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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穿戴式智慧型設備市場及趨勢
隨著 Internet時代的進一步發展及高效能、低功耗處理晶片的推出，越來越多的穿戴式產品已經從概念化走向商用化。尤其是
Google、Samsung、Apple等智慧型手機巨頭紛紛發佈諸如 Google Glass、GALAXY Gear、Apple Watch等新潮產品，更是引起廣大“粉
絲”的熱烈迴響！

「穿戴式智慧設備」是應用於日常穿戴式物品，進行智慧化設計、開發的設備總稱，如眼鏡、手環、手套、手錶、服飾及鞋等。
穿戴物品具有長期伴隨性，即該物品可以在長時間代表人的屬性，如位置資訊等；結合智慧化，可以將人的資訊資料與外界
進行交流和互動，如將人的健康資料或生活規律與系統進行交互儲存而進行分析。

目前，運動健身、戶外和醫療保健是智慧型穿戴設備最為熱門的兩個應用領域。前者，主要的參與廠商是專業運動戶外廠
商及一些新創公司，以輕量化的手錶、手環、配飾為主要形式，實現運動或戶外資料如心率、步頻、氣壓、潛水深度、海
拔等指標的監測、分析與服務。代表廠商如 Nike、Adidas、Fitbit、Jawbone等。而後者，主要的參與廠商是醫療可攜式裝置廠
商，以專業化方案提供血壓、心率等醫療的檢測與處理，形式較為多樣，包括醫療背心、腰帶、植入式晶片等，代表廠商如
BodyTel、First Warning、Philips等。

「穿戴式智慧設備」時代的即將來臨，品種越來越多，尺寸越來越小，功能、性能變得越來越強大，人類對它們的依賴性也
將變得越來越高。可見，如何提升穿戴式設備的續航時間和降低其功耗就變得更加符合設計及使用者的需求。

1.2 穿戴式智慧型設備功耗量測挑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何快速、精確的量測「穿戴式智慧型設備」在各種模式和狀態下的耗電性能？

要回答上述問題，就必須先瞭解穿戴式設備功耗的測試究竟有哪些挑戰？穿戴式設備在耗電上具有以下特徵：

 – 關機或休眠時，具有極低的漏電流或休眠電流——幾微安（µA）甚至十幾 
納安（nA）

 – 從休眠的微安（µA）到工作時的數百毫安培（mA）級電流變化

 – 信號週期極低的快速電流脈衝（幾百微秒 us），須擷取和量測到電流脈衝

 – 工作狀態變化多且快，須長時間連續執行電流變化及視覺化量測

1.3 N6705B直流電源分析儀之「穿戴式智慧型設備」耗電分析的優勢
是德科技（Keysight） N6705B 直流電源分析儀就是針對穿戴式設備功耗測試而設計，可完全解決穿戴式設備耗電特性的量測：

 – 納安（nA）級別電流量測

 – 創新的無縫量測範圍切換技術，可以輕鬆量測大範圍（3A-80nA）

 – 高達 200 KHz（5us）電流取樣速率，精確量測窄脈衝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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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速取樣的資料記錄儀，可支援長達 1000小時電流的連續監測

 – 視覺化電流測試軟體，電流測試與操作同步量測和分析
下面將詳細描述「智慧型手錶功耗量測和分析」過程，讓大家清晰看到使用 N6705B怎樣快速、精確的量測和分析其功耗！ 

二、 功耗分析過程

2.1 關於待測智慧型手錶
從電子市場購買了以下某品牌的「智慧型電子手錶」，該「手錶」具備有計步器、計時器、氣壓計、高度計、藍牙音樂播放、
電話接聽、照相等功能，如下組圖所示。

2.2 智慧型手錶的拆裝

N6705B進行智慧手錶的功耗分析過程，用 N6705B的電源功能替代電池給「手錶」供電，並透過 N6705B的電流量測功能，示
波器及資料記錄儀量測和分析「手錶」的耗電。因此，我們將手錶拆開，將電池取出，並用電源給「手錶」供電，如下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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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智慧型手錶功耗測試過程

2.3.1 關機漏電流
電源設置為電池的工作電壓，如 4.0 V，「手錶」保持關機，從 N6705B讀取電流值，即關機漏電流 87.933 µA。

2.3.2 待機功耗

按照關機漏點方式，手機開機後，等待手機進入待機休眠模式，從 N6705B讀取電流值 167.057 µA。  但，從示波器模式看，待
機電流為 366.887 µA，兩者幾乎相差一倍！ 這是因為電流錶無法擷取圖中的電流脈衝所致。

2.3.3 15分鐘完成從計步器 /計時器 /電話接聽⋯⋯各狀態功耗量測

如下圖，啟動N6705B的資料記錄儀Data Logger，連續記錄「手錶」從關機 ->開機 ->待機 -> 藍牙連接 ->藍牙斷開等一系列動作，
視覺化監控器電流錶現。

在測試時，可以藉由添加標記 Tag，分別記錄各種操作並使用軟體的區域放大、游
標來分析各功能下消耗電流大小。圖上明顯看到，在藍牙連接斷開後，「手錶」長
時間無法進入休眠狀態，將導致無故的功耗增加。以上記錄電流資料會自動保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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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中，隨時可以透過 14585A軟體打開和進行離線分析。

如下圖，「手錶」從待機開始，依次啟動計步器、計時器、氣壓計、高度計、藍牙連接、手機輔助軟體開啟、手機來電、通話、
音樂播放、藍牙退出等一些動作下，消耗電流變化。

這種視覺化的測試，讓開發者清晰的看到各種功能和操作下，消耗電流的變化大小及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並做出優化策略。
以上過程資料記錄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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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立即試試 14585A離線分析軟體功耗分析
馬上安裝 14585A軟體，打開上述 Data logger檔，體驗功耗分析過程吧！

1. 下載安裝 IO Library和 14585A軟體，網站連結如下： 
IO Library驅動文件下載地址： 
http://www.keysight.com/main/software.jspx?cc=CN&lc=chi&nid=-33330.977662&id=2175637 
 
14585A軟體下載位址： 
http://www.keysight.com/zh-CN/pd-2166314-pn-N6705B/software-license-to-control-n6705a-b-with-14585a-control-and-analysis-
software?nid=-35714.1025619&cc=CN&lc=chi

2. 執行 14585A軟體，選擇 Data Logger，並打開上述兩個檔（檔大小約也 7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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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看到的計步器在運動模式下，即使顯示幕關閉（螢幕變黑）時耗電電流為 16.65 mA。

又 有 顯示幕關閉（螢幕變黑）計時器運作耗電 18.77 mA。

3. 使用 14585A開展各種狀態下的功耗，並逐一進行功耗特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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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準確的待機功耗測試 376.356 µA

你還能看得更多⋯⋯

三、 功耗測試配置

3.1 N6705B直流電源分析儀
 – 1 至 4 個通道高效能電源輸出或電子負載

 – 數位電壓錶和電流錶

 – 帶功率輸出的任意波形產生器

 – 電壓、電流示波器

 – 電壓、電流資料蒐集

 – 所有的量測和功能都能透過前面板實現
  

3.2 N6781A耗電分析的二象限 SMU錶（SMU）模組
 – 納安（nA）級別電流量測

 – 創新的無縫量測範圍切換技術，可以輕鬆量測大範圍（3A-80 nA）

 – 高達 200 KHz（5 µs）電流取樣速率，精確量測窄脈衝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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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電腦端分析軟體 14585A

 – 增強資料控制和分析功能，並使用與 PC相同的控制（滑鼠 &鍵盤）以及更大的顯示
介面

 – 增強的縮放、局部放大、清晰的游標設置和游標運算（如 mAh, mWh等能量累積）等
功耗統計分析

 – 波形擷取和重播、資料導入、匯出，直接將複雜波形轉換為任意波形發生器輸出等

 – 提供 CCDF統計分析，用於電流分佈情況分析

 – 資料記錄儀模式時，直接將資料存入電腦硬碟，存儲資料大小直接取決於硬碟空間

 3.4 N6705B評估和購買

更多內容， 請諮詢是德科技當地經銷商： 
http://www.keysight.com/main/partnerfinder.jspx?N=1+187636+187535
&pageMode=PF&cc=CN&lc=chi&tmprop=H2B

或致電是德科技免付費專線： 0800-04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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