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ysigh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与其前代产品 i3070 在线测试系统
吞吐率比较 — 生产线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作者 : Yong Wee Sheng
是德科技公司 ICT 技术营销工程师

摘要：
Keysight 新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的设计致

力于吞吐率的增强。这篇应用指南主要评估该系列 5 测

试仪相对其前代产品速度的提升。结果表明与 i3070 相

比，系列 5 在测试时间上的总体改进几乎达到30%。



简介

Keysigh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配备了先进的双密度板卡 (12 

MPs)，以及新的模拟激励和响应单元 (ASRU)“N”版卡。ASRU-N 包含新

的数字测量电路 (DMC) 和数字信号处理 (DSP) 算法。这些新特性在保留原测

量运算放大器 (MOA) 电路的基础上加快了模拟测试的速度，可以满足用户

对测量更精确的要求。与此同时，先进的双密度板卡也改进了数字测试的

吞吐率。

客户在测试时间上将得到 20% 至30 % 的改进，这也意味着更高的生产能力

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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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标

和电路板信息

转换过程

我们评估的是亚洲大批量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 (CEM) 生产的计算机主板。评估

目标是比较客户现有 Medalist i3070 与新的Medalist i3070 系列5 在下述两方面

的差异:

a) 测试吞吐率

b) 首次通过率 (FPY) 和错检率 (FRR)

下面的表 1 给出项目信息。之所以选择计算机主板，是因为电路板上有大量的

模拟和数字元件，从而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丰富的数据。

有两种转换不加电模拟测试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目的都是通过离线计算机增

加“ as ”选项，从而不会影响生产系统的时间:

I. 用图形用户界面进行人工编辑

II. 重新运行交互程序发生器 (IPG)

在本次评估中，选择人工编辑方法修改不加电模拟测试源文件。为加快数字测

试，把“矢量周期”和“接收延迟”语句分别定义为 80 n 和 70 n。

在完成编辑后，初始的运行和调试需要使用已知的好的电路板。确保模拟和数

字测试可以稳定通过，所有高级边界扫描测试和绝大多数数字测试在改变矢量

周期的情况下不需要大的修正。但由于数字元件特性所致，某些数字测试需要

调整回它们的最佳矢量周期。

下面的表 2 示出在加速模式中所要进行的转换，调试和测试运行程序。

表 1

电路板信息

电路板类型 计算机主板

结点数 1259
模拟元件数 1670
数字元件数 44

表 2.  转换测试程序要做的工作

模拟测试 数字测试

测试数 672 51
转换时间 0.75 小时（离线） 0.50 小时（离线）

调试时间 4.5 小时 1.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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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过程 测试过程

首先在 Medalist i3070 上测试 10 块选出的已知好板。测试稳定后记下测试时间 

(至少三个执行周期后)。在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上重复同样步骤。

表 3 示出所得到的平均测试时间结果。系列 5 ICT 系统对测试吞吐率的提升是

很明显的，对每块电路板的测试时间减少了 6 秒多，也就是有大约 28% 的改

进。还应注意比较对象已经使用较早软件版本就有的自动优化特性对测试进行

过优化。

一次合格率和错检率

在一次合格率 (FPY) 和错检率 (FRR) 的测试中总共用了428 块板。在样本中特

意加了两块有故障的板。这些板先在 Medalist i3070 上测试，然后在 Medalisti 

3070 系列 5 上测试。

从表 4 中的测试结果数据可以看到，系列 5 既保持了原有测试性能，又得到了

吞吐率的提升。

表 3 测试时间汇总

元件

i3070 时间
（秒）

系列 5 时间
（秒）

改进
（秒）

改进
（百分数）

电容器 2.692 2.056 0.636 30.93%
电感器 0.133 0.081 0.052 64.20%
电阻器 5.665 4.311 1.354 31.41%
总模拟测试时间 9.458 7.355 2.103 28.59%
边界扫描加电短路 2.547 1.183 1.364 115.30%
边界扫描互连 0.920 0.244 0.676 277.05%
边界扫描在线 3.695 1.931 1.764 91.35%
数字在线 0.233 0.205 0.028 13.66%
总电路板测试时间 29.12 22.755 6.365 27.97

表  4 一次合格率和错检率汇总表

系统 总数 通过 失败 真故障 假故障 一次合格率（%） 错检率（%）

i3070 428 415 13 2 11 96.9% 2.5%
i3070 系列 5 428 414 14 2 12 96.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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