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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電源供應器雜訊評估與熱分析解決方案

ECU電源供應器真實雜訊波形迭加輸出量測
Keysight S系列示波器具有業界最佳的低雜訊效能和 10位元解析度。它可結合電軌探棒，
以提供觀測電源供應器雜訊的專業解決方案。

 – 可有效降低量測系統的雜訊
 – 在數 mV時更容易觀察雜訊成分
 – 可重複的準確量測可確認供應電壓是否符合規格
 – 2 GHz寬頻量測

更容易觀察微細的漣波雜訊，其位準只有數 mV或數十 mV

具備電軌探棒的 S系列示波器

配備 5米長導線的探棒，方便您在距離車內 
量測點有段距離的地方量測信號波形

 – 200 MHz的頻寬
 – 高達±100 VDC +交流峰值的差動電壓

ECU內建 SiP和 IC內部熱分析 
電路設計專用的 HeatWave高解析度電熱分析工具
IC的效能愈高，電功率就會更集中於 IC特定區域，而功率集中所產生的熱能，
會造成各種問題。IC體積愈小，溫度升高的問題就愈嚴重。

HeatWave是高解析度熱分析解決方案，可讓您觀測 IC內部的溫度分佈情形。

TrueIR U5855A熱影像儀

N2805A 
高電壓差動式長導線探棒

TrueIR 熱影像儀
可以對各種物件執行溫度分佈分析， 
不論是獨立的 PCB或是整個 ECU

 – 輕巧的機身適合用來執行快速檢查
 – 完整 PCB的熱傳導時間序列紀錄（資料記錄）

提供輕鬆編輯及產生輸出波形的
電源穩壓率除錯工具。

E C U

ECU設計與驗證

 – 電源供應器雜訊評估 

 – 溫度分佈分析
 – 熱分析模擬

使用常見的量測方法所產生的 
直��源供應器波形

�源供應器�訊�析儀上顯�
的真實直��源供應器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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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系統中的關聯信號波形以及通訊協定錯誤， 
這些通訊協定包括 CAN、SENT、FlexRay、和 LIN

 – 每秒一百萬波形的驚人波形更新率，可快速偵測偶發的錯誤信號
 – 支援最新的 CAN FD標準。專用的硬體可以即時解碼和觸發 CAN、FlexRay、 

LIN和 SENT系統中的信號
 – 可直覺式理解的資料：CAN-dbc檔案被傳進示波器來顯示解碼後的資料
 – 直覺的區域觸控觸發讓您能在 3秒內設定 
觸發，以便觀察並解決複雜的問題

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keysight.com/find/3000T

汽車網路的評估與驗證

具備觸控螢幕的 
InfiniiVision 3000T X系列小型示波器

汽車乙太網路波形品質評估是實現下一代高速通訊的關鍵
 – S系列示波器配備超低雜訊 10位元 ADC，可執行真實波形品質評估
 – 支援 BroadR Reach、乙太網路和 MOST等通訊標準的相符性測試
 – 點擊滑鼠即可依各種標準規定的必要測試執行準確的量測

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keysight.com/find/S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392B

隨著汽車電腦化的程度升高，安裝在車輛中的 ECU數目也越來越多。CAN被普遍應用於
ECU網路中，包含動力傳動系統、車身和通訊系統。近來，業界已開始使用 CAN FD來達
到同樣的目的。在通訊系統中，汽車乙太網路被用來實現快速且穩定的 ADAS*通訊。
然而，高雜訊位準讓車輛的通訊環境變得極惡劣，因此需藉助通訊協定及波形品質的驗
證，來因應高品質標準的要求。
* 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使用 CAN訊息 ID "Engine Data"執行觸發偵測的範例。
使用專用硬體執行即時解碼與觸發。
使用協定和波形資料的時間關聯性，輕易判別問題所在。

BroadR Reach發射器測試，量測系統配置範例

S系列示波器

N5395C乙太網路
測試夾具

81150A脈衝函數 
任意雜訊產生器

E C U

汽車網路的 ECU設計與驗證，例如汽
車乙太網路、CAN、CAN FD、SENT、
LIN、FlexRay和 MOS

 – 信號波形品質的評估

 – 協定錯誤驗證

http://www.keysight.com/find/3000T
http://www.keysight.com/find/S
http://www.keysight.com/find/N53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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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零開始建構測試系統！ 如果您想購買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

我們建議您從是德科技的電子量測儀器中
選擇您最喜愛的機型。

60多年來，是德科技不間斷地開發電子量
測產品，現在已建立完整的產品線和豐富
的量測經驗，對於推動快速電腦化的汽車
ECU發展有極大的貢獻。

我們建議您選擇專門用於 ECU的測試系統。

您只需改變定序器軟體和測試夾具來配合
新的 DUT，即可為您帶來長期投資的回報。
是德科技全球 600多套 ECU測試系統的銷
售記錄，證明了我們擁有雄厚的實力。

定序器軟體

各類儀器所需的 
硬體插卡

切換矩陣板
電子電路

直流電源 
供應器

切換器

DMM

計頻器

示波器 TS-8989

還有更多！

E C U

ECU功能測試

 – 在設計（研發）階段執行單項 
功能檢測

 – 量產（QA）前的整合功能測試
 – 量產線上（MFG）的最終測試

下列兩種方法皆可執行 ECU功能測試。您會選擇哪一種？

「我討厭黑箱！」 「我需要體積小巧的測試設備！」

「我需要確保它的可擴充性！」 「我需要在短時間內就有可用的設備！」

「我需要建構一個具有單一功能 
的專用測試設備！」 「我想要使用單一設備來測試各種 ECU！」

PXI

如果您從零開始
客製，要從何處
取得零件？

如果您購買一套
完整的解決方
案，要從何處 
取得零件？

客戶 專案管理 是德科技

客戶 定序器軟體 標配

單獨購買 控制器 標配

單獨購買 任意信號產生器 標配

單獨購買 直流電源供應器 標配

單獨購買 DAC 標配

單獨購買 數位轉換器 標配

單獨購買 DMM 標配

單獨購買 切換矩陣 標配

單獨購買 電子負載 可內建

單獨購買 資料記錄器 可內建

ECU功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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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配線評估
可解決通訊失敗問題的解決方案

Ethernet 
(BroadR-Reach)

CAN

LIN

配線通訊效能測試解決方案
E5071C ENA TDR選項以單一儀器提供高速可靠的汽車配線控制系統的簡易評估。
支援各種通訊標準，讓您無需擔心。
www.keysight.com/find/ena-tdr_compliance

 – 使用單一儀器就可執行時域和頻域量測
 – 支援各種通訊標準所需的測試
 – 連接到切換器時支援多通道量測

配線缺陷診斷測試解決方案
FieldFox可協助您輕鬆診斷配線，並找出不連續和故障的位置。

 – 簡易測定配線中不連續和短路的位置
 – 內建電池，重量僅 2.8公斤的手持裝置！方便攜帶入車輛中
 – 優越的環境適應性和耐衝擊性！也可輕鬆用於室外環境
 – FieldFox可配置為網路分析儀、頻譜分析儀和信號產生器！

E5071C ENA TDR選項

時域 頻域

阻抗

阻抗

回返損耗 插入損耗

交互干擾

切換器

在時域和頻域的同步量測

多通道量測

Evaluation of Automotive Wire Harnesses
Solutions to communication failures

Distance or time

R
et

ur
n 

le
ve

l

FieldFox

Wire harness
Discontinuities

Wire harness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test solutions
The E5071C ENA Option TDR provides simple and easy evaluation of high-speed, 
reliable wire harnesses for automotive control systems, with a single instrument. Various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are supported, so you do not need to worry.
www.keysight.com/find/ena-tdr_compliance 

Wire harness defect diagnostic test solutions
FieldFox helps you easily diagnose wire harnesses and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discontinuities and faults.
–  Easy determination of the location of discontinuities and short circuits in harnesses

–  Handheld instrument, weighs 2.8 kg, with a built-in battery! It is easy to bring into vehicles.

–  Excellent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and impact resistance! Use it also outdoors with no trouble.

–  FieldFox can also be used as a network analyzer, spectrum analyzer and signal generator!

–  Provides measurements in the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with a single instrument

–  Supports tests required by various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  Supports multi-channel measurements (or multi-lane 
measurements) when connected to a switch box

E5071C ENA Option TDR

Time domain Frequency domain

Impedance

Impedance

Return loss Insertion loss

Crosstalk

Switch box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s in 
time and frequency domains 

Multi-channel 
measurement

Automotive Communications and 
Wireless Technologies

Ethernet 
(BroadR-Reach)

CAN

LIN

FlexRay

MOST

LVDS

 | Keysight | Test and Measurement Tools for Automobiles - Primer07

汽車通訊與無線技術

FlexRay

MOST

LVDS

不連續性

距離或時間

回
返
位
準

配線

http://www.keysight.com/find/ena-tdr_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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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發器評估

驅動 IC 驅動 IC發光元件 光學接收器波導

光學裝置評估 光學裝置評估光波導評估 

光學信號 電子信號

汽車工業不斷致力於改善汽車通訊環境的安全與便利性。然而，
高度依賴電子信號的通訊系統使得這項任務充滿挑戰性，因為目
前的傳輸速率、可靠度、小型化與節能等方面都很難再突破技術
極限。為了克服這些限制，光通訊被視為可行的替代方案。

是德科技提供支援收發器傳輸評估以及光學元件量測的解決方案，
這些光學元件包括光纖（光波導）、發光元件、光接收器，和其
他汽車通訊裝置所需的設備。

汽車光通訊簡易示意圖

汽車光通訊元件量測解決方案

 – 傳輸線路耗損
 – 回返損耗

 使用以 850 nm波長校驗的功率錶 
執行損耗評估

 – 傳輸 /反射頻寬特性
 850 nm波長光學元件的 S參數量測

光波導插入損耗評估簡易示意圖

光波導和光學裝置頻寬評估 
簡易示意圖

收發器傳輸評估簡易示意圖

 – 誤碼特性
 – 光學接收器靈敏度特性
 – 壓力眼圖特性

 下一代 BERT在實際環境下的 
效能模擬測試

 – 眼圖 /抖動特性
 使用寬頻光學取樣示波器輸出波形分析 /抖動分析

Optical Head Interface
81618A Optical 

Head
81623B

850nm LD Source
81655A#E01

Mode Conditioner

DUT

Holder/Aligner(2CCDs)

Short MMF

MMF MMF

DUT

850nm LCA Optical test Set

Mode Conditioner

Holder/Aligner
(2CCDs)

MMF

MMF

MMF

26.5GHz LCA N4376D

DUT DUT

Data

Data

Opt.
SW

Opt.
SW

Reference path

Path 1

Path 2 N776xA 
Optical Attenuator

M8020A BERT

Tx Rx

DUT

Data

Data Data

DUT

Data

M8020A BERT

Tx

RxTx

M8020A BERT

光傳輸
線路評估

收發器
評估

光學裝置評估
光學裝置眼圖評估簡易示意圖

汽車通訊與無線技術 光通訊量測工具
提供高度可靠的汽車通訊量測解決方案

汽車光通訊元件

系統傳輸品質評估及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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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903B分析儀

高信號傳真度和大的樣本記憶體，可讓您執行高度精確且靈活
的測試

高速數位 AV介面的效能驗證和相符性測試
車內顯示器和汽車導航系統等 AV裝置，都是使用 HDMI、MHL和
USB等高速串列通訊介面。這些介面原本是為家用電子產品和個
人電腦而開發，都需要在嚴峻的汽車電路環境中運作。此外，車
內與汽車系統連結中有時還會加入錄放影機等消費性裝置；因此，
互連性和相符性測試都極為重要。

是德科技量測工具針對最新高速數位 AV介面，提供簡單、靈活、
準確的效能驗證和相符性測試。此外，利用是德科技量測工具，
您可在和授權測試中心（Authorized Test Centers，ATC）相同的測試
條件下，使用相同的軟體來執行相符性測試，因為 HDMI ATC和
MHL ATC都是使用相同的量測工具。

具有出色的信號整合度和強大的分析 /除錯功能 加速對視訊信號除錯變得更重要

隨著圖像解析度不斷提高，特別是 4K解析度，速度達 5 Gbps以上
的高速 AV介面便因運而生。
Keysight Infiniium示波器提供的量測軟體，可執行標準機構指定的相
符性測試。此外，它們還具備各種除錯功能，可協助快速找出導
致待測物（DUT）無法通過測試的原因。

靈活的接收器壓力測試

執行 HDMI和 MHL信號的接收器壓力測試時，可精準調整所使用的
波形之振幅、抖動和時脈偏差，以便呈現最惡劣條件。
Keysight M8190A任意波形產生器不僅可在標準所指定的最惡劣條件
下產生波形，同時還可每次依需求計算振幅和抖動，以便產生任意
波形。如此一來，您可靈活而有效率地評估接收器的最大效能。

使用 ENA選項 TDR執行 Hot TDR量測

設計支援 HDMI 2.0和 MHL 1.x/2.x/3.x的裝置時，您必須在實際運作
條件下執行 TDR阻抗量測（Hot TDR量測）。
Keysight E5071C ENA選項 TDR可針對 HDMI、MHL、USB 3.0和其他介
面所使用的發射與接收電路 / IC，執行快速且準確的 Hot TDR量測。

使用多個通道同時量測頻率、交流電壓和 THD+N，以便評估汽車
音響的音效系統

評估汽車音響和導航系統的音效系統時，您必須驗證從 6聲道 
（5.1聲道系統）到 16聲道的多揚聲器平衡性。結合雜訊評估的 
同步量測可提高量測效率，特別是在測試配備多個揚聲器的系統
時。Keysight U8903B分析儀可同時處理多達 8個聲道，並同步執行
多項量測。

簡單易懂的操作、高速準確的量測，以及高 ESD穩定性

Infiniium 9000A/90000X系列 N5399C HDMI電子效能驗證 
和相符性測試軟體

M8190A任意波形產生器 在最惡劣條件下用於 
接收器壓力測試的波形

HDMI、MHL、USB和其他介面的量測工具
最適合用來執行汽車導航系統中車載影音設備的效能驗證與相符性測試

汽車通訊與無線技術

汽車影音（AV）設備驗證

汽車導航系統

E5071C ENA（TDR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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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開發需求持續進化的信號分析解決方案

 – 以單一儀器支援廣泛的無線通訊格式 
蜂巢式：LTE/LTE-A、W-CDMA、GGE、C2K、1xEV-DO，及 TD-SCDMA 
短距無線通訊：802.11a/b/g/n/ac、BT 1.0-4.0、GNSS、數位視訊

 – 直覺的圖形操作介面可加快開發和製造階段的發射器 /接收器測試
 – 實現最佳的量測速率和生產力

 – 在單一儀器中提供各種量測，包含雜訊指數、相位雜訊、 
調變分析和 EMI

 – 在單一儀器中 蓋各種不同的無線電格式
 – 支援依循無線電管理法的突波量測
 – 使用即時 SA功能進行雜訊分析

E6640A EXM無線測試儀

X系列信號分析儀

802.11p量測畫面

即時 SA功能可以擷取並顯示快速變化的信號

GS8600XSA量測軟體可執行遵循 
無線電管理法（Radio Act）的量測

一台儀器可支援包羅萬象的無線通訊測試

汽車通訊與無線技術 無線通訊評估工具

Bluetooth® 3GPP

802.11ac LTE

GSM 802.11p

Galileo GPS

我真的需要各種專用的量測儀器，才
能夠滿足開發和檢視各種無線技術的
不同需求嗎？

E6640A和 X系列信號分析儀具備同樣的
GUI和指令系統。您可使用這兩款產品，
兩者都提供同樣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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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HEV/EV的油耗
 – 簡化配置與設定，以加速選擇低功耗裝置，直接改善油耗問題
 – 不僅支援導通電阻 /耐電壓評估，同時也支援功耗評估所需的裝置電容 / 
閘極電荷量測

 – 利用量測結果來計算功耗：有效率地選擇低功耗裝置

驗證實際使用環境的特性：降低汽車召回的風險
 – 在汽車裝置實際使用環境的溫度範圍內（-50 ˚C到 250 ˚C）進行測試， 
大大提升測試效率

 – 可剔除在室溫下無法分辨之不符標準的裝置
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http://www.keysight.com/find/b1506a

高達 1500 Amp！智慧電源模組評估
 – 可評估日益普及的智慧型電源模組（IPM）
 – 可評估過電流檢測功能並實現 IPM溫度量測功能

 – 可大電流下準確評估每項功能，無需使用專用的測試儀
 – 在 IPM的多個端子上同時量測電流和電壓
 – 在施以高達 1500 A大電流時，可同時量測感測發射器、溫度量測 
二極體等

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http://www.keysight.com/find/b1505a

改善高速切換轉換器 /變頻器的設計
在設計轉換器 /變頻器時，為求操作效率和小型化設計，將導致切換頻率增加，因而難
以實現理想的佈局。因此，高頻特性所衍生的問題，例如雜訊與耦合問題，就變得更
為關鍵。若使用新式 SiC和 GaN元件，則需進一步提昇設計準確度。Keysight ADS在整
合式電路 /電磁分析環境中對零件佈局和電路進行模擬，以實現準確的轉換器 /變頻器
電路分析。

電路 /電磁分析整合式環境， 
是德科技先進設計系統（ADS）

G

C

SE

Rs

過電流檢測器 E

佈局

輸出

閘極驅動電路

B1505A/06A 
電源裝置分析儀

Power Device Design and Evaluation Tool

Drives improvements in fuel consumption of HEVs/EVs
–  Minimizes the procedures for configurations and settings for selection of devices with 

low power loss, which directly affect improvements in fuel consumption.

–  Supports not only on-resistance / withstand voltage evaluation but also device capacity / 
gate charge measurement essential for power loss evaluation 

–  Calculates power loss using measurement results: Efficiently selects low power-loss devices 

Verifies behavior in actual use environment: Reduces the risk of 
market recall
–  Significantly improves efficiency of tests under an environment 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of actual use essential for automotive devices (-50 ˚C to 250 ˚C)

–  Screens out non standard-compliant devices that cannot be differenti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keysight.com/find/b1506a

Up to 1500 Amp!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evaluation
–  Is adapted for evaluation of increasingly common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s (IPMs)

–  Realizes evaluations of the overcurrent detect features and th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features of IPMs

–  Accurately evaluates each feature at a high current without a dedicated tester 

–  Simultaneously measures both current and voltage at multiple terminals on an IPM

–  Realizes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s for sense emitter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iodes, etc., while applying a high current of up to 1500 A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keysight.com/find/b1505a

Improves design of high-speed switching converters/inverters
When designing converters/inverters, securing an ideal layout can be hard to achieve 
due to increases in switching frequency for the sake of efficiency and miniaturization. As a 
result,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frequencies, such as problems with 
noise and coupling, become all the more critical. The use of new SiC and GaN devices 
requires further improvement of design accuracy. Keysight ADS enables highly accurate 
analysis of converter/inverter circuits with simulations that combine the parts layout and 
circuits in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 for circuit/electromagnetic analysis.

Integrated environment for  
circuit/electromagnetic analysis

Keysight Advanced Design System

Power device loss vs. switching frequency

Switching converter loss

Dynamic

Static
1k 10k

IGBT MOSFET

SiC MOS

SJ MOS FET

GaNFET

100k 1M

G

C

SE

Rs

Overcurrent
Detector

E

Layout

Output

Gate driver 
circuits

B1505A/06A Power 
Device Analyzer

Power Device Evaluation  
for HEVs/EVs

Power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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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裝置的設計與評估工具 電源裝置

HEV/EV電源裝置評估

電源裝置損耗與切換頻率

動態

切換變頻器損耗

動態

http://www.keysight.com/find/b1506a
http://www.keysight.com/find/b15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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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充放電測試
充放電測試通常需要一個包括電源供應器、電子負載、切換盒等等的複雜系統。 
Keysight N7900系列直流電源供應器讓充放電測試變得更簡單。

 – 高準確度的高速 2象限電源供應器，可供應並消耗電流 

 – 不需要 DMM（內含等同於 DMM的量測功能）
 – 容易連接、體積輕巧（簡易的系統維護使效能維護變得更容易）

執行準確的內電阻量測
Keysight N7900系列直流電源供應器可以滿足您對準確量測的要求。除了前述功能之外，
還提供以下功能。

 – 以 18位元取樣功能擷取精確的電壓和電流波形
 – 可簡單地將量測資料傳輸到 PC

也可用於輸出特性的模擬
 – 以可變的輸出電阻功能輕鬆模擬可能的電池劣化情形

舉例而言，假定內部電阻值是 300毫歐姆，可輸入該值讓電源供應器能根據 300毫歐姆內
電阻，即時將輸出電壓下降到適當的位準。

電源裝置 簡易又準確地執行 HEV/EV電池測試

儲存裝置

　充放電測試

　內電阻量測

　簡易輸出模擬

N7900系列

V

I

輸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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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系統設計和相關元件評估對於提高遠距量測之解析度 /準確度有莫大的助益，並可
提供防撞安全保護與行車控制所需的寬廣視角 /廣角解析度 /準確度
全力實現所需的效能

雷達系統設計
在設計雷達收發器時，包含傳播路徑的全系統分析至關重要。Keysight SystemVue/EMPro
可對整體系統進行分析，包括傳播路徑中的各種干擾，並且在製作原型之前，使用
EMPro提供的更接近實際狀況的分析結果，來分析發射 /接收天線模型。另外，藉由結
合模擬環境與量測儀器，您可執行包含原型在內的全系統分析。

毫米波雷達電路設計
在設計用於毫米波雷達系統的毫米波 IC和電路模組時，一定要考慮接線的特性。如欲
充分了解佈局中的接線效應，您須執行電磁分析。Keysight ADS/Golden Gate可提供高度
準確設計所需的電路 /電磁模擬環境。

毫米波裝置建模
模擬準確度取決於模擬模型，因此設計毫米波電路時，您必須準備
支援毫米波的 SPICE模型。是德科技提供支援毫米波的 SPICE模型
擷取和驗證服務，以執行高度準確的模擬。

24 GHz/77 GHz/79 GHz寬頻雷達元件的評估
是德科技是您值得信賴的夥伴。我們的射頻微波量測解決方案可以
處理各種疑難雜症。

 – 專為雷達發射和接收功率最佳化
 – 毫米波頻段的無突波評估，支援 x2頻率，可因應無線電管理法
（Radio Act）的要求

 – 改善距離解析度
1. 可準確評估頻率偏移和信號源的相位雜訊
2. 在高速時可改變信號源的輸出頻率

 – 具備更長校驗週期和高溫穩定性的毫米波網路量測
 – 可擷取整相陣列天線每個部件的損耗與相位的毫米波網路量測
 – 驗證雷達信號傳輸過程中的信號衰減及角度變化

 – 79 GHz頻段毫米波雷達
 – 高達 4 GHz的頻寬、FMCW雷達、 
脈衝壓縮雷達

 – 相位陣列天線

N5251A毫米波網路分析儀

E5052B信號源分析儀

雷達模組中放大器等元件 
的 S參數量測

High-Resolution and Wide View Angle Millimeter-Wave and 
Wideband Radar

Contribution to radar system design and relevant component evaluation for high 
resolution/accuracy in distance measurement and wide view angle / angular resolution / 
accuracy used for pre-crash safety and cruise control 
Striving to realize the required performance

Radar system design
In the design of a radar transceiver, analysis of the whole system including propagation routes 
is important. Keysight’s SystemVue/EMPro enables analysis of the whole system including 
various disturbances along propagation routes, as well as analysis for antenna models used 
for transmission/reception using analysis results from EMPro that are close to reality prior to 
prototyping. Also, linking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with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 enables 
analysis of the whole system including the prototype.

Millimeter-wave radar circuit design
When designing millimeter-wave ICs and circuit modules for millimeter-wave radar systems, 
it’s absolutely critical to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ring. To sufficiently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wiring on the layout, electromagnetic analysis is necessary. Keysight’s ADS/Golden 
Gate is a circuit/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highly accurate design.

Millimeter-wave device modeling
Accuracy of simul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model for simulation. For the design 
of millimeter-wave circuits, preparation of a SPICE model that supports millimeter 
waves is required. Keysight provides SPICE model extraction and verification 
services for millimeter waves, and enables highly accurate simulations.

24 GHz/77 GHz/79 GHz 
Evaluation of components for wideband radar
You can count on us. Keysight’s RF microwave measurement solutions will 
respond to various issues.
–  Optimization of radar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power 

–  Spurious-free evaluation of spectrums in millimeter-wave bands and 
support of x2 frequencies to meet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Radio Act

–  Improvement in distance resolution
1.  Highly accurate evaluation of frequency deviation and phase noise for signal sources 

2.  Signal sources capable of changing output frequency at high speed

–  Millimeter-wave network measurement with longer calibration cycle and 
high temperature stability

–  Millimeter-wave network measurement that captures the loss and phase 
for each element of a phased array antenna

–  Verification of signal attenuation and degree of angle change during 
radar signal transmission

Measurement of S-parameters of 
components such as amplifiers in 
radar modules

–  Millimeter-wave 79 GHz band radar

–  Wideband up to 4 GHz, FMCW radar, 
pulse compression radar

–  Phased array antenna

N5251A Millimeter-Wave Network Analyzer

E5052B Signal Source Analyzer

TGT2

TGT1 Tx Rx

Clutter

Interference

Collision avoidance radar design

Evaluation of components  
for 79 GHz band

Collision Avoidance  
Radar and Anten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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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析度廣角毫米波寬頻雷達 防撞雷達和天線

防撞雷達設計

79 GHz頻段元件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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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信號頻
率

時間

超寬頻解決方案可評估各式各樣的裝置，包括發射器、接收器和相關元件

信號源，可用於發射信號
FMCW /脈衝信號產生器等。

頻寬大於 4 GHz

 – 卓越的信號品質
 – 通用型信號產生器，超越
一般產生器概念的雷達信
號源

 – 利用前面板操作，簡易輸
出超寬頻信號

頻寬大於 4 GHz

 – 支援多個通道
 – 靈活地套用失真
 – 結合客製的轉換器
 – 靈活支援脈衝雷達的頻率 
濾波等

升頻器與降頻器，可用於毫米波量測
將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頻率擴展到 75 GHz-110 GHz頻段 
（另亦提供頻率高達 1.1 THz的模組）

將 UXA信號分析儀的可量測頻率範圍擴展到 
60 GHz-90 GHz頻段 
（另亦提供頻率高達 110 GHz的模組）

分析儀，可用於接收信號
FMCW線性評估、脈衝信號品質等。

支援高達 510 MHz的頻寬

 – 也可作為掃頻頻譜分析儀

 – 佔用頻寬（OBW）和突波量測的 
理想選擇

支援高達 3.6 GHz的頻寬

 – 也可作為超高靈敏度相位雜訊量測儀
 – 毫米波產生器穩定性評估的理想選擇

支援高達 4 GHz的頻寬

 – 業界效能最出色的低雜訊示波器
 – 支援多個通道

下一代 FMCW系統（約 10公分距離解析度）的範例
關鍵挑戰：500 MHz或 4 GHz的超寬頻 FMCW信號是 

改善雷達距離解析度的關鍵。

N5193A UXG信號產生器

N9040B UXA信號分析儀

E5052B信號源分析儀

9000系列示波器

M8190A任意波形產生器

E8257DV10毫米波信號產生器頻率擴充模組
M1970E智慧混頻器

500 MHz？ 頻寬 4 GHz？
我們可產生這種超寬頻信號嗎？
我們可以量測它們嗎？

⊿ Freq
500MHz
（@24或 77 GHz）
4GHz
（@79 GHz）

防撞雷達和天線 24 GHz/77 GHz/79 GHz汽車雷達效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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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天線設計
電磁分析經常被用於天線設計。Keysight EMPro可對天線單元以及車內實際安裝的天線
進行特性評估。

包含天線的傳輸與接收通道的特性評估
Keysight SystemVue可對發射器和接收器系統做全面性的評估，並將天線的傳播特性納入
考量。藉由使用 EMPro的天線分析資料，我們可針對車輛間的通訊和車內的無線通訊
等應用，評估發射器及接收器系統。

獨立天線單元的回返損耗評估
回返損耗評估可評量天線單元的接收特性。桌上型和手持式網路分析儀讓您能夠輕鬆
進行評估。

天線設計與評估 防撞雷達和天線

天線設計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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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3GHz機型

您可以使用即時頻譜分析儀的硬體觸發 
功能，僅只紀錄 *出現在遮罩定義範圍內
的雜訊。

N9040B/30A/20A 
X系列信號分析儀

S系列 / 9000系列示波器

用於認證測試的 EMI接收器
 – 完全符合 CISPR 16-1-1:2014 Ed 3.2

 – 可對汽車和車用裝置執行 CISPR 12/25量測
 – 不僅可執行接收器掃描，也可用於高速時域量測
 – 可在進行認證測試時顯示 Pk/QP/Ave時間波形，以便分析雜訊特性，並決定適當的
殘餘時間

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keysight.com/find/N9038A

間歇雜訊 /寬頻雜訊評估
即時分析功能可以讓您方便地觀察隨機雜訊 /間歇雜訊，以及和寬頻 /窄頻雜訊並存的
極度間歇性雜訊。傳統頻譜顯示方式無法偵測這些雜訊。

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keysight.com/find/RTSA

間歇雜訊 /寬頻雜訊評估
示波器最適合用來觀測超寬頻雜訊。它們可紀錄 *擷取到的雜
訊，並針對頻域和時域執行多域分析。藉由結合使用示波器與即
時頻譜分析儀的頻率遮罩觸發功能，您可分析隨機 /間歇雜訊。

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keysight.com/find/scopes

*需使用 Keysight 89600B向量信號分析儀軟體進行資料紀錄

N9038A MXE EMI接收器

EMI /雜訊評估 EMI /雜訊評估

EMI

無線電雜訊評估

超寬頻雜訊頻譜

寬頻雜訊時間波形

19 µs

寬頻雜訊

窄頻雜訊

http://www.keysight.com/find/N9038A
http://www.keysight.com/find/RTSA
http://www.keysight.com/find/sc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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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維修馬達和引擎的絕緣電阻測試工具
基於安全考量，馬達與引擎的絕緣驗證有其必要性。進行保養維修時，絕緣電阻測試
更是不可或缺的步驟。

 – 提供的 IP67級的嚴密保護，可杜絕環境中的油漬、灰塵和污水等污染物
 – 適用於高達 1000 V的電壓範圍，包括 500 V的範圍
 – 即使在狹窄空間中也非常簡便易用

U5855A 
TrueIR 熱影像儀

U1461A絕緣萬用電錶

數位萬用電錶 
34972A LXI資料擷取 /資料記錄切換單元

34980A多功能切換 /量測設備

用於實車和配線測試的雜訊分析工具
射頻頻譜分析儀和網路分析儀可在實車測試和原型車中執行雜訊
分析、配線阻抗評估，並找出不連續點的位置。是德科技解決方案
方便易用，提供長達 3小時的電池續航力，機身裝有橡膠保護套，
即便遇到撞擊也不易損壞。這款解決方案具有通過 IP53認證的機
箱，可防水防塵，並可使用 iPad進行遠端操作。

用於溫度設計驗證、熱點識別的紅外線熱影像儀
熱影像儀是理想的量測工具，可擷取兩個維度上的熱分佈特性，並可偵測 ECU板、電源裝
置，以及引擎、煞車和車輪等零件之熱設計中的熱點。它還可用於驗證行車測試的效能。
在進行故障排除時，這個方便易攜、耐用且小巧的機型，可輕鬆識別出現異常的零件。

多點監控 /資料記錄工具，用來量測 ECU板的 
溫度和電氣特性
在汽車引擎測試中，您需同時監測多個參數，例如溫度、油壓、
燃油流量、RPM及排放。內建數位萬用電錶的切換器及控制單元，
可靈活、準確地記錄量測資料。此外，還可以記錄車內的多點溫度
量測。

可在車內和進行實車測試時實現簡易監視的量測工具 駕駛測試 /車內測試

實車測試

車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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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圧

電流

1000 V

10 A

オートレンジ出力特性

30 A

333.3 V

10 kW
恒定功率
曲線

 – 100 MHz至 1 GHz，5 GSa/s，4通道

 – 每秒 100萬個波形的波形更新速率，內建 6合 1儀器功能

 – 提供各種經濟實惠的選項

 – 應用軟體套裝選項

可清楚量測低至數 mV或數十 Mv的漣波雜訊位準

 – 結合 Infiniium S系列低雜訊 10位元示波器和觀測電源雜訊專用的電軌探棒
 – 2 GHz頻寬，±24 V偏移範圍，50 kΩ直流負載

支援節能設計與開發所需的電功率量測

 – 可改善高達 1%的電功率效率：具 0.01%準確度的電功率量測
 – 使用電流探棒 /感測器來操作，有效解決準確度的問題
 – 可直接量測高達 50 A的電流
 – 功率錶和示波器整合為一：大幅改善評估效率

如同使用示波器般地精確量測電功率參數

 – 可輕易地在大螢幕上操作，如同使用示波器一般
 – 16位元解析度，5 Ms/s（2 MHz頻寬）數位轉換器基本高準確度
量測

 – 在顯示波形的同時執行電功率參數的分析：顯著提升分析效率

詳細資訊，請上網查詢：http://www.keysight.com/find/PA2201A

一台抵多台的多功能儀器：實現大容量電源供應器的高效運作，
並支援 1500 V、510 A/unit的寬廣範圍

 – 顯著提高超出 5 kW之大容量電源供應器的運作效率
 – 具有 5到 15 kW的大容量，在單一中儀器支援各種電壓 /電流
範圍

 – 經濟實惠的價格

詳細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keysight.com/find/n8900

支援 CAN符號解碼，超高速 HW處理！

Zone觸控觸發可在三秒內觸發任何波形。

新的產業標準 3000T-X系列，外型輕巧，具觸控操作

新一代 PA2201A 
IntegraVision功率分析儀

N8900系列大容量 / 
大輸出範圍直流電源供應器

新產品推薦 新產品快報
是德科技新的解決方案，可滿足下一代測試需求

電源供應器雜訊分析儀可查看電源供應雜訊的真實形狀

分析擷取檢視

以點擊和拖曳來選擇波形

只要選擇它！

以傳統方法量測
電源供應器雜訊

利用電源供應器 
雜訊分析儀進行量測

http://www.keysight.com/find/PA2201A
http://www.keysight.com/find/n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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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Vue is the software that drastically changes 
how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re.

Supporting more than 200 models 
of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General-Purpose/
High-Performance Oscilloscopes

Digital Multimeters

Signal Analyzers

Function Generators

General-Purpose 
System Power Supplies

BenchVue Software (Free Basic Platform)

Useful BenchVue features

You can download from http://www.keysight.com/find/BenchVue

“Not worth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is troublesome!”

“I wish I could put data onto a PC more easily…”

“I wish I could paste a screenshot into a report…”

Supports more than 200 models!
Also supports the latest power meters, those from the U2040X-Series and the 
34972A Data Logger.
Extension of supported models planned
Pro version capable of data logging is now available (paid option)

BenchVue Software (Free Basic Platform)
Save data to a PC easily! Complete after a few clicks.

Enables monitoring of measurement results from 
multiple models and multiple units by displaying 
them simultaneously. Save results to a PC all at 
once with only three clicks.

The library feature enables easy access to 
manuals, the latest firmware, and application 
notes with measurement hints.

Easily add notes to trace data from the 
Oscilloscope and Spectrum Analyzer and save 
them.

 | Keysight | Test and Measurement Tools for Automobiles - Primer20

BenchVue軟體（免費的基本平台）
「無需程式設計。程式設計真是麻煩！」
「我希望能更輕易地將資料存入個人電腦 ......」
「我希望可以將螢幕截圖貼到報告中 ......」

BenchVue軟體（免費的基本平台）
輕易地將資料存進 PC！只需點擊幾下就可以完成。

實用的 BenchVue功能

可同步顯示多個機型和單元以便監視量測結果。
只需點擊三次就可同時將結果儲存到個人電腦中。

資料庫功能可以讓您透過量測提示輕鬆查閱使用
手冊、最新的韌體和應用說明。

可輕易地在示波器和頻譜分析儀上加上註解以便
追蹤並儲存資料。

支援超過 200種機型！
此外還支援最新的功率錶，從 U2040X系列到 34972A資料記錄器。
計畫擴充支援的機型
現已提供專業版的資料記錄功能（付費選項）

請點擊連結下載 http://www.keysight.com/find/BenchVue

* Bluetooth 和 Bluetooth商標為美國 Bluetooth SIG, Inc.的註冊商標，已授權是德科技使用。

http://www.keysight.com/find/BenchV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