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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C 电力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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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使用 PD 来动态地控制更高电压与更大电流，USB 增加了灵活的双向充电的新

电力传输术语

功能。PD 可使用充电适配器将设备电池快速充电，此充电适配器可输出 5 V 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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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0 V 的更高电压，以及 3 A 或 5 A 的电流，端视 Type-C 线缆及适配器类型而

UFP

上游埠

定。使用 CC1/CC2 线充电时，USB 设备可请求更高的电压。当某一个 USB 设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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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电端

PD 端口（通常为设备的 UFP）
通过电源导体（负责供电）来汲
入电力

号还必须验证适当的协议传输，以改变电力并管理 ALT 模式，而其他 D± 及 ALT 模

SOP/EOP

资料包开始/资料包结束

式信号则处于有效状态。Type-C PD 可动态地进行各种不同的电力传输配置，加上

VDM/V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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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2.0、USB 3.1 Gen 1 和 Gen 2，以及 PD 一致性测试技术指标持续演进，因而

B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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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PHY 层的电力传输测试
机制

CC

配置通道

在充电时，所有其他相连的设备必须协商所需的电力，如果有另一个设备也需要额
外的电力，则可重新协商电力。经过优化设计的 PD，可提供更低的电池电压和更高
的充电电流，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充电时间。PD 的双向电力传输特性使得 USB 设备
能够进行充电并同时为其他设备供电。除了管理连接设备的电力之外，PD 也可管
理用以支持 Type-C 交替模式的电力。
USB Type-C 可提供更高且动态可变的电力，因此设计工程师需更严格地验证并测
试 PD，以符合一致性要求。除了管理对设备之双向电力传输之外，CC1/CC2 线信

带来更多的挑战，使得 Type-C 设备测试验证比传统 USB 测试更加具有挑战性。

测试挑战
电力传输技术指纯持续演进。电源、物理层，以及协议层仍然是一致性测试的主
要测试类别。设计工程师必须考虑的重要测试参数包括各种不同的电压电平、设
备充电、线缆功能，以及设备供电与耗电状态的判断。确切掌握 Type-C 设备一致
性测试需求，并使用可实现可靠且准确的测量的仪器与软件，您便可用经济有效
的方式获致最佳结果。

设备供电与充电
如果 Type-C 设备要求 “profile 2, 12V” 等电力传输特性（参见图2），则工

负载

程师必须验证所套用的电压与电流（或瓦特数特性）是否正确。因此他们需
时间

监测 CC 线以确认是否传输合适的协议，同时还需测量所生成的电压与电

急剧的负载变化

流。前述作业需监测 CC1/CC2 线（300 kHz 信号）并使用示波器加以测试，
以便分析眼图。由于线缆电压会不断改变，甚至可能出现串扰，要分析和调整
CC 线码相当困难。

标准
输出量
负载效
应边缘
（Rand）

负载效应过冲幅度

负载效应

此外，工程师需进行全面的测试，以确保设备电池可用 20V/5A/100W 的电
力快速充电，并确保安全可靠的可调适快速充电。PD 布局验证有一项重大
的挑战，就是噪声、纹波及切换效应会影响直流电源完整性，传送 10 G 到
20 G 信号，其干扰更严重。您可使用示波器来测量电力传输完整性，测量项目

负载效应瞬
态恢复时间

负载效应
趋稳时间
负载趋稳效应
时间

包括：
– 供电漂移
– PARD（周期与随机扰动）— 电轨上的噪声、纹波及切换瞬态
– 静态与动态负载回应
– 可程控的电轨回应
– 高频瞬态及噪声
时间

– 在各种不同温度下进行产品电气验证
图3：USB 电力传输之典型电源完整性测量：负载回应 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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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供电端与耗电端之线缆功能
由于 PD 可提供更多功能，工程师需对 USB Type-C 线缆进行更多的测试。此外，工程师
需测试每一种线缆配置场景，包含变化、双向电力传输、USB 数据传输、供电/耗电角色
指派，以及使用的 ALT 模式。
第一个步骤是测试 e-mark 芯片接收与发射的电压电平，以便验证有源式 Type-C 线缆。
接着需验证两用端口（DRP）设备是当作供电端还是耗电端，以及目前是流出还是汲入
电力。需搭配使用示波器、电流探头、电源供应器及测试夹具，来测量上升时间、下降时
间、电压及高低电平。
执行 PD 一致性验证时还需测试其他低速线，例如辅助总线（SB）、VBUS 及 GND。CC 线
是一种成对的屏蔽线，如结合使用未屏蔽 D ±线及电位高达 100 W 之电源线时，可能会
导致交互干扰。PD 会持续协商要传输给设备的电力，当设备尝试将 CC 线解码时，VBUS
和 D±将随之改变，使得建立运作配置变得非常困难。

是德科技 Type-C 电力传输测试解决方案
典型的物理层设备测试配置包括示波器、探头、电流探头、USB PD 协议软件、试样/测
试夹具，以及 PD 控制器。
如果数据传输率达 300 kHz，我们建议使用 500 MHz 或频率更高的 Keysight Infiniium
示波器，不仅记录长度更长，同时还可捕获更完整的资料包。虽然所传送的信号主要是
直流信号，但它们多半具有交流特性，因此确保示波器拥有充足带宽至关重要，以满足测
试需求。分析 5V 直流供电信号时，最好使用探头偏置来查看信号上的瞬态。如果使用直
流阻隔器可能会遗漏直流与低频内容。
其他建议使用的测试器件包括：
– 两支用于 CC1/2 与 VBUS 测试的 N2873A 无源探头
– 一支用于负载电流探测的 1147B 电流探头
– 电力传输控制器及相关联的软件与试样（coupon）
– 是德科技电源供应器和负载 USB PD 验证测试需使用信号源和负载解决方案，满
足严格的转换率、瞬态响应和电源测试之各种需求。是德科技建议使用 Keysight
N6752A（100 W）或 N6786A（80 W）高性能直流信号源模块和 N3303A 直流电子
负载模块。
– Keysight N7020A 电轨探头是为了分析 PD 5V、10V 或 20V 信号而特别设计，具有 2
GHz 带宽，可用来捕获非直流信号干扰。Keysight N7020A 电轨探头特性可因应电
轨测量的一些首要条件：
– 1:1 低噪声衰减
– ±24V 偏置支持高达 24V 的电轨以涵盖 PD 20V 信号
– 50 kΩ 直流输入阻抗可确保所测量的电轨具有低直流负载
– 捕获高频噪声和瞬态所需的 2G Hz 带宽，以避免对时钟和数据抖动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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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对 CC1、CC2、VBUS、SBU1、SBU2 和接地等低速信号进行测试及调试，建议使
用 Keysight N7016A Type-C 低速信号接入与控制夹具。此夹具通过强制性 Type-C 线
缆来连接到高速测试夹具，方便工程师从下游 USB 设备将 USB 3.1 信号分接出来，以
进行系统诊断和控制。另外还可使用高阻抗无源探头来探测信号，以进行深入的信号
分析。
如需使用 SOP、SOP prime 和 SOP 双主协议解码，在整条 PD 线中进行沟通的实时协
议触发解码工具，以便对 PD 线进行调试，是德科技提供适用于 Infiniium 系列示波器
的 N8837A USB-PD 协议触发和解码软件。专为 USB 电力传输设计的 USB-PD 协议软
件，能让您以简单的方式对经过 Type-CCC BMC 编码的 300 kHz 信号进行调试。此软
件可为是德科技示波器提供协议级调试信息。它还包括增强型串行分析功能，可用来
解码与列表窗口画面、搜寻软件，并搜寻触发。

结语
USB 3.1 和 Type-C 技术指标为 USB 装置设计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尽早在开发

下载软件，为您开辟
测量新视野

阶段验证 USB 发射机、接收机和通道设计的标准一致性，有助于加快装置的设计，并

是德科 技软件将我们渊博的专业技

且避免代价高昂的重新设计。确定所使用的仿真软件包含与仪器用于装置验证测试之

术集于一身，供您轻松下载使用。从

测量软件相同的测量科学，可节省时间并避免获得有问题的测量结果。

设计首次仿真到产品首次装运，是德
科 技软件工具能够 帮助工程师团队

Keysight Type-C 解决方案内含软件、仪器和测试夹具，是专为此通用接口之标准测试

加快从数据采集到信息处理再到有

而量身打造的完备解决方案。无论您专精于设计或是验证领域，我们的解决方案都可

效分析的过程。

协助您加速完成调试、表征，及最后的一致性测试。

–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
– 应用软件
– 编程环境
– 生产力软件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software
开始 30 天免费试用
www.keysight.com/find/free_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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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惠普到安捷伦再到是德科技
传承 75 年创新史，我们始终帮助您开启测试测量新视野。我们独有的硬件、软件和
技术人员资源组合能够帮助您实现下一次突破。1939 年成立的惠普公司起源于电子测
量，是德科技将这一业务传承至今，并将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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