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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說明

如何使用 Keysight N6790 系列 
將電源供應器測試最佳化

簡介
是德科技最早推出的電子負載，原本是專為測試電源供應器而設計的，因此最初的功

能非常簡單，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演變成功能多樣化的設備。在討論電子負載在電

源供應器測試中的角色與作用之前，我們必須瞭解電源供應器的重要性。

無論是用於工作台進行研究和開發，或是安裝於系統機架中進行測試和驗證，電源供

應器可以讓工程師從更全面的角度洞察待測設計。電源供應器可藉由提供偏壓來為電

路板供電，或是分析半導體元件。無論其應用是什麼，電源供應器在任何配置中都扮

演關鍵角色。

設計和打造電源供應器的工程師，面臨著達成這些期望的巨大壓力。他們必須開發並

測試電源供應器設計，確保其符合客戶嚴苛的規格要求。測試電源供應器非易事，需

用到具備最高效能和功能的工具和設備，

幾乎所有電源供應器測試配置都包含電子負載。此外，研發和製造階段都需進行測

試。在研發環境中進行的測試，旨在驗證電源供應器設計，因此需要能夠在前面板上

輕鬆進行程控的高效能測試設備。

相較之下，製造環境中的電源供應器測試，主要任務是根據產品設計階段確定的規

格，來測試其整體功能。由於此階段需進行大量測試，相較前面板控制，自動化功能

更為不可或缺，而這需要更高的測試傳輸速率和可重測度。研發和製造環境都需要精

密的測試設備，例如電子負載，以確保電源供應器的設計和製造符合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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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Keysight N6705C 直流電源分析儀，安裝了 N6700 電源和電子負載模組

典型電源供應器測試配置 — 電子負載扮演要角
您須執行數十種測試來確認和驗證電源供應器的效能，每項測試都需要不同的儀器和測試

設定。適用於電源供應器測試的典型儀器有電子負載、數位示波器、數位萬用電錶、真均

方根（True RMS）電壓錶、功率錶，和可程控交流電源。每種測試的配置都不相同，

而電子負載是常見電源供應器測試的關鍵儀器，可提供各種方法來載入電源供應器。其主

要運作模式為：定電流（CC）、定電壓（CV）、定電阻（CR），和定功率（CP）。電

子負載完全可程控，且提供各種控制方法，例如前面板控制和 I/O 介面 — LAN、USB 和 

GPIB。除了可程控性之外，電子負載還必須提供具有數位化功能和資料記錄的精密量測系

統。這些功能為您提供了成功進行電源供應器測試所需的一組完整工具，並確保唯有最高

品質的產品才能交貨給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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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用說明討論了使用 Keysight N6790 系列模組化電子負載的幾種常見電源供應器測試

程序：

• Keysight N6790 系列擴充了現有 Keysight N6700 模組化電源系統的功能

• 相容於專為製造測試而設計的 N6700C 薄型主機

• 靈活的 N6705C 直流電源分析儀主機適用於工作台測試，是輕巧快速的平台

• 靈活的 100W 模組（N6791A）和 200W 模組（N6792A）；提供 1U 高尺寸

• 指令處理時間小於 1ms — 電子負載可提供快速的傳輸速率

• 可配置 N6700 模組化電源系統中的電源供應器模組

• 提供四種不同模式：定電壓、定電流、定功率和連續電阻

• 高準確度的量測和數位化功能

• 快速輕鬆地獲得關於待測電源供應器的洞察力

此外，它還具有強大的內建任意波形功能，能夠模擬複雜的動態負載波形。資料記錄功能可

讓您對所擷取的量測資料進行深入的後續分析。N6700 平台在每種配置中都提供 LAN、USB 

和 GPIB 介面，可實現安全的連接和程控，對於任何電源系統設計人員和測試工程師來說，這

是必要的功能。

負載暫態恢復時間

定電壓直流電源供應器的設計是一個反饋迴路，可持續運作以便將輸出電壓維持於穩態。反

饋迴路的頻寬有限，這限制了電源供應器響應負載電流變化的能力。如果電源反饋迴路輸入

和輸出間的時間延遲達到臨界值，電源供應器會變得不穩定並產生振盪。測試電源供應器的

暫態恢復/響應時間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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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暫態恢復時間圖

圖 3：負載暫態恢復測試的典型設定

電子負載處於 CC 模式時，電源供應器以 CV 模式程控。對電子負載進行程控以引發負載的

快速變化。示波器會擷取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的電壓響應。

測試過程中，電子負載需要至少比待測電源供應器快 5 倍的上升時間，並需在 CC 模式（或 

CR 模式）下運作，以達到電源供應器的最大額定電流。進行負載暫態恢復時間量測時，負

載需能夠在 CC 或 CR 模式下兩個不同值之間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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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行連續的負載暫態測試，切換的重複率必須夠低，使電源反饋迴路能在每次施加切換脈

衝後回復並達穩定。施加負載輸入切換脈衝後，可使用數位示波器來進行電源供應器的 Vout 

量測。量測同步是獲得正確量測結果的一大關鍵。因此應使用共同觸發來起動電子負載和示

波器的量測。CV 負載暫態恢復時間是 CV 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所需時間的動態量測，使其

得以在預先定義的趨穩頻段內趨穩，接著由負載電流誘發暫態。

您可使用 Keysight N6790 系列電子負載模組快速執行此測試。其上升和下降時間比大多數

基礎型電源供應器快好幾倍，可滿足電源供應器暫態恢復測試的負載要求。藉由將 Keysight 

N6790 系列電子負載與 N6700C 薄型系統主機或 N6705C 直流電源分析儀主機整合在一

起，可執行暫態恢復測試。您可以使用直流電源分析儀內建的任意波形功能，快速輕鬆地配

置電子負載的暫態，如下方圖 4 所示。

圖 4：Keysight N6791A 之暫態恢復設定的螢幕截圖

上方的螢幕截圖顯示在 100 Hz 時，建立 1.5A 和 3A 暫態切換的選單設定，讓設定變得快

速簡單。您也可以使用 N6705C 直流電源分析儀的數位化和示波器功能來擷取暫態恢復波

形，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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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暫態恢復數位化波形

圖 5 顯示了您預期的暫態恢復特性。V2 是電壓波形，I2 是電流波形。您可以看到 I2 中顯示

的負載發生變化，這會引發 V2 中的電壓響應（下降），進而導致其恢復。由 m1 和 m2 封

裝的時間空間就是暫態恢復時間。進行此測試快速而簡單。通常來說，此測試需要使用示波

器，但您可以藉由使用具備直流電源分析儀的 N6705C 示波器來減少所需儀器。

定電壓負載效應

此測試量測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的變化，該變化是由於在任何暫態發生之後穩態輸出電流的

變化所引起。這種輸出電流的變化通常是從無負載到全負載的變化。可程控交流電源是必要

的，且設定必須是預定義的交流輸入位準，以確保負載變化是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任何變化

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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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量測之前，待測電源供應器上的輸出電壓可以指定趨穩時間。為此測試所選擇的電

子負載必須能夠在 CC 或 CR 模式下運作，並且具有足夠的額定輸入 — 電壓、電流和功

率 — 以適應待測電源供應器的最大額定值。您可以使用 CV 模式下的電源供應器和 CC 模

式下的電子負載建立此測試。此外，您必須使用電子負載，以便輕鬆地將目前的無負載設

定成全負載。

圖 6：CV 負載效應時間圖

圖 7：CV 負載效應測試的典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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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Keysight N6790 系列電子負載模組，您可以快速執行甚至簡化此測試。它提供四種

運作模式：CV、CC、CR 和 CP。利用 Keysight N6705C 直流電源分析儀主機內建的波

形產生器功能，您可根據所需，以電子負載模組中準確的電壓和電流量測系統，對從無負

載到全負載的變化進行程控。

直接連接到待測電源供應器時，它也會直接將電源供應器的電壓量測值輸出到輸出端。

如果測試環境的準確度足夠，它無需使用獨立的 DMM，可顯著簡化測試配置。圖 8 顯

示了 N6790 系列電子負載如何透過波形產生器輕鬆程控，以建立從全負載到無負載的電

流步進。

圖 8：Keysight N6791A 上的負載效應設定截圖

經過足夠的趨穩時間後，您可以直接從前面板讀取電壓量測值，以確保輸出電壓在其規格

範圍內。

效率

電源供應器的效率只是其總輸出功率和總輸入功率的比率。例如，交流到直流電源供應器

輸入連接到一穩壓交流電源，輸出連接到一穩壓直流電子負載。無論是交流電源本身或是

交流功率錶都必須量測輸入功率。輸出功率可透過直流功率錶或電子負載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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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交流到直流電源供應器效率測試的典型設定

對直流到直流電源供應器，輸入連接必須是穩壓直流電源供應器，輸出連接則是直流電子

負載。功率錶連接在輸入和輸出都會發生以量測功率。或者，您可以使用電源供應器和電

子負載來進行功率量測。效率量測是在穩態下進行，電源供應器處於 CV 模式，負載處於 

CC 模式。

選擇具備所需量測準確度水準的電子負載，對效率測試非常重要。如果您使用電子負載量測

輸出功率，更是如此。在某些測試案例中，您也會想要在不同的負載點測試效率，因為電源

供應器效率會依負載位準而變化。Keysight N6790 系列電子負載具備執行此類效率測試所

需的所有功能。其量測系統可提供準確的量測洞察力，無需使用獨立的功率錶。藉由 CP 運

作模式，您可以快速輕鬆地切換不同的負載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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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定功率選單設定的截圖

測試直流到直流電源供應器時，您可以使用 N6700 平台提供直流電源輸入和量測，因為

它能提供超過 34 個直流電源供應器模組和 2 個電子負載模組。它是用於直流電源轉換效

率測試的真正單機式解決方案，能夠在單一平台中進行簡單的編程控制和量測。在單一平

台中同時具有功率和負載量測功能，降低了複雜性。而電源和負載模組都會耗用同一個定

時器，因此可以同步執行電源和負載兩端的指令。不需要其他額外的操作來確保電源供應

器和電子負載相關通訊是否相連。也不需要任何的硬體或軟體同步。

圖 11：直流到直流電源供應器效率測試的典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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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指令和量測在電源和負載之間是同步的，因此您可以在設定更改時獲得即時效率資

料。圖 11 顯示了不同直流輸入設定下，直流電源輸入和直流到直流電源供應器隨時間

變化的直流電源輸出。您可以在輸入端使用 Keysight N6762A 精密型電源模組，在輸出

端使用 Keysight N6790 系列電子負載模組。兩個模組都在同一台 N6705C 直流電源分

析儀主機內。透過使用資料記錄器，您可以查看同一圖表上輸入和輸出的功率量測值，

不需要其他額外配置。

結論

Keysight N6790 系列電子負載模組能為您提供無與倫比的效能和電源供應器測試速度。

對於任何測試環境中的工作台或系統應用，您可以倚靠其卓越效能和功能帶來的高品質

和高可靠性。它簡化了測試系統配置，以實現準確度和可重複性。搭配 N6700 電源供

應器模組和廣泛適用的工作台與系統主機，N6790 系列是直流電源轉換測試真正的單機

式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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