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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南

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便携式 
物联网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

引言
物联网（IoT）目前正在经历爆发式增长。到 2020 年，物联网器件的数量将达到世界

人口的三倍。物联网已被广泛应用到消费、医疗或工业领域。对于其中许多应用，如

果物联网器件的电池无法达到预期的续航时间，则可能危及用户的生命。举例来说，

如果用户需要频繁地为助听器充电，这会是一件麻烦事。植入式医疗器件必须能够持

续使用许多年，如果无法达到宣称的预期电池续航时间，可能就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

果。在智慧城市或资产跟踪等应用中，电池续航时间的预期值同样很高。每个家庭中

安装的智能电表，或者每个昂贵用品中内嵌的微型追踪器都需要较长的电池续航时

间，因为大范围更换有故障或续航时间短的电池不会带来商业效益。有鉴于此，测量

及预测器件电池续航时间的能力就变得越发关键。

图 1：Keysight KS833A1A 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

• 通过基于事件的功耗分
析，快速、轻松地检测
设计缺陷

• 自动将器件的关键射频
和非射频事件与消耗的
功率相关联，以识别消
耗最多电流的区域

• 通过自动测量和监测
套件，简化电池续航
时间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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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用指南介绍了如何使用 Keysight X8712A 物联网器件电池续航时间优化测试解决方案

来快速检测设计缺陷，并预测物联网器件的电池续航时间。我们还将介绍如何对被测器件

（DUT）进行非接触式信令控制，并将 DUT 放到各种操作模式下，来验证不同实际操作条

件下的电池续航性能。

X8712A 解决方案包括一个软件套件，该套件简化了测量设置，允许用户轻松控制和设置仪

器。用户可以轻松执行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并将射频/非射频事件与功耗相关联，以检测

设计缺陷，并预测被测器件的电池续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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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整体设置图

测量准备工作
执行测量需要用到以下仪器、软件和附件：

项目 型号 要求

是德科技直流电源分析仪 N6705B/C 数量：1

是德科技电源测量单元 N6781A 数量：2 个或更多

是德科技射频事件检测器 X8712AD 数量：1 

USB 电缆（利用 N6705B/C 的 USB 端口为 
X8712AD 供电） – 数量：1（随 X8712AD 

一起提供）

Keysight KS833A1A 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软
件（需要许可证）

KS833A1A 参考 X8712A 技术资料

Keysight IO 程序库套件 – 参考 X8712A 技术资料

Keysight TAP 部署版本（需要许可证） KS8000A 参考 X8712A 技术资料

可选项目

屏蔽盒（Tescom 或任何其他品牌） –
数量：1（仅在射频事件
监控时才需要，用来过滤
周围的干扰信号）

您的低功耗蓝牙®（BLE）器件或 Keysight 
BLE 传感器标签演示套件 – –

（图 3） 定制部件 数量：1 

远程控制 TI 传感器标签，在
不同实际操作中对其进行测试

用作辅助装置的移
动电话（可选）

（可选连接）

被测器件
（TI 传感器标签）

屏蔽盒

N6705B + N6781A

射频输入

射频输出

无线

MCU

LE
D

1

电源

通道 1：电源与
电流测量

通道 2：射频
事件监控

通道 3：
LED1 电压

通道 4：
LED2 电压

LE
D

2

TX

接收机TI 
SimpleLink 
应用

射频事
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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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Keysight BLE 传感器标签演示套件

图 4：将德州仪器 BLE 传感器标签作为被测器件的连接图

用于连接被测器件和 N6705B/C 
的电缆套件

被测器件（改良的德州仪器 
BLE 传感器标签）

测量配置
按图 4 所示连接 PC、仪器和附件。

已安装 N6781A 模块
的 N6705C

X8712AD 射频
事件检测器

USB 电缆（为 
X8712AD 供电）

射频电缆

连接被测器件与 
N6705C 的电缆套件

被测器件放在
屏蔽盒内

将被测器件上附带的 USB 电缆
连接到此处的 USB 端口（此图
片上看不到）

将被测器件放在天线
耦合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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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两个或多个 N6781A SMU 安装到 N6705C 主机上。

2. 使用 GPIB、LAN 或 USB 电缆将 N6705C 连接到电脑上。

3. 将射频事件检测器连接到 N6705C 的通道 2。

4. 将射频电缆从屏蔽盒射频端口连接到射频事件检测器输入端口。

5. 被测器件连接：（请注意，此部分取决于被测器件和具体测量。以下过程专用于 
Keysight BLE 传感器标签演示套件，也可用于您的 BLE 器件）： 

— 如图 4 所示，将 BLE 传感器标签（DUT）上附带的 USB 电缆连接到屏蔽盒内部
的 USB 端口。USB 电缆应穿过屏蔽盒中间的孔，然后连接到屏蔽盒内部的 USB 
端口。

— 用电缆套件将屏蔽盒的 USB 端口与 N6705C 的通道 1、通道 3 和通道 4 连接。

注意：以上两个步骤将会完成以下配置：

— 被测器件的电源线与 N6705C 的通道 1 相连。通道 1 配置为电池仿真器以便为被
测器件供电。

— 被测器件内部的两个 LED 与 N6705C 的通道 3 和通道 4 相连。通道 3 和通道 4  
配置为电压表，用于测量 LED 的电源电压。

6. 接通 N6705C 的电源，检查 N6781A SMU 是否正确连接到了 N6705C 的前面板显
示屏。

软件准备工作
这些测量需要用到三款软件。

从是德科技网站下载并安装 Keysight IO 程序库套件和 Keysight KS8000A 测试自动化部

署系统。请注意，KS8000A 需要许可证，您可以在 KS8000A 页面申请 30 天试用许可

证。是德科技免费提供 IO 程序库套件的许可证。

从是德科技网站下载并安装 Keysight KS833A1A 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软件。KS833A1A 

软件也需要许可证。

有关 X8712A 的详细安装步骤，请参阅《X8712A 用户指南》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X8712-90001.pdf）。

注意：KS833A1A 软件无
需连接仪器即可支持演
示模式。您可以调用设
置/数据文件来试试这个
解决方案的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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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和电池续航时间测量
Keysight X8712A 可以执行基于射频和非射频事件的功耗分析，以便快速发现设计缺陷。 

通过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用户可以轻松获取每个关键子系统事件（例如射频、泵、传

感器、报警、LED 活动）的电流消耗百分比，找出消耗电流最多、需要优化的事件。用

户还可以轻松配置这个解决方案，用来测量物联网器件的整体电池续航时间。

步骤：

任务 按键

1. 启动 KS833A1A 软件 点击 {Windows 开始按钮}，{是德科技基于事件
的功耗分析}。

2.  连接 N6705C 并开始 
采集

点击 {设置} 面板上的下拉箭头，选择 
N6705C。然后点击 {连接}。

3. 调出设置文件 点击 {文件}，{打开}。

转到路径 C:\Program Files\Keysight\EBPA\

双击“SensorTagDemonstration.analysis”

现在，您应该可以看到类似于图 1 的显示。以
下设置会被应用。

通道 1：电池仿真器，5 V

通道 2：功率检测器

通道 3：电压表

采样大小：20000

时间间隔：40 us

4. 执行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 在 {设置} 面板上再次点击 {连接}。

点击窗口左上角的 {采集} 开始测量采集。

等待几秒钟直至采集完成。

注意：该软件支持在不连
接仪器的情况下使用演
示模式。您可以跳过这
一步，继续执行第 3 步， 
调出设置/数据文件。

注意：较早软件版本的 
EBPA 文件夹中可能没有 
“SensorTagDemonstration.
a n a l y s i s”文件。请从 
X8712A 网站安装最新版
本。

注意：如果 N6705C 中只
安装了两个 SMU 模块，可
以通过取消选中 {通道 3}  
下面的 {启用} 勾选框来禁
用通道 3。

如果 {设置} 面板显示为
灰色，请点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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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按键

5.  在主图表窗口中移动一对
红色的行标记以更改分析 
窗口。

将光标放到主图表窗口其中一个红线行标记的上方，
直到看到 { }. 点击并拖动，移动行标记。

将两个行标记移动到下面的屏幕截图所示的位置（围
绕其中一个 BLE 突发脉冲）。

6.  放大以便分析 BLE 事件 将光标移至 BLE 突发脉冲左上角的空白处。点击并拖
动，放大显示区域。

放大后，您会看到三个 BLE 广播信号，如下图所示。

行标记

将光标放在此处。
点击并拖动，放大
显示区域。



页 8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任务 按键

7.  对 BLE 事件执行基于事件的 
功耗分析

点击界面中间的 {分析} 按钮。取消勾选 {CCDF}，在
缩放窗口中查看更大的视图。

现在，您可以在 {电流消耗} 图表中按事件查看详细的
电流消耗情况，并在 {占用时间} 图表中按百分比查看
事件占用时间。

8. 估算电池续航时间 如需缩小显示，双击主图表窗口中的任意地方即可。

移动两个行标记，使其环绕 BLE 信号的一个完整周期， 
如下图所示。

点击 {分析}。

如果默认的“电池容量”为 0.2 Ah，那么此重复 BLE 
广播事件的电池续航时间约为 726 小时。

注意：窗口下半部分显
示的基于事件的功耗分
析结果以分析窗口内的
数据为基础（位于两个
红色行标记之间）

注意：您可以放大两个 
BLE 突发脉冲，以便更精
确地放置行标记。

注意：您可以根据被测
器件中所用的电池来更
改“电池容量”，然后
再次点击 {分析} 来查看
更新的电池续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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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按键

9.  显示通道的图例并打开或关
闭通道

在 {配置} 面板上，点击 {显示图例} 复选框。

使用通道旁边的复选框打开或关闭通道/波形。

10. 更改通道标签  在 {配置} 面板上向下滚动，直至看到 {系列}。

点击 {系列} 旁边的下拉箭头，选择一个通道，然后在 
“系列名称：”下面的列中输入名称。例如：通道 1 的 
“总电流”，通道 2 的“DUT Tx 突发脉冲”， 
通道 3 的“LED 电压”。

10.  开启“数据系列”工具提
示，并转移数据系列    

您也可以开启数据系列工具提示，然后勾选 {配置} 面
板下的这些方框来移动数据系列。

祝贺您！现在，您已经了解了 X8712A 的关键功能和
基础设置。

注意：您可以根据被测
器件中使用的电池来更
改“电池容量”，然
后再次点击 {分析}，查
看更新的电池续航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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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配置电流区域和触发设置来支持更准确的分析
X8712A 的关键功能之一是支持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帮助设计人员确定消耗最多电流的

事件，从而让他们能够轻松发现设计缺陷。X8712A 中有两种类型的事件隔离，它们分别

是以物理事件和电流事件为基础。

图 5：物理事件和电流事件

物理事件（来自 N6705C 通道 2 到通道 4 的射频
或直流事件）

电流事件（使用区域功能在电流电平基础上进行的
事件隔离）

什么是物理事件，什么是电流事件？

物理事件

N6705C 的通道 2 到通道 4 采集的射频和 DC 信号波形被称为物理事件（例如：射频突发脉

冲，电压或电流波形）。为了执行精确的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我们需要根据采集的信号电

平设置这些事件的阈值。例如，在图 6 中，射频突发脉冲（绿色波形）约为 -10 至 -15 dBm， 

因此将“DUT Tx”的上、下阈值设置为“+10”和“-30 dBm”后，软件可以将此期间的同

步电流消耗计算为“DUT Tx 事件期间消耗的电荷/电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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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事件

电流事件是使用通道 1 的平均电流波形得出的其他非物理事件。通道 1 平均波形被平均划

分为多个间隔相等的区域。用户可以根据波形驻留的区域应用正确的上、下阈值来隔离事

件，例如待机、预处理、后处理或其他非物理事件。例如，待机模式电流始终位于 1 区，

因此上、下阈值均应设置为 Z1（图 6）。

事件优先级

表格左侧的事件比右侧的事件具有更高的优先级。例如，与“MCU ”事件相比，“DUT Tx” 

事件具有更高的优先级。算 DUT TX 的电流消耗百分比，即使这些数据点也位于 MCU 事件

的 5 区中。

图 6：物理事件和电流事件的阈值设置

电流波形分为 10 个区域

待机电流 = 1 区 待机电流 = 1 区

MCU 处理 = 2 区至 5 区

DUT TX 阈值 = +10 
至 -30 dBm

DUT TX 事件期间 
消耗的电量百分比

用户可以使用“电流区域功能”将电流波形分成不同的段。 
例如：待机电流波形位于 Z1（1 区） 
MCU 的前/后处理电流波形位于 Z2 至 Z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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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正确的上、下限阈值对于准确地执行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非常重要。下面，我们将

说明如何设置正确的阈值来启用基于事件的准确功耗分析。

我们还将说明如何利用触发设置来更灵活地捕获那些不频繁执行发送任务的器件的电流

消耗情况（例如 LoRa® 器件），这些器件在数据包传输之间的休眠时间间隔比较长。

说明 按键

1. 启动 KS833A1A 软件 点击 {Windows 启动按钮}，{是德科技基于事件的功耗
分析}。

2. 连接 N6705C 并开始采集 点击 {设置} 面板中的下拉箭头，选择 N6705C。然后
按 {连接}。

3. 调出设置文件 点击 {文件}，{打开}

转到路径 C:\Program Files\Keysight\EBPA\

双击 “SensorTagDemonstration.analysis”

以下设置为预设值。

通道 1：电池仿真器，5 V

通道 2：功率检测器

通道 3：电压表

采样大小：20000

时间间隔：40 us

4. 执行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 在 {设置} 面板上再次点击 {连接}。

点击 {采集}，开始测量采集。

等待几秒钟直至采集完成。

注意：较早软件版本
的 EBPA 文件夹中可能
没有“SensorTagDemon-
stration.analysis”文件 
请从 X8712A 网页链接
中安装最新版本。

注意：如果 N6705C 中
只安装了两个 SMU 模
块，可以通过取消选中 
{通道 3} 下面的 {启用} 
勾选框来禁用通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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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按键

4.  为 {计算源} 应用正确的设置
和阈值    

i.  关闭图表视图，显示整个 
表格

点击 {表格} 旁边的下拉箭头，然后取消勾选 {表格}。 
现在您应当可以看到整个表格。

ii. 更改射频事件的标签。 选择 {DUT Tx}，然后输入“BLE Tx”。“通道 2 — 功
率检测器”的标签已更新。

iii.  放大查看其中一个 BLE  
突发脉冲  

移动两个行标记，使其围绕其中一个 BLE 突发脉冲 
（参见下图）。

将光标移至 BLE 突发脉冲左上角的空白处。点击并拖
动，放大显示。

点击 {分析}。

现在，您可以在 {电流消耗} 图表中按事件查看详细的
电流消耗，并在 {占用时间} 图表中按百分比查看事件
占用的时间。

行标记

放大

分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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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按键

iii.  更改物理事件的上、下阈值
（通道 2 到通道 4）    

尝试将 {通道 2 — 功率检测器} 的 {上阈值} 从默认的 
“10 dBm”更改为“-25 dBm”。

打开图表视图：点击 {表格}旁边的下拉箭头，勾选  
{图表}。

点击 {分析}。观察图表上用绿色标签或绿色条表示的
更改。

您可以更改通道 3 和通道 4 的上、下阈值，看看会对
分析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

iv.  更改电流事件的上、下阈值
（通道 1 平均电池）

在 {计算来源} 表格上，滚动到右侧查看“电流事件”， 
例如 {待机} 和 {MCU}。

点击 {区域} 下方的箭头键修改设置。

注意：因为您为上阈值
（-25 dBm）和下阈值
（-30 dBm）选择的范
围较小，因此某些 BLE 
突发脉冲超出了范围，
未能作为 BLE TX 事件被
采集。因此，“电流消
耗”图表显示出 BLE TX 
事件的电流消耗百分比
下降。

注意：放置正确的上、
下阈值对于准确地执行
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至
关重要。

上/下阈值分别为  
10 dBm 和 -30 dB

上/下阈值分别为  
-25 dBm 和 -30 dBm

电流消耗下降
百分比



页 15联系我们：www.keysight.com 

说明 按键

由于待机电流总是非常低，因此要为 {上阈值} 和 {下
阈值} 选择 1 区（Z1）。

MCU 的预处理和后处理电流位于 2 区到 5 区，因此
将 Z5 和 Z2 用作 {上阈值} 和 {下阈值}。

您可以将阈值更改为其他区域值来看看会有何影响。
点击 {分析}，查看结果。

5.  更改采集持续时间或时间
跨度

在 {设置} 面板中，查找 {采样和持续时间}。设置以下
参数：

采样大小：40000

时间间隔（s）：80 u

按 {采集}/{编辑}，开始采集。

现在，您将时间跨度延长到了 3.2 秒。

6. 设置触发测量  在 {设置} 面板上，滚动到底部进行 {触发}。应用以下 
{触发} 设置： 

（如果设置为灰色，点击 {编辑}。）

Mode：已触发

来源：通道 2

电平（dBm）：-25

按下 {采集}/{编辑}，开始采集。在主图表窗口中观察
采集的波形发生的变化。现在，您只需设置软件，即
可在通道 2 射频波形上升到 -25 dBm 以上时开始测
量采集。

电流事件

注意：如需开启、关闭
或更改区域，请跳转到  
{设置} 面板上的 {区域}。

注意：祝贺您！您已经了
解了如何设置正确的阈
值电平来实现更准确的 
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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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器件的非接触式信令控制以验证实际的 
电池续航性能
X8712A 解决方案可以支持对采用短程或远程无线制式的无线器件进行电流消耗分析和电 

池续航时间测量。X8712AD 射频事件检测器带有一个射频输出端口，该端口通过功率分 

配器连接到输入端口。用户可以直接将射频输出端口连接到配套装置上，也可以通过天线

进行无线连接。通过此射频路径，配套装置能够与放置在屏蔽盒内部的被测器件通信。

图 2 所示为使用移动电话作为配套装置来进行通信并控制放置在屏蔽盒内用作被测器件的 

BLE 传感器标签。

借助这个解决方案，用户可以使用配套装置来远程控制被测器件，并将被测器件放到各种

实际操作下来验证其实际电池续航时间。

测量准备工作：

这项测量还需要以下内容。

项目 型号 要求

额外的 N6781A SMU 模块
N6781A

总共需要：4

（预装在 N6705C 上）

带电缆的 2.4 GHz 天线 – 数量：1

预装了德州仪器 SimpleLink 移动应用软件的配套装置
或手机，与 Keysight BLE 传感器标签演示套件一起 
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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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带有电缆的 2.4 GHz 天线连接到 X8712AD 的射频输出端口

图 7：2.4 GHz 天线的连接图

说明 按键

1. 启动 KS833A1A 软件 点击 {Windows 启动按钮}，{是德科技基于事件的功耗
分析}。

2. 连接 N6705C 并开始采集 点击 {设置} 面板中的下拉箭头，选择 N6705C。 
然后按 {连接}。

3. 调出设置文件 点击 {文件}，{打开}。

转到路径 C:\Program Files\Keysight\EBPA\

双击 “SensorTagDemonstration.analysis”

再次点击 {连接} 加载仪器设置。
现在您应该可以看到以下设置： 
通道 1：电池仿真器，5 V
通道 2：功率检测器
通道 3：电压表
采样大小：20000
时间间隔：40 us

4. 修改设置 在 {样本和时长} 下
采样大小：60000
时间间隔：80 us

在 {通道 4} 下
启用：（勾选）

模块：电压表

5. 验证设置 点击 {采集} 开始采集。等待几秒钟，此时应当显示以
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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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按键

6. 建立被测器件与手机的连接  在手机上启动 SimpleLink App。

将手机靠近 2.4 GHz 天线并与之平行。

在手机屏幕上检测到的 BLE 器件列表中查找 
“CC2650 传感器标签”。

点击“CC2650”，然后点击“传感器视图”查看传
感器标签设置。

向下滚动，直至看到“I/O 服务”。

尝试切换“红色 LED，绿色 LED 和蜂鸣器”并观察屏
蔽盒内的传感器标签，确认您已连接到正确的传感器
标签。

7. 设置触发设置 在 KS833A1A 软件中，点击 {编辑} 启用设置更改。

在 {触发} 下，设置以下参数： 

Mode：已触发

来源：通道 4

电平：1.5 V

时间变量：10 s

状态：无需重置

8.  使用手机上的 SimpleLink 
App 来控制被测器件，将其
放到各种操作模式下并采集
波形。

点击 {采集}，开始采集。

在 SimpleLink 应用上，快速交替点击“红色 LED 开
启”和““绿色 LED 开启”8 到 10 次，分别开启和
关闭 LED。

等待几秒钟以便软件将完成测量采集。

现在，您应该看到与下面的屏幕截图类似的采集波
形。点击 {通道 4} 旁边的勾选框，打开通道 4 波形。

注意：使用以上设置
的话，只有在开启红
色 LED（连接通道 4 以
测量红色 LED 两端的电
压）时才会开始测量采
集。

注意：您可能需要重复
此步骤几次，并调整开
启和关闭 LED 的速度，
直到获得与下面类似的
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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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按键

9. 执行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 移动两个红色行标记，覆盖至少一个红色和一个蓝色脉
冲。点击 {分析}。

分析显示出消耗最多电流的两个子系统分别是 LED1 和 
LED2。与 LED 相比，射频传输（DUT Tx）消耗的电流
非常少。

在 0.2 Ah 电池容量基础上，电池续航时间约为 50 小时。 
（电池续航时间的结果可能会因您在移动应用上切换 
LED 开/关按钮的速度而不同。）

祝贺您！您已经成功使用配套装置控制了被测器件，并
在实际操作模式下执行了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

绿色波形 — 射频
突发脉冲

黄色波形 — 被测器件 
汲取的总电流

红色波形是红色 LED  
两端的电压

蓝色波形是绿色 LED  
两端的电压。

注意：三分钟后，BLE 传
感器标签（被测器件） 
将进入待机模式。在待
机模式下，它不会显示
在移动应用中，或是显
示为灰色。您可以从 
N6705C 的前面板切换电
源（通道 1）来唤醒传感
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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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Keysight X8712A 物联网器件电池续航时间优化解决方案是一款具有所有必要硬件和软

件的集成解决方案，您可以用它来执行详细的电流消耗分析，快速、轻松地检测设计缺

陷。X8712A 能以 20 us 的快速采样率呈现并采集从 nA 到 A 的宽范围内的详细电流消耗

波形。凭借其基于事件的功耗分析功能，您现在可以轻松地关联器件电流消耗与子系统

事件，例如射频开启，泵开启，振动器开启，显示开启等等，从而识别哪些事件消耗的

电流最多，需要加以优化。清楚地了解关键的射频或非射频事件占用的时间以及每个事

件消耗的电流量之后，您现在可以轻松地获得器件的预计电池续航时间。使用 X8712A 

可以将您的测试开发和测试时间从几个星期缩短至几天；在典型应用中，只需几分钟就

可以采集、绘制和关联所有数据，了解器件的电流消耗特性。

更多信息
Keysight X8712A 解决方案网页。 

www.keysight.com/find/x8712a

Keysight X8712A 技术资料。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3085EN.pdf

Keysight X8712A 用户指南。 

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X8712-90001.pdf

是德科技测试自动化平台。 

www.keysight.com/find/tap

Keysight IO 程序库套件。 

www.keysight.com/find/iolibs

http://www.keysight.com/find/d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