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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製造商將測試時間 
縮短了 20 倍
一家多天線高頻 5G 收發器領導廠商積極尋覓可靠的技術夥伴，以獲得結合硬體、

軟體和服務的全方位測試平台。與是德科技合作之後，他們的測試速度加快了 20 倍、

提高了 10 倍的資產使用率，而且可輕鬆地重新配置其測試台。

挑戰：傳統測試方法缺乏完備性

全世界的收發器製造商對 4G 和新的 5G 網路設計和製造設備，都做了可觀的投資。

其 5G 產品設計包括大規模 MIMO 射頻收發器陣列，它們需在比 4G 設備更高的毫

米波頻率下運作。測試團隊需要的生產測試平台，必須能夠處理數量持續增加，在

毫米波頻率下運作的收發器與天線。該測試平台也需能夠快速執行 OTA（over-the-

air）量測。  

公司簡介：

• 5G 收發器製造商

關鍵問題：

• 對大型收發器陣列進行快

速測試

• 未充分利用硬體的使用率 

解決方案：

• 是德科技諮詢服務

• Pathwave 測試軟體

• Pathwave 分析軟體

結果：

• 測試速度加快 20 倍

• 資產使用率提高 10 倍

• 靈活的測試台，可針對 

3G 到 5G 的不同情境重

新配置
「我們公司的未來發展，有賴於具價格

競爭力的創新 5G 產品。」 
- 設計與測試主管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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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測試架構必須具備靈活性。由於 5G 是新興標準，所需執行的測試仍未完全定義。它

使用多個通道和新頻段，頻率比 4G 網路高得多。測試設備必須能夠對多達 128 個收發

器，執行頻率高達 71 GHz 的毫米波量測，且須包括 OTA 測試。

圖 1 是製造商以具備電腦控制器的多通道射頻量測系統，依序運算所需測試參數的測試

方法。例如，單一特定信號格式的 EVM、SEM 和 ACP 校準。隨著通道數增加，此測試方

法的測試時間也會遞增，成本也將因而持續升高。再者，執行運算時，測試硬體處於閒置

狀態，造成測試資產的使用率不足。

傳統

量測設置

擷取資料

計算量測值

擷取、測試、分析
在校驗期間儀器閒置

符合規格？

EVM
SEM
相鄰通道功率比

測試結果

圖 1：傳統測試方法導致測試硬體閒置



頁數 3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www.keysight.com 

解決方案：突破性的分散式架構

該公司與是德科技成為合作夥伴，共同致力於建立以雲端概念為基礎的新測試策略，如

圖 2 所示。這種方法在私人雲端伺服器上進行運算，因此測試硬體可持續擷取量測資料。

重要的運算工作，可在速度更快的伺服器上並聯運行，帶來顯著的速度優勢。現在，測試

設備的閒置時間被降到最低，進而提高了資產使用率且降低資本支出。 

圖 3 是此測試解決方案的整體架構。模組化的 PXI 硬體提供必要的測試信號，並可擷取收

發器電子元件所需的時間和頻率資料；這些電子元件包括電源供應器、濾波器、數位和射

頻模組。

PathWave 測試可在各種測試台上，全面管理測試序列。強大的網路電腦會從遠端測試台

收集資料，並使用 PathWave 快速計算所需的量測參數；例如 EVM、SEM 和 ACPR。 

這些結果可在中央資料庫輕鬆存取並透過 PathWave 分析軟體進行分析。

雲端方式

量測設置

擷取資料

計算量測值

同時執行擷取、測試、分析
100% 資產使用率 

符合規格？

測試結果

加速測試 + 無間斷資產使用率

擷取資料擷取資料

在超高速電腦上同時執行多個量測演算法

圖 2：PathWave 軟體能夠執行並聯量測，並在雲端快速進行運算，大幅提高了測試速度

「該客戶需要突破性的方法來測

試多天線、高頻產品。我們建議

他們使用私人雲端伺服器的運算

資源進行分散式處理。」
- 是德科技 5G 應用工程師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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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測試架構能夠在不同測試台上共享量測演算法，並且輕鬆地進行更新，以支援新

的信號格式和硬體，所以更有效率。此外，授權使用者可以從遠端管理並更新測試台軟

體。藉由重新配置軟體，使用者可修改測試台，以便使用從 3G 到 5G 的各種信號格式，

測試任何裝置。Pathwave 測試軟體可透過雲端伺服器，對所有信號格式進行快速量測。

由於每個測試台都可用來測試各種不同的產品，此解決方案增加了製造的靈活性。

結果：為 5G 的到來做好準備

憑藉是德科技的解決方案，製造商成功地加速他們的 5G 收發器商業化進程。是德科技

測試設備配備高準確度的量測工具，大幅提昇客戶的量測自信度。客戶深知是德科技始

終堅守 5G 標準前哨站。測試自動化軟體縮短了他們的工作流程並降低其複雜度。

圖 3：PathWave 軟體可顯著提升測試速度和資產使用率

「是德科技展現了全方位的 5G 測試方法，包括量
測硬體、PathWave 軟體以及 Keysight 工程服務，讓我
們對其策略更有信心。他們真正瞭解我們的問題，

並且協助我們發展能夠讓我們平順轉換， 
進而在市場上取得成功的解決方案。」

- 設計與測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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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訊，請上網查詢：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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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德科技聯絡窗口：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該製造商藉由使用 PathWave 的創新測試方法，體驗了測試速度的快速提升。藉由將

資料處理程序轉移至雲端伺服器，他們將量測速率提高了 20 倍。這不但提升了測試速

度、減少設備閒置時間，進而將資產使用率提高了 10 倍。此測試架構的靈活性讓製造商

能夠針對 3G 到 5G 的各種收發器，重新配置測試台。 

如需更多有關是德科技現代化 5G 測試解決方案的詳細資訊， 
請瀏覽：

www.keysight.com/find/5G

影片：製造商利用可擴充的解決方案加快 5G 開發腳步

https://youtu.be/RoIxpg9X-gU 

www.keysight.com/find/pathwa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