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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快速进行电子器件 
热特性表征和测试
节省产品开发的时间和成本

为什么需要快速进行热特性表征？

热特性表征过程通常要求非常严格，而且操作非常繁琐。工程师需要设置多个温

度点的接线，并要测量其他类型的信号，例如电压、电流和电阻等。要想精确表

征原型产品，您需要测试大量的样本以便支持统计结果。通常，在最终完成产品

开发之前，您必须多次重复这一过程。

快速进行热特性表征有多种优势，例如：

• 可以快速对产品热特性进行初始定量分析

• 对产品进行故障诊断时的周转时间较短

• 可以灵活执行多次迭代和全面测试

热特性表征和测试的重要性

设计表征不完整或不精确，对业务的影响实际上可能超过许多研发（R&D）经理

的想象。例如，在产品发布后纠正错误的成本至少比在设计阶段纠正高几倍。在产

品开发周期中发现的缺陷可能导致研发进度受到影响，从而产生额外的资源和材

料原型制作成本。

DAQ970A 数据采集 
系统介绍

• 快速了解多种信号类
型和传感器的信息。数
据采集很容易配置和运
行，无需额外编程。

• 配备了扫描速度更快
（高达每秒 450 个通
道）的全新固态多路复
用器。

下载 DAQ970A 技术资料 
（5992-3168CHCN），

了解更多知识。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3168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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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实用步骤可以加速这一过程？

快速热特性表征必须以精确的测量结果为前提。在热特性表征过程中应遵循正确的程

序，并使用正确的工具和测试仪器，以确保您快速进行热特性表征并获得可靠、精确的

结果。

1. 准确预测电子元器件的工作温度

在设计复杂的电子产品时，建议您执行 CAD 软件仿真，以便准确预测电子元器件的工

作温度。元器件之间有大量的热气流相互作用，您需要确认产品中是否设计了足够的热

气出口。

热气出口解决方案包括导热管、风扇或导热翅片，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散热。

有些计算机工具能够准确仿真电子产品中热气流的动态。图 1 举例显示了产品外壳内

部热空气流动的情况。

了解热气流的整体动态有助于您设计出更好的产品，避免在开发阶段出现意外。散热

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时会导致项目延迟甚至使项目不得不从头

开始重新设计。

图 1：产品外壳和热气流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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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览处于工作状态的电子组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精确的软件仿真工具和设计知识，您知道在较长时间内需要监测

哪些元器件。另外，预先快速查看整个电子组件在工作状态下的热成像也非常有用。

您可以快速确认预测的热点，看看它们的热量如何影响周围区域，并通过扫描确定散热

解决方案的效果。

图 2 显示了一个电子组件的照片（左上）、该组件的热成像照片以及其主要热点的缩小

热成像图。

在设置数据采集（DAQ）系统长时间监测温度点之前，先进行热成像预览，这样有助

于节省时间。

热成像可以快速确定热点，甚至能够进行绝对温度测量。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

热成像的精度对于产品热特性表征来说还不够。让我们现在看一下使用数据采集系统

（DAQ）的热数据记录。

工作时的热点

图 2：使用热成像快速确认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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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进行数据采集温度测量

数据采集温度测量是热特性表征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您必须同时捕获所有的温度点

和产品性能测量结果。您可能还要：

• 在原型中捕获多个位置不同的温度点

• 从多个原型中获取数据，以便达到恰当的统计样本数量

• 多次进行原型设计，直至在产品经过全面表征，设计完成

• 测量其他类型的信号，例如电压、电流、电阻或频率

• 在特定时间段或所需的环境温度周期内记录测量数据

 - 选择正确的 DAQ 输入模块和传感器

选择能够提供您所需要扫描速率的输入模块多路复用器。固态开关多路复用器的

速度通常比舌簧式继电器开关多路复用器快 2 倍，比机械电枢开关多路复用器快
大约 10 倍。不过，它们在开关速度和电压处理能力之间存在折衷。

目前，有三种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可供选择：热电偶、热敏电阻和电阻式温度检测

器（RTD）。总之，如果需要坚固耐用和多种温度测量范围，可选择热电偶传感
器；如果需要高灵敏度和快速响应能力，可选择热敏电阻传感器；如果需要高稳

定性和高精度，可以选择 RTD 传感器。

 - 优化 DAQ 硬件设置

现在有多种方法可以优化您的硬件，更快、更高效地进行测量。您的 DAQ 系
统经过配置后，可以：   

• 降低系统开销；关闭不必要的功能，例如显示和监测服务

• 选择恰当的测量分辨率；更高的分辨率需要更长的处理时间，而这可能会影响
速度

• 选择适合您的要求的测量范围，而非运行自动量程

• 选择适用于求取平均值的最佳测量设置

• 寻找可减少软件代码事务处理的方法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见《如何优化 DAQ 的测量速度》白皮书。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3134EN.pdf


页 5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 提升测试效率和速度的实用步骤

在规划热特性表征任务时，您需要查看整个端到端过程，以确保测试效率和速

度。要想获得始终如一的测试结果，必须要减少重复性的工作。

• 选择并确认正确的传感器类型、测量范围和分辨率。确保缩放功能正常使用，
例如增益和偏置、合格/不合格标准。通过在现代 DAQ 或 PC 应用软件中内
置易于使用的软件指南，可以将这个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 自动执行测试并记录测试结果。PC 应用软件可帮助您自动完成迭代测试过程。

• 现代化的 DAQ 和 PC 应用软件中内置的算术运算功能可以简化您的后期分析
和报告生成工作。

• 另外，现代化的 DAQ 还提供了其他实用功能，如实时通道计算、数字 I/O 和
报警功能。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见白皮书《使用 DAQ 数据记录仪进行设计验证的实际

步骤》。

应用优势

快速热特性表征有助于您快速执行初始定量分析并获得深入的洞察，在更短的周转时间

内完成故障诊断，并且能够执行全面测试。接下来，我们探讨快速热特性表征和测试在

特定领域的应用优势。

1. 设计验证

设计验证是产品开发生命周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确保产品设计符合预期，该过程要

执行严格的控制。设计验证会核查您的设计输入，并确定它们是否能够产生反映特定要

求的设计输出。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3171EN.pdf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317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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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举例说明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需要进行快速表征的情况。

您需要按照进度要求实施原型表征。通常，您必须对多次原型设计执行迭代测试：诊断

设计问题、调整性能、评测新增特性，并评估在各次原型设计中添加的功能。

新的 DAQ 系统（例如 DAQ970A 及其 BenchVue DAQ 应用软件）通过其复制和粘

贴配置、以及保存和调用配置，有助于缩短测试时间。

图 3：是德科技 BenchVue DAQ 应用软件的配置面板

2. 开发误差校正算法

电子元件的特性会随着其工作环境温度的变化而

变化。某些产品必须在其允许的工作范围内才能

精确运行。为了确保产品正常运行并达到预期精

度，开发人员必须在产品中内置误差校正算法。

Keysight DAQ970A 装有 BenchVue Test Flow 

软件（参见图  4），可以执行简单的自动化测

试、循环，测量随时间变化的多个信号，收集原

始数据，并将数据导出到 Excel 或 MATLAB 进

行后期处理。导出文件可用于制定和验证误差校

正算法。

图 4：Keysight BenchVue Test Flow 
软件；无需复杂编程便能自动执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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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确认

设计确认是一个测试过程，其目的是确认正在开发的产品是否符合用户要求或其最终预

期使用要求。在设计确认过程中，产品必须已经到了设计收尾阶段。产品开发结束后，

所有设计理念、初步的设计缺陷以及设计障碍都必须接受检验。您准备在现场测试产

品，或与实际用户一起执行试运行测试，或通过仿真产品在工作环境中的运行情况来进

行测试。

4. 质量和可靠性

从用户的视角来看，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现在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在现场总是发生故

障，那么不仅对客户来说代价高昂，对产品制造商来说也是如此。在产品发布后修复错

误的成本比在设计过程中修复至少高几倍。想象一下，由于产品的质量或可靠性问题，

将产品召回工厂更换部件的成本吧。

新型 DAQ970A 拥有出色的生产特性，例如趋势监测和统计工具，可在数据采集过程中

进行实时监测。参见图 5 和图 6。

图 5：在监测捕获的数据时，趋势图可以显示统计信息

图 6：在用 DAQ970A 实施测量时所获得的直方图

DAQ970A 数据采
集系统拥有丰富的

功能，非常适合用

于设计确认：

• 内置 6 ½ 位数字
万用表和信号调理
电路

• 3 个插槽，可选择
能够测量多达 120 
个独立通道的输入
多路复用器

• 通用输入，每个输
入通道可以测量多
种类型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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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快速热特性表征和测试使您能够快速、定性地了解产品的特性，对产品进行故障诊断并

精细改善其性能，还能够执行其他迭代测试。

在进行定性测量之前，请对产品中的温度动态进行预测建模。很多产品设计人员使用热

流软件进行仿真。对 20 到 40 个温度点执行全面的热特性表征非常耗时。在进行需要

大量连线的温度测量之前，您可以执行热成像以确认热点所在。

在使用 DAQ 进行需要大量连线的温度测量时，最好选择正确的输入多路复用器模块和

传感器，以便确保满足测量精度和速度要求。确保您的所有测量设置都是最佳的，以

便快速高效地进行测试。

现代化的 DAQ 系统一般拥有非常丰富的功能，无论是用于设计验证还是确认、开发误

差校正算法，还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都能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如欲了解关于是德科技最新和现代化的 DAQ970A 及其所有模块和附件的更多信息，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www.keysight.com/find/DAQ970A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find/DAQ97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