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Agilent N6705A 直流电源分析仪
测试 DC - DC 变换器

应用指南

引言
这篇应用指南简要介绍研发工
程师如何利用 Agilent N6705A 直流
电源分析仪测试 DC - DC 变换器的
例子。

描述
对于需要把简单和未经调整的
电源转换成经特殊调整电压的应用，
通常使用 DC - DC 变换器。例如移
动手机中有一个中央电池，由该电
池给手机中各种不同的子电路供电。
每一个子电路都有不同的电源要求。

手机中的 DC - DC 变换器把电
池电压转换成受控制的电压。在一
些情况下，手机中的子电路拖拽变
化的或脉动的电流，从而造成电池
电压上的纹波。可用 DC - DC 变换
器在电压到达手机部件前调整电压
纹波。
DC - DC 变换器电源测试的一
个例子是用包含小纹波的直流电压
给变换器加电，然后用仪器测量该
变换器输出的纹波抑制。如图 1 所
示，为进行这项测试，DC - DC 变
换器要求在直流电压上叠加一个小
幅度交流电压。

问题
在这一例子中，研发工程师用
函数发生器产生正弦波，把该正弦
波与来自电源的直流信号混合，用
以给 DC - DC 变换器加电。有些电
源可把外部模拟信号，比如来自函
数发生器的信号叠加到它的直流输
出。但这种方法需要另外的电缆，
以及配置时间和工作量。也可以单
做一块混频板，以接受来自函数发
生器和来自电源的输入。不过这种
方法也需要另花时间和工作量来制
作一个附加装置。这两种方法都颇
为复杂，因为它们都需要另外引入
设备。

解决方案: Agilent N6705A直流
电源分析仪
N6705 直流电源分析仪可为这
类应用产生需要的任意波形。作为
通用的台式仪器，该直流电源分析
仪在一个 4 U 高度的机架空间中提
供4路电源、大功率函数发生器、示
波器、电压表、电流表和数据记录
仪。该仪器的所有能力都可从前面
板访问。验发工程师在设置仪器时
无需编写一行代码! N6705直流电源
分析仪的设计已为工作台使用做了
优化，它符合 LXI Class C 标准，并
配有 LAN、GPIB 和 USB 接口。

N676x 精密型模块能达到这一应用
所必须的速度和精度要求。

模拟电源波形
N6705A 直流电源分析仪有内
置的任意波形控制，它允许工作台
用户容易地设置电压波形。图 2a 和
2b 示出任意波形设置屏幕，和使用
图 1 描述波形，在 N6705A 上由示
波器模式示出的实际波形输出电
压。正弦波的电压峰值为 250 mV
(V0)，直流电压为 3.7 V (V1)，频
率为 120 Hz (f)。

除了这一特定波形外，N6705A
还能产生其它一些内置波形，如脉
该模块化仪器可插入4块模块，
冲、斜波和梯形波形，甚至还能产生
有 20 多种模块可供选择，它们是原
用户自定义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在
为Agilent N6700模块化电源系统专
别的 DC - DC 变换器电源应用，如
门设计，适用于自动测试设备的模
模拟电压跌落、电池衰退，或其它特
块。这些模块可分成三种性能等级:
定用户条件中，这些波形是非常有
通用、高性能型和精密型。虽然所有
用的。
模块都能从 N6705A 的前面板建立
任意波形，但 N 6 7 5 x 高性能型和

图 1. 给 DC - DC 变换器加电的测试波形例子

图 2a. N6705A 任意波形设置屏幕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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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b. N6705A 显示 120 Hz 信号的示波器观察界面

速度和精度
大多数电源都缺乏产生低频波
形的能力，而 N675x 和 N676x 直流
电源模块有能够产生低频输出的快
速可编程输出。对低于10 V的电压，
上编程和下编程时间还不到 1 ms。
根据电压设置和模块数量情况，电
源模块能产生 600 mVp-p 或更低的
3600 Hz 波形。

更多能力

DC变换器测试，这种自动量程能力
是极为有用的。

总结
Agilent N6705A 直流电源分析
仪是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它有产
生低频大功率任意波形的内置能力，
可在各种测试条件下给 DC - DC 变
换器供电。由于 DC - DC 变换器在
各种电源应用中被广泛采用，因此
易用和灵活的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
的。这种直流电源分析仪是一种直
观和把多种功能集于一体的仪器。

通常研发工程师同时承担着多
项任务，需要测试仪器有能适应任
务变化的灵活性。N6705A具有多功
相关应用
能性，可以增加其它能力。它能表征
IC 调整器测试
流入被测器件(DUT)的电流，记录
长时间周期内的电压和电流数据。
电源测试
此外，N675x 和 N676x 模块还具有
汽车充电系统摹拟
自动量程输出，从而扩展了功率曲
线，在一台电源中为用户提供更多
相关产品
的电压和电流组合。对于具有宽输
N6700 薄形模块化电源系统
入电压范围和几乎恒定功耗的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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