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与测试解决方案 
汽车和能源行业

高性能设计和测试平台为跨领域技术带来更快、更好的创新



智能汽车时代即将到来
汽车行业的电子技术革命正在加速进行，同时融合了清洁能源生态系统。到 2020 

年，90% 的汽车将是互联汽车，而到 2030 年，30% 的汽车将是电动汽车。

如今，新型汽车中的传感器和应用软件数量大幅增加，使得汽车从一个外设的角

色已经演进成容纳各种互联设备的网络主机托管集群。汽车现在需要在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优化：

• 电源效率

• 传感器融合

• 通信

• 大功率处理

• 高吞吐量数据连通性 

“在互联汽车和自主驾驶汽车的众多测试和测量应用方面，

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在我们努力为未来汽车行业开发智

能交通系统的过程中，他们的参与将给联盟带来宝贵的见

解。”

Dino Flore, 5GAA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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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keysight.com/en/newsroom/pr/2017/28feb-nr170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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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整合如此多的不同技术，汽车工程师和制造商想要创造

什么？

当前和下一代汽车的创新技术将会增强功能和性能，服务于三个

新的关键领域。

汽车电子系统作为所有操作和诊断的基础平台，可以保障汽车的

便利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并为三个创新领域提供主要支持。 

•  电动汽车，可以将清洁的可再生电力应用于交通运输。混合动
力或全电动传动系统配备改良的电池，实现更高效的功率转换

和电子功率消耗。

•  自动驾驶通过配备雷达、激光探测和测距（LIDAR）传感

器、摄像头阵列以及在强大的计算系统上运行的人工智能算

法，可以提高安全性并实现新的商业模式 —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和自动驾驶。

• 互联汽车，可以实现与所有人和物的通信。

电动汽车

自动驾驶

互联汽车

了解详情：2020 汽车行业创新 

https://www.keysight.com/us/en/other/forms/lead-cap-shared-rsrc.html?formDestinationURL=http://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5992-2901EN.pdf&autopopulate=true&isShr=true&buttonTxt=Automotive$Innovation$2020&gctaPageURL=/content/keysight/us/en/industries/automotive-energy.html&openInNewTab=no&isVideo=false&resName=White$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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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 自动驾驶 互联汽车

取决于汽车工程师打算向市场上推出何种样式的汽车，许多不同的技术元素可以按照不同

组成方式组装在一起。虽然组合方式的数量不胜枚举，但这些主要的设计和测试解决方案

是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汽车和能源生态系统的专业人员都将会用到的。



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的颠覆性创新技术可以减少空气污染。电子、化学和综

合测试的进步将有助于这些高效创新技术的实现。

无论您是在设计新的电力电子设备以推动可再生能源并网，还

是在开发新技术以推动电动和混动汽车技术进步，抑或是在为家

庭能源管理系统供电，能源生态系统中的设计和测试参数都在迅

速发展变化。

使用新的测试解决方案，您可以将突破性的能源创新技术更快、

更安全地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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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电池和电池组

场景

急剧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促使设计师寻求充放电性能更好、容量更高的电池和电

池组，在不影响品质的前提下获得更好的性能和更远的行驶里程。这些电池组必

须满足对能源密度、安全性和耐用性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还要经过成本优化以

获得市场竞争力。有效、全面的测试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加速电动汽车用新一代电

池组的设计和生产。

解决方案：锂电池自放电测量系统 

Keysight BT2191A 和 BT2152A 自放电测量解决方案可以显著缩短测量和

表征锂电池自放电性能的时间，适合在设计、验证以及量产阶段使用。是德科技

没有使用耗时的传统开路电压测量方法，而是采用了恒电势法直接测量电池的自

放电电流。

优势

是德科技表征电池自放电特性的创新方法可以帮助您：

• 缩短设计周期，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 将测试时间从数周缩短至数小时，减少制造过程中的库存和占用空间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810067-pn-BT2191A/self-discharge-measurement-system?nid=-32068.1213145.00&cc=US&lc=eng&cmpid=zzfindbt2191a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810119-pn-BT2152A/self-discharge-analyzer?nid=-32068.1213147.00&cc=US&lc=eng&cmpid=zzfindbt21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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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电池和电池组

解决方案：BT2200 充放电平台

Keysight BT2200 充放电平台提供模块化配置，可以支持最大电流为  

6 A 至 200 A 的电池，每个机箱可配备 8-256 个电池或用户通道。 

优势

这种经济高效且易于重新配置的锂电池成型解决方案提供：

• 能够灵活适应电池要求和容量变化的模块化配置

• 能够以 1 秒采样间隔进行的精准电流、电压和电容测量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707535-pn-BT2200/charge-discharge-platform?nid=-536900139.1234735.00&cc=US&lc=eng&cmpid=zzfindbt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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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混动/电动汽车充电

场景

确保充电功能在充电基础设施和混动/电动汽车之间正确执行，整个过程十分

复杂，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车辆制造商和供应商、认证机构、充电基础设施 

（如车载充电器、壁式充电器或充电柱）的制造商和运营商。测试的主要目标

是确保所有这些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

解决方案：SCIENLAB 充电发现系统（CDS） 

是德科技下属的 Scienlab 公司通过提供充电发现系统（CDS），协助设备供

应商提供混动/电动汽车充电。该系统仿真混动/电动汽车或电动车辆供应设备的

充电通信，可同时测量和测试各种电气参数，以符合行业标准的要求。 

优势

CDS 十分灵活，并且提供了一系列应用程序：

•  全面测试所有充电元件，包括充电站、壁式充电器、 充电控制器、电池组管理

系统和电池组

• 完全可编程控制的多功能交流或直流充电站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c=US&lc=eng&ckey=2947241&id=2947241&cmpid=zzfindscie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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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混动/电动汽车转换器

场景

汽车市场向混动和电动汽车两个方向发展，给设计和制造带来了新的挑战。主

要问题是在通常使用 12 V 电压的平台上整合 300 V 或更高电压范围的高压

大功率电池。这些高电压需要确保在各种车载电气子系统之间实现平稳安全的

功率转换，这会产生额外的成本和风险。

解决方案：用于混动/电动汽车和 HEMS 的电源转换器测试解决方案 

Keysight EV1003A 大功率/高压功率转换器测试解决方案可以对混动/电动

汽车中的电源转换器和车载充电子系统进行安全有效的测试，这些子系统也适

用于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优势

这个创新的解决方案旨在帮助您：

• 遵守混动/电动汽车市场的安全、法规和环境要求

•  通过环保设计降低散热和电力成本，因为环保设计具有超高的转换效率，可以

在再生过程中将 85% 以上的电力返回给电网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807683-pn-EV1003A/hev-ev-battery-emulator-solution-for-power-converter-test?nid=-536902253.1208487.00&cc=US&lc=eng&cmpid=zzfindev1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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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解决方案

太阳能逆变器

场景

随着清洁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光伏（PV） 行业开始使用更高的电压以降低成

本并提高效率。开发逆变器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算法并验证其性能是

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难题。MPPT 不仅算法复杂，而且在各种温度和辐照度条件

下进行阳光下（under-the-sun）测试的难度较高、成本昂贵而又非常耗时。 

解决方案：光伏阵列仿真 

是德科技光伏阵列仿真解决方案由 N8900APV 系列光伏阵列仿真器和 SAS 控

制软件组成。

Keysight N8937APV 和 N8957APV 光伏阵列仿真器能够 测试高达 1,500 V 

的光伏逆变器。它们可以在各种仿真环境条件下快速仿真 I-V 曲线特征。

优势

光伏逆变器设计师可以：

• 快速轻松地开发逆变器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算法，并验证和优化其性能

• 不受天气限制测试所有场景

• 只需单击一下，即可根据欧洲标准 EN50530 进行测试

https://www.keysight.com/en/pc-2589900/photovoltaic-array-simulator?nid=-32368.0.00&cc=US&lc=eng&cmpid=zzfindn8900apv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587591-pn-N8937APV/photovoltaic-array-simulator-1500-vdc-208-vac?nid=-35489.1138059.00&cc=US&lc=eng&cmpid=zzfindn8937apv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588133-pn-N8957APV/photovoltaic-array-simulator-1500-vdc-400-vac?nid=-35489.1138060.00&cc=US&lc=eng&cmpid=zzfindn8957apv


自动驾驶

汽车行业最具雄心的一个创新领域就是自动驾驶。先进驾驶辅助

系统（ADAS）用于当前主流的人工驾驶车辆和处于原型阶段的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大大提高安全性，并将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结合各种先进技术，汽车制造商、供应商、政府、学术界甚至非

汽车行业的技术提供商正在携手开发新的汽车生态系统，通过

融合各种先进技术，促进自动驾驶走入大众市场。

传感器融合、高速信息系统和车对万物（V2X）通信组成了基

础，可以为强大的人工智能（AI）提供实时数据，AI 随后可以在

几毫秒内控制执行关键动作，例如转向或制动。

为了证明其关键技术的绝对安全性，设计师和工程师不仅要采用

最可靠的技术，还必须使用最优秀的仿真和测试解决方案来检验

和证明其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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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汽车雷达

场景

汽车雷达从一种为驾驶员提供便利的功能（如自适应巡航控制和安全警告系

统）演变为智能探测和碰撞缓解系统。汽车开发商正在推广更高频率的雷达系

统，它可以提供更优性能、更高可靠性以及对不同目标更准确的空间分辨率，

从而提高车辆应对道路上潜在危险的能力。从全球来看，77-79 GHz 高分辨率

车载雷达正在成为汽车的标配。

是德科技为雷达测试技术提供了一系列创新的解决方案，包括模拟信号发生器

和矢量信号发生器、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分析仪以及矢量网络分析仪等等。

解决方案：汽车雷达信号分析和生成 

Keysight E8740A 汽车雷达信号分析和生成解决方案可在传统的 24 GHz 频

段和新的 77 GHz 和 79 GHz 频段整个频率范围内对汽车雷达信号进行分析和

生成。它提供了从 2.5 GHz 至 > 5 GHz 的可扩展分析带宽，可以满足新毫米

波技术的测试需求。

优势

该解决方案可以按照测试要求和预算条件进行定制，一种配置用于生成信号，

另外六种配置用于分析汽车雷达信号。您可以通过集成 Keysight  W1908 

SystemVue 汽车雷达模型库软件来扩展测试功能，以便仿真多目标侦测和汽车

雷达 3D 扫描。

• 一次连续扫描即可覆盖 3 Hz 至 110 GHz 频谱

• 使用单个仪器测试 79 GHz 雷达信号，确保其符合 ETSI 杂散规范

• 无外混频、无下变频，不影响其他性能

•  高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可以确保更好的信噪比高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可以确保更好

的信噪比（110 GHz 处为 -150 dBm）

• 灵活应用多种仿真场景

https://www.keysight.com/en/pc-2876512/automotive-radar-solutions?nid=-31999.0.00&cc=US&lc=eng&cmpid=zzfinde8740a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297131/systemvue-electronic-system-level-esl-design-software?nid=-34264.0.00&cc=US&lc=eng&cmpid=zzfindsystemvue
https://www.keysight.com/en/pc-1297131/systemvue-electronic-system-level-esl-design-software?nid=-34264.0.00&cc=US&lc=eng&cmpid=zzfindsystemv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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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汽车雷达

解决方案：雷达目标仿真器

Keysight E8707A 雷达目标仿真器可帮助汽车电子制造商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

信地仿真雷达目标。E8707A 是一款灵活且可以动态调整的解决方案，无论您是

产品测试工程师，需要快速、准确和可靠的测试解决方案来平衡测试吞吐量和质

量，还是身为设计和验证工程师，需要快速验证雷达产品性能，它都能够让您达

成心愿。

优势

它可以在 76-77 GHz 的范围内提供对目标距离和横截面的雷达仿真，仿真距离

从 10 米到 450 米：

•  仿真器与被测器件之间的物理距离最少仅为 1 米，因而可以节省制造车间中宝

贵的空间 

• 可扩展、可配置，覆盖非常大的距离范围

• 可延展，通过选配信号源提供多普勒目标相对速度仿真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744714-pn-E8707A/radar-target-simulator?cc=US&lc=eng&lsrch=true&searchT=E87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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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在确保测试符合汽车以太网标准的同时，是德科技消除了测试设置和执行操作

的复杂性。无论您是从事设计还是验证工作，我们的汽车以太网解决方案都能

帮助您加速创新，更快、更好地完成从调试、表征、一致性验证到完工验收的

整个测试过程。

• 使用设置向导程序，快速轻松地进行设置、配置和测试

• 通过广泛的测试，更快速、更轻松地与标准保持一致

• 是德科技精密型仪器提供精确且可重复的测试结果

• 自动报告功能，能够生成全面的 HTML 格式报告，包括裕量分析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车载以太网

场景

线束的复杂度、成本和重量增加迅速，现已成为汽车中第三昂贵而沉重的部

件。设计人员需要一种新型的汽车网络，其中包含更多的传感器、控制器和接

口，以及更高的带宽，以实现更快的数据吞吐量和更高的可靠性。汽车以太网

通过以太网来连接各个车载电子系统。它提供集中化的高性能通信网络，帮助

降低生产成本和设计的复杂性。

不管怎样，在验证物理介质连接（PMA）、物理层解决方案（PHY）和 物理编码

子层（PCS）的 BroadR-Reach、100Base-T1 和 1000Base-T1 规范时，都需

要进行复杂和耗时的测试和设置。汽车以太网一致性测试需要使用 15 种不同的配

置，其中包括 10 种不同的测试设备、线束、线缆、连接器和测试夹具，以便执

行所有要求的发射机、接收机和链路分段测试。

解决方案：车载以太网一致性测试

是德科技的车载以太网一致性测试解决方案可为 BroadR-Reach V3.2、IEEE 

802.3bw （100Base-T1）和 IEEE 802.3bp（1000Base-T1）设计提供自动一

致性测试。这些车载以太网电气测试软件套件使您可以自动执行测试，并用灵活的

报告格式显示测试结果。除了测量数据之外，该报告还提供裕量分析，显示您的器

件通过或未通过每次测试时距离合格标准的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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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EMI /噪声评测

场景

由于车载设备、实验室设备和制造设备会发出各种电磁干扰，因此给关键自动

驾驶功能的精确测试带来挑战。

解决方案：汽车发射和抗扰度测试

 Keysight’s N9038A MXE EMI 一致性接收机和预兼容频谱分析仪可帮助您顺

利完成 EMI 测试。EMPro（电磁专业）3D EM 仿真软件可以分析包括高速和

射频 IC 封装、键合线、天线、片上和片外嵌入式无源器件和 PCB 互连等元器

件的 3D EM 效应。

优势

结合领先的射频和微波电路设计环境 — 先进设计系统（ADS），可以快速高效

地完成射频和微波电路设计。

• 通过监测频谱，在获得最终测量结果之前轻松识别峰值发射的频率

•  设计流程整合：可以创建三维元器件，并在 ADS 中使用电磁场电路协同仿真

功能对这些元器件和二维电路版图以及原理图一起进行仿真

•  广泛的仿真技术：使用频域和时域三维电磁仿真技术（有限元法（FEM）和有

限差分时域（FDTD））设置和运行 分析

•  高效的用户界面：快速创建任意 3D 结构，具有简单便捷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和高级脚本功能 

https://www.keysight.com/en/pdx-x201870-pn-N9038A/mxe-emi-receiver-3-hz-to-44-ghz?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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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天线设计

场景

由于有如此多的射频（RF）系统和器件需要集成到汽车体系结构中， 

工程师需要设计蜂窝通信、无线网络、雷达和卫星通信系统等射频产品。

解决方案：EESOF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

Keysight W1720 相控阵波束赋形套件为 5G、雷达/电子战和卫星通信的系统

架构师提供了基本工具，帮助他们评测相控阵和波束赋形子系统（包括射频、数

字和混合波束赋形体系结构）。现在，系统设计师可以进行更周全的考虑，例如

射频非线性和噪声因素、增益/相位量化和 Monte Carlo 变量对总体波束质量、

旁瓣电平及有效辐射功率的影响。另外，它还提供自适应波束赋形算法，能够支

持动态系统级场景。

优势

快速设计和改进任何尺寸和配置的相控阵天线，包括：5G 波束赋形和高阶 

MIMO、雷达/电子战和汽车波束赋形。

• 通用系统级建模和设计

• 稳定的关键任务天线设计，包括元件故障分析

• 广泛的数据流仿真支持，包括波束赋形合成、分析和动态显示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686184-pn-W1720EP/systemvue-phased-array-beamforming-kit?nid=-34261.1175662.00&cc=US&lc=eng


互联汽车

互联汽车已从被动方式转变为完全交互式且综合了多种技术的通

信系统。1930 年，单向车载广播电台接收机向连接来往人员迈

出了第一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1G 移动网络推出了可提供

双向通信的移动电话之前，它仍然是唯一量产的车载通信系统。

21 世纪的互联汽车由计算机化系统组成，使用各种多重连通性

网络系统（如蜂窝、WiFi 和卫星）。通信技术的多样性和整合

要求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采用严格的测试方案。是德科技提供覆

盖所有这些领域的专业技术，帮助您实现互联汽车的新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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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汽车解决方案

紧急呼叫一致性

场景

eCall /ERA-GLONASS 一致性测试解决方案是欧盟和俄罗斯大力推动的一个

方案，通过将移动通信与卫星定位相结合，能够在发生撞车事故时快速为乘客

提供帮助。通常，eCall 模块包含一个嵌入式电脑，可以持续监测碰撞传感器

并通过卫星接收机获得车辆位置信息。当激活碰撞传感器后，带内调制解调器

将会建立一个连接，将最小数据集（MSD）传输至最适合的公共安全应答点

（PSAP）。麦克风和扬声器系统使司机或乘客能够与 PSAP 接线员进行对

话。所有这些元器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在真实环境中接受功能

测试，确保整个系统的可靠性能。测试 eCall/ERA-GLONASS 模块带来了诸

多挑战；所以测试解决方案应当满足下列最低功能要求： 

解决方案：ECALL/ERA-GLONASS 一致性测试

E6950A eCall/ERA-GLONASS 一致性测试解决方案能够仿真 PSAP，并

控制 UXM/8960 和 MXG 信号发生器来仿真蜂窝网络。它提供车载系统所需的 

GNSS 坐标，用以编译 MSD。该装置可以验证 IVS 或调制解调器是否可以触

发紧急呼叫，发送正确的原始 MSD 数据，同时与  PSAP 建立语音连接，进而

测试泛欧和 ERA-GLONASS 平台 — 这一切都完全独立于任何真实的移动网

络。它还提供可选的音频分析仪，用于并行测试语音质量。

优势

Keysight eCall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汽车行业的开发人员提升技术能力，推出符

合标准的高质量 eCall 产品，同时实现更快的上市时间。

• 支持泛欧 eCall 和 ERA-GLONASS

• PSAP可在 UXM 内部运行，无需外部 PC

• 提供静态和动态 GNSS 仿真

•  提供 eCall 和 ERA-GLONASS  

自动测试用例 

• PSAP 软件支持即时网络模式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738747/ecall-conformance-test-solution?nid=-536900143.1188960.00&cc=US&lc=eng&cmpid=zzfind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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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汽车解决方案

无线通信

场景

互联汽车的各种无线连接旨在提供更出色的安全性、性能、可靠性和信息

娱乐能力。汽车设计人员和开发人员需要验证多种类型的无线技术，包括 

2G、3G、4G LTE 和 LTE-Advanced（以及即将推出的 5G）、WLAN、蓝牙®  

以及近场通信（NFC）等，确保通信功能的可靠性和性能。

解决方案：KEYSIGHT SYSTEMVUE 

The Keysight E6640A EXM 无线测试仪和 X 系列信号分析仪支持多种无

线制式：蜂窝（LTE/LTE-A、W-CDMA、GGE、C2K、1xEV-DO 和 TD-

SCDMA）和短距离无线通信（802.11a/b/g/n/ac、BT 1.0-4.0、GNSS、数

字视频）

优势

便于操作的图形用户界面（GUI）适用于开发和制造阶段，可实现更出色的吞吐量

和生产率。

• 支持发射机/接收机测试

• 单个仪器提供多种测量，包括噪声系数、相位噪声、调制分析和 EMI 测试, 

• 单个仪器支持广泛的无线制式

• 支持依照美国《无线电法案》进行杂散测量

• 实时信号分析（SA）功能支持噪声分析

• PSAP 软件支持即时网络模式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x205200/x-series-signal-analyzers?nid=-32508.0.00&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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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汽车解决方案

数字接口

场景

视听（AV）设备（如车载显示器和汽车导航系统）通常使用高速串行通信接

口（如 HDMI、MHL 和 USB）。这些接口最初是为家电和个人电脑开发的，

但现在则需要在汽车的恶劣电气环境中运行而不出现故障。此外，还要考虑

到用户有时也会把摄像机之类的消费电子产品带到车上并与车载系统连接；因

此，互连和一致性测试也很重要。

解决方案：适用于 HDMI、MHL、USB 等接口的测量工具

 Keysight M8190A 任意波形发生器不仅可以生成 标准规定的最坏情况下的

波形，还可以每次计算需要的幅度和抖动来生成任意波形。这有助于工程师灵

活有效地评测接收机的最大性能。Keysight E5071C ENA 选件 TDR 可对 

HDMI、MHL、USB 3.0 和其他接口的发送和接收电路/IC 执行快速准确的热 

TDR 测量。U8903B 分析仪能够单独处理多达 8 个通道的数据，可同时执行

多频率、交流电压和总体谐波失真加噪声（THD + N）测量。

优势

使用是德科技的测量工具，您可以对当今的高速数字 AV 接口轻松执行灵活而

精确的性能验证和一致性测试。此外，您可以在与授权测试中心（ATC）相同

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软件执行一致性测试，因为 HDMI ATC 和 MHL ATC 也

采用了相同的测量工具。

• 操作简单易懂，可以快速获得精确测量结果，以及 ESD 稳定性高

• 高精度的灵活测试，提供高信号保真度和大容量采样存储器

•  车载立体声系统的音频系统评测中，可以使用多个通道同时测量频率、交流电

压和 THD + N，节省大量测试时间

=https://www.keysight.com/en/pd-1969138-pn-M8190A/12-gsa-s-arbitrary-waveform-generator?nid=-33319.972199.00&cc=US&lc=eng&cmpid=zzfindm8190a
https://www.keysight.com/en/pdx-x202270-pn-E5071C/ena-vector-network-analyzer?cc=US&lc=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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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汽车解决方案

广播/卫星无线通信

场景

各种多广播接收机系统需要大量的广播测试配置。创建并运行所有测试场景非

常耗时且容易出错。

解决方案：SIGNAL STUDIO 软件

 Keysight N7611B Signal Studio 软件是一套灵活的信号生成工具，能够缩

短信号仿真时间。针对广播无线电标准（包括调频立体声/RDS、DAB、DAB+、 

T-DMB 和 XM），Signal Studio 的参考信号经过性能优化，能够增强对器件

的表征和验证。通过其特定应用的用户界面，您可以为元器件、发射机和接收

机测试创建基于标准的和自定义的测试信号。

优势

在 Signal Studio 中设置信号，然后将其下载到各种是德科技的仪器上。Signal 

Studio 软件是这些平台的有力补充，可以经济高效地定制信号，满足您在设计、

开发和生产阶段的测试需求。

• 通过波形回放模式创建和自定义波形文件，快速测试元器件和发射机

•  轻松配置信号参数，计算所生成的波形，并通过容易使用的界面下载文件进行

回放

http://Set up your signals in Signal Studio, then download them to a variety of Keysight instruments. Signal Studio software complements these platforms by providing a cost-effective way to tailor them to your test needs in desig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test.• Quickly test components and transmitters by creating and customizing waveform files with waveform playback mode • Easily configure signal parameters, calculate the resulting waveforms, and download files for playback from the user-friendly interface 


服务与支持

是德科技服务

是德科技提供广泛的服务组合，旨在为汽车行业的工程师提供帮

助，特别是在安全、信息娱乐、清洁能源汽车、EMC 测试和降

低成本等方面。

安全性

安全性是电动汽车电池、自动驾驶和互联汽车等关键领域的主要关注点。与移

动设备的电池不同，汽车电池的性能直接关系到人员的生命安全。最近，主要

电池制造商正加大研发投资，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故障单元检测水平，满足汽车

制造商更严格的要求。全球每年由于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达到 125 万人。为

此，雷达解决方案正在转向毫米波频段，以达到更高的数据速率、更快的速度

并减少受到的干扰。该行业还在努力提高辅助驾驶的雷达分辨能力。然而，雷

达也带来宽带宽和毫米波的复杂挑战。

 是德科技提供的教育服务（如电子学习）可以提高您的团队的测量技能，也提

供入门帮助以加快执行首次测量。我们的教育服务可以培训您的团队根据您的

一致性规范执行精确信号表征和控制。此外，我们的咨询服务可根据您的需求

进行定制，分享我们关于产品、行业和测试应用的知识。我们还可以帮助优化

毫米波 OTA 测试和校准方法。

信息娱乐

信息娱乐的范围如今已经极大扩展，汽车更像是汇集众多共存技术（GPS、 

TPMS 和蓝牙）的移动设备。因此，需要对使用数字、光学和毫米波信号的电

子设备执行耗时的强制性共存测试。是德科技提供咨询和教育服务，帮助您加

快学习进程。此外，通过我们的技术更新服务，您可以无缝迁移到新的测试技

术。您可以用闲置的资产置换新仪器，也可以升级到更宽的带宽。您可以用闲

置的资产置换新仪器，也可以升级到更宽的带宽。

清洁能源汽车

清洁能源汽车的流行趋势对动力总成和电池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自动驾

驶和混动/电动汽车的出现，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一辆汽车需要使用超过  30,000 个元器件，这意味着生态系统非常复杂，

给测试带来很大的压力。是德科技的咨询服务可以帮助您优化电子控制单元

（ECU）测试，缩短电池效率和故障检测的时间。对于无法移动的大型复杂测

试系统，我们提供现场系统正常运行时间服务，以尽量延长您的测试系统的正

常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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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支持

是德科技服务

EMC 测试

您是否缺乏测试汽车 EMC 的能力/设施，或需要使用最新的测试设备，以便最

大限度地降低重新设计或产品召回的风险？是德科技的测试即服务部门刚刚在

德国伯布林根（Boeblingen）设立了一个新的认证 EMC 测试实验室，它将负

责根据 50 多种全球标准和法规实施仿真、调试和认证。该中心包括辐射发射

室、传导发射测试实验室、辐射抗扰室、无线测试实验室、环境测试室和安全

测试实验室。您现在无需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即可执行所有 EMC 测试的预兼

容性测试或一致性测试/认证 。 

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并降低生产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帮助降低成本，无论您使用

哪种品牌的设备，是德科技都能为您的大多数测量设备提供一站式校准。这可

以极大减少复杂的物流运输，实现规模经济，并确保测试设备的持续准确性。

此外，是德科技金融服务提供灵活的选择，您无需投入大量资本或运营支出便

可获得新技术。Keysight Instant Buy 让您可以使用 12 或 18 个月免息贷款

购买产品。如果您还没准备好购买产品，Keysight Rent to Own 和 Keysight 

Lease 可以帮助您充分利用资本支出和运营支出预算获得新产品。

了解详情：关于这些服务产品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html


现在创造未来的汽车

汽车行业的创新速度令人惊叹，并且前进脚步越来越快。

随着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和互联汽车的快速发展，我们今天叹为

观止的功能在几年后可能就会变得司空见惯。如果没有不惧艰

险、勇往直前的精神，是无法将这么多不同的创新技术成功结合

在一起的，但汽车行业勇于应对挑战，转型成极具魅力的高科技

集成中心。

是德科技为汽车行业的设计师和制造商带来了创新的设计和测试

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创造高质量和高性能的产品，同时降低整个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安全风险。  

了解详情：2020 汽车行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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