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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隨著越來越多的電子設備採用可擕式設計並綜合多種特性，電池執行時間已經成為決定產品差 

異化和客戶滿意度的關鍵因素。 

 

這 10篇技術概述將為您介紹一些基本的使用訣竅，説明您最大限度延長移動設備(例如智慧手機、 平板電腦、無線感測器或胰島

素泵) 的電池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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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 獲得精確電流消
耗 波形, 為優化電池工作 
時間提供更詳細的資訊 

 

 
深入分析智慧手機及移動設備的工作情況，是優化電池關鍵時間的關鍵。 

 
如果想要輕鬆驗證電池工作時間，您可以將移動設備視為一個黑盒子，直接測量其電 

池的工作時間，或測量較長時間內的電流消耗，然後根據標稱的電池毫安培時容量推

測 出工作時間。大多數認證測試只是驗證電池執行時間。 

 
然而，為了優化電池工作時間，通常需要設計團隊使用幾種不同的測試方法進行深入 

分析，這遠遠超出了僅僅對電池工組時間的驗證。您不僅需要對元器件、部件、子電路 

和電池等進行單獨的表徵，而且還需要進行綜合測試。詳細地表徵設備耗電特性可以 

更深入地分析器件的工作情況，以便您根據情況做出權衡，並優化電池執行時間。 

 
利用高速、高解析度的數位化儀對電流消耗工作波形進行數位化，可提供更詳細的信 

息，以優化電池執行時間。 

 

在寬動態測量範圍內，以 50 KSa/s 或更高速率，對電池電流消耗波形進行數位化，可 

以為深入的分析提高充足的資訊，以優化電池執行時間。 

 
您可以採用多種方法來獲得精確的波形，其中某些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 

 
– 利用電流探頭和示波器可對高速波形進行數位化。然而, 示波器有限的動態範圍、低 

精度和高雜訊會嚴重限制這種方案的可行性。 

– 相比於電流探頭和示波器, 高取樣速率數采系統和精確的分流器能夠提供更佳的精度

和 更寬的範圍。但您必須使用低阻值的分流器, 以確保電流峰值時, 分流器電阻造成

的 壓降保持最小, 以便不影響移動設備正常工作。然而, 低阻值分流器較小的分流器

壓 降, 會嚴重限制電流測量動態範圍和精度。 

– 某些專用的直流電源分析儀結合了高速數位化儀和高動態範圍的電流測量系統, 無需使 

用外部分流器電流探頭, 可以精確地表徵移動設備的電流消耗, 而不會出現壓降問題。 



 

 

 
 

從智慧手機的電流消耗波形獲取詳細資訊的實例: 

 

例如，圖 1 顯示使用 Keysight N6781A SMU 電源模組 14585A 耗電分析軟體測得的手機 

在呼叫過程中的電流消耗。N6781A 是一款專用的電池模擬器直流源模組，可為移動設 

備供電，並同時以超過 195 KSa/s 的高採樣速率和高達 28 bit 的解析度，對手機工作電 

流進行從納安級到安培極的無縫隙測量。憑藉高動態測量範圍和高速數位化能力，該 

電源模組可以快速、深入地進行分析，以優化電池執行時間。 

 

通過對智慧手機進行深入分析，可得出: 
 

– 待機狀態消耗電流值 

– 待機狀態持續時間 

– 待機狀態下, 啟動持續時間和電流值 

– 發射狀態消耗電流和 RF功放附加效率 (PAE) 

– 發射狀態電流持續時間 

– 以及其它更多的耗電參數。 

 
借助適當的測量功能，電流消耗成為了獲取詳細資訊以優化移動無線器件電池運行時 間

的視窗。 

 

圖 1: GPRS智慧手機通話模式電流消耗波形詳情。 



 

 

 
 

技巧 2: 提高測量精度, 確 
保省電模式下更長的 電
池執行時間 

精確測量智慧手機和無線移動設備在省電工作模式下的電流消耗, 是優化電池執行時間 

的一項基礎任務。 

 
智慧手機和移動設備，會具有高功率發射模式，但其大部分時間還是處於待機模式， 

或其它類似的省電模式上。其他的一些器件，例如無線感測器，可能只有省電工作模 

式。儘管此功耗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由於它們的絕大多數時間處在省電模式上， 

因此會消耗電池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容量。 

 
在省電工作模式下，手機和無線移動設備大多數時間都處於低功率休眠狀態，定期喚 

醒並短暫地進入高功率活動狀態，以接收信號，或發射信號到基站。這時的消耗電流 

波形是典型的脈衝波形，具有以下特性: 

– 幾秒至數十秒的週期 

– 百分之幾到十的極低占空比 

– 接近一百或更高的超高波峰因數 

 
基本待機電流和發射過程中的脈衝電流，通常都是總平均值的重要部分，因此需要對 

極端值及中間值都進行精確的測量。 



 

 

 
 

經驗證明，精確測量省電工作模式下的電流消耗對於傳統測試設備來說是一項巨大的 

挑戰。這要求測試儀器，包括數采和數位化儀，能夠在足夠長的時間內進行快速採樣 

和高解析度精確地測量，這不僅需要大量的資料記錄，其固定測量量程也無法提供足 

夠的動態範圍，來精確測量脈衝峰值和休眠底電流。因此，它們是很難為預測和優化 

電池執行時間提供正確的依據。由於很高的峰值，而平均值很低，測量儀器在所需測 

量量程上的偏置誤差通常與被測信號平均值相當，從而導致不可接受的高測量誤差。 

有時可採取一些變通方法來改進某些測量，但這常常會有極大的負面影響。 

 

省電模式下電流消耗測量實例: 

 

讓我們看一個省電工作模式實例。無線溫度感測器的發射機具有脈衝電流消耗和以下 

特性: 

 

– 週期: 4 秒 

– 占空比: 0.17% 

– 波峰因數: 400 

 

 
 

圖 2.1: 無線溫度感測器發射機電流消耗, 固定量程調節測量 

傳輸和其它動態脈衝 (高達 21 mA, 超出量程) 

休眠底電流  

 



 

 

 
 

Keysight N6781A SMU 電源模組用於為溫度感測器的發射機供電，並對其電流消耗波 

形進行測量。N6781A 結合了高速數位化儀，可測量無線移動設備和器件的動態電流消 

耗。如圖 2.1 所示，首先將 N6781A 設置在 100 mA 固定量程上測量電流消耗。這與使 

用傳統測試儀器相當。然而，N6781A 結合了一個創新測量技術，能夠無縫自動量程調 

節，以超過 195 KSa/s 的速率對從毫微安到安培的移動設備電流消耗波形連續進行數位 

化，並在極高動態範圍內提供精確的電流測量結果。圖 2.2 顯示的是利用 N6781A 無縫 

量程調節功能改進測量結果。 

 

圖 2.2: 無線溫度感測器發射機電流消耗, 無縫量程自動調節測量 

 
通過功能提升，得到更為詳細的資訊: 

 

– 休眠底電流測量精度提高了 97 倍, 誤差從 115% 降到 1.15% 

– 總體平均電流測量精度提高了 77 倍, 誤差 18.9% 降低到 0.245% 

– 本底雜訊降低了 5 倍, 從 47 μA 到 10 μApp, 而且高速數位化儀能夠更深入地分析休眠 

電流活動 

– 高速數位化儀可以更深入地分析信號發射過程中的耗電特性 

– 在高動態測量範圍內進行高速數位化, 可獲得詳細且有用的資訊, 精確測量省電工作 模

式下電流的工作特性, 以便優化移動無線設備和器件的電池執行時間。 

傳輸和其他活動脈衝 (高達 21 mA, 超出量程) 

休眠底電流  

 



 

 

 
 

技巧 3: 通過對分佈圖的 
分析, 快速優化電池運行 
時間 

要優化電池執行時間，您需要一種快速、簡單的方法，來查看和量化設計改進對智慧手 

機和無線移動設備長時間耗電的影響。 

 
從根本上講，移動設備及其子電路的活動都隨時間而隨機變化，主要取決於用戶行 為、

其工作的網路環境和設備的複雜性。因此，與其活動相關的耗電相應地隨時間而 隨機

變化。如果在完成一項設計的改進後，希望驗證它對優化電池執行時間的效果， 往往

需要在足夠長的時間段內記錄電流消耗，通過取平均值的方法，來對比設計改進 前後

平均電流的差異，以此判斷此項變化的淨影響。然而，優化電池執行時間時，您 需要

更詳細的瞭解設計的改進帶來的實質影響。您是否得到了期望的效果? 您如何判斷 設

備中的哪一個電路和活動受到了影響? 您可以使用一種手動滾動資料記錄的方法，來 

測評涉及各種電路和相關活動的脈衝電流強度和持續時間。 

 

這種方法雖然有用，但有一些弊端: 
 

– 非常耗時。 

–  由於長期處於隨機狀態, 許多值是在最佳狀況下估算出來的。 

– 由於很難在長達幾小時記錄的資料中, 檢測和量化無數持續時間為幾毫秒的活動。因 

此可以輕鬆得出不正確的結論。 

 
雖然長期記錄移動設備的電流消耗是必要的，但很難靠直接目視檢所記錄資料的詳 

情。您需要對各種方法進行分類，以便在優化電池執行時間時，快速、高效地分析長期 

耗電記錄。 



 

 

 
 

分析概率分佈函數圖，能夠快速、簡明地查看和量化設計改進導致的長期耗電的細節 

差異。 

 
您可以使用一種更有效的方法快速、簡明地查看和量化設計改進對移動設備的影響，該 

方法是分析長期電流消耗的概率分佈函數 (PDF) 的輪廓圖。PDF 是隨時間變化的電流消 

耗樣本圖，根據給定電流強度的相關頻率而繪製，總添加高達 100%。長條圖是得到最 

廣泛認可的 PDF 形式。但是，特定的互補累積分佈函數 (CCDF) 適用於快速查看和分析 

長期電流消耗並量化設計改進的影響。 

 
什麼是 CCDF? 

 

– 累積分佈函數 (CDF) = ∫PDF(曲線下方的區域 = 1 或 100%)。 

– 互補累積分佈函數 (CCDF) = 1-CDF。 

 
CDF 輪廓為 0% 至 100% 的概率，而 CCDF 輪廓是 100% 至 0% 的概率。注: 圖 3.1 中 

的 C C DF 輪廓圖， 簡要扼要地顯示通過 Ke y sig ht N 6781 A SMU 模組以及配套 

的 14585A 控制和分析軟體測量和顯示智慧手機電話在待機期間的長期電流消耗。X 軸 

是電流消耗的幅度，Y 軸是其相對頻率。輪廓圖的水準偏移是幅度相關變化，而垂直偏 

移是時間相關變化。您可以使用這些偏移快速分析和量化設計變化導致的長期電流消 

耗的細節差異，以優化電池執行時間。 

 

圖 3.1:  行動電話待機電流消耗的 CCDF輪廓圖 

 

 

 
時間相關變化 

 

 

 

 

 

 

幅度相關變化 



 
 

 
 

測量 CCDF 輪廓圖，對待機模式下智慧手機的節電情況進行分析的實例。 

 
為了延長電池在待機狀態下的執行時間，智慧手機通常採用不連續接收 (DRX) 模式。與 

使用連續接收相比，排除其它影響，節約的電量取決於在非活動期內，休眠電流可以 

達到的等級、最多可以減少的接收活動時間、以及智慧手機的設計。 

 

為了測量節能效果，我們使用 N6781A SMU電源模組和 14585A 軟體，記錄連續和不

連 續 RX 待機狀態下，智慧手機的長期電流消耗。如圖 3.2 所示，我們使用 14585A 軟

體顯 示和比較兩個電流消耗的   CCDF 輪廓圖，以快速、輕鬆地判斷和分析詳細的節電

資訊。 

 

通過量化兩個輪廓圖之間的垂直和水準偏移，我們發現: 
 

– 128 mA 時, RX 活動 2.8% 的 (垂直)變化, 可節省 18% 的電量 

– 11.9 mA 的待機電流 (水準) 變化, 可節省 55% 的電量 

– 其它節省的 27% 電量來自減少的基帶活動 

– 總節電量是 85.5% 

 
如圖所示，要優化電池執行時間時，有效而快捷的方法是通過使用分佈輪廓圖，您可 

以快速查看、判斷和量化設計改變對電路和相關活動的詳細影響，而使用傳統方法完成 

此任務是既耗時又費力。 

 

圖 3.2: 使用 CCDF輪廓圖分析行動電話待機省電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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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4: 電池模擬提供 
更真實的移動設備 
測試結果 

在使用直流電源對移動設備供電時，關鍵是讓電流消耗測試結果能夠與使用電池供 

電 (電池實際工作時間得到優化) 時相媲美。 

 

電池不是理想的能源。電池特徵與移動設備相互作用，會影響到電流消耗的測量結 果。

在優化移動設備的電池使用時間時，精確的電流消耗結果至關重要。如果使用直 流電

源給移動設備進行供電，您需要將電池的特徵考慮在內，以確保您的電流消耗測 量結

果能夠與使用電池時的情況相當。 

 

當使用通用直流電源進行供電時，移動設備的電流消耗往往與使用實際電池時的特徵 

有非常大的差異。 

 

圖 4.1 顯示了 GSM 行動電話使用電池時的脈衝電流消耗和電壓回應。可以看出，電池 

具有明顯的串聯輸出內阻，導致在移動設備的電流消耗上升時，其輸出電壓成正比地 

下降。許多移動無線設備可根據對電池特徵的補償進行自我調整和調整。 

 
電池回應特徵 

 

– 電池壓降與電流成正比 

– 電池內阻為 150 mΩ 

 

 

圖 4.1: 為 GSM 行動電話供電的電池 



 
 

 
 

通用直流電源通過使用回饋將其輸出調整到固定電壓設置，儘量成為零輸入內阻的理 

想電壓源。與電池不同，其電壓不會隨著負載電流成比例下降。另外，回饋調整具有 

有限的回應時間。這導致電流在載入和卸載過渡期間出現瞬態壓降和過沖。如果瞬態 

壓降足夠大，甚至能夠觸發移動設備的低電池電壓關機。因此，通用直流電源的特徵 

與電池特性明顯不相似。圖 4.2 為使用通用直流電源代替電池進行圖 1 中相同的測量。 

電池回應截然不同，結果的電流消耗測量結果最終比使用電池高 10%。 

 

通用直流電源回應特徵 
 

– 電壓回應與電池並不類似 

–  結果電流比電池高 10% 

 

圖 4.2: 為 GSM 行動電話供電的通用直流電源 



 
 

 
 

當使用具有電池模擬功能的直流電源進行供電時，移動設備的電流消耗往往可以與使 

用實際電池時的特徵相似。 

 

為給移動設備供電而定制的直流電源具有多種電池模擬功能，包括: 
 

– 除了電流輸出之外，還有電流吸收能力，可模擬電池的充電電流能力 

– 可程式設計串聯輸出內阻，可模擬電池的內阻 

– 非常快速的負載瞬態回應，可最大限度減少壓降和過沖，實際模擬電池的動態電壓響 

應 

 
圖 4.3 顯示了使用具有電池模擬能力的 Keysight N6781A SMU 代替電池進行圖 4.1 中相 

同的測量。N6781A 的串行輸出內阻經過設置，匹配電池的 150 mΩ 電阻值。電壓回應 

及電流消耗的結果最終都可以與使用電池時的情況相似。 

 
當使用直流電源給移動設備供電時，在測試其電流消耗時不要忽略電池特徵。如果您要 

有效優化設備的電池使用時間，電流消耗結果必須可以與使用電池時的情況相類似。通 

用直流電源的特徵與電池不同，往往提供非常不同的電流消耗結果。使用具有電池模擬 

能力的直流電源，可幫助確保您實現更精確的結果，與使用電池時的情況類似。 

 

電池模擬器的 SMU回應特徵 
 

– 電池模擬器 SMU設置為 150 mΩ 

– 電壓和電流與電池類似 

 

 

圖 4.3: 為 GSM 行動電話供電的 Keysight N6781A 電池模擬器 SMU 



 
 

 
 

技巧 5: 簡化電池容量和 
額定能量的驗證流程 

確定智慧手機和移動設備電池允許時間的的一個關鍵步驟， 就說是驗證電池的容量和 

額定能量。 

 
如果您只根據製造商的技術資料確定手機的執行時間，而不具體驗證電池的容量和額定 

能量，您的結果一定不精確。電池的標稱容量通常以理想條件為基礎，代表可從電池獲 

得的最大電量。但事實是，在應用中進行驗證時，實際容量最終都小於標稱容量。 

 

電池容量是電池規定擁有的以安時 (Ah) 或毫安培時 (mAh) 表示的電容量。這與電池的額

定 能量不同，額定能量的單位是瓦特小時 (Wh)。通過將電池容量 (Ah) 乘以標稱的額定

電 壓 (V)，您可以確定額定能量。對於移動設備的執行時間來說，電池的實際能量比

電池 的容量更重要，因此對這個兩個值進行驗證是非常重要的。 

 
溫度和電池壽命也會影響從電池獲得電量，因此，要確定移動設備的執行時間，您還 

需要考慮這些因素。 



 
 

 
 

驗證電池的標稱容量和額定能量需要在精密的控制條件下，精確地記錄電壓和電流。 

 
對於充電電池來說，在充電和放電條件下，極小的差異都可導致電池電容和能量出現 

巨大差異。因此，精確地複製和控制所有條件以獲得良好的測量結果非常重要。一個 

關鍵條件是放電速率，通常表述為一定 AH 額定容量比例 (簡稱為 C 率) 下的恒定電流放 

電。例如，一個製造商可能會規定 0.3 的放電 C 率，因為高放電率可使電池提供的容量 

和能量降低。從理論上講，0.3 的 C 率將使電池在 3.33 小時內完全放電。對於 2 Ah 電 

池，0.3 的 C 率將是 0.6 A 的恒定電流放電。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測得的額定能量可 

能因標稱的額定電壓的不同而不同，因為實際的電池放電電壓特性可能使結果略有不 

同。確定電池的容量和額定能量時，精密地控制測試條件，同時精確地記錄電池的電 

流和電壓可確保精確、一致的結果。 

 

驗證電池容量和額定能量的實例 : 

 

我們使用圖 5.1 中描述的設置以固定的 C 率使手機的充電鋰電池放電。Keysight N6781A 

SMU 電源模組提供完整的 2 象限功能，使其非常適合作為精密的高性能電子負載和直 

流源使用。使用 Keysight 14585A 軟體快速設置和顯示 0.3 A 的恒定電流放電和 3.0 V 的 

截止電壓及長期資料記錄，以驗證電容和額定能量。圖 5.2 顯示電池容量和額定能 

量的驗證結果。 將測量尺規置於資料記錄的起始和截止電壓點上， 顯示出電池提 

供 879 mAh 和 3.32 Wh。這兩個值明顯小於電池技術資料給出的 1 Ah 和 3.6 Wh 額定值。 

下一步是確定哪些因素導致了以上差異，然後評定是否可從電池中提取額外的容量。 

如圖所示，最好不要假設電池的額定容量和能量將是您所要獲得的容量和能量，將其 

作為確定手機和移動設備執行時間的一部分進行驗證十分重要。 

 

 

執行恒定電流負載操作, 使電池放電 

圖 5.1: 使用恒定電流負載以固定的 C 率使電池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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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使用 14585A 軟體測量電池的容量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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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6: 簡化實際使用負 
載工作條件下, 電池容量 
和能量的驗證流程 

確定智慧手機和移動設備電池執行時間的一個關鍵部分，是在動態實際使用負載條件 

下，驗證電池容量和能量。 

 
在以技術資料的指標為基礎，驗證電池的標稱容量和額定能量之後，您還需要在實際 

使用情況時，手機和移動設備工作在動態條件下，對電池的指標進行驗證。較高的恒 

定電流放電率會導致電池的容量和能量降低，同樣，與具有相同平均值的等效恒定電 

流放電相比，高峰值脈衝動態放電電流也會導致容量和能量降低。可容忍的峰值脈衝 

放電量主要取決於電池的設計。因此，作為優化智慧手機和移動無線設備電池運行時 

間的一部分，您必須在反應實際使用者使用情況的動態負載條件下，來對電池的指標進 

行充分的驗證。 



 
 

 
 

在使用者實際使用負載條件下驗證電池容量和能量，需要精確地記錄電壓和電流，同時 

可靠、準確地創建動態使用者使用的實際負載條件。 

 
與靜態充電和放電相同，動態負載放電條件下的微小差異，也可導致從電池獲得的容 

量和能量出現巨大差異。非線性時變電池特性將引起不同的容量和能量結果，使得動 

態負載出現差異。因此，您需要精確的動態負載放電波形圖。使用實際的移動設備可 

以提供最真實的動態負載波形輪廓圖，但也一些弊端。通常，很難可靠地創建所需工 

作條件，使移動設備能在其理想的條件下運行，而且重複操作時會出現極大的差異。 

重複執行以上操作的解決方案，是在適當的週期內捕獲移動設備的動態電流消耗，然 

後通過支援此類工作特性的電子負載進行重播，以便模擬移動設備，吸收電池電流， 

給電池放電。 

 

通過記錄和重播實際使用條件，來驗證電池容量和額定能量的實例。 

 
我們使用圖 6.1 描述的設置首先為 GPRS 智慧手機供電並捕獲其發射模式電流消耗波形 

圖，然後在較長的時間段內作為動態電流負載重播捕獲的波形輪廓圖，給電池放電。 

我們使用 Keysight N6781A SMU電源模組，因為它具有完整的 2 象限工作能力，使其

能 夠作為高性能直流源和電子負載使用，從而完成該應用的以上操作步驟。 

 
 

 

圖 6.1: 記錄和重播器件的電流消耗使電池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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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驗證 1 Ah 和 3.6 Wh 額定的充電鋰電池。您可以在圖 6.2 中看到結果。通過 

重播 2 A 峰值電流，可得出 0.856 Ah 容量和 3.22 Wh 能量值，從手機捕獲的 0.3 A 平均耗 

電波形略低於使用等效 0.3 A 恒定電流放電獲得的 0.879 Ah 和 3.32 Wh 值。該電池良好 

的脈衝電流特性，非常適合預期的用戶使用條件。使用較高峰值放電速率和其它許多 

高密度能量源，如不可再充電的電池時，該影響變得更為突出。如圖所示，在實際使 

用負載條件下驗證電池，是確定智慧手機和移動設備執行時間的關鍵步驟。 

 
 

圖 6.2: 在實際使用脈衝負載條件下測量電池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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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7: 智慧手機和移動 
設備電池耗盡測試, 真實 
地評估電池性能 

對移動設備和電池一起進行電池耗盡測試，可獲得獨特且有用的資訊，以優化電池運 

行時間。 

 
確定和優化電池執行時間，單獨測試移動設備及其電池非常重要。然而，電池並非理 

想的電壓源，其特性可能會與移動設備的主機功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鑒於此相關 

性，只有將手機等移動設備與電池作為一個系統進行電池耗盡測試時，方可獲得一系 

列獨特且有用的資訊。這些資訊包括: 

 

– 獲得最真實的性能和執行時間, 並以此作為基準, 比較和關聯通過其他方法獲得的結果 
 

– 評估在實際使用過程中獲得的電池容量和能量, 與電池製造商的額定值相比較, 以確 定

出現差異的原因 (如果有的話) 

– 驗證移動設備的低電池電量停機和滿電池電量充電結束時的閾值, 來確定是否已充分 

利用該電池, 並確保使用安全。 

 

如圖所示，對移動設備和電池進行耗盡測試是優化電池執行時間全套方法的關鍵和 補

充。 



 
 

 
 

執行電池耗盡測試需要精確、高速地記錄電壓和電流資料，並將儀器對測量的影響降 

低最低。 

 

圖 7.1 描述執行電池耗盡測試的傳統設置。電流的高速數位化尤為重要，因為它可提供 

許多詳細的資訊。記錄無線設備的脈衝工作電流消耗信號時，50 KSa/s 取樣速率是必

需 的，這也是一些手機測試標準推薦的速率。 

 
由於無線移動設備的脈衝電流特性，是典型的高峰值、低占空比和低平均值，在高動態 

範圍內進行精確的測量也是獲得有意結果的關鍵。根據被測件工作模式的不同，波峰 

因數可能會高達幾百倍。如果測試過程中存在多個不同功率強度的工作模式，電流範 

圍甚至會更大。高波峰因數的信號，對儀器的動態測量範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則 

將會限制可實現的精度和解析度。為了避免電流測試中使用的分流器對結果造成不良 

影響，就必須要將分流器峰值壓降控制在 50 mV 之內，但這將出現更多問題，例如小電 

流的信號可能完全被雜訊所淹沒。因此，儀器必需具有足夠的增益、動態範圍和精度， 

這對於良好的結果至關重要。傳統儀器通常無法滿足這些要求。 

 

另外，還需要 2 個獨立的測量通道，以同時記錄電池電壓和電流。這兩者共同針對電池 

耗盡測試提供關鍵且必要的資訊，以分析和優化移動設備電池的執行時間。 
 

 
圖 7.1: 傳統的電池耗盡測試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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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耗盡測試實例 : 

 

如圖 7.2 所示，我們使用 Keysight N6781A 2 象限 SMU 電源模組 

對 GPRS 智慧手機進行電池耗盡測試，以記錄電池耗盡電壓和 

電流。N6781A 具有許多獨特的特性和優勢，執行電池耗盡測試 

時，可顯著提高精度並進行深入分析: 

– 提供獨立的 DVM 輸入, 以記錄電池電壓。 
 

– 真正的“零壓降”分流器, 消除了傳統分流器的壓降問題。 
 

– 無縫測量調節功能可以提供從納安級到安培級的連續精確電流 

測量, 並連續記錄測量結果, 消除了傳統、固定量程儀器的動態 

範圍和精度限制。 

– 高達 5 μs 的採樣間隔, 和 20 μs 的資料記錄時間間隔, 可確保出 

現的任何電流脈衝信號的精確測量。 

如圖 7.3 所示，使用 Keysight 14585A 控制和分析軟體捕獲和顯示 

電池耗盡測試結果。 

 
將電流測量尺規置於起始和截止點，得出: 

 

– 分別為 0.233 A 平均電流和 1.29 A 的峰值電流 
 

– 電池提供的電容量和能量分別為 843 mAh 和 3.19 Wh 
 

– 手機運行了 3 小時 38 分鐘後, 電池電壓降低到 3.44 V, 並關機。 

 
根據這些結果，得出: 

 

– 電池提供的電量比標稱的電池容量低 16% 
 

– 電池放電最終電壓高於標稱值 

 
通過該實例可以看出，執行電池耗盡測試可以獲得獨特且有用 

的分析結果，以補充優化移動無線設備電池執行時間的其它測 

試方法。 

 
 

 
圖 7.2: 使用 Keysight N6781A 源/測量單元的電池耗盡測試設置 

 

 
 

圖 7.3: 電池耗盡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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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8: 驗證手機充電管 
理功能, 以獲得最佳的電 
池性能和可靠性 

驗證手機的電池充電管理功能，對於確保經共同優化的總體電池性能至關重要。 

 
對於使用充電電池的手機和其它移動設備來說，充電管理功能會影響電池的短期和長 

期性能。驗證電池的充電過程和完成狀態，是確保幾個共同優化的電池性能特性滿足 

設計目標的關鍵任務，包括: 

– 充電時間 
 

– 電池壽命和安全性 
 

– 對電池性能的擔保聲明 
 

– 執行時間 
 

– 管理故障條件 

 
雖然所有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根據特定的移動設備，每個因素的重要性常常有所不 

同。例如，對於電池內置於移動設備中並且很難替換的產品，如 iPad, MP3 播放機和藍 

牙耳機，我們會將電池壽命置於第一考慮因素。 



 
 

 
 

驗證移動設備的電池充電管理功能，需要高精度、高速記錄電壓和電流資料，並將測 

量設備對被測件的影響降至最低。 

 

圖 8.1 描述以通用設備為基礎，評估移動設備的電池充電特性。您需要兩個通道同時測 

量。一個通道用於記錄充電電流，另一個通道用於記錄電池電壓。兩者共同提供驗證 

充電特性和管理功能的關鍵資訊。 

 
由於其優異的尺寸 、重 量和能量密度， 鋰電池是絕大多數移動設備充電電池的最 

佳選擇。充電電壓電平或浮動電壓控制必須極為精密 ; 與浮動電壓相差僅 10 mV 或 

約 0.25%，就可導致充電量相差 10%。而 50 至 100 mV 的誤差可引起過充等安全問題。 

因此，為了避免對充電性能造成影響，分流器的阻抗造成的壓降必需非常小，而資料 

採集設備的電壓測量精度必需非常高。此外，更複雜的充電管理技術不斷得到應用， 

許多技術採用各種動態激勵來確定充電時的電池特性。 

 
您需要良好的動態測量性能和精確的直流測量結果。而這些要求，對資料獲取設備性 

能提出了相當高的挑戰。 

 

圖 8.1: 傳統電池充電特性測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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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充電特性測試實例 : 
 

我們以 Keysight N6781A SMU 電源模組為基礎，使用圖 8.2 描述 

的設置測量 GPRS 智慧手機的電池充電特性。 N6781A 具有測評 

電池供電產品的專用特性，並提供許多獨特的優勢: 

– 電流測量的零壓降特性, 可確保精確的同時, 不影響被測件。 
 

– 內置輔助電壓測量, 同時記錄電池充電電壓。 
 

– 無縫量程調節功能, 在高動態範圍內提供精確的測量結果。 
 

– 高測量頻寬和高速數位化功能可捕獲動態活動的詳情。 
 

– 資料記錄模式能夠在較長的時段內連續進行高速數位化。 

 
如圖 8.3 所示，使用 Keysight 14585A 軟體捕獲和顯示電池充電特 

性測量結果。 

觀察結果包括: 
 

– 在 7 小時內完成充電。 
 

– 充電電流是高速脈衝而非直流信號, 與最小值和最大值包絡跡 

線描述的一樣(可通過基本的快速測量數位化功能顯示)。 

 

並非使用鋰電池傳統上採用的恒流(CC)/ 恒壓(CV) 充電特性，依次 

遞減的電流可使電池在達到 4.199V 的目標浮動電壓時完成充電。 

 

根據這些結果，我們可以得出: 
 

– 快速充電並不是首要的。相反，慢速充電適用於在一個晚上對 

電池完全充電。 

– 4.199 V 的最終充電浮動電壓，被認為最適用于平衡長期迴圈壽 

命和電能存儲量。 

 
通過該實例可以看出，驗證電池充電特性測試可以獲得獨特且有 

用的資訊，以補充優化移動無線設備電池壽命的其它測試方法。 

 

 
 

 
圖 8.2: 使用 N6781A 源 / 測量單元的電池充電特性測試設置。 

 

 
 

圖 8.3: 電池充電特性測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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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9: 優化移動設備的 
子電路和功能模組, 以延 
長電池執行時間 

測量和分析子電路和功能模組的功耗，並對其進行控制，可獲得詳細的資訊，以優化 

移動設備的電池執行時間。 

 
測量和分析移動設備的總功耗來優化電池執行時間非常必要，同樣，您還需要測量和 

分析它們的子電路或功能模組。通常，您將想要結合總功耗的測量一起來完成此任 務，

以便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 

 

測量和分析移動設備子電路的實例包括: 
 

– 顯示器照明功率與對比度和色彩的關係 
 

– 當採用壓控震盪器時，基帶微控制器電壓和電流與其工作狀態和時脈速率的關係 
 

– 當啟用動態電壓控制時，射頻功率放大器電流和電壓與射頻發射功率的關係 
 

– 在適當的時間，開啟獨立的子電路或功能模組，以適用於特定的操作 

 
各種子電路和模組幾乎總是由電源管理單元 (PMU) 供電。PMU 為每個子電路和模組提 

供獨立、可調的偏置電壓，因此，它們可以單獨開啟或關閉，或者根據需要調節其功 

率，以進行電源管理。鑒於此設置，通常需要分別測量為子電路和模組供電的電壓和 

電流，而不是在測試過程中通過外部直流源直接為其供電。 



 
 

 
 

測量子電路功能模組功耗需要高性能、非侵入性的測量資料記錄。 

 
圖 9.1 描述使用傳統資料獲取設備測量電池輸入及子電路電壓和電流的典型設置。高速 

數位化電流非常重要，因為它可提供許多有關活動的詳細資訊。由於移動設備和王子 

電路典型的高動態工作範圍和高峰值脈衝電流消耗，在高動態範圍內進行精確的測量 

對於獲取有意義的結果同樣重要。單一的子電路通常具有遠低於系統最小值的電流， 

因此，需要高於系統測試需求的動態測量範圍。高動態範圍的工作電流測量，需要更 

高動態測量範圍的儀器，否則，將嚴重限制可實現的精度和解析度。為了避免電流測 

試中使用的分流器對結果造成不良影響，就必須要將分流器峰值壓降控制在 50 mV

之 內，但這將出現更多問題，例如小電流的信號可能完全被雜訊所淹沒。因此，儀

器必 需具有足夠的增益、動態範圍和精度，這對於良好的結果至關重要。傳統儀器通

常無法 滿足這些要求。 

另外，需要儀器具備獨立的電壓和電流測量通道，來同時記錄電池和子電路電壓和 

電流。兩者共同提供關鍵且必要的資訊，以測量和分析移動設備的電池輸入、子電路 

和 PMU控制活動。 

 

圖 9.1: 傳統電池輸入和子電路功率測試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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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 GPS 模組的電池輸入和射頻放大器功率。 

 
如圖 9.2 所示，我們使用兩個 Keysight N6781A 2 象限 SMU 電源 

模組，測量 GPS 模組的電池輸入和射頻放大器子電路電壓和電 

流。N6781A 具有許多獨特的特性和優勢，可提供卓越的精度， 

並針對此測試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 電池模擬特徵提供真實的輸入電源特徵和更精確的結果。 

 

– "零壓降" 分流器工作模式消除了傳統分流器的壓降問題, 用於 

測量低偏置電壓提供的子電路電流。 

– 提供獨立的數位電壓表 (DVM) 輸入, 以記錄子電路偏置電壓。 
 

– 無縫量程調節功能可以提供從納安至安培級的連續精確電流測 

量, 並記錄測量結果, 消除了傳統、固定量程儀器的動態範圍和 

精度限制。 

– 高速、高解析度波形捕獲和資料記錄功能, 可確保捕獲所有出 

現的脈衝信號, 並獲得精確的測量結果。 

我們想要驗證 GPS 器件的電池輸入功率要求和射頻放大器的啟 

動時間。為了節約用電，PMU 只根據需要為子電路供電。如 

圖 9.3 所示，使用 Keysight 14585A 控制和分析軟體捕獲和顯示測 

試結果。得出: 

– 電池輸入得出平均值和峰值電流分別為 0.290 A 和 0.822 A。 
 

– PMU根據需要在理想的工作點為射頻放大器供電。 

 
如圖所示，測量子電路和總功耗是獲得關鍵資訊的有用方法，以 

優化移動器件的電池執行時間。 

 

 

  
圖 9.2: 使用 Keysight N6781A SMU電源模組的電池輸入和子電路功率測試設置 圖 9.3: GPS模組的電池輸入和子電路功率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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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10: 驗證在實際條件 
下的電池使用時間 

當您驗證電池使用時間時，需要根據實際使用者的使用特徵，模擬使用者使用移動設備

的 實際習慣和環境，進行精確的表徵和測試。 

 
簡單的通話時間和待機時間，實際上已無法表徵電池的使用時間。目前的智慧移動設備 

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創新資料應用程式。這些應用程式許多是同時運行的。但這一切可能 

會導致電池執行時間不斷縮短。使用者的實際使用特徵、習慣和環境，反映了移動設備

的 實際使用情況，通過它可以更好地確定和驗證電池的執行時間。移動通信運行商和

工業 標準一致性測試正在向此方向前進。採用實際的使用者使用特徵驗證電池使用時

間，將會 確保您的設備按照預期進行工作。表  10.1   顯示了某些實際使用者使用特徵的

實例。 

 
 

表 1. 實際的使用者使用特徵實例 
 

 青少年 中年婦女 上網卡使用者 商業用戶 祖父母 

數據下載 10% 10% 70% 20% 5% 

數據上傳 0% 0% 20% 5% 0% 

內容類別型 http、UDP  資料流

程 

http ftp、http、UDP、資料流

程 

ftp、http、UDP、資料流

程 

http 

語音使用率 20% 80% 0% 40% 90% 

數據機使用率 0% 0% 100% 10% 0% 

短信使用率 60% 20% 0% 20% 5% 

MMS使用率 10% 0% 0% 5% 0% 

電子郵件 5% 5% 10% 50% 0% 

移動性 範圍: 

-95 至 -30 dBm 

發生率: 50% 

範圍: 

-105 至 -30 dBm 

發生率: 70% 

範圍: 

-85 至 -30 dBm 

發生率: 15% 

範圍: 

-105 至 -30 dBm 

發生率: 70% 

範圍: 

-95 至 -30 dBm 

發生率: 50% 

使用率 40% 70% 15% 70% 50% 

背光 40% 70% 15% 70% 50% 

注: 同時活動, 不是所有使用者使用特徵都具有相同的事件順序 



 
 

 
 

在實際條件下驗證電池使用時間，需要對使用者活動和網路條件進行實際模擬。 

 
電池耗電不是各個活動所用電流的加權和。使用者活動和網路條件有同時發生的，也有

先 後發生的。當您驗證電池使用時間時，為了獲得真實的結果，測試系統需要以可比

較的 方式模擬這些使用者活動和網路條件。它需要記錄這些活動和條件，以及在適當

時間段內 的電池電流消耗，用於解釋統計上的波動。它需要實現足夠的自動化測試環

境，使測試 儘量變得“完整”，以便隨時隨地按照例行程式快速執行，實現出色的可

重複性。同 時，它應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使您可以輕鬆地對測試程式進行修改，適應

新的設計方案 的測試，以及升級後的測試要求。 

 

創建這樣的測試系統需要大量的設備、軟體、開發工作和文檔。通過結合使用 Keysight 

N5972A 互動式功能測試 (IFT) 軟體和 8960 或 E6621A 無線通訊測試儀，以及 14585A 控 

制分析軟體和 N6781A SMU 電源模組，或 14565B 器件表徵軟體和 66319D 直流電源， 

可以顯著地簡化這一任務。圖 22 顯示了一個典型裝置。您可以使用 N5972A 軟體輕鬆

地 進行設置，並同時和按順序運行多個活動和條件，模擬實際的使用者使用特徵和

環境。 N5792A 可對 14565B或 14585A 軟體及各自的直流電源進行設置，以記錄您的

被測件電 池耗電和活動以及網路條件。當使用 N5972A 的交互模式時，您可以自動

生成程式代 碼， 並將其拖放到腳本編輯器中。代碼隨後可以進一步進行優化，幫助您

快速開發自動 測試。 

 

圖 10.1: 是德科技互動式功能測試 (IFT) 平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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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以使用者使用特徵為基礎進行的實際一致性測試的測試結果。 

 
長期電池電流消耗測試是使用圖 10.1 中的測試平臺，針對表 10.1 中所列出的青少年、 

中年婦女、PC 資料使用者使用手機的特徵進行設置和執行的。電池電流消耗還可用

於 確定和比較通話時間和待機時間。不同使用者使用特徵的電池使用時間有著相當

大的差 異，而僅依靠通話和待機模式下電池電流消耗測試結果，要想準確計算電池

使用時間 是不可能的。 

 

表 10.2: 電池電流消耗  

 青少年 中年婦女 PC 資料使用者 通話 待機 

平均電流 (mA) 389 318 238 343 55 

峰值電流 (mA) 555 819 842 671 656 

峰值電流 (mA) 2.57 3.14 4.20 2.92 18.2 

 

您的智慧型電話設備除了通話和待機模式之外，還具有許多創新的應用功能。因此，

電 池使用時間不斷變短。為了確保電池使用時間不會成為用戶抱怨的重點，您應根據

用 戶在實際條件下使用設備的特徵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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