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集成电路免受过高功率
的损害
应用指南

背景

给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仪上的被测印制电路板加电是对集成电
路 (IC) 执行任何数字测试的前提条件。电路板上的IC可能是由电路板上的电压
调整器供电。因为在测试或调试过程中有可能影响这些板上的调整器，从而会
因使能引脚的受干扰而导致调整器无意间的关断。
这就增加了驱动信号引脚和 IC 内部电压轨的电位差，当未给电压轨加电
而继续驱动时，就有可能损坏 IC 引脚 (保护电路)。如果在这一“过压”条件下
继续测试，IC 就要承受电应力。
如果 IC 发生故障，将需要大量的修复工作，从而导致人工和材料成本的
增加。

引言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系

PMC 是一种新的安全特性，该特性对 IC 电源节点进行实时监视，从而能

统提供被称为电源监视电路 (PMC) 的

在 IC 电源被无意关断时防止 IC 引脚的过驱动电流的产生。在电源电压降到低

新安全特性，该特性将监视上述条件

于用户规定的阈值时，将会停止测试并显示测试失败消息。您可在调试及大批

并对其作出反应。其目的是为制造商

量生产中启用这一功能特性。

降低成本，而且不影响测试覆盖率和
测试性能。

图 1. 电源监视电路 (PMC) 框图

上面的图 1 显示 PMC 在模拟激励响应单元 (ASRU) N 版卡中的应用。在数
字测试期间，每块ASRU N版卡可监视多达三个被测器件 (DUT) 的电源电压。您
可为每一通道设置不同的电压极限。当在测试期间检测到电源故障时，各种测
试，如边界扫描，数字测试和混合测试都将停止，从而防止可能损坏集成电路
的反向驱动电流的产生。
在 PMC 投入市场前，业内的通用做法是使用加电模拟测试。

图 2. 简化电路

图2是用加电模拟测试方法测试电压调整器3.3 V电源节点输出的例子。这
项测试只检查加电后特定瞬间的电压。而U1和U2数字测试期间却没有对PCBA
电压调整器作任何实时电源电压监视。在测试或调试期间，该电压调整器可能
会受到影响，
因为使能引脚的短路或噪声等非预期的因素而导致电压调整器无
意间的关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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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MC 监视电源轨
探测“3.3 V”电源节点的
电压故障

图 3. 探测电压故障的 PMC 连接

下面的例子是假定使用 ASRU N 版卡上的 PMC 通道 1:
1. 参看图 3。把“3.3 V”节点接到 PMC 通道 1 的“Vin_H”
。Mint 引脚 _personality
引脚位置为 213173。
2. 把“GND”节点接到 PMC 通道 1 的“Vin_L”
(Mint 引脚 _personality 引脚位置
为 213174)。
注: BRC 设置到 213173 和 213174，因为 PMC 通道使用模块 3 中的 ASRU N 版卡。
要了解与 BRC 相关的完整 PMC 列表，请参看附录 A。

3. 启用测试计划中的 PMC 设置。
sub Setup_Power_Supplies (Status_Code, Message$)
global PMC_On
cps
sps 1, 12.0, 2 optimize
....
if PMC_On the
spmc 1, 3.0 ! <PMC Channel Id >, <Voltage Trigger Limit>
spmc interrupt on !<on/off>
....
end if
subend
注: 要了解新 Bt-Basic PMC 命令的完整列表及其详情，请参看附录 A。

4.“3.3 V”和“GND”之间的电位差为 3.3 V。在这一例子中，PMC 电压触发设
置为 3.0 V。如果 “3.3 V”节点上的电压降到 3.0 V 以下，PMC 将触发，从而
停止 U1 和 U2 的数字测试。

3

用 PMC 监视电源轨
探测“3.3 V”电源节点上的过压

图 4. 探测过压的 PMC 连接

1. 参看图 4，选择一个未使用 1 的 DUT 电源通道 (例如: 通道 4)，把它的输出
高端接到 PMC 通道 1 的“Vin_H”。Mint 引脚 _personality 引脚位置为 213173。
注 1: BRC 设置到 213173 和 213174，因为 PMC 通道使用模块 3 中的 ASRU N 版卡。
要了解与 BRC 相关的完整 PMC 列表，请参看附录 A。

2. 把DUT电源的输出低端接到电路板的地 (GND节点)，从而两者都以同一电位
为参考。
3. 把“3.3 V”节点接到 PMC 通道 1 的“Vin_L”。Mint 引脚 _personality 引脚位置
为 213174。
4. 启用测试计划中的 PMC 和电压设置。
sub Setup_Power_Supplies (Status_Code, Message$)
global PMC_On
cps
sps 1, 12.0, 2; optimize
sps 4, 5.0, 1; optimize
....
if PMC_On the
spmc 1, 1.5 ! <PMC Channel Id >, <Voltage Trigger Limit>
spmc interrupt on !<on/off>
....
end if
subend
注: 要了解新 Bt-Basic PMC 命令的完整列表及其详情，请参看附录 A。

5. 在正常工作时，
“sps4”和调整器输出“3.3
(
V”节点) 间的电位差是 1.7 V。
如果“3.3 V”节点的电压上升到 3.6 V，那么“sps4”和“3.3 V”节点间的
电位差就变成 1.4 V，它低于 1.5 V 的电压触发极限设置，PMC 将触发，从而
停止 U1 和 U2 的数字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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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Medalist i3070 系列 5 在线测试系统以新的 PMC 特性防止非预期电压故障
或过电压对IC的潜在损害。它也能帮助用户确定调试期间的故障产生原因，如
数字测试的失败是否是因加电或数字测试问题造成。

i3070 系列 5。价格有让, 性能不减。

附录 A

模块

通道

Vin_H

Vin_L

3

通道 1
通道 2

213173
213175

213174
213176

通道 3
通道 4

213177
201173

213178
201174

通道 5
通道 6

201175
201177

201176
201178

通道 7
通道 8

123173
123175

123174
123176

通道 9
通道 10

123177
111173

123178
111174

通道 11
通道 12

111175
111177

111176
111178

2

1

0

命令

注释

spmc <channel>, <voltage limit>

使用 PMC 和设置通道的电压极限

例: spmc 2, 3.3
spmc <channel>, off

使用通道 2 上的 PMC，设置 3.3 V 极限
关断通道 PMC

例: spmc 10, off
spmc <off/reset>

关断通道 10 的 PMC
关断所有通道或复位所有通道的故障标识

例: spmc off
spmc interrupt <on/off>

关断所有通道的 PMC
打开 / 关断所有通道的中断

例: spmc interrupt on
rpmc <channel>, <flag>

打开所有通道的中断
读通道的故障标识

例: rpmc 1, V_Flag

读通道 1 故障标识, 保存在变量“V_Flag”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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