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車與能源
設計及測試解決方案

透過跨領域技術的高效能設計和測試平台， 
提供更快、更好的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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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車時代的來臨
汽車產業正在加緊腳步，進行電子技術革命並與能源生態系統融合。到 2020 年，
全球有 90% 的汽車將可連網，到 2030 年，則有 30% 的汽車都是電動車。

新車中安裝的感測器和應用軟體大量增加，汽車所扮演的角色也從周邊設備轉變
為連接裝置的網路主機叢集。新型汽車必須在以下方面達到最佳化：

• 電源效率
• 感測器融合
• 通訊
• 高功率處理
• 高傳輸速率資料連接

「是德科技在車聯網與自動駕駛應用方面，擁有豐富的測試與量測應用
軟體開發經驗。他們的加入為本公司帶來莫大助益，讓我們能順利開
發未來汽車產業所需的智慧運輸系統。」

5GAA 總經理 Dino F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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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bout.keysight.com/en/newsroom/pr/2017/28feb-nr170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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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汽車工程師和製造商希望透 過整合這麼多種技術，來實現什麼 
目標呢？

當前和下一 代汽車的創新概念將功能與效能加以 延伸，以 服務 
三個新關鍵領域。

車用電子 是 所有操作和診斷、便利性和舒適性、安規與安全的 
基礎平台，也為這三個創新領域提供主要支援。 

• 電動車，將乾淨可再生的電力應用在運輸上。混合動力或全電
動傳動系統搭配改良式電瓶，可提供更有效率的功率轉換與電
子耗電量

• 自動駕駛，可提升安全性並提供新商業模式、先進駕駛輔助系
統（ADAS）、配備雷達與光達（LIDAR）感測器的自動駕駛技術、
相機陣列以及於強大運算系統執行的人工智慧演算法。

• 車聯網，可與所有人事物溝通。

電動車

自動駕駛
車聯網

了解 詳 情：汽 車 創 新  2 0 2 0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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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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領域存在各式各樣技術，可視汽車工程師希望引進市場的車輛，而以各種組合方式結合。
可能的組合方式族繁不及備載，以下為大多數汽車與能源生態系統專業人士參與的主要設計
和測試解決方案領域。

• 汽車雷達

• 車載乙太網路

• EMI/雜訊評估

• 天線設計

自動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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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電動車的革命性創新技術可減少空氣汙染。由於電子，化學和整合
測試進步，這些效率創新都有可能實現。

不管您是設計新電力電子裝置來促進可再生能源整合、為電動車與
油電混合車發展進化技術，還是參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供電，能源
生態系統的設計與測試參數都將快速演進。

透過最新的測試解決方案，將您的突破性能源創新更快、更安全地
引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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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解決方案
分電池和電池
情境
電動車的需求不斷增加，也因此促進發展具更佳充電/放電能力與容量的分電池
和電池，以在不影響品質的情況下提升效能和範圍。電池生產過程必須滿足對能
源密度、安全性與耐用性不斷成長的需求，並且需兼顧成本最佳化，才能保持市
場競爭力。有效和全面的測試解決方案可加速新一代電動車電池的設計與生產。

解決方案：鋰離子電池自放電量測系統 

是德科技的 BT2191A 和 BT2152A 自放電量測解決方案可在設計驗證階段與生
產階段，大幅減少鋰電池自放電效能的量測和分析時間。是德科技捨棄傳統耗時
的開路電壓量測法，改以恆電位法直接量測電池自放電電流。

優勢
是德科技創新的電池自放電特性分析方式可幫助您：

• 縮短設計週期時間，加速進入市場

• 讓測試時間從數週減少至數小時，並節省製造期間的庫存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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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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解決方案
分電池和電池
解決方案： BT2200 充放電平台
Keysight BT2200 充放電平台提供模組化配置，可透過每個機箱 8 至 256 個 
電池或使用者通道，來支援需要 6 A 至 200 A 最大電流範圍的電池。 

優勢
這種經濟有效又可輕鬆進行配置的鋰電池解決方案能提供：

• 隨電池要求與容量改變的靈活模組化配置

• 在 1 秒取樣間隔下進行準確的電流、電壓與容量量測。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707535-pn-BT2200/charge-discharge-platform?nid=-536900139.1234735.00&cc=US&lc=eng&cmpid=zzfindbt2200
Alyssa
克達Logo



| 8

電動車解決方案
HEV/EV 充電
情境
確保充電基礎設施與 HEV/EV 間充電功能正常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中間牽涉的 
利害關係極多，例如汽車製造商和供應商、認證機構、充電基礎設施（如車內充
電器、壁掛式充電器或充電樁）的製造商和營運商等。測試的主要目的是確保所
有 EV 充電設備間的互通性。

解決方案： SCIENLAB CHARGINGDISCOVERYSYSTEM（CDS） 
Scienlab 為是德科技旗下的公司，長久以來以 ChargingDiscoverySystem （CDS）
為 HEV/EV 充電設備供應商提供協助，該系統可模擬 HEV/EV 或電動車供應設備
的充電通訊。此外，也可對各種電氣參數同時進行量測與測試，以確保符合業界
標準。 

 
 
 

優勢
CDS 提供靈活且廣泛的應用：

• 所有充電元件的完整測試，包括充電站、 壁掛式充電器、充電控制器、 
電池管理系統和電池 

• 可完全程控且多功能的 AC 或 DC 充電站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c=US&lc=eng&ckey=2947241&id=2947241&cmpid=zzfindscie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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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解決方案
HEV/EV 轉換器
情境
HEV 和 EV 汽車市場的多樣性在設計和製造方面帶來了新的挑戰。其中最主要的
問題，是於過去使用 12 V 的平台上整合 300 V 以上範圍之高電壓、高功率電池。
高電壓在確保各種車載電力子系統順暢且安全的功率轉換時，會產生額外成本和
風險。

解决方案：HEV/EV 和 HEMS 功率轉換器測試解決方案 

Keysight EV1003A 高功率/高電壓功率轉換器測試解決方案能夠安全有效地測試
HEV 和 EV 功率轉換器及車載充電子系統，也適用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優勢
此創新解決方案旨在幫助您：

• 符合 HEV/EV 市場的安全、法規與環境要求

• 其環保設計的轉換效率在再生期間可將 85％以上電力送回電網，以降低冷卻及
電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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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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解決方案
太陽能變頻器
情境
隨著乾淨能源的需求持續增長，光伏（PV）產業也轉而使用更高的電壓以降低成
本並提高效率。變頻器最大功率點追蹤（MPPT）演算法效能的開發和驗證工作極
富挑戰性。MPPT 演算法不僅複雜，在完整溫度和輻照條件下進行太陽下測試更
是困難，而且成本高昂又耗時。 

解決方案：光伏陣列模擬 

是德科技的光伏陣列模擬解決方案由 N8900APV 系列光伏陣列模擬器和 SAS 控制
軟體組成。

是德科技 N8937APV 和 N8957APV 光伏陣列模擬器能夠測試高達 1,500 V 的光
伏變頻器，並可在不同模擬環境條件下快速模擬 I-V 曲線特性。

優勢
光伏變頻器設計師可以：

• 快速輕鬆地開發、驗證和最大化變頻器最大功率點追蹤（MPPT）演算法效能

• 進行所有情境測試而不受天氣影響

• 輕鬆按一下即可進行歐洲標準 EN50530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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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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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是汽車創新最富野心的領域之一。目前主流人為駕駛車輛
的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和原型階段的自動駕駛系統皆可大
幅提升安全，並能挽救許多生命。

汽車製造商、汽車供應商、政府、學者，甚至是非汽車技術供應商，
都在聯手開發一個結合各種先進技術的新型汽車生態系統，以讓自
動駕駛成為龐大的市場現實。

感測器融合、高速資訊系統及和車聯網（V2X）通訊組成強大人工
智慧（AI）即時資料的傳送基礎，進而在毫秒內指揮轉向或煞車等
重要行動。

為了證明關鍵任務技術絕對安全，設計師和工程師不僅需要採用最
可靠的技術，也必須透過最佳模擬和測試解決方案來驗證與展示
準確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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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解決方案
汽車雷達
情境
汽車雷達已從主動車距巡航控制和安全警示系統等便利性功能，演進到智慧偵測
與防撞系統。汽車開發商努力推動高頻率雷達系統的使用，以提供更高效能、更
佳可靠性，以及不同物體間更準確的空間解析度，從而提高車輛對道路潛在危險
的應變能力。全球也出現將 77-79 GHz 高解析度車用雷達做為標準使用的趨勢。

是德科技為雷達測試技術提供了一系列創新解決方案，內容包含類比與向量信號
產生器、頻譜分析儀、向量信號分析儀及向量網路分析儀。

解決方案：自動雷達信號分析與產生 

Keysight E8740A 汽車雷達信號分析與產生解決方案可分析並產生汽車雷達信號，
且涵蓋頻率範圍完整，包含舊有 24 GHz 與新的 77 GHz 和 79 GHz 頻段。另外也
提供新毫米波技術測試所需的 2.5 GHz 至 > 5 GHz 可擴充分析頻寬。

優勢
此解決方案可依測試需求和預算量身訂製，提供一個信號產生配置與六個汽車雷
達信號分析配置。測試功能可透過整合 Keysight W1908 SystemVue 汽車雷達
程式庫軟體加以擴充，以進行多目標偵測模擬和汽車雷達 3D 掃描。

• 單一連續掃描可涵蓋 3 Hz 至 110 GHz 頻譜

• 使用單一儀器即可測試 79 GHz 雷達信號是否符合 ETSI 突波規格

• 無外部混頻，無降頻，品質也不打折

• 高靈敏度和動態範圍以確保更佳信噪比（–150 dBm 至最高 110 GHz）

• 靈活應用許多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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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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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解決方案
汽車雷達
解決方案：雷達目標模擬器 
Keysight E8707A 雷達目標模擬器可幫助汽車電子製造商安心模擬各種現實情境
中的雷達目標。其為一種靈活且動態的解決方案，適合尋求快速、準確、可靠測試
解決方案來平衡量測速率與品質的產品測試工程師，或是需快速驗證雷達產品效
能的設計與驗證工程師。

優勢
可為 76-77 GHz 範圍內的目標提供雷達距離與截面模擬，完整模擬範圍可從 
10 m 到 450 m：

•  由於模擬器與待測物間的最短實際距離只有 1 m，因此可節省寶貴的製造樓板
空間

• 可透過寬廣的距離範圍進行擴充與配置

• 可以選配信號源來執行都卜勒相對物體速度模擬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744714-pn-E8707A/radar-target-simulator?cc=US&lc=eng&lsrch=true&searchT=E8707A
Aly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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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解決方案
車載乙太網路
情境
佈線線束的複雜性、成本與重量快速增加，現在佈線已成為車輛中第三昂貴和最
重的元件。越來越多感測器、控制器和介面都採用高頻寬，因此需要新型汽車網
路來達到更快速的傳輸速率與更高可靠性。車載乙太網路以乙太網路型式的網
路來連接車內電子系統。其提供一個集中式的高效能通訊網路，可幫助降低生產
成本與設計複雜性。

然而，實 體 媒 體介接 (PMA)、實 體 層解決 方案 (PHY) 與實 體 編碼子層 (PCS) 的
BroadR-Reach、100Base-T1 和 1000Base-T1 規格驗證測試 和設 置 過程非常繁
雜且耗時。車載乙太網路相符性測試需要具備 15 種不同配置，並涵蓋多達 10 種
不同測試設備、線束、纜線、連接器和測試夾具，才能符合全部所需 Tx、Rx 與鏈
路區段測試。

解決方案：車載乙太網路相符性

是 德 科 技 的 車 載 乙 太 網 路 相 符 性 解 決 方 案 可 為 BroadR-Reach V3.2、IEEE 
802.3bw (100Base-T1) 和 IEEE 802.3bp (1000Base-T1) 設計提供自動相符性測
試。這些車用電子 Ethernet 測試軟體套件可自動執行測試，並以靈活的報告格式
顯示結果。除了量測資料以外，這份報告還提供了邊際分析，詳細說明您的裝置
通過或未通過每項測試的方法。 

優勢
是德科技針對符合車載乙太網路標準所需進行的測試，將設置和執行複雜度降到
最低。無論您是從事設計或驗證，我們的車載乙太網路解決方案可讓您的創新加
快腳步，以更快的速度執行整個除錯、特性分析、相符性測試與完成過程。

• 設定精靈可讓您快速輕鬆地進行設定、配置與測試

• 以各種測試更快更輕鬆地滿足標準

• 來自精密儀器的準確可重複結果

• 透過邊限分析以完整 HTML 格式自動報告

Aly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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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解決方案
EMI/雜訊評估
情境
由於車用、實驗室和製造設備會發出各種電磁干擾，因此對重要自動駕駛功能進
行準確測試非常具挑戰性。

解決方案：汽車發射與抗擾性測試

是德科技的 N9038A MXE EMI 規範接收器與先期認證頻譜分析儀可讓 EMI 測試
流程保持順暢。EMPro (Electro-Magnetic Professional) 3D EM 模擬軟體可分析
高速和射頻 IC 封裝、銲線、天線、晶片上和晶片外嵌入式被動元件以及 PCB 互
連設備等元件的 3D EM 效應。

優勢
與領先業界的射頻和微波電路設計環境進行整合，並透過先進設計系統 (ADS) 

快速又有效的進行射頻和微波電路設計。

• 頻譜監測功能讓您可在最終量測前輕鬆確認峰值發射的頻率 

•  整合設計流程：利用電磁協同模擬，在 ADS 中建立 3D 元件並與 2D 電路配置
及線路圖一起進行模擬

•  多元模擬技術：運用頻域和時域兩種 3D 電磁模擬技術（有限元素法 (FEM) 和
時域有限差分法 (FDTD)）進行設定與分析

•  高效使用者介面：快速建立任意波形 3D 架構和省時的簡單圖形操作介面，並
提供進階編寫功能 

https://www.keysight.com/en/pdx-x201870-pn-N9038A/mxe-emi-receiver-3-hz-to-44-ghz?cc=US&lc=eng
Aly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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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解決方案
天線設計
情境
由於與汽車架構整合的射頻 (RF) 系統及裝置為數眾多，工程師必須設計蜂巢式
通訊、無線網路、雷達與衛星通訊系統等射頻產品。

解決方案：EESOF 電子設計自動化 (EDA) 軟體

Keysight W1720 相位陣列波束成形套件為 5G、雷達/電子戰和衛星通訊的系
統架構提供基本工具，以進行相位陣列和波束成形子系統評估，其中包括射頻、
數位和混合波束成形架構。此套件讓系統設計人員能夠更周全地考慮射頻非線
性和雜訊效 應、增益/相位量化及 Monte Carlo 變數對整體波束品質、旁瓣位
準及有效輻射功率的影響。此外，也可透過自調適波束成形演算法來支援動態 
系統情境。

優勢
可快速設計並調整任何大小和配置的相位陣列天線：5G 波束成形和高階 MIMO、
雷達/電子戰與汽車波束成形。

• 通用系統建模與設計

• 以元素故障分析進行穩定的關鍵天線設計

• 支援波束成形合成、分析與動態視覺化的各種資料流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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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聯網
車聯網已從被動方式轉變成完全互動的整合式多技術通訊系統。
1930 年，單向車用無線電接收機是讓人類在移動期間進行連接的
第一步。在 80 年代 1G 行動網路推出能夠提供雙向通訊的行動電
話前，單向車用無線電接收機一直是當時唯一大規模生產的汽車通
訊系統。

21 世紀的車聯網則由運用各種多連接網路系統的電腦系統組成，
例如蜂巢式網路、WiFi 和衛星通訊。通訊技術的分集和整合在設
計和生產過程中必須經過嚴格的測試。是德科技提供的專業經驗 
涵蓋所有技術領域，可幫助您實現全新車聯網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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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解決方案
緊急呼叫相符性
情境
eCall/ERA-GLONASS 相 符 性 測 試 解決 方案是歐 盟和 俄羅 斯共同 倡議 的方案， 
旨在結合行動通訊 和衛星定位資訊，以便在發生車禍時迅 速為乘客 提供協助。
eCall 模組通常由嵌入式電腦所組成，可透過衛星接收器來持續監測碰撞感應器
和汽車位置。碰撞感測器啟動時，頻內數據機會建立連接以將最小資料集 (MSD)

傳送到最合適的公共安全應答點 (PSAP)。駕駛或乘客可透過麥克風和喇叭系統
與 PSAP 操作人員 通訊。所有這些元件全都可發揮重要的功用，因此，它們需
要 在現實 世界環 境中進行功能測試，以確保 整 體系統 效 能。然而，eCall/ERA-

GLONASS 模組的測試帶來了許多挑戰；因此，測試解決方案需滿足必要的最小
可行功能。

解決方案：ECALL/ERA-GLONASS 相符性測試

E6950A eCall/ERA-GLONASS 相 符 性 測 試 解 決 方 案 可 模 擬 PSAP， 並 控 制
UXM/8960 和 MXG 信號 產 生器以模 擬 蜂巢式 網路。其可提 供車用系統 所需的 
GNSS 座標，以編寫最小資料集 (MSD)。此設定讓您可驗證 IVS 或數據機是否能
夠觸發緊急呼叫、發送正確的原始 MSD 資料，與 PSAP 建立語音連接、測試泛
歐與 ERA-GLONASS 平台，並且與現實行動網路完全獨立。提供選配音頻分析儀，
可用於通話品質並聯測試。 

優勢
是德科技 eCall 解決方案協助汽車產業的開發
人 員， 增 進 其 推 出 符 合 標 準 的 高 品 質 eCall

產品的能力， 並確保最短的上市時間。

• 支援泛歐 eCall 和 ERA-GLONASS

•  由於 PSAP 可在 UXM 內執行， 因此 
不需外部 PC

• 靜態和動態 GNSS 模擬

• eCall 和 ERA-GLONASS 自動測試案例

• 支援即時網路模式的 PSAP 軟體

https://www.keysight.com/en/pd-2738747/ecall-conformance-test-solution?nid=-536900143.1188960.00&cc=US&lc=eng&cmpid=zzfindecall
Aly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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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解決方案
無線通訊
情境
車聯網中各種無線連接的目的在於提高安規、安全性、效能、可靠性和娛樂功能。
汽車設計人員與開發人員必須驗證各種類型的無線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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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通訊功能的可靠性和效能。

解決方案：KEYSIGHT SYSTEMVUE 
Keysight E6640A EXM 無線測試儀和 X 系列信號分析儀支援多種無線電格式：
蜂巢式（LTE/LTE-A、W-CDMA、GGE、C2K、1xEV-DO 和 TD-SCDMA）和短程無線
通訊（802.11a/b/g/n/ac、BT 1.0-4.0、GNSS、數位視訊）

優勢
操作方便的圖形操作介面適合開發和製造，並可產生最佳傳輸速率與生產率。

• 可進行發射器/接收器測試

• 以單一儀器即可進行各種量測，包括雜訊指數、相位雜訊、調變分析和 EMI

• 以單一儀器涵蓋各種無線電格式

• 根據無線電法支援突波量測

• 可透過即時信號分析 (SA) 功能進行雜訊分析

• 支援即時網路模式的 PSAP 軟體

https://www.keysight.com/en/pcx-x205200/x-series-signal-analyzers?nid=-32508.0.00&cc=US&lc=eng
Alyssa
克達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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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解決方案
數位介面
情境
車用顯示器和汽車導航系統等影音 (AV) 裝置採用高速串列通訊介面，例如 HDMI、
MHL 和 USB。這類介面最初是為家用電子產品和 PC 而開發，但需在惡劣的汽車
電子環境中運作且不得出現故障。此外，通常也假設使用者有時會將攝影機等消費
性裝置帶進車內並連接車用系統；因此互連性和符合性測試也是非常重要的。

解決方案：適用 HDMI、MHL、USB 和其他介面的量測工具
Keysight M8190A 任意波形產生器不僅可以在標準中規定的最壞情況下產生波形，
還可根據每次計算出的所需振幅和抖動來產生任意波形。因此可靈活有效地評估
接收器的最高性能。Keysight E5071C ENA 選項 TDR 可為 HDMI、MHL、USB 3.0 
和其他介面的傳送和接收電路/IC 執行快速、準確的 Hot TDR 量測。U8903B 分析
器可在單一儀器中處理多達 8 個通道，並同時執行多個頻率、AC 電壓和總諧波失
真加雜訊 (THD+N) 量測。

優勢
是德科技的量測工具可為現今高速數位 AV 介面執行簡單、靈活且精確的效能驗證
與相符性測試。此外，是德科技的量測工具讓您能在相同條件下使用與授權測試
中心 (ATC) 相同的軟體執行相符性測試，因為 HDMI ATC 和 MHL ATC 使用的量測
工具亦相同。

• 簡單易懂的操作方式、高速而精確的量測，以及高 ESD 防禦能力

• 以高信號傳真度與大量取樣記憶體來執行高度準確且靈活的測試

•  以多個車用音響音訊系統評估通道來進行省時的頻率、AC 電壓及 THD+N 

模擬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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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y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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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聯網解決方案
廣播/衛星無線通訊
情境
分集與多廣播 接收器系統建立了大量 廣播測試配置。建立並執行所有測試情境 
非常耗時且容易出錯。

解決方案：SIGNAL STUDIO 軟體

Keysight N7611B Signal Studio 軟體是一套靈活易用的信號產生軟體，可縮短
信號模擬時間。Signal Studio 的效能最佳化參考信號可針對廣播無線電標準（包含 
FM Stereo/RDS、DAB、DAB+、T-DMB 和 XM）加強裝置的特性分析和驗證。透過
應用程式使用者介面，即可為元件、發射器和接收器測試建立標準和自訂測試信號。

優勢
於 Signal Studio 設定信號，然後下載至各種是德科技儀器。Signal Studio 軟體可
依您在設計、開發和生產測試中的需求，以經濟有效的方式加以訂製，並對平台
進行補強。

• 以波形播放模式建立和自訂波形檔，快速測試元件和發射器

•  輕鬆設定信號參數、計算產生的波形，並下載檔案以從便利的使用者介面 
進行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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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yssa
克達Logo



服務與支援單位
是德科技服務
是德科技提供各種服務，內容涉及安全、資訊娛樂、乾淨能源車輛、
EMC 測試和降低成本，目的在為汽車產業的工程師提供協助。

安全性
安全性是存在電動車電池、自動駕駛和車聯網等關鍵領域的重要問題。與行動裝
置中的電池不同，汽車電池效能會直接影響到你我的生活。近來，大型電池製造
商逐漸增加研發投資來改善故障元件檢測技術，以滿足汽車製造商更加嚴格的
使用要求。全球每年約有 125 萬人死於交通事故。因此雷達解決方案正轉往毫米
波發展，以實現更高的資料速率、更快的速度和更少的干擾。整個汽車產業也致
力於提高輔助汽車駕駛的雷達解析度。然而，高頻寬和毫米波的挑戰，使得雷達
技術越加複雜。

 為提供協助，是德科技提供教育培訓服務（如 e-Learning）全面提昇您團隊的量
測技能，並提供快速入門指南（Start-Up Assistance）以加快您的首次量測時間。
是德科技的教育培訓服務，可根據您的相符性規範提供訓練，有助於進行精準的
信號特性分析和控制。此外，我們的諮詢服務可根據您的需求量身訂製，一起分
享是德科技的產品、產業和測試應用知識。我們可協助您將毫米波空中介面測試
和校驗方法進行最佳化。

車載資訊娛樂系統
車載資訊娛樂系統領域規模正在大幅擴張。現代化的汽車更像是一部行動裝置，
配備 GPS、TPMS 和藍牙等眾多共存的電子技術。也造成設計人員必須使用數位、
光學和毫米波信號對電子元件進行耗時的共存測試。是德科技提供諮詢和教育
訓練服務，可幫助您加快學習曲線。此外，藉由我們的技術更新服務，您便可完
美順暢的轉換至最新測試技術。您可利用舊換新優惠，將使用率低的測試資產換
成新式儀器，也可選擇升級至新頻寬。高品質翻新設備可提供「近乎新品」的效
能和保固，能夠有效節省資金支出。

乾淨能源車輛
乾淨能源車輛的發展趨勢推動了對動力傳動和高電池效率的需求。由於自動駕駛
和 EV/HEV 的技術發展，對電子設備的要求更甚以往。一部汽車使用了超過 3 萬
個元件，如此複雜的生態系統帶給測試人員很大的壓力。是德科技提供的諮詢服
務，有助於您對電子控制單元（ECU）測試進行測試最佳化，並提升電池使用效率，
縮短故障檢測的時間。對於無法移動的大型複雜測試系統，我們提供現場系統不

中斷運作服務，確保最短中斷時間，讓您的測試系統持續在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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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支援單位
是德科技服務
EMC 測試
您是否缺乏具備汽車 EMC 測試功能的儀器或測試場地？或者，您需要用到最新
的測試設備以極致降低重新設計或產品召回的風險？是德科技推出的測試即服務 
(TaaS)， 使 用 在 德 國 伯 布 林 根 (Boeblingen) 全 新 打造 的 標 準 EMC 測 試 實 驗 室， 
對全球超過 50 個標準和法規提供模擬、除錯和認證服務。該場地具備電磁輻射
暗室、傳導發射測試場域、輻射抗擾暗室、無線測試場域、環境測試暗室和安全
性測試場域。現在您不需要擁有自己的測試設施，也可以執行所有 EMC 測試的先
期認證測試或相符性測試/認證。 

降低成本
如何提升產品品質並同時降低產線成本非常重要。為了協助您降低成本，是德科
技提供統包式校驗服務，服務內容涵蓋大多數量測裝置，並且不限定品牌。藉此
將能降低物流複雜性、達到經濟規模，並能確保測試資產維持準確度。此外，是德 
科技金融服務也提供靈活的選擇方案，您無需支出大量資金或營運開銷即可獲得
新技術。是德科技即刻購買 (Instant Buy) 提供 12 或 18 個月 0 利率優惠。如果您
還沒有準備好購買，我們提供是德科技租購 (Rent to Own) 方案；另外也提供是德
科技租賃 (Lease) 方案，幫助您充分利用資本支出和運作成本預算。

了解 詳 情：是 德 科 技 相 關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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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打造明日汽車
汽車產業的創新速度令人驚艷且不斷加速。

隨著電動車、自動駕駛和車聯網的迅速發展，今天讓我們感到驚嘆
的事物，短短幾年內就會變得稀鬆平常。成功結合這麼多不同的 
創新突破並非易事，汽車產業不但克服面臨的挑戰，並將其轉化為
完美的高科技整合中心。

是 德科 技為汽 車產業的設計人 員和製 造商帶來設計與測試 解決 
方案創新，以幫助建立高品質、高效能的產品，同時減少整個生命
週期中的安全風險。  

了解 詳 情：汽 車 創 新  2 0 2 0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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