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直流輸入電池變壓器的
測試速度提高好幾倍
應用手冊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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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行動手機、膝上型電腦及其他可攜式
裝置的直流輸入電池變壓器，必須正確地
供電給它們的主裝置，並且為內部的電池
包充電。錯誤的電池變壓器不僅會損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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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或電池包，還可能危害安全。要減少
發生這類危險的機率，必須執行完整的功
能測試。

問題
電池變壓器具有成本敏感（cost-

圖 1. 電池變壓器和主裝置範例

sensitive）特性，在分秒必爭的測試過程
中，如何以最短的時間完成徹底的功能測
試就變得很重要。大部份為了縮短測試時
間所做的努力，成效都很有限，因此需要
更有效的方法。

解決方案
採平行的方式來測試裝置，可以大幅
提升測試系統的速度。有別於其他較傳統
的設備，安捷倫科技提供了各種先進的能
力來支援高速的平行電池變壓器測試，包
括：

• N6700 模組式電源系統提供 Channel

• N6743B 20V，5A，100W 電源供應器

List 指令，可讓多個電源供應器模組同

模組，針對主要目的是供電給電池變壓

時運作。

器的操作，提供了一個經濟的選擇。

• N6700A-B 在一個 1U 的空間內提供 4

• N3300A 電子負載系統提供多個 Save 和

個100W 的輸出，以達到較高的密度。

Recall 狀態，可同時設定多個電子負載

• N6752A 50V，10A，100W 自動範圍調
整電源供應器模組，具備了以最高功率
為 12V 或 24V 直流輸入電池變壓器供
電的彈性。
• N6752A 50V，10A，100W 自動範圍調
整電源供應器模組提供精確和動態的量
測能力，可測試待機和湧入電流。

模組的狀況。
• N3300A 在 3U 的空間內可容納多達 6
個負載模組，以提供較高的密度。
• N3302A 60V，60A，150W 負載模組提
供多個電壓和電流範圍，可在高、低位
準下準確地測試電池變壓器。

電池變壓器介紹
電池變壓器是一個直流/直流轉換器，
它接收汽車電力系統中未經調節的 +9V
到 +16V 直流，然後將調節過的直流電源
輸出到行動手機、膝上型電腦或其他可攜
式裝置，如圖 1 所示。依裝置的類型而
定，電池變壓器可輸出 3V 到 20V 及最高
50W 的電源，以便提供裝置立即運作所
需的電力，同時為電池充電幾個小時。測
試電池變壓器調節輸出電壓和電流，以便
供電給裝置及為電池充電的能力，是非常
重要的。

圖 2. 傳統的測試系統設定

常見的電池變壓器測試
電池變壓器大多數的功能測試都與它

傳統的測試系統設定

使用安捷倫設備的平行裝置測試解決
方案範例

的輸出或輸入有關，如表 1 所示。有關這

根據所需的測試項目，即可找出適合

些測試的細節，請參考安捷倫科技應用手

的測試設備並加以設定，以便解決這些測

輸入電源所需的直流電源，以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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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需求。圖 2 顯示一個傳統的系統設定，

環境和執行量測所需的電子負載，是整個

品編號 5952-4190。

它會依序測試每一個電池變壓器。

測試活動的重點，因此透過這些環節來提
升測試速度是可行的。使用多個直流電源
和負載來設定測試系統，讓它能夠同時對

輸出相關測試

輸入相關測試

其他測試

多個裝置執行大部份的量測，是大幅提升

輸出準確度，CV & CC

輸入電流，NL & FL

啟動時間

測試速度的一個經濟的方法。圖 3 顯示以

負載調節，CV

湧入電流

電源調節，CV

平行的方式來測試 4 個裝置的測試設定範

暫態響應，CV

例。N6700 模組式電源系統和 N3300A 電

漣波電壓 Vp-p

子負載系統具有多個通道和先進的程式化

短路電流

能力，對這項設定來說是很理想的選擇。

反向洩漏電流
電池充電結束
CV = 定電壓，CC = 定電流，NL = 無負載，FL = 滿載

表 1：常見的電池變壓器功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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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平行裝置測試系統設定
平行裝置系統能夠讓以平行和序列方式執行
的不同測試之間達到平衡，並指定哪裡需要多個
系統元件。使用多個電源供應器和負載來執行平
行直流變壓器測試，主要基於以下幾個理由：
• 啟動及載入每個 DUT 時各需要一個電源供應
器和負載。
• 執行選定的大多數測試量測。
• 建立所有測試的操作條件。
• 支援平行執行程式的設計。
• 成本非常低。
相較之下，其他的設備並無法滿足以上所有
的需求。比較有效的解決方案通常是使用一台較
高效能的儀器，並將它的輸入多路傳輸到每個

圖 3. 平行裝置測試系統的設定

DUT。

採平行方式可以測試多少個裝置？
當平行測試的裝置愈多時，速度就會相對減
慢。連續的測試操作與量測，逐漸變成決定整體
測試時間的關鍵因素，而花在測試治具上的裝置
載入和卸載的時間，則是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
素。常見的做法是使用一對測試治具和開關群
組，當其中一個在執行測試時，另一個就會進行
卸載及重新載入。為使測試系統的整體速度達到
最快，有必要針對處理和執行測試的方式進行時
間研究。

圖 4. 以序列和平行方式來執行輸入電流測試的比較

連續與平行測試方法的比較

使用平行測試以提升速度

圖 4 的左半部顯示傳統系統以連續的

對使用直流電源和負載的個別測試

以利用 N6700 模組式電源系統的 Channel

方式執行輸入電流測試的情形。整個測試

（例如，輸入電流）來說，速度的提升幅

List 功能，以及 N3300A 電子負載系統的

過程必須重複序列 4 次，亦即 4 個 DUT

度相當於平行測試的裝置數量。在這個例

Save 和 Recall 狀態，來達到多個通道同

各一次。圖 4 的右邊則列出平行裝置測試

子中，速度可提升 4 倍。整體速度的提

時運作的目標。

系統執行測試的情形，整個測試過程只需

升，取決於許多因素，但由於大部份的測

針對全部 4 個 DUT 執行一次測試。透過

試情況與量測都使用直流電源和負載，因

Save 和 Recall 狀態及 Channel List 程式化

此以平行方式測試 4 個裝置時，通常可以

功能，可以同時變更全部 4 個負載和直流

讓整體速度提高 3 倍，前提是直流電源和

電源，並且取得它們的讀值。

負載必須支援多個通道的同時運作。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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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倫科技電子量測儀器提供的支援、

Agilent T&M 軟體與連結產品

流電源和負載支出變得微不足道，確實是

服務及協助

安捷倫科技的電子量測軟體與連結產品、解決方

一個合乎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最後的關

安捷倫科技最大的目標是讓您深感物超所值，同

案及開發人員社群網可提供各種依據 PC 標準的

時將您的風險和問題減到最小。我們全力以赴，

工具，讓您不需要多花時間於連接儀器和電腦，

以確保您花下的每一分錢能得到實質的量測能力

因此您可以專注在重要的工作上，而不必費神在

和所需的支援。我們豐沛的支援資源和服務能協

連接的問題上。如需更詳細的資訊，歡迎造訪：

先進能力之後，測試儀器本身就不再是一

助您選出最符合您應用需求的產品，並且進行成

www.agilent.com.tw/find/connectivity。

項限制。

功的運用。我們出售的每一部儀器和系統均享有

測試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得額外的直

鍵因素，就只剩下測試治具上的裝置載入
和卸載速度了。使用安捷倫產品所提供的

相關應用
• 直流/直流轉換器測試
• 電壓調節器模組（VRM）測試
• 負載點（POL）調節器測試

全球保固。支援服務至少會持續到產品停產五年

有關安捷倫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

後。安捷倫科技整體的支援政策有兩大主軸：

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或來電洽詢。

「我們的承諾」及「您的優勢」。
線上協助：

我們的承諾

www.agilent.com.tw/find/assist

我們承諾安捷倫量測設備的實際性能及功能與廣
告所言相符。當您選購新設備時，我們會提供您

台灣網站：

詳實的產品資訊，包括實際的性能規格和來自有

www.agilent.com.tw

經驗的測試工程師的優質推薦。當您使用安捷倫
的設備時，我們會確保它們能正常運作，並提供

台灣安捷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您操作上的協助，以及在使用特定功能時的基本
量測協助，完全不需收取任何額外的費用。此

台北市 104 復興南路一段 2 號 8 樓

外，還有許多自助工具可供您運用。

電話：(02) 8772-5888

您的優勢

桃園縣平鎮市 324 高雙路 20 號

您的優勢指的是安捷倫科技會提供各種附加的專

電話：(03) 492-9666

業測試及量測服務，讓您自行依據技術和業務上
的需要加以採購。與我們簽訂校驗、加價升級、

台中市 408 東興路一段 563 號 2 樓

保固期後維修、到場教育訓練、以及設計、系統

電話：(04) 2472-6128

整合、專案管理及其他專業工程服務合約，即可
有效率地解決您的問題和提高競爭優勢。安捷倫

高雄市 802 四維三路 6 號 25 樓之 1

科技遍佈全球、經驗豐富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能

電話：(07) 535-5035

協助您提高生產力、提升儀器和系統的投資回收
率、以及在產品使用期限內維持可靠的量測準確

本文件中的產品規格及說明如有修改，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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