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
技术资料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 (ICT) 系统引入了如下 3 种新功能:
●

●
●

融入外电路的灵活性, 可用以平衡 ICT 和功能测试器, 以及减少在功能测试器上
的投资。
适应今天高功率产品的更宽电源管理能力, 从而减少在电源硬件上的投资。
改进的测试吞吐率, 可增加产出量和引入更多的测试器资源。

系列 5: 提高性能, 降低成本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
配有业内领先的受限接入测试技术, 包括荣获
多项奖项的覆盖扩展技术。

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的最新功能特性
融合外部电路
此项功能通过新添加到 i3070 系
列 5 中的测试系统硬件和软件功能特

连接外部仪器或设备

性获得。

平衡的多路复用 1:4 75 Ω 端口

多用卡介绍

复用75 Ω端口，使用户能向被测电路

多用卡上有两个平衡的 1:4 多路

新的多用卡是一种可选开关卡，
它能插入测试仪上任何模块的插卡槽

板施加差分信号。这些端口也可作为
单端信号独立使用。

通用继电器
每块多用卡上有 8 个通用继电
器。软件对这些继电器的控制方法与
对 ASRU 上的通用继电器控制相同。

灵活的1:6多路复用电源通道
对于多用卡的两个 1:6 端口电源

中。该多用卡上冲有三个方孔，用户
额定值

通道，每一通道都允许48 V/10 A的功

端口数

2

率。用户可把每一电源通道配置为多

在，用户可设计自己的插卡，并把它

多路复用

1:4

作为测试仪的组成部分。每一模块上

带宽

3 dB
(35 MHz ± 3 MHz)

串扰

< 1 MHz

可在这里安装自己的电子设备，从而

参数

增加功能测试或在线测试的功能。现

可安装一块多用卡。每一定制的电子
单元应配有可安装在测试头控制器中
的软件驱动程序。
多用卡上每一方孔旁装有两个连
接器; 一个主要用作至被测电路板的

路复用，从而能最多向一块大板上的
6 块小板供电，或把各继电器设置为
同时开关，用以测试一块需要 10 A 电
源的电路板。

(-55 dB ± 2 dB)
最大电流

2 A ± 0.5 A

阻抗

75 Ω 对

信号总线，另一个为装在方孔上的电
子设备提供电源和控制。
要了解有关多用卡的详情，请参
看 Agilent 技术资料 5990-4411EN
(Agilent 多用卡技术指标)。

图 1.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上的新多用卡，在线测试过程中能用它增添自定义的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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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的最新功能特性
新的模拟测量卡
新的模拟激励和响应单元
(ASRU) 包括
1. 具有每通道达10A大电流能力的两

5. 具有新频率选件的数字化测量电路

试方法中，如电容器和电感器测

(DMC)

试，实现测试期间对较小元件的更

这一电路的用途是通过使用微控制

好隔离。

器上多个端口的数字化，在测试期

这种新测量电路不同于使用测量运

个通道

间得到多个读数来加快模拟测试。

ASRU 卡上的 DUT 电源通道 3 和 4

算放大器 (MOA) 的模拟测量电路。

可把微控制器端口分配给激励和响

的电流负荷从每通道 4A 增加到了

对于 MOA 产生的测试，如果使用

应总线及敏感总线，从而能在同一

DMC 测试时需要重新调试，因为

10A。因此可通过这两个通道把

时间得到 4 线测量的所有四个读

10A 电流加到电路板，以适应各种

它的内部电路特性与 MOA 不同。

数。这一数字化测量电路配有两种

大电流的应用测试，如电源测试。

经过对测试重新调试后，测量稳定

新的频率选件: fr100k 和 fr200k。

性和可靠性与使用 MOA 电路的测

这些频率增加到无源元件的 AC 测

量相同。

2. 电源监视电路
电源监视电路 (PMC) 是新的安全特
性。它不仅提供实时的监视，还能
帮助用户确定导致数字测试失败的
事件是电源故障还是数字测试故
障。这一特性也能防止会导致 IC
损坏的反向驱动电流。
3. 夹具电源
这一电源用于给夹具和其它外部设
备供电。用户通过 BT-BASIC 命令
控制这一电源的使用和禁用。
4. 60 V 齐纳管测试能力
由于今天的电路板有使用更高电源
的要求，因此需要采用更高电压的
齐纳二极管。新的 ASRU 卡能测试
的最高齐纳电压为 60 V，而不是过
去的 18 V。

图 2.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中新的模拟激励和响应单元卡为用户提供许多新的功能特性和
更快的模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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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的最新功能特性
软件增强
系列 5 也包括下面所列出的软件和增
强，并且保留了原 i3070 系统的所有
用户友好特性，如:
●

适用于大电容测试的 DC 测试方法
当测试大电容时，可通过设定电流
代替使用跨电容器的标准 100 mV
电压。

●

易于使用
只需点击界面，用户不必在操作测
试仪时键入命令。

●

电路板定位器
用户可使用电路板定位器搜索被测
电路板上的任何元件，以及探针和
测试头资源。

●

自动优化
用户可通过点击这一按钮优化
Agilent Medalist i3070 测试，从而
把每次测试的时间减少10%至50%。

●

自动调试
通过点击这一按钮，系统即可执行
长达数小时的全部模拟测试调试。
AutoDebug精调测试，使电路板能
可靠地通过生产线。
图 3. 系列 5 保留了 Medalist i3070 系统上用户已惯用的所有易于使用的接口。

要了解系统原性能特性的详情，
请参看 Agilent Medalist 在线测试系
统技术资料5989-6292EN，用户能在
系列 5 上继续沿用这些特性。

相关 Agilent 文献
出版物名称

出版物号

Agilent Medalist i3070 ICT 技术资料

5989-6292EN

Agilent 多用卡技术指标

5990-4411EN

Medalist i3070 在线测试 — 在线测试的
最通用受限接入解决方案 — 案例研究

5990-3741EN

Agilent Medalist VTEP v2.0 面世! 覆盖扩展技术海报

5989-8429EN

在线测试中用覆盖扩展技术克服受限接入, 案例研究

5990-4218EN

Agilent medal i3070 在线测试系统上的
IEEE 1149.6 标准边界扫描测试, 白皮书

5990-3232EN

Agilent Medalist 珠形探头技术, 产品综述

5989-5802EN

在 PCBA 上使用常规测试盘和珠形探头的接触性能比较, 白皮书

5989-9918EN

用珠形探头增加测试接入, 案例研究

5989-8420EN

您可在www.agilent.com/find/ict的 "Library" 栏得到有关Agilent Medalist 在线测试解决方案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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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多路复用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无多路复用

最大通道数
最大结点数

1152
5184

5184
5184

开关卡

HybridPlus 双密度

无多路复用混合 144 通道

驱动器 / 接收器复用比
矢量应用率

9:2 复用
6.25 MPs, 12.5 MPs, 20 MPs

1:1 测试仪 / 引脚
6.25 MPs

逻辑电平

-3.5 V 至 5 V (可编程每一数字通道引脚)

0 至 4.75 (可编程每一引脚)

逻辑阈值
压摆率

双阈值
25 V/µs 至 275 V/µs (可编程每一数字通道引脚)

单阈值
300 V/µs (优化的固定上升 / 下降时间)

数字驱动器 / 接收器偏置

-30 n 至 +100 n (可编程每一数字通道引脚)

不适用

操作系统
测试生成工具集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时间 - 资金测试开发

电路板顾问
夹具顾问

电路板 / 夹具图形显示

测试顾问
浏览器

浏览器

电路板顾问
夹具顾问
自动 (IPG), 使用蒙特卡罗仿真

电路分析
Agilent Medalist i3070 应用软件

Windows 图形用户界面 (本地化支持)

探头引脚定位器
运行时间产出率显示

交互探头 / 引脚定位, 使用引导探头
运行时间内的实时 FPY (一次合格率) 显示

探头 / 夹具维护工具

坏探头报告 (报告实时的频繁故障探头数)

产出率增强工具
模拟不加电调试接口

IYET (智能产出率增强工具)
电子表格式的图形用户界面 (本地化支持)

数字 / 模拟加电调试接口
自动调试
提供灵活性 / 可扩展性的模块化结构

PushButton 按钮
对模拟不加电测试的自动调试, TestJet, VTEP v2.0 (VTEP, iVTEP 和 NPM) 及覆盖扩展技术
(1 至 4) 标准

提供最高吞吐率的双阱结构

标准

吞吐率倍增器
故障消息打印机

标准
标准 (纸带打印机)

真空电磁阀

内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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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多路复用

无多路复用

系统电源输入连接

包括 (根据当地要求规定电源类型)

发运和安装帮助

包括 (安捷伦授权代理商)

模拟不加电测量

2 至 6 线测量

反向驱动电流

750 mA

反向驱动测试程序设置

自动, 按逻辑电路家族

过压保护

有

电容器放电保护

有

任意波形发生器

有

支持的夹具类型

短线, 无线, 长线

重复能力

杰出

可移植性

杰出

温度补偿

自动调整, 5°C 温漂 /1000 小时工作

开路 / 短路测试

有 (自动 IPG)

模拟测试

有 (自动 IPG)

矢量编程

VCL 和 PCF

无矢量测试

VTEP v2.0 和 TestJet

NAND 树程序发生器

基于语言

失能分析

有 (自动 IPG)

数字测试码型发生器

有
60 MHz (使用夹具电子解决方案有可能测到 60 MHz 以上)

频率测量

有

多电平禁用 (数字隔离)
高压测试能力

100 V

低压测试能力

没有限制

模拟保护点数

没有限制

坏探头报告

有

一次合格率报告

有

元件级覆盖报告

有

智能产出率增强测试

有

受限接入工具

有

Flash 70 器件编程

有

极性检查软件

有

ICT 边界扫描

有

用于裸板 PCBA 的 PanelTest

有

AwareTest

有

Simplate express 夹具软件

有

无连线夹具开发软件

有

标准 i3070 操作系统

有

多电路板版软件

有

双阱共享

有

吞吐率倍增器
继电器级诊断工具

有
包括

一年许可

SPC 质量工具

按键 Q-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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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多路复用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无多路复用

软件产品
测试开发软件捆绑
(单独)

包括 [h1]:
Express 夹具

硅针

VTEP v2.0 加电

驱动通孔
Flash 编程

Flash 70
多电路板版

VTEP
iVTEP

Flash ISP

双阱共享

NPM

先进探头间距
TestJet

魔幻测试
PLD ISP

覆盖扩展技术
吞吐率倍增器

边界扫描

InterconnectPlus

裸板测试

极性检查

先进边界扫描 1149.6

InterconnectPlus 边界扫描

先进边界扫描工具套件

通孔驱动, VTEP v2.0

用作无矢量测试扩展高性能 (VTEP) 工具的测试开发软件

CAMCAD, 适用于 ICT

适用于 ICT 测试和夹具开发的 VAMCAD 翻译软件

Flash ISP

对于 flash 存储器件的系统内编程

ISP 套件

组合 flash 和 PLD 的系统内编程软件套件
ScanWorks 先进边界扫描开发工具

ScanWorks
硅针
魔幻测试

适用于受限接入测试覆盖的测试开发工具
在受限接入环境中的模拟测试

Medalist 修理工具
覆盖扩展
连接检查

+N/A
自动产品故障诊断和修理工具

用于增加受限测试接入电路板测试覆盖的边界扫描和 VTEP 测试混合
在受限接入环境中的模拟测试

N/A

模拟能力
短路和开路
电阻器

2 Ω 至 1000 Ω ± (0.25% + 2.2 Ω)
0.1 Ω 至 10 MΩ (0.25% 至 5% + Plus 系统残留 ≤ 3.5 W)

电容器

10 pF 至 10 mF ± (2% 至 6% +*)
*Plus 系统残留: ±1 pF, 有电容器补偿
0 至 +40 pF 典型值, 无电容器补偿

电感器

5 µH 至 100 H ± (2% 至 5%) + Plus 系统残留: 1 µH

电位器

与电阻器相同

二极管

± 0 至 19 V ± (1% 读数 +4 mV) + Plus 系统残留: ≤ 3.5 mV/mA

齐纳管

± 0 至 18 V ± (1% 读数 +4 mV) + Plus 系统残留: ≤ 3.5 mV/mA8
± 19 至 60 V ± (1% 读数 +4 mV) + Plus 系统残留: ≤ 3.5 mV/mA8

晶体管

与二极管相同 + DC 放大倍数 (10-1000 ± (15.0%))

耗尽型场效应管
保险丝, 开关, 跳线

5 Ω 至 500 Ω ± 1.0% + Plus 系统残留 ≤ 3.5 W
0.1 Ω 至 500 Ω ± 1.0% + Plus 系统残留 ≤ 3.5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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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多路复用

无多路复用

混合 Plus 双密度卡

无多路复用混合 144 通道多用卡

模块和开关卡
开关卡

模拟 Plus 双密度卡
接入 Plus 卡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总部

多用卡
ASRU (模拟激励和响应单元), 版本 N

测量卡
控制卡
支持的模块数

控制 XTP
1 至 4 块模块 (附加的模块激活包用于扩展带有未使用
空模块的系统能力。要求附加的混合卡、控制 XTP、
ASRU 卡和相应的电缆及硬件)

DUT 电源
DUT 电源类型 *

Agilent PS6751 四路输出 (0-50 V/0-5 A)
Agilent 6624 四路输出 (0-20 V/0-2 A, 0-7 V/0-5 A,
0-50.5 V/0.0824 A, 0-20.2 V/0-2.06 A)
Agilent 6621A 双路输出 (0-7 V/0-10 A, 0-20.2 V/0-4.12 A)
Agilent 6634 单路输出 (0-100 V/0-1 A)
Agilent 6642 单路输出 (0-20 V/ 0-10 A)

电源通道数

达 24 路可编程电源, 或有多用卡时达 32 通道

附件
条码读出器
引脚验证夹具
高性能端口
产品支持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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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输入 DUT 板的串号
用于系统校准和诊断
增加 i3070 系统的外部信号能力
多种可选套件

咨询服务

多种服务选项和可选产品

用户培训

多种可选的培训计划

* 要了解有关详情, 请参看 Agilent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测试方法和技术指标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3 号
电话: 800-810-0189
(010) 64397888
传真: (010) 64390278
邮编: 100102

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碧波路 690 号 4 号楼 1-3 层
电话: (021) 38507688
传真: (021) 50273000
邮编: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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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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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
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 3 楼
电话: (0755) 82763668
传真: (0755) 82763181
邮编: 518048

西安办事处

请从www.agilent.com/find/ict了解Agilent Medalist 在线测试解决方案的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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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室
电话: (029) 88337030
传真: (029) 88337039
邮编: 710075

安捷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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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访问: www.agilent.com.cn/find/openlab
安捷伦电子测量事业部中文资料库: http://www.tm.agilent.com.cn/chcn/
安捷伦电子杂志教育版: http://www.reeducate-agilent.com/english

地址: 香港太古城英皇道 1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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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tm_asia@agilent.com
本文中的产品指标和说明可不经通知而更改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2009
出版号 : 5990-4344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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