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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由于越来越多用户提出了缩减占用空间和提高可靠性的设计要求，测量电子设备中使用的电解电容器变得越来越必要。
随着电路应用产品产量的增加，制造和质量保证人员必须改善电解电容器的测试环节。Keysight 4263B LCR 表可以提供
几个满足上述测量需求的解决方案。

电解电容器测量当前面临的问题
使用传统 LCR 表测量电解电容器会面临众多问题。
(1) 电解电容器的阻抗值通常非常低，以至于很难实现精确的测量。部分 LCR 表的量程有限，无法测量高于 20 mF 的值。
(2) 电解电容器目前的测试频率范围为 100 Hz 或 120 Hz。此频率范围内的测量速度非常慢，因此自动测量系统难以实现
较高的效率。
(3) 将充电电容器连接到 LCR 表的测量端子上时，放电能量很容易损坏电路。
(4) 测量短路器件时，传统 LCR

表的内部电路会闭

锁，这需要较长的恢复时间。
(5) 一些低价位的 LCR 表无法达到 100 kHz 频率，但
电解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需要在 100 kHz 频率上
进行测量。
(6) 大多数 LCR 表无法检测夹具电极与器件电极的接
触是否良好，这会导致测量可靠性降低。
(7) 没有适合大规格电解电容器端子 (例如螺杆式电
极) 的测试夹具。

图 1. 短路模式下测量值的波动

Keysight 4263B LCR 表解决方案
(1) 精确的低阻抗测量
4263B LCR 表采用四端子对配置和先进的低噪声设计，能够执行高达 1 F 的精确测量。例如，在 120 Hz 测量 10 mF 时，
4263B 的精度可达到 0.57%。在保持测量精度的同时，测量电缆最多可延长至 4 米。
(2) 系统吞吐量高
4263B LCR 表在 100 Hz/120 Hz 时的测量速度为 25 ms (测量时间: 短)。图 1 显示了在短路模式中，使用 4263B (120 Hz)
对 22 mF 铝质电解电容器进行测量时出现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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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以下特性，4263B 可以轻松完成系统
集成，提高测量效率。

接触电极

污染

‾ GPIB 接口
‾ 机械手接口
‾ 内置比较器
‾ 触发延迟功能
为降低系统占用空间, 4263B 的尺寸缩减
为320(宽)x100(高)x300 mm(深)，重量为4.5
千克。
(3) 输入保护
4263B 输入保护与现有产品相比有所改进。

被测件
(a) 接触良好

当充电电容器 (250 V、120 μF) 连接到未知
端子时，4263B 能够承受 4J 的放电能量，

图 2. 接触检测功能

从而确保前面板端子不会损坏。
(4) 短路模式下的快速恢复
4263B 的快速恢复系统可以提高效率。短
路被测件从机械手系统中拿掉后即可恢复
正常操作，这样机械手能够保持全速运
行，并且只保留状态良好的被测件。
(5) 宽频率范围
4263B 具有以下五种可选的频率范围，支
持您在正确的条件下仿真测试: 100、120
、1 k、10 k 和 100 kHz。测量 ESR 时需要
使用 100 kHz 频率，测试开关电源电路铝
质电解电容器需要使用 20 kHz 的频率。选
件 002 可以添加 20 kHz 测试频率。
(6) 接触检测功能
4263B LCR 表的接触检测功能可用于检测
测试端子和器件电极之间的接触情况，如
图 2 所示。这一功能能够确保在生产过程
中使用自动机械手进行合格/不合格测试的
可靠性。
(7) 各种测试夹具
Keysight 16089A Kelvin 线夹测试引线有两
个大线夹，能够支持直径 15 mm 的器件电
极。图 3 显示了一个使用 16089A 的大规
格电容器测量。Keysight 4263B 采用四终
端对配置，提供多种四端子对测试夹具类
型选择，如图 4 所示。

图 3. 使用 Keysight 16089A 的大规格电解电容器电极测量

被测件
(b) 接触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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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Keysight 4263B 是一款外形紧凑的 LCR 表，
可在 100 Hz/120 Hz 频率上保持高测量速
度 (25 ms) 和高精度。它的输入保护电路
可防止充电电容器损坏前面板电路。因
此，4263B 能够更稳定、更可靠地进行电
解电容器测试。

Keysight
16034E/16034G
测试夹具
(SMT/片状器件)

Keysight
16047A
测试夹具
(轴向/径向)
Keysight 16048A, 1 m、BNC
Keysight 16048B, 1 m、SMC
Keysight 16048C, 1 m、鳄鱼夹
Keysight 16048D, 2 m、BNC
Keysight 16048E, 4 m、BNC

Keysight 16089B
开尔文线夹引线
中型线夹

图 4. 主要的四端子对夹具

Keysight 16089C
IC 封装线夹
开尔文 IC 线夹引线

Keysight 16334A
测试夹具
(镊子)
Keysight 16089A
开尔文线夹引线
大型线夹

Keysight 16089D Keysight 16089E
鳄鱼夹引线
开尔文线夹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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