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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在电子镇流器中，晶体管是核心元件，它的质量必须严格控制。但晶体管

参数众多，想做到全面、快捷、有效的质量控制谈何容易。根据电子镇流器的

特殊线路，以下参数都很重要： 

１．放大倍数β 

２．开关时间（上升时间、存储时间、下降时间） 

３．饱和压降ＶＣＥＳ及正向压降ＶＢＥ 

４．漏电流ＩＣＥＯ及耐压ＢＶＣＥＯ 

５．热敏参数 

 

控制这么多参数，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很多企业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仍觉得控制不够全面、不够理想。 

很多企业为此感到非常为难。 

现在，再不必为此烦恼！ 

只要拥有一台 UI9600 热敏参数筛选仪，就可以一次性控制所有这些参数。 

以前，企业在检测晶体管时，一般只注意常温下测试和配对。现在，越来

越多的厂家开始重视热敏参数这项指标。我们知道，温度升高后，晶体管的参

数会发生变化，有些参数变化太大会产生恶性循环而使晶体管损坏。节能灯中，

晶体管损坏率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内部温度太高，所以，必须对晶体管在高温下

进行测试、筛选，以剔除热漏电流大、功率耐量差等高温条件下热不稳定的管

子，从而保证产品质量。 

热敏参数就是晶体管在常温和高温下参数的变化量， 特别是加温前后正

向压降△ＶＢＥ和漏电流变化量△ＩＣＥＯ，直接反映出晶体管的内在质量和可靠

性。 

正向压降△ＶＢＥ的变化量反映晶体管封装工艺的好坏。在封装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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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芯片和底座之间有气隙就会使热阻增加，热阻大，散热差，芯片的结温容

易高，可靠性下降，容易早期失效。另外，晶体管正向压降ＶＢＥ下降，正向电

流 Ib 会增加，那么 Ic 也会增加，结果引起结温 T升高，导致ＶＢＥ继续下降，

这样产生恶性循环，即ＶＢＥ↓→Ib↑→Ic↑→T↑→ＶＢＥ↓。当然，线路在一

定程度上会抑制上述恶性循环，达到动态平衡，使晶体管仍能正常工作，但△

ＶＢＥ对变化过大的管子，线路不足以抑制上述恶性循环，这类管子就比较容易

损坏。 

加温前后漏电流△ＩＣＥＯ的变化量反映晶体管芯片在纯化以前的洁净程

度。晶体管芯片在制造时如果有沾污（特别是钠正离子的沾污），在温度升高

时，其反向漏电流就会明显增加。反向漏电流大，功耗增加，导致结温 T上升，

同样会产生上述恶性循环。同时反向漏电流增加也相当于耐压下降，导致可靠

性下降，容易损坏。 

电子镇流器技术人员、生产厂家肯定都有这样的体会：有些管子在图视仪

上测试，各项指标都良好，但在实际使用时，可靠性就不好，容易坏。其实这

是管子内在质量有问题。在实际使用时，温度上升，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而

图视仪只能反映常温下的各项指标。节能灯的工作条件恶劣，内部温度很高，

晶体管的各项参数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管子的质量好坏就得到最直接的考验，

不好的管子损坏率就明显增高。 

所以在电子镇流器、节能灯中，对晶体管在高温下进行测试、筛选就显得

非常必要。 

该仪器可对晶体管一致性筛选用，不作精确计量用。因为仪器测试条件模

拟电子镇流器实际工况，为非标。 

 

二． 主要功能和技术指标 

 

1． 常温下测量的参数 

放大倍数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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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时间（上升时间、存储时间、下降时间） 

饱和压降ＶＣＥＳ及正向压降ＶＢＥ 

漏电流ＩＣＥＯ及耐压ＢＶＣＥＯ 

2．  对常温下测试的开关时间、β进行分档，可显示批号；对ＶＣＥＳ、ＶＢＥ、

ＩＣＥＯ、ＢＶＣＥＯ进行超限判断，不合格的发出声光报警，并用指示灯指明

哪一项不合格。 

3． 对晶体管加以瞬时脉冲功率，使其结温迅速升高，接近最高允许结温，然

后对β、VBE、ICEO进行高温下测试。 

4． 对比常温和高温下的两次测量结果，对β、VBE、ICEO三项参数变化量超过一

定范围的管子以声光报警，予以剔除，从而筛选出热漏电流大、功率耐量

差等热不稳定管子。 

5． 测试条件可按要求自由调节或设定。 

①β测试 Ib 注入电流分三档：0.1mA、1mA、10mA； 

②开关时间测试 Ic 电流有四档 0.5A、0.25A、0.1A、0.05A；对应 Ib 电流

为 0.1A、0.05A、0.02A、0.01A； 

③VBE、VCES的测量条件同开关时间测试条件； 

④漏电流 ICEO测试电压 50～650V 连续可调； 

⑤对晶体管加热条件： 

加热电压：5～20V 连续可调 

加热电流：0.05～2A 连续可调 

加热时间：0～9.9S 连续可调 

6． 测试范围及精度 

β：  0～99.9    精度 2.5%±3  个字 

VBE、VCES： 0～2V    精度 2.5%±3  个字 

ICEO：  0.1μA～3mA  精度 5%±3  个字 

BVCEO：  50V～650V   精度 2.5%±3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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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时间：0.01μS～99.9μS 精度 2.5%±3  个字 

7． 分档、超限失效判断依据可自由设置，掉电自动保存，对于不同的管子，

有不同的判据，仪器能够同时保存二十组数据，使用时只要调出其中一组

就可以，不必每次设定、修改，极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8． 四窗口数字显示所测数据，读数直观。 

9． 可打印所测数据。 

10． 所有测试、分档、超限判断、不合格报警等工作，全部由内置电脑自

动完成，操作人员只要插上晶体管，按一下测试键就可以。 

11． 整个过程只须几秒钟。 

12． 既适用于实验室，又适用于生产线快速筛选。 

 

三． 基本原理 

 

1．开关时间 

 

 

 

 

 

 

 

 

 

 

如图（１）在三极管基极上加上一个方波，当 A点为高电平时，三极管 

导通；当 A点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A点与 B 点的波形关系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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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      tr        ts tf  

 

 

其中，td： 延迟时间 

  tr： 上升时间 

  ts： 存储时间 

  tf： 下降时间 

td+tr=ton  为开启时间 

ts+ft=toff 为关闭时间 

其中 td 时间很小，可以忽略。本仪器只测 tr，ts，tf。 

2．正向压降 VBE及饱和压降 VCES测试如图（1），当 A点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

通。把 A点与 B点的电压信号经取样、A/D 转换、微机运算，即得到 VBE、

VCES值。 

3．放大倍数β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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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Ic 电流取样 

Ib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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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在三极管基极注入一个电流 Ib，在集电极得到一个被放大β

倍的 Ic 电流。所以： 

放大倍数β=Ic/Ib 

本仪器 Ib 注入电流由一个恒流源提供，有三档可调节：0.1mA、1mA、10mA。

这样就为判断三极管β线性好坏提供了方便。好的三极管在不同的条件下β一

致性较好，而不好的三极管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4．耐压 BVCEO及漏电流 ICEO测试 

 

 

 

 

 

 

 

如图（4）基极开路，在 C、E及间加一个高压，检测三极管在此高压下的

漏电流。本仪器高压调节范围为 50V～650V。 

耐压的测试方法是设置一个漏电流，如 1mA，然后仪器自动增加高压值，

当漏电流到达设定值时的电压即为耐压 BVCEO。 

 

5．热敏参数 

本仪器在常温和高温下分别测试一次β、VBE、ICEO 值，然后求出变化量Δ

值，当变化量Δ变化太大，就予以报警。 

本仪器利用瞬时脉冲功率加热法，能在短时间内把三极管的结温升到接近

允许温度。并且脉冲功率可以调节，以适用不同功率的三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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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仪器的显示、分档、超限判断、报警功能完善，可以对常温下各项指标

及热敏参数等进行分档或超限报警。超限判断依据自由设置。测试、分档、

报警自动完成，智能化程度较高。 

 

7．本仪器的设计难点是如何保证继电器的寿命。本所引进国外相应专用技

术，采用无负荷动作原理，从而保证了继电器的长寿命。 

 

四． 设定操作说明 
 

１． 本仪器设定参数有三类： 

（1）常温下测试数据的分档和超限报警值。 

其中开关时间、β为分档值 

VBE、VCES、ICEO、BVCEO为超限报警值 

（2）热敏参数ΔVBE、ΔICEO、Δβ为超限报警值 

其中：ΔVBE、ΔICEO为变量的绝对值 

    Δβ为变量的百分数值，即（β高温-β常温）/β常温×100% 

（3）测试条件设置 

①加热条件：有加热电压、加热电流、加热时间 

②测漏电流 ICEO的高压值 

③确定 BVCEO的漏电流值 

另外，测量开关时间、放大倍数的条件由前面板拨段开关设置，无须

软件完成。 

 

２． 不同的三极管有不同的判断依据，为了方便用户操作，本仪器设计成能同

时保存二十组数据，每一组数据给定一个编号。用户一旦设置好后，仪器

能永久保存。以后使用时只需调出相应的编号即可，不必每次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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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定方法 

（1）进入设定状态：连续按 A、B、C三键即从工作状态进入设定状态。 

（2）退出设定状态：连续按 A、B、C三键即从设定状态返回工作状态。 

（3）进入设定状态后，仪器仅显示“SEL---”，表明仪器处在设定等待状

态。 

（4）进入设定状态后，第一项工作是按“编号”键，仪器显示“0000”。

此时输入一个编号，即把要设定的一组数据定义一个编号。如果是

一个新编号，则仪器将保存这个编号。如果以前已有这个编号，现

在只是想修改该编号内的某项数据，仪器将调出以前的数据以供修

改。编号输入完毕，必须按“确认”键。不按“确认”键，仪器做

输入无效处理。 

（5）编号输入完毕，仪器又显示“SEL---”，此时按相应功能键，可以进

行相应参数的设定。每项设定按“确认”键结束，仪器都重显

“SEL---”。要退出设定状态，只须连续按 A、B、C三键。 

（6）修改数据用“Δ”、“▽”“  ”三键，每次数据显示时，总有一位在

闪烁，该位即是可修改位，用“Δ”、“▽”可使闪烁位数据从 0～9

循环变化，这一位修改完毕，用“    ”移动闪烁位，然后继续使

用“Δ”、“▽”键修改，直到每一位都修改到需要值为止。最后按

“确认”键予以确认。 

任何数据修改后，都必须按“确认”键予以确认，否则仪器视为输

入无效。 

 

４． 设定各项参数具体说明 

在工作状态连续按 A、B、C 三键，仪器进入设定状态，然后按“编号” 

键，输入编号。可以是新编号，也可以是已有的编号。输入已有编号可以只修

改其中的某些数据项。 

注意：只有输入编号确认后，重新显示“SEL---”，才能进行以下各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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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设定！ 

（1）常温下参数的设定： 

①开关时间： 

在“SEL---”状态下，按常温“T”键，进入开关时间设定 

第一步：设定上升时间。根据分档的要求依次输入每个数据，输入完毕，

按“确认”键确认。上升时间输入完毕，必须输入一个结束符，即

输入 9.99，按“确认”键，仪器进入存储时间设定。 

第二步：设定存储时间。同上设定完毕，也必须输入 99.9 结束符，按“确

认”键，仪器进入下降时间设定。 

第三步：设定下降时间。同上设定完毕，必须输入 9.99 结束符，按“确

认”键，仪器返回“SEL---”状态。此时开关时间设定完毕，可以

按其它键进行其它参数的设定。 

举例：某单位对开关时间分选作以下划分： 

上升时间：小于 0.1μS 不合格，0.1～0.3μS 为第一档，0.3～0.6

μS 为第二档，大于 0.6μS 不合格。 

存储时间：小于 2μS不合格，2～4μS 为第一档，4～6μS为第二档，

大于 6μS 不合格。 

下降时间：小于 0.1μS 不合格，0.1～0.3μS 为第一档，0.3～0.6

μS 为第二档，大于 0.6μS 不合格。 

根据以上要求，设定时依次输入以下数据： 

上升时间：0.1—0.3—0.6—9.99 四个数 

存储时间：2—4—6—99.9 四个数 

下降时间：0.1—0.3—0.6—9.99 四个数 

仪器判断时，每一项小于第一个数判断为小于最小限，大于最后一个数

判断为大于最大限，两者都视为不合格。其中 9.99（或 99.9）只是一个结

束符，不作为判断依据。仪器在第一个数与最后一个数据之间作合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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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分档。如果某个三极管测试结果为：上升时间 0.28μS,存储时间 5μ

S，下降 0.25μS，本仪器判断为合格，批号为 121。第一个数 1表示上升时

间处于第一档，即在 0.1～0.3μS 之间；第二个数 2 表明存储时间处在第二

档，即在 4～6μS 之间；第三个数 1 表明下降时间处在第一档，即在 0.1～

0.3μS 之间。 

 

注意：每一项参数最多可有 9 个判据！ 

 

②放大倍数β设定 

在“SEL---”状态，按常温“β”键，进入β设定状态，依次输入

每个数据，并按“确认”键确认，完毕时输入结束符 99，并按“确认”

键确认，仪器返回“SEL---”状态，β判据设定完成。 

举例：某单位对β分选做以下要求： 

小于 10 不合格，10～15 之间为第一档；15～20 之间为第二档，大于

20 不合格。 

根据这一要求，依次输入 10、15、20、99 三个数据判断，一个结束

符。仪器判断时，小于 10，大于 20 判为不合格；在 10～20 之间为合格，

并进行分档。99 只是结束符，不作为判据使用。 

如果某个三极管β测试值为 13，则仪器显示批号时显示为 1，即表示

处在 10～15 之间。 

③正向压降 VBE设定 

在“SEL---”状态下按常温“VBE”键，进入 VBE设定状态。VBE设定有上

限和下限两项，在上、下限之间仪器判断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进入 VBE 设定状态后，先设定上限，按“确认”后，进入设定下限，

再按“确认”返回“SEL---”状态。上、下限有指示灯指明。 

④饱和压降 VCES设定 

在“SEL---”状态，按常温“VCES”键进入 VCES设定状态，VCES设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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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超过上限判为不合格。设定完毕后按“确认”键，返回“SEL---”

状态。 

⑤耐压 BVCEO及漏电流 ICEO设定 

首先了解一下本仪器测试 BVCEO及 ICEO的方法： 

测 ICEO ：C、E 极加一固定高压，然后测漏电流。所以必须输入两个数

据：一个是 ICEO最大允许值，作为合格判据；另一个是测试 ICEO所加的高压

值。 

测 BVCEO：逐步升高加在 C、E 极间的电压，当漏电流达到设定值时，此

时的电压值即为耐压。所以也必须设定两个数据：一个是 BVCEO最小允许值，

作为合格判据；另一个是判断耐压的漏电流值。 

在“SEL---”状态下按常温“ICEO”键，进入漏电流设定状态。在这个

状态下需设定二个值：一个是 ICEO 最大允许值，作漏电流合格判据；另一

个是确定耐压的漏电流值。 

首先设定的是 ICEO最大允许值，仪器显示窗指明“1”，输入完毕，按“确

认”后，仪器显示窗指明“2”，进入确定耐压的漏电流设定。输入数据完

毕按“确认”，仪器返回“SEL---”状态。 

在“SEL---”状态下，按条件“耐压”键，进入高压设定状态。在该状

态下需设定二个值：一个是测 ICEO用的固定高压；另一个是 BVCEO最小允许

值，作为合格判断。 

首先设定的是测 ICEO所需的固定高压值，显示窗显示“1”指明，输入完

毕，按“确认”键，显示窗显示“2”，表明进入 BVCEO最小允许值设定，输

入完毕后，按“确认”键，仪器返回“SEL---”状态。 

高压设定范围 50～650V，漏电流设定范围 0.1μA～3mA。 

（2）热敏参数设定 

①△β设定 

在“SEL---”状态下，按热敏“β”键，进入△β设定状态。输入完

毕按“确认”键，返回“SEL---”状态。△β为百分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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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β高温－β常温）／β常温×100% 

当高温和常温下β的变化量超过△β值，判断为不合格。 

②△VBE设定 

在“SEL---”状态下，按热敏“VBE”键，进入△VBE设定状态，输入完

毕按“确认”键返回“SEL---”状态。 

△VBE是高温和常温下 VBE变化量的绝对值，超过该值，仪器判断为不

合格。 

△VBE =VBE常温-VBE高温 

③△ICEO设定 

在“SEL---”状态下，按热敏“ICEO”键，进入△ICEO 设定状态，输入

完毕按“确认”键返回“SEL---”状态。 

△ICEO是高温和常温下 ICEO变化量的绝对值，超过这个值，仪器判断为

不合格。 

  △ICEO =ICEO高温-ICEO常温 

 

（3）加热条件设定 

①加热电压设定 

在“SEL---”状态下，按条件“电压”键，进入加热电压设定状态，

修改完毕，按“确认”键返回“SEL---”状态。单位为 V，设定范围 5V～

20V。 

②加热电流设定 

在“SEL---”状态下，按条件“电流”键，进入加热电流设定状态，

修改完毕，按“确认”键返回“SEL---”状态。单位为 A，范围 50mA～

2A。 

③加热时间设定 

在“SEL---”状态下，按条件“时间”键，进入加热时间设定状态。

输入完毕，按“确认”键，返回“SEL---”状态。单位为 S，范围 0～9.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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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定数据超出 20 组，将改写第一组数据！ 

 

五． 测试操作说明 

 

1． 用测试线连接测试主机和测试盒。 

2． 开电源，测试主机自动调出上次关机前所使用的测试条件和判断数据。 

3． 如果想调用另一组测试条件和数据，连接按 A、B、C 键，进入“SEL---”

状态，然后连续按“刷新”键，仪器依次显示以前存入的编号，在需要的

编号显示后，按“确认”键，仪器调出该编号数据作为当前测试条件和判

据，并进入工作状态。 

4．插上三极管，仪器自动测试开关时间、β、VBE、VCES，并等待。如果想测耐

压和漏电流，请按测试盒上的“耐压”键，仪器就自动测试耐压和漏电流。

如果希望测试热敏参数，请按测试盒上的“热敏”键，仪器就先测耐压和

漏电流，然后加热，加热完毕，再测出高温下的 VBE、β、ICEO，并显示该

三个值。计算出三参数的△值，并判断。过程中，加热指示灯亮。 

5．每次测试完毕，仪器自动处于等待状态，换上新管，仪器自动重新测试。 

 

六． 显示操作说明 

 

１． 右框内“T”键用来切换“开关时间”显示窗口的显示内容。按该键，依

次显示上升时间、存储时间、下降时间。 

２． “批号”键，用来切换“开关时间”，“放大倍数”两显示窗口显示批号，

相应批号灯亮。多次按此键，则交替显示批号或测试数据。 

３． 按右框内“耐压”键，“耐压/漏电流”显示窗口显示耐压值，按右框内

“漏电”键，“耐压/漏电流”显示窗显示漏电流值。 

４． 按右框常温下的“VBE”键、“VCES”键，切换“VBE/VCES”显示窗口的显示值。 

５． 按“打印”键，仪器打印当前被测三极管的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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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按“刷新”键，仪器重新测试数据。 

７． “复位”键，按此键，相当于仪器软启动一次。 

 

七． 加热条件确定原则 
 

晶体管生产厂家众多，各单位采用的工艺、材料不同，所以不可能作统一

规定。用户必须做一些试验，以确定合适的加热条件。基本原则如下： 

1．加温电流：IC≤ICM  ICM 为最大允许电流。 

2．加温电压：VCE=8V～20V。 

3．加温时间：T=3～5S。 

4．加温最好使结温升到接近最高允许温度，但不能超过。结温可以用    

△VBE 来估计。 

一般来说，温度每升高一度，VBE 下降 1.5～2.5mV 左右。 

 

下图表给出的加热条件仅供参考。 

 

加热条件（仅供参考） 

 

管型 
加热电压 U  

(V) 

加热电流 I 

(A) 

加热功率(W) 

P=U×I  

加热时间 

(S) 

13005 15 1.2～1.5 18～22.5 3 

13003 

TO-220 封装 
12 1.2～1.5 14～18 3 

13003 

TO-126 封装 
10～12 1 10～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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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它事项 

 
１． 供电系统地线必须连接大地。 

２． 开机预热 5分钟。 

３． 要保持插座清洁，经常用酒精清洗。插座上的灰尘会影响测试数据的准确

性，特别是漏电流。若漏电流测试数据不对时,应更换新的三极管插座。 

４． 注意环境温度，根据环境温度适当调整加热条件。 

 

九． 装箱清单 

 

1．  主机    1 台 

2．  三极管插座   2 只 

3．  电源线    1 根 

4．  说明书    1 份 

5．  合格证    1 份 

6．  保修卡    1 份 

7.     保险丝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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