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简介

在测试过程中防止与电源相关
的被测件损坏

概述
如果您希望如期交付产品，并达到预算控制目标，
那么就必须防止在测试过程中器件发生损坏，特别是价
格高昂的航空航天、国防电子和汽车电子系统、以及系
统中难以更换的的器件。如果器件损坏的风险很高，那
么测试人员必须制订谨慎和周密的测试方案，尽量采用
有助于减少风险的手段和设备。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就是选择集成了多种保护特性的电源，以避免给被测件
造成电源相关的损坏，并且可以尽量减少整个测试系统
的仪器和硬件数量，从而降低测试系统的开发成本，缩
短开发周期。在本应用指南中，我们将讨论安捷伦新型
先进电源系统（APS）的各种保护特性，以及如何利用
APS有些防止您昂贵的被测件发生损坏。

问题

原因包括过压和过流事件，有些事件转瞬即逝，也有些
事件会一直持续到被发现为止。
有许多原因都有可能引发过压或过流事件，包括:
• 内部电路故障可能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并超过越预期
• 电源不止一个，存在其它电源或电池
• 远端感应引线连接出现开路情况
• 负载电压感应连接在了近端，而不是远端
• 测试系统控制器发生故障或编程错误
• 恒压模式下的电源错误地与一个或多个恒流模式下的
电源并联
• 通过短路电源输出端来应对过压，结果导致被测件产
生浪涌放电电流
• 较大的被测件浪涌电流
• 被测件过载导致的过电流

控制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避免被测件处于或接近
故障条件时再承担过大的负荷，这需要对测试过程中各
种情况做出快速而有效的响应。导致被测件故障的主要

• 被测件电路即将发生或已发生故障相关的过电流
• 测试系统线路短路

过高的电流和电压的保护
使用具有更多保护特性和先进触发能力的系统电
源，不仅在电压和电流过高时，立即启动保护; 同样，在
电压或电流小于过低时，也可以启动电源的保护措施。

出现过压 (OVP) 时的保护
一旦电压过大时， 电源会有多种能力保护被测件:
可编程的远端感应过压保护、感应线和供电线断开和反
转探测、可控的电源输出有序的关闭等。

远程 OVP 感应
如果被测件吸收较高的电流，而且需要通过较长的
导线，由于导线是固有的电阻， 可能会在引线上产生
较大的压降。这时， 电源就需要借助的远端感应能力，
实时监测被测件上真正的输入电压，并调整电源的输出
电压，以补偿测试引线中的压降。如果被测件的电流中
断，或者明显下降，那么可能会导致电压瞬间超出容
限。远程感应 OVP 可根据感应线的电压，提供及时的过
压保护。使用 OVP 电路监测感应线电压而不是电源输出
端电压，可以直接在负载上进行更精确的电压监测。电
源输出端的本地 OVP 功能可提供额外的保护。它可以跟
踪编设定的 OVP 值，并在电源正负输出端子上的电压升
高并超过编程设置的 OVP 电压 1 V+10% 额定电压时，进行
触发。

感应线和输出线断开或反转检测
如果将电源感应端子连接到被测件与电源线相连
处，必须要确保感应线连接是有效的。如果一条或多条
感应线虚接或中断，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感应检测和保
护能力，那么被测件上的电压有可能升高， 并超过预期
水平，甚至有可能损坏被测件。为了防止远端感应的故
障，安捷伦先进电源系统 (APS) 电源在打开输出前后，检
查一条或同时检查两条感应线。通过对感应线进行连续
检测，电源可以在 50 微秒内， 对感应线中断做出响应。
除了检测感应线的开路情况外，如果感应引线意外短路
或出现反接，那么电源的感应线故障检测特性也将禁用
电源输出。值得注意的是: 确保感应线正确连接非常重
要，因为不启动输出，保护特性就无法检测感应线的错
误连接，而启用输出， 可能会使负载短时间内承受意外
电压。

但如果电源的这种特性会在被测件上产生不利于测
量的中断，或者， 如果引线配置或负载动态特性导致系
统进入错误状态，那么可以禁用此特性。如果 APS 电源
的远端感应故障检测特性没有启用，而且在开启电源前
两条感应线中有一条或同时两条没有连接或断开连接，
那么电源将继续工作。输出端子上的电压将比编程设定
值高大约 1%。

有序和可控地关闭输出 (不使用 Crowbar)
对于某些被测件，一旦出现过压时，使用电源内
置的 crowbar 快速短路输出端，就可以有效启动过压
保护。 但是， 对于一些复杂的被测件，必须采用可控
的过压保护方法。APS 电源的独有设计， 可以在其输
出时，允许按照设定好的程序， 有序和可控地关闭输
出。利用这种方法关闭输出， 而不是使用 crowbar 短路
输出端， 可有效防止某些类型的被测件发生损坏。在
检测到过压条件并采取相应措施时，如果被测件上存有
大量电荷，那么短路电源输出有可能从被测件吸收大量
破坏性的浪涌电流。
即使电源没有处于过压或过流保护状态，但要求迅
速降低电源电压以保护被测件，APS 可以通过高达电源额
定值 10% 的电流来吸收电流，使电压迅速降低。要想更快
降低电压，您可以添加外部功率耗散器选件，它能够吸引
高达 100% 的电源额定电流。您还可以对内部负载和外部
功率耗散器进行编程，使其达到要求的电流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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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地与远程过压保护 (OVP)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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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流 (OCP) 时的保护
过流保护 (OCP) 可有效防止被测件承受过大电流。在
APS 电源中，用户可通过编程控制该功能，启用或禁用
该功能。启用该功能后，当输出电流达到电流限制设置
时，APS 电源将禁用输出。但如果预计被测件将产生超
过限制设置的瞬态浪涌电流，可控制程序，将过流保护
的开始时间延时 0 至 0.255 秒，以避免错误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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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为 APS 电源的电流波形显示。其中，负载电流
从 0 A 迅速增加到 12 A。而此时电流限制设置为 5 A， 并
启用 OCP 的情况下，APS 电源在不到 500 µs 的时间内启动
输出禁止，输出电流恢复到 0 A。
图 3 比较了一台基础型电源和 APS 电源出现过流时
保护情况。可以看到，APS 的保护速度比基础型电源快
10 倍。

图 2. APS 电源过流保护禁用输出

对瞬息万变的环境条件做出迅捷响应
电源要帮助保护被测件，必须能够实时监测故障条
件，并且一旦发生故障，能够快速做出响应。当施加在
被测件上的电流或电压超过可接受的极限，或下降到预
定工作范围之外，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对策。APS 的实时
监测能力以及先进触发能力，使其能够比一套复杂的系
统有更快的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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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流限制比较—上面的迹线是基础性的系统电源, 下面的迹线
是 APS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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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意外中断的保护

在遇到可疑情况时快速中断测试

当被测件的安全与在外部控制器 (如PC) 上运
行的应用程序有关时，如果该应用程序或控制器停
止正常工作，您可以使用 APS 电源的输出监控计时
器 (Watchdog) 帮助保护被测件。在复杂的被测件中，被
测件所执行的功能可能与时间相关，这就需要对测试系
统电源的参数进行调整， 以实现最佳匹配。但应用程序
或控制器的故障有可能导致被测件受损。监控计时器可
帮助减轻此类故障的影响。

APS 电源的智能触发系统既可以接受触发输入信
号， 也可发送触发输出信号。触发输入信号可用于启
动或关闭电源输出、或将输出电压和电流设置转换到新
设置，以及启动测量。触发输出信号可触发测试系统中
的其它仪器， 让它们开始工作。结合使用输入和输出
触发，可控制电源与测试系统进行同步，帮助您保护被
测件。使用 APS 电源时，可结合使用状态、触发、以及
数字端口子系统所提供的一系列信号输入和布尔运算
“AND”、“OR”、“NO”，以及括号分组，以定义保
护条件。与依赖外部电压表、电流表、分流器和控制器
进行被测件保护的系统相比，具有访问电源内部实时信
号能力的 APS， 可帮助用户更快地对可疑测试条件做出
反应。

如果在用户指定的时间范围内，电源无法接收到编
程接口 (USB、LAN、GPIB) 上的任何指令，那么输出监控
计时器可将所有输出转入保护模式。监控时延可通过编
程进行控制，范围为 1 s 至 3600 s，步进为 1 s。APS 在出
厂时，监控计时器设置的时间是 60 s，一旦编程接口活
动停止，电源将在 60 s 后禁用输出。超过这一时间后，
输出将变成禁用状态。当编程接口活动停止后 APS 电源
进入保护模式时，您可以使用 APS 电源的智能触发系统
来触发其它仪器，或者如果需要， 也可触发测试系统报
警，乃至关闭整个测试系统。
APS 电源配有内部监控计时器，无需使用定制的、
独立式外部监控计时器，或在 PC 上运行监控计时器来监
测 PC I/O 活动。它可有效降低测试系统的设计复杂性和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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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智能触发系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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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为 APS 智能触发系统的实例。该系统可提供
信号，以启动用户指定的事件或定制保护事件。

监测实时事件并快速做出反应,
为被测件提供强大保护
APS 电源的先进测量和智能触发系统不仅可以快速
响应，而且可以降低测试系统的复杂性，帮助您降低测
试风险。要达到与 APS 电源相当的输出控制水平，需要
使用定制或分立的测量系统，其中包括分流器、一个或
多个电压表、电缆，以及配有软件和驱动程序的控制
器。不过，外部测量和控制设备对故障条件的反应速度
是无法与 APS 相匹敌的。
当测试过程中发生内部触发时，测试系统与其它测
试设备进行同步，或将信号事件同步到其它测试设备，
对于被测件的安全至关重要。APS 电源能够针对电源内
部的一系列事件生成触发。这些事件包括 CV 至 CC 状态变
化、输出向最终值的变化，以及根据测量结果超过预设阈
值，或降低到特定时间范围以下时，改变输出状态。保护
被测件不再总是依赖于激活过压或过流保护。当被测件在
预定电压及电流范围内工作，而实际测得的工作点超出范
围或达到特定值时，这表示被测件可能出现了故障。为了
保护该被测件，电源可能会进行触发，以进入保护状态、
改变电压或电流设置，或启动测试系统中的其它设备，
例如其它电源和负载，采取响应行动。
如果测试系统中的其它设备被测件能够接受或生成
触发信号，那么 APS 系列电源可与它们进行交互。从保
护被测件的角度而言，如果被测件或测试系统中其它设
备的情况显示即将发生不利事件，APS 电源能够接受触
发信号，从而启动或关闭输出，或改变输出电压和电流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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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为防止在故障或接近故障的条件下损坏被测件，您
的电源必须能够对潜在的各种故障情况进行实时监测，
并做出快速、有效的响应。APS 电源集多种保护特性于
提，这样可以避免对被测件造成电源相关的损坏，同
时，也降低了测试系统的复杂性， 减少系统开发时间和
降低成本。APS 电源提供了实时监测能力和智能触发系
统，比传统的方法相比，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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