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页 1联系我们：www.keysight .com 

技术资料

InfiniiVision 示波器 
应用软件套件
成套购买立享 25% 价格优惠



页 2联系我们：www.keysight .com 

应用软件套件概述
在购买 InfiniiVision X 系列示波器时，搭配何种探头、升级何种硬件以及选配何种软件选
件来执行特定测量应用等问题可能会让您感到望而生畏，无从下手。是德科技将多种产
品预先配置到一个套件中，让您无需再经历选型的烦恼。是德科技现可提供六种不同的
产品套件，它们分别针对汽车测试和调试、电源表征和测试以及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 
测试进行了优化。选择最适合您的测量应用且满足预算要求的套件，与单独购买同样的
产品相比，可以节省 25% 的费用。

• 中级版 汽车测试套件（DSOX3054AUT）

• 高级版 汽车测试套件（MSOX4154AUT）

• 中级版电源分析套件（DSOX3054PWR）

• 高级版电源分析套件（MSOX4154PWR）

• 中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DSOX6004JIT）

• 高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MSOX6004JIT）

节省 25%费用

优
惠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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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iVision汽车测试套件
汽车电子器件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中运行，因此可能会发生意外的瞬变和严重的串行总线
控制错误。Keysight InfiniiVision 示波器具有非常高的波形捕获率和硬件串行总线解码
能力，能够帮助您更快发现汽车毛刺信号和串行总线错误。

中级版汽车测试套件
中级版 汽车测试套件 (DSOX3054AUT) 围绕 4 通道 500 MHz 带宽的 InfiniiVision 3000T X 

系列数字存储示波器 (DSO) 构建，配有内置函数/任意波 形发生器 (AWG) 和汽车测试 
软件选件。

汽车测试软件套件为基于常见的汽车串行协议进行触发和解码提供了广泛支持，这些协
议包括 CAN、CAN FD、LIN、FlexRay、SENT、PSI5 和 CXPI。此外，套件还支持对 CAN、
CAN FD 和 FlexRay 差分总线进行眼图模板测试，并且能通过分别导入 .dbc 和 .ldf 文件
对 CAN、CAN FD 和 LIN 总线进行符号解码。

图 1. 使用 DSOX3154AUT中级版汽车测试套件进行的 CAN符号触发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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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测 CAN、CAN FD 和 FlexRay 等汽车差分总线，该套件还包含了 N2818A 200 MHz

差分有源探头。中级版 汽车测试套件包含的主要组件如下：

 中级版汽车测试套件：DSOX3054AUT

DSOX3054T 4 通道 500 MHz 示波器
D3000AUTB 汽车测试软件选件
DSOX3WAVEGEN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N2818A 200 MHz 差分有源探头
DSOXLAN LAN/VGA 模块

高级版汽车测试套件
高级版汽车测试套件 (MSOX4154AUT) 围绕 4+16 通道 1.5 GHz 带宽的 InfiniiVision 4000 X 

系列混合信号示波器 (MSO) 构建，提供额外 16 个用于信号采集的逻辑/数字通道、1 个 
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以及旗舰版软件套件选件。

除了中级版套件所包含的汽车专用串行协议和高级测量功能之外，高级版汽车测试套件
还支持电源分析以及更广泛的嵌入式串行协议，包括 I2C、SPI、UART/RS232/484、I2S、
USB 2.0、USB PD、用户自定义的 NRZ 和 NFC。

图 2. 使用 MSOX4154AUT高级版汽车测试套件进行的差分 CAN总线合格/不合格眼图模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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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版 汽车测试套件还包括 N2818A 200 MHz 差分有源探头。高级版 汽车测试套件包含
的主要组件如下：

 高级版汽车测试套件：MSOX4154AUT

MSOX4154A 4+16 通道 1.5 GHz 混合信号示波器
D4000BDLB 旗舰版软件套件选件
DSOX4WAVEGEN2 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N2818A 200 MHz 差分有源探头

InfiniiVision电源分析套件
为了对电源的开关损耗、输出纹波、效率和反馈放大器的稳定性进行测试，您需要使用
高压差分探头、电流探头、偏移校正夹具和示波器软件选件。Keysight InfiniiVision 示波
器中级版和高级版电源分析应用软件套件提供了全套关键的测量工具，能够帮助您测试
和表征开关模式电源设计。

中级版电源分析套件
中级版电源分析套件 (DSOX3054PWR) 围绕 4 通道 500 MHz 带宽 InfiniiVision 3000T X 

系列数字存储示波器 (DSO) 构建，配有内置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以及电源表征和分析
软件选件。

电源分析软件套件可以支持众多线性和开关模式电源 (SMPS) 测试，包括输入交流电质量、
电流谐波、开关损耗、开/关分析、瞬态分析、输出纹波、效率等，还支持频率响应测试，
包括电源抑制比 (PSRR) 和控制回路响应（增益和相位波特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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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使用 DSOX3054PWR中级版电源分析套件进行的控制回路响应测试。

中级版电源分析套件包括 N2790A 100 MHz 高压 (±1500 V) 差分有源探头、1147B 50 MHz 

15A 电流探头和 U1880A 电压-电流探头偏移校正夹具。中级版电源分析套件包含的主要 
组件如下：

 中级版电源分析套件：DSOX3054PWR

DSOX3054T 4 通道 500 MHz 示波器
D3000PWRB 电源分析软件选件
DSOX3WAVEGEN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N2790A 100 MHz 高压差分有源探头
1147B 50 MHz 电流探头
U1880A 偏移校正夹具
DSOXLAN LAN/VGA 模块

高级版电源分析套件
高 级 版 电 源 分 析 套 件 (MSOX4154PWR) 围 绕 4+16 通 道、1.5 GHz 带 宽 的 InfiniiVision  

4000 X 系列混合信号示波器（MSO）构建，提供额外 16 个用于信号采集的逻辑/数字通道、
1 个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以及旗舰版软件套件选件。

除了中级版套件中的电源测试软件选件所包含的众多电源表征测量功能之外，高级版电
源分析套件中的旗舰版软件套件选件还提供了丰富的串行协议触发和解码功能，适用于 

I2C、SPI、UART/RS232/484、I2S、USB 2.0、USB PD、 用 户自 定 义 的 NRZ、CAN、CAN 

FD、LIN、SENT、CXPI 和 NFC 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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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使用 MSOX4154PWR高级版电源分析套件进行的开关损耗测量。

高级版 电源分析套件还包括 N2790A 100 MHz 高压 (±1500 V) 差分有源探头、N7026A 

150 MHz 高灵敏度 30A 电流探头和 U1880A 电压-电流探头偏移校正夹具。高级版电源
分析套件包含的主要组件如下：

 高级版电源分析套件：MSOX4154PWR

MSOX4154A 4+16 通道 1.5 GHz 混合信号示波器
D4000BDLB 旗舰版软件套件选件
DSOX4WAVEGEN2 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N2790A 100 MHz 高压差分有源探头
N7026A 150 MHz 高灵敏度电流探头
U1880A 偏移校正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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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iVision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
要想对高速数字系统中的时序裕量和意外抖动进行测量，您需要使用具有快速采样率的
示波器、有源探头以及能够通过软件恢复时钟的自动抖动分析功能。Keysight InfiniiVision

示波器中级版和高级版高速抖动分析应用软件套件提供了全套关键的测量工具，能够帮
助您对高速串行总线执行抖动分析。

中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
中 级 版 高 速 信 号 完 整性/抖 动 分 析 套 件 (DSOX6004JIT) 围 绕 4 通 道 1 GHz 带 宽 的
InfiniiVision 6000 X 系列数字存储示波器 (DSO) 构建，该示波器能以最高 20 GSa/s 的
速率进行采样，并配有内置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以及旗舰版软件套件。

这个旗舰版软件套件包括 InfiniiVision 6000 X 系列示波器中可用的各种软件选件，例如
高速抖动分析软件。InfiniiVision 6000 X 系列示波器上的抖动分析功能能够测量各类抖动，
并在多种视图中显示和量化评测抖动测量结果，使您可以深入洞察导致意外时序错误的
原因。

图 5. 使用 DSOX6004JIT中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得到的抖动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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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套件除了具有丰富的汽车和嵌入式串行总线触发和解码功能（包括 USB 2.0 低速、全速
和高速总线）之外 ；还提供频率响应分析（波特图）以及基于测量极限值或波形模板极限
值的自动合格 / 不合格极限值测试功能。

中级版 高速信号完整性 / 抖 动分析套件中包含的 N2750A 1.5 GHz 差分有源探头可用于
探测高速差分信号，例如 USB 2.0 高速总线上的信号。中级版 高速信号完整性 / 抖 动分
析套件包含的主要组件如下：

 中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DSOX6004JIT

DSOX6004A 4 通道 1 GHz 示波器
D6000BDLB 旗舰版软件套件选件
DSOX6WAVEGEN2 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N2750A 1.5 GHz 差分有源探头

高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
高 级 版 高 速 信号 完 整性/抖 动 分析 套 件 (MSOX6004JIT) 围 绕 4 通 道 2.5 GHz 带 宽 的
InfiniiVision 6000 X 系列混合信号示波器 (MSO) 构建。该示波器能以最高 20 GSa/s 的
速率进行采样，并配有内置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以及旗舰版软件套件。

图 6. 使用 MSO6004JIT高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生成的眼图和抖动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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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版 高速信号完整性 / 抖 动分析套件中包含的 N2751A 3.5 GHz 差分有源探头可用于
探测高速差分信号，例如 USB 2.0 高速总线上的信号。高级版 高速信号完整性 / 抖 动分
析套件包含的主要组件如下：

 高级版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MSOX6004JIT

MSOX6004A 4+16 通道 1 GHz 混合信号示波器
DSOX6004A-02G 2.5 GHz 带宽选件
D6000BDLB 旗舰版软件套件选件
DSOX6WAVEGEN2 双通道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
N2751A 3.5 GHz 差分有源探头

性能特征
如需了解每种 InfiniiVision 应用软件套件中包括的示波器、探头和附件的性能技术指标
和特性，请参见以下“相关文献”部分列出的相应产品的技术资料和选型指南。

相关文献

文献描述 出版物编号
InfiniiVision 3000T X 系列示波器――技术资料 5992-0140CHCN

InfiniiVision 4000 X 系列示波器――技术资料 5991-1103CHCN

InfiniiVision 6000 X 系列示波器――技术资料 5991-4087CHCN

InfiniiVision 示波器探头和附件――选型指南 5968-8153CHCN

U1880A 电压－电流探头偏移校正夹具――用户指南 U1880-97000

D3000AUTB/D4000AUTB/D6000AUTB 汽车测试软件―― 
技术资料

5992-3912CHCN

D3000PWRB/D4000PWRB/D6000PWRB 电源分析软件――
技术资料

5992-3925CHCN

D3000BDLB/D4000BDLB/D6000BDLB 旗舰版软件套件――
技术资料

5992-3918CHCN

D6000USBB 抖动 /USB 分析软件――技术资料 5992-3920CHCN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4570/data-sheets/5992-0140.pdf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3631/data-sheets/5991-1103.pdf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4316/data-sheets/5991-4087.pdf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695/technical-overviews/5968-8153.pdf
https://literature.cdn.keysight.com/litweb/pdf/U1880-97000.pdf?id=1396519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601/data-sheets/5992-3912.pdf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606/data-sheets/5992-3925.pdf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602/data-sheets/5992-3918.pdf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603/data-sheets/5992-39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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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信息
产品描述 产品型号
中级版  InfiniiVision 汽车测试套件 DSOX3054AUT

高级版  InfiniiVision 汽车测试套件 MSOX4154AUT

中级版  InfiniiVision 电源分析套件 DSOX3054PWR

高级版  InfiniiVision 电源分析套件 MSOX4154PWR

中级版  InfiniiVision 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 DSOX6004JIT

高级版  InfiniiVision 高速信号完整性/抖动分析套件 MSOX6004J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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