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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越来越重视能源节约，无效损耗越小越好，特别

是一些仪器仪表行业，在模块电源应用选型中，对模块电源的

待机功耗要求很高，本文与大家一起探寻模块电源待机损耗在

哪儿？怎样降低待机功耗？

DC-DC电源模块待机的时候，输出端无负载 ，但产品又

存在待机损耗，这些损耗都耗在哪里，又该如何去减小这些损

耗呢？本文将一探究竟。

一、启动电路损耗
一般的启动电路都是R+C启动，如图1左，启动电路中的

电阻会有一定损耗，这个损耗看起来不大，但在待机的时候，

还是占有一定的比重。那该如何减小此损耗呢？再兼容产品启

动和短路能力的同时，R

取值越大损耗越小。还

有一种方法是产品启动

后，让R不工作，损耗自

然会变小，如图1右所示

把启动电路改进，损耗

就会变小。

图1 启动电路

二、变压器的损耗
变压器的损耗包括铁损和铜损，变压器的铁损受工作频率和

感值的影响，频率低损耗小，感值高损耗小，所以设计变压器的

时候，要兼顾工作频率和感量值，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数值，损耗

就会小；待机的时候变压器铜损是很小的，对整体的损耗影响甚

微，设计变压器的时候，选择适当的线径及匝数即可。

三、IC损耗
IC都会有一个工作电流，使IC能够正常工作，这个损耗是

无法避免的，在IC选型的时候尽量选择工作电流小的。

四、开关管损耗
输入端的MOS管Q1在待机的时候，主要体现的是开关损

耗，所以需要降低待机时MOS管的损耗，待机的工作频率就

要降低。芯片选型的时候，选择芯片工作在轻载和空载情况下

会跳频(即降低空载和轻载的工作频率)，MOS管要选用低栅荷

的，从而降低损耗。

整流管D1损耗包括开关损耗，反向恢复损耗，导通损耗。

整流管选型时，选择低

导通压降和反向恢复时

间短的二极管，可以降

低损耗。 

图2 主电路框图

五、吸收电路的损耗
开关MOS管DS极之间通常会加一个小电容如图2，用来

吸收管子上的电压尖峰，MOS管上的这个吸收电容C5会损耗

能量，在确保管子应力有足够余量的情况下，吸收电容容值越

小，损耗越小。

输出整流管上的RC吸收电路如图3所示，降低RC吸收的

损耗，在电路允许的情

况下，减小电容C12容

值，减小电阻R6阻值

可以降低损耗。

图3 吸收电路

六、假负载电阻损耗
大部分的模块电源产品都会在输出端加一个假负载，用

来保证模块在空载或是很轻的负载情况下产品的稳定性，这个

假负载会带来损耗。在确保模块性能稳定的情况下，假负载电

阻选择越大损耗越小。当电路不需要接假负载也能够稳定的工

作，可以选择不加假负载，这样假负载的损耗就不存在了。

艾德克斯电子有限公司今年将推

出全新主打黑科技M系列。M系列不

仅具有全新的外观，在产品的技术上

创新，从行业应用的角度切入，提供

用户更完整的创新解决方案。

据艾德克斯公布，M全系列拥有直流电源、双极性电源、

交流电源、回馈负载、源载系统等多个产品。首个产品——IT-

M3100系列灵巧型宽量程直流电源，突破传统桎梏，在仅½1U

的超小体积里，不但可以输出高功率，同时具备高性能和多功

能。IT-M3100系列很多电子产品类似于像DC-DC变换器，电

池老化测试的充电部分，LED以及电路板等需要DC供电的产品

在做多路一起老化测试时，就需要用到多路电源，这样可以保证

多路电源的同步性和输出的一致性。

IT-M3100系列由12个型号组

成，提供6种电压，更可以通过组合

搭配，实现多种输出功率。灵活的模

组式架构，通过巧妙设计"leg"插接来

实现多台叠加，而且搭配上架安装套件可达到完美使用需求。

IT-M3100系列拥有灵活的模组式架构，最多可达16*16的

独立多通道设计，用户可依据待测物的测试需求任意配置每一个

通道。同时，用户还可以设置On/Off、Track、Duplicate三种

同步模式，多台电源只需发送一条命令即可控制，充分满足客制

化需求，具有广阔的工程实用价值，适合研发、设计验证和自动

测试系统等多种应用场合。

深圳胜利仪器推出VICTOR可

换头数显扭力扳手，有别于一般的

扭力扳手，其自带的棘轮头可更换

为开口头、梅花头、活动开口头等

插件，拥有强大的操作功能，包含

扭力设定、单位设定、模式设定、

数值储存、数值清除以及用户校正

功能。

VICTOR可换头数显扭力扳手

易于操作，通过安装数字显示屏降

低了对操作人员的要求。适用于汽

车行业、机械行业等的螺栓紧固及

控制。

技术规格：

电子负载具有测试功能，是用来

模拟其他用电设备用电环境的硬件，

模拟状态参数可任意变化，从而测试

用电设备在各种普通状态和极限状态

下的表现，它是由电阻、电感、电

容、晶体管、集成电路组成，电子负

载是通过内部控制功率器件或晶体管

的导通量，让功率管散耗功率，消耗电能的设备。它是电源制作

和电池性能测试必不可少的仪器。

电子负载常规来说，需要有恒电流、恒电阻、恒功率、恒电

压、短路以及动态电流、动态电阻等多种模式，可以实现模拟各

种不同负载的情况。全天科技直流可编程电子负载有完善的保护

功能，具有过电流、过功率、过温告警保护功能，过电压、反接

告警功能，保证用户的测试安全。

电子负载的应用也是相当广泛的：

1、直流稳压电源厂家，常规的电

子负载可以实现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器的

电源稳定性、负载稳定性、输出电压调

整等参数的测试。

2、液晶产业生产企业，需要使用

电子负载来实现液晶产品内部供电模块

的测试以及老化。

3、适配器/充电器产品的厂家，测试电池适配器输出电压和

电流的调整能力是很重要的，它将保证正确地对设备供电和对设

备电池充电。

电子负载可以使用CC和CR工作模式进行常规性能测试，

可以使用OCP和SHORT等功能测试产品的保护动作测试。充

电器的调节时间、充电时间等均可由负载的拉载时间测试出。

日前，福禄克推出MicroScanner 

PoE测试仪，以加快以太网供电(PoE)

设备的安装和故障诊断速度，包括支

持 2 0 1 8 年 9 月 批 准 的 高 功 率 新 标 准

802.3bt。测试仪不但能够验证和诊断

以太网布线，还能够按照以太网联盟的

规范显示交换机可提供的功率等级，以

此可以判断相关设备是否能够获得足够

功率。

PoE在成本、效率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使PoE应用，如

摄影机、AP接入点、显示器等用电设备，以及支持PoE供电的

交换机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 遗憾的是，任何标准都没有对术

语“PoE”进行定义，但却存在各种各样的标准化和半标准化

实施方法。更令人困惑的是，有多种标准、多种功率等级、各

式非标准化名称，例如“PoE+”、“PoE++”及其他符号被

大家所使用。

为摆脱难分辨哪些设备可以相互配

合工作难题，以太网联盟发起了一项认

证计划，使技术人员很容易知道交换机

和设备是否兼容。MicroScanner PoE

测试仪还为技术人员提供了安装PoE和

非PoE设备所需的完备工具包。“保证

PoE网络的安装质量可分为三步。”福

禄克网络市场营销总监Harley Lang表

示：“首先，设计师应采用EA PoE认证，确保所选设备能够

兼容；第二，应对布线安装进行认证，不但要满足布线类别要

求，而且还要进行电阻相关参数进行测量；第三，技术人员应

配备合适的工具，例如MicroScanner PoE测试仪，使其能够

确信正确连接了能够提供必要供电的设备。”

E T C R 铱 泰 科 技 近 期 全 新 推 出

ETCR1800系列无线高压验电器（带电

压电流指示）。该产品专为高压输电线

路验电、高压输电线路对地电压、感应

电压测试及电流测试而精心设计制造，

突破传统高压验电器只能检验是否有电

的局限，可以在验电告警同时，测试高

压对地电压。

E T C R 1 8 0 0 系 列 无 线 高 压 验 电 器 验 电 电 压 等 级

0.1kV～220kV，完全涵盖了各电压等级(3kV、6.3kV、

10kV、35kV、66kV、110kV、220kV)的验电及对地电压测

试，无需根据不同电压等级购置多套高压验电器，节省成本、安

全可靠、省时快捷，是电力输电线路检修的必备工具。人员在输

电线路检修和维护时，即使线路已经断开，但由于电容效应，仍

然可能通过感应而存在非常高的高压电压，严重威胁操作人员和

操作过程的安全，必须经过验电器检验

线缆存在的电压是否已降到安全可操作

的电压等级。

产品功能
0.1kV～220kV高压线路验电、高

压线路对地电压、感应电压测试、（需

使用绝缘杆操作）

产品特点
1. 国内首创！用绝缘杆将探测器挂在高压线路上，即可验电

并显示高压线路电压。安全快速，电力输电线路检修必备工具。

2. 220kV以下电压等级全覆盖，无需配备多个验电棒。

3. 无线传输，声光告警功能，数据上传功能。

我是一名基层电工，今天和大家谈谈工作中20年的一些总

结。

工作20年，最令我烦恼的就是断路器跳闸了，每次都非常不

合时宜。可能会有一堆人围着我，等待我快速解决问题，但是大

家也知道，刚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什么信息都没有，经常急得满

头大汗！今天，我将和大家讨论如何利用手边工具快速解决大多

数问题。

一、概述
我们首先以Fluke 376FC

为例讲解钳形表的功能。

我们都知道，钳型表可以

用于测量电路负载。并且可以

利用钳型表检测哪个断路器控

制哪个插座，这样可以帮助我

们快速解决负载问题。

钳形表通过确定电流导体

周围的磁场来测量电流。这一

点我们在之前详细介绍了霍尔效应钳形表和柔性钳形表的工作原

理。

由于配置了一套万用表功能测试线，现代化数字钳形表也具

有电压和电阻测量功能，使用方式和手持式万用表一样。这就意

味着可以使用钳型表进行大多数常见的日常测量。

电工在工作中如果只能使用一种工具，最佳选择是使用钳形

表。

iFlex柔性探头也是钳形表的一个亮点。主要能解决在现场

的狭窄和拥挤的布线或空间中，测量接线宽度的问题。标配的

iFlex柔性电流钳可以扩展交流电流量程至2500A，让钳表适合

更多测量需求。

此外，钳形表还具有真有效值模式。与之相应的另一种测量

模式是平均测量，成本较低，但测量电流的准确度不高。只要电

路上存在电子负载(计算机、电视、照明、电机驱动等)，平均测

量仪表就可能不准确。电子负载越大，不准确度就越高。而校准

后的真有效值钳形表的测量结果则非常精确。

二、建筑电气系统的故障排查
对于建筑电工，钳形表是测量各条支路负载的必备工具。电

气系统中的电压一般是稳定的，但电流可能变化非常大，可能会

造成间歇性的过载，从而诱发

电路断路器滋扰跳闸。为了发

现这些间歇性的问题，我们必

须用钳表捕捉电流的最大和最

小值，Fluke376可用于捕获

持续时间长于100 ms或大约

8个周期的高电流。

建筑电工工作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将插座与断路器对应起

来，钳形表特别适合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做法：

1.在配电盘处测量电路上当前电流的基准读数。

2.将钳形表置于最小/最大值模式。

3.在被测插座处插入一个负载，例如吹风机，然后将其打开

1、2秒钟。（吹风机的耗流通常为10-13A）

4.检查钳形表，查看最大电流读数是否发生变化。

正常情况下电流差异应该非常明显。如果读数相同，说明没

有找到正确的短路器。

三、测试漏电流
漏电流会引起过流保护装置跳闸,使马达和变压器过热导致

设备发生故障、生产线停工。我们需要快速诊断故障，弄清楚是

需要修理设备还是需要简单地进行更换。

在检查支路上是否存在漏电流时，只要将火线和零线均置

于钳型表的钳口内，测得的电流即为漏电流。火线和零线的电流

产生方向相反的磁场。这两个电流理论上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的，所产生的磁场应互相抵消。如果磁场未抵消，说明其他某条

通路上存在一定的电流，被称为漏电流。

如果确实检测到漏电流，并且测得的电流非常高，有两个原

因：

1.可能存在接线错误，此时需要用钳表一一排查；

2.负载的绝缘不好。绕组磨损或夹具潮湿的电机是常见的故

障源。这时可以使用绝缘测试仪进行阻抗测试进一步查看。

四、绝缘测试仪
绝缘测试对于检验漏电流和设备绝缘非常有用，但很多排障

专家都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们往往不测试绝缘。

这是为什么呢？

往往是5到10个技

术员共用一部绝缘测试

仪，另外由于绝缘测试

仪价格昂贵、体积较

大，且仅有一部，功能

单一，因此通常并非是

个人工具包的一部分。

相比较而言，Fluke 1587绝缘万用表则非常适合工具箱内

携带。他们以一部数字多用表的尺寸和价位，提供了数字多用表

的全部电气排障功能，外加绝缘测试功能。

此 外 他 们 一 般 还

附带鳄鱼夹，热电偶，

测试笔等，这些组合使

用很顺手。特别是测试

笔的保护帽只露出测试

笔的尖，相比较一般的

万用表露出长长的测试

针，这样就可以在电器

柜、线路板等环境测试

时不至于手抖触碰到别元器件针脚导致短路等危险的意外发生。

有了合适的工具，在第一次进行检查时就不会误判问题，所

以能够更好的诊断故障。

总结：无论是住宅还是其它测试，钳形表和绝缘测试工具都

是电工不可或缺的测试工具。工具包标配Fluke 376FC钳形表和

Fluke 1587绝缘测试仪，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快速解决实际

问题，安全可靠！

模块电源的待机功耗究竟耗哪儿了？

艾德克斯：IT-M3100 系列直流电源掀“黑科技”浪潮

胜利：升级款扭力扳手，专业之选

电子负载是什么玩意儿？

福禄克：推出 PoE 神器
MicroScanner PoE 测试仪

铱泰科技：首推 1800A 无线高压验电器（带电压指示） 
不同电压等级适用

20 年电气电工老师傅经验之谈，字字珠玑，值得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