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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出一定量的洗手液。但与许多其他洗手液

寻找解决办法

医疗保健费用正在迅速攀升，这已不是秘

不同的是，ACME-1 还能使用射频收发信

通 过 对召回的装置进行 仔细检查，工程

密。举例来说，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在
这十年中，除了 2009 年之外，美国医疗
保健通货膨胀率均超过了美国一般通货
[1]

膨胀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部
分费用竟然与在医疗机构受到的感染有
关。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表示：
“无

机与医院的网络进行无线通信，以记 录
使用情况。如此一来，医院就可以检查各
个楼层、各个部门的使用情况，确保充分
利用，降低感染率。这对医院来说非常重
要，因为医院（而不是病患或保险公司）
往往要花很多钱来应对 HAI。

论在哪天，每 25 名住院病人中就大约有
一人受到至少一种与医疗保健有关的感
[2]

染。”

师们发现，制造过程没有问题；一旦装上
新电池，这些装置就能正常工作并通 过
功能测试。而几次造访不同医院得出的
结论也表明，这些装置的安装方式也没有
问题。ACME 的统计人员反复核对了产品
生命周期的计算方法，结果也肯定了原来
估计的五到十年并没有错。

ACME 研发团队使用标准示波器和数字
万用表（DMM）设计他们的检测和广播

最 后，一名产品验 证 工程师意 识 到，他

电路并测量电流消耗。一切看起来进展

们用来表征性能的数字万用表中有很多

所 幸 的 是 ，减 少 医 疗 保 健 相 关 感 染

顺利。用来给洗手液机供电的电池 采用

的分流电阻，正是 这些电阻限制了电流

（HAI）并不是特别困难或昂贵。据美国

“一劳永逸”型设 计，这 意味着它将 在

消耗测量的结果。数字万用表的电阻与

卫 生保 健 流行病学学会 称，早 在 18 47

ACME-1 的预期寿命（五到十年，即使在

ACME-1 的电阻串联，产生了一个电压下

年，保 持适当手部卫生的重要性就已广

医院的苛刻环境中）期间保持工作。

降（“负载电压”），人为限制了电流的输

为人知，手部卫生是降低 HAI 风险的基
本步骤。CDC 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点：
[3]

“手部卫生拯救生命”。

出。这种负载电压导致电流用量值偏小，

好消息和坏消息
客户订单纷至沓来，当 ACME-1 生产线开

从而使得预 测出错，对电池生命周期的
预测值偏长。

始投入运转时，大家都喜笑颜开。然而，

通过电子器件拯救生命

一年之后，许多装 置都出现了电池电量

为了通过减少 HAI 来拯救生命、降低成

耗尽的情况。使用数据显示，在装置出现

本，一家我们称之为 ACME（非真名）的

故障的医院，其使用率处于预期水平。那

公司针对医院推出了自动洗手液机（我

么，一定是产品的生产和安装方式、产品

们称之为 ACME-1）。如同许多洗手液一

生命周期的计算方式或电流消耗的测量

样，ACME-1 能自动检测手的存在并挤

方式出现了问题。

就 在 这 时 ，客 户 决 定 尝 试 使 用 配 备
N6781A 电源/测量单元（SMU）模块的
Keysight N6705B 直流电源分析仪。该
电源/测量单元没有负载电压，因此它显
示了正确的（较大）峰值电流――大约为
100 μA。然而，与原测试设备测得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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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A 峰值电流相比，100 μA 峰值电流（在

流器！任 何一种情况都将带来巨大的成

时间上）显著缩短，因此整体功耗与原始

本——即使只是简单 地更换电池，必须

估计值大致相同。

有技术人员从 ACME 飞往医院，待上一
个星期，对数百个洗手液机进行更改，然

揭开谜底

后飞回公司或飞向下一个不满的客户那

虽然这两种方法的总耗电量并没有很大
的差异，但电源/测量单元报告的正确峰
值电流提供了关键线索。电池出现故障的

里。除了零件、人工和差旅费用之外，声
誉的下降和业务的丢失更是让公司痛心
不已。

原因是由高电流需求导致的电池钝化（锂
阳极上的氯化锂聚积）。这使得电池电压
下降得较慢（但这也比预期快得多），即
使电池提供的总电量/功率并不是很高。
通过快速检查电池技术数据证实，在不
同电流负载下，电池的输出电压曲线随着
时间的推移呈现显著的差异，而 ACME1 的电流需求非常高，超出了电池的技术
指标。

这些产品，以防止类似错误再次发生。通
过使用配备 N6781A 电源 /测量单元的
N6705B，利用其无缝量程和零负载电压
等优势来为器件供电以及进行测量，工
程师可以精确测量电流消耗，确保准确
地预测电池供电器件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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