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Agilent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為 DC - DC 轉換器供電

應用手冊

前言
本應用手冊以一個簡單的範例，來說
明研發工程師如何使用 Agilent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的功能來測試 DC - DC
轉換器。

手機內的 DC - DC 轉換器會將電池電
壓轉換成控制電壓。在某些情況下，從手
機電池汲取變動或脈衝式電流的子電路，
會造成電池電壓產生漣波。 DC - DC 轉換
器可在電壓到達手機的各個元件前調整漣
波。
在 DC - DC 轉換器的一個電源測試範

說明
有些應用必須將單一個未穩壓電源轉
換成特殊的穩壓電壓，在這類應用中通常
都會使用 DC - DC 轉換器。舉例來說，行
動手機的中央電池會提供電力給手機內的
各個子電路，而每個子電路都有不同的電
源需求。

例中，我們使用包含小漣波的直流電壓為
轉換器供電，再使用量測儀器來量測轉換
器輸出中的漣波斥拒。如圖1所示，在直
流電壓上必須包含少許的交流電壓， DC
- DC 轉換器才能執行這項測試。

問題
在此範例中，研發工程師必須使用函

解決方案： Agilent N6705A 直流電
源暨分析儀

數波形產生器來產生一個正弦波，然後將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可產生這

此信號與來自電源供應器的直流信號混合

類型應用所需的任意波形。為成為通用型

在一起，以便供電給 DC - DC 轉換器。有

台式儀器而設計的這台直流電源暨分析

些電源供應器可透過類比輸入，將外部信

儀，在 4U 高的機架空間內整合了多達 4

號，例如函數產生器的信號，加入直流輸

部電源供應器、函數波形產生器、示波

出中。但這種方法需要額外的拉線，並且

器、電壓計、安培計和資料記錄器。儀器

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和心力來設定。工程師

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從面板叫用。研發工程

也可以自訂一個混合電路板，以接受函數

師可以輕鬆地設定儀器，而不必編寫任何

產生器和電源供應器的輸入，但使用這種

程式碼！雖說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

方法必須投入時間和心力來打造額外的設

的設計是針對工作台上的使用而最佳化，

備。以上兩種方法都會因為加入額外的設

但它也是一台符合 LXI Class C 標準並配

備，而使信號的產生變得更複雜。

備 LAN 、 GPIB 和 USB 介面的儀器。
這台模組式儀器可使用原本為
Agilent N6700 模組式電源系統而設計的
20 多款電源模組，且一台主機最多可容
納 4 個模組； N6700 是針對自動化測試
設備應用而打造的。這些電源模組可分為
三種效能等級：基本、高效能和精確型。

雖然所有的模組都可以從 N6705A 的面板
來產生任意波形，但 N675x 高效能和
N676x 精確型 50 V 和 60 V 直流電源模組
卻提供了這項應用所需的速度和準確度。

模擬功率波形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內建任意
波形控制，可讓使用者輕易地設定電壓波
形。圖 2a 和 2b 分別是 N6705A 的任意波
形設定畫面，以及圖 1 的波形在 N6705A
中使用示波器檢視模示所顯示的實際波形
輸出電壓。正弦波的電壓峰值為 250 mV
(v0) ，直流電壓為 3.7 V (v1) ，頻率為
120 Hz (f) 。
除了這個波形之外，N6705A還能產
生其他幾種內建波形，例如脈衝、斜波和
梯形波形，甚至可以產生使用者定義的電
壓和電流波形。這些波形對其他的 DC DC 轉換器電源應用很有幫助，例如模擬
電壓壓差、電池衰變或其他特殊的使用情
況。

圖 1. 為 DC - DC 轉換器供電的測試波形範例。

圖 2a. 在 N6705A 中的任意波形設定螢幕擷取畫面。

圖 2b. 在 N6705A 中的示波器檢視模式下所顯示的 120 Hz 信號之螢幕擷取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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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和準確度

結語

雖然大多數的電源供應器都無法產生

安捷倫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是

低頻波形，但 N675x 和 N676x 50 V 和

一個彈性的解決方案，它可以透過內建的

60 V 直流電源模組卻提供快速的可程控

能力來產生低頻任意波形，以便在各種測

輸出而能產生低頻波形。當電壓低於 10

試情況下為 DC - DC 轉換器供應電源。由

V 時，上調設定和下調設定的時間都不到

於 DC - DC 轉換器在各種電源應用中很普

1 毫秒。依電壓設定值和模組數量而定，

遍，所以擁有容易操作且彈性的解決方案

這些電源模組在 600 mV 或以下的峰對峰

便十分重要。這台直流電源暨分析儀以直

下可產生最高 3600 Hz 的波形。

覺好用的全功能儀器提供了這樣的解決方
案。

額外的能力
研發工程師通常會同時執行多項作

相關應用

業，因此需要一台彈性的儀器來配合他們

• IC 穩壓器測試

不斷改變的需求。 N6705A 除了具備多功

• 電源供應器測試

能特性外還有一些額外的能力，它可以對

• 汽車充電系統之模擬

流入待測裝置 （DUT） 的電流進行特性
描述，並記錄電壓和電流資料一段時間。
此外， N675x 和 N676x 模組還提供可自
動調整輸出範圍的能力，讓使用者在一台

相關產品
• N6700 超薄型模組式電源系統

電源供應器中能使用更多電壓和電流的組
合。對於測試具有各種輸入電壓且幾乎消
耗固定功率的 DC - DC 轉換器來說，這項
自動範圍調整能力特別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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