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 

隨著提高電源效率和延長電池供電裝置運作時間的需

求增加，使得分析電源損耗和最佳化電源供應器效率的

能力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其中一個關鍵的效

率因素即是切換裝置中的損耗。 

 

 

 

本應用摘要將提供這些量測的快速概述，以及一些實用

的技巧，讓您能利用示波器和探棒進行更完善且可重複

的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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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切換模式電源供應器可能具有約 87%的效率，這

意味著會有 13% 的輸入功率會在電源供應器內耗損 
(主要會成為廢熱)，而在這些耗損中，有很大的部分是

在切換裝置 (通常是 MOSFET 或 IGBT) 中耗損。 
 

 

理想情況下，切換裝置僅有「開」或「關」兩種狀態 (就
如電燈的開關裝置)，而且可在這些狀態之間立即切

換。在「開」狀態下，切換的阻抗為零，不論有多少電

流流過，在切換過程中皆不會有功率耗損；而在「關」

狀態下，切換的阻抗則為無限且無電流流動，所以沒有

功率耗損。 

 

 

圖 1. 簡化的切換模式電源供應器切換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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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將通過切換裝置的瞬時電壓和電流相乘可得到整個切

換週期的瞬時功率。 

 

在實作中，一些功率會在「開」(傳導) 的狀態下耗損，

但通常，則會有明顯更多的功率是在「開」/「關」(關
閉) 之間和「關」/「開」之間 (開啟) 的轉換期間耗損。 

 

 

圖 3. A：切換裝置簡圖，B：電路如何查看切換裝置。 
 

 

由於電路中存在寄生元素，所以會發生這些非交易行

為。如圖 3b 所示，閘上的寄生電容會減慢裝置的切換

速度，延長了開啟和關閉的時間。每當汲極電流流動

時，MOSFET 汲極與源極間的寄生電阻便會消耗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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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導損耗  

在傳導狀態下，切換裝置具有一個小電阻，在電壓越過

該電組時會使電壓下降，而當電流函數流過時切換即會

耗散功率。 

針對 MOSFET，此功率模型通常會建構為： 

 

- 其中 ID 為汲極電流， 
- RDSon 為汲極和源極之間的動態啟動電阻，通常 < 1 

W，以及 
- VDS 為汲極和源極之間的飽和電壓，通常 < 1 V 

 

針對 IGBT 或 BJT，此功率模型通常會建構為： 

 

- 其中 IC 為集電極電流，以及 
- VCEsat 為集電極和射極之間的飽和電壓，通常 < 1 V 

 

開啟損耗 

在開啟期間，通過切換裝置的電流會迅速增加，且通過

裝置的電壓下降則會迅速減少。然而，寄生元素 (如
MOSFET 中的閘極 - 汲極電容) 會防礙切換裝置立即

開啟。當裝置開啟時，會有顯著的電流流過裝置和顯著

的電壓通過切換裝置，並會出現顯著的功率損耗。 

針對 MOSFET，在開啟期間，此功率模型通常會建構

為：  

 

- 其中 ID 為汲極電流，以及 
- VDS 為汲極和源極之間的電壓 

 

針對 IGBT 或 BJT，在開啟期間，此功率模型通常會

建構為：  

 

- 其中 IC 為集電極電流，以及  
- VCE 為集電極至射極電壓 

 

關閉損耗 

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在關閉期間，通過切換裝置的電流

會迅速減少，且通過裝置的電壓下降則會迅速增加；然

而，電路寄生元素防礙切換裝置立即關閉。當裝置關閉

時，會有顯著的電流流過裝置和顯著的電壓通過切換裝

置，並會出現顯著的功率損耗。上述公式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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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切換損耗  

有兩種方法可量測切換損耗：您可利用手動設定和內建

的示波器量測功能來進行量測，而在某些示波器上也具

備自動量測系統。自動量測具有易於設定，以及可提供

易於重複的結果等優勢。無論您使用哪種方法，謹慎地

探測和最佳化程序均將有助於您取得好的成果。 

探測和量測設定 

在討論特定的電源量測之前，應先執行六個關鍵步驟，

以進行準確且可重複的量測： 

1. 移除電壓偏移誤差：差動式探棒中的放大器可能具

有微小的直流電壓偏移，這將會影響量測準確度。

將輸入短路且不施加訊號，自動或手動將探棒中的

直流偏移調整為零。 

2. 移除電流偏移誤差：由於探棒中的殘餘磁力，以及

放大器偏移，電流探棒也可能會出現直流偏移誤

差。將鉗口關閉且不施加訊號，自動或手動清除探

棒中的直流偏移。 

3. 移除時序誤差：因為瞬時電源量測值是根據多個訊

號所計算出的值，所以訊號務必要與進行適當的時

間校準。量測電壓和電流會使用不同的技術，而且

通過這些裝置的傳播延遲可能會明顯不同，進而導 
 
 

致量測誤差。您可調整通道內時序以配合偏斜校正

功能表中標稱傳播延遲的差異，通常可取得良好的

結果。如需最準確的結果，請對所有的輸入套用高

轉換速率訊號，並謹慎地移除所有通道之間的任何

相對時序偏移 (偏移)。 

4. 最佳化訊號/雜訊比：在所有的量測系統中，尤其

是在如現代示波器的數位裝置，良好的量測技術需

要維持訊號盡可能大 (不限幅)，以盡量減少雜訊的

影響，並盡可能地提高垂直解析度。這包括探測訊

號時使用最低的必要衰減並使用示波器的全動態

範圍等程序。 

5. 訊號調整：量測品質也可透過調節輸入訊號來改

善。頻寬限制功能可用於選擇性地減少感興趣頻率

以上的雜訊，並且平均功能可用於減少訊號上不相

關或隨機的雜訊。HiRes 擷取模式是一種箱型平均

方法，提供頻寬限制和雜訊減少、增加垂直解析

度，甚至還可以在單一擷取的訊號上使用。 

6. 準確度和安全性：為了獲得最佳的準確度，請務必

在正常的操作範圍內 (並低於峰值率) 使用設備。

而且，為了您的安全，請務必將設備保持在絕對最

大規格內，並遵循製造商的使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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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切換損耗 – 手動設定和內建量測 

量測關閉損耗的方法之一即是閘控量測。其目的是在關

閉相位期間量測平均的功率耗損。在本例中，MOSFET
的 VDS 是由差動式電壓探棒所擷取，如圖 4 中的黃色

部分所示。汲極電流則是由交流/直流電流探棒所擷

取，如圖中的藍綠色部分所示。每個通道的垂直靈敏度

和偏移均已進行調整，使該訊號佔據超過一半的垂直範

圍，但不會超出刻度的頂部和底部。 

穩定的顯示畫面對視覺化分析非常重要，所以示波器的

邊緣觸發會設為電壓波形上 50% 的點，之後將取樣率

設為在訊號邊緣上保證有足夠的時序解析度。在這種情

況下，10 MS/s 的取樣率會導致在切換波形的每個邊緣

上存在許多取樣點。最後，會啟用 HiRes 擷取模式，以

將訊號頻寬減少至約 4.4 MHz，並將垂直解析度增加為

約 12 位元。 

隨後會使用波形數學，將電流乘以電壓來建立橙色的瞬

時功率波形。自動量測會用於量測功率波形的平均值，

而游標閘控則用於將量測限制到關閉區域。為了增加平

均功率量測的解析度和可重複性，量測值可以跨越多次

擷取進行平均，以移除隨機雜訊的影響。在這種情況

下，超過 1,000 組的所得關閉功率量測的平均值將會顯

示在圖 4 顯示畫面的左下角。 

 

 

圖4. 在MOSFET切換模式中關閉功率損耗的閘控自動量測。 

 

在本例子中，工程師是以手動方式調節示波器來最佳化

關閉損耗量測的品質。日後，此工程師或其他工程師可

能會以些微不同的方式來設定量測，從而導致不同的量

測結果。若透過電源分析軟體自動化量測程序，將可消

除許多變異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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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DPOPWR 自動切換損耗量測。 

 

使用電源分析軟體量測切換損耗 ─ 自動 
若要持續最佳化設定，並改善量測重複性，則功率量測

應用便可能非常實用。在這種情況下，DPOPWR 進階

電源分析應用程式可為切換損耗量測提供自訂的自動

設定功能，然後按一下按鈕，即可進行整套的切換損耗

功率和能量量測。 

旋轉率和切換損耗 

如從檢測瞬時功率波形所預期，以及由圖 5 中的切換損

耗量測值所指示的結果，關閉損耗的確是總切換損耗中

的主要損耗機制。出現此高損耗的潛在原因是切換驅動

電路的效能。若驅動訊號的過渡時間或旋轉率慢於預

期，則切換維持在開啟和關閉狀態之間的時間將長於預

期，且切換損耗也將高於預期。 

 

 

圖 6. DPOPWR 可顯示在多個週期內開啟 (黃色曲線) 和關

閉 (紅色曲線) 時的電壓與電流，以查看特性隨時間的變化。

此電路的開啟和關閉狀態皆十分緩慢和平衡，所以會呈現線

性圖形。 

 

旋轉率量測值是在給定的時間間隔 (通常介於邊緣上

10% 和 90% 的點之間) 內的電壓變化，單位為 V/s。
因為數學導數在本質上是一個高通濾波器，並會加重雜

訊，建議您使用平均值，以減少隨機雜訊對這些量測的

影響。 

您可以使用游標手動進行旋轉率量測：將一個波形游標

放在訊號邊緣 10% 的點，另一個游標則放在波形邊緣

90% 的點上。之後，將電壓量測之間的差值除以游標

之間的時間差來計算旋轉率。此技術需要使用者估計波

形上 10% 和 90% 的點並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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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在 MOSFET 閘上的自動旋轉率量測。 

 

許多示波器可以利用自動量測來改善此程序。自動振幅

和上升時間量測可用於確定訊號的振幅，在該振幅的

10% 和 90% 位置設定量測臨界值，然後量測訊號的上

升時間。若為複雜的訊號，游標閘控功能可以用於將量

測聚焦在波形的特定部分。然後將振幅乘以 80% 並除

以上升時間量測值，即可計算旋轉率。 

然而，電源分析軟體可輕鬆進行旋轉率量測設定，當設

計工程師調整電路中的組件值時可減少量測結果中的

變異。 

MOSFET 閘上的游標閘控旋轉率量測 (VGS，顯示為

圖 7 通道 3 上的紫色部分) 顯示因為切換裝置的閘上的

訊號高於預期電容，使得切換訊號比設計規格要慢得

多。 

 

 

圖 8. DPOPWR 自動切換損耗量測，呈現顯著的改善。 

 

圖 7 中垂直游標之間所顯示的指數衰減是由閘極驅動

電路的輸出阻抗、切換 MOSFET 裝置內的寄生閘電容

及閘電路板電容所組成的函數。當驅動訊號的速度增加

時，降低閘極驅動輸出阻抗和閘節點電容，該切換損耗

將可改善約 30%，如圖 8 所示。 

切換損耗量測是最佳化切換模式電源供應器效率的重

要組成部分。使用良好的量測技術和自動化電源量測，

您可輕鬆地執行一系列複雜的切換損耗量測，不僅快

速，又可重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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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用摘要中所顯示的量測均是使用下列測試設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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