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系统开发指南
选择测试系统硬件体系结构和仪器
应用指南 1465-5

本应用指南是测试系统开发指
南系列中的第五篇，该系列应用指
南帮助您很快设计出能获得可靠测
量结果，吞吐率符合应用要求，成
本也在您预算之内的测试系统。这
篇应用指南讲述在您开始建造测试
系统前所要作出的硬件体系结构决
定和设计选择，以保证能为您提供
所需要的性能和灵活性。本应用指
南还讨论了选择系统仪器需考虑的
问题。
第17页列出本系列的其它应用
指南。

目次
引言 2
系统体系结构

2

仪器类型: 堆叠，还是插卡盒?
作出选择 4
计算子系统
开关 6

6

宏互连 8
电源 8
DUT 的专门连接 9
其它体系结构考虑 9
为您的系统选择测试仪器
确定您的需要 10
开发时间
测量速度

11
12

选择厂家 12
测试系统例子 13
结论
术语

16
17

10

3

仪器(测量和激励仪器)

引言

系统体系结构

低频测试系统实质上是在一道
工作，用于测试一种或一类装置的
一组子系统。在开始订购测试仪器
或建造您的系统前，需要对各子系
统作出一些重要决定。这些子系统
的通信和关联方法对系统成本、性
能、可维护性和可用性有极大影响。
您事前花一些时间定义系统的体系
结构，将能在随后的软件调试和故
障跟踪中节省更多的时间。最后，制
订周密的计划能帮助保证您对DUT
的精确测试。

计算(计算机、软件和 I/O)
您为测试系统选择何种体系结
构决定于系统是用于研发、设计验
开关(把系统仪器和负载与被测
证，还是制造测试。例如在研发中您
装置或 DUT 相接的继电器)
要进行的参数测试无需在数百被测
宏互连(DUT — 系统配线接口)
装置(DUT)上重复。在设计验证中，
电源(向 DUT 供电)
您需要适应经常变更的引脚，但各
项测试的速度并非关键。在高量产
DUT 的专门连接(负载，串行接
的制造中，您需要测试成百上千的
口等)
DUT，因此速度和成本至为关键。因
此，不同情况的测试系统体系结构
作为测试工程师，您的任务是
也会有所不同。在研发环境中，您可 精心选择这些子系统，让它们在一
能不必使用下面所列的所有子系统， 起有效工作。让我们了解每一种子
但对于设计验证、生产验证和制造 系统。
测试，通常需要对这六种主要子系
统作出选择决定:

在设计测试系统时，许多需要
考虑的问题都和建筑师设计建筑物
的情况相似: 美观、安全、热性能、
大小、成本、未来扩展、单元的最佳
位置等等。在您确定了如何应对这
些高层问题时，测试要求将指导您
设计针对您所要测试的装置的测试
系统。

图 1. 通用测试系统体系结构

系统控制器

这篇应用指南探讨为保证测试
系统能提供您需要的性能和灵活性，
您必须做出的系统体系结构决定和
设计选择。还讨论了选择系统仪器
需考虑的问题。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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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测量 / 激励仪器
接口:
VXI, FireWire,
MXI, USB, LAN
DUT 的专门连接

开关

宏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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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装置 (DUT)

仪器类型:
堆叠，还是插卡盒?
测试系统有两种主要的仪器类
型，堆叠和插卡盒。堆叠仪器是可单
独使用的独立仪器。在测试系统中
经常把它们叠放(名称的来源)在机
柜中，以节省空间，工程师通常也使
用外部计算机对其控制。

插卡盒仪器
插卡盒仪器顾名思义，是采用
插卡的模块式测试仪器。您可把插
卡插入插卡盒或主机，用嵌入控制
器(该插卡是 PC)或外部 PC 控制。

另一种插卡盒体系结构是 PXI
(PCI 总线对仪器的扩展)。虽然 PXI
卡很小，但它们一般达不到 VXI 或
堆叠仪器的精度和性能。如果您打
算采用PXI系统，一定要了解是否还
另需购买信号调整设备。此外，基于
PC 背板的 PXI 没有电磁干扰(EMI)
和冷却指标，因此不符合安静测量
环境的要求。要了解有关 PXI、VXI
和堆叠系统的特性比较，请参看第
5 页的附注。

另一种插卡盒体系结构是compact
PCI(CPCI)。CPCI 技术是 PXI 的基
础，虽然PXI增加了PCI不具备的触
发选项。CPCI和PXI 卡在某些情况
下可互换。CPCI 卡更适合用于工业
PC 机，因为它们可以上架，并且比
其它插卡类型更坚固。

图 2. 装有模块化测试仪器插卡的 VXI 主机

VXI 是适用于插卡盒系统的标
准和开放的体系结构，它允许在同
一主机中使用来自不同制造商的仪
器。VXI总线(VME总线对仪器的扩
展)由测试和测量公司联盟开发，旨
在满足市场对模块化仪器的需要。
VXI 是沿用 VME 总线的标准，但它
专门作为一种新平台定义，因为
VME 不能满足仪器行业的需要，特
别是在噪声抑制和触发能力上。
VXI 通常有比其它仪器类型更高的
性能和速度。
0 槽接口和控制

仪器模块

主机提供
通信、电源和冷却

www.agilent.com/find/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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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仪器
堆叠仪器要比插卡盒仪器占用
更多空间，但由于高量产而较为便
宜。很容易找到适合在系统中使用
的高质量、高可靠独立仪器。近来，
测试设备制造商更把如何更适于系
统环境的各种想法置入他们的独立
测试仪器，从而使堆叠体系结构更
易于实现。例如安捷伦提供的“系统
就绪”仪器就融入了标准协议和经
优化的功能，包括屏蔽、滤波、高速
I/O ，以及板上的智能和存储器。
在测试系统中使用系统就绪堆
叠仪器有许多好处。例如由于您能
用这些仪器进行独立操作，系统的
查错就较为容易，因此能节省您的
系统开发时间。您可在独立工作模
式下事先检查仪器状态，在整个系
统设置前保证能够得到良好的结
果。插卡盒仪器不能这样做，所以
难以区分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
件问题。

某些组织在产品生命期的所有
阶段都使用一套标准堆叠仪器，这
样能实现组织内不同成员间的有效
协作和沟通。例如研发工程师可能
使用台式仪器开发产品。当产品转
向设计验证测试 — 或是在较大的
组织中把生产前的产品原型交给设
计验证部门时，使用相同仪器是很
有帮助的，即使在设计验证阶段采
用自动或半自动测试。如果是由研
发工程师本人作验证测试，他已对
仪器操作非常熟悉，并能够相信仪
器产生的测试结果。尽管研发和设
计验证不是由同一工程师或同一部
门实施，采用同样仪器也便于沟通
和共同解决问题。在产品转入制造
时，您也同样能从相同测试系统体
系结构得到这些好处。

作出选择
作出使用何种仪器体系结构的
决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如果您是
从头开始建造系统，就需要审核整
个系统的性能和成本。但如果您已
经有了部分堆叠或插卡盒仪器，利
用这些现成仪器会比使用全新仪器
节省。另一重要因素为是否掌握用
堆叠仪器或插卡盒仪器建造系统的
专业知识。如果公司的专长是插卡
盒体系结构，就没有道理转向堆叠
体系结构，即使这类设备的价格更
低。但若您决定在系统中保留已有
的插卡盒装置，可考虑转向混合型
系统，通过添加堆叠仪器提升您所
需要的能力或性能。您还需要为作
出最好决定而评估特定的环境。
另一项需考虑的因素是系统维
护成本。包括修理费用，以及在手头
保管空闲部件和额外仪器 / 插卡的
成本。
在本应用指南的“为您的系统
选择测试仪器”部分(第 10 页)，您
将得到为系统选择正确仪器的更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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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类型比较

实时更新能力。特别是具有立即反
馈能力的示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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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 和 CPCI 系统的占用面积
最小。但有许多仪器功能尚未在
PXI 中实现，因此工程师往往需要
采用堆叠仪器加 PXI 仪器的混合
方式。只要系统中有堆叠仪器，占
用面积就与全堆叠系统相同，PXI
插卡节省空间的优势也就不复存
在。

1. 独立使用

这样的插卡盒系统有很高的效费比。
8. 易于使用和集成
由于有内部 PC，插卡盒可独 但全部插满的插卡盒也排除了未来
如果堆叠系统的设计留有合
立操作，但如果需要操作员 GUI， 扩展的可能。
理的未来扩展空间(规划未来的好
就还需监视器。嵌入式 PC 的价格
注意)，为堆叠系统增加仪器并不
是标准 PC 的好几倍。插卡盒总还 4. 突发速度
比插卡盒增加仪器复杂。最重要的
突发速度是仪器把来自某条总
要有某种形式的计算机通信，而堆
考虑是把电缆接到现有体系结构是
叠仪器能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检 线或 I/O 端口中一个通道的大量数
否容易。例如，无论您使用的是插
据传送到计算机的速度。数据采集
查系统。
卡盒还是几台堆叠的仪器，它们的
比功能测试更多使用突发通信。插
输入和输出都要接到开关系统或宏
卡盒在这一领域具有优势，虽然近
2. 精度度
互连。如果所设计的系统能处理这
插卡盒中的电源必须由若干 来 I/O 速度的进步使背板和外部 I/O
样的新仪器，集成只是几分钟的事
子系统共用。而堆叠仪器是针对某 间的疆界变得模糊。
情。但如果为处理新仪器要重新设
一应用进行最优化设计的，因此可
计系统，则要花好几天时间。
提供工作需要的正确电源，模拟电 5. 单点测量
单点测量速度是进行一次测量，
路也不受外壳的约束。堆叠仪器可
9. 屏蔽
最小化电磁干扰，使灵敏仪器免受 切换通道，然后进行另一次测量所
专用堆叠仪器通常有良好的
感应电流的影响。因此，堆叠仪器 花的时间。这是功能测试使用的主
屏蔽。由于它们是为特定用途所
通常在精度、串扰和噪声等性能上 要模式。您可在第 12 页的“测量速
作的设计，因此比类似插卡盒仪
度”部分得到有关测试执行速度的
都超过插卡盒系统。
器更能抗干扰。VXI有专门的屏蔽
更多信息。
规范，而 PXI 和 CPCI 没有屏蔽规
3. 价格
范。虽然厂家有可能实现 PXI 屏
在不使用机柜安装时，台式仪 6. GUI 响应时间
当插卡盒与 PC 通信时，PC 承 蔽，但如果在插槽中插入另一厂
器系统的价格通常要低得多。在仪
家的产品，就可能对邻近仪器造
器叠放时，系统价格可以与插卡盒 担着处理数据和更新 GUI 的双重任
成有害干扰。
系统相比，但有一个例外: 当某项 务。在一些堆叠仪器中，这些操作是
应用的插卡盒插槽全部被插满时， 并行进行的，使操作者具有更多的

www.agilent.com/find/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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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子系统
在考虑有关计算子系统方面的
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是用手动、半
自动，还是全自动方式控制您的系
统。测试系统开发指南中第一篇应
用指南AN 1465-1“测试系统设计入
门”对此做了介绍。计算子系统部分
的信息适用于决定采用半自动或自
动控制的测试工程师。
对于使用堆叠测试仪器的系统，
您通常会采用与仪器有电缆相接的
外部 PC。对于使用基于插卡仪器的
测试系统，您需要决定是采用嵌入
PC (装在仪器插卡盒内的 PC)，还是
外部 PC。初看起来嵌入 PC 似乎是
好的选择。它装在已有插卡盒的内
部，因此能有效节省机架空间，直接
接到背板更可实现高数据传输速度。
但嵌入 PC 的价格要比外部 PC 高得
多，而且没有为许多现代外设保留
空间。嵌入PC中使用的技术往往滞
后通用计算机技术，在处理器类型
和速度上一般要落后一代。

如果您使用外部 PC，就能用同
样的钱获得更多计算功能。此外，许
多外部 PC 都配有内置的工业标准
接口，如USB、LAN和FireWire。如
果您使用带这些接口的PC，就能通
过使用支持这些接口的测试仪器降
低测试系统成本，或通过使用USB/
GPIB或LAN/GPIB变换器缩短设置
时间。在测试系统开发指南中的第
二篇应用指南 AN 1465-2“计算机
I/O 考虑”详细阐述了有关内容。
在制造环境中，成本通常是最
重要的考虑，特别是当您实现数百
套相同的测试系统时。外部PC的较
低起始成本通常是制造测试系统好
的选择，而且其后的服务费也低于
嵌入式控制器。
另一项重要计算考虑是软件和
应用开发及运行时间环境。在测试
系统开发指南中的第四篇应用指南
AN 1465- 4“选择测试系统软件体

系结构”讲述了与软件有关的计算
子系统决策问题。

开关
开关，或继电器把系统仪器与
负载接到您的 DUT，它是大多数测
试系统的组成部份。选择正确的开
关类型和拓扑将影响您测试系统的
成本、速度、寿命、安全性和全部功
能性。要了解对测试系统中开关的
全面要求，请参看应用指南 1441-1
“测试系统信号开关”。

选择开关子系统的继电器类型
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您所能
测试的电路和系统类型。对于高速
系统，簧片继电器和 FET 是最好选
择，其中簧片有更高的额定电压和
电流值。它是把测量仪器和低电流
激励连接到 DUT 的极好选择。簧片
非常快(通常约 0.5 至 1.0 ms)，虽然
比电枢继电器的热偏移电压高。应
为较高电流负载选择电枢继电器(典
型开关时间为 10-20 ms)。在使用电
枢继电器时，要把测试项目编组，在
继电器保持连接时同时读到尽可能
多的读数。由于电枢继电器相对较
慢，您应设法避免它们的多次接通
和断开。
开关拓扑可按复杂程度分成三
大类: 简单继电器配置、多路开关和
矩阵。何种使用方式最好决定于仪
器和测试点数，是否必须同时连接，
要求的测试速度，成本考虑，以及其
它因素。
簧片继电器的矩阵配置提供把
任何数量仪器与 DUT 上的任何引脚
相连的极好方法，在您为系统增加新
仪器，或DUT上有更多引脚时，矩阵
能容易地扩展。矩阵使用的继电器比
多路开关多，因此成本也高。如果您
不需要把多台仪器接到任何 DUT 引
脚，那么多路开关是适合的解决方
案。例如，如果您有一个1×20的多
路开关，就能把一台测试仪器接到
20 个引脚，但不能接到 20 个引脚外
的其它地方。而使用矩阵中同样的
20 个继电器，您就能以任何组合方
式把 4 台仪器接到 5 个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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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测试和设计验证系统中，
您往往需要把通用继电器编成排，
以改变它的电流能力。您能用这些
继电器把 DUT 输入接地或接到电
源，或是通过电阻器摹拟变脏的开
关。您也能用这种方法断开输出负
载，对输出晶体管进行参数测试，如
图 3 所示。
您也需要考虑把开关放在何处
和如何配置开关。虽然对于高性能
仪器，继电器卡可以放在插卡盒
内，但这是对宝贵资产的浪费。模

图 3. 开关负载允许参数测量

块化插卡盒中的高速背板更适于控
制高速仪器，而不应用于简单的继
电器。如果您为此目的把继电器放
在单独的开关盒内，就能更容易地
扩展高性能仪器，也为更密集的继
电器卡、更多的继电器卡或更大的
开关盒留有空间。这样做也更清楚
地划分仪器和开关子系统，使系统
构成更清晰。
把 DUT 接口板 (宏互连或馈通
板)放在装有插卡的开关子系统前
面，接口板有两个要实现的目标:

(1)由于开关盒和宏互连位于同一平
面，因此能最小化机架空间; (2)减
少开关至DUT 的配线长度。如果您
选择插卡在后面的开关盒，就可利
用机柜后面的支撑轨把开关盒向后
安装，如图4所示。对此方法有两种
否定意见: 不能从系统前面操控开关
仪器的前面板，维修时可能难以触
及插卡。但一当系统投入运行，就
极少需要从前面板操作开关盒，可
从后面拉出仪器，或是卸掉系统侧
板插拔插卡。

图 4. 后面安装开关子系统减少了机柜空间，也把
电缆长度减到最小。

www.agilent.com/find/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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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开关的提示
1. 把系统开关放置在专用机箱
内，如 Agilent 3499 A/B/C 开
关 /控制主机或34970A 数据采
集 / 开关单元。把所有系统开
关放在一个地方能最小化成
本，也使系统有条理。并要为
开关盒扩充至更大尺寸和未
来需求增长保留足够的空间。
2. 在开关盒内建立一个仪器矩
阵。例如建立一个 16 × N 开
关矩阵，仪器接到 16“行”
，您
的 DUT 接到“N”列，一个矩
阵列为一个DUT引脚。通过让
N 成为可扩展的数值，比如 16
或32，您就得到能处理当前需
要的模块，并在未来扩展到更
高引脚数的模块。在您需要新
仪器时，只需把它们接到新的
行，而不需要另外配线。由于
大多数仪器都是低电流的，并
且要很快地跨多点扫描，因此
对于这种体系结构要选择快
的干簧继电器或 FET 开关。

在您设计测试系统开关时，还
需考虑系统的安全特性。特别是在
使用高压和大电流时，要有断开所
有信号的开关，把造成伤害的可能
减到最小。

宏互连
宏互连板是DUT至系统的连线
接口，使您能用夹具代替每处分别
的导线连接。
在您为研究室设计功能测试系
统时，放弃宏互连会有相当的诱惑
力，因为产品设计改变频繁，为夹具
重新布线要花费许多时间。在对大
量装置作相同测量时的情况则有所
不同。使用引线夹也许是可行的，特
别是对于小 DUT 的情况。接口板相
对较贵 — 使用它很可能使系统成
本翻番 — 但在您测试验证、生产
验证或制造测试系统中使用接口板
则有极为充分的理由:

用接口上的终端块，在DUT改变
时能容易地改变配线，因此便于
把多种资源接到公共点，在调试
系统时提供方便的测试连接。
对于设计验证、生产验证和制
造测试，是值得在宏互连上投资的。
它们提供用相同系统改变至不同
DUT 连接的快速和可靠的方法。
您可从如下三家主要厂商:
Virginia Panel，
MAC Panel 和 Everett
Charles Technologies/TTI Testro 得
到有关宏互连的更多信息。

电源
DUT电源是测试系统的集成部
件，无论它是简单的偏置电源，还是
先进的系统电源。根据应用情况，
DUT的电源要求可从几毫瓦到数千
瓦。有许许多多电源可为DUT供电。
选择正确的电源远不止是根据电压
和电流挑选。

宏互连为系统和 DUT 间的接口
采用为DUT提供稳定电压源的
部件，如终端块、熔丝、定制电
可靠系统电源，测试
DUT 遇到的麻
路 / 接口 / 调整等提供安装位置。
您可把这些部件装在接口框架 烦就会少得多。电源内置的测量能
上，或是附着在框架的隔板上。 力可用于在各种工作条件下验证
DUT 的性能。
导线的偶尔移动不大会影响对装
置的测量。

3. 要在开关盒内为电源和负载
连接分配一组通用继电器。这
些继电器对于建立可编程任
何 DUT 引脚至任何负载连接
的经济的大电流矩阵是过大
了。因此要把这些继电器连接
拿出， 而直接放在接口板
上，在接口板上接到相应的
DUT 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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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选择DUT电源时，应考虑:
稳定时间
输出噪声
快瞬态响应
快编程，特别是下编程响应
远地敏感 — 补偿导线压降
内置精确的电压和直流电流测量
或波形数字化
体积小 — 有可能不增加机柜空
间而通过切换获得线性性能(低
噪声)
多种触发选项
可编程的输出阻抗

DUT 的专门连接(负载，串行接

其它体系结构考虑

口等)

交流配电 — 如果您设计的系
为向装置施加应力，许多 DUT 统预计要进行复制和发运到具有不
都需要有与输出相接的元件。这可 同电源要求的世界各地，系统就可
能是电阻性或电抗性的输出负载， 能需要包括配电单元，使系统能容
如电阻器、灯泡、马达，或是复杂的 易适应不同地区的供电要求。配电
摹拟负载，比如数码相机电池中动 单元使您能连接电源，检查电源线
态变化的电流。在多数情况下，聪明 问题，对输入滤波，并允许增加不间
的做法是在系统中留有放置这些负 断电源和应急切断(EMO)开关输入。
载的位置，比如可把小的分立负载
放在可拉出的托板上。有些直流可
编程负载(电源的尺寸和形状)可上
架。这类负载通常要通过继电器接
到DUT，从而允许DUT与所有测试
系统资源完全断开。如果您决定使
用继电器，要把负载靠近开关子系
统，以把电缆长度减到最小。

多路输出和输出序列
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

图 5. 简图显示在不同配置中连接负载的方法，桥负载连接 DUT 两个引脚间的负载，而不是输出和地，
或输出和电源间的负载。

引线长度
对暴露电压的安全性
您对电源的选择将极大影响系
统吞吐率，因为等待电源稳定往往
是测试计划中最费时的因素之一。

www.agilent.com/find/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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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 — 如果您未注意冷却问
题，机柜内的温度很容易超过测试
仪器规定的环境条件。在发生这种
情况时，您的仪器会过早失效，测量
结果也是不可信的。温度梯度是另
一需关注的问题。如果机柜一边比
另一边的温度高 10°C，即使全部温
度都在仪器规定指标范围内，温度
梯度也会造成有害的热偶效应或慢
漂移误差。

人机工程 — 在您作出系统体
系结构决定时，要考虑操作者的舒
适和方便。应根据操作者是站着还
是坐着工作，提供适宜高度的足够
操作空间。把显示器放在合适的高
度，如有可能，应把显示器倾斜放
置，以减少闪烁和视觉疲劳。还要为
操作提供足够的照明。为适应使用
左手或右手的操作者习惯，鼠标应
能放置在键盘的任一边。

为您的系统选择测试仪器
对系统测量和激励仪器的选择
— 无论是堆叠仪器还是插卡上的仪
器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您需执
行的功能和参数测试，以及测试系
统是采用手动、半自动，还是全自动
控制。

确定您的需要

在所有情况下，聪明的做法是
您可用风扇为系统散热。如果
安全 — 如果操作中要使用高 先列出一张表格，内容包括打算测
风扇不能产生足够的散热气流，可 压，应考虑通过互锁避免意外事故。 试的每一装置的输入和输出，要测
能需要考虑采用空调机柜。为此可 要有预防静电的措施。对于能造成 量的参数，以及每项测量要求的精
选用标准 NEMA 机柜。
人身伤害的活动部件，可考虑采用 度和分辨率。在表格完成后，应检查
闭锁开关(两个开关，运行设备必须 确定它不包含冗余的或不必要的测
如果您使用堆叠的测试仪器， 两者均工作)和 EMO 开关(在应急条 试。然后确定对各项测量的可能测
需考虑这些仪器在机柜内的放置方 件下这一个开关可关断整个系统)。 试仪器，寻找把同样测试设备用于
法。气流通常从测试仪器的一边或 重的设备放在机柜下部，要很好分 多项测量的机会。
底部进入，从另一边或顶部排出热 配机柜中的重量，以防止机柜倾覆。
所需的仪器类型决定于您的应
空气。应注意不要把仪器的进风处 还应考虑从机柜中取出仪器维护时
用。但为正确选择测量和激励仪器，
靠近另一台仪器的排风孔。在测试 的重量分布。
您需要回答几个普遍性的问题。
系统开发指南中的第六篇应用指南
未来扩展 — 为最大化功能测
AN 1465- 6“理解机架和系统互连
1. AC 激励 — 您需要同时施加多
的影响”中有关于机柜测试仪器的 试系统的重用能力，您需要规划未
少动态(AC)信号? 这决定了所需
更多信息。
来适应更多仪器、更多开关、和要求
任意波形发生器 / 信号发生器的
更多功率的更大 DUT 的方法。为得
通道数。对于需要 4 个以上通道
到最好的长期灵活性，应尽可能采
的应用，仪器插卡盒是最好的解
用开放标准。要在插卡盒中保留20决方案。对于低成本是主要要
30% 的额外空间，或在机柜中留有
求，以及具有较少通道和隔离输
20% 的额外空间，以适应未来仪器
出的应用，堆叠仪器是更好的解
的增加。有关为未来扩展作出规划
决方案。
的更多信息，请参看测试系统开发
指南中的第一篇应用指南 1 4 6 5 - 1
“测试系统设计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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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C 激励 — 您需要同时施加多
少静态(DC)信号? 这决定了所需
DAC(数模转换器)的通道数。
3. 测量 —您需要进行何种类型的
测量，需要同时进行多少测量?
如果最小化仪器成本是基本要
求，要充分注意能够执行多项任
务的仪器辅助功能，找到最小化
仪器数量的方法。例如，如果精
度和速度并非您应用的关键要
求，则可用频谱分析仪进行射频
功率测量。如果您只需知道电源
电压在0.5%之内，就可使用电源
内部的电压表，用它的读回机构
读出输出端子上的电压。

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您往往把
当您选择测试系统仪器时，要 大量时间花在调试系统上，特别地
寻找能最小化您开发时间的仪器。 在建造新的测试系统时。通过编写
采用融有您所需大部分测量解决方 把输出通过大量开关路径返回输入
案的堆叠系统就绪仪器能为您节省 的诊断测试例程，就能显著节省调
大量时间。例如，如果您使用具有调 试时间。这种做法能帮助您很快查
制能力的源，就不必为产生所需调 明问题原因 — 无论是源，测量仪
制去开发自己的算法或集成另外的 器，还是开关路径。
硬件。
要了解有关最小化开发时间的
如果您要将硬件成本减到最低， 详细情况，请参看测试系统开发指
就需了解硬件的辅助能力。但如果 南中的第四篇应用指南 AN 1465- 4
您的目标是把开发时间减到最少， “选择测试系统软件体系结构”。

开发时间

则应购买为完成您的任务而专门设
计的仪器。使用带有 IVI-COM 驱动
程序的仪器可节省您的开发时间。
如果仪器有 IVI-COM 驱动程序，您
4. 协议 — 您使用任何串行数据协
就可互换硬件而不必重写软件，只
议吗? 这确定了对仪器处理 CAN,
要它具备特定仪器类的功能。要了
ISO-9141, J1850 等能力的要求。
解选择驱动程序对开发时间的影响，
在作出测量表格和回答了这些 请参看测试系统开发指南中的第三
问题后，通过计入预算和时间要求， 篇应用指南AN1465-3“理解驱动程
以及对测量速度的要求，就可制订 序和直接 I/O”。
可能的仪器表。
具有可下载测量专用件的测试
仪器也能为您节省开发时间。您可为
特定应用直接把测量专用件下载到测
试仪器的内部存储器。然后简单地从
测试菜单中选择，测量专用件的“智
能”自动运行测试，从捕获信号到显
示结果。例如 Agilent ESA-E 系列频
谱分析仪有用于测试有线电视、相
噪、电缆故障、
蓝牙、cdmaOne、GSM/
GPRS 和调制的多种测量专用件。

www.agilent.com/find/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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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测量。在这种情况下，突发率并
如果您正在建造制造测试系统 无实际意义。例如选用两台数字万
(对设计验证应用的少量扩展)，执 用表，一台为 GPIB，另一台为 PXI。
行每项测试所花的时间往往是至关 下面示出它们在功能测试模式时的
重要的。了解系统执行测量究竟有 相对速度。虽然在突发模式时，PXI
多快是比较困难的。例如数化器能 DMM要比特定GPIB DMM快得多，
非常快地取样 1000 个读数，但如果 但两者在功能测试模式的可比实际
是在GPIB上将这些读数传送到PC， 速度几乎相同; 事实上 GPIB DMM
就会花较长的时间。您可以把判定 还稍快一些(图 6B)。
算法下载到数化器，这样就只需把
在较高分辨率时，突发率再次
通过/不通过结果送回PC ，使GPIB
变成无实际意义，因为实际读数率
成为合理的选择方案，这可比基于
不仅是数字万用表采样时间，而且
插卡盒的解决方案节省资金。但建
是继电器开关时间的函数。由于这
造判定算法和将其下载到仪器需要
些读数时间通常可能小于10次/秒，
额外的工作量，因此可能增加开发
只有绝对需要很高分辨率时，才取
时间以及延缓“首次运行”测试程序
这样的读数。
的时间。此外，在仪器中分析读数要
比在PC 中慢得多，因为存在许多影
有关不同接口上的数据传输率
响因素。
如何影响系统总测量速度的讨论，

测量速度

简单地读数据表并非问题的全
部。最大读数率指标通常是指突发
速度; 这是在单一通道上采样信号所
能达到的速度。但这并非典型功能
测试工作方式。在功能测试中，系统
通常要进行一次测量，然后改变参
数，如量程、功能或通道，再进行下

请参看测试系统开发指南中的第二
篇应用指南 AN1465-2“计算机 I/O
考虑”第 6 -7 页。要了解最大化系
统吞吐率的方法，请参看测试系统
开发指南中的第七篇应用指南
AN1465-7“自动化系统吞吐率和优
化系统调度”。

选择厂家
正确的仪器设计应注意各种细
节问题。要选择掌握设计方法，并知
道如何能最小化系统噪声，最大化
精度和吞吐率的厂商。
当您将一些仪器集合到一起工
作时，有时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情。
因此您需要厂商能提供当地的支持
和服务。要选择能帮助您处理重复
能力、系统噪声、校准和漂移这类问
题的厂商。
如果您的厂商能提供适用于整
个子系统，如中央开关的指标，就能
避免把各厂商所有指标集合到一起
的时间和麻烦，并预见系统可能实
现的实际精度。
校准可能是系统建造中费时和
费钱的事情。要确保您的系统不需
运到地球的另一半球去进行校准。
校准对于射频和微波系统是极端重
要的，所以要确保厂商的支持部门
能够满足您的各种需要。

图 6. 突发速度可能使人误解。4.5 位测量速度: GPIB, PXI DMM。
“C”是同样标度 A 和 B 的组合。

A. DMM 多次采样测量速度(读数 / 秒) — 无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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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MM 单次采样测量速度(读数 / 秒) — 无开关

C. DMM 测量速度(读数 / 秒) — 无开关

图 7. 功能测试系统

设计系统

测试系统例子

现在我们把该体系结构决定用
为说明这篇应用指南中讨论的
概念和问题，我们从头设计一个用 于测试汽车油门上电油门模块的测
于测试低频，低 / 中引脚数，低 / 中 试系统。根据测试指标，测试需要使
功率模块的测试系统。这些模块通 用如下设备:
常用于汽车工业和宇航 / 防务部门。
可编程电压 / 电流 / 电阻表

PC(可能装在后面)
可选的第 2 台数字多用表
函数发生器
示波器，带 CAN 触发模块

开关盒，直接放在
接口板后面

进行体系结构选择

可编程电源 — 0-13.5 V/0-10 A

表 1 示出我们为该测试系统所
做的体系结构选择。

有脉冲宽度调制能力的波形发生
器，0-10 VDC，0-3 KHz

VXI 插卡盒，带 FireWire，
数化器，DAC 和
数字万用表

低电流直流电压源 — 0-5 VDC

用于扩展的空间
电源

波形分析仪
CAN 接口
摹拟或实际步进电机负载

表 1. 范例测试系统的体系结构决定
子系统
仪器(测量和激励仪器)

计算(计算机，软件和 I/O)

开关(继电器把系统仪器和负载与
被测模块或 DUT 互连)
宏互连(DUT — 系统配线接口)
电源(为 DUT 供电)
DUT 的专门连接
(Ioads, serial interfaces, etc.)

决定
混用基于插卡的和堆叠仪器的速度
· VXI 用于较高速度的 DMM，多通道 DAC 和数化器
·其它测试仪器采用堆叠仪器
为堆叠仪器留有 20-30% 的额外机架空间
对基于插卡的仪器，插卡盒内留有 20% 的扩展空间，
或安装更大插卡盒的机柜空间
使用具有顶部排风的冷却风扇
使用外部 PC ，而非嵌入 PC
只使用工业标准接口
用 FireWire 接口控制 VXI 仪器
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软件
把开关放在单独子系统中
测量仪器和低电流激励采用矩阵开关体系结构
把 DUT 接口板(宏互连或馈通板)放在开关子系统前面
使用大电流电源，机架中保留一台以上的空间
把大电流 DUT 引脚连到可接至电源和负载的通用继电器

理由
最高效费比的解决方案; 有助于优化系统
自动化系统速度; 堆叠仪器中没有适合的数化器
精度，在编写代码前实现原型系统的能力
允许未来扩展
允许未来扩展(预期对更大开关盒或更多
电源的需要)
热空气上升，顶部风扇不影响机柜内任何地方的操作
较低成本，标准接口
更容易支持
为了速度
开发快
单独卡式开关盒使低数据率仪器有更高的效费比
易于扩展，仪器连接的更高灵活性
最小化电缆长度，节省机柜空间
DUT 需要大电流。预期未来的研发会使用更大的 DUT
能从 DUT 断开负载，允许在这些引脚上进行其它测量。

www.agilent.com/find/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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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DUT 的 3 个连接器上总共有
14 个引脚。经查看各种样本和采用
前面确定的体系结构，我们选择如
图 7 所示的仪器。

GPIB 变换器，因此 PC 中不需要用
于 GPIB 卡的插槽。这就可提供对
USB 的访问，在“顺应未来”的系
统中用USB 取代GPIB电缆和仪器。

这里有四台 GPIB 仪器 — 电
源、开关盒、示波器和可选的第二台
数字万用表(用于调试，因为它不需
要使用 PC)。这些仪器使用了 USB/

我们的系统使用多种 I/O 接口:
RS-232、FireWire、USB、GPIB 和
LAN。选用带 IVI-COM 和 VXI 即插
即用仪器驱动程序和VISA I/O 库的

表 2. 确定范例测试系统中的仪器
仪器
理由
可上架安装的任意波形发生器 / 函数发生器
大功率电源
可选数字万用表
示波器，带 CAN 触发模块
专用开关插卡盒(开关盒)
4 槽 VXI 插卡盒包括:

需要产生 PWM 信号，并且不很贵
模块需要 10A 的启动电流
调试
监视信号，包括 CAN 流量
装有单独开关盒的低数据率仪器较为便宜
以合理的结构尺寸提供更多通道; 留有未来扩展空间

·数化器
· 16通道 DAC
·高速数字万用表
· 基于 RS-232 的 CAN 接口
放在 PC 后面的机架上

用于高分辨率采样
用 DAC 产生刹车信号
实现最快的测量
测试模式中模块需要 CAN 接口

图 8. 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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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Studio .NET，控制程序就能
容易地在所有接口上与仪器通信。
事实上，甚至在仪器I/O接口改变时
(比如从 USB 变为 LAN)，程序中变
化的也仅仅是最初字符串。因此可
规定使用别名，以消除对I/O地址的
硬编码。
图 8 显示仪器如何接到开关子
系统。我们选用矩阵，因此任何仪器
都可连接到任何 DUT 引脚，并能通
过扩展矩阵行和列的数量容易地增
添新的仪器。除 CAN 总线外，所有
至 DUT 的连接都是可切换的，所以
您也能测量引脚至引脚的连续性。
为避免接地环路，这里采用的是星
形接地。
宏互连是该系统的一个选件。
这一特定DUT仅有14个引脚，因此
在研发或设计验证环境中，您并不
需要宏互连接口所提供的灵活性。
如果引脚数不多，简单地把开关盒
输出直接接到 DUT 连接器就已足
够。但未来如果您要测试的模块有
更多引脚，或需要在系统和 DUT 间
插入其它装置，则需要采用商业的
互连解决方案。为此可把这类接口
直接放在开关盒前面。

我们选择5线测量，因为可把数
字万用表的所有 4 条引线接到 DUT
的不同引脚而进行4线电阻测量。我
们把 2 个矩阵点路由到 DUT 上的相
同引脚(如图 9 中的 Pot1 和 Pot Gnd
引脚)，进行非常精确的电阻测量，
因为远地敏感正在 DUT 处。如果您
不使用2线，可在继电器矩阵内进行
4线电阻测量，此时仍能得到较好的
结果。总线中的第5条线永久性地接
到星形地，它作为任何单端接地设
备，如示波器; 或可接地的浮地设
备，如函数发生器、数化器、DAC
和数字万用表的公共参照点。
在您使用矩阵时，有可能把多
个信号源接到同一引脚上。必须避
免短路这些源的事故。应仔细编写
开关例程，避免这种可能性，或发布
不正确条件产生的警告。
如果您需要在所有功能模式中
为 DUT 加电和运行，可能需要通过
使用更多仪器总线，或把更多设备
直接接到 DUT 来修正系统。您必须
仔细分析测试类型，并制订相应的
测试计划。

绘制 DUT 如何连接到您系统
的布线图是很有帮助的。表 3 说明
如何用电子表得到布线图。当未来
需要测试不同 DUT时，您需做的一
切就是建立新的电子表，为新的
DUT 布线。
由于系统有许多适用资源，可
不改变基本系统体系结构而得到扩
展，从而容易融入新的 DUT。电子
表的行是 DUT 引脚名称和数量，列

是系统资源。由于星形接地在物理
上是在系统和 DUT 之外，因此行和
列都有这一项。连线把 DUT 引脚号
接到相关系统资源。例如电池输入
Vbatt (J1-1)有两条连接线 — 一条
至通用继电器 7b，另一条至通用继
电器 6b，它把电源的远地敏感正确
置于 DUT 处。除 DUT 引脚外，还必
须作许多其它的内部系统连接，它
们在电子表的单独部分示出。

表 3. DUT 布线电子表
DUT Pin Name
Vbatt

Pin Nr
J1-1

Power Gnd
J1-2
Brake
J1-3
Accelerator
J1-4
CAN H
J1-5
CAN L
J1-6
Pot1 Vref
J2-1
Pot1 Wiper
J2-2
Pot1 Ground
J2-3
Pot2 Vref
J3-1
Pot2 Wiper
J3-2
Pot2 Ground
J3-3
Motor +
J3-4
Motor J3-5
Other connections
PS+Sense
PS+
PS-Sense
PS Motor Load +
Motor Load Earth Ground
Switched Earth Ground
DUT Common
Star Ground

System Resource Name
Matrix Col GP Relay
CAN H
7b (PS+sense),
6b (PS+)

CANL

Star Ground

X
9
10
X
X
6
5
7,8
2
1
3,4
12
11

3b (load 1)
2b (load 2)

7a
6a
5a
4a
3a
2a
1a
1b

13,14

X
X
5b (PS-sense),
4b (PS-)

X

www.agilent.com/find/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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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包括:

结论

在您为测试系统选择仪器前，
1. 应选择堆叠，还是插卡盒体系
先要做出一系列关于系统体系结构
结构?
的决定。为测试系统选择何种体系
结构决定于系统是用于研发，设计 2. 如果决定采用插卡盒仪器，是使
用嵌入 PC (装在仪器插卡盒内)，
验证，还是制造测试，预算和开发时
还是外部 PC?
间约束，您现有的专业知识，以及测
量吞吐量要求。
3. 何种开关拓扑 — 简单继电器配
置，多路开关，还是矩阵 — 应
使用何种开关类型(干簧继电器，
FET，或电枢继电器)
4. 系统要使用宏互连吗?
5. 选择何种电源和负载?
6. 选择何种测量和激励仪器?
7. 如何最小化硬件成本?
8. 如何最小化开发时间?
9. 如何最大化系统吞吐率?
10. 选择哪家硬件厂商?
如果您仔细回答了这些问题，
就有助于确保您的系统能产生可靠
结果，满足吞吐率要求，成本也在预
算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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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相关安捷伦文献

FireWire — IEEE 1394 标准
定义的一种高速串行总线

技术资料

接口 — 装置和控制器间的连
接和通信媒介，包括机械、电气和协
议连接
IVI (可互换虚拟仪器) — 一种
标准仪器驱动程序模型，允许您不
改变软件而更换仪器。详情见
http://www.ivifoundation.org/
IVI-COM — IVI COM 代表作
为 COM 对象的 IVI 驱动程序。

最大化系统吞吐率和优化调度
(AN 1465-7)，
出版号: 5988-9822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2EN

Agilent 3499 开关 / 控制系统，出版
号: 5988-6103EN

操作维护 (AN 1465-8)，
出版号: 5988-9823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3EN.pdf

Agilent 34970A 数据采集 / 开关单
元，出版号: 5965-5290EN

Agilent E4401B, E4402B, E4404B,
E4405B 和 E4407B ESA-E 系列频谱

LAN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基本原理，
AN 1465-9(出版号 5989-1412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2EN.pdf

分析仪，出版号: 5968-3386E

应用指南
测试信号开关 (AN 1441-1)，
出版号: 5988-8627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AN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网络配置，
AN 1465-10(出版号 5989-1413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3EN.pdf

litweb/pdf/5988-8627EN.pdf

VISA — 虚拟仪器软件体系结构

LAN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PC配置，
AN 1465-11(出版号5989-1415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5EN.pdf

测试系统开发指南:
Visual Studio.NET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开发环境的
最新版本

测试系统设计入门(AN 1465-1)，
出版号: 5988-9747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747EN.pdf

VMEbus — IEEE-1014-1987
标准定义的一种异步总线技术。
VME 总线使用主—从体系结构，允
许您在一块背板中使用多达21个插
卡槽。

计算机 I/O 考虑(AN 1465-2)，
出版号: 5988-9818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18EN.pdf

VXI — VXI是一种用于插卡盒
测试系统的标准和开放体系结构。
VXI 总线(VME 总线对仪器的扩展)
由测试和测量公司联盟开发，以满
足模块化仪器市场的需要。
VXI 即插即用 — 一种硬件和
软件标准，它允许不同厂商生产
VXI 仪器间的互换性。详情见
http: //www.vxipnp.org

理解驱动程序和 Direct I/O
(AN 1465-3)，
出版号: 5989-0110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0110EN.pdf
选择您的测试系统软件体系结构
(AN 1465-4)，
出版号: 5988-9819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19EN.pdf

USB 在测试和测量环境中的使用，
AN 1465-12(出版号5989-1417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7EN.pdf
LAN 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 应用，
AN 1465-14(出版号5989-1416EN)
为了解简化系统集成，加快系统开
发和得到开放连通性好处的更多方法，
请访问: w w w . a g i l e n t . c o m / f i n d /
systemcomponents。您能在这里进
入我们的在线系统开发者社区，通过签
约尽早得到本系列的未来应用指南。只
需找到链接: “Join your peers in
simplifying test-system integration”
。

选择您的测试系统硬件体系结构和仪
出版号: 5988-9820EN
器(AN 1465-5)，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0EN.pdf
理解机架和仪器互连的影响
(AN 1465-6)，
出版号: 5988-9821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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