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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 
技术与应用支持——齐心协力，所向披靡 

 

行业趋势 
Dimensional Research 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技
术企业中，62%的企业表示测试仪器设置不正确会影响其业绩。89%
的企业表示，通过快速获取测试专家支持和知识资源，他们可以提高
效率。其中，95%的测试专业人员每个月都会寻求技术支持。 

这就是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的用武之处——由我们非常熟悉前沿
技术、行业标准、一致性、应用软件以及测试系统中所用仪器和软件
的技术专家通过 KeysightCare 知识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是德科技的支持策略和服务承诺 

凭借 80 多年的测试和技术经验，是德科技深知测试系统的正常运行
时间、测量精度以及对新技术的理解决定了您的测试和测量能否取得
成功。面对技术挑战，您并非孤立无援。KeysightCare 致力于通过
卓越的测试和测量客户关怀以及针对仪器、软件和解决方案主动提供
的支持，帮助您解决遇到的困难。通过 KeysightCare，您可以更快
获得响应，更快联系到相关专家，最终更快地解决问题。本技术资料
详细介绍了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KeysightCare 的关键组成部分）
及其优势，并提供了使用指南。 

特点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提供如下 
服务： 

• 在承诺的响应时间内无限次 
获取技术专家的贴心帮助 

• 7x24 小时全天候开放的知识 
中心，随时可以访问 

• 访问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和案例管理 
 

通过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 
您可以节省产品开发时间， 
更快地将产品推向市场： 

• 更快速、可预测地联系到 
技术专家 

• 更快解决技术支持问题 

• 避免可能发生的支持问题 
 

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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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的定义 
 

技术支持条款 选项 

服务资格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服务资格通常与资产序列号挂钩，为拥有是德科技资产
（硬件或软件）支持服务的企业提供不同层级的 KeysightCare 支持服务，其中 

企业的用户数量不受限制。 

除了根据序列号享有 KeysightCare Assured、Enhanced 或软件支持服务资格 
之外，拥有大量是德科技资产的客户还有资格获得现场技术支持。如需了解更多
信息，请联系您的是德科技客户经理。 

技术支持 客户如果拥有享受 KeysightCare 服务资格的资产或软件，可以使用企业电子邮件
地址访问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support.keysight.com) 开启支持案例。远程技术
支持也可通过 KeysightCare 支持联系方式中的电话和/或电子邮件提供。 
 

___________   不由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提供   ____________ 

顾问式服务——熟悉先进测试方法和标准的是德科技专家使用是德科技硬件和 
软件，优化您的特定测量需求和测试策略。 

教育服务——是德科技专家提供定制培训，从而助力您进行精确测量。 

测试系统支持——如果将符合资格的资产用作测试系统的一部分，只针对该资产
提供支持服务。 

如果您对这些附加服务感兴趣，请联系是德科技。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是衡量全球 KeysightCare 技术和应用支持团队 (K-TAS) 能够多快开始 
提供技术支持的一个指标。时间以当地 K-TAS 的工作时间为准。响应时间是指从
客户联系 K-TAS 团队到团队中的案例负责人首次给予有意义的响应一共经历了 
多长时间。客户应当提供资产的序列号或软件的主机 ID，以便获得相应等级的 
支持。技术专家会全力保证尽快做出首次响应，他通常拥有渊博的产品或技术 
知识，擅长调试和诊断问题，并且会持续关注案例的进展情况直至案例结束。 
查看工作时间，了解不同区域的详细信息。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 

KeysightCare 
Assured  

KeysightCare 
Enhanced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 

技术支持响应时间 2 个工作日 工作时间内 
4 个小时 

工作时间内 
2 个小时 

工作时间内 4 
个小时 

 
 

支持门户网站 通过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support.keysight.com) 访问与您的资产相关的 
支持和服务资源。您可以在线访问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24x7 小时全天候 
提交服务请求、浏览知识中心，或者是检查提交的案例和要求的进展状况。 
所有 KeysightCare 层级均允许用户访问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upport.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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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3011035&id=3011035&cc=US&lc=eng&jmpid=zzfindkeysightcare.contactus&elq_cid=3472146&cmpid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3011035&id=3011035&cc=US&lc=eng&jmpid=zzfindkeysightcare.contactus&elq_cid=3472146&cmpid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consulting-service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education-service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3011035&id=3011035&cc=US&lc=eng&jmpid=zzfindkeysightcare.contactus&elq_cid=3472146&cm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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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更新 软件更新只能通过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获取。安全补丁和错误修复可能不需要
KeysightCare 协议，但它们也包含在所有生效的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协议内。
针对所有享有 KeysightCare 服务资格的软件，是德科技向客户提供软件版本更新
通知。 

固件更新 针对所有在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上注册且有资格享受 KeysightCare Assured 和
Enhanced 服务的仪器，是德科技会向客户推送固化软件更新通知。 

各地区提供技术支持
时使用的语言 

 

技术支持区域 语言 

美洲 英语 

欧洲、中东、非洲和印度（EMEAI） 英语 

大中华区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 

日本 日语、英语 

韩国和南亚太平洋地区 英语、韩语 
 

 
 

认识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我们是谁） 

使用多种语言与世界级技术专家进行沟通。KeysightCare 技术专家遍布全球，包括美洲、南亚太平洋地区、 
韩国、EMEAI (欧洲、中东、非洲和印度)、大中华区 (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和日本。KeysightCare 技术支
持全球团队通力合作，采用先进的协作工具和流程，高效分享知识和专业技能，确保您的测试获得成功。 

是德科技技术和应用支持工程师 

是德科技技术和应用支持 (K-TAS) 团队由经过认证且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他们拥有电气工程、物理学和 
数学方面的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K-TAS 支持工程师在电子测试和测量等各个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并且与 
我们的研发团队紧密合作，从而深入了解每台仪器背后的测量技术（包括计算和方法），确保为您提供卓越的
技术支持。 

此外，K-TAS 工程师还精通通用测试和自动化、数字光学测试、元器件测试、射频和 µWave 等无线器件以及
应用软件等五个关键技术领域之一。K-TAS 工程师经常会亲自使用仪器和 PathWave 设计软件，尤其是他们的
专业技术领域用到的仪器和软件，从而复制测量设置，快速、准确地解答您的测试和仪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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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用测试和自动化 (GTA) 

• 包括但不限于参数测试和功率器件测试半导体分析仪、 
数字万用表、数据采集仪、函数发生器、计数器、 
电源产品、电池和功率分析仪。BenchVue、VEE Pro、
Command Expert、IO 程序库 
 
 

2. 数字光学测试 (DPT) 

• 包括但不限于高性能和中档示波器、DSA、DSO、MSO、
UXR、Infiniivision、采样示波器和探头、DCA-X、DCA-M、
BERT、J-BERT、AWG、逻辑分析仪、协议分析仪光子 
测试和测量以及 LCA 
 
 

3. 元器件测试 (CT) 

• 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分析仪、PNA、ENA、阻抗和参数分析仪、
毫米波、eCal、FieldFox、射频和 µWave 测试附件、功率 
传感器、功率计、噪声系数 
 
 

4. 无线器件 (WD) 

• 包括但不限于信号分析仪、X 系列 SA、EXA、MXA、PXA、
UXA、相位噪声、无线和 5G、信号源、MXG、PSG、UXG、
模块化 VXG 和 VSA、AWG 
 
 

5. PathWave 设计软件 

• 包括但不限于 EEsof 先进设计系统、EMPro、射频合成、 
RFIC 设计、系统设计、器件建模、Model Builder、模型 QA、
WaferPro、A-LFNA、Pathwave 先进设计系统 (ADS)、
Pathwave EM 设计 (EMPro)、PathWave 射频合成 
(Genesys)、Pathwave RFIC 设计 (GoldenGate)、 
Pathwave 系统设计 (SystemVue)、Pathwave 器件建模  
(IC-CAP)、Pathwave Model Builder (MBP)、Pathwave 
模型 QA (MQA)、A-LF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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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有何意义 

一旦小的测试问题日积月累或者是工作流程崩溃，项目进度就会受到巨大影响。保持竞争优势的方法是： 
让 KeysightCare 在我们的资源与您的团队之间架起一座畅通无阻的沟通桥梁。我们承诺为您提供便捷且主动的
服务，帮助您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减少代价高昂的意外停机时间和延误。当您遇到测试、应用、仪器或者软件
方面的问题时，我们知道响应时间对您意义重大。 

 

最常见的技术支持服务 

我们的一大主要目标是降低项目风险。KeysightCare 能够为您的团队提供快速设置、配置和持续运行新仪器和
软件等方面的支持，从而让您更快地把握好机遇。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满足。技术支持能够帮助您解决仪器和软
件应用问题，指导您进行特定测量。此外，我们的支持工程师会满足您在软件方面的需求，例如软件升级、 
许可证问题、测试自动化。以 Python、MATLAB、C#.net、VB.net、VEE Pro、LabView 等语言提供众多程序
和代码示例。  

当您需要帮助来诊断和隔离测试、仪器或软件故障并确定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时，我们就在您身边。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可以为您提供所需的测试专业知识和支持： 

• 拨打数量没有限制的电话，和/或开启多个技术支持案例 

• 根据您的 KeysightCare 协议，在承诺的响应时间内（2 个工时到 2 个工作日不等） 

提供技术专家支持 

• 7*24 小时全天候 KeysightCare 支持门户网站 

• 7*24 小时全天候访问知识中心，获取 KeysightCare 独家文章和视频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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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范围 
没有 

KeysightCare 
服务 

技术支持范围 

通用软硬件技术支持 

售前咨询 √ √ 

是徳科技官网常见问题解答（FAQ） √ √ 

行业测试标准信息（可访问门户网站获得相关文章） √ √ 

售后技术咨询  √ 

故障诊断  √ 

承诺的技术支持响应时间  √ 

协助解决有关仪器，软件和测量的应用问题  √ 

编程自动化启动引导，提供代码示例访问权限  √ 

专门针对硬件的技术支持 

初始故障和故障诊断支持  √ 

仪器设置协助  √ 

专门针对软件的技术支持 

永久许可证问题 √ √ 

软件设置和/或升级至最新版本  √ 

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访问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 √ 

访问是德科技知识中心，查阅技术文章和常见问题解答 √ √ 

访问独家技术文章，观看视频  √ 

访问实用“操作方法”指南  √ 

访问编程实例  √ 

与技术专家在线交流  √ 

主动式 KeysightCare 维修和校准状态更新  √ 

访问故障诊断指南  √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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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 
除了测试和测量问题之外，您还可以索取产品比较、技术配置和报价等相关信息。请务必提供产品（资产）型
号和序列号。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1. 通过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support.keysight.com)，您可以记录案例并直接联系我们全球 K-TAS 团队
中的顶尖专家。 

2. 无论您身在何处，您都可以通过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电子邮件和免费电话号码与我们联系。网站上
还列出了适合通话的工作时间。联系 KeysightCare 支持，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获取帮助，您可以在 
一天内多次请求支持和/或请求对多个案例提供支持。 

 

远程支持 

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家，您都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创新工作。我们的 K-TAS 工程师通常提供是德科技测试仪器
的远程访问，并可以按照您的要求登录您的测试仪器进行检查或测试。在帮助您解决问题时，我们会使用您 
选择的协作工具，例如 MS TEAMS、Webex、Zoom、TeamViewer 等。在远程互动越来越频繁的当下，无论 
您的仪器是马上可以访问，还是您需要时间完成交互设置以便获得额外支持，K-TAS 工程师都可以满足您的 
日程安排。 

 
 

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  
是德科技支持门户让实验室管理转型。无论您是
在监管成千上万的仪器和软件资产，还是在努力
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这个门户网站都能针对您
的支持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主动访问，包括服务协
议和服务资格。观看这段 2 分钟视频，详细了解
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的重要价值。 

使用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的自助服务功能，您可以
访问应用指南或常见问题解答等精彩内容，或者
是与支持工程师交流。此外，您还可以创建新支持案例、查看实时资产维修状态或检查校准结果。您和 K-TAS
工程师都可以看到资产的每一条案例记录，技术支持工程师因此能够为您提供个性化的主动支持。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响应，是德科技建议您使用是德科技支持门户打开支持案例，以便我们快速准确地识别
资产，迅速解决问题。录入是德科技支持门户中的案例会直接进入高优先级队列。由于资产的型号和序列号已
经过验证，因此您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专门负责您的仪器和软件领域的支持工程师。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upport.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3011035&id=3011035&cc=US&lc=eng&jmpid=zzfindkeysightcare.contactus&elq_cid=3472146&cmpid
https://www.keysight.com/ca/en/lib/resources/miscellaneous/contact-keysightcare-support-3011035.html
https://support.keysight.com/KeysightdCX/s/?language=en_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ZWXqET2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ZWXqET2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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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支持门户活动摘要： 
  一般特性 

• 搜索技术文章或产品文档 

• 浏览技术支持视频 

• 提交技术支持请求（开启案例） 

o 检查未结案例的进展情况 

o 检查已结案例的记录和解决方案 

o 检查资产的保修状态 

• 能够设置一组成员，为他们提供同样的资产、支持案例和服务订单信息，从而让他们保持有效的 
联系并促进协作。 

硬件 
• 下载最新版本的固化软件或仪器驱动程序 

• 检查资产的校准到期日 

• 查看资产校准记录并下载校准证书 

• 请求更新产品享受的 KeysightCare 服务资格 

软件 
• 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 

• 打开 Keysight Software Manger (KSM) 链接，兑换或重新托管软件许可证 

• 访问 Eesof (PSS) 门户网站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edadocs.software.keysight.com/display/support/Knowledge+Center
https://edadocs.software.keysight.com/display/support/Knowledge+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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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的九个技巧 
通过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让您的 KeysightCare 利益最大化，提高测试仪器和软件的效率： 
 

1. 新建账户 

在 support.keysight.com 上注册或登录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点击人员图标并选择“注册”以创建个人资料，
或点击“登录”以管理资产、查找问题的技术答案或者是了解更多信息。 

查看“个性化设置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创建登录指南”，按照提供的步骤学习如何打造个性化的门户
体验。该指南展示了如何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创建登录、设置语言、调整帐户设置、通知、服务偏好、帐户
权利和群组管理。请您务必使用企业电子邮件地址登录，以便验证您的 KeysightCare 服务资格。 

另请参阅“设置和管理群组”，了解如何使用是德科技支持门户设置一组指定成员，从而为他们提供同样的
资产、支持案例和服务订单信息。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的群组功能不仅能够让您的团队保持紧密联系，还提
供其他详细信息，以便团队齐心协力，满足是德科技资产的支持需求。 

 

2. 使用“站点帮助” 

“站点帮助”显示为灯泡图标，在每个门户网站页面上都有。您可以浏览“站点帮助”
资源并从中选择各种主题。例如，“在哪里可以找到产品的校准文件？”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support.keysight.com/KeysightdCX/s/?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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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adocs.software.keysight.com/kkbopen/where-do-i-find-the-calibration-documents-for-my-product-657243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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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看“操作方法”视频和基础课程 

知识中心中的仪器和软件“操作方法”视频为解决仪器设置和功能可用性问题提供了答案和演示。 
这些高价值视频将仅供拥有 KeysightCare 授权资产的客户使用。 

此外，您还可以找到帮助您快速掌握测试和测量基础知识的入门课程。入门课程尤其能够帮助新入行的 
工程师加快学习速度。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technicalsupport.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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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是德科技精选的十篇关于数字测量、元器件测试和射频测量的技术文章 

如需深入了解知识中心中的技术文章，请参阅是德科技首席工程师精选的十篇关于数字测量、元器件测试和
射频测量的技术文章。这些文章详细介绍了执行精确可靠测量所需掌握的技术知识。每篇文章都提供宝贵的
知识，帮助您信心十足地应对技术测试挑战。要访问这些技术文章及更多内容，您必须享有 KeysightCare
权利并使用企业电子邮件地址登录是德科技支持门户。 

 

 数字测量 

1.  设置 M9195B 多模块系统有什么要求？ 

2.  数字激励和响应模块：执行触发模式 

3.  哪些 SCPI 命令可以为 M8070B BERT 软件选择模式？ – Python 编程示例 

4.  如何在 N1000A 采样示波器上设置 12 边沿输出抖动测量？ 

5.  如何针对 802.3bs_cd 标准执行 IEEE PAM-4 发射机一致性测量？ 

6.  如何计算 InfiniiVision 示波器的电压测量精度？ 

7.  如何在 Infiniium 示波器上正确设置时序测量阈值？ 

8.  为 N7020A 和 N7024A 电源轨探头正确设置示波器 

9.  适用于 Infiniium、InfiniiVision、Infiniium Offline 和 81150/81160A 的 MATLAB 波形导入/导出代码——
Matlab 示例 

10.  如何在分段模式下高效记录每个波形的 Infiniium 测量数据？ – Python 编程示例 

 

 元器件测试 

1.  ENA 材料测量指南——同轴探头 

2.  使用同轴探头方法时，什么是低损耗材料的介电测量精度？ 

3.  在阻抗测量理论中，什么可称为好的参考？ 

4.  多项式和基于数据的矢量网络分析仪 (VNA) 校准套件之间有何基本区别？ 

5.  使用 FieldFox 时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 

6.  使用 PNA、ENA 或 FieldFox 系列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测量时为什么会出现不理想的校准结果？ 

7.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问题——高增益放大器测量注意事项 

8.  PNA VEE 应用：“校准所有”样本，具有适用于 Cal All srcpwrcal 的独立射频电平； 
“校准所有”S 参数校准和通道 1 – 通道 2 被测器件射频测试电平。 

9.  PNA 系列网络分析仪 MATLAB 文件存储器传输作为二进制 Bin-Block 

10.  哪种高阻抗/差分探头可用于 E5052A/B 信号源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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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频测量（无线器件） 

1.  X 系列信号分析仪——如何在相位噪声对数图模式下测量杂散？ 

2.  当我更改 X 系列频谱分析仪的频谱分析仪扫宽时，为什么噪声标记的电平会发生变化？ 

3.  如何计算频谱分析仪和信号分析仪的频率精度？ 

4.  您能否演示如何在 MXG/EXG 信号发生器上使用多功能发生器选件 303？ 

5.  我试图使用 Matlab 通过 GPIB 从 X 系列分析仪读取数据，但数据不正确。而当我通过 LAN 获取数据时，
同样的 Matlab 程序却可以工作。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6.  怎样才能使用 VISA.NET 通过编程将 GPIB 仪器恢复到本地模式？ 

7.  当我在 X 系列分析仪中将 I/Q 波形保存为“测量结果”时，不同的列（譬如 Meas0、Meas1……）分别表示
什么意思？ 

8.  您能否演示如何在 PC 和 E4438C 之间来回移动 WFM 文件？ 

9.  如何使用 SCPI 控制 X 系列分析仪中运行的 89601B VSA 应用软件？ 

10.    X 系列频谱分析仪的噪声标记：显示点设置会影响 CW 幅度 

 
5. 创建技术支持案例 

只需简单几步，您就可以创建和跟踪技术支持案例。 

首先从“支持”菜单中选择“创建支持案例”。 

“技术支持”服务资格通过序列号（硬件）或主机 ID
（软件）与您的资产挂钩。在案例窗口，您可以选择
“技术支持”，输入资产信息以及您的问题或要求。

然后，点击提交即可。 

您可以创建由工作组中多个成员共同查看和管理的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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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探索 KeysightCare 知识中心 

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包含 KeysightCare 知识中心。该中心是您了解最新技术支持文章、产品文档和其他
实用资源的宝库，它将帮助您充分发挥是德科技产品的最大功用。 

通过知识中心，您可以找到支持问题的答案，拓展您在是德科技仪器和软件方面的专业知识，并访问其他
支持相关网站。知识中心具有以下功能： 

• 选择多个类别的技术支持文章和产品文档 

• 为搜索结果选择“最佳匹配”或“最新日期” 

• 收藏、打印、分享或下载您中意的文章 

• 迅速找到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视频、论坛、NEMO 支持、是德科技云课堂、其他视频频道和 
PathWave 软件的链接 
 

7. 使用 KeysightCare 知识中心的搜索功能 

在 KeysightCare 知识中心，您可以通过搜索查找特定主题。您可以针对单个或多个查询类别使用高级筛选。 

KeysightCare 知识中心包含数以万计的技术文章，这些文章是以真实的客户案例、测试测量场景以及带有 
解决方案的问题为基础，充分反映了是德科技过去数十年的研发和测试专业知识。您可以访问这些技术文章，
了 解 最 新 技 术 以 及 解 决 技 术 难 题 的 方 法 。 请 注 意 ， 许 多 更 深 入 的 技 术 文 章 、 视 频 和 编 程 示 例 只 向
KeysightCare 客户开放。 

 

8. 下载校准证书 

登录是德科技支持门户后，您可以在服务和保修状态页面通过“服务订单”或“资产”查看和管理资产校准 
证书。操作步骤如下： 

服务和保修状态页面： 

• 输入资产的型号和序列号，(或输入服务订单号)，然后点“搜索”。 

• 在“校准文档”下找到或输入您的资产  

• 观看《通过是德科技支持门户在线管理校准证书》短视频，了解如何找到校准证书。 

注：如果尚未登录是德科技支持门户，您只能通过服务和保修状态页面访问工厂校准文档。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support.keysight.com/KeysightdCX/s/knowledge-centre-home?language=en_US
https://support.keysight.com/s/service-and-warranty-statu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wCKlN-bQ0&list=PL2XuMA5AwNUzQwKI5tcu6bAhkYnZIQF-5&index=1&t=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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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订单”板块： 

• 在“服务订单”板块，您可以搜索感兴趣的服务订单。 

• 选择服务订单以激活“操作”页面。 

• 在“操作”页面，您可以选择并查看“校准证书”。 

资产板块： 

• 在“资产”板块，您可以搜索感兴趣的资产。 

• 选择资产以激活“操作”页面。 

o 在“操作”页面，您可以选择“下载证书”以查看最新校准证书。 

o 如需查看之前的证书，请点击“服务记录”并在“服务记录”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证书。 

 
9. 是德科技产品序列号和是德科技软件主机 ID 的重要性 

您享有的 KeysightCare 服务资格以及访问是德科技支持门户中特定产品信息的权限与您的是德科技资产/产品
直接相关： 

• 硬件序列号 

• 是德科技软件的主机 ID 

为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活动提供是德科技资产序列号能够确保您迅速获得响应且资产信息准确无误。 

我们也能够理解，您可能会要一点时间才能找到产品标识。但是，知道序列号或主机 ID 有很重要的意义。 
通过产品序列号，您和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团队可以查看如下产品信息： 

• 配置（包括选件）  

• 保修和维修记录  

• 校准记录   

• 有效的最终用户   

• 合法性（不是重复或不存在的序列号）  

• 确保所有权正确合法（非偷盗得来） 

• 判断软件是安装在 PC/服务器上还是安装在硬件上 

• 判断订购的软件支持到期日 

• 确定可用的更新和增强功能 

无论您是使用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电子邮件还是电话，您都可以用资产序列号和主机 ID 打开服务请求或
支持案例。如果您有多个有 KeysightCare 服务资格的资产，可以在支持案例列表中选择一个特定资产，以便
K-TAS 轻松获取序列号和固化软件版本等相关信息，从而更快解决问题。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support.keysight.com/s/service-order-management
https://support.keysight.com/s/asset-management-clone
https://support.keysight.com/KeysightdCX/s/?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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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KeysightCare 服务覆盖范围 
KeysightCare 服务打造了一种超越技术支持的全面支持模式，旨在帮助客户快速推出新产品，减少代价高
昂的计划外停机和延误。无论您是测试设备有问题，还是需要校准或维修，快速响应对您来说都至关重要。 

KeysightCare 提供完善的客户服务，远远超越基本保修和技术支持的范围。您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升级您的
是德科技服务等级： 

1. KeysightCare Assured 和 Enhanced 可以缩短技术支持响应时间，同时在承诺的周转时间内提供
维修和服务保障，确保将停机时间压缩到最短。 

2. KeysightCare 软件支持服务确保您的软件始终保持更新，并为您发送所有最新增强功能和通知 

3. 增加咨询或教育服务 
 

服务说明摘要 
 

支持协议说明 保修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 
KeysightCare 

Assured 
KeysightCare 

Enhanced1 

KeysightCare  
软件 

自助服务门户网站和知
识中心，24x7 全天候 

  
• 

 
• 

 
• 

 
• 

技术支持响应时间  2 个工作日 工作时间内 
4 个小时 

工作时间内 
2 个小时 

工作时间内 
4 个小时 2 

硬件支持 

包括维修服务 •  • •  

维修服务周转时间 4 未做承诺  10 个工作日 7 个工作日  

校准服务 3    •  

校准服务周转时间 4    5 个工作日  

主动发布固件版本
更新通知 

  • •  

软件支持 

主要特性、增强功能
和维护版本 

    
 
• 

主动发布软件版本
更新通知 

    • 

所有提供的服务均需遵守相关的法律条款与条件。  
不包括印度、以色列、俄罗斯和巴西的周转时间。是德科技将会尽商业上合理的努力实施维修。   

 

1. 仅在部分国家/地区提供。请联系是德科技公司。 

2. 享受软件支持需要签署 KeysightCare 软件协议。如果硬件和软件都在技术支持权益范围内，则尽量提供最佳的服务水平。 

3. KeysightCare Enhanced 中包含的校准将会按照建议的校准周期实施。您可以根据国家/地区和可用型号来选择当地适用的 
是德科技校准方案。不包括标准实验室校准和自定义校准。 

4. 维修和校准周转时间不包括装运或定制处理时间。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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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Care Enhanced 在以下国家/地区提供： 
 

区域 国家和地区 

美洲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 

欧洲、中东、非洲
和印度 (EMEAI)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 
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 

大中华区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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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务 
随着标准和技术不断发展，测量挑战也在加剧。是德科技专家开发了灵活的教育服务，可以帮助您建立 
信心，收获进行精确测量的新技能。 

我们提供优质的在线学习或讲师讲解的课程，帮助您的团队提升测量技能、深入了解测量和技术。课程可
以定制，从而满足您的具体要求。测验、全面的期末考试和结业证书能够证明您掌握这些知识的程度。 

 
咨询服务 
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标准的不断升级推动业界孜孜不倦地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将创新产品推向市场。
我们的专家了解先进的测试方法和标准，可以通过咨询服务提供帮助。我们使用最新硬件和软件分析您的
特定测量需求，并和您一起实现优化的测试策略。无论您是需要关于表征或一致性测量的咨询服务，还是
想要提升测试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我们都能提供您所需的技术专业知识和编程支持。是德科技咨询服务 
涵盖如下内容： 
 

• 快速进行多通道射频和毫米波测量 

• 表征宽带器件 

• 实现高速数字测试一致性 

• 充分利用您的 5G/CV2X 设备测试解决方案 

• 快速复制射频环境 

• 加快器件建模 

• 充分发挥 PathWave 设计软件的作用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education-service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education-service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consulting-services.html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consulting-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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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 

停产和淘汰的产品 

我们在尽合理努力的基础上为停产但未淘汰的产品提供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已淘汰的产品（停产 5 年 
以上）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支持。 

为全站点享有服务的仪器（硬件）提供技术支持 

贵公司可能已经签署了基于地域的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协议。此项服务包括现场所有工程师无限制访问
是德科技技术和应用支持团队 (K-TAS) 

• 无论器件的性能水平、应用领域或使用年限，现场符合资格的资产出现任何技术问题都能享受 
此项服务。 

• 与有权限的站点相关的所有用户（包括研发、设计还是制造测试工程师）也可以访问是德 
科技支持门户、开启支持案例、查阅知识中心数据，而无需为特定仪器或软件单独购买
KeysightCare 权益。 

• 即使有一个软件资产没有订购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服务，我们也会为仪器上符合资格的应用
软件提供技术支持。此项服务不包括软件更新和通知。K-TAS 只会解答与最后三个版本（当前
版本和之前的两个版本）相关的软件问题，因此您需要续订或升级到具有 KeysightCare 软件 
支持的产品。 

• 您可以通过是德科技支持门户了解您所在站点享受的服务资格，我们的 K-TAS 工程师也能看到
同样的信息。服务资格适用于在可享受权利的站点中注册的所有资产和联系人（即使该人可能在
其他地点工作）。 

教育客户的技术支持范围 

针对教育行业客户新购置的仪器，是德科技提供一项超值优惠――使用是德科技支持门户网站通过在线案例
管理为客户额外提供 4 年的 KeysightCare 技术支持。更多信息请咨询是德科技客户经理。 

面向教育行业客户的 KeysightCare 服务为您提供长达五年的技术支持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ca/en/assets/3121-1028/flyers/Get-Five-Years-of-Tech-Support-KeysightCare-for-Education-Custom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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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造佳绩       

KeysightCare 为您的团队架设起一条畅通无阻的服务快车道，使您能够尽快找到并体验我们的丰富资源。
我们将会按照承诺的条件提供便捷和定期实施的服务，帮助您扫清成功的障碍。激活 KeyshightCare，
无论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可以加快步伐，迈向胜利。了解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或访问我们的 
网站：www.keysightcare.com。  

 
 
 
 
 
 
 
 

www.keysight.com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完整的联系方式请见：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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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eysightcare.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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