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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智慧型汽車和連網汽車不再是未來的概念。每一款新車型的發表，均引領著汽製造商推出更為精密的
導航、安全和車載信息娛樂功能。

無人駕駛的風潮帶動了汽車安全的發展，這類汽車需透過出色的感應系統來導正錯誤的駕駛決策或 
行動。而車用生物辨識系統和新的連網車載娛樂裝置等技術，正快速改變未來汽車的儀表板設計。

從更廣泛的層面來看，路線追踪和駕駛健康監測等創新裝置，預料將引發新一波的連網需求，以便 
支援政府機構設置的基礎設施。想像一下，可監測您有多常使用繁忙道路的道路監視系統，或是自動
回報碳排放量的系統，使得稅務機關能夠根據您汽車的環保程度和您的駕駛習慣來課稅。

這些都是車用電子製造商倍感興奮的時刻，我們看到摩爾定律開始在汽車產業實證 --  不過這一次除了
電晶體之外，我們還將討論 5G技術、802.11ac WiFi、BroadR-Reach、MOST150、CAN、LIN、FlexRay 等等。

這類先進汽車技術帶來了莫大的效益，但也同時為開發人員和製造商帶來新的設計與測試挑戰。 
是德科技擁有超過 75年的射頻、毫米波、無線以及高速數位設計與測試的經驗和專業技術，並有全球
專屬技術專家團隊的支援，可在從早期研發到製造階段，提供最齊備且最強大的汽車設計和測試解決
方案。和您一樣，我們相信在每一次的行車經驗中，都應確保每一位駕駛和乘客擁有最高的安全性並
且愉快舒適。

是德科技致力於在汽車電子測試領域提供創新技術， 
以協助客戶生產更出眾、更節能、更環保的汽車。



實體層測試
示波器是用於測試和評估這些匯流
排實體層的主要量測工具，例如
Keysight InfiniiVision X 系列和 Infiniium
系列示波器。

CAN-dbc符碼（Symbolic）觸發與解碼InfiniiVision 4000 X系列示波器

汽車電子串列匯流排的測試和特性分析 

串列協定觸發與解碼

使用具備串列匯流排協定觸發與解碼 
功能的示波器，可觸發分析資料中感興
趣的特定訊息，顯著地加快除錯流程。
Keysight InfiniiVision和 Infiniium系列示波
器提供多元的特定協定選項，包括可對
差動式 CAN匯流排進行符碼觸發和解碼 

的能力。過去 30年間，差動式 CAN匯流 
排是用於汽車動力傳動系統和車身控制
的主要串列匯流排。此外，這些示波器 
也支援汽車產業正進行深入研究的
CAN-FD、CXPI、LIN、FlexRay等其他協定。

隨著汽車的電子特性和功能大量增 
加，各式各樣的串列匯流排也相繼 
問世，例如 I2C、SPI、UART、CAN、 
CAN FD、CXPI、SENT、LIN、FlexRay、 
Broad-Reach和MOST。車用電子環境 
中經常出現隨機且偶發的暫態， 
汽車串列匯流排必須能在這樣嚴苛
的環境中可靠地運作。是德科技先
進且領先的解決方案可克服設計和
測試汽車串列匯流排的挑戰。

CAN 控制區域網路
GPS 全球定位系統
GSM 全球行動通訊系統
LIN 區域互連網路
MOST 媒體導向系統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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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相符性測試
您考慮使用 MOST150或 BroadRReach/
Ethernet等高速串列匯流排嗎？每個 
產業標準組織均針對實體層相符性
測試指定必要的測試項目。Keysight 
Infiniium示波器提供全自動應用軟體，
可依據每一種標準的要求，執行 100%
的實體層相符性測試。此應用軟體可
產生測試報告，其中詳述每個測試的
結果，並且彙整整體結果。

在不同溫度下進行除錯、特
性分析、驗證和可靠性測試
高溫和低溫都會影響電子元件、組件
和系統的效能與可靠性。車用電子 
可能遇到的極端溫度，是電子產業最
嚴苛的考驗。使用示波器在這些極溫
下量測電子元件、組件和系統的效能，
需搭配使用可因應這些特殊狀況專用
型示波器探棒。

是德科技提供一系列極溫探量解決 
方案，讓示波器得以在 -55 ˚C到 +150 ˚C 
的溫度範圍內量測電壓和電流。

汽車電子串列匯流排的測試和特性分析 

MOST150 SP2眼圖相符性測試

支援 BroadR-Reach和 MOST的 Infiniium示波器

極溫探量解決方案

N7007A 
單端被動式探棒

400 MHz
10 MΩ輸入電阻
2公尺長的纜線
-40 ˚C至 +85 ˚C

N2797A 
單端探棒

1.5 GHz
1 MΩ輸入電阻
-40 ˚C至 +85 ˚C

InfiniiMax + 
N5450B延長線 +

探棒頭

1.5 GHz - 16 GHz
50 kΩ輸入電阻
-55 ˚C至 +150 ˚C

N2820A/21A 
高靈敏性

電流探棒

1.5 GΩ 
輸入電阻

-55 ˚C至 +150 ˚C

N7013A 
極溫探量套件， 
適用於 
差動式探棒

頻率高達 70 MHz
相容於

N2818A/N2792A/
N2790A/N2791A
-40 ˚C至 +8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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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衝函數任意波形產生器
開發串列匯流排接收器有一個重大 
挑戰，就是如何在遭遇各種環境電子
干擾下，仍能維持穩定的運作。這些
環境壓力包括對通訊信號的電磁輻射
干擾、纜線的電容載入、連接器介面
的頻率響應。Keysight 81160A脈衝函數 
任意雜訊產生器可在您的實驗室中 
模擬潛在的失真和變形，以便快速又
有效地驗證您的串列匯流排。

Keysight 81160A是「四合一」儀器，
可產生脈衝、數位碼型、調變後的 
函數 /任意波形，以及真正的隨機雜訊 
信號。藉由整合內部通道，它甚至
不需要外部纜線也可結合信號。每
個通道均提供兩個事件介面（閃控
（Strobe）和觸發），使用者可靈活
地進行自動化測試。總之，81160A
可為汽車應用領域提供各式各樣的
可能測試情境。根據 MOST相符性 
要求 2V1，Keysight 81160A符合 MOST50
和 MOST150標準的要求。

汽車電子串列匯流排的測試和特性分析

81160A脈衝函數任意波形雜訊產生器

E5071C ENA選項 TDR

只用單一測試系統對各種高速互連裝
置進行完整的特性分析，測試人員將
毫不遲疑地選用此強大的工具。

Keysight E5071C ENA選項 TDR為纜線和
連接器測試，提供單機式解決方案， 

包括阻抗、S參數和眼圖。ENA選項
TDR為信號完整性設計和驗證提供以下
三大突破：簡易且直覺的操作、快速
和準確的量測，以及絕佳的 ESD保護。

纜線和連接器測試
隨著汽車系統的資料速率不斷提高，
互連的信號完整性對系統效能的影響
也日益擴大。因此，快速準確地同時
分析時域和頻域之互連效能，成了 
確保系統效能可靠性的關鍵。由於管
理多個測試系統並非易事，如果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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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雷達 

77/79 GHz汽車雷達信號分析參考解決方案
 – E頻段信號分析參考解決方案以

55-90 GHz的頻寬和高達 2.5 GHz的
瞬時頻寬，提供高效能信號分析。

 – 此參考解決方案利用標準桌上型儀
器建構高效能量測解決方案，讓您
能以經濟有效的方式執行毫米波量
測，非常適合用於汽車雷達應用。

 – Keysight N8838A外部混頻器輔助軟
體可控制 S系列示波器、MXG信號 
產生器及 M1971E智慧混頻器。 
如此一來，使用者可透過同一操作
介面來連接、控制並校驗系統，並
可利用89601B VSA軟體專注地執行 
FMCW和雷達量測。

將雷達技術用於先進的汽車，讓駕
駛人能夠避免與其他汽車、行人和
路邊物件碰撞的潛在風險，以實現
無人駕駛汽車的概念。汽車雷達的
主要應用是先進緊急剎車、盲點監
視、變換車道協助、主動車距控制
及巡航系統、停車輔助、前後橫越 
交通警示、停止和啟動等等。是德
科技提供各式各樣的汽車雷達解決
方案，從設計模擬到信號產生與 
分析工具。

寬頻信號分析解決方案
UXA信號分析儀被廣泛用於雷達測
試。它具備世界級高動態範圍，因此
可於大信號環境中量測到低位準的微
小信號。如結合使用智慧混頻器，
UXA可支援高達 110 GHz的量測；如
果使用其他混頻器，還可將頻率延伸
至高達 THz。UXA提供即時分析功能
和高達 510 MHz或 1 GHz的分析頻寬
（搭配示波器更可達 5 GHz），以因
應暫態事件量測需求。

Keysight M1971E 智 慧 混 頻 器 涵 蓋 
55 GHz至 90 GHz的頻率。它具有高
達 1.5 GHz雙轉換路徑、可對最寬廣
的動態範圍進行掃描量測，非常適合
用於汽車雷達分析。此外，它還提供
高達 2.5 GHz的 AUX IF路徑，可支援
寬頻 I/Q分析。

藉由使用 M1971E智慧混頻器來控制
UXA信號分析儀的外部混頻，並且將
AUX IF輸出埠連接到 Infiniium S系列 
示波器，89600 VSA 軟體可對頻寬 
高達 2.5 GHz的 E頻段汽車雷達信號，
輕易執行向量和 FMCW雷達分析。

77/79 GHz汽車雷達信號分析參考解決方案

盲點偵測

側面撞擊

碰撞防護
先進緊急
剎車系統

主動式 
巡航控制

閃避式防撞

停車或通行

前方人車
交通警示 

後方人車
交通警示 

停車輔助

行人警示

變換車道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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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雷達

可產生脈衝波的 Signal Studio軟體

N5183B MXG微波信號產生器

微波類比和向量信號產生器
PSG信號產生器和 X系列微波信號產生
器具備基本和先進功能，可協助汽車
雷達開發商產生微波頻率信號，每一
項功能均提供同級產品中最出色的性
能標竿。PSG另亦提供 67 GHz計量級
（metrology-grade）效能，透過升頻器
還可將頻率延伸到 1.1 THz。向量 PSG
內建有 80 MHz調變頻寬，亦可使用
外部調變信號源來使得調變頻寬能高
達 2 GHz，AM、FM、PM、脈衝、ASK、
FSK、MSK、PSK、QAM和客製 I/Q調變。
PSG配備兩個內部函數產生器，可產生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斜波和雜訊
波，並提供步進、條列、斜坡掃描頻
率及功率。如結合使用 M8190A寬頻任
意波形產生器，PSG可產生頻率高達
44 GHz的寬頻信號。其他的功能還包
括產生雷達、多頻、NPR、客製調變、
WLAN、GPS/GNSS、MATLAB等所需的參
考信號，並可使用 N5106A PXB基頻產
生器和通道模擬器執行多通道基頻產
生、數位 I/O、MIMO衰減，以及射頻對
射頻信號衰減。

純淨、精密的 MXG亦可為 PSG外的另
一選擇，而且在體積和速度方面更具
優勢。它可提供您需要的效能 ，包含
頻譜純度、輸出功率、切換速度等，
以便加速進行模組和系統層級測試。
MXG具有同級產品中最佳的相位雜訊
和雜散（Spurious）表現，可產生雷達 
接收器靈敏度測試所需的信號。此
外，它只有兩個機架高，可縮減測試
機台體積；快速的切換速度可大幅提
高量測速率；而且可透過整合式脈衝
序列產生器產生可變的雷達 PRI和脈衝
寬度。MXG的低擁有成本可將資源效
益最大化，它的自行維護策略和低成
本維修，可全面減少停機時間並降低 
支出。

Keysight Signal Studio和嵌入式軟體是一 
套靈活、易用的信號產生軟體，可減少 
在信號模擬上所花的時間。在 Keysight 
Signal Studio軟體的協助下，不論無線 
系統如何演進，工程師都能掌握最尖端
產品開發趨勢，進而快速將產品推出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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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元件特性分析和相位
雜訊測試
N5251A毫米波網路分析儀讓汽車雷
達元件設計工程師能在單次量測中
全面評估 10 MHz到 110 GHz的裝置。
其 4埠配置，加上真實模式差動應用
軟體，讓工程師能對用於雷達系統的
元件進行量測。此外，N5251A提供
完整的整合式脈衝功能方便使用者
輕易地激發並量測他們的裝置響應。

E5052B信號源分析儀結合 E5053A降
頻器和 11970系列諧波混頻器，是
準確測試在微波和毫米波頻率上運
作之自發壓控振盪器（VCO）的相位
雜訊的理想解決方案。可獲致高達 
110 GHz的超低相位雜訊靈敏性和漂
移信號追蹤。

M8190A寬頻高效能 AWG
適用於靈活的汽車雷達測試
和研究應用
考量大氣衰減，79 GHz附近的頻段
是個熱區（Sweet Spots）。因為它位
於兩個氧吸收峰（oxygen absorption 
peak）的中間。利用高達 4 GHz的調
變頻寬，此頻段適用於形形色色的應
用。當今的行車輔助系統使用各種長
距和短距汽車雷達。

Keysight M8190A寬頻任意波形產生器可
用於信號產生和信號通道模擬，而高
效能 Infiniium系列示波器和向量信號分
析軟體則可用來評估所擷取的信號。
透過 Keysight M8190A高效能 AWG，使
用者可自由地產生所需的波形。這是
測試預想應用之信號源的最佳選擇。

M8190A任意波形產生器的主要特點
是支援 14位元解析度和高達 8 GSa/s 
速率，以及 12 位元解析度及高達 
12 GSa/s速率這兩種 DAC設定，可產生
準確的信號；提供 125 MSa/s到 12 GSa/s 
的可變取樣率，可快速產生任意波形；
高達 90 dBc的無雜散動態範圍；每通道
配備 2 GSa波形記憶體；先進排序功能； 
以及 5 GHz類比頻寬。

E5052B信號源分析儀，結合 E5053A降頻器
和 11970系列諧波混頻器 

M8190A任意波形產生器

N5251A毫米波網路分析儀

汽車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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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905 SystemVue（SV） 
雷達模型庫

適用於 FMCW系統建模與 
模擬的 SV之主要特點

 – 不同的 FMCW信號
 – 天線和陣列天線模型，具波束成型
功能

 – RF-DSP多域
 – 客製 DSP演算法
 – 環境情境：移動平台、叢集、目標 、
雜波、干擾

 – 進階量測
 – 估算距離和速度
 – 支援

 – 防撞（AC）-量測速度以避免發
生交通事故

 – Stop-and-Go - 量測距離以避免碰撞
 – 盲點偵測（BSD）-偵測交通流量 
或速度

 – 車道改變輔助（LCA）
 – 防撞安全保護（PCS）

驗證、測試和部署
 – SV可連到 AWG/ARB，以便模擬不同
環境中的 FMCW信號

 – 量測到的原始波形可擷取回SystemVue，
以便因應先進量測進行進一步的處理

 – SV與儀器的整合可建構自動化測試
系統

 – 透過 SV整合式解決方案，使用者可
快速建構自己的 FMCW系統，以便
用於研發用途

 – 雷達平台中可插入客製的汽車雷達
硬體架構，包括 FM信號源、目標、
接收器、信號處理和量測。

 – 客製的演算法也可插入該平台， 
以便進行驗證、測試和部署。

 – SV亦有助於 FPGA部署

汽車雷達

圖 1：典型的 PCS系統建模和模擬範例 

SystemVue可整合天線和儀器

圖 2：使用 SV整合天線和是德科技儀器，以便建構客製化 FMCW雷達的典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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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486A E頻段波導功率感測器和雷達收發器模組測試案例

76到 81 GHz 
汽車雷達收發器之功率測試
在過去幾年間，76到 81 GHz範圍內的
汽車雷達應用越來越普及。在 E頻段
頻譜中運作的雷達已經問市，可支援
各種不同的目標，包括主動車距巡航 
控制、盲點偵測、車道偏離警告、防撞 
保護，以及其他道路安全功能。這些
汽車雷達應用可分為三種類型：短距
雷達（SRR）、中距雷達（MRR）和遠
距雷達（LRR）。這些雷達收發器模組
安裝於汽車內的各個位置。有些收發
器是單通道或單埠收發器，而其他收
發器則具有使用 MIMO傳輸演算法必要
的多通道設計。如在傳輸模式下運作，
製造商需要使用這些收發器 IC或子系
統來量測和驗證最大輻射功率。

E8486A在設計時採用 WR-12凸緣連接
器，可在 E頻段範圍內執行精密、直接 
的波導量測，而且與大部分的是德科技
功率錶相容。它提供 -60到 +20 dBm的
寬廣動態範圍和 1.06的 SWR效能，可
有效降低因為錯誤匹配所導致的量測
不確定性，即便在低功率信號下也可
提供高準確度。有了 E8486A，您只需 
使用單一功率感測器便可獲得 E頻段
應用所需的精密度和準確性。

汽車雷達

雙埠收發器模組

E8486A 
功率感測器

Keysight RF 
功率錶

E8486A 
功率感測器

收發器 1

收發器 2

PA 1

PA 2

LNA 1

LNA 2

基頻

控制電路

WR -12 
凸緣 
連接器

TX 1

TX 2

WR -12 
凸緣 
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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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038A MXE EMI接收器

使用是德科技相符性接收器和先期 
認證頻譜分析儀順暢執行您的 EMI 
測試序列！藉由與我們的解決方案 
合作夥伴合作，是德科技可提供完整
的汽車輻射和抗干擾測試解決方案。

Keysight N9038A MXE EMI
接收器的主要特性

 – 符合 CISPR16和 MIL STD標準
 – 快速時域掃描
 – 增進後的內建 EMC量測
 – 先進的診斷能力
 – 診斷高速暫態信號所需的即時頻譜 
分析（RTSA）

EMPro (Electro-Magnetic 
Professional)
EMPro基於 FEM（有限元素法）頻域
技術和 FDTD（時域有限差分法）時
域技術，提供 3D全波電磁模擬器。
利用這些模擬技術，您可模擬任何的
3D結構，並可計算任何距離（例如 
3和 10公尺）外的輻射位準，並將其
與 FCC或 CISPR等 EMI限制進行比較。

N9038A MXE EMI接收器

EMI/EMC

EMPro提供電磁模擬器，可預測電子元件和纜線的輻射發射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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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X系列信號分析儀來設計、 
測試並實現下一個汽車突破

現代工程的宗旨是串連想法並解決 
問題。這種經驗推動了 X系列信號 
分析儀持續進化：它們樹立了全新的
效能標竿，讓您能輕鬆關聯因果關係，
進而快速找到答案。

X系列信號分析儀提供高達 1 GHz的
分析頻寬（UXA機型）、高達 510 MHz
頻寬（UXA和 PXA）的即時頻譜分析
（RTSA），以及精簡的多點觸控操作 
介面。X系列應用軟體讓汽車無線裝置
開發人員能輕鬆因應特定的汽車無線

測試需求，包括 IEEE 802.11p、蜂巢式行
動通訊技術、Bluetooth 等。領先業界的
Keysight 89600 VSA軟體支援超過 75種 
信號標準和調變類型，讓您能加速完
成設計。

為了確保量測完整性和可重複的結果，
我們在每個 X系列信號分析儀中使用
相同的演算法。這些演算法全都經過
驗證。從 CXA到 UXA的全系列產品 -  
您將找到您需要的工具，以便設計、
測試和實現您的下一個突破。

PXA/MXA的 RTSA顯示功能方便您查看 WLAN和 Bluetooth
的多叢發信號

透過無線技術實現汽車連接

今天，有愈來愈多的先進汽車均配
備無線連接裝置，而這些連網汽車
（Car-to-X）可改善汽車的安全性、
保安性、效能、可靠性，並提供更
多的信息及娛樂功能。是德科技提
供完整的汽車解決方案，可協助您
驗證各種不同類型的無線技術，包
括 2G、3G、4G LTE和 LTE-Advanced，
以及未來的 5G、WLAN、Bluetooth、
近場通訊（NFC）等，以保證連網汽
車的安全性和效能。

N9030B PXA高效能型信號分析儀，適用於您的研發環境

N9020B MXA中階信號分析儀，為您的設計驗證提供最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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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N 802.11p 
信號產生與分析
是德科技為 802.11p設計與測試程序，
提供準確且靈活的信號產生與信號 
分析解決方案。

此信號產生解決方案包括支援 WLAN 
802.11a/b/g/j/p/n/ac/ah 標準的 N7617B 
Signal Studio軟體，可產生符合 802.11p
標準的波形，以便準確地測試接收器
並評估接收器效能，包括在衰減條件
下使用向量信號產生器（N5182B MXG
或 N5172B EXG X 系列信號產生器、
E8267D PSG或 M9381A PXIe VSG）。

信號分析解決方案的組成元件包括 
具 備 802.11a/b/g/p/j WLAN 調 變 分 析 
功能（89601B VSA選項 B7R）的 89601B 
向量信號分析（VSA）軟體，以及配
備 N9077 WLAN 802.11a/b/g/j/p/n/ac/ah
量測應用軟體的 X系列信號分析儀。 
這些信號產生與分析解決方案可在從
研究、開發、驗證到製造的整個過程
中，全面滿足甚至超過 802.11p元件 
實體層測試的嚴格要求。

使用 Keysight N9077 WLAN量測應用軟體進行 EVM量測

透過無線技術實現汽車連接

透過Keysight N9077 WLAN量測應用軟體對10-MHz FCC Class A, 802.11p發射器（0 dBm最
大輸出功率）進行SEM量測

利用 N7605B Signal Studio進行 802.11p衰減模擬的螢幕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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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式和無線連接性綜測儀
從開發到量產先進車輛配備的無線 
模組和裝置，是德科技單機式測試
解決方案提供快速的量測速度、可
重複的準確度和卓越的靈活性，可
用來測試當今和未來汽車產業的無線
技術。如此可協助貴公司降低成本、
提高利潤。是德科技測試解決方案
可測試所有主要的無線技術和無線
連接格式，包括：LTE-Advanced、LTE 
FDD/TDD、GSM/GPRS/EGPRS/E-EDGE、
W-CDMA/HSPA/HSPA+/DC-HSDPA、
cdma2000/1xEV-DO/eHRPD、TD-SCDMA/
TD-HSDPA/TD-HSUPA、Bluetooth 包 括
EDR和低功耗（Low Energy）、ZigBee、
WLAN，以及 WiMAX。

E6640A EXM無線綜測儀 ...
藉由最佳化多裝置和多格式測試， 
來降低資本設備的成本，每個主機 
最多可容納 4個 TRX模組，每個可覆蓋 
高達 6 GHz的頻率，並具有 160 MHz的 
頻寬。每個 TRX 模組可配置兩個 
全雙工和兩個半雙工埠或四個全雙工
埠，取決於您的應用需求。該綜測
儀可加以客製，以便透過多埠轉接器
（MPA）技術連接多達 32個 DUT。它
的擴充性可滿足當今和未來無線技術 
的要求，包括 LTE-Advanced、LTE FDD、
LTE TDD、HSPA +、W-CDMA、1xEV-DO、
cdma2000、GSM/EDGE-Evo、TDSCDMA、 
802.11ac、802.11a/b/g/n/p、WLAN 
MIMO、Bluetooth、多衛星 GNSS和數位
視訊，讓您只需單一儀器便能生產符
合這些標準的裝置。

E5515 E 8960系列 10 
無線通訊綜測儀 ...
透過產業標準的高速、準確和可靠的
射頻量測，以及靈活的網路模擬，支援 
汽車使用的各種 2G、3G和 3.5G技術，
以便滿足製造和射頻設計、驗證和 
整合需求。Keysight E5515 8960系列 10
無線通訊測試儀的最新韌體版本，現
在包括 eCall Flag（手動或自動）的檢測 
和狀態。這是一項重要的測試，可確
保您的 eCall車載系統模組能夠設定並
傳送正確的 eCall Flag設定。

E5515 8960系列 10無線通訊綜測儀

適用於無線裝置製造應用的 E6640A 
EXM無線綜測儀

透過無線技術實現汽車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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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 E7515A UXM 
無線綜測儀⋯
是一款高度整合的信號綜測儀，可用
來對下一代車載無線通訊系統進行 
功能和射頻設計驗證。它提供測試 
最新設計所需的整合式功能、目前
支 援 LTE-Advanced 第 6 類 標 準， 並
可處理未來日益複雜的測試案例。 
利用 UXM的多格式平台，您可因應 
天線技術、元件載波和資料速率未來
的最新進展，為 4G和更新的技術做
好準備。UXM的可擴充架構包括高速 
互連介面、可升級的處理器、擴充 
插槽，以及多元顯示功能和 15吋觸控
螢幕介面。

近場通訊（NFC）⋯
是一項融合技術，它藉由將 RFID技術
與行動通訊裝置和無線 Internet基礎 
設施整合在一起，為使用者提供新的
加值服務，並為汽車產業的各種無線
連結提供更多好處。

E7515A UXM 無線綜測儀

T3111SNFC
相符性
測試系統

T3121SNFC
研發測試系
統

 – NFC Forum認證計畫
認可之驗證方案

 – 利用單一儀器進行射
頻和協定測試

 – 單機測試解決方案；
無需使用外部儀器 

 – 支援機器手臂

 – NFC和 RFID裝置模擬器
 – 使用者可建立自己的測試案例
 – 自動化測試案例執行

透過無線技術實現汽車連接

16 | Keysight | 先進車用電子設計與測試解決方案 - 產品型錄



高效率、低成本的射頻測試
解決方案，適合用於汽車
TPMS、RKE/PKE應用
使用低成本射頻測試解決方案來測試
用於輪胎壓力監測系統（TPMS）中的
RF收發器，或是測試遠端無鑰匙進入
（RKE）和被動無鑰匙進入（PKE）系
統，是個重大的挑戰。測試項目包括：
發射器的中心頻率、功率和 FSK偏差，
以及接收器靈敏度測試。

這些射頻裝置採用 ASK/ FSK調變，在
ISM 頻 段（ 例 如 315 MHz，433 MHz） 
運作，並可與車輛 ECU進行低功率、 
高效能射頻通訊，同時保持更長的 
電池壽命。

藉由使用高效率且可靠的測試解決 
方案，您可提高整體產能並交付品質
可靠的產品，進而節省可觀的時間和
金錢。加速射頻分析，全面掌控預算！

Keysight N9320B/N9322C頻譜分析儀提供單鍵式 FSK信號分析，含符碼與波形檢視圖

依符碼查看 依波形查看

透過無線技術實現汽車連接

接
收
器
測
試

發
射
器
測
試

DUT

DUT

33503A  
BenchLink軟體

N9310A 
射頻信號產生器

N9320B/N9322C  
BSA頻譜分析儀

33500系列 
波形產生器

U2531A 
資料擷取器

針對接收器和發射器測試進行設備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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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無線技術實現汽車連接

導航系統
許多汽車均配備導航系統，以便引導
駕駛順利到達目的地，而 eCall等系統
亦利用定位資訊，向緊急支援中心告
知車輛的目前位置。導航接收器是這
些系統的核心，它使用 GPS、GLONASS
和北斗（Beidou）等一個或多個全球導
航衛星系統所送出的信號。您可使用
模擬衛星信號來測試首次定位時間、
接收器靈敏度和位置準確度，以便對
這些接收器進行驗證。

針對研發和設計驗證應用，Keysight 
的 GNSS軟體 N7609B Signal Studio可與
N5172B EXG或 N5182B MXG信號產生器
搭配使用，以便即時模擬來自 GPS、
SBAS/QZSS、GLONASS、Galileo和 Beidou
等系統的多衛星信號。此解決方案提供 
多達 40個通道，以便模擬任意組合的
GPS、SBAS/QZSS或 GLONASS直視（line- 
of-sight）和多路徑信號，並提供 16個
額外的通道，以便支援 Galileo。它還可
添加即時缺損（Real-time impairments），
例如多路徑和虛擬距離誤差。

進行製造測試時，Keysight N7609B提供 
一個基本模式選項，可產生任意波形 
檔，以便模擬短時間的單一或多衛星 
信號。這些波形檔可普遍相容於許多
是德科技射頻向量信號產生器，包括
PXI模組和無線綜測儀。

使用 N7609B和 MXG信號產生器模擬即時 GNSS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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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便攜式測試儀器

N934x HSA分析儀提供卓越價值和 ASK/FSK解調變

FieldFox和 HSA手持式射頻和
微波分析儀
您知道是德科技不僅提供桌上型解決 
方案嗎？ 是德科技手持式解決方案提供 
桌上型儀器以外的選擇，可取代多個桌
上型儀器來進行簡單、準確的量測和 
驗證。Keysight FieldFox和 HSA手持式射頻
和微波分析儀的重量為 7磅（3.2公斤）， 
讓您能更輕鬆、更快速地對裝配好的 
車輛進行量測。

無線連接和車載網路
無論是車載信息娛樂系統、導航系統 
還是駕駛輔助系統，亦或是無人駕駛 
系統，無線連接和車載網路都需具備 
最佳效能。生鏽的元件和損壞或過度彎
折的纜線，可能導致汽車連接性下降。
Keysight FieldFox天饋線測試儀具有回波 
損耗 /VSWR、斷點距離（DTF）和時域 
反射計（TDR）等功能，方便您量測和 
維持汽車內建的射頻纜線、連接器和 
天線的效能。

隨著連網汽車使用越來越多的無線技術，
例如3G、LTE、Bluetooth、WiFi和近場通訊， 
干擾問題已經成為汽車製造商的主要 
挑戰。FieldFox和 HSA分析儀提供可攜式
頻譜分析、干擾分析和通道掃描等功能， 
可檢測眾多電子系統中的干擾信號， 
同時還可辨識干擾信號來源，進而消除
干擾。

汽車效能最佳化 
Keysight N934xC HSA具有 ASK/ FSK調變功 
能，可協助汽車製造商驗證常見的車輛
最佳化系統並進行除錯，例如輪胎壓力
監測系統（TPMS），以及運作在 ISM頻
段透過 FSK調變來發送信號的遙控無
鑰匙和被動無鑰匙進入（RKE和 PKE）
系統。ASK/FSK 調變分析功能可顯示
調變參數組合，包含載波功率、載波 
頻率偏移、ASK調變深度 /索引，以及
FSK偏差。您可用不同的格式設定查看解
調變信號。您可儲存調變參數以便用於
報告中，並可儲存設置參數以供將來分
析之用。

電磁干擾
Keysight N934xC HSA提供EMI先期認證測試 
所需的 EMI濾波器和準峰值（quasi-peak）
檢測器，並可找出設計中任何潛在的
EMI風險。HSA符合 CISPR Class A要求，
FieldFox則符合 CISPR Class B，使其成為診
斷任何 EMI相關問題的理想選擇。

不僅如此⋯
Keysight FieldFox提供高達 50 GHz的精密 
量測，可配置為天饋線測試儀、向量 
網路分析儀、頻譜分析儀、功率錶、 
獨立信號產生器、向量電壓錶和可變 
直流電源。利用網路分析儀功能，您可
量測汽車內外的隔離信號，並評估天線
的回波損耗，例如無線電、基地台頻段、
GPS 和輪胎壓力傳感天線。FieldFox 和
HSA堅固耐用、方便攜帶，並且提供靈活 
的升級方式，您可依預算狀況先購買目前 
需要的功能，將來再輕鬆進行升級。

FieldFox分析儀將 10種儀器的射頻和 
微波測試功能，整合入一部小型、 
輕盈的儀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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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力傳送

待測裝置

Port 1 Port 2

使用 ENA系列網路分析儀進行無線電力傳送分析的量測配置

無線電力傳送效率量測
無線充電效能主要取決於發射器和 
接收器線圈或諧振器之間的電力傳送
效率。如果能夠提昇它們之間的電力
傳送效率，便可確保無線充電系統的
可靠度。

Keysight E5072A、E5061B 和 E5063A ENA
系列網路分析儀均提供選項 006無線電
力傳送分析軟體。此選項提供兩種操
作模式，具有以下優點：

 – 發射器和接收器線圈 /諧振器之間 
的即時電力傳送效率量測

 – 任意電源電壓和負載阻抗設定
 – 先進的 2D/3D模擬功能可顯示負載 
阻抗的關係 

 – 可輸出網路分析資料，以便在是德 
科技 ADS模擬器中進行進一步的
電路建模和模擬

選項 006無線電力傳送分析軟體可用於 E5072A/E5061B/E5063A ENA系列網路分析儀 

模式 1：即時無線電力傳送分析 模式 2：先進的 2D/3D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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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力傳送

量測用於無線電力傳送的元件
您須量測用於無線電力傳送的元件，
以獲致可靠的效能。Keysight E5072A、
E5061B、E5063A ENA系列網路分析儀可
因應無線電力傳送系統元件之各種量測
要求。

1.用於高功率量測的可配置測試儀  
在實際操作條件下測試無線電力傳送系
統使用的元件，通常需要超出標準網路
分析儀所能提供的功率輸出。Keysight 
E5072A提供可配置的測試儀，以便透過
外部功率放大器來提高輸出功率。

2.用於元件特性分析的綜合分析儀  
Keysight E5061B選項 3L5 LF-RF網路分析
提供低至 5 Hz起的網路分析能力，而選
項 005則增加了阻抗分析功能。這套多功
能解決方案可對無線電力傳送系統使用
的元件進行全面特性分析。

3.適合量產測試的經濟型解決方案  
經濟實惠的 Keysight E5063A是在製造階
段進行合格 /不合格測試的理想選擇。
E5063A提供 100 kHz（可設定從 50 kHz起）
到 18 GHz的頻率和簡易頻率升級方案，
是性價比最佳的無線電力傳送系統元件
量測工具。

使用 E5072A ENA系列網路分析儀建立高功率量測配置 使用 E5061B ENA系列網路分析儀對網路和阻抗進行
綜合分析

E5063A ENA系列網路分析儀提供最佳性價比

21 | Keysight | 先進車用電子設計與測試解決方案 - 產品型錄



汽車電源裝置測試 

油電混合車（HEV）和純電動汽車（EV）
技術可顯著提高汽車的燃料效率。這些
技術的核心是電子傳動系統，汽車產業的
電氣工程師正致力於開發高效率且安全 
可靠的電子電路時，需全面評估最終電
路的特性。因此評估整體電路效率是必
要的過程。

為了達成目標，工程師需更深入洞悉
電路中使用的功率裝置和元件。對於
IGBT、GaN、SiC、MOSFET等功率元件，
這點尤為重要，因為它們的效能，決定
著整個電路的效率、安全性和可靠性。
不過，元件製造商提供的產品規格書，
極少提供充足的資訊。產品規格書所列
的狀況往往與實際使用狀況不同，而且
所提供的資訊都較含糊，針對元件變化
則幾乎隻字未提。因此想要靠裝置和元
件製造商提供的資訊來設計可靠、高效
率的電路，困難度相當高。

Keysight B1505A和B1506A功率元件分析儀 
系列提供前所未有的功率元件測試解決
方案。

是德科技功率元件分析儀系列可因應功率元件特性分析嚴苛的要求，包含高達 10 kV、1500 A的寬廣電壓和 
電流範圍，高達 3 kV的電容量測、閘極電荷量測，以及溫度相依性量測，以獲得 -50 ˚C至 +250 ˚C的關鍵參數

汽車內無所不在的電力裝置

動力傳動系統
 – EV/HEV馬達，逆變器
 – 充電器，發電器
 – 傳輸
 – 燃料噴射

汽車控制
 – ABS
 – EPS
 – 懸吊 
 – 加速 

車身控制
 – 空調
 – 電動門 /電動窗
 – 照明系統

安全控制
 – 自動巡航控制
 – 雷達

車載資通訊
 – 音效、導航
 – 顯示器
 –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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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電源裝置測試 

B1506A功率元件分析儀， 
電路設計理想工具
Keysight B1506A功率元件分析儀是完整
的電路設計解決方案，可協助汽車電子 
電路設計工程師全面增進車用電子系統
的效率、安全性和可靠性。它可在各種
不同的操作條件下評估所有相關裝置和
元件的參數，包括 IV參數，例如崩潰 
電壓和導通電阻，以及三端 FET電容、
閘極電阻、閘極電荷和功率損耗。

B1505A功率元件分析儀 / 
曲線追蹤儀
Keysight B1505A是除了B1506A外，提供更 
靈活的配置、更寬的電流與電壓範圍、
更出色的低電流量測準確度、高電壓與
中電流（如 500 mA at 1.2 kV）量測功能、
GaN電流崩潰測試選項，並且可以同時
對 3個以上的針腳進行量測。此外，
B1505A可量測晶圓上和封裝元件。除了
廣為功率元件製造商所採用外，B1505A
是使用 GaN功率元件的車用電子工程師
之得力助手，可協助他們量測 4端 IGBT
的感應發射極電流，並評估 HVIC閘極 
驅動電路。

Keysight B1506A功率元件分析儀涵蓋曲線軌跡的 IV測試、高電壓偏壓電容量測，以及通常使用
動態測試儀進行特性分析的閘極電荷（Qg）量測

B1506A功率元件分析儀，電路設計之理想工具

B1506A
 – 適用於功率半導體和元件測試的
整合式解決方案

 – 汽車 IV/CV測試
 – 汽車溫度測試
 – CV（Ciss、Crss、Coss、Cgs、Cds、

Cgd），高達 3 kV 
 – 功率損耗計算

動態測試儀示波器 /PG

 – 切換參數、功率損耗（T, r, Tf, E, P）
 – 閘極電荷（Qg）  

LCR錶
 – 電容量測（低電壓） 

曲線追蹤儀
 – IV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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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功率分析和測試 

透過功率分析將效率最佳化
IntegraVision AC/DC功率分析儀

 – PA2201A 2通道，單相
 – PA2203A 4通道，3相

Keysight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專為 EV/ 
HEV/PHEV動力系統測試而設計。Integra 
Vision具備觸摸式示波器的視覺化特性，
可提供準確（0.05％基本準確度）且高
效率的量測，並支援動態功率波形的擷
取和量測。它可用於：

 – 電池和電池管理
 – 傳動馬達控制系統
 – 電動馬達
 – 直流：直流轉換器

產生汽車電子抗擾度測試所需
的功率暫態信號
使用 N6705B直流電源分析儀
對功率為 50 - 500 W的直流
電源設計進行測試
馬達和電磁線圈會導致汽車電源系統 
出現電壓暫態和壓差。車用電子裝置需
要足夠的功率暫態抗擾度，因此工程師
需對 ECU、機電元件、車載娛樂系統和
車載資訊與通訊系統等，進行全面的測
試，以確保這些關鍵裝置的正常運作。

Keysight N6705B直流電源分析儀可在您
的工作台上執行各種直流暫態測試。透
過直覺的前面板顯示，您可利用內建的
任意波形產生器，輕鬆產生 50 - 500 W
直流電源輸出的暫態波形。

Keysight 14585A控制和分析軟體可快速
產生和修改暫態波形。此軟體提供內建
的序列和客製的波形段，您可依需要 
重複波形段，並且在進行循環設計運算
時快速修改波形。

IntegraVision AC/DC功率分析儀

PA2201A可對包含交流電和直流電的信號進行效率
量測

PA2203A量測三相信號

使用N6705B產生電源供應器重置測試波形設定檔，
使用數位示波器擷取汽車直流電源系統的引擎曲軸
特性，並輕鬆載入 N6705B直流電源分析儀，以便
定義直流電源供應器的暫態輸出

ISO 16750-2: 4.6.3使用 N6705B和 14585A產生 
初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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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電源系統， 
用於 500 - 2000 W 
直流電源和暫態測試
Advanced Power System系列高效能直流
電源供應器可提供高達 2000 W或高達
200 A的激發，以因應最嚴苛的高功率
測試應用要求。它提供極快的上調和
下調程控速度，可大幅增進測試效率。

利用 APS，您可產生暫態、模擬各
種引擎曲軸，以及 ISO 16750-2、ISO 
7637-2、LV-124和 LV-148標準所要求
的其他暫態。您可使用 Keysight 14585A
控制和分析軟體定義並輕鬆修改任意
波形。APS和 14585A的組合讓您能以
經濟有效的方式，輕易地可產生上升
和下降時間低至 1 ms的暫態。

汽車功率分析和測試

N6900/N7900先進電源系統

使用 APS和 14585A產生 ISO 7637-2: 5.6.2測試脈衝
2b馬達暫態

使用 APS提供 LV 124/VW 80000 2013-06：E-05交流
發電機負載突降

參數 數值

DUT操作方式 ll.c

Vmin 13.5V

Vmax 27V (+4%, 0%)

tr <2 ms

t1 300 ms

tf <3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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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具有再生能源或反電動
勢（EMF）的機電系統
動力方向盤和離合器馬達這類的機電
系統使用的伺服馬達可在正常運作期
間產生能源或反電動勢。對這些系統
和馬達進行功能測試時，您將遭遇 
無法安全吸收能源的挑戰。伺服馬達
可在動力計機架上進行測試，其中 
第二個馬達可當作伺服馬達的負載或
制動器。

在測試系統中，結合功率耗散器的 APS
直流電源供應器可當作汽車電池使
用，具有提供電源並吸收再生能源的 
能力。第二個 APS可為負載馬達供電。

APS電源供應器與功率耗散器的組合
提供更有效的電源供應與輸出控制， 
以及立即吸收再生能源的能力，可有
效地分離具電子負載的電源供應器。

直流電源 EV牽引馬達測試
 – 電動汽車（EV）使用電池作為主要 
能源

 – 有些大型電動車在其傳動系統中
使用交流牽引馬達

 – 高功率、高壓直流電源供應器可用 
來測試逆變器以及逆變器與交流
牽引馬達的組合

 – Keysight N8900系列 750V電源供應
器可在測試期間取代汽車電池

汽車功率分析和測試

伺服馬達測試：功率耗散器吸收再生能源，以避免出現過大的反電動勢（back EMF）

Keysight N8900系列 5 - 15 kW直流電源，可擴充至 90 kW

APS直流電源供應器 +功率耗散器可取代測試
環境中使用電池供電的伺服馬達

APS直流電源供應器可控制負載馬達對伺服馬達
的負載或電阻

待測的伺服馬達

負載馬達

N8900電源供應器
可取代汽車電池

交流牽引馬達逆變器

直流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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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ad #1

eLoad #2

eLoad #3

eLoad #22

eLoad #23

eLoad #24

模組化電子負載系統

DUT #1

DUT #2

DUT #3

DUT #22

DUT #23

DUT #24

環境試驗室

電源供應器
V+

V -

遠端感測 +
遠端感測 -

N3300系列電子負載可利用 150 - 600 W的負載模組進行配置

N8900系列自動調整範圍直流電源供應器能在高達 1500 V的電壓和高達 510 A的電流下，
提供 5 kW - 60 kW的功率

直流電源，用於壽命和 
耐久性測試
ELife和耐久性測試是提昇汽車系統
可靠性的關鍵。直流電源供應器和電
子負載是有效率且有意義的壽命測試
的基礎。進行壽命測試時，是德科技
的 50-60 kW直流電源供應器可為 DUT
提供可靠、穩定的電源。模組化電子 
負載允許您混搭不同負載以因應個
別 DUT的要求。是德科技電子負載可 
快速完成負載設定並量測負載電壓和
電流。

汽車功率分析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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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的多通道車載信息娛樂系統測試

U8903B高效能音頻分析儀

今天，多數汽車音響裝置都提供超過兩
個聲道，從 6聲道（5.1）環繞音響應
用到 16聲道或更多聲道。 傳統解決方
案使用 2通道音頻分析儀來測試多個聲
道，因此需要額外使用切換器，使得
測試變得既緩慢又不準確。由於每次
只能觀察一個或兩個通道，設計工程
師和製造商通常無法看到通道間的交
互作用，並且在進行全功率輸出測試
時忽略了通道中的輸出漣波以及相位
和串擾交互作用，特別是每個輸出通
道彼此間的交互作用都極其複雜。目
前和未來的車載無線信息及娛樂系統 
包括無線連結、GPS、顯示裝置等，
因此汽車製造商必須逐一測試這些技
術與裝置，同時還要想辦法控制製造 
成本。

您可使用新的 Keysight U8903B音頻分析 
儀執行多功能和高效能音頻量測。 
新的 U8903B是前一代 U8903A的進階
後繼機種，除了具有雙通道寬頻類比產
生器和分析儀功能外，還增加了 POLQA
功能。透過 U8903B的寬量測頻寬，您
可測試殘留失真低於 -110 dB的超低失
真裝置，並精確量測 1.5 MHz以上的諧
波和雜訊。有了 Keysight U8903B音頻分
析儀，您便擁有可配置的音頻測試解決
方案，以滿足您特定的音頻應用需求。
Keysight U8903B音頻分析儀的主要特性
包含：以高達 1.5 MHz的量測頻寬進行
類比音頻測試、提供 2到 8個可配置
的類比通道、低於 110 dB的殘留失真、
包含 POLQA（感知物件聆聽品質分析）
和 PESQ（語音品質感知評估）等的 
語音品質測試、自動測試序列、USB控
制介面和錄製 /播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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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PXI解決方案的 
汽車功能測試系統 
您需以足夠的量測準確度、高功率
輸入和高額定功率負載模擬，對車
輛中的電子控制模組進行測試。是德
科技針對汽車 ECU測試提供 Keysight  
TS-8989單機系統解決方案，其中包
括大電流切換器 /負載、PXI控制器
和量測模組、測試執行軟體及開發 
工具。

該系統可處理多達 104個測試點和
40 A電流，為中低數量測試點需求的
汽車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

TS-8989簡易車身 
控制模組（BCM）...
BCM負責監測並控制汽車中的各種 
電子配件，例如電動窗、燈光、空調、
中央鎖、清洗馬達，以及其他功能。
為了模擬特定的車身控制，測試工程
師可從 TS8989系列負載卡中，選擇
合適的內部 /外部被動式負載裝置。
例如，需要 10 A額定電阻負載來呈現 
電動車窗馬達的效果。在完成電壓 /
電流量測以進行功能檢查後，負載將
透過切換器矩陣連接到高速、高準確
度 PXI數位萬用電錶（DMM）。

典型的簡易 40針 BCM測試配置需要 
用於電源切換的大電流 30 A負載卡； 
用於負載切換、具有返馳式（fly 
back）保護的 7.5 A負載卡；用於 I/O
切換的 40x4矩陣；以及可快速切換
執行電阻、電壓和電流量測的高速
DMM 。Keysight TS-8989在單一平台中 
提供所有這些功能。

汽車功能測試

TS-8989 PXI功能測試系統

力感測器信號

CAN/LIN

反饋

反饋

觸發

觸發

觸發 套用

套用

套用

套用

套用

車身 /安全 

控制模組

Vcc

門鎖、電動窗等

雨刷 /清洗器馬達

致動器

行李箱車燈、 

汽車內部燈具等 

電動馬達

分離式切換器

碰撞感測器信號

位置感測器信號

輪速感測器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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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切換/量測設備

使用 34980A多功能切換器 /量測系統 
進行汽車資料擷取和電子功能測試
Keysight 34980A是一款可擴充和可重配
置的主機，內建 DMM，提供 21個切換、
量測和控制模組。在各種用途中，它可
於 ATE/功能測試系統中為汽車應用提供
必要的資料擷取和製造測試。

執行汽車引擎測試時，Keysight 34980A
和多工器切換器模組可準確、快速地量
測大量的實體參數，例如溫度、油壓、
燃料流量、RPM和廢氣成分。34980A還
提供引擎控制，包括在到達重要極限值
的情況下關閉引擎。34980A擷取的資料
可在標準電腦系統中分析。

每個電子製動控制單元（EBCU）模組
在製造過程中全都經過電子測試，以便 
任何可能的煞車故障問題。34980A提供 
測試系統的中央切換功能。矩陣切換 
模組用於將來自各種儀器和負載的激發
信號，連接到 EBCU模組測試點，並以
處理這些複雜測試所需的速度、靈活性
和效能來量測結果。

汽車功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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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ECU測試

汽車 ECU測試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測試的關鍵 
在於套用正確的激發信號，並量測 
精確的輸出。是德科技提供齊備的 PXI
模組，可支援高達 100 V輸入和高達
250 V量測，因此不需要使用外部放大
電路進行信號調節，以便同時對 ECU
提供類比輸入和數位輸入。

此外，測試引擎控制模組時，最具 
挑戰性的量測是量測使用反馳式電路
的噴射器輸出。如下圖所示，反馳式
電壓可高達約 200 V。在製造測試階
段，工程師必須擷取所有位準的電壓，
以及出現每個電壓所需的時間。

是德科技用於汽車電子測試的 PXI模組
是理想的解決方案，它無需藉助外部
放大電路即可提供正確的電壓位準。

M91xxx系列汽車 PXI測試儀器

Keysight M9217A數位轉換器和 M9216A高電
壓資料擷取模組，可擷取和這個突波一樣的
ECU輸出信號

DAC/VI電源模組 產品特色

M9216A PXI 
高電壓資料擷取模組

可同時量測 8到 32個通道的正電壓，範圍為 1 mV至 100 V。

M9217A PXI 
數位轉換器

單插槽、兩個隔離輸入通道，支援高達 ±256 V的電壓、20 MSa/s
取樣率和 16位元解析度。

M9188A PXI 
動態數位 /類比轉換器

單插槽、單極數位 /類比轉換器；16個通道，可在高電壓下提供
典型波形；四個隔離的排插（ isolated bank），每個排插有 4個 
通道。

M9185A PXI 
隔離式數位 /類比轉換器

完全獨立、隔離的數位 /類比轉換器；提供高達 8或 16個通道
的並聯高電壓位準；每通道輸出高達 ±16 V的電壓。

M9186A PXI 
隔離式單通道電壓 /電流源

量測產生的電流，或提供電流並量測產生的電壓。包含「低壓」
放大器，可提供16 V的電壓範圍及高達200 mA的電流；而「高壓」
放大器則提供 100 V的電壓範圍及最高 20 mA的電流。

類比輸出 
（DAC/VI電源） 

M9188A 
M9185A 
M9186A

外部電路

ECU

類比輸入接腳
 – 氧氣感應器
 – 溫度感應器
 – 壓力感應器
 – 汽油感應器
 – 位置感應器

數位輸入接腳
 – 速度感應器
 – 離合器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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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ECU測試

Keysight CX3300A可有效地測試當今的高功能 ECU

Keysight CX3300A可寬廣的動態量測範圍，顯示過去無法觀察到的真實
電流波形，有助於檢測功能性問題

CX3300A元件 
電流波形分析儀
汽車應用必須符合排放、燃料 /能源消
耗等法規要求，電子控制單元（ECU）
可協助汽車製造商全面遵循這些法規。

為了讓汽車應用滿足各種法規要求，
ECU的設計可在高電壓偏壓下進行低電
流操作。

Keysight CX3300系列元件電流波形分析
儀具有 200 MHz的最大頻寬，可顯示過
去無法量測或檢測不到，從 100 pA到
10 A的寬頻低位準電流波形。

CX3300A顯示從未觀察到的 
真實 ECU電流波形
ECU最初用於控制汽車功能，例如內燃
機、電動馬達、動力方向盤致動器等。
然而，現代汽車使用越來越多的高功能 
ECU，例如動力傳動系統、懸吊系統、
車身控制和安全控制等功能均使用
ECU。對於 EV/HEV 功率控制（DC-DC
轉換器），ECU也是極重要的元件。

為了開發 ECU並進行除錯，工程師不
僅需要檢查電壓波形，同時還需檢查
電流波形，因為電流波形可顯示更多
資訊，以便在更寬的動態範圍內檢測
隱而未現的信號，以發現過去未曾在
電壓波形中檢測到的問題。

許多汽車電子元件（包括 ECU）透過
電池供電以維持運作，因此必須保持
較低的功耗。精確的電流波形量測是
出色低功耗設計的關鍵因素。Keysight 
CX3300A可實現寬廣的動態量測範圍、
超低雜訊底線，和最大 1 GHz的取樣
率，可顯示過去無法觀察到的真實電
流波形。

「隨處」放大功能讓您能快速放大任
何波形段，並查看任何特定時間範圍
內詳細的電流資訊。

供應電流

電源供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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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鄰通道上無串擾

i1000D小型內電路（In-Circuit）
測試系統

汽車內電路（In-Circuit）測試

低信號損耗

汽車保險絲箱測試
Keysight i1000D內電路（In-Circuit）測試系 
統現在具有新的數位功能，可在簡單、
低成本的測試夾具上進行基於數位 PCF/
VCL程式庫的測試、邊界掃描，和 I2C / 
SPI串列編程。如此一來，客戶不用增加
成本便可獲得更好的測試覆蓋率。

Keysight i1000D的保險絲盒測試功能適用
於高電壓和高電流量測。它將測試方法
整合進基於標準視窗的編程序列中。它
對測試夾具繼電器有高達 1A的防護，並
可在測試時驅動高達 150 V的電壓。所
有保護功能全都內建在系統中，可由程
式人員進行自動控制。

針對測試更小 ECU機板的應用，是德 
科技最新的 Mini ICT現在提供一個靈活的
選擇，讓您無需使用全尺寸的 ICT系統。

它可整合到不同的應用中，提供功能測
試和內電路（In-Circuit）測試的組合，以
及裝置或接腳級缺陷資訊。

Keysight Mini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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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 i3070 E9988EL在線 ICT

汽車內電路（In-Circuit）測試

i3070系列5i內電路（In-Circuit）
測試系統的全自動化製造測試
是德科技為車用電子製造商提供最廣泛的
內電路（In-Circuit）測試（ICT）解決方案。
自動化 ICT有助於減少靜電放電（ESD）導
致靈敏汽車 PCBA損壞的風險，並提供出色
的成本和空間利用效率。

我們的全自動化 i3070系列 5i在線 ICT解決 
方案可確保 ECU電路板的電氣程序完整
性。這套屢獲殊榮的解決方案旨在確保 
所有測試的可轉移性、可靠性和穩定性，
並可在多個設施上進行可重複的製造 
測試。我們的創新系統設計確保簡易的 
維護和測試夾具更換。

最新的 i3070系列 5i提供一個精簡的選項，
具有前所未有的小巧體積，相較於傳統的
i3070獨立解決方案，可減少 56%的樓板 
面積需求。

島式部署範例

拒斥
（Reject） 卸載器 

（Magazine）

裝載器 
（Magazine） 滾輪

輸送機
i3070系列 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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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現在和未來的邊界掃描需求

Keysight x1149邊界掃描分析儀是符合
IEEE 1149.1標準測試存取埠（TAP）和
邊界掃描架構的印刷電路板測試儀。
Keysight x1149 為開發、除錯和製造 
測試，提供易於使用的軟體介面。

最新的 x1149軟體有助於減少測試次數
和測試探棒，在設計和原型階段可提供 
實用的測試功能。

在大規模生產階段，x1149的資料記
錄、基線（baseline）控制和其他功能，
可幫助您在整個過程中加快測試，並
縮短除錯時間。

Keysight x1149邊界掃描分析儀具有簡單 
易用和高效率的 GUI，可提供靈活和 
便利的螢幕訊息管理。它具有內建的
CAD翻譯工具，並使用 i3070板檔案產
生測試。除錯的測試和程式庫可在整
個產品生命週期中重複使用。其優點
包括可調整的 TCK轉換率（slew rate）
和電壓，可確保測試的可轉移性、
重複性和穩定性。專為製造測試最佳 
化的接腳級（pin-level）故障報告可顯
著節省問題診斷時間。使用 STAPL、
SVF、JAM和 JBC進行 CPLD/FPGA編程。

內系統編程（in-System programming）
使用 HEX、S-records和二進位檔案。

Kesight x1149掃描路徑鏈接器藉由增加 
互連網路覆蓋率來降低您的擁有成
本。它還具有是德科技覆蓋擴充技術。
這項技術基於無向量測試擴充效能
（VTEP）技術，結合了邊界掃描與電容 
耦合感測技術。

汽車內電路（In-Circuit）測試 

X1149邊界掃描分析儀和覆蓋擴充技術

轉接器

110 - 240V

USB 到 PC        
*USB 

*觸發輸出
LAN 到 PC

*RS-232
*保留供將來使用

CET

TAP#4

TAP#3

TAP#2

TAP#1

覆蓋擴充技術（CET）的 
無向量測試 （Vectorless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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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提供功能強大的原子力顯微
鏡（AFM）、奈米壓痕和場發射掃描
電子顯微鏡（FE-SEM），可協助工程
師認識並理解在奈米級製程所產生的
物理過程，這些物理過程會影響汽車
元件的最終壽命、可靠性和效能。

奈米級先進汽車研究

汽車元件 AFM功能
燃料電池和 GaN裝置 電子特性分析

鋰電池陰極或陽極 腐蝕 /劣化研究

電池和其他儲能機制 離子傳輸研究

電池和其他儲能機制 腐蝕研究（例如電化學）

汽車元件 奈米壓痕量測功能
鋰電池陰極 /陽極 機械可靠性 /劣化測試 

金屬和其他材料 磨損和硬度測試

油漆和塗料 刮擦測試 

汽車元件 小型低電壓 FE-SEM功能
燃料電池和鋰電池 薄膜 /隔膜的高解析度成像 

加工零件、電鍍、塗層 形態和組成特性分析

基於 MEMS感應器的系統（例如，安全氣囊） 裝置效能和故障分析

拋光金屬表面的 AFM腐蝕研究
靜止（Rest）電位（上圖）六個循環之後（下圖）

快速測試奈米壓痕網格（上圖）
和快速測試 - 模數 [G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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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和開發
是德科技設計和開發工具讓您在擁有原型之前可先驗證您的車用電子裝置。在車用電子裝置設計和開發過程中，我們 
致力於不讓測試設備成為您開發創新產品的阻力。

整合性和互通性
是德科技提供合適的測試設備，確保您的車用電子裝置能與其他裝置整合並且互通。是德科技還提供多元的工具和服務，
以簡化您的認證準備過程，並且協助您評估模組效能、對互通性進行特性分析，並確保您整合式產品能夠取得認證。

設計驗證與相符性測試
是德科技利用各式測試工具建構先期認證和設計驗證測試系統。是德科技測試解決方案讓您能夠根據需求檢查新產品，
以便確定您的車用電子產品可在指定的地區正常運作。

製造
是德科技進一步延伸其專業技術，以提供獨立的產品和系統解決方案，讓您能更快、更有效率地將您的車用電子裝置 
設計推向市場。

服務和維護
有了是德科技工具，您可在更短時間內在野外完成更多任務，而且可以更有效地對世界各地汽車使用的車用電子裝置，

進行檢測並消除干擾信號。

更多相關訊息
www.keysight.com/find/SA

www.keysight.com/find/SG

www.keysight.com/find/SSA 

www.keysight.com/find/Scope

www.keysight.com/find/NA

www.keysight.com/find/mmWave

www.keysight.com/find/FieldFox

www.keysight.com/find/HSA

www.keysight.com/find/Modular

www.keysight.com/find/EXM

www.keysight.com/find/EMI

www.keysight.com/find/Power

www.keysight.com/find/ICT

www.keysight.com/find/AudioAnalyzer

www.keysight.com/find/eCall

www.keysight.com/find/RTS

www.keysight.com/find/GNSS

www.keysight.com/find/connectedcar

www.keysight.com/find/UXM

www.keysight.com/find/ENA-WPT

www.keysight.com/find/scopes-power

www.keysight.com/find/scopes-auto

www.keysight.com/find/type-c

www.keysight.com/find/automotive

利用靈活的高效能平台加速車用電子設計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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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通信和安全性
隨著汽車變得越來越高科技化，量測品質也變得越來越重要。無線和毫米波技術提供 
增強的連接性、安全性和保安性，但前提是它們必須在研發和製造階段經過準確、
可重複的量測。

為此，ISO/TS 16949標準，以及相同地區、國家或特定公司的法規，針對您的整個供應 
鏈定義了品質管理系統、流程和指南。是德科技將與您攜手合作，提供可滿足這些
外部和內部需求必備的服務和支援解決方案。

EMI/EMC
CISPR 16標準規定的測試設備必須在取得 ISO 17025認證的實驗室中進行校驗。是德
科技服務中心遍布全球各地，每個服務中心均通過 ISO 17025認證，可涵蓋廣泛的 
電子參數，而且具有領先業界的量測不確定性。無論是進行先期認證或是相符性 
測試，您可確信您的量測設備可持續按照保證規格運作，並且符合 CISPR標準的 
要求。

內電路（In-Circuit）測試
是德科技為 3070 / i3070系列內電路（In-Circuit）測試系統提供現場和遠端支援。 
系統正常運作時間支援可實現不間斷的正常運作時間。您可聯絡提供遠端協助的 
技術專家，而客服工程師則可到現場進行維修、升級和預防性維護。是德科技還 
提供協作支援，我們可培訓您的技術人員，讓他們有能力提供前線支援。他們還可
與是德科技遠端和現場支援工程師共同合作，加快對關鍵任務型系統進行故障排除、
診斷和維修。

解決方案合作夥伴
是德科技提供廣泛的服務和支援，可滿足您所有的測試設備需求：

 – 提供協助和培訓，可幫助您快速又有效率地使用您的新設備 

 – 校驗和保固保證方案提供長達 5年、7年或 10年的保固期
 – 靈活的服務方式，如現場行動實驗室，將整個校驗時間從幾天縮短到幾小時
 – 優質二手設備提供媲美新設備的卓越效能和 3年標準保修
 – 舊換新方案（適用於是德科技和非是德科技機型）讓您能以優惠折扣升級到 
最新的是德科技技術

服務與支援 

擁有正確的量測解決方案只是個 
開始。各個不同群組的設計工程師
需倚賴可重複的結果，來避免不 
一致的量測影響到開發週期時間、
產品上市時間，並導致預算提高。
製造業努力實現生產目標，但不準
確的量測可能影響產品良率和品
質。是德科技校驗和維修服務可確
保儀器在整個使用壽命內，能按照
保證規格運作，確保在研發和製造
過程中提供準確、可重複的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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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
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
或來電洽詢

聯絡窗口查詢：
www.keysight.com.tw/find/contactus 

台灣是德科技網站：
www.keysight.com.tw 

台灣是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免費客服專線：0800-04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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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 8772-5888

324 桃園市平鎮區高雙路 20號
電話：(03) 492-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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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進
是德科技獨一無二的硬體、軟體，支援及專家組合，可協助您拓展全新的局面。

讓我們是帶動前瞻技術不斷演進的推手。

薪火相傳 -惠普將火炬傳給安捷倫，再由安捷倫交棒給是德科技

myKeysight

www.keysight.com/find/mykeysight
透過個人化頁面查看與您息息相關的資訊。

是德科技 Infoline網站

www.keysight.com/find/Infoline
Keysight Infoline網站可協助您更有效率地管理儀器資訊。您可隨時上網查看 
貴公司的儀器報表和電子資料庫。

KEYSIGHT 
SERVICES

是德科技服務

www.keysight.com/find/services
是德科技擁有領先業界且陣容堅強的專業人員、量測程序和測試工具，可提供 
一應俱全的設計、測試和量測服務。如此一來，我們協助您部署新技術，並改 
善量測程序，以便降低成本。

三年保固

是德科技的卓越產品與長達 3年保固服務的完美結合，助您一臂之力達成業務 
目標：增強操作便利性，降低持有成本，增強量測信心。

是德科技保固保證方案

www.keysight.com/find/AssurancePlans
是德科技提供長達十年保固，以避免任何意外的維修費用，確保儀器能夠在規格
範圍內運作，讓您能永遠信賴儀器提供的量測準確度。

“WiMAX”、“Fixed WiMAX”、“Mobile WiMAX”、“WiMAX Forum”、 WiMAX Forum商標、
“WiMAX Forum Certified”以及WiMAX Forum Certified商標為WiMAX Forum的註冊商標。

Bluetooth 及其商標為美國Bluetooth SIG, Inc.的註冊商標。

www.keysight.com/find/automotive

DEKRA Certified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ww.keysight.com/go/quality
是德科技 -
DEKRA Certified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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