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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德科技專業優質授權經銷商 

服務專線： 

 臺北 02-66200188 

 新竹    03 – 6105168 

 台中    04-36095688 

http://www.coretechnology.com.tw 

高動態微小電流量測暨分析要訣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講 師 

13:10-13:30 學員報到暨技術交流 

13:30-14:15 無線充電效率測試及快充與電池性能的深度分析 
Keysight  

隋寶華  先生 

14:15-14:25 小憩時間 

14:25-15:10 從傳統的電流測量原理到微小電流分析的關鍵指標 
Keysight  

隋寶華  先生 

15:10-15:30 茶點及休息時間 

15:30-16:00 利用BenchVue輕鬆達成自動化量測 
Keysight  

隋寶華  先生 

16:00-16:20 Q & A 及 幸運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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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達科技  服務區域 
 2011年正式成為 是德科技(Keysight) 經銷商重要夥伴 

服務區域：產業界/教育單位 (北區和中部) 和 軍方單位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 2 號14樓之5 
服務專線: 02-66200188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65號6樓之11 
服務專線: 03-6105168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77號5樓之7 
服務專線: 04-36095688 

服務據點： 
• 臺北總公司： 

• 新竹分公司： 

• 台中分公司： 

 2017正式成為 Wilder Technologies 大中華區代理商 

高速數位測試治具 

高速數位測試治具均經國際認證單位認可 
SAS 、 SATA、 Thunderbolt、 DiiVA、 DisplayPort、  
HDMI 、 MHL、SFP+、 QSFP+、 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 (EEE)  高速數位測試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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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不足的焦慮 

 

2 

電量不足的焦慮 

解決用戶焦慮辦法：低功耗和電池容量 

 設備和器件的超低功耗 

客戶的訴求：長工作時間 

你正在努力的方向： 

 使用更高容量的電池和優異的電池管理 

 便利的電池電量補給 

 縮短補給的時間—— 快速充電 

 無時無刻的充電—— 無線充電 

 電池的迴圈壽命 

 關鍵模組和器件的低功耗 

 硬體性能和軟體功能的平衡 

 電池的交直流內阻 

 電池的容量分佈 

 電池的自放電和電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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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攜式裝置的精確功耗測量 
 
 
 
 
 

 
 
 
 
 
 快速充電對電池管理和電池特性的思考 
 無線充電效率相關的測試方案 
 電池與快充或充電相關的特性分析 

4 

設備耗電特性——大範圍變化、持續時間極短的動態脈衝電流 

 

智慧終端機、IoT(物聯網)、AI(人工智慧)、VR(虛擬實境) 

——耗電測量的挑戰 

nA 

A 
工作電流 

待機電流 

休眠電流 

水準刻度（時間）來看： 
 

1. 窄電流脈衝測量，採樣速度快 （取樣速率） 
 

2. 應用場景測量持續測量，採樣時間要長（存儲深度） 

垂直刻度(電流幅值)上： 
 

1. 休眠電流小，uA，甚至nA以下(底噪) 
 

2. 工作電流大，數十mA甚至A， 需要極高的動態電流測量能力（A/D垂直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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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瞭解你在用的電流分析儀器嗎？ 

6 

NB-IoT模組的PSM模式進駐和功耗測試 
 

PSM（Power Saving Mode）： 
即低功耗模式，其原理是允許UE在進入空閒態一段時間後，關
閉信號的收發和AS（接入層）相關功能，相當于部分關機，從
而減少天線、射頻、信令處理等的功耗消耗。 

雖然PSM模式耗電僅僅2.868uA，但模組在進行系統註冊時，最大電流為206.75mA，為

PSM模式的10萬倍. 

模式/ 狀態  開機 註冊 TX發射 RX接收 PSM 

起始時間 0:06 0:10 0:14 0:21 0:41 

截至時間 0:010 0:13 0:15 0:28 0:48 

平均電流（mA） 4.097 16.51 78.21 42.44 0.0028 

最大電流（mA） 237.01 75.94 204.83 67.03 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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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 各種狀態下的功耗分析 

Tx 模式放大後，觀察到連續載波電流信號，對應參數為： 
頻率 ：89.3066KHz； 
電流值（DC平均值）：70.9327mA； 
幅度（AC峰峰值）：28.5557mA。 

8 8 

XPU處理器晶片的大動態電流測量 

處理器電流特徵： 
  頻寬高、動態大、低雜訊 
  測試要求，測量瞬間大電流時，同時測量小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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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攜式裝置的精確功耗測量 
 快速充電對電池管理和電池特性的思考 

 
 
 
 
 
 
 

 
 
 無線充電效率相關的測試方案 
 電池與快充或充電相關的特性分析 

http://gz.people.com.cn/n/2015/0415/c222176-2450639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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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曲線對快充電的啟示？ 

 
                

“三件套”的思考！ 

12 

電池充電曲線的分析——端電壓Vt/開路電壓Voc 

 
                

開路（不充放電）電壓3.79V，   1A充電時，電壓3.95V；      -1A放電時，電壓3.3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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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充電曲線的分析——電池容量分佈 

 
                

想一想，上圖四種類型電池， 
哪一項不適合快速充電? ______ 
哪一項不適合快速放電？______ 

14 

你瞭解在用的電池嗎—— 電池管理的快充 或 快放哪裡需要改進？ 

 
                

容量：10AH 
標稱電壓：12V 

更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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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對電池的充、放電影響 

某個冬天的早晨、你正打算開著你的電動汽車以時速
120Km/hr 見她。。。。。。 
 
但你看時速表 僅僅顯示 20km/hr……, 你要為她點贊 

16 

 可攜式裝置的精確功耗測量 
 快速充電對電池管理和電池特性的思考 
 無線充電效率相關的測試方案 

 
 
 
 
 
 
 
 

 電池與快充或充電相關的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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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充電的應用關鍵因數——功率和效率 

18 

無線充電的效率測量 

DC輸入功率 

電池吸收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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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充電的效率測試環境之1 —— DC-DC一體化測量 

20 

內置ARB實現一鍵式無線充電的效率曲線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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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充電的效率測試環境之2 —— Rx/Tx 接收端AC信號測量 

 MHz的電流信號 
 極低電流信號約 1 uA  

案例一： 空中無線能量捕獲材料和裝置研究  

案例二： 無線充電裝置在低功率時的性能分析 

 100-200KHz 
 較低電流信號約 1mA  

22 

無線充電的效率測試環境之3 ——Tx/Rx線圈效率

測試解決方案: 

基於ENA系列向量網路分析儀的無線充電測量軟體 

通過 S 參數測量來分析 WPT系統的即時電壓、電流和功率傳輸效率 

使用者自訂任意負載阻抗，來模擬連接電池後的功率傳輸效率 

埠1 埠2 

被測件 

E5061B向量網路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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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電壓、電流和功率傳輸效率 

E5601B 實測Tx/Rx線圈效果

三維模擬瞭解負載阻抗的相關性, 
電阻（R）、電抗（X）和頻率（f）的測量結果. 

史密斯圓圖(R, X), 諧振頻率 為 6.78 MHz 

24 24 

空中能量捕獲系統測試 

該裝置電路的測試資料： 
主頻率：336/52 Hz 
平均功率(RMS)：127uW 
峰值電流： 5.24mA 
次頻率：18.67KHz 

微弱震動或無線RF能量收集 

無線廣播RF能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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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攜式裝置的精確功耗測量 
 快速充電對電池管理和電池特性的思考 
 無線充電效率相關的測試方案 
 電池與快充或充電相關的特性分析 

26 

電池全面性能指標？ 

 
                

ACR / DCR 內阻 
容量 及容量Vs電壓分佈 

迴圈充放電次數和容量 自放電與電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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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 放電 

電池迴圈充放電壽命驗證 

充放電交替測試不再困難? 

 具備+/-電流能力，單次連接，可以對電池進行充電和
放電測試； 
 

 內置電量測試能力，可以直接獲得累積的電量(AHr)資
料，測試和驗證電池容量。 

 
 高精度測量，可以用於測量電池的內阻DCR。 

 
 輸出端具備繼電器開關，可以完全斷開與蓄電池的連接。 

28 

BenchVure / Test Flow 軟體平臺 

支持Keysight全系列儀錶 
Test Flow拖拽式程式設計 

自動生成詳細測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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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迴圈充放電壽命驗證 / *Test Flow （Benchvue 軟體） 

30 

*Test Flow 實測資料——電池迴圈 充/放電 的容量  

第3次放電， 234mAhr 

第4次充電， 220mAhr 

*資料來源， 
某1100mAhr電池淺充、淺放。 
放電截至電壓-3.9V； 
充電截至電流1A； 
有效容量約240mA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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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Flow 實測資料——電池充/放電曲線/DCR 

充電過程中的，電池電量（Ahr） Vs 電池開路電壓 Voc 

電池開路電壓 Vt Vs 電池開路電壓 Voc 

*資料來源， 
某1100mAhr電池充、放電。 
放電截至電壓-3.3V； 
充電截至電流0.2A； 
有效容量約900mAhr。 

32 

*Test Flow 實測資料——電池充/放電曲線/DCR 

某電池內阻隨電量和溫度的分佈 

電池 模型 參數 

 電壓區間 
 電量分佈 
 內阻分佈 

*資料來源， 
某1100mAhr電池充、放電。 
放電截至電壓-3.3V； 
充電截至電流0.2A； 
有效容量約900mA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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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Flow 實測DataLogger數據X-Y分析 — 
Benchvue軟體演示 

 
1. 放電容量 VS 放電序號 

 
2. 放電容量 VS Vt 

 
3. 放電DCR VS DCR序號 

 

 
1. 充電容量 VS 充電序號 

 
2. 充DCR VS DCR序號 

 
3. 充電容量 VS Voc 

 
4. 充電電流 VS Voc 

 
5. 充電端電壓Vt VS Voc 

 

免費下載安裝Benchvue軟體，諮詢Keysight 獲取以上測試檔。 *資料來源， 
某1100mAhr電池充、放電。 
放電截至電壓-3.3V； 
充電截至電流0.2A； 
有效容量約900mAhr。 

34 

電池放電 電池充電 

    動力電池需要自放電特性一致的電芯進行配組， 以確保長期

工作的均衡充、放電。  有資料表明，使用單體1200次迴圈的

電池,良好的配組之後，電池組循環次數可能不到200次! 

    ——動力電池和物聯網設備的低功耗長壽命電池   

    很多新型NB-IoT設備提10年不換電池出的要求， 例如無線水

錶、智慧感測器等。電池的長時間續航，一方面要求產品本身低

功耗，還要求電池本身低自放電損耗。 例如一個10000mAH 的

電池， 如果自放電率是50uA, 10年就是 4380 mAH, 約50% 的電

能被自身漏掉了，有效的電池電量其實只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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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的自放電率和傳統的測試手段 

自放電率： 

   又稱電荷保持能力，是指電池在開路狀態下，電池所儲存的電量在一定條件下的保持
能力。主要受電池製造工藝、材料、儲存條件等因素影響，是衡量電池性能的重要參數。 

傳統的測試手段： 高精度萬用表 + 大量存放的電池 + 數月的時間 

下表列出了正常儲存條件下自放電的近似值： 

類型 自放電率 / 月 

鋰離子紐扣電池 1% 

堿錳圓形電池 2 % 

鋅碳圓形電池 4% 

鉛蓄電池 20-30% 

鎳鎘/鎳氫電池 35% 

36 

3
6 

Keysight創新的自放電測試原理 

電芯開路時，等效的內部電

阻Rp構成的放電回路 Isd. 

自放電測試系統保持電芯電壓/Soc，因此，電

芯沒有被充電（Soc減少），也沒有被充電

（Soc增加），此時測試系統提供的電流ISDM 

就等於Isd。 

ISDM 

Isd 

    假設用一個水杯代替電芯，水杯的高度對應

電芯電壓Ocv (nV)，該水位對應的容積代表電

芯電量Soc(n%)。 雖然水杯依然有一個很小的

洞，但由於外部補充的速度（ISDM)與漏水速

度（自放電電流Isd）一樣，且電芯電壓OCV

和SOC均保持不變,所以測量ISDM 就等於I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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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2100 SDM測試系統介面及即時結果 

 某18650電芯，測試時間約1.5小時，自放電電流9.15uA  

   電池模擬器 瞬間獲得-自放電電流74.6uA 

 4.3分鐘   

38 

——幫您迅速篩選出低放電率的電池型號 

研發測試方案 

• 測量和記錄電池自放電電流、電池電壓、電池溫度 

• 能夠顯著縮短測量電池自放電電流所需的時間 

• 0.5-2小時即可完成 18650 等小型電池自放電率的測試 

• 2-5 個小時完成大容量軟包電池（例如 10-60 Ah）測試 

+ 

- 

溫度 

0         5     10       15        20       25       30 分鐘 

不良或待確認 

良品 

批量生產的一致性篩選 

• 256個電芯同時開始測試，絕大部分曲線重合； 

• 在很短（約5分鐘）的時間後，電流開始分開，

大約10-15分鐘後明顯區分； 

• 針對分離後的電芯可以再進行完整的電芯自放

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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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模擬器BSS的應用 

測試時，推薦使用BSS替代真實電池！ 

40 CX3300 Seminar 

電池模擬器BSS的好處 

• 真實的電池、特別是大容量的電池，為了讓電池從高壓切換到低壓，或者從低壓

切換到高壓，必須對其進行完整的充、放電過程，需要花費大量的等待時間。 

• 真實的電池 在進行過壓、欠壓、過流、高溫等測試時，尚未確保工作性能的電
池管理電路，可能會導致電池使用的安全隱患和危險。 

 適用於任意的規格的電池模型（電壓，電量不限） 
 內置電池內阻模擬（符合電池端電壓，開路電壓、電量變化規律） 
 任意設置電池模擬的起始點（研發調試靈活） 
 模擬電池端電壓與電量變化（隨充、放電過程改變電壓） 
 強大的保護，無任何電池安全隱患和風險 

    電池模擬器（BSS）就是針對上述真實電池存在的不足 而設計的特殊電源系統。該系統可用於類比電
池的充、放電特性；電池端電壓隨電池充、放電過程的變化；任意的初始工作電壓、容量設置；任意容
量、電壓的電池類比；無過壓、過流甚至短路導致的電池爆炸、洩漏等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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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蓄電池BSS的模擬過程 

 
 電池測試 

 
提取模型 

 
模擬電池 

基於上述Test Flow和高性能電源開發的蓄電池，具備以下功能： 

  測量真實電池： 
完整充、放電過程資料，包括電池端電壓，電量，電池DCR內阻等； 

  自動生成電池的模型： 
根據電池的充電或放電曲線資料，自動提取電池模型，模型中包括電池內阻，電池開路電
壓，電池電量； 

  電池模擬功能： 
根據提取出的電池模型，類比任意荷電狀態下的充電或者放電特性，模擬充放電過程，類

比電池狀態。  

42 

Test Flow某電池模擬器程式流 

Test Flow軟體控制N7900 APS先進電源系統，配合上述BTS測量電池模型序
列。 

電池即時更新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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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實測某電池類比電量、電壓和外部充放電電流關係 

44 

關於N7900 和 RP 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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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解決用戶焦慮辦法： 

 設備和器件的超低功耗 

朝著美好的方向， 但任重而道遠…… 

 使用更高容量的電池和優異的電池管理 

便利的電池電量補給 
 縮短補給的時間—— 快速充電 
 無時無刻的充電—— 無線充電 

 電池的迴圈壽命 

 關鍵模組和器件的低功耗 

 硬體性能和軟體功能的平衡 

 電池的交直流內阻 

 電池的容量分佈 

 電池的自放電和電池均衡 

4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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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電流測量 與 CX3300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 

電流的認知 

2 

電流的定義 
     單位時間裡通過導體任一橫截面的電量叫做電流強度，簡稱電流。它的單位是安
培，簡稱―安‖，符號 ―A‖ 

 
電流產生條件 
1. 有電場。（電路當中，電源會產生電場） 
2. 有自由移動的帶電粒子。（導體，且閉合電路） 

（1A=1C/s） 

10-18 10-15 10-12 10-9 10-6 10-3 100 103 106 109 1012 1015 

a 
(atto) 

f 
(femto) 

p 
(pico) 

n 
(nano) 

µ 
(micro) 

m 
(mili) 

k 
(kilo) 

M 
(Mega) 

G 
(Giga) 

P 
(Peta) 

T 
 (Tera) 

< 10 nA > 1 G 

一些常見的電流： 
絕緣材料漏電流 8pA，MOS FET開關管漏電流 200nA，電子手錶1.5μA至10μA，LED燈 1至10mA，    
白熾燈泡200mA，手機顯示幕500mA，空調家電5A 至 10A，電動汽車 200A - 1000A. 

一個電子的電量,e=1.6x10^-19 C？ 

1A安培，表示1秒鐘流過大約6.25*10^18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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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測量方法 

3 

取樣電阻―Rshunt‖串聯到回路，通過測試其端電壓U，

依據歐姆定律獲得電流：I = U / R 
  依據電流的磁效應，將待測大電流轉換為測試儀
錶可量測的小電流Is或電壓Us 

歐姆定律, I = U/R 磁效應 

熱效應 

化學效應 

4 

內容安排 

 通用電流測試方案 

 N6705C直流電源分析儀 

 CX3300 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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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電流測試儀錶——數字萬用表 

5 

如上圖所示，萬用表的電流測量是通過―取樣電阻‖Rshunt兩端電壓，依據歐姆定律：I= U / R。 

 1） 取樣電阻與量程關聯！ 
 2） 解析度與積分時間PLC關聯 

通用電流測試儀錶——示波器的電流測量 

6 

N2820 接入式電流探頭 

高頻寬、大電流
高底噪 

小電流測量 
 同DMM，取樣電阻決定測量電

流大小，且 

頻寬<5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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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電流測試儀錶——電源的電流測量 

7 

適用於 給被測件供電的同時進行電流測量場合 
 測試電源通常都具有電流測量功能 

 
 通常精度約0.1%, 精密電源甚至0.01% 

 
 同DMM，直流或低頻電流測量，高性能電源可達200KSa/s,

如N6705, N7900,RP7900等。 

電流測量與電流輸出範圍一致，如下是RP7900大功率電源的電壓和電流範圍: 

特殊電流測量儀錶——SMU源表/皮安表的電流測量 

8 

B2900 精密源表 
B2980 皮安表/高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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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內容安排 

 通用電流測試方案 

 N6705C 直流電源分析儀 

 CX3300 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 

特殊電流測量儀錶—— N6705C 直流電源分析儀 

14585A 功耗分析軟體 

1. 無縫量程切換技術，實現28比特動態，可以輕鬆測量大範圍（8A-80nA）快速變化的耗電電流波形； 
 

2. 高達200 KHz（5us)電流取樣速率，精確測量脈衝電流； 
 

3. 長達1000小時連續資料記錄； 
 

4. 視覺化電流測試軟體，電流測試與操作同步測量。 

N6705功耗測試四個獨特優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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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耗電特性——大範圍變化、持續時間極短的動態脈衝電流 

 

耗電測量的挑戰 
   ——智慧終端機、IoT(物聯網)、AI(人工智慧)、VR(虛擬實境) 

nA 

A 
工作電流 

待機電流 

休眠電流 

水準刻度（時間）來看： 
 

1. 窄電流脈衝測量，採樣速度快 （取樣速率） 
 

2. 應用場景測量持續測量，採樣時間要長（存儲深度） 

 垂直刻度(電流幅值)上：  
 

1. 休眠電流小，uA，甚至nA以下(底噪) 
 

2. 工作電流大，數十mA甚至A， 需要極高的動態電流測量能力（A/D垂直解析

度） 
11 

12 

“智能手錶”功耗實測/分析——各種模式及狀態（10分鐘） 

 14585A啟動資料記錄儀 Data Logger（持續10分鐘） 
 

 ―智慧手錶‖ 從待機開始，依次操作―手錶‖  
        ———— 啟動計步器計時器氣壓計高度計 藍牙手機助手來電通話音樂播放斷開藍牙待機 

 
 軟體時，在各操作處設定―事件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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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 高達200 KHz（5us)電流取樣速率，精確測量脈衝電流； 
 

2. 無縫量程切換技術，28 比特動態，可以輕鬆測量大範圍（8A-80nA）
快速變化的耗電電流波形； 
 

3. 長達1000小時連續資料記錄； 
 

4. 視覺化電流測試軟體，電流測試與操作同步測量（電流優化必備）。 

這樣的N6705是否你正在尋找的功耗分析手段？ 

 電源和負載功能的無縫轉換 

 大功率任意波形發生器  

  電壓、電流示波器  

  電壓、電流資料記錄儀 

  內置電池內阻模擬 

  內置電量計 

N6705C, 60V,50A,500W 

N7900 , 160V , ± 200A, 2KW 

RP7900, 950V, ±800A, 10KW  

功率升級…N6705 N7900 RP7900 

14585A SW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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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功耗實測——起飛 & 降落 

 14585A啟動資料記錄儀 Data Logger； 
 

 ―操作無人機起飛，降落‖ 從開機->連接WIFI->起飛->降落過程； 
 

  軟體即時記錄所有操作過程電流變化。 

模式/ 狀態  開機 待機 起飛和飛行 降落待機 

起始時間 0;14 00：34 1:09 1：52 

截至時間 0:16 00：44 1:45 1：56 

平均電流（A） 0.14108 0.66421 10.84 0.81067 

最大電流（A） 0.18558 1.03 14.51 1.128 

15 

16 

內容安排 

 通用電流測試方案 

 N6705C直流電源分析儀 

 CX3300 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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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電流測試方案回顧 

示波器/ 
電流探頭 

高頻寬、大電流
動態小、高底噪 

N2820 接入式電流探頭 

小電流測量（>50uA） 
同DMM，取樣電阻決定測量電流大小，且 

頻寬<500KHz 

344XX數字萬用表 
測量範圍：10A至 nA, nPLC  

B2980皮安表 
測量範圍：20mA至 0.01fA, nPLC  

測試電源 
測量範圍：800A 至 mA, nPLC  

N6705C直流源分析儀 
測量範圍：8A 至 80nA, 5us 

 <200KHz Sa/s 

17 

高頻寬、小電流測量的挑戰分析？ 

18 

 1） 取樣電阻與量程關聯！ 
 2） 解析度與積分時間PLC關聯 

1)  10A時，5mΩ； 10mA, 1Ω ;   10uA,  1000Ω ;    

2)  1PLC(50Hz) 解析度為1.0000000;  0.0005PLC (100KHz) 解析度為1.000 

無法分析uA級甚至mA級的電流 

7位數 3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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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電阻的影響及如何選取？ 

19 

 V = I x R 

電壓表的測量解析度 

1）不改變電壓表測量能力（假設解析度1mV） 

a) 電流小，電阻大， 1mV = 1uA x 1KΩ 

b) 反之，電流大，電阻小，1mV = 1A x 

1mΩ 
2）提升電壓表測量能力（假設解析度從1mV 提高至1uV） 

1uV = 1uA x 1Ω 1mV = 1uA x 1KΩ 

 峰值電流1A，待機電流1uA？ 

1uV = 1A x 1uΩ 

1uA x 1Ω = 1uV 
1A x 1Ω = 1V  
1V 量程時，能分辨1uV,  
需要6 ½ （21比特）解析度，即1.000000  

V 

取樣電阻的影響及如何選取？（續1） 

20 

假如選取1Ω的取樣電阻，請問最大電流是多少？ 

峰值Inrush電流究竟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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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電阻的影響及如何選取？（續2） 

2
1 

1mV = 1uA x 1KΩ 

如果電壓表測量能力（假設解析度1mV） 

RC電路的時間常數t = RC，  
 
截止頻率f = 1/2 π RC ， RC越大，截止頻率越低。  

高頻寬，小電流的精確測量是一個世紀難題！！！ 

取樣電阻選取原則：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2. 選擇電壓雜訊盡可能低的儀器 

1. 清楚被測電路的電流特徵，最大值、最小值、頻寬 

3. 按照儀錶的電壓雜訊，計算最小電流時對應的電阻值 

4. 在該電阻時，計算最大電流時的壓降 

CX3300 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 

洞察秋毫，電流測試專家 

連接靈活 

高性能 

低至400nV電壓雜訊 

低至150pA電流雜訊 

1GSa/s採樣，200MHz頻寬 

14/16比特解析度 

電流範圍100A至150pA 

易用、高效       

Window作業系統 

14.1英寸電容多點觸屏 

一鍵式―功耗特徵提取‖ 

自動波形存儲 

區域測量 

任意區域放大 

新品種 

支援多種電流範圍和接入方式的適配器 

單端、差分電壓探頭 

 數位和邏輯探頭 

低至400nV電壓雜訊 

低至150pA電流雜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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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初創應用——測量NVM的電流脈衝 

100 μA 

20 ns 

100uA，100ns以內的電流脈衝 

100uA， 100ns脈衝電流實測波形 
新型NVM (ReRAM, PRAM等)特性分析，需要測量下圖的電流脈衝。 

23 

新存儲NVM——新材料 

PRAM 

Emerging NVM positioning 

ReRAM FeRAM 

數字―0‖ – 低阻（如10KΩ讀寫電壓V =1.5V） 

I =  V/R  = 1.5V/10KΩ = 150uA 

數字―1‖–  高阻 (如100KΩ讀寫電壓V =1.5V） 

I =  V/R  = 1.5V/100KΩ = 15uA 

RRAM – 阻變記憶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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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初創應用——測量NVM的電流脈衝 

25 

CX3300典型應用1——XPU處理器晶片的大動態電流測量 

處理器電流特徵： 
  頻寬高、動態大、低雜訊 
  測試要求，測量瞬間大電流時，同時測量小信號。 

CX3324A 配合CX1105A實測結果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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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典型應用2——無線模組功耗分析 

BLE藍牙電流錶波形 

Lora電流錶波形 

NB-IoT電流錶波形 

27 

CX3300 電流波形分析儀綜述 
洞察秋毫，電流測試專家 

連接靈活 

高性能 

 1GSa/s採樣，200MHz頻寬 

 14/16比特解析度 

 電流範圍100A至150pA 

 低至150pA電流雜訊 

 低至400nV電壓雜訊 

易用、高效       

 Window作業系統 

 14.1英寸電容多點觸屏 

 一鍵式―功耗特徵提取‖ 

 自動波形存儲 

 區域測量 

 任意區域放大 

新品種 

 支援多種電流範圍和接入方式的適配器 

 單端、差分電壓探頭 

 數位和邏輯探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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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 電流及差分電壓探頭 

前端適配器 
(CX1211A to CX1216A) 

CX3322A (2 Ch) 

CX3324A (4 Ch) 

CX1101A 

CX1152A 
數字探頭 

(CX3324A only) 

CX1151A 
電壓適配器 

CX1102A 

CX1103A 

CX1104A 

CX1105A 

前端適配器 
(CX1201A to CX1206A) 

+ = 

CX3300 構成及配置 

29 

CX1100 電流探頭系列 

Sensor Image in new color Features Key applications 

CX1101A 
Single Channel Current Sensor 

• 40 nA to 1 A (10 A) 

• 100 MHz 

• +/-40 V 
 

• General purpose 

• IoT, Wearable, Medical 

• Sensor 

• Semiconductor 

CX1102A 
Dual Channel Current Sensor 

• 40 nA to 1 A 

• 100 MHz 

• +/-12 V 

 

•  IoT, Wearable, Medical 

CX1103A 
Low Side 100 pA Current Sensor 

• 150 pA to 20 mA 

• 200 MHz 

• +/-0.5 V 

 

• On wafer semiconductor device 

• NVM (ReRAM, PRAM, MRAM) 

• Display devices (OLED) 

CX1104A 
Selectable Shunt Current Sensor 

• 1 μA to 15 A 

• 20 MHz 

• +/-40 V 

 

• General purpose 

• WiFi 

• Actuator, Sensor,  

CX1105A 
Ultra-Low Noise Differential 

Sensor 

• 1 μA to 100 A 

• 100 MHz 

• +/-40 V / 6 V 

 

• Mobile device, SoC, FPGA, APU, MPU,  

• ECU 

• Semiconducto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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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1101A-03A小電流探頭 

31 

CX1102A 擴展動態電流測量 

CX1101A  

100 
uA/div 

5 mA/div 

200 mA 
range 

2 mA range 2通道超量
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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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1104A大電流可選取樣電阻值（5.5mΩ-1.0Ω） 
 Rshunt 大，小電流測量解析度、精度高； 

但 Vdut 上壓降大，影響DUT工作。 

 Rshunt 小， Vdut 上壓降小； 

   但 小電流測量分辨難，測試精度差。 

nA 

A 
工作電流 

待機電流 

休眠電流 

處理器通常都是如下圖的動態電流： 

CX3300 採用16位ADC，更大的動態； 
       極低的本底雜訊 

33 

CX1105A 差分電壓（電流）探頭——直接使用電路板上的電阻取樣 

CX1105A  

Range 
Noise (typ.; rms) 

@20 MHz NBW 

Noise (typ.; rms) 

@2.5 kHz NBW 
VCM 

2.5 V 1100 μV 200 μV 
40 V 

1 V 1100 μV 200 μV 

250 mV 45 μV 3.0 μV 

6 V 100 mV 24 μV 1.3 μV 

25 mV 20 μV 0.4 μV 

I =
𝑉𝑑𝑖𝑓𝑓

𝑅𝑠ℎ𝑢𝑛𝑡
 

高溫探頭l -50 ℃ to +150 ℃ 

Optional user-
defined resistor 
tip 

Bundled 10 cm 
shielded twisted 
pair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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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1105A取樣電阻的選取？ 

2.5V量程，測量 50A 

25mV量程，測量 10uA 

取樣電阻： 50mΩ 

35 

Memory 
SoC/MC

U 

Display/ 
Sensor/ 
Actuator 

Interface 

1 

２ ３ 

４ ５ 

PMIC 

Battery 

CX1105A方便電路的調試和分散式電流測量 

焊接引線 

插針引線 

某客戶評估板測試樣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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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分析功能之1——豐富的測量功能 

37 

CX3300分析功能之2 — 任意區域放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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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分析功能之3——區域測量游標 

39 

CX3300分析功能之4——波形存儲和比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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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分析功能之5——濾波和平滑 

41 

CX3300分析功能之6——觸發及波形自動存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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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分析功能之7——自動功率特徵提取 

43 

CX3300他們在這樣用…… 

實測uV級別刺激電壓信號資料： 
信號幅度（RMS）：10.639uV 
CX3300 + CX1105A本低雜訊 
(BW = 2.2KHz)： 366nV 

腦電波感測器檢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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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他們在這樣用…… 

https://www.waseda.jp/top/en-news/56288 

早稻田大學，Nozomu Togawa教授，關於人工智慧設備木馬檢測的研究： 

人工智慧木馬檢測 

45 

CX3300他們在這樣用…… 

該裝置電路的測試資料： 
主頻率：336/52 Hz 
平均功率(RMS)：127uW 
峰值電流： 5.24mA 
次頻率：18.67KHz 

微弱震動或無線RF能量收集 

無線廣播RF能量收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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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3300他們在這樣用…… 

Google Scholar, 論文搜索 關鍵字 ―CX3324A‖ 

Sic MOSFET 
ReRAM 
Opto-Electronic 
Sensor 
FPGA 
Gan MMIC 

Lora  
LNA 
Artificial Synapses 
Wireless Power Transfer 
Adaptive FEC Coding 
 

學術界應用摘要 

47 

建議使用CX3300…… 

NVM存儲材料、感測器、Wafer、低功耗處理器MCU 

GPU、MPU、APU、FPGA高峰值電流的處理器，BLE/WiFi/LoRa等
模組 

穿戴、醫療、AR/VR、智慧手機、汽車電子產品 

1GSa/s採樣，200MHz頻寬 

14/16比特解析度 

電流範圍100A至150pA 

低至150pA電流雜訊 

低至400nV電壓雜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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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佳的電流測試方案？ 

功率分析儀PA2200 

示波器 

萬用表 

B2980 Pico表 

N6705C 直流源分析儀 

CX3300 元件 
電流波形分析儀 

B2900 SMU源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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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Vue & Test-Flow 

 所見即所得 
 拖拽式操作 
 操作簡單 
 自動生成測試資料 

電源關鍵技術和挑戰 

 

 分散式的電能接入 

 新型儲能技術 

 新型大功率器件和材料 

 新型、多樣的電能轉換器 

 電源管理、電池管理技術 

 嚴格的EMI/EMC和法規要求 

 更高的效率和功率密度 

 降低熱損耗 

 永恆的成本考慮 

——提高效率和穩定性，降低成本 

 

 功率器件和材料的測試分析 

 電源性能和可靠性的精細化測試 

 高精度的功率分析 

 電能品質測試和分析 

 諧波測試及EMI/EMC 

 電池的測試  

 溫度特性分析 

 精密的低功耗分析 

 測試自動化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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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完整的電源測試方案 

開關器件、紋波、 
頻響分測試析 

磁材，變壓器、 
線圈測試 

交流，直流電源 
穩態和瞬態供電 

傳導、輻射、EMI測試 
精確功率、諧波測試 

電子負載 

溫度特性測試 

你花費多長時間測量DC-DC基本性能？ 
輸入電壓：標稱24V，範圍18-36V 
輸出電壓：5V 
功率15W：（輸出電流 0 - 3A） 
轉換效率？ 紋波雜訊？輸出電壓波動範圍 

 

 請問你用多長時間完成這組參數的測量？ 

 請問表格共有多少組測試資料？ 

3（輸入電平） x 4（負載電流）  x 10 (參數)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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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完成測試並生成原始資料

+ 

 認識 Benchvue & Test-Flow 

 N6700直流電源系統 

零基礎到學會Test Flow 實現DC/DC的測試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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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Vue & Testflow是什麼? 

示波器 電源 頻譜儀 
萬用表,

數采 

Keysight

儀錶 

用戶無需程式設計（經驗）即
可: 

 連接儀器 
 編輯測試序列 
 記錄資料 
 獲取測量結果 

BenchVue可視作儀器與上位機
的神經網路 

無需程式設計經
驗 

BenchVue 軟體平臺支援儀錶類型 

GPIB 介面 

USB 介面 

LAN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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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Vue 已經支持的儀錶——同步更新

BenchVue 的基本操作——隨插即用 

儀錶與PC連接自動識別 

按兩下儀錶圖示，自動載入儀錶虛擬設置和測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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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用表的APP——儀器設置（虛擬面板） 

測量信號類型 

即時測量資料 
測試參數配置 
量程，NPLC
等 

萬用表的APP——資料記錄器

記錄檔案名稱 

啟動條件 

終止條件 

連續資料時間間隔 

資料獲取資料曲線 波形縮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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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的APP 

電源設定和測量 

電壓和電流資料獲取 

示波器的APP——儀器設置 

函數發生器設定 

即時波形 

垂直、水準參數設定 

測量專案配置 

運行按鈕 

測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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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器的APP——螢幕、軌跡和資料記錄 

獲取示波器 
即時截屏 

獲取示波器上
的即時曲線 

對測量參數進行長時間的記錄 

示波器的APP——螢幕（Word）、軌跡（CSV） 

截屏發送到Word 

軌跡發送到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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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儀錶APP的同時載入 

電源 

電子負載 

萬用表 
示波器 

Test Flow測試程式流

啟動 Test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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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Flow測試程式流主要功能模組

迴圈 

資料自動匯出CSV 

數學 運算 

Test Flow 圖表處理和顯示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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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 Benchvue & Test-Flow 

 N6700直流電源系統 

 DAQ970資料獲取儀 

 零基礎到學會Test Flow 實現DC/DC的測試序列 

獨特的解決方案——N6705C 直流分析儀 

單台儀器中整合多種測試儀器的功能， 為研發工程師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 

短時間內快速詳細的掌握在各種情況下DUT的工作情況  

而不需要寫一行代碼! 

  1 至 4 路高性能電源/負載 

  數位電壓表和電流錶 

  帶功率輸出的任意波形發生器 

  示波器 

  資料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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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 40 種 電源模組 

精密型 
N676xA 

標配2個數位化儀，精密輸出和測量，電壓上升/下降時間快 

基礎型電源 
N673X, N674X, N677X 

50W,100W,300W 電源模組 

源表SMU 
N6781A, N6782A, N6784A 

雙/四象限，無縫量程測量（28比特動態）, 更快電壓上升/下降時
間,  電壓/電流錶 

電子負載 
N679X 

高性能電子負載模組， 靈活搭配的電源和負載系統 

新模組 

業界公認的最靈活系統電源 

高性能 
N675xA 

支持2個數位化儀（選配），電壓上升/下降時間快 

一體化硬體平臺—— N6705電源分析儀或N6700模組化電源系統 

N6700C, 4通道，1U 

E-Load DUT 

Ch2 = E-Load 

A 

V 

+ 

Ch1 = DC Pwr 

ARB ARB V 

A 

V 

N6705C, 4通道  

N6791A: 60V / 20A / 100W,E-Load 模組 

N6792A: 60V / 40A / 200W,E-Load 模組 
占 2 個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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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指標測試: 空耗 

內置 200KHz ,16 – 21 比特的數位化儀，直
接觀察輸入電壓、電流波形或紋波。 

N6705電源分析儀測試案例2 — 動態指標測試: 開機、關機參數測試 

測試描述；測試輸入電壓上電時的浪湧電流及輸入，輸出電壓上升時間和時延。 

Vin 

V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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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705電源分析儀測試案例3—— 紋波抑制比 

測試描述：在源端注入特定幅度和頻率的紋波雜訊，測量輸出端紋波的幅值，並計算紋波抑制比。 

   內置最高100 kHz的任意波形，生成所
需要的任意波形電壓、電流波形、脈衝、
雜訊等信號。 

N6705電源分析儀測試案例4—— 最大效率及效率分佈曲線 

測試描述；對輸出功率進行調節，測試輸出功率與輸入功率比值，即效率隨輸出功率變化。 

IoT 產品，需關注低功耗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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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負載電流下的DC-DC特性分析——電流錄製和重播 

N6784A 低至uA級電流設定精度 

 認識 Benchvue & Test-Flow 

 N6700直流電源系統 

零基礎到學會Test Flow 實現DC/DC的測試序列 

BenchVue & Tes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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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C 模組指標測試——測試項目及框圖  

你花費多長時間測量DC-DC基本性能？ 
輸入電壓：標稱24V，範圍18-36V 
輸出電壓：5V 
功率15W：（輸出電流 0 - 3A） 
轉換效率？ 紋波雜訊？輸出電壓波動範圍 

3（輸入電平） x 4（負載電流）  x 10 (參數)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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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700 + Benchvue 測試序列 

+ 

1.電腦上安裝BenchVue軟體 

2. 使用USB線纜將電腦和儀錶連接 

3. DC-DC 與測試儀錶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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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Test Flow  

按順序拖操作 

拖拽構建DC-DC測試序列 

電源輸出開啟 

示波器Ch1開啟 

負載Ch1開啟 

電源輸出電壓 

負載電流 

自訂變數，計算可直接獲得效率 ：Eff = Pout / Pin 

Customizable in Fo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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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測試資料檔案 

DC-DC效率曲線測試序列 

DC-DC 的測試 (Eff Vs pwr, Vout vs. pwr) 

Eff vs power (@ Vin) 

Vout vs power (@ 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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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案例…… 

A) 供電隨時間變化…… B)  DUT長時間監測，如紋波超出限定值500mV時，保存此時波形檔 

C) 電池按照充電曲線進行充，放電測試 

BenchVue 軟體給測試帶來的價值 
——Smart Lab（智慧實驗室） 

  提高測試效率——特別是複雜的測試環境和測試配置 

  測試結果資料的自動保存以及資料庫對測試結果進行分析 

  容易操作，不需要對儀錶和測試方法很瞭解，如新員工或測試員 

  保證測試結果的重複性 和 一致性 

完整的資料分析 

新員工、手動測試不會 

測試數量大、手動測試太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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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模式—— So Easy、Test Flow！ 

  無需硬體，也可以評估程式運行效果！  

訪問 是德科技 官方網站， 
 
可免費下載、安裝Benchvue，試用和評估各種儀錶的APP及Test Flow。 

http://www.keysight.com/find/benchvue 
 

所見即所得 
拖拽式操作 
操作簡單 
自動生成測試資料 

http://www.keysight.com/find/benchv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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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下載講義資料 

若有任何儀器方面之需求＆疑問，歡迎聯繫我們 

克達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