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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 HVPS, 前置放大器和数字MCA整体
集成在一起 
■ 与标准的14-针闪烁探测器兼容，使用
10-级PMT，包括 NaI(Tl) 和 LaBr3(Ce) 
■ 可选的温度稳定NaI 探头 
■ 与PC 的即插即用USB 2.0联接  
■支持网络应用的以太网10/100T (PoE)
联接 
■ 支持PHA, MCS, SCA, MSS, List, 
and Time-印记模式 
■ 受到Genie™ 2000 软件和编程库的
完全支持 
■ 提供带例子的软件开发包SDK 
■ 提供诊断 web GUI 
■ 与 Model 727屏蔽兼容 
 
*US 专利 7,005,646 B1 和 7,049,598 B1 

  

 
 

Osprey™ – 通用数字MCA  
闪烁谱仪的管座 
 
描述 
Osprey™ 是高性能、完全集成的多道分析
器(MCA) 管座，包含支持闪烁谱仪所需的
一切设备。 
这一紧凑的设备是为实验室和现场使用设
计的，它包含高压电源(HVPS) 、前置放大
器和全功能的数字MCA。Osprey 能够通过
USB或以太网控制，不需要购买两个分开的
设备，USB 或 Ethernet 只有一条电缆 把 
Osprey 与控制和数据获取系统联接在一
起。 
对桌面应用， 电源和所有通信由一个USB 
2.0 端口处理。在需要网络和/或远程访问的
场合，可以使用Ethernet 10/100T端口，它通过Ethernet输电技术 (PoE) 提供电力和
通信功能。使用Osprey的联网功能的一个例子设置一个在远程位置的、有多个无人值
守探测器的辐射监测系统。（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把以太网应用于桌面应用，而不
使用USB。） Osprey与强大的Genie 2000 软件包相配合，能够把闪烁谱学提高到新
的水平。只需联接探头和Osprey, 把Osprey联接到可供使用的USB或 Ethernet 端口，
启动Genie 2000 软件，您即做好了获取谱的一切准备，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即插即
用”解决方案。 
Genie 2000 软件包是一个功能完整的环境，包括MCA控制、数据获取、显示和分析。
它提供对各种操作的独立支持，包括多探测器、广泛的网络能力、高级的数据分析和
完整的批处理程序功能。高级的用户可以利用Genie 2000 编程库、使用现有的Genie 
2000 特性和用户界面，开发定制的应用。每个Osprey都包括一个OS独立的软件开发
工具包（SDK），它带有多个实例，没有Genie 2000也可以使用。该 SDK 类似于随
同 CANBERRA 的 Lynx® MCA 交货的编程工具完整集合。它允许专业用户开发平台
独立的仪器控制和数据获取应用。 
此外，一个诊断 web 图形用户界面 (GUI) 应用随同Osprey一起交货，提供MCA 和
探头状态信息、网络设置和固件升级等功能。 
Osprey 的特性支持所有常用的谱学模式 – PHA, MCS, SCA, MSS, List 和Time-印记
List – 超出市场上任何其他管座MCA。Osprey 提供超过许多现有的桌面MCA的性能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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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rey™ – 通用数字MCA 闪烁谱仪的管座 

Osprey 将支持使用10-阶段PMT的标准14-针闪烁探

测器。它也支持一个专门为Osprey设计的温度稳定

NaI 探测器。CANBERRA NAIS-2x2 温度稳定探测器

使用专利的* LED 稳谱技术，利用牢固的锁定机制来

增加可靠性。在所有的配置中，Osprey 与Model 727 

实验室铅屏蔽兼容。 

规格 

可编程的控制 
■ 增益 

–– 粗调增益 

•• x1, x2, x4, x8 软件可编程。 

–– 细增益 

•• x1 – x5 软件可编程。 

–– 总增益 

•• 细调增益和粗调增益的乘积, x1 – x40. 

■■ADC 

– ADC 14-位 20 MHz 采样， 

■■ LLD/ULD 

––ULD 

•• 0% to 100% 满刻度软件可编程。 

––ULD 

•• 0% 到100% 的满刻度软件可编程。 

■探测器电压 – HVPS 

•• 0 到 +1300 V dc： 100 V/s电源上升和下降斜率。 

■成形 

––基于DSP 的梯形成形滤波器，操作频率80 MHz。 

–– 上升时间 

•• 0.2 μs – 5 μs，步长 ：200 ns，对NaIl探头默认: 1 μs 。 

––平顶 

•• 0 – 3 μs，步长：100 ns，对NaIl探头默认: 1 μs 。 

 

■ 数字谱稳定 

––对非稳定的探头，支持一个稳定源 

––支持CANBERRA NAIS-2x2温度稳定Nal 探头。 

■ 底线恢复– 自动供应可调的BLR. 

■ 快速的甄别阈值– 自动供应可调的FDisc。 

■ PUR GUARD – 可编程守卫时间1.1 到 2.5时间成形。 

输入/输出 

■ 标准14-针 PMT 插座和CANBERRA专利 8-针插槽。 

■ USB 2.0. 

■ Ethernet 10/100T. 

■■GPIO – 三个可自由分配MCX 插座。 

– TTL 兼容，最小输入脉冲宽度>50 ns,所有输入都有软

件可选极性。 

– 符合/反符合。 

– PHA 外部启动/停止。启动/停止模式 (只有启动、只有

停止以及启动和停止)或者延迟和恢复模式 (也能够是输

出、控制其他设备)。 

–  MCS 外部启动/停止。启动/停止模式 (只有启动、只

有停止以及启动和停止)或者延迟和恢复模式 (也能够是

输出、控制其他设备)。 

– 外部时间同步 (也可以是输入或输出、控制其他设备)，

如下的模式： 

•• List (来自外部源或者主电源的同步速率事件的同步时

间印记)。 

••MSS (来自外部源或主电源的同步、推进到下一个谱组)。 

•• Aux 计数器和 SCA 计数器 (同步可用于控制计时器

启动和在每个同步事件同步计时器)。 

––Aux 计数器输入– 辅助计数器输入。 

––MCS 输入：外部MCS输入，TTL 脉冲。 

––MCS 进道– 外部 MCS 进道； TTL 脉冲。 

––MCS 扫描前进– 外部 MCS扫描前进； TTL脉冲。  

––SCA 输出 – 最多3个；每个输出可以从6个内部SCA

中选择一个。 

––ICR输出 – 来自计数率输出。 

––获取输出 – 获取状态。 

––通用输入/输出 – 输出信号驱动外部设备，或输入信号

控制外部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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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模式 

■ PHA 

––PHA 道数 256 到 2048 道。支持两个内存组，每个

最大2048组）。 

––前置：ROI 计数器 (整数)，实际或活时间计时器。 

––实际和活时间分辨率0.01 s。 

––预置时间0 到 >4 x 107 s。 

––控制：内部或外部启动/停止控制。 

––LTC 精确度 5% (3% 典型l) 最大 50 kcps。 

––LTC 方法专利。 

■ MCS 

–– 停留范围1 μs 到 999 秒，以 1 μs 为步长。 

–– 停留范围 1 到 232 -1。 

–– 预置的扫描计数器0 到 232  -1 扫描。0 蕴含“永远”。 

––MCS 输入选择：PHA ROI，外部 TTL 或快速甄别器。 

––停留选择内部或外部。 

––MCS 道 256 道 2048 道，支持两个内存组，每组最

大2048道。如下的操作进道模式是通过SDK访问。 

■ SCA 

––道 6。 

––预置模式活时间，实时间。 

––SCA 模式：自动、手动、自动Ex、外部同步 

––每个SCA道计数器的长度32-位。 

–– 每个SCA到的LLD 和 ULD ：0% to 100% 满刻度软

件可编程。 

–– 选择道SCA 信号输出200 ns，每个事件的输出脉冲

可以映照到一个 GPIO 插座。 

■MSS 

–– 获取的数据送入到两个内存组，当预置的时间参数到

达时，两个内存组可以按乒乓方式交换。 

–– 提供使用外部同步在两个组之间切换的能力。 

■ List/时间印记List 

–– 延迟：100 ms (仅当流模式支持时)。 

–– 外部时间基支持 (使用外部同步)。 

–– 时间印记分辨率选择：1 μs 或 100 ns。 

–– 最大事件速率100 000 脉冲/秒。 

■■AUX计数器 

––TTL 兼容，输入最小脉冲宽度>50 ns。 

––AUX 计数器模式：自动、手动、自动Ex、外部同步。 

性能 

■ 道配置 

––总道数8192。 

––对PHA 和 MCS模式(可以是同时的)可配置成2048, 

1024, 512 或256 道两组。 

––每道32位。 

■ 积分非线性 

–– 在选择范围的顶上99%的满刻度的 ±0.025% 。 

■ 微分非线性 

––范围顶部 99% 的±1% ，不包括积分非线性的影响。 

■ 增益漂移 

––在操作 15 分钟后，<75 ppm/°C。 

■ 零点漂移 

––在操作 15 分钟后，<3 ppm/°C。 

■ 输入计数速率(ICR) 

––如果不受探头/探测器的限制，>250 K cps ICR。 

高压电源（HVPS） 

■ 输出是电流限制和短路保护的。 

■ HVPS. 

––输出 – 0-1300 V at 300 μA max. 

–– 波纹 – 1 mV。 

–– 精确度– 3% 满刻度。 

––设置分辨率 – 14-位 (1/16 384)。 

指示灯 

■ 忙。 

■ 状态 – HV/稳定探头。 

■ ICR. 

探测器 

■ 14-针闪烁探测器。 

■CANBERRA NAIS-2x2 温度稳定NaI 探头。 

软件 & 用户界面 

■Genie 2000 谱学软件。 

■Genie 2000 编程库。 

■SDK – OS 独立，随着设备交付，独立于Genie 2000 

编程库，不需要Genie 2000。 

■ 诊断Web GUI – OS 和浏览器独立，不需要Geni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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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rey™ – 通用数字MCA 闪烁谱仪的管座 

计算机需要 

■ 最小的计算机要求是Genie 2000软件当前版本规定的

要求。进一步细节见Genie 2000 规格表。 

 

电源 

■ 主电源由USB端口或IEEE 802.3af-兼容 Ethernet 导

电(PoE)供应。 

■ 电源消耗USB – < 2 Watt. 

■ 电源消耗 PoE – < 3 Watt. 

物理 

■ 尺寸。 

– 62 mm (2.44 in.)直径。 

– 108 mm (4.25 in.) 长度。 

■ 重量 

– 280 g (9.9 oz). 

环境 

■温度 – -10 到 +50 °C (+14 到 +122 °F)。 

■湿度 – 85% 非冷凝。 

■ 满足EN 61010, Installation Category I, Pollution 

Degree 2 规定的环境条件。 

. 

兼容 

■■EMC (发射和免疫)： 

––EN61326:2006 

––EN61000-3-2:2008 

––EN61000-3-3: 2008 

––EN61000-4-2: 2008 

––EN61000-4-3: 2008 

––EN61000-4-4: 2004 

––EN61000-4-5: 2005 

––EN61000-4-6: 2008 

––EN61000-4-11: 2004 

––EN61000-4-8:2001 

■ NRTL LISTED (安全性)： 

––CAN/CSA C22.2 No. 61010-1-04 

––UL61010-1:2004 

––IEC61010-1:2001 2nd edition 

––EN61010-1:2001 2nd edition 

■RoHS 

■DIRECTIVE 2002/95/EC 

订购信息 

■■OSPREY – 数字管座

MCA，带 3 m (10 ft) 

USB 电缆，3 m (10 ft) 

交叉 Ethernet 电缆， 3 

m (10 ft) Ethernet 电缆， PoE 输入注入器(110/220)， 

1.2 m (4 ft) MCX-BNC 电缆， 3 pcs。 

■ OSPREY-PRO – Osprey ，带 S504C Genie 2000 

InSpector™ 基本谱学软件。 

■■OSPREY-PRO+ – Osprey ，带 S504C Genie 2000 

InSpector基本谱学软件和S501C Gamma 分析选购件。 

■■OSPREY-E03L – 3 m (10 ft) Ethernet 电缆，带适当

的插头供与Model 727实验室铅屏蔽。 

■■ LABR-1.5x1.5 – 14-针 1.5 x 1.5 in. 非稳定 LaBr3  

探头。 

■■NAIS-2x2 – 8-pin 2 x 2 in. LED 温度稳定NaI 探头。 

■■Model 802 – 14-针 2 x 2 in. or 3 x 3 in. 非稳定Nal 

探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