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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BLE 无线技术测试下一代空调控制器 — 成功案例
公司
一家名为 XYZ 的大型跨国制造公司，制造多种设备和工业产品。在本次案例研究中，XYZ 的目
标是设计更佳的电子空调（AC）控制器，用于控制酒店和汽车旅馆中通常安装的空调机。

问题
XYZ 以前和现在型号的空调控制器支持近场通信（NFC）。尽管近场通信解决方案效果不错，但
XYZ 收到了维护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明确反馈，每次他们进入一个房间测试或配置空调设备时，
都必须通过智能手机连接到空调设备的控制器。在大型酒店中，这会浪费很多时间，通常需要维
护人员在客房间四处走动，而走动路线上可能会遇到行李箱、折叠床、客房服务推车，甚至客户
带来的小孩等。
根据客房布局，维护人员可能还必须经过浴室、更衣区或床边，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己、酒店客
人或双方之间陷入尴尬。如果酒店的保洁人员刚好在房间内，空调技术人员和保洁人员有时会互
相妨碍。对客人和酒店员工造成的这种不便使得 XYZ 其他受到好评的产品也受到牵连，导致客
户提出投诉。

需要的修复
更加方便的做法是让维护人员在酒店客房门口测试和配置空调设备。为此，XYZ 决定开发下一代
AC 控制器，并在其中使用蓝牙 ® 低能耗（BLE）无线技术。BLE 技术与原来的 NFC 技术相比射
频距离极大增加，同时仍具有很长的电池使用寿命。

挑战
尽管 BLE 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但目前用于无线测试（OTA）的 BLE 测试解决方案对于 XYZ 来说
仍然太贵、太难，无法投入大规模生产。另外，现有的 BLE 测试解决方案需要主机控制器接口
（HCI），通过 SPI 或 UART 连接将空调控制器物理连接到测试仪。还需要用特定芯片的驱动程
序将器件置于已知的测试模式，进行非信令测试。这会增加文本的复杂程度和测试时间，并且
会向生产环境中引入不必要的变化因素以及不可预测的错误和时延。考虑到 XYZ 以往的产品产
量，如此昂贵的变化和时延都是无法接受的。因此，XYZ 的目标是在不使用 HCI 的情况下测试
其即将完成的产品。

www.keysight.com/find/x87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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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客户订购并实施了是德科技的 BLE 解决方案，这不仅降低了其设备的资本成本，而且大大减少
了之前解决方案所需的 HCI。由于该解决方案自动检测和连接 BLE 器件，测试与以前相比不仅
成本降低，并且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
根据 XYZ 工程师的反馈，该解决方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
– 解决方案简单、完整、非常容易使用
– 经济高效的单一测试解决方案，涵盖产品质量验证需要的所有必要测试
– 解决方案能够升级，以测试将来出现的新无线制式

成果
XYZ 表示，解决方案超过他们的预期，因此其效果也远远超过其原始规划。关键成果：
– 该解决方案现在能够非常好地用于产品设计和验证测试，包括测量发射机功率，进行
接收机误包率（PER）和接收机灵敏度测试。
– XYZ 的一家海外子公司考虑使用 BLE 解决方案来测试其设计。
– XYZ 内部的另一个事业部也在考虑使用该解决方案的 IEEE 802.11 版本 来进行 802.11
发射机测试和 802.11 接收机测试。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ysight.com/find/x8711a。

www.keysight.com/find/x87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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