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直流适配器测试方案,
以成倍提高测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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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直流输入电池适配器 (DC-DC
Adaptor) 用于为移动电话，笔记本
电脑和其它便携式设备提供正确的
电源，并为内部电池组充电。不良的
适配器不仅会损坏主设备或电池组，
甚至能威胁到安全性。需要通过全
面的功能测试避免这些风险。
图 1. 电池适配器的例子

问题
降低电池适配器的测试成本是
每个该产品生产厂家所密切关心的。
即使是几分之一秒的测试时间也极
端重要，因此必须把全面功能测试
的测试时间减到最少。然而，能多厂
家已经为减少测试时间所做的大量
工作，可是只得到有限的改进。因此
需要有减少测试时间的更有效方法。

N6700 模块化电源系统可对每个
通道独立编程和控制，多个块电
源模块的同时工作。

N6743B 20 V, 5 A, 100 W 电源模
块是经济型方案，适用于对电池
适配器的供电。

N6700B 提供 1U 机箱内的高密
度四路输出，每路可达 100W。

N3300A 电子负载系统有多个保
存和调用状态，多块电子负载模
块可以同时设置和工作。

解决方案

N6752A 50 V, 10 A, 100 W 自动
量程电源模块有高灵活性，能以
全功率为 12 V 或 24V 直流输入
电池适配器供电。

并行的测试方法能极大提高测
试系统吞吐率。与许多其它常规设
备不同，Agilent 能够提供领先的方
案，包括：

N6762A 50 V, 10 A, 100 W 自动
量程电源模块具有精密动态测量
能力，可用于测试待机电流和浪
涌电流。

N3300A 可在 3U 机箱中高密度
地装入 6 块负载模块。
N3302A 60 V, 30 A, 150 W 负载
模块有多个电压和电流量程，适
用于高电平和低电平时的精确电
池适配器测试。

电池适配器描述
电池适配器是一种 DC/DC 转换
器，它把车辆电气系统的未调整
+9V - +16V直流转换成经调整的DC
电源，然后输出到移动电话，笔记本
电脑或其它便携式设备，如图 1 所
示。根据设备要求，电池适配器的输
出为 3V - 20V，并可达到 50W，以
作为保证设备有效工作的电源，并
在几小时或更短时间内对设备电池
充电。测试电池适配器输出电压和
电流的调整能力是很重要的，它将
保证正确地对设备供电和对设备电
池充电。

图 2. 常规测试系统

常用电池适配器测试

常规测试系统配置

电池适配器的大多数功能测试
都与其输出或输入有关，如表 1 所
列。要了解这些测试的详细情况，请
参看Agilent应用指南372-1“电源测
试”，出版物号 5952-4190。

根据要求的测试项目，确定相
应的测试设备和符合测试需要的配
置。图 2 为常规的测试系统。该系
统一次完成测一台电池适配器的全
过程。

与输出相关的测试

与输入相关的测试

其它测试

输出精度，CV 和 CC

输入电流，NL 和 FL

起动时间

负载调整率，CV

浪涌电流

源调整率，CV

瞬态响应，CV
纹波电压
短路电流
反向泄漏电流
电池充电终止
CV = 恒压，CC = 恒流，NL = 空载，FL = 满载
表 1: 常用电池适配器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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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使用 Agilent 设备建立并
行测试系统的解决方案
大部分测试都包括用于输入功
率的DC源，设置测试条件和进行测
量的电子负载。这也正是可能提高
吞吐率的领域。在系统中用多台DC
源和负载同时为多台被测件进行测
试，这样做能极大提高测试吞吐率，
并且成本低廉。图 3 是并行测试四
台被测件的例子。N6700 模块化电
源系统和 N3300A 电子负载系统是
构成多通道测试系统的极好选择。

最适宜的并行测试系统配置
一个并行的系统需要多个系统部
件，往往会影响执行并行测试和串行测
试间的平衡。对于并行直流适配器测
试，使用多台电源和负载有下列理由：
每一台 DUT 需要一台电源和一台电
子负载。
可执行所需的大部分测试和测量。
能建立所有测试的工作条件。
支持为各DUT设计的并行程序执行。
相对低的成本。
图 3. 并行测试系统配置

与之相比，其它设备所受影响要小
得多。通常使用的更有效解决方案是采
用一台更高性能的仪器，把它的输入经
多路开关接到各 DUT。

并行测试多少个被测件？
在并行测试多台被测件时，特定点
的吞吐量也按比例地下降。在总测试时
间中，测试序列成为增加的主导因素。
被测件在测试夹具的加载和卸载是另一
项因素。通常使用一对测试夹具和开关
组。一组在卸载和重新加载时，另一组
用于测试。需要研究传送和测试执行时
间，以优化测试系统的总吞吐率。

图 4. 输入电流测试的序列执行 — 并行执行

串行测试 — 并行测试
图 4 左面是常规系统输入电流
串行测试方案。测试中有一个串行
运行四次的循环，对四台 DUT 的每
一台运行一次。图4右面是与其比较

的并行测试方案。测试可以对四台 用并行测试改进吞吐率
被测件同时进行测试。使用保存和
对于使用DC源和负载的单项测
调用状态及通道跃变编程特性，即
试，例如输入电流测试，吞吐率的改
可同时改变和读回所有四台负载和
进大致等同于并行测试的被测件数。
DC 源的相关设置和测量结果参数。
在这一案例中可实际得到 4 倍的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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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率改进。总吞吐率改进与许多因
素有关，但大多数测试条件和测量
都会用到DC源和电子负载，因此在
并行测试四台被测件时，通常可得
到3倍的总吞吐率改进。这当然要求
DC 源和电子负载支持多通道的同
时工作。使用 N6700 模块化电源系
统的通道跃变工作特性和 N3300A
电子负载系统的保存和调用状态特
性，即可进行多通道的同时工作。

安捷伦测试和测量技术支持、服务和协助
Agilent 公司的宗旨是使您获得最大效
益，而同时将您的风险和问题减少到最低限
度。我们将努力确保您获得的测试和测量能
力物有所值，并得到所需要的支持。我们广
泛的支持和服务能帮助您选择正确的Ag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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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类仪器和系统都提供全球保修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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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承诺”和“用户至上”这两个理念高
度概括了 Agilent 公司的整个技术支持策略。

我们的承诺

吞吐率如此大改进的好处远远
超过增加 DC 源和电子负载的开销，
成为低成本、高收益的解决方案。最
后的限制因素变成被测件能多快地
从测试夹具加载和卸载。因此在利
用 Agilent 产品所提供的先进能力
时，测试设备不再是限制因素。

我们的承诺意味着Agilent测试和测量设
备将符合其广告宣传的性能和功能。在您选
择新设备时，我们将向您提供产品信息，包
括切合实际的性能指标和经验丰富的测试工
程师的实用建议。在您使用 Agilent 设备时，
我们可以验证设备的正常工作，帮助产品投
入生产，以及按要求对一些特别的功能免费
提供基本的测量协助。此外，还提供一些自
助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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