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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用指南是测试系统开发指
南系列中的第八篇，该系列应用指
南帮助您很快设计出能获得可靠测
量结果，吞吐率符合应用要求，成本
也在您预算之内的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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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选择可工作于 90-252 V(适应日本
100 V低电网电压和欧洲240 V高电
有时，测试系统要随生产线的
网电压)，而无需改变开关设置或保
转移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
险丝的设备。要了解有关世界各地
如果建造的系统要能运输到任何地
电网电压、电源插头形式和其它有
方工作，您需要考虑不同的电网电
用信息，请访问美国商业部网址:
压和频率，它影响电源输入，并且可
http://www.ita.doc.gov/media/Publi能需要更换冷却风扇。此外，因系统 cations/pdf/current2002FINAL.pdf.
操作者文化和体质条件的不同，您
还要有人机工程学方面的考虑。
在把设备从一国运到另一国时，

全球部署考虑

在您建立和调试好了测试系统
后，就要把系统投入使用。但即使是
最好设计的系统也需要例行的校准
和维护，有时甚至还会出故障。为这
类事件制订周密计划有助于减少系
统的停机时间。
通常会遇到的问题有:
全球部署考虑

电网电压

校准

您的系统包含的仪器、电源和
计算设备都需要在不同电网电压和
频率下运行。如果系统从一个国家
迁移到另一个国家，您必须采取改
变电压的措施，也许是改变设备的
保险丝和输入开关。还必须从系统
中取出一些老设备。打开上盖板，才

诊断和修理
清洁
升级和扩展

能接触到机内开关。如有可能，应
图 1. 典型交流电网配电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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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考虑配电单元(PDU)。配电
单元可把三相输入电压变换为相线
—中线电压或相线—相线电压，并
能检测低或高电网电压条件。有时
也可接到不中断电源。好的 PDU 应
有应急断路(EMO)开关输入，使操
作者能在紧急情况下切断所有或部
分电源。图1示出许多安捷伦系统使
用的典型 PDU 配线。

在非空调的厂房中，温度有时
在电网电压改变时，风扇是另 会超过风扇的降温能力，使仪器不
一需考虑的问题。240 V的风扇可以 能达到技术规范要求。在这种情况
在 120 V 时工作，但转速要低得多。 下应专门为系统提供空调。NEMA
使产生的气流不足以冷却系统。相 机柜具有各种机柜尺寸。它把系统
反，120 V 风扇在接到 240 V 时会烧 完全密封，因此要为空调器提供进
坏。因此系统从一国运到另一国时 风和排风。厂房也必须增加管道系
需要更换风扇，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统。见 http://www.nema.org
有少数风扇可在任何电网电压下工
电网频率
作，但价格要比单一电压的交流风
世界各国采用不同的电网频率。
扇贵得多。
美国规定为60 Hz，许多其它国家是
对于必须经常运输的系统，
直流 50 Hz。这不会影响绝大多数现代电
风扇是非常好的选择。在系统中可安 源，但确实会影响信号仪器。通常低
装具有万能交流输入(100-240 VAC) 噪声数字万用表是用“一个电网频
的固定直流 12 V 或 24 V 的小电源， 率周期”的积分时间获取读数。在
并把它接到直流风扇上。直流风扇 60 Hz 时，这一时间是 16.667 ms，
的其它优点有:
50 Hz时是20 ms。有些数字万用表，
如 Agilent 34401A 能根据内部测量
更好控制气流和噪声。风扇转速 的电网频率自动调整它的积分时间。
直接与输入电压相关。24 V 直流 其它一些仪器则必须编程这一信息。
风扇通常可在12 V至28 V直流电 重要的是要根据电网频率正确设置
压范围内工作。12 V 时风扇以半 您的数字万用表。
速工作，产生较低的气流和噪声。

冷却

后勤保障和人机工程
许多欧洲国家的门很低，因为
这里有许多老建筑，当时的建筑师
比现在矮。2 m高的机柜可能进不了
门。高的机柜也需要大飞机运输。对
于需要频繁运输的系统，在系统寿
命期内运输成本就可能很高。
在一些亚洲国家，高密度的房
地产使空间窄小，走廊和通道往往
很窄。又宽又深的系统难以，甚至不
能到达预定位置。即使系统定位后，
也有可能打不开机柜的前后门。
各国人口的平均身高也有所不
同。对于矮的操作者，不应把键盘和
监视器放得过高。最好是有能调节
高度的键盘_鼠标托板，并应适应习
惯左手或右手的操作者。
安全部门能为您提供当代人机
工程标准的指导方针。

在低频时，变压器和马达中的
直流风扇的预期寿命也高于相当
磁化电流将上升，甚至达到铁芯的
的交流风扇，因为直流风扇有更
饱和点。这会造成非线性磁场和使
高的效率。降低的热损耗减小了
铁芯过热，特别是在47 Hz 时，因此
轴承的热负荷，从而增加了寿命。
按 60 Hz 环境所做的设计可能会在
世界其它地方产生问题。

www.agilent.com/find/ 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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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大多数电子仪器都需要周期性
的校准，这样就能溯源至政府的标
准化机构，如美国的NIST(国家标准
技术研究所)。从而保证测量结果符
合公布的精度规范。校准和诊断不
同，诊断只是通过测试验证仪器工
作正常，测量结果至少能接近应有
的量值。下一节将讨论诊断测试和
夹具。
制作校准夹具对系统自动校准，
而不需拆下设备似乎是有道理的。
但这样的夹具因成本高昂而并非实
际可行。校准用部件需要在受控温
度和湿度条件下符合严格的技术规
范。
“标准”电阻放在温度受控的油
槽中，频率测量设备接到NIST的铯
电子束频标，把它们放到可移动夹
具中是非常不容易的。

关人员的方法。您可在校准后把一
张标签贴在仪器的醒目位置，也可
用“预定日期”软件编程系统，以自
动通知有关人员。

内部校准实验室
图 2. 校准标签

除了定期校准外，还有许多好
的做法。比如把制造中的异常情况
与特定操作人员，一天中的某一时
间，校准周期，运行数，以及其它许
多制造变动因素相关联。
例如，当您把在德国制造的测
试系统发运到泰国前，应能够回答
如下这些问题: 两地有相同的校准系

有三种校准测试系统的方法。
在自有校准实验室中校准系统，
或从系统中取出设备，进行校
准，最后把设备装回系统。
在系统所在地委托可提供校准服
务的商家。
用经校准的备份仪器更换系统仪
器，校准换下来的仪器。
无论您采用何种方案，都需要
跟踪每台仪器上次校准的日期，制
定下次校准日期到达时及时通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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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吗? 如果没有，
当把测试系统发运
到海外后，能保证测试系统得到同
样测量结果吗? 对于我需要得到的精
度，当地能提供足够的校准服务吗?

图 3. 校准实验室

如果您还没有内部校准部门，
您可能会考虑设立，虽然这要有大
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如果您已有
的校准实验室打算对外提供校准服
务，您的客户可能要求您取得国际
认可。这可从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
组织(www.ilac.org)开始。ILAC 成
员，例如全美实验室认可协会
(A2LA — www.a2la2.net)将论证
您的实验室是否达到他们的要求，
在实验室完全运行后，论证过程大
约需要4到 9个月。如果您的实验室
需要取得认可，适用的国际标准是
ISO 17025。如果不需要认可，至少
也应通过 ISO 9000 论证。

Fluke 公司为建立校准设施提供
大量支持。另有几家公司提供对
Fluke Met/Track 和 Met/Cal 软件的
支持。详情见 http://calibration.
fluke.com。

合同服务

在您测试系统完成后，最难做
的一件事情也许是要花大量时间编
写诊断测试程序，从而能在问题产
生时帮助定位问题产生原因。花这
些时间是值得的。要做的事情有:

安捷伦可为各种各样类型的仪
器提供专业的全面校准服务。详情
见www.agilent.com/find/calibration。
这里还包括非安捷伦设备。可安排
各种层次的合同服务，从随时申请
校准的单台仪器到定期的现场批量
校准(VOSCAL)。

在每一台有这种能力的仪器上执
行自测试。

替换和返回

把来自激励装置( 数模转换器、
电源等)的小直流电压通过所有
内部可用开关路径逐次馈送，并
返回到数字万用表。以验证开关
子系统。

校准设备的第三种方法是用还
在校准期内的其它设备替代需要校
准的设备。这需要手头有一台或两
台备份设备，这种方法可能是很昂
贵的。不过手头持有备份设备对于
系统运行时间至为关键的应用确实
是一种好方法。下一节我们会更多
谈到这一问题。
但替换仪器有一项需要注意的
事宜。替代设备也许确实在校准指
标范围内，但如果它恰在原仪器校
准范围的另一端，而被测装置已接
近它的极限值，这一大的统计变动
量足以造成成品率问题。解决方案
是对测量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这项
分析称为“Gage R&R”研究，下一
节将予以说明。

有些仪器能做有限的内部自动校
准(有时称为“自动调整”)。这些
自动化步骤可定期进行，但没有
必要每次都运行诊断测试程序。
在到达预定日期时(通常为每 30
天)，由程序日历提醒操作者运
行该程序。

诊断和修理

把已知是好的被测装置(DUT)接
入系统，在它上面运行全套测
试。这项技术并不能防止错误的
运行，因为这些“标杆 DUT”的
特性也会因元件寿命而随时间变
化。计入这一效应的有用方法是
定期对系统运行“基准可靠性和
可重复性”(Gage R&R)测试。任
何系统变动量都有两个来源: 产
品变动量和测量系统变动量。执
行 Gage R&R 的目的是区别这两
项变动量，减小变得过大的测量
系统变动量。这意味着要定期在
系统上测量大量已知好板，从而
得到可与参考数据相比较的统计
样本，了解测量中是否存在任何
长期漂移。这类研究也可用于调
研测量统计参数，为每项测试设
置可接受的上限和下限。还应寻
找能帮助您建立这些参数的“统
计过程控制”
(SPC)和“统计质量
控制”
(SQC)软件工具。

用相应测量装置测量各激励装置
的输出，验证所有仪器工作正
常，读数也基本正确。这虽然不
足以保证仪器在校准范围内，但
作为诊断工具已完全足够。

制作专门的夹具，把不能自动从
内部连接的信号循环返回系统。
这种夹具叫诊断夹具。用与前面
描述的同样步骤测量这些路径的
连续性。
读各开关盒的开关吸合次数信
息，如果有此项能力的话。这些
数据为您提供继电器接近规定寿
命终点的提前警告 。

www.agilent.com/find/ 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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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环境中，诊断可每天运
行一次，或在每批次开始时进行。在
设计验证和研发环境，每周或更长
时间运行一次已经足够。在找到问
题后，下一步就是进行修复。下面是
您能为快速修理做的几件事情:
要保证能够容易地更换仪器。不
要把卸下的螺钉和电缆(应有正
确标记，便于替换)到处乱放，也
不要把仪器放在别的设备下面，
需要时就不必挪动其它设备。
虽然机柜中计算机内部的 PCI 插
槽是放置仪器的诱人地点(因为
不需要另增机柜空间)，但应记
住从机柜中卸下计算机，再取出
仪器是麻烦和费时的。
尽量少用专用电缆，手头还应留
有备份。选择需要时便于得到的
标准电缆。
夹具连接器会逐渐磨损。应有用
于替换的足够连接器库存。
计算机往往是问题产生之源。硬
盘、监视器、键盘和鼠标都会出
问题。也都需要有备份。应注意
要把重要文件同时保存在其它地
方，或定期备份计算机文件，以
防止数据丢失。
要有备份仪器库存 — 这是很昂
贵的，但也是生产线所必需。还
应记住许多 PXI 和 VXI 插卡要
比同类型台式仪器贵，因为台式
仪器通常有更大的量产。把台式
仪器作为备份仪器，当不在系统
中使用时还可作为调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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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设计系统时，系统中要放置
一台以上的关键仪器。例如可在
系统中放一台廉价的数字万用
表，平时用于手动调试，在高速
主数字万用表需要校准或维护时
把它置入系统。使用 IVI 驱动程
序，其互换性使您不需要更动软
件。
温升和热梯度是任何测试系统之
敌。要为最小化温升提供足够的
气流，并避免连续改变测试设备
热环境的情况。

清洁
保持通过系统的足够气流相当
重要，因为它能控制温度，保证仪器
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工作。许多仪器
上有可拆下的空气过滤器，应定期
检查和清洁，必要时予以更换。有些
机柜上装有空气过滤器，也要对它
们进行定期检查。要让电缆离开空
气过滤器。接至过滤器的电缆会因
弯折而断裂，造成与肮脏空气无关
的可靠性问题。

升级和扩展
如果您应用系统开发者指南系
列文章中强调的这些概念完成了测
试系统的设计，它就能容易处理新
的仪器。在机柜中您已为新增的或
更大的仪器预留了空间，也为开关
和插卡盒预留了扩展位置。您所采
用的开关系统设计方法允许在系统
中增加新的仪器，只要把新的输入
和输出插到为未来仪器保留的地方
(开关矩阵中未使用的行，见应用指
南 AN 1465 - 5“选择您的测试系统
硬件体系结构和仪器”)。在夹具系
统中也为更多引脚预留了空间，并
可把尚未使用的一些电缆用于夹具
和仪器及开关间的连接。

在软件方面，您已制订了在每
次软件重大改变时进行回归测试的
升级计划。这意味着在操作系统、测
试执行程序、驱动程序或其它支持
例程改变时，
能重新运行Gage R&R、
诊断测试和 / 或对已知好的 DUT 进
行测试。您也有编制良好的软件文
档，能容易跟踪代码的改变。这是在
如果有多名操作者使用系统， PC 行业标准环境中，用任何人都熟
应定期清洁键盘、鼠标、条码读入器 悉的 Visual Basic 或 C 编写的软件，
和触摸屏。通常可使用家用清洁剂。 因此在多年后仍可进行必要的改变。
操作者间很容易通过这些设备传播
疾病。培训操作员并不容易，要保证
他们的健康!

结论

操作维护 (AN 1465-8) ，出版号:
5988-9823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3EN.pdf

相关安捷伦文献

测试系统的任务是又快又可靠 应用指南
地运行重复测试，但运行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开发指南:
也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您必须
测试系统设计入门(AN 1465-1)，
考虑世界各地的电源状况，校准，诊
出版号: 5988-9747EN
断，修理，清洁，升级和扩展等问题。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747EN.pdf
我们安捷伦由聪明和富有经验的工
程师设计、建造和实现优秀的测试
计算机 I/O 考虑(AN 1465-2)，
系统。我们希望系统开发者指南这
出版号: 5988-9818EN
一系列应用指南能为您更容易工作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18EN.pdf
提供帮助。

LAN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网络配置，
AN 1465-10(出版号 5989-1413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3EN.pdf

理解驱动程序和 Direct I/O
(AN 1465-3)，
出版号: 5989-0110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0110EN.pdf

LAN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PC配置，
AN 1465-11(出版号5989-1415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5EN.pdf

选择您的测试系统软件体系结构
(AN 1465-4)，
出版号: 5988-9819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19EN.pdf

USB 在测试和测量环境中的使用，
AN 1465-12(出版号5989-1417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7EN.pdf

选择您的测试系统硬件体系结构和仪
器(AN 1465-5)，
出版号: 5988-9820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0EN.pdf

LAN 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 应用，
AN 1465-14(出版号5989-1416EN)

如果您正在建造测试系统，或需
要得到使用测试系统的帮助，
可在安捷
伦开发网 www.agilent.com/ find/and
上找到更多帮助，也可在www.agilent.
com/find/systemcomponents 上搜
索我们的系统信息。

理解机架和仪器互连的影响
(AN 1465-6)，
出版号: 5988-9821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1EN.pdf
最大化系统吞吐率和优化调度
(AN 1465-7)，
出版号: 5988-9822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8-9822EN

LAN在测试系统中的使用: 基本原理，
AN 1465-9(出版号 5989-1412EN)
http://cp.literature.agilent.com/
litweb/pdf/5989-1412EN.pdf

为了解简化系统集成，加快系统开
发和得到开放连通性好处的更多方法，
请访问: w w w . a g i l e n t . c o m / f i n d /
systemcomponents。您能在这里进
入我们的在线系统开发者社区，
通过签约
尽早得到本系列的未来应用指南。
只需找
到链接: “Join your peers in simplifying
test-system integration”
。

www.agilent.com/find/ system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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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测试和测量技术支持、服务和协助
Agilent 公司的宗旨是使您获得最大效益，而同时将您的风险和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们将努力确保您获得的测试和测量能力物有所值，并得到所需要的支持。我们广泛的支
持和服务能帮助您选择正确的 Agilent 产品，并在应用中获得成功。我们所销售的每一类仪
器和系统都提供全球保修服务。对于停产的产品，在 5 年内均可享受技术服务。
“我们的承
诺”和“用户至上”这两个理念高度概括了 Agilent 公司的整个技术支持策略。

我们的承诺
我们的承诺意味着Agilent测试和测量设备将符合其广告宣传的性能和功能。在您选择
新设备时，我们将向您提供产品信息，包括切合实际的性能指标和经验丰富的测试工程师
的实用建议。在您使用Agilent设备时，我们可以验证设备的正常工作，帮助产品投入生产，
以及按要求对一些特别的功能免费提供基本的测量协助。此外，还提供一些自助软件。

用户至上
用户至上意味着 Agilent 公司将提供大量附加的专门测试和测量服务。您可以根据自
己的独特技术和商务需要来获得这些服务。通过与我们联系取得有关校准、有偿升级、超
过保修期的维修、现场讲解和培训、设计和系统组建、工程计划管理和其它专业服务，使
用户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并取得竞争优势。经验丰富的 Agilent 工程技术人员能帮助您最大
限度地提高生产率，使您在 Agilent 仪器和系统上的投资有最佳回报，并在产品寿命期内
得到可靠的测量精度。

请通过 Internet、电话、传真得到测试
和测量帮助。
在线帮助: www.agilent.com/find/assist
热线电话: 800-810-0189
热线传真: 800-820-2816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总部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 118 号
招商局中心 4 号楼京汇大厦 16 层
电话: 800-810-0189
(010) 65647888
传真: (010) 65647666
邮编: 100022

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 268 号
来福士广场办公楼 7 层
电话: (021) 23017688
传真: (021) 63403229
邮编: 200001

广州分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
中信广场 66 层 07-08 室
电话: (020) 86685500
传真: (020) 86695074
邮编: 510613

成都分公司

Agilent Open
Agilent Open 简化连接和编程测试系统的过程, 以帮助工程师设计、验证和制造电子产品。
Agilent 的众多系统就绪仪器, 开放工业软件, PC 标准 I/O 和全球支持, 将加速测试系统的开
发。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请访问: www.agilent.com/find/openconnect。

欢迎订阅免费的
安捷伦电子期刊
www.agilent.com/find/emailupdates
得到您所选择的产品和应用的最新信息。

Agilent Direct

地址: 成都市下南大街 6 号
天府绿洲大厦 0908-0912 室
电话: (028) 86165500
传真: (028) 86165501
邮编: 610012

深圳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
黎明网络大厦 3 楼东区
电话: (0755) 82465500
传真: (0755) 82460880
邮编: 518057

西安办事处
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33 号
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数码大厦 23 层 01-02 号
电话: (029) 88337030
传真: (029) 88337039
邮编: 710075

安捷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太古城英皇道 1111 号

www.agilent.com/find/agilentdirect
高置信地快速选择和使用您的测试设备解决方案

太古城中心 1 座 24 楼
电话: (852) 31977777
传真: (852) 25069256

香港热线: 800-938-693
香港传真: (852) 25069233
Email: tm_asia@agilent.com

有关安捷伦开放实验室暨测量方案中心和安捷伦测试与测量技术认证,

本文中的产品指标和说明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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