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

在研發應用中為多重電壓輸入
裝置提供偏壓

應用手冊

設計驗證工程師可以循序輸出多個電

ATX PC 主機板後，才會宣告 PWR_OK

壓，以評估他們設計的邊限。他們可以調

數位信號。輸入到電路板的電源會分配到

整電壓開啟的時間順序，直到發生問題為

各個副組件，例如週邊設備介面卡和光

序言
本應用手冊說明在多重偏壓研發應用
中，使用模組式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輸出同
步能力。

（磁）碟機。ASIC、FPGA 和 DSP 測試板

止。

在研發與設計驗證上有著類似的電源開啟
圖 1 描述輸入到 ATX 主機板的電源

說明

測試需求。

順序。當三組電源依特定順序輸入到

在研發與設計驗證階段，有些測試一
開始就必須為待測裝置（DUT）供應多個
循序輸出的電壓。舉例來說，供應電源給

圖1. PC 主機板的電源開啟順序範例

ATX PC 主機板時必須按照特定的電源開
啟順序。依正確的順序供應電源給電路
板，以防止副組件汲取過多的電流相當重
要。錯誤的電源開啟順序可能會使積體電
路受損，進而影響電路板的可靠度和品
質。研發工程師必須按照正確的電源開啟
順序供應電源給電路板，以避免損及電路
並造成額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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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這項測試需要時序準確度達毫秒範圍

解決方案：Agilent N6705A 直流電
源暨分析儀

循序輸出
N6705A 內建了輸出延遲控制，其可

的 12 V、5 V 和 3.3 V 多組電源輸出。此

Agilent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析儀可

從面板叫用。如圖 2a 所示，藉由調整延

外，這些電源輸出必須具備可程控迴轉率

讓各個輸出模組準確地達到同步。這款為

遲的時間，就可設定輸出模組依照特定的

（Slew Rates），以模擬指定的時序之改變

工作台而設計的直流電源暨分析儀，將多

順序開啟或關閉。只要按下 All Outputs

速度。一旦找到符合規格和特性的正確電

達 4 部電源供應器、任意波形產生器、示

On 或 Off 鍵，便可應用該延遲時間。延

源供應器，便需使其達到同步。大部分的

波器、電壓計、安培計和資料記錄器的功

遲時間可以 1 毫秒為增量，設定為無延遲

工程師都是在不同的程式設計環境中編寫

能整合於一台儀器。這款儀器採直覺化設

到延遲 1023 毫秒間的任何一個值。

程式，以排定輸出模組開啟和關閉的順

計，研發工程師直接透過面板就能迅速完

序。這項工作相當費時，因為工程師必須

成設定。您可以依照測試需求，任意混搭

找尋並安裝驅動程式、編寫程式碼、進行

20 多款不同的電源供應器模組。

可能導致時間同步的不一致。

線路開啟後，經過 t2 的延遲時間，3.3 V
電壓線路才會開啟。這裡所指的輸出模組

程式碼除錯、以及描述輸出模組間的時序
特性。再者，電腦突波和 I/O 延遲時間也

圖 1 的範例說明在 12 V 和 5 V 電壓

20 多款不同的電源模組提供各種電

開啟延遲時間，是以模組 1 的電壓開啟時

壓和電流組合，並分成三種效能水準：基

間為計算基準。在圖 2b 的電源開啟順序

本效能、高效能和精確型。高效能和精確

範例中，電源係按照圖 2a 所設定的延遲

型電源模組，分別是 N675x 和 N676x，

時間依序開啟。

擁有本項應用所需之快速的程式設定時間

圖2a. N6705A 的輸出延遲控制擷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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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準確規格。這些模組皆內建輸出延遲控

請注意，N6705A 也可量測從電源模

制，不需編寫任何的程式即可直接從面板

組輸出的電流，並在示波器檢視模式中或

設定。

利用資料記錄器來顯示該電流。

圖2b. N6705A 的示波器檢視模式擷取畫面

可程控迴轉率（Slew Rates）

結語

除了擁有多個可程控輸出延遲外，

有了 Agilent N6705A 直流電源暨分

N6705A 還提供可程控輸出電壓迴轉率，

析儀，使用者便能迅速又容易地讓多重偏

其可控制電壓改變的速度。迴轉率的設定

壓應用（例如供應電源給 PC 主機板）中

最慢可到 4.76 V/s，而最高迴轉率則會受

所需的電源輸出模組達到同步。這款儀器

限於模組的上調/下調設定時間和 DUT 所

對研發或設計驗證工程師所執行的一些電

產生的負載。在最佳的情況下，N6751A

源應用來說，是一個直覺好用且相當具有

和 N6752A 模組在電阻性負載滿載時的最

彈性的解決方案。

快上調設定迴轉率為 50 kV/s（總電壓從
10% 變成 90%）。每個模組都有各自可控
制的迴轉率。

相關應用
• 為功率放大器提供偏壓

適合工作台使用
這款儀器是專為研發與設計驗證工程

• 循序電源輸出
• 為 IC 供應電源

師而設計，所有的功能都可以輕易地在面
板上設定。只要瀏覽輸出模組的設定值，
便能設定輸出電壓、電流限制和輸出延
遲。使用者也可以透過示波器檢視模式的

相關產品
• N6700 超薄型模組式電源系統

內容頁面來設定資料軌跡和輸出觸發。不
需透過電腦、程式設計環境和程式碼，就
能輕鬆搞定一切。
N6705A 是依工作台使用需求而配置
的最佳化系統，其符合 LXI class C 標準
並配備 LAN、GPIB 和 USB 介面。除了
透過面板，N6705A 也可藉由標準介面或
內建的網頁伺服器來加以控制。
對製造與 ATE 的類似應用來說，可
以考慮使用直流電源暨分析儀的系統版
本，亦即高僅 1.75 吋的 N6700 超薄型模
組式電源系統。N6700 與 N6705A 一樣採
模組式設計，並使用相同的電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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