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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温度测试在电子设计流程中非常重要。

它有助于在早期检测产品故障；确定合理的校

准 / 保修时间；了解产品在极端温度条件下的

长期性能。电子行业把温度划分为三个等级。

首先是所谓的标准范围或商用级，在 0 ºC 至 

+40 ºC 范围内产品可以获得全面的质保。-45 

ºC 至 +80 ºC 是一个更严苛的温度范围，通常

用于消费电子产品的极限测试。最后是极限温

度范围，通常用于军事、汽车和航空航天行业，

范围为 –55 ºC 至 +150 ºC，

在对电子产品执行环境测试时，测试工程师通

常面临着一个困境：探测系统必须能够像产品

一样适应严峻的环境条件。例如，车载设备的

强化寿命测试需要在 -55 ºC 至 +150 ºC 温度

范围内进行。迄今为止，极限温度测试要求工

程师在非指定温度范围内使用探头，从而会损

坏探头。无论是有源还是无缘探头，大部分探

头具有指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从 0 ºC 至 +50 

ºC。同轴电缆介质材料的热膨胀会使这些常规

探头受损。塑料外壳在 +60 ºC 以上的温度就

会开始变形。随着温度向极限范围靠拢，有源

探头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开始下降。图 1 显示了

在高温老化测试之后，普通同轴电缆的外部屏

蔽出现故障。

图 2 显示了在环境舱内进行多次热循环之后，

对探头连接器进行 X 光纤检测。同轴电缆中的

介质材料会收缩，把中心探针从插座中拔出。

最终会引起直流不连续性。

许多工程师需要验证他们的产品在不同工作温度条件下的性能。迄今为止，极限温度测试要求工程师在非指定温度范围内

使用探头，从而会损坏探头。无论是有源还是无缘探头，大部分探头具有指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从 0 ºC 至 50 ºC。新型 

Keysight N2797A 极限温度有源探头可在更宽泛的温度范围（-40 至 85 C）内工作，且不会受损。工程师能够在温度舱内使

用探头和探测附件，探头适配夹和示波器位于温度舱外。

图 1：在 120 ºC 高温下测试后，常规探头受损。

图 2：热循环引起的探头连接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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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在环境舱内放入脆弱的探头，测试工程师

往往使用延长电缆连接目标和示波器。然而，

这种方法存在严重不足。首先，它极大地限制

了带宽，由于延长输入电缆的寄生电感和电容

还会引起非平坦频率响应。典型地线的电感是 

1nH/mm。一米长的延长线会在探测路径中产

生大约 1uH 感抗，从而导致测量带宽低至几 

kHz 范围。另一个问题是电磁耦合所引起的信

号失真越来越明显。延长线越长，耦合路径也

就越长。随着设计复杂程度的加深，电磁噪声

源密度也在提高。延长线的功能类似于接收天

线，能够有效地在测量路径中耦合电磁噪声。

最后，延长线还会给被测电路增添额外的负载。

有时候，这种负载太过明显。例如，典型 FR4 

50 Ω 同轴电缆具有 20pF/ 米的负载。对于高

阻抗电路，过高的负载会使信号严重失真，从

而引起功能故障。

工程师可选择低成本、高阻抗的无源探头。无

源探头的输入阻抗通常为 10 MΩ，电容负载

是 10 pF 至 15 pF。其负载效应低于采用延长

线的常规探头。然而，其带宽通常限制在 500 

MHz，端接示波器的 1 MΩ 输入时。目前电子

设计中的大多数应用要求更高的带宽。传统无

源探头的工作温度范围是 0 ºC 至 +50 ºC，通

常无法满足强化寿命测试的测量温度要求。

图 3：探头的输入特征会随着延长线而显著变化，因而使用延长线会产生严重的测量精度问题。

图 4：N2797A 极限温度有源探头在环境舱内，在极端条件下进行可靠的测量。

为应对这种测量需求，要求一种特制的带附件

的有源探头，以满足带宽要求和严苛的测试条

件。为此，是德科技提供业界首款低成本、

高阻抗的输入有源探头解决方案。Keysight 

N2797A 极限温度单端有源探头允许工程师直

接把坚固的探头放入环境舱，从而使测试点和

第一个放大器之间的信号路径保持在最低水

平。寄生电感（一般低于几 nH）和探头负载（一

般低于 1pF）降至最低，使得探测带宽高达 1.5 

GHz。探头配有特定的高温同轴电缆、高温硅

橡胶皮套和坚固的探头放大器，可在 -40 ºC 

至 +85 ºC 范围内操作，能够满足大多数商业

和工业级电子环境测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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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经验证可以长期提供高温稳定性。图 5 显

示了不同温度范围内的频率响应。图 6 显示了

在 6 个月内，温度为 +90 ºC 时的探头稳定性。

N2797A 还具有一些出色特性：1 MΩ 输入阻

抗可将直流负载降至最低；2 米长的电缆可以

扩展至环境舱；多种坚固耐用探头附件支持各

种使用模型和 Keysight AutoProbe 接口，以便

简化操作。这种探头非常适合在设计中需要进

行环境测试的研发或测试实验室，尤其适合从

事半导体、计算机、无线、汽车和消费性电子

产业并且需要在极限温度范围内验证和表征设

计的工程师。
图 5：N2797A 在不同温度下的频率响应。

图 6：N2797A 在 6 个月内，+90 ° C 温度下的频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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