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Agilent N6700 模块化
电源系统（MPS）
测试 LCD 背光转换器
应用指南

引言
这篇应用指南讲述如何用
A g i l e n t N 6 7 0 0 模块化电源系统
（MPS）测试液晶显示器（LCD）的
背光转换器。对为 LCD 背光（冷阴
极荧光光源，或 CCFL）提供电源和
控制的转换器测试需要多个依序变
化的输出电压，它们有不同的额定
功率，以及达到毫秒级或更高分辨
率的精确时序。N6700 MPS 能满足
这项测试要求的性能特性，而且不
要求多台测试仪器，降低成本，并且
只需简单的编程。

说明
在设计验证期间，LCD 制造商
必须测试 CCFL 转换器是否达到技
术规范要求，以保证所选转换器能提
供预期功能，并且不会缩短 LCD 主
要元件之一 CCFL 背光的寿命。在
测试中，要通过从低到高温度范围
内的数千次通 / 断测试确保转换器
的正确工作和背光寿命。

问题
转换器通常有数个输入信号，
如作为主电源输入的 VIN、模拟消
光、数字消光和通 / 断信号。为保证

转换器正确工作和提供背光，这些
信号要有达到毫秒分辨率的精确时
序。为测试转换器是否符合输入信
号规范要求，您需要能够精确建立、
控制和复现这些极为不同的信号。
用多台测试和测量设备联合执
行这项任务是费时费钱的。需要的
设备有带电流探头或分流电阻的示
波器、数字万用表、函数发生器和电
源。但即使是这些设备所构成的昂
贵系统，也有可能缺少必要的功能。

替代成套测试设备的一种解决
方案是采用最终产品中实际使用的电
源和控制板，但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极
为费时和费钱的。实际电路板既没有
为各种测试提供简单和容易的编程能
力，也不能提供测量和监视能力，而
这些能力是验证正常工作的基础。为
监视和测量所进行的测试，就需要在
该电路板与被测转换器之间置入测试
和测量设备，用以测量和监视所执行
的测试，这将是非常复杂，并可能是
不可靠的系统。

例子: 26 英寸液晶电视
大多数领先液晶电视制造商对
电视中使用的背光转换器有严格的
技术规范要求。图 1 是 4 个典型信
号的波形，以及为使转换器正确工
作，信号间所必须的时序。表 1 列
出对这些信号的一般要求。

图 1. 典型转换器输入时序图

信号

VIN
模拟消光控制
（ ADIM）
）
数字消光控制
（ DDIM）
）
通/断

说明

规范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输入电压

21.6V

24V

26.4V

输入电流

-

3.0A

6A

高

-

3.3V

-

低

-

0V

-

PWM 频率

100Hz

-

300Hz

PWM 消光

33%

-

100%

通/高

2.3V

-

5.0V

断/低

0V

-

0.9V

范围

其它
最大功率 ~160W
10mV 分辨率
0%-100% 占空比
VIN = 24V
VADIM = 3.3V

表 1. 典型转换器信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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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V 分辨率

为正确复现这 4 个信号，系统
需要精确产生有这样时序的信号。
系统还要有 100W 以上的功率，因
为多数背光要求这样的，甚至更高
的功率。图中第一个信号 VIN 也许
要达到约 160W 功率（26.4V 最大
电压乘以 6A 最大电流）。更大屏幕
的电视由于有更大 CCFL 背光，因
此要求更高的功率。

解决方案: Agilent N6700 MPS
N6700 MPS 的性能特性能够覆
盖复现这些信号所要求的功率范围，
并且不需要其它设备。这是紧凑的，
只有 1U 高度的基于主机和模块的
系统，一台主机可装入 4 块电源模
块。共有三种主机（400W, 600W,
1200W）和从基本型到精密型的 3
系列不同性能的模块，您可按测试
系统的需要在一台主机中混用这些
模块。表 2 示出各信号要求，以及
推荐用于测试系统的模块。各模块
都达到或超过这些要求。

VIN

使用 N6770 家族中的其它模块。用
V I N 由 N 6 7 7 4 A 模块提供。 对该输出的电压上升速度控制来控
Agilent N6774A 是能提供 300W 功 制接通速度，以符合图 1 所示的规
率的 35V/8.5A 基本型直流电源模 范要求。电压上升速度控制提供编
块。它足以提供 26 英寸液晶电视背 程 V/s 速度的能力，这是从一个电
光所需要的功率，并留有充足的裕 压值到下一电压值的变化时间。这
量。但如果要测试具有更大 CCFL 一特性可按要求加速或减缓从一个
背光的液晶电视，就需要有更大的 电压至另一电压的过渡。虽然只有
功率，此时您把多块 N6774A 并联 VIN 要求变化速度控制，但 N6700
使用，容易地 得到更大输出电流。 MPS 的所有模块均有这一能力。
如果有不同电压要求（达 100V），可

信号

测试要求

VIN

20V - 28V
6A 最大
最大功率 ~160W
变化率 0 -24V, 0.02s
0V - 5V
2A 最大
最大功率 ~10W
10 mV 分辨率
2V - 5V
1A 最大
最大功率 ~ 5W
脉冲宽度调制信号
100Hz - 300Hz
0% - 100% 占空比
0V - 5V
2A 最大
最大功率 ~10W
10 mV 分辨率

模拟消光
控制
（ADIM）
数字消光
控制
（DDIM）

通/断

图 2. 测试要求和推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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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N6700
MPS 模块
N6774A
35V, 8.5A
300W

要求的模块特性
300W 基本模块
输出序列(1ms 分辨率)
变化率控制至 2400V/s

N6751A
50V, 5A
50W

高性能 100W 模块
输出序列(1ms 分辨率)

N6762A
50V, 3A
100W

精密 100W 模块
低 (5.5V)量程
输出序列(1ms 分辨率)
PWM 信号的 LIST 模式
对极端 PWM 信号情况，
变化率达 3000V/s 或更高
高性能 50W 模块
输出序列(1ms 分辨率)

N6751A
50V, 5A
50W

N6762A 也带有 LIST 模式。
用 50W 或 100W 的 Agilent LIST 模式提供高达 521 阶编程电压
N6750 高性能自动量程直流电源模 和/或电流点的能力。可把这一能力
块提供通/断和模拟消光信号。这两 最好地表述为“高功率任意波形发
种信号均由 N6751A 模块提供。该 生器”，它甚至能建造几乎任何波
模块具有这些信号所要求的特性。 形。利用带 LIST 模式的 N6762A 的
它也能与选件 054 高速测试扩展一 速度（0-5V，160µs）和精度，就有
起使用，从而增加 LIST 模式和数化 能力复现数字消光所需要的 PWM
仪的功能。如果需要更精确编程和 信号。
测量精度，那么这些信号可由
输出延迟 (时序)
Agilent N6760 产品系列提供。
可对系统中的每一通道使用输
出延迟，使输出实现所要求 1ms 分
数字消光，PWM
由 N6762A 模块提供脉冲调宽 辨率以内的精确时序。您可对各输
数字消光信号。Agilent N6760 精密 出编程延迟，在输出实际接通前发
型直流电源模块系列提供更高的精 送编程延迟的输出命令。这可达到
度，并把选件 054 作为标准配置的 微秒级精度，但仅限于一台主机之
设备。这些模块还拥有双电压量程 内，一种能适用一台或两台主机的
（0-5.5V 和 0-50V）。低量程有比高 时序输出方法是使用 LIST 模式和
LIST 触发，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
量程更精确的编程和测量能力。
范围。

通 / 断和模拟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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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精确、可重复复现和时序的输
入信号是正确测试液晶背光转换器
的基本要求。用常规测试和测量设
备执行这项任务时会带来许多难以
解决的问题，并且是费时费钱的。
Agilent N6700 MPS 能作为单一系统
解决这一问题。N6700 MPS 用输出
延迟特性容易地同步输出。它为产
生高功率 VIN 信号提供所需要的各
种性能级，用 N6762A 产生复杂的
低功率 PWM 数字消光信号。

在测试更大 LCD 时，系统也能
容易地扩展。更大 LCD 需要更多或
更大的背光，从而需要更大的功率。
N6700 MPS 具有独特的虚拟通道特
性，可容易地把模块并联使用，以满
足更高功率要求。但系统增加模块
也意味着需要更多主机。N6700 主
机通过把 8 个数字 I/O 引脚之一编
程至外触发输入/输出，而有能力在
主机间实现精确的触发。无论转换
器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规范，严格还
是宽松，低功率还是高功率，模拟消
光还是数字消光，N6700 MPS 具有
适应每一种特定情况的灵活性。

其它相关应用指南和参考资料
应用指南 1504，5989-1676EN
为 PC 主板测试简化多偏置电压时
序和斜率
Agilent N6700 MPS 网址
www.agilent.com/find/n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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