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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設計電池供電之

醫療物聯網裝置 
的挑戰

根據物聯網醫療保健裝置市場全球預測報告，從 2015 年到 2020 年，植入式（如
心律調整器）及穿戴式（如胰島素泵）物聯網外部裝置，預期將成長 30 %，幕
後的驅動因素包括 RFID 標籤及感測器的成本下降、個人醫療保健及體能監測需
求不斷升高，以及因生活型態導致需要即時醫療服務的人數增加。瞭解醫療裝

置的電力消耗模式及電池壽命要求，是設計電池供電 IoT 醫療裝置時的主要考
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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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讓醫療科技發揮效用

這類 IoT 裝置具有一些共通性：低功率、依賴電池操作、

尺寸小、方便攜帶，並支援一個或多個無線連接。如果是高

效能裝置，光是內建的顯示器、處理器及無線模組，就消耗

掉大部分的功率了。這些裝置均配備多個無線介面，通常都

是處於運作模式。因此，如果這些裝置的電池續航力不佳，

最輕微的後果只是使用不便，但最嚴重的狀況甚至可能危及

生命（例如心律調整器故障）。在設計電池供電的 IoT 醫療

裝置時，工程師必須知道其電力消耗模式。

A.電池壽命測試

電池壽命是電池效能與壽命的計量，可透過多種方式獲得

量化數據：電源充飽時的運作時間，製造商以毫安為單位來

估算；或是直到電池壽命結束時的總充電次數。

電池運作時間取決於放電測試，亦即量測已充滿電力的電

池完全耗盡電壓所需的時間。整個過程所需的時間稱為「運

作時間」。以下是設計工程師需要考量的四大關鍵因素。第

一個因素是電池變異。即使是同一家製造商所製造的電池，

也會有良莠不齊的現象，尤其是不同的製造批次或不同廠房

生產的電池。我們建議使用不同的電池多進行幾次放電測

試。第二個因素是電池充電狀況。如果使用老舊及未完全充

電的電池，會影響電池的運作時間。因此，請務必使用新電

池，並確保電池已完全充電。將電池充電時，可使用電池循

環器對電池進行調節，確保電池完全充電。第三個因素是裝

置使用狀況，在不同操作模式下，裝置會消耗不同的電流

量。因此，您需將測試程序及測試案例設定為常數變量。在

進行放電測試時，此變量在每次測試均為恆定不變。最後

一個因素，您如何知道裝置已停止運作，或是電池已完全

放電？有些裝置有 LED 指示燈，可顯示電池電壓降低。設

計人員可透過 LED 指示燈來確認其電量。然而，如果裝置

（例如心律調整器）沒有指示燈的話，該怎麼辦？建議您設

定可避免裝置因緊急斷電而停止運作的電壓臨界值。 

使用電源供應器模擬電池

有些設計人員用電源供應器模擬電池，以進行電源耗盡測

試。這種方法既不準確也不實用，還會讓整體測試出現更多

誤差及變數。電源供應器不適用的另一個原因是，它永遠無

法像電池一樣完全放電。不過有些電源供應器具備可控制的

輸出電阻和優異的電流脈衝放電暫態響應等特殊功能，很適

合用來模擬電池。但這種方法很複雜，因為進行放電測試

時，充電是從電源供應器到裝置，此時電源供應器的輸出功

率需先降低。收集模擬資料的過程很耗時，而且結果很有問

題。使用電源供應器模擬電池，跟使用真實的電池進行測

試，有顯著的差異。因此，除非有更逼真的模擬方法，否則

使用真正的電池進行放電測試，仍是較為推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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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壽命評估解決方案

是德科技自放電量測解決方案由 BT2152A 自放電分析儀及 

BT2191A 自放電量測軟體組成（參見圖 1）。它可大幅減少

量測及分析鋰電池自放電效能所需的時間，可在 1-2 小時內

直接量測自放電電流，而不用耗費數週或數月的時間來監測

電池開路電壓。在電池評估期間，它可快速量測並分析自放

電電流、縮短設計週期時間，進而加速進入市場。

B.電力消耗模式

了解整體裝置的電力消耗模式，或裝置內每個元件的耗電

量，對於醫療裝置開發人員來說至關重要。您需了解並準確

地量測電池電流消耗量，以便整合無線連接、高速數位處

理及即時監控功能。長時間的休眠或閒置狀態、喚醒或運作

狀態，以及短時間的射頻叢發，將對電池設計帶來嚴峻的挑

戰。

當植入物的電池電量耗盡，便需透過手術更換電池，這樣

可怕情境，進一步突顯了準確量測電池的電流消耗，是提高

醫療裝置的能源效率及電池壽命的關鍵。

為深入了解元件、晶片或整體裝置的電力消耗模式，您需

考慮以下的關鍵挑戰：

●  各種不同模式下的電流 ─ 許多裝置多數時間都處於待

命或休眠模式，只有在收發資料時才短暫啟動。在運

作模式下，這些裝置可消耗高達數百毫安培的電流，但

在休眠模式下，則僅消耗幾個毫安培。因此，處理從 

1,000,000 到 1 的最小至最大電流位準，將是一項重大挑

戰。

●  快速的暫態效應 ─ 有些人會頻繁地開機和關機，以降低

電力消耗。但是這樣會導致電流突波，引起快速暫態效

應，如未檢測到此效應，可能會無謂地消耗電池電壓。

●  低功率 ─ 設計需在低電流下運作的裝置時，您需確定其

小型、內建的電池能長時間使用，無需頻繁充電。

●  運作時間長 ─ 裝置每次充電之後，必須能夠持續運作數

小時、數天甚至數年（例如心律調整器必須至少持續運

作 15 年而不會發生故障）。

數位萬用電錶？數位轉換器？或是示波器？

如欲量測流經電池及裝置的電池電壓與電流，設計工程師

需要：

●  數位萬用電錶（DMM） 
●  資料記錄器或數位轉換器 
●  示波器

電池電壓量測不如電流量測那麼重要。如欲擷取衰減的電

壓波形，一般的 DMM 或資料記錄器便已經夠用。但是您需

要更快的數位轉換器才能擷取電流量測結果。DMM 的速度

不足以擷取快速變化的電流波形。此外，將 DMM 配置為電

流錶時，可提供負擔電壓，因為 DMM 內建經過校驗的電流

分流器。如此可減少待測裝置的電壓，並且對整體電路造成

高達幾百毫伏的負載電壓。

數位轉換器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它可以長時間量測快速

變化的波形，並有足夠的頻寬來擷取任何快速變化的波形。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所使用之電流分流器的尺寸；使得數位

轉換器不能直接量測電流！進行寬動態電流量測時，我們很

難選擇合適的分流器，在微安培到安培之間進行切換。如果

選定的分流器大小適合用於量測低電流，則整個分流器會出

現更大的壓降，並在電路上產生負載電壓。由於通過數位轉

換器的電壓不足，您將無法準確地量測低電流。此時，您必

須在負載電壓和不準確的低電流量測之間有所取捨。

示波器具有動態電流量測所需的頻寬及出色的更新速率，

是同時顯示電流及電壓量測波形的最佳選擇。示波器具有與

數位匯流排一致的時間關聯性，以及各種觸發功能，可準確

地擷取信號。不過，示波器也有跟數位轉換器一樣的問題 ─ 

幾乎不可能找到合適的電流分流器，以獲得出色的低電流量

測結果。高靈敏度的電流探棒，可提供最低 50uA、最大 5A 

圖 1：
BT2152A 自放電分析儀及 BT2191A 自放電量測
軟體可大幅減少量測及分析鋰電池自放電效能
所需的時間。



的電流範圍，讓測試人員能夠洞察大範圍的信號，以及快速

寬波形的細節。唯一的限制是，它不能執行長期量測。 

功耗模式解決方案（參見圖 2）

用於模組量測： Keysight N6781A 電池耗電分析儀及 14585 

控制與分析軟體（參見圖 3），可對電流需求高達 3A 的電

池供電裝置，進行放電測試。「無間斷自動調整範圍」是 

N6781A 的獨特功能，可即時且自動改變範圍，同時還支援

微安培到安培的電流量測，不會在改變範圍期間遺失資料，

非常適合在放電測試期間量測動態電流。

用於模組內的晶片量測：

Keysight CX3300 系列元件電流波形儀（參見圖 4）可對晶

片進行低位準電流量測。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是新型儀器，

同時也是低功率物聯網裝置設計工程師的好幫手。它讓工程

師能詳細檢視從前無法檢測的低位準電流波形，無論是振幅

（100 nA 到 10 A）還是時間（頻寬 140 MHz 及高達 1 GHz 

的取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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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N6781A 電池耗電分析儀及 14585A 控制與分
析軟體是統包式功耗模式測試解決方案。

圖 2：
圖中顯示典型的電池供電無線醫療裝置模組。是
德科技直流電源分析儀和數位萬用電錶可有效量
測模組的功耗。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低雜訊電
源及高靈敏度電流探棒，均可對模組內的晶片進
行功耗測試。

圖 4：
CX3324A 元件電流波形分析儀讓您能夠查看
先前隱而未現的波形細節。

4.0 讓醫療科技發揮效用

48 | RTC 雜誌 2017 年 8 月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 2017 年 8 月的 RTC Real World 
Connected Systems 雜誌，經 RTC Media Publications 
同意授權轉載。

如需更多資訊，請上網至：www.keysight.com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詳細資訊，請洽台灣是德科技。以下為是

德科技聯絡窗口： 
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本文件資訊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8, Published in USA, August 13, 2018, 5992-3061ZHA

頁數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