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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finiium EXR 系列示波器 
测试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SMPS) 不仅小巧方便，其效率和功能也超越了线性

电源。实时示波器可以选配电源分析软件，帮助您更快、 

更彻底地测试和表征电源。许多是德科技示波器能通过选配的

电源测量应用软件实施各种与电源相关的测量。 

本应用指南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 Infiniium EXR 系列示波器来测

试开关电源。具体来说，本应用指南将说明示波器如何使用可

选电源分析软件 (P/N: D9010PWRA) 进行输入信号分析、开关

切换器件和输出分析等基础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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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设备 
下表列出了 SMPS 测试所需的一系列硬件、软件、探头和附件： 

• Keysight EXR054A 或 EXR058A 示波器  

• D9010PWRA 电源测试软件 

• U1880A 配有 USB 电源线的探头偏移校正夹具 

• N2790A 高压差分有源探头 

• 1147B（最高 50 MHz/15A）、N2893A（最高 100 MHz/15A）或 N7026A（最高 150 MHz）
交流/直流电流探头 

• 10:1 无源电压探头（例如 N2873A） 

• 开关电源 (SMPS) 

 

图 1.  一台 8 通道 Infiniium EXR 系列示波器 

 
图 2.  执行开关电源分析所需的一些探头 

（左：Keysight N2790A 100 MHz 高压差分有源探头。 

右：Keysight 1147B 50 MHz，15 A 交流/直流电流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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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 

您的开关电源的工作电压决定了您可能需要使用高压差分有源探头。请务必根据信号选择正确的探头。 

请注意，N2790A 高压差分探头可用于 50:1 衰减设置（±140V 最大值）或 500:1 衰减设置（±1400V 最

大值）。但是，示波器只会在 50:1 设置下进行探测。如需使用 500:1 衰减设置来探测更高电压，您必须在

示波器的探头设置菜单中手动输入这个衰减系数，才能进行精确的电压测量。（要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

示波器的探头衰减系数设置与所用探头的衰减系数必须匹配。）  

使用电流探头时，不要忘记在断开它与被测器件  (DUT) 的连接后，还要按下探头底座附近的消磁 

(DEMAG) 按钮对其消磁。此外，如果使用 1147B 电流探头，您可以通过旋转 ZERO ADJ 指轮将偏移 

归零，直到基线电流波形与断开了探头时的示波器显示屏上的接地指示标记对齐。如果使用 N2893A 或 

N7026A 电流探头，偏移误差可在示波器的探头设置菜单中自动校准。 

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之间的时序偏移会导致功率测量结果出现重大误差和失真，尤其是开关损耗测量更是

如此。偏移校正非常关键，因为电压迹线和电流迹线之间的时序偏移即使非常小，也会导致瞬时功率读数

出现很大误差。要对一对探头进行偏移校正，请使用 U1880A 偏移校正夹具向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输入同

样的脉冲信号。您只需点击菜单，即可自动执行偏移校正，校正值会保存在电源测量软件中。 

保存了校正值后，下次启动电源测量应用软件时，您可以使用保存的偏移校正值，也可以再次执行偏移 

校正。因此，要获得精确的测量结果，千万不要忘记对电流探头和电压探头执行偏移校正。U1880A 偏移

校正夹具的使用方法如下： 

1. 将 U1880A 的 USB 电缆一头连接偏移校正夹具，另一头连接示波器背面的 USB 端口。 

2. 选择“分析”菜单，再选择“电源分析”，然后打开窗口顶部的“设置向导”。 

3. 选择“偏移校正”进行校准。 

4. 将偏移校正夹具上的 S1 开关设置为“小回路”选项，该选项位于夹具的右边。 

5. 如图 3 所示，将 N2790A 高压差分有源探头（使用 50:1 衰减设置）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1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 U1880A 偏移校正夹具上的 J6（红色测试点上的红线）和 J7（黑色测试
点上的黑线）。 

6. 按照偏移校正夹具上指示的方向使用电流探头连接示波器通道 2 输入端与“小回路”，让电流
流向电路板顶部。 

7. 选择“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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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部分，我们假设通道 1 为电压通道，通道 2 为电流通道。请以此为参考，灵活使用测试系统中 

最便于操作的通道。 

图 3. Keysight U1880A 电源测量偏移校正夹具 

交流输入分析 

交流输入分析涉及交流输入信号的电源质量、电流谐波和冲击电流。但是，对于下面介绍的三种输入分析

测量，您需要采取以下设置才能获得最佳结果： 

1. 将 N2790A 电压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1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火线（红线）和零线（黑线）。 

2. 将电流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通道 2 的输入端，另一头连接输入火线信号的线回路。您可能需要
在被测器件上创建自己的线路电流回路。 

3. 在执行测量之前，确保将“信号”部分的电压设置为通道 1，将电流设置为通道 2，如图 4 所示。 

现在，您可以对电源的交流输入信号执行电源质量测量、电流谐波和冲击电流测量。 

图 4.  电源质量测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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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质量分析 

实际功率、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峰值因数和相位角等参数能够反映信号质量，您能够根据它们连

续监测信号质量，尽早检测偏移，分析问题原因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从而提高整个交流电网的可靠性。假设

您已经在前面的第 1-3 步中设置好了探头，接下来就可以在交流输入端执行电源质量测量：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功率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输入测量”，然后选择“电源质量”测量。您将会看到一个与图 4 中“电源分析”窗口
相似的窗口。 

4. “电源分析”窗口中的周期数是测量的基础。 

5. 选择“自动设置”，该选项可以为您选择最适合的标度。 

Infiniium EXR 系列示波器将会自动设置垂直和水平标度，打开功率波形 (V x I)，然后测量各种电源质量 

参数，如图 5 所示。功率波形使用示波器的“波形运算”功能 (P=V x I) 生成。如果开启电源质量测量，

EXR 示波器会自动提供实际功率 (W)、视在功率 (VA)、无功功率 (VAR)、功率因数、电压和电流的峰值 

因数、RMS 电压、相位角和频率的测量结果。 

图 5.  输入电源质量测量。这里，黄色的正弦波形是电压，绿色的脉冲波形是电流，紫色的是功率波形，

使用示波器的波形运算功能 (P=V x I)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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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谐波  

电流谐波指的是可以注入交流线路的频率分量的幅度，该分量可能会干扰同一电网/网络上的其他设备。

因此，应当对谐波进行测量，确保其符合 IEC 标准。测量电流谐波时，示波器会对电流波形进行 FFT 测

量，并在 IRMS 中创建一个直到 40 次谐波的电流测量结果表。然后，示波器会将每个谐波的幅度与 IEC 

规范公布的极限值进行比较，得出合格/不合格结果。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处于
“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电源测量，进行相应的设
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输入测量”，然后选择“电流谐波”测量。 

图 6.  电流谐波测量结果表 

4. 选择“自动设置”。如果使用默认设置，示波器的显示屏上会显示 20 个周期的输入线路电压（黄色
迹线）和电流（绿色迹线）波形。自动设置能自动选择最适合的垂直标度和水平标度。 

Infinium EXR 系列示波器可以显示 RMS 值、RMS 限值、裕量和状态等测量结果，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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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设置”部分下，您可以将频率设置为 50 Hz、60 Hz、400 Hz 或使用“自动检测”，具体

频率取决于您所在地区（或应用）的线路频率。在这个菜单中，您可以选择测试所依据的 IEC 标准

（A 类、B 类、C 类或 D 类）进行测试，还可以选择“显示模式”，如图 7 所示。 

如果开启了电流谐波测量，EXR 示波器将对电流波形执行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 数学计算。它还会在 

IRMS 中创建一个实际电流测量结果表， 向下滚屏显示这个表格，可以一直看到 40 次谐波。表格中的状

态绿色表示谐波合格，红色表示不合格，黄色表示临近不合格。您也可以通过条形图来查看电流谐波测

量结果，如图 8 所示。 
 

 
图 7.  电流谐波设置选项 

 

 

 

 

 

 

图 8.  电流谐波测量结果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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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电流 

冲击电流是电源首次开启时消耗的初始浪涌电流。这个最大或最小瞬时值可以通过示波器的单次采集捕获。

测量冲击电流时，首先要用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探测输入。通常，您需要一个高压差分探头和一个钳式霍

尔效应电流探头。（电流探头上的箭头应当与电流方向一致。）是德科技的钳式电流探头可以感应流经导

体的电流，并将其转化为电压供用户在示波器上查看和测量。这些探头使用包括霍尔效应传感器（感应直

流电流）和电流变压器（感应交流电流）的混合技术。采用分离核心结构的电流探头很容易夹持和松开 

导线，因此无需和电路保持电气连接。提供直流到 150 MHz 的测量带宽。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电源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然后，您需要选择执行哪种测量。 

3. 在这个示例中，从菜单中选择“输入测量”，然后选择“冲击电流”。 

4. 设置“Max Vin”（最大输入电压），然后在菜单中选择“预期值”选项，设置预期的最大冲
击电流（或峰值电流）值。如果不清楚这个值的话，您可以大致估计一下被测器件的预期浪涌
电流大小。如果不知道预期的峰值电流是多少，您可能需要运行多次测试。 

5. 开始测量前先选择“自动设置”，然后按照屏幕上的逐步提示执行如下操作： 

a. 关闭电源，等待几秒钟以便耗尽电容器的能量，然后选择“下一步”。 

b. 打开电源，然后选择“下一步”。 

c. 重复几次，获得最坏情况下的峰值冲击电流，如图 9 所示。在这个示例中，峰值电流值为 
-33.26 A。 

您可能需要调高亮度或放大视图，才能看到图 9 所示的波形中狭窄的负尖峰。 

  



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页 10 

 

 

 

 

 

 

 

 

 

 

 

 

 

图 9.  冲击电流测量。上方的黄色信号是电源开启时的电压波形。绿色信号是电流从 0 A 上升到稳定状态

时的电流波形。 

 

开关器件分析 

开关器件分析研究的是开关器件/晶体管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的功率和能量损耗、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FET) 

的有效电阻，以及电压和电流开关信号的转换速率。 

进行开关分析测量时，请确保： 

1. 将 N2790A 高压差分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1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开关晶体管的漏极/ 

集电极（红线）和源极/发射极（黑线）。 

2. 将电流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2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源极/发射极走线的线回路。 

请注意，在将电流探头连接到电流回路之前，最好对电流探头进行消磁。 

在执行任何测量之前，确保在“信号”部分将电压设置为通道 1，将电流设置为通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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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损耗 

显示导通和不导通阶段的电压和电流，有助于您了解电源在开启和关闭时的功率损耗。用电压探头和电流

探头探测开关器件。您需要一个高压差分探头和一个钳式电流探头来连接开关器件（例如晶体管/ 

MOSFET 驱动芯片）。电压探头应连接到电源中开关器件的漏极和源极。电流探头上的箭头应与电流方

向一致。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电源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开关测量”，然后选择“开关损耗”测量。 

4. 选择“自动设置”。 

示波器将对开关器件的电压波形（黄色迹线）和电流波形（绿色迹线）设定最佳垂直标度，并设置主时基

（显示屏上部）显示两个开关周期，还要设置缩放时基（显示屏下部）显示一个开关周期。（示波器在单

个开关周期内进行测量）。 

图 10.  一个开关周期内的功耗和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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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开始偏置校准”，然后按“下一步”确认已经为开关损耗测量设置好了示波器的垂直
标度。 

6. 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断开差分电压探头与电源的连接，将探针短接到一起 (0.0 V)，然后按
“下一步”。 

7. 完成电压偏置测量后，断开电流探头与电源的连接，完全闭合夹钳，然后按探头上的“消磁”
按钮。 

8. 选择“下一步”，在 0.0 A 时执行电流偏移误差测量。 

9. 将探头重新连接到被测器件并选择“完成”。 

图 11.  导通阶段的功耗和能耗。晶体管的饱和电压电平（红色圆圈）比电源中的开关器件（如晶体管）

在导通阶段的峰峰值电压（右侧粉红色圆圈）要低。 

 

此时，示波器应当测量一个开关周期内的功耗和能耗，如图 10 所示。要测量特定开关阶段的损耗，您只需

调整指定阶段的缩放窗口，例如导通阶段或关断阶段。图 11 显示了一个在导通阶段进行损耗测量的示例。 

之所以要进行偏移校准，是因为所有示波器和探头加在一起会有一定程度的偏移误差。即使示波器在校准周

期内，如果相对于示波器的垂直标度而言晶体管处于饱和状态，示波器也很难精确测量晶体管上的小电压。

示波器的垂直标度已自动进行了缩放调整，可以支持更大的开关电压。示波器系统的偏移误差即使很小，也

能导致较大的导通阶段功耗。您必须执行精准的偏移校准，才能尽量减少导通阶段的功耗误差。此外，大多

数开关损耗通常会发生在晶体管开关时。这意味着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的时序对于精确测量关断阶段内的开

关损耗也非常关键。因此，您务必要确保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均针对此项测量得到了妥善的偏差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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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导通电阻  

开关晶体管在导通阶段的有效电阻 Rds（漏极到源极）等于用该导通阶段中心部分的平均电压除以平均 

电流。您可以使用这个值按照 I2R 公式自动计算导通阶段的损耗，不要使用 P=V x I 计算功率值。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电源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开关器件测量”，然后选择 Rds(on) 和 Vce(sat) 测量。 

4. 以上文中测量开关损耗的类似方式执行偏移校准。 

5. 选择“自动设置”。 

示波器会通过 V/I 来计算 Rds(on)，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测量 Rd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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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速率 

转换速率指的是器件接通和/或关断的速度。转换速率高表示开关期间的损耗控制到了最小。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功率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开关器件测量”，然后选择“转换速率”测量。 

4. 在“设置”部分选择指定的“转换速率源”（电压或电流）。 

5. 选择“自动设置”。 

示波器此时的显示应当与图 13 相似。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将按最佳标度显示，主时基（显示屏上部）将

显示两个开关周期；在开关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的关断阶段，缩放时基（显示屏下部）将放大。 

 

图 13.  晶体管关断阶段电压波形的转换速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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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分析 

输出分析涉及对输出纹波、接通时间和关断时间的研究以及瞬态响应分析。 

进行输出分析测量时，请确保： 

• 将一个标配的 10:1 无源电压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3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被测器件的直流

输出信号和接地。 

输出纹波  

输出纹波指的是直流输出上的开关噪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源轨完整性指标，尤其是对于高速数字器

件来说。这可能听起来比较简单，但要进行精确的测量，需要考虑几个重要的方面。您可能需要将接地线

截短，标准长度的接地线可能会起到天线的作用。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功率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输出测量”，然后选择“输出纹波”测量。 

4. 在“信号”部分，将“电压”设置改为通道 3。 

5. 选择“自动设置”。示波器将选择最佳标度并启动交流耦合，尽可能在屏幕上展开显示输出纹波。 
（如采用 N7020/N7024A 电源纹波和噪声测试探头则无需采用 AC 耦合，其本身可设置大范围的
偏置电压以调节被测信号的位置和刻度到最佳测量设置）  

示波器此时的显示应当与图 14 相似。要想得到最理想的测量情况，您可以启用带宽限制。您所使用的 

探头类型以及探头的接地方式可能对测量结果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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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输出纹波测量 

导通/关断时间 

导通时间指的是将输入电压施加到开关电源之后，输出电压达到预期电平 90% 的时间。关断时间指的是

移除输入电压之后，输出电压下降到其正常输出电平 10% 的时间。这一步的重点是在将交流电施加到开

关电源上时，测量相应的直流输出的导通和关断时间。您需要探测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出。交流

输入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探测，直流输出使用标配的 10:1 无源电压探头探测。 

1. 将 N2790A 高压差分有源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1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开关电源
（SMPS）上的火线（红线）和零线（黑线）。将无源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通道 3 输入端，另
一头连接电源的直流输出端。  

2.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功率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3.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4. 选择“输出测量”，然后选择“接通/关断时间”。 

5. 在“信号”部分，将“输入电压”设置为通道 1，将“输出电压”设置为通道 3。 

6. 在“设置”部分下，输入预期的“Max Vin”（峰峰值）和预期的稳态直流输出 (Vout) 值。 
选择“自动设置”（下一步）时，这些值将用于确定示波器的垂直标度。此外，您可能还想以 
500 ms 的默认持续时间设置开始测试，这一设置将决定示波器用于此次测量的时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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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自动设置”，然后按照屏幕上的提示进行“导通”测量：  

a. 关断电源，然后按“下一步”. 

b. 接通电源，然后按“下一步”。 

 
如果被测器件的导通时间小于 400 ms，那么示波器的显示屏应当类似于图 15。如需查看详细信息，您可

以通过触摸屏和水平缩放功能放大显示电源的上升时间。 

 

图 15.  使用 500 ms 默认持续时间设置进行的导通测试。黄色波形为交流输入。蓝色波形为直流输出， 

从 0 伏开始，然后迅速上升。 

测试关断时间： 
1. 在前面的导通时间测量结束后，在“设置”部分按“测试”软件键，从“导通”改成“关断”。

请注意，默认的 1.00 秒持续时间设置对于您的电源来说可能并不适合。重复进行该测量，直到
持续时间设置正确。 

2. 选择“自动设置”并按照屏幕上的逐步提示执行如下操作： 

a. 接通电源（如果已经接通，则跳过此操作），然后按“下一步”。 

b. 关断电源，然后按“下一步”。 

示波器此时的显示应当与图 16 相似，因为电源测量软件已经捕捉到了直流输出的下降（蓝线）。 

重复进行几次测量，确定最好和最坏情况下的关断时间。请注意，您可能需要为此测试调整“持续时间”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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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关断时间测试 

瞬态响应分析 

瞬态响应分析测量的是直流输出电压的瞬态响应稳定时间。当输出电流突然变大或变小时（例如负载发生

变化），示波器将会触发，并用测量值与用户输入的容限值进行比较。用标配的 10:1 电压探头和交流/ 

直流钳式电流探头探测直流输出。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电源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菜单，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输出测量”，然后选择“瞬态响应”测量。 

4. 将电流探头（例如 N7026A）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2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电源的直流输出。 

5. 将 10:1 电压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3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电源的直流输出。 

6. 在“信号”部分，将“电压”设置为通道 3，将“电流”设置为通道 2。 

7. 在“信号”部分，设置电源的预期稳态直流输出电压（Vout）。 

8. 在“设置”部分，将“Initial I”（初始电流）设置为与低负载输出电流相近的水平――假设被
测负载电源处于低负载/小电流状态。同时将“New I”（新电流）设置为与高负载输出电流 
相近的水平。您估计的预期值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因为示波器只是用它在预期的高值和低值 
之间设置触发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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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自动设置”，然后按照屏幕上的逐步提示执行如下操作： 

a. 增加输出负载（即更大的电流）。 

b. 按“确认”键。 

示波器此时的显示应当与图 17 相似。当通道 2 电流探头测得的输出电流（绿色迹线）突然增大时， 

输出电压（蓝色迹线）应当瞬间下降，然后在大约 10 ns 内恢复到预期输出电压的 10% 以内。 

您还可以在输出负载降低（即输出电流减小）时执行瞬态响应稳定时间测量，示波器此时的显示应当

与图 18 相似。当输出电流（绿色迹线）突然下降时，输出电压（蓝色迹线）应当瞬间增加，然后在 

大约 9 ns 内恢复到预期输出电压的 10% 以内。 

图 17.  输出负载增加（输出电流突然增大）时的瞬态响应稳定时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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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输出负载下降（输出电流突然减小）时的瞬态响应稳定时间测量 

请注意，负载增加和减少时的瞬态响应稳定时间测量应当重复几次，以便表征最好和最坏情况下的稳定 

时间。 

效率  

SMPS 设计的最后一个需要考虑、通常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指标就是效率。电源或电池中浪费的能量 

越少，器件的运行成本就越低，使用寿命就越长。效率分析将会测量并计算输入和输出的实际功率 

(Pin=Vin x Iin; Pout=Vout x Iout)，然后通过 Pout/Pin 得出效率值。测量效率时需要使用两个电流探头和

两个电压探头。请注意，您可能需要在工作线路外创建一个电流回路，用钳式电流探头来测量电源的电流。  

1. 按前面板上的“默认设置”键，从说明中的参考点开始测量。（菜单顶部的“打开”按钮默认
处于“关闭”状态。您可以随时选择“打开”，但更高效的做法是选择特定的电源测量，进行
相应的设置（选择通道、设置、自动设置等），然后再选择“打开”。 

2. 选择“分析”，然后选择“电源分析”。 

3. 选择“输出测量”，然后选择“效率”测量。 

4. 将 N2790A 高压差分有源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1 输入端，另一头的探针连接火线 
（红线）和零线（黑线）。 

5. 将钳式电流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2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输入交流线路的电流回路。 

6. 将电压探头（例如 10:1 无源电压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3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直流 
电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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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另一个电流探头一头连接示波器的通道 4 输入端，另一头连接输出直流电流回路。 

8. 在“信号”部分，将“电压输入” 设置为通道 1、“电流输入”设置为通道 2、“电压输出” 
设置为通道 3、“电流输出”设置为通道 4，如图 19 所示。 

9. 选择“自动设置”。示波器会自动设置交流输入信号和直流输出信号，并将它们全部显示在 
屏幕上。 

 

图 19.  效率设置 

 

示波器此时的显示应当反映电源的效率。即使没有四个探头，您也可以进行效率测量。只要有一个有源电

流探头就能测量效率。然而，这样做的话，您首先不要与通道 4 建立任何连接，使用上述设置测量输入功

率。示波器此时的显示应当与图 20 相似。在此例中，P(in) = 3.35W。 

接下来，将连接示波器通道 2 输入端的电流探头转移到通道 4。然后将该探头连接到输出直流电流回路。

手动重新定位并调整通道 3 (Vout) 和通道 4 的标度，直到可以在屏幕上同时观察到两条直流迹线。请注意

输出功率结果，如图 21 所示。在图 21 中，P(out) = 2.20W。 

您可以使用公式 P(out)/P(in)x100% 来计算电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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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输入功率测量 

 

图 21.  输出功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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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每一项测量对于开关电源的测试和表征都格外重要。本应用指南未涉及的其他相关测量

包括电源抑制比分析 (PSRR) 和控制环路响应分析。 

 

 

 

 

 

 

 

 

 

 

 

 

 

 

 

 

 

 

 i 探头衰减系数设置会改变示波器的垂直标度，因而测量结果能够反映探针处的实际电压。如果当前没有显示

出通道的菜单，请按通道键（[1]、[2]、[3] 或 [4]）。在“通道”菜单中按“探头”键。继续按“探头”软件

键或是转动输入旋钮来选择适当的衰减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