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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Note
應用說明

簡介
Keysight B2901/02/11/12A 精密型電源量測設備（SMU）造型輕巧、經濟
實惠，並且兼具電壓和電流量測和輸出功能。此系列 SMU 提供廣泛的電
流電壓（IV）量測功能，讓您能夠比以往更準確、更迅速地執行各種量
測應用。此外，B2900A 系列提供直覺式圖形操作介面（GUI），以及多
種免費的軟體控制選項，讓您能夠根據特定應用的需求選擇最合適的解
決方案。有了這些實用工具，您可隨時開始進行高效率量測。想要成為
電子元件產業的佼佼者嗎？ B2900A 系列是正確分析二極體與其他元件
之電子特性的最佳解決方案。
圖 1 顯示利用 B2900A 系列量測二極體的必要連結。B2900A 系列可協助
您準確又輕鬆地量測二極體的基本電流電壓（IV）參數值及特性，並且
測試順向電壓、漏電流，以及崩潰電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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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利用 Keysight B2900A 系列分析二極體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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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 B2900A 系列 SMU 簡介
Keysight B2900A 系列 SMU 將電流源、電壓源、電流錶及電壓錶等多項功能
結合於一機，您可輕易地切換使用這些功能。如此一來，您不需要其他
設備，便可在所有四個量測象限上，評估各種元件的電流電壓特性。除
了可以非常正確地輸出及量測電壓或電流之外，以便限制電壓或電流輸
出，可避免元件受損。B2900A 系列 SMU 有單通道或雙通道機種可供挑選，
可針對各種雙端與三端元件提供廣泛的電流電壓量測能力，包括從 10 fA
至 3 A（直流）/10.5 A（脈衝）電流，以及 100 nV 至 210 V 電壓的量測範圍。
除了直流操作模式之外，B2900A 系列亦具備脈衝量測功能，可避免因元
件自熱效應而導致量測結果失真。
B2900A 系列 SMU 支援 4 線式量測（遠端感測），以消除測試導線之殘餘
電阻所導致的電壓誤差。當所量測的電阻值相當於測試導線的電阻值時，
透過 2 線式連結進行量測，將產生重大誤差，如圖 2a 所示。相較之下，
4 線式量測法使用一對導線供應電流，並且使用另一對導線監測電壓，因
而可避免產生電纜電阻效應，同時可集中量測 DUT 的整體壓降，如圖 2b
所示。此外，Keysight B2900A 系列的 4 線式量測法，可將介於感測點（即
圖 2b 的 A 和 B）之間的電壓，精準維持在指定的電壓 Vset，如此可以確保
儀器只會在您設定的量測條件下，正確完成待測元件的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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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線式連接可消除因殘餘導線電阻值所導致的量測誤差

1) 設定量測條件與電源限制

2) 改變檢視模式

3) 執行

a) 單一檢視模式
圖 3：Keysight B2900A 系列的圖形操作介面可簡化量測流程並快速顯示結果

b) 圖型檢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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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and easy IV characterization
快速又簡易的電流電壓特性分析
During routine device evaluation it is often desirable to make a quick measurement from the instrument’s front panel without having to go through the time

在例行的元件評估過程中，您很想直接透過儀器面板快速進行量測，而
and trouble of writing a test program. To meet this need, all members of the
不用耗時又費事地撰寫測試程式。您的心聲我們聽到了。是德科技每一
B2900A Series of SMUs have a resident GUI that makes it easy to perform a
款
B2900A
系列產品的前面板均配備圖形操作介面（GUI），讓您不必撰
variety
of tests
and save measurement data without having to write any code.
寫任何程式碼，便可輕鬆進行各種測試並儲存量測數據。

The wide QVGA LCD display of the B2900A Series of SMUs supports an easyto-use GUI
that provides
easy
instrument control from the
front panel (please
B2900A
系列的
QVGA LCD
寬螢幕顯示器支援易用的
GUI。如此一來，您可
see
Figure
3).
The
GUI
of
the
B2900A
Series
of
SMUs
has
the
multiple
從面板上快速操控儀器（請參見圖 3）。B2900A 系列的following
GUI 具有下列多
viewing modes: Single View, Dual View, Graph View and Roll View (for viewing
種檢視模式：單一檢視（Single View）、雙重檢視（Dual View）、圖形檢
time domain measurements). Single View mode allows you to easily set up not
視（Graph
View）及捲動檢視（Roll
View，用來檢視時域量測情形）。單
only constant
voltage and current measurements
but also swept voltage and
一檢視模式可協助您輕鬆設定各種定電壓與電流量測，以及掃描電壓與
current measurements. Dual View can perform similar functions for both channels simultaneously (for B2902A and B2912A). After measurement completion
電流量測。雙重檢視模式則可同時針對兩個通道提供類似的功能（B2902A
youB2912A
can use限定功能）。完成量測後，您可使用面板
the front panel GUI to graphically view measurement
results such
與
GUI，在圖形檢視模
as
IV
curves
using
Graph
View,
and
display
a
list
of
the
measurement
data using
式下檢視圖形化量測結果，例如 IV 曲線；您還可透過 Measure Result
對話
the Measure Result dialog window.

框，檢視量測資料清單。

The B2900A Series of SMUs has a USB interface on the front panel so that a

Keysight
系列的面板配備
USBwith
介面，以便搭配使用
隨身碟來
USB flashB2900A
memory
device can be used
the B2900A Series ofUSB
SMUs
to save
儲存及載入測試配置，以及儲存量測結果。此外，圖形檢視模式還支援
and load measurement setups as well as to save measurement results. In adScreen
Dump 功能，以便將螢幕顯示的圖形（例如
IV 曲線）以
JPEG
dition, Graph
View supports a Screen Dump function that
enables you
to 格式，
save
screen
images
(such
as
IV
curves)
to
any
attached
USB
flash
memory
device
as
存入任何外接的 USB 隨身碟，方便您在報告與簡報中加入圖形化量測結
JPEG
files,
making
it
easy
to
include
graphical
results
in
reports
and
presenta果（請參見圖 4）。
tions (please see Figure 4).

Measurement
data

Measurement
setups

Graph dump to JPEG

Figure 4.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measurement setups can be saved to any attached USB flash memory device

圖 4：量測結果與量測配置可儲存至任何外接的 USB 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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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nge of free software control options

各種不同的免費軟體控制選項
In addition to its powerful and easy-to-use GUI, if you prefer PC-based
instrument control, then the B2900A Series of SMUs comes with a range of

free software
control options to facilitate program
development,
allowing you
除了強大、
易用的圖形操作介面之外，
如果您偏好使用
PC 進行儀器控制，
to chooseB2900A
the solution
that best
fits your particular application.
Keysight
系列 SMU
提供包羅萬象的免費軟體控制選項，您可根據
您的特定應用選擇最合適的解決方案，讓您的專案能順利地推展。

BenchVue

The Keysight BenchVue software for the PC reinvents your bench testing by
BenchVue

making it simple to connect and record results with your instruments without
the needBenchVue
for programming.
can quickly and easily obtain results by
Keysight
軟體為 You
PC 版軟體，讓您無需編寫程式就能連接多個
viewing,
logging
and
exporting
measurement
data and screen images with
儀器，並且記錄量測資料，大幅提昇工作台測試效率。您只需點擊滑鼠
just a few mouse clicks. BenchVue provides a wide array of capabilities,
即可檢視、紀錄並且匯出量測資料和螢幕截圖，以便快速、輕易地獲得
depending on the chosen instrument application. These capabilities will vary
量測結果。BenchVue
軟體提供多元的功能，您可根據您的儀器應用選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instrument types and models, including
擇合適的功能。所支援的功能，將因連接到
BenchVue
the B2900A Series of SMUs, that are connected to PC（負責執行
the PC that is running
the 軟
BenchVue software.See http://www.keysight.com/find/benchvue
for more
體）的儀器類型和機型不同而有所差異，包括
B2900A 系列 SMU。請瀏覽
details.
http://www.keysight.com/ﬁnd/benchvue
以獲得詳情。

Graphical Web Interface
圖形網頁介面
The Keysight B2900A Graphical Web Interface provides functionality to allow

有了
Keysight
B2900A Series
圖形網頁介面，您可透過區域網路（LAN）來連接並
access
to the B2900A
of SMUs over a LAN connection. The B2900A
使用此系列
SMU。Keysight
B2900A
LXI C 級標準，並且包含
Series of SMUs
is fully compliant
with系列完全符合
the LXI class C specification
and
contains
a
web
server
that
provides
a
webpage
with
an
interface
to
support
內含網頁介面的 Web 伺服器，以支援 B2900A 系列的基本量測功能。您
the
basic
measurement
functions
of
the
B2900A.
You
can
quickly
and
easily
可使用 LAN 網路線，將 Keysight B2900A 系列連上 PC，以便快速又輕鬆地
make measurements using a standard web browser by simply connecting the
透過標準瀏覽器執行各項量測。
B2900A Series of SMUs to a PC using a LAN cable.

圖 5：BenchVue 和圖形網頁介面

Figure 5. BenchVue and Graphical Web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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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I/V
I/V 量測軟體
Measurement Software
Quick
The Keysight B2900A Quick I/V Measurement Software is a common

Keysight
B2900A
Quick
I/V entire
量測軟
體 是precision
適 用 於instrument
所 有 B2900
精 密It儀
器系列
software
solution
for the
B2900
family.
has
產
品 的 通measurement
用 軟 體 解 決capabilities
方 案。B2900A
Quickthe
I/VB2900A
量 測 應Series
用軟體
具備超強
powerful
to control
of SMUs
over
GPIB,
USB 讓
or LAN
(see Figure
You連can
download
的
量測
能 力，
您 能connections
夠 透 過 GPIB、USB
或6).
LAN
線介
面， 全this
面控制
PC-based
software
for
free
from
http://www.keysight.com/find/quickiv.
The
B2900A 系列 SMU（請參見圖 6）。您可免費下載這套 PC 版量測軟體：
Keysight B2900A Quick I/V Measurement Software also supports a variety of
http://www.keysight.com/ﬁnd/quickiv。Keysight B2900A Quick I/V 量測應用軟體
functions such as a sweep measurement, a sampling measurement, basic
支援多樣化量測功能，例如掃描量測、取樣量測、基本數學功能、圖形
math functions, graphical display functions and the ability to save test results
顯示功能，並可將測試結果存成
CSV 檔。
as CSV files.

圖Figure
6：您可使用
Keysight
B2900A
I/V 量測應用軟體輕鬆地在
PC 上進行量測
6. It is easy
to make
a quickQuick
measurement
on a PC using the Keysight
B2900A Quick I/V Measurement
Software

EasyEXPERT group+
EasyEXPERT group+

EasyEXPERT
group+group+
軟體是功能強大的解決方案，可對元件、電路和材料
The EasyEXPERT
software is the more powerful solution for detailed
進行詳細的特性評估和分析。此軟體可在從量測設定和執行，到結果分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devices, circuits and materials. It supports
efficient and repeatable characterization
析和資料管理的整個特性分析過程中，
across the entire characterization process
實現高效能且可重複的元件特性分析。
from measurement setup and execution to
EasyEXPERT group+ 具備現成可用的量測
analysis and data management. EasyEXPERT
（應用測試）功能，方便您快速輕鬆地
group+ makes it easy to perform complex
執行複雜的特性分析，並可將測試條件
characterization with ready-to-use furnished
和量測資料自動儲存到獨有的內建資料
measurements (application tests) , and gives
you the option of automatically storing every
庫（工作區）中，以確保不會遺失重要
test condition and piece of measurement data
的資訊，並且日後能重複執行該量測。
in a unique built-in database (workspace),
ensuring that valuable information is not lost
and that measurements can be repeated at a
later date.

請瀏覽
http://www.keysight.com/ﬁnd/easyexpert 以了解詳情。
See http://www.keysight.com/find/easyexpert
for more details.

圖 7：EasyEXPERT
group+ group+
軟體是功能強大的解決方案，可對元件、電路和材料進行詳
Figure 7. EasyEXPERT
is a powerful solution for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細的特性評估和分析
devices, circuits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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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的客製化程式支援
如果您有特殊程式開發需求，Keysight B2900A 系列 SMU 支援可編程儀器
標準指令（SCPI）並提供 IVI-COM 驅動程式，以滿足您的需求。SCPI 是基
礎儀器適用的產業標準指令集，它具有統一的通用指令集架構。Keysight
B2900A 系列的 SCPI 指令集不僅支援先進特性，同時亦支援通用的 SMU
指令（例如 Keithley 2400 使用的指令），以簡化測試程式移植作業。除了
SCPI 之外，B2900A 系列 SMU 的 IVI-COM 驅動程式可在多種編程環境中，
使用多種語言來執行，您無需使用低階指令即可開發程式。

結語
Keysight B2901/02/11/12A 精密型電源量測設備是分析二極體和其他元件
之電流電壓特性的最佳解決方案。此系列 SMU 提供從 10 fA/100 nV 至
10.5A/210 V 的寬廣 IV 量測範圍，以及無與倫比的量測效能，讓您能夠
比以往更準確且輕鬆地描繪元件特性。
Keysight B2900A 系列配備方便易用的圖形操作介面，並提供多樣化功能與
特色，方便您快速完成量測，並將量測配置與資料存入 USB 隨身碟。
您還可透過 GPIB、USB 與 LAN 介面，從遠端控制 B2900A 系列。除此之外，
如果您偏好使用 PC 來控制儀器，是德科技提供多種免費的軟體控制選
項。您可根據特定應用的需求選擇最合適的解決方案，以加速專案開發。
如需更多有關各種不同 Keysight B2900A 系列機種的詳細資訊，請參考
B2900A 系列產品規格書（5990-7009ZHA）。
現在起，您只要使用一部桌上型 SMU，便可快速除錯並且正確描述各種
元件的特性。

如果您偏好使用 PC，是德科技提供多種免費軟體控制選項，以加速專案開發。
是德科技另亦提供各種不同的分析儀，確保您能夠執行準確、高效率的電流電壓量測，以便針對廣泛的
應用，深入洞察其 IV 特性。 www.keysight.com/ﬁnd/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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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 惠普將火炬傳給安捷倫，
再由安捷倫交棒給是德科技
75 年來，我們始終如一地為您提供精湛的量測洞察力。我們獨一無二的硬體、
軟體及專家組合，可協助您拓展全新的局面。
我們自 1939 年開始致力於解開量測世界的所有難題。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
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
或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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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eysight.com.tw/ﬁnd/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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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keysight.com.tw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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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8772-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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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7) 535-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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