/零)– AUTO: 自动极/零由计算机命令启

动; MANUAL: 极/零是利用屏幕上滑杆控制的; RESET: 把极

/零置为无限供脉冲的电荷恢复(复位)前置放大器使用;  如

果选择 MANUAL 或 RESET，AUTO 被禁止使用.  

BDC – 优化梯形平顶参数的计算机命令以便与探测器电荷

收集时间匹配.  

AUTO P/Z (自动极/零)– 启动自动极/零的计算机命令.

9号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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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or 2000便携式数字谱仪
 

PREAMP TYPE (前置放大器类型)– 选择极/零模式; RC: 极

/零可以自动调整或利用计算机命令手工调整; 范围从 45 µs

到 无限; RESET: 把极/零置为无限供脉冲的电荷恢复(复位)

前置放大器使用.  

 

 

数字示波器 

 

允许观察数字梯形信号时间重构，帮助和检查仪器设置、极/

零优化和手工复位前置放大器 INHIBIT 调整. 

 

高压电源 

 

范围 – 输出电压范围和极性由插入可编程模块选择：+10

到+1300V dc， +1300 到+5000 V dc , -10 到 -5000 V dc , 

模块类型由半固件读入和显示在主机应用中；5000 V 范围的

低端由软件限定为 1300V.  

电压界限 – 设置选择电压范围最大电压界限;  +1300 到 

+5000 V dc , +10 到 +1300 V dc 或 -10 到 –5000 V dc. 

输出电压范围和极性由插入可编程模块选择. 

状态 – ON, OFF; 设置 HVPS ON 或 OFF.  

电压 – 在选择的电压范围和界限内，调整 HVPS 输出.  

HVPS 预置 – 当发生故障条件时，预置电源供给(要求循环

的 HV off 和 on). 

稳谱仪 

 

增益模式 – ON/OFF: 启动或禁止增益模式; HOLD: 禁止

稳谱仪增益模式, 但保持电流增益校正因子.  

 

 

MCS (多路定标) 

 

模式:  

 

TTL，积分，ROI 甄别；在程序指定扫描次数内计数事件. 每

次 SWEEP(扫描)覆盖程序指定道数. 每道表示 DWELL 区间.  

 

TTL – 计数来自 MCS IN 插座的 TTL 脉冲.  

ROI 甄别 – 计数发生在程序指定的 ROI 窗口内的 Gamma

事件.  

 

可由程序指定的设置:  

 

Dwell 时间 –5.00 ms 到 10 s 分 14 步：5.00ms, 10.0ms, 

20.0ms, 40.0ms, 

80.0ms,100.0ms,200.0ms,400.0ms,800.0ms, 1.0s, 2.0s, 

4.0s, 8.0s, 10.0s . 

Dwell 时间分辨率 - 小于 10 µs . 

扫描计数器 – 65 535 扫描.  

扫描模式 – 扫描计数器或扫描无限次.  

MCS 道范围 –256 到 8192 道.  

启动/停止控制 – 软件.

9号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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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信号处理 

 

谱展宽 – 对计数率 2 kcps 到 100 kcps、2.8 µs 上升/下降

时间、 0.6 µs 平顶和正常的 P/Z 匹配， 60Co 1.33 MeV 

gamma 峰 FWHM 的变化一般小于 6%. 如果相关联的探测

器禁止一定数量的长上升时间信号，这些结果可能是不可重

复的.  

积分非线性 – 在选择范围 99.5%上，≤ 0.025% 满刻度.  

微分非线性 – 99% 范围上≤1% ，包括积分非线性的影响.  

增益漂移 – ≤35 ppm/°C.  

零点漂移 – 在 15 分钟操作后≤3 ppm/°C. 一般在整个温度

范围内小于 1 道(8K 道谱). 

过载恢复 – 对满增益、任何成形(处理时间)和适当的极/零设

置，在 2.5 非重叠脉冲宽度，从 x1000 过载，恢复到满刻度 

1% 内. 

 

反堆集器/活时间校正 

 

脉冲对分辨率– 对正规选择的探测器好于 500 ns.  

死时间校正 – 延伸的活时间校正，对 5.6 微秒上升时间和

0.8 微秒平顶时间最大 50% 系统死时间，参考峰面积精度变

化 5% (一般 3% ).  

 

获取 

 

数据存储组 – 1–16K (PHA) 道 或 2-8K 道(只对单模式); 

每道 28 位, 停止供电后数据保持 10 年. 可以分为 1/2，1/4，

1/8 和 1/16. 2–8K (MCS) 道; 每道 28 位,停止供电后数据保

持 10 年.  

 

注意: PHA/MCS 不能同时操作.  

 

存储模式 –PHA 或 MCS.  

预置模式 –PHA 模式： 活时间或实时间,  一道中的计数, 

ROI 中计数, 多个 ROI 中的计数；MCS 模式：扫描，计数大

于等于预置计数，计数大于等于预置 ROI 计数. 

时间分辨率 – 0.01 s 活时间或实时间.  

预置时间 –1 到 >4 x107 s.  

 

高压电压 (HVPS)  

 

插入可编程模块选择最大电压范围和极性。安装模块的标识

由软件报告. 

 

1300 V 范围 – 在 300 mA, +5 V 到 +1300 V .  

 

5000 V 范围– +1300 V 到 +5000 V dc 或 –10 V 到 –

5000 V dc , 20 mA.  

 

调整分辨率 - 所有模块 1/4096. 

 

波纹 – 对±1300V dc 范围，在最大电压和满负荷、50MHz

带宽 ≤25 mVpp , 对±5000V 范围，在最大电压和满负荷、

50MHz 带宽 ≤50 mVpp  .  

 

温度系数 – 经过 15 分钟预热后 ≤±50 ppm/°C .  

输出稳定性 – 在不变的室温下，经过 15 分钟预热后输出电

压的长时间漂移为≤0.01%/h 和 ≤0.02%/8 h .  

电压精度 – 设置的±10% .  

调节– 对 5 kV 范围, 在不变的室温下输出电压在整个负载范

围内变化≤0.02%.  

过载保护– 高压电源在发现任何过载时将断电一段时间，包

括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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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 

 

组合探测器电缆(标准) 

探测器组合电缆, 3 m (10 ft); 提供前置放大器电源 (9-针 

D), 能量, HV 禁止, (BNCs)和高压 (SHV). 

 

选购的探测器组合电缆, 3 m (10 ft); 和标准电缆相同此外还

包括 TRP RESET 电缆(BNC). 

 

计算机电缆 

RS-232 (标准): 

用于将仪器联接到一个 IBM PC 兼容串行端口;3 m (10 ft); 

9-针 D 插座联接到 PC com 端口和一个 3-针微型圆插座联

接到 InSpector 2000 RS-232 端口; 支持的波特率为 2400,  

4800, 9600, 14.4 k, 19.2 k, 28.8 k, 38.4 k, 57.6 k, 和 

115.2 k. 

 

USB (标准) 

用于联接 IBM 兼容主机 USB 端口到 InSpector 2000 后面板 

USB 端口; 3 m (10 ft.); 屏蔽电缆. 

 

MCS 电缆 (标准) 

用于把仪器联接到一个 TTL 兼容逻辑信号. 电缆是 1 米长 

RG-134 同轴电缆. 电缆具有一个 BNC 母插座，用于联接一

个 MCS 信号源和一个 MCX 插座联接到 InSpector 2000

后 面 板  MCS 输 入 .

物理 

 

金属和塑料外壳. 

 

尺寸: 

3.8 x 18.5 x 17.3 cm (1.5 x 7.3 x 6.8 in.) H x W x D. 

 

重量: 

1.3 kg (2.8 lb) 包括 NP-F950 Sony 锂离子高容量电池. 

 

环境 

 

操作温度 

 

范围: 0 到 50° C. 

 

湿度: 

最多 80% 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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