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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在领先助听器制造商的产品测试中如何发挥巨大作用 — 成功
案例
引言
助听器的使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和 18 世纪“喇叭”式样的助听器。电子
助听器在 20 世纪逐渐普及开来，而且在过去 20 到 30 年里，助听器变得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
多。

蓝牙 ® 低能耗技术在助听器中的应用
现代助听器的功能十分丰富，蓝牙 ® 低能耗（BLE）连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常见的射频
标准允许听力学家配置和测试设备，用户可以远程控制器件的音量或输入程序，鉴于耳机的实际
尺寸非常小，所以这一特点尤其有用。手指不是很灵巧的用户希望能通过智能手机控制音量，与
大声对助听器用户说话相比，使用手机应用更不容易引起他人对助听器用户的注意。
此外，BLE 解决方案允许用户将智能手机或其他麦克风放置在靠近噪声源的地方，但如果助听器
用户必须佩戴麦克风，那么这样做有时是不可行的。最终，BLE 助听器能够在输入通道之间快速
切换，从而保证在平板电脑或计算机上聆听一个音频流的用户可以快速接听手机来电或与本地人
通话。

测试的重要性
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助听器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制造商在助听器出厂前必须对其进行充分测
试。政府监管机构，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要求医疗设备（包括助听器）制造商对
其产品上市后的情况进行调查。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在实际使用中多次发生问题，那么就可能导
致客户满意度显著降低，市场份额大幅下降。该公司还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和补救此类问题，如果
问题愈演愈烈或频繁发生，监管机构可能会做出严厉处罚，令其付出高昂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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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例证
一家助听器制造商（我们称之为 XYZ）以其优异的产品质量而享有盛誉，他们希望在助听器中加
入 BLE 功能后依然如此。是德科技提出了一个物联网（IoT）概念验证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进行
研发验证。这是一款量身定制的非信令综合测试解决方案，其中包含测试自动化平台软件。只用
了三个月，这一解决方案便赢得客户的青睐。
XYZ 原来的制造测试解决方案来自其他厂商，在其助听器固化软件中有一个特殊的“测试模式”
版本。在计算机控制下，助听器可以向已知良好的无线端发送消息，然后等待无线端返回确认消
息。如果这个测试发射/接收循环成功完成，就认为设备通过测试。
该测试解决方案存在几个问题：
1.

2.
3.

客户必须将特殊版本的固化软件加载到设备上，以进行测试。然后，客户必须卸载这个特
殊的固化软件，再把实际出货版本的固化软件加载到设备上。这就使得制造流程的时间、
复杂性、对产品的处理步骤以及故障概率大大增加。
产品不是用最终用户将要使用的实际固化软件进行测试的。这样，用户看到的产品特性就
可能与测试技术人员看到的不一样。
在测试模式下，助听器通过有线连接的计算机接口控制。这就相当于向非常小的产品添加
了天线（导线），会改变其射频特征。物理连接助听器和断开其连接会增加测试流程的时
间和产品处理风险。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XYZ 邀请是德科技开发一个制造测试系统，要求类似于这个研发验证解决方
案，但具有完整的信令测试功能。该信令测试系统在 34972A 数据采集单元的特殊模块而设计，
使 XYZ 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测试其产品，不必加载特殊的固化软件或连接到被测设备。这样可以
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吞吐量，降低助听器受到处理损坏的可能性，并提高生产测试的准确性，因
为它采用的是实际的设备固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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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XYZ 通过采用全新的是德科技信令测试解决方案，节省了大量成本和测试时间，并确保了产品质
量。关键成果：
– 降低了制造测试成本，而且由于可以重复使用测试装置支持大规模量产，所以还能节省更多
成本
– 将每个设备所需的测试时间从几分钟减少到不到一分钟
– 支持精确的量化测量，准确验证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性能
该解决方案包含灵活和多功能的测试自动化软件，支持 XYZ 将其制造测试软件与此平台整合为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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