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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汽车市场可能看起来一片混乱。汽车零
部件的短缺正在对整个行业的供应造成严重
破坏。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重新定义供应商
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的界限。然而，似乎每周都
会有新款电动汽车推出。无论如何，在这片混
乱中，整个行业仍在共同努力推动创新、提升
安全性、降低排放以及提高利润。但如何才能
实现？归根结底在于专注。

汽车创新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其目标，
即“零”愿景，以及实现该目标的方向：基于
软件。显然，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打算利用软
件来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软件不仅能够大幅
提高汽车的安全性和性能，而且对制造过程效
率和效能的提升也颇为显著。

随着软件不断重塑汽车行业，NI同样非常重视
软件集成带来的机遇。无论是一开始基于GPIB
的驱动程序，还是现在彻底改变数据采集方式
的图形化编程环境，NI已在以软件为中心的测试
领域深耕超过45年。我们的专业领域主要在于
开发所需的软件来实现仪器仪表的协同工作、
单个测试例程的功能自定义、自动化生产测试以
及跨开发流程和供应链的集成分析。

没有任何其他测试供应商能够如此专注于帮助
您将软件变为一种竞争优势。在实现“零”愿景
的道路上没有捷径，但有更优解。

接下来，让我们来告诉您如何实现愿景。

专注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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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测试策略进行社交
20世纪涌现出个人测试和测量。然而，随着系统变得日益庞大和复杂，我们需要将测试和测量转变
为可跨功能且可扩展的人-物社交网络：测试和测量作为一种社交网络，将工程师、测试和测量设备、
仿真和被测单元联结在一起，从而有助于优化决策，提升产品设计和生产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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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测试和测
量不断演变…
计算和网络技术的变革一直在助推测试和测量领域的
发展。例如，20世纪出现了基于PCI和PCI	express等总
线技术的个人计算，使得模块化和可扩展的硬件设计成为
可能。得益于这种PC技术，NI能够帮助测试工程师经济
高效地开发定制的测试和测量设备，使他们摆脱传统台
式仪器的限制，从而迎接个人测试和测量时代的到来。

图01

20世纪为我们带来了个人测试和测量技术，使工程师能够以省时、经济高
效的方式开发定制测试台。

个人测试和测量的特点是：

	J 以小规模测试工程师团队为主，专注于开发个性化的
测试和测量台

	J 可轻松组装和扩展硬件，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J 能够更高效地利用软件来定义测试站的行为
	J 快速应用程序开发环境

进入物联网时代 
21世纪的显著特征是，人与设备之间开始通过网络技术
进行大量交互。与预期一样，这场变革正在延伸到测试和
测量领域。对于交通运输领域，这场变革的驱动力在于自
动驾驶和电动汽车测试的规模和复杂性急剧增加。例如，
在电池测试中，工程师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如何处理单个
电芯的测试，还在于如何同时管理数万个正在验证的电
池和数百万个正在生产的电池。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测试和测量系统更加互联。
个人测试和测量设备开始接入网络，成为整个实验室或
工厂物联网(Network	of	Things,	NoT)的一部分。除了测
试结果之外，测试设备和测试台还会发布相关的数据来
比较彼此之间的结果质量以及评估各自的运行状况，从
而降低服务和维护等运营成本。测试结果和设备运行状
况数据的处理则转移到服务器节点上进行，因为这更便
于进行软件扩展和维护，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和复杂性
。随着测试设备和站点之间的互联程度越来越高，设计工
程团队之间的交互也会越来越多。

在NoT时代，网络技术推动了系统和软件架构的创新。网
络带宽、延迟和服务质量决定了工程师是否能够以有效
的方式对软硬件进行分区，从而降低整体系统成本以及
提高测试工程和运营的效率。应用于可扩展电力电子设
备的时间敏感网络技术和XC高速、实时现场总线技术很
好地诠释了NI如何利用网络发展趋势，并将其融入测试
和测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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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ith your test strategy Illustrations

Social Network
PEOPLE AND THINGS

图02

网络技术的变革使工程师能够将测试设备整合到整个实验室或工厂的物联网中。高带宽的网络连接促成了可扩展的模块化系统和软件架构，有助于
降低管理和扩展容量的成本以及复杂性。



06

迈向可扩展的测试和测量社交网络 
这场变革并不止于将测试作为NoT，因为测试数据的生成、捕获、流水线操作和处理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挑战是让所
有这些数据变得有用，而不是仅仅占满了硬盘却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由于收集数据的首要目的是优化决策和推动持续
改进，那么您如何确定哪些数据和特性值得引起工程师和操作人员的重视？

社交网络技术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着力点，因为该技术能够代表人员及其行为，并将其产生的数据流进行自动化筛选
和优先级排序。不能只是狭隘地将测试和测量基础结构用于测量采集和数据传输，而是必须将其视为人-物社交网络，
借此实现工程师、操作人员、管理人员、测量设备、测试台、设计以及产品之间的交互，从而优化决策，提升产品设计和生
产的质量。	

如何将测试和测量社交网络变为现实？

	J 智能数字接口和云连接 -	NoT涉及的所有内容都离不
开这两者。数字化已经深入地应用到传感器和执行
器中，其智能接口行为完全由软件定义。例如，智能传
感器和执行器可提供数字接口，在原始测量数据的基
础上补充了时间或环境条件等背景信息。软件定义的
数字接口是让传感器和执行器成为人-物社交网络中
智能、积极参与者的关键所在。

	J 数字孪生 -	被测单元(unit	under	 test,	UUT)和测试
系统的软件表示形式，数字孪生是以计算机可以理解
的方式描述预期系统行为的主要手段。因此，如果工
程师或自动化系统想了解UUT或测试系统的行为是否
合理，一种方法是将测量结果与这些数字孪生的预测
进行比较。简而言之，数字孪生技术对于理解生成的
所有数据以及实现相关流程的自动化至关重要。

虽然列举并不全面，但却指出了所需的基础技术，并且
该技术很大程度上由软件驱动。NI相信，要提高产品、
运营和工程绩效，测试技术不能停留在20世纪。基于以
下理念：将测试和测量视为由工程师、操作人员、管理
人员、传感器、执行器、测试站和UUT组成的跨功能且可
扩展的社交网络，我们投入巨资开发技术和平台，磨练
技能，并将我们的生态系统发展成为21世纪测试工程领
域的佼佼者。

作者
PIET VANASSCHE
NI电气化事业部，首席工程师

人-物社交网络

图03

为了充分利用大规模NoT中采集的大量数据，我们需要将测试和测量
基础结构设想为人-物社交网络，将工程师、操作人员、管理人员、测量
传感器、测试台和待测产品联结在一起，从而优化决策，提升产品设计
和生产的质量。

专题文章



“零”愿景无捷径
NI软件互联测试系统能够大幅提升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
效率，包括早期仿真和最终发货。因此，在通往“零”愿景的道
路上，您可以更快实现卓越品质和出色性能。

Cell Voltages—Live

1 2 3 4 5

了解详情

http://ni.com/evtest


从古至今，人类出行的需求一直存在，而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创造性的方法来应
对交通出行挑战。马车时代过去之后，第一辆由
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诞生，帮助人类缩短了长途
旅行的时间，尽管当时只有特权群体才能体验。
随后，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汽车的受众
更为广泛，让汽车行业焕然一新，并为引擎系统
以外的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们正处于气候变化的拐点；许多专家
指出，1988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当年发生的一
些分水岭事件让公众目光开始聚焦于全球变暖
问题。交通运输发展与气候变化相伴相生，技术
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出行方式，但同时也
导致了全球性的污染问题，因此，我们每个人都
有责任做得更好，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而去
适应全新的电气化时代。

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诞生了几家以保护地球
为宗旨的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	EV)初创
企业。尽管如此，能够脱颖而出的是那些打破

常规，采用创新流程，以更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
公司。事实证明，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对于
同时应对全球流行病和供应链短缺这两个历史
上最大的挑战至关重要。

互联工程开发工作流程
2020年，NI有机会与一家EV初创企业合作。我们亲眼
见证了互联工程开发工作流程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这样
的流程能够按照计划精确地执行，也能够克服各种技术
和流程挑战，帮助初创企业更快地向市场推出零缺陷的
产品。

本文将探讨哪些关键要素帮助这家EV初创企业在员工、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克服不断变化的障碍，兑现
对客户和股东的承诺。

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初创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是先人一步地按时将产
品推向市场。这家EV初创企业意识到，采用开放且互联
的工作流程对于将测试变为差异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突破万难，创立EV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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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于行业标准构建的开放、灵活系统可实现在产品
开发的所有阶段跨供应商和工程团队进行扩展。

“我可以引入任何其他供应商的元素并绑定到NI工作流
程中。NI工作流程是如此开放和统一，我的工作轻松了
许多。”- EV测试工程师，某EV初创企业

加快产品上市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过验证左移缩短测
试时间。执行仿真测试可加快开发速度，扩大测试覆盖
范围，并及早发现错误。

专注于通过测试更快实现闭环可以显著提升业务。但是，
这些步骤只是开始；之后还需要通过整合数据分析和测
试数据来集成不同职能部门的测试，从而优化整个供应
链的流程，进而降低进度风险，这对于EV生产领域至关
重要。

降低进度风险		
在合作之初，这家EV初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就确定将生
产进度作为优先考虑事项。由于一开始就了解了该初创企
业的优先事项，我们便可以制定相应的计划，来确保该公
司能够满足时间期限要求：

	J 在了解其更深层次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之后，我们
提出了互联工作流程方案，帮助该公司将交付进度
缩短50%。

	J 此外，通过我们的派驻工程计划，该公司引入了NI工程
师人才，节省了25%的开发时间。

	J NI作为专业联结者，可帮助团队和测试站点之间开展
有效的对话，让他们能够复用已创建的代码，将其远程
部署到全球各地的系统中，从而减少开发工作。

测试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汽车出厂和消费者驾驶其新购
汽车之间的最后一道门槛。但在测试阶段开始之前，必须
考虑和解决包括供应链问题在内的其他因素。

今天，我们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供应链短缺问题之一。
供应链短缺对组件交付时间的影响将长达一年或更久，
这是初创企业无法承受的。

这家EV初创企业面临着由此引发的进度风险，我们与其
设计团队密切合作，他们为我们阐明了待测功能的相关
信息。基于这些信息以及我们与汽车行业其他OEM和领
先企业的广泛合作经验，我们能够提前获取所需的零件，
从而避免了进度延误。这有助于他们尽早实现测试设备
就绪，让工程师能够在不确定的全球供应链限制下继续
制造和测试车辆。

最后，我们还引入了我们的汽车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将其
专业知识与NI的自动化和测量经验以及开放式工作流程
相结合。凭借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垂直专业知识，以及这家
EV初创企业的软件和科学背景，助其在2021年制造了首
辆汽车。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该公司未来还将专注于提供
出色的客户体验和质量，不断改进其制造业务并开发新
产品和服务。

提升产品质量	
为了制造符合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EV，企业在未来数
十年都需要不断转变思维方式和测试方法。

除了拥有可靠的硬件和软件外，这家初创企业还可以访问
各种数据，这让其领导者能够依据数据做出关于如何提
高下一代汽车质量的决策，并了解未来的投资重点，从而
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未来发展
NI通过软件实现了测试变革，其软件互联仪器仪表以及
现代化的数据测试和分析方法，将测试的价值发挥得淋
漓尽致。通过为企业配备所需的软件、硬件和互联工作
流程，让团队绩效节节攀升。

采用互联的工作流程、使用开放且灵活的系统，以及将
数据分析视为其在整个组织中的关键差异化因素，这些
都对该EV初创企业与不同团队及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在NI的帮助下，该公司现在可以更
加敏捷地定义在整个工具链中的工作流程，对市场和技
术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响应，同时继续履行其保护环境的
承诺。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下一期内容，下一期我们将探讨这家
初创企业的工程团队如何应对EV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技
术的挑战。	

作者
BRENDA VARGAS
NI交通运输事业部，解决方案高级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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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生命周期创新对于电
动汽车的重要性
汽车行业一直在逐步向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	EV)过渡，这可能会动摇原有的市场份额和公司
利润。未来的成功和业绩将基于一套全然不同的技术、全新的挑战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考量因素。
不同新车型的续航里程、加速度、成本和功能将截然不同。只有能够充分满足客户需求并相应地快速
交付汽车的企业，才能在这场EV竞赛中脱颖而出。然而，即使在这种复杂且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有一
个因素却能够让制造商具备真正的竞争优势：电池创新。

EV的规格与电池这一组件紧密相关。电池设计、生产以及使用寿命对各类车型的成功影响深远。以下是几个关键考虑
因素：

	J 充电时间
	J 充电/放电循环的影响	
	J 电气输出的一致性
	J 制造成本
	J 安全记录
	J 极端温度

这些属性的评估必须反复进行，这迫使制造商需要不断
创新，以制造更具竞争力的汽车。从长远来看，赢家不会
是曾经拥有卓越电池技术的供应商，而是公司文化以电池
创新为中心、平台能够支持快速设计并能够利用数据来
加速和优化设计周期的供应商。

这就是NI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法来实现电池创新的原
因所在。现如今，电池创新始于设计和验证。研发团队正
在寻找新的电池制造方法，这些探索过程产生的数据至

关重要。但是，安全、及时地访问多个来源和不同位置的
数据异常困难。数据格式、测试程序、存储位置、数据库
模式等因素较为复杂，使得管理这些有价值的数据本身
就可以独立为一个项目。

为此，NI提供了基于SystemLink软件的全面解决方案来
应对这一挑战。该中心平台可连接到所有数据生成源，
以提取数据并将其转换到具有设定格式和模式的已知
位置，从而简化电池数据的管理。强大的连接功能和数
据网关实现了可扩展的架构，可以轻松连接到现有和新
的验证实验室。此外，一套完整的电池感知工具可以让
相应的人员在恰当的时间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和分析。
借助NI，制造商可以实现其处理电池数据方法的标准化
和自动化，从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速地开发更卓越
的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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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制造商将这些设计扩展到量产后，重点就转移到了
流程的可重复性和准确性上。这对于实现大规模盈利生
产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够确保向市场提供安全可
靠的电池。由于要监测数百万个单元并且确保误差为零，
焦点再次聚集到数据上。

从电芯到电池模组、电池包再到底盘，电池中蕴含有价值
的数据流。这种直接取自电池且以产品为中心的数据恰
好可以充分体现生产过程的状况和稳定性。为了提取这
些数据的价值，需要有效地采集、整合和分析数据。与验
证领域一样，NI也为电池生产提供了一款解决方案，该解
决方案可以提取电池数据，将其与其他来源（如MES或

ERP系统）的数据相结合，并针对生产过程和电池设计
生成有意义的数据洞察。这些数据洞察能够支持一系
列基于数据甚至自动化的决策，从而改善运营，提高业
务KPI。随着视频处理和机器学习的进步，数据不仅限于
测试和测量参数结果，甚至可以包括相机图片，如用于检
验焊接质量的图片。

如今，虽然市面上已经有验证和生产解决方案，但这一
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EV市场日趋成熟，制造商如
果能够意识到利用电池生命周期数据的重要性，并着手
部署基础结构来提取这些数据，无疑将获得竞争优势。
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为了抢占先机，企业需要提供基础

NI电池数据和分析工作流程

情境感知

系统连接 数据网关
电池分析 用户仪表板

设备识别 远程执行 监测和标签 文件获取 测试结果

可配置报表 管理工具

电池验证实验室 优势
桌面

PC/服务器
NI电池

测试系统
其他	

测试系统
数据	

生成资产 降低电池开发成本

更快速、更高效获取数据洞察

完全满足需求

开放且可互操作，
可实现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图01
NI针对电池验证的电池分析应用

生产线设备、执行和自动化

不同电池生产步骤之间的数据协调

制造控制

自适应制造

系谱追踪

验证电池质量
充分提高电池安全性

尽可能减少报废 
和维修

尽可能减少 
现场故障

减少
有针对性的召回

评级管理 自适应
制造

综合	
性能指标

充电/放电	
循环和性能

使用RCA	
进行趋势预测NI电池分析

电芯 电池模组 底盘电池包

图02
NI针对电池生产的电池分析应用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collaboration across your teams
• Automated ingestion of 2000+ data types
• Automate cleansing & transformation routines
• Search Engine for discovery, visualization & selection 
• Synchronize data sets for sensor fusion & simulation
• Automate LabVIEW, DIAdem, Python, & MatLab analysis scripts

Viviota Time-to-Insight software streamlines test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es 
across your organization—Your teams focus on innovation and not on managing data. 

Accelerate Insight and 
Innovation with Viviota  
Time-to-InsightTM Software

iviota

LEARN MORE: www.viviota.com 

平台和营造相应的公司文化来推动电池创新，并让制造商能够利用历史数据来改进电池设计。这些企业的定位是要持续
创新，提供优于同行的电池设计。

作者
JAMES GUILMART
NI企业软件事业部，首席解决方案营销专员

观看网络研讨会

https://chargedevs.com/register/?conference_id=39231


借助SystemLink
和Viviota	Time-to-
Insight，实现汽车
数字化转型
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汽车制造商需要优化迭代设计流程，以尽可
能快地设计、开发产品并将产品推向市场。这样有助于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提升性能并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挑战：基础结构老化且工程数据形成孤岛
北美一家大型卡车制造商选择Viviota	Time-to-Insight	(TTI)	Edge软件来增
强其工程数据管理能力以及更快速进行分析。Viviota	TTI软件与SystemLink
数据模块和DIAdem相辅相成，可实现数据和分析管理的自动化。

该卡车制造商对从多个环境中（包括各种测试单元和车载测试设施）获取的引
擎测试数据进行分析，以支持常规的工程开发工作流程。这种方式会使得测试
数据彼此孤立，上下文信息（元数据）非常有限，比如引擎或测试车辆的配置、
测试单元的设置或执行测试的类型等信息。查找测试数据和相关的上下文数
据时，往往需要在不同的数据库和目录中进行查找，才能了解测试以及所采集
的测试数据的详细信息。因此，该制造商需要花费数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来收集
所有必要信息，才能进行后续分析。

由于系统缺乏灵活性且数据量庞杂，使得在时间期限内完成数据分析困难
重重。无法找到数据往往会导致成本高昂的重新测试，从而减慢了开发过程。

目标：开发开放且可扩展的系统来管理工程数据
客户的团队成员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其传感器数据使用和共享全面自动化的软
件平台。该团队需要有据可查且经过验证的数据，以可靠、快速地进行分析和
生成报表。无需人工参与并提供对更高质量数据的广泛访问权限，这样工程师
便能自由地专注于针对产品设计、原型验证和测试的更高附加值活动，从而缩
短产品的上市时间。

解决方案：Viviota Time‑to‑Insight Edge软件与
SystemLink数据模块和DIAdem相辅相成

Viviota提供了完整的端到端数据管理和分析解决方案。TTI	Edge可部署到多
个边缘计算环境中，包括测试单元、实验室和测试跑道。该解决方案将来自这

挑战
客户面临数据孤岛问题，
数据库包含的测试数据上下文
信息（例如引擎或测试车辆的
配置）非常有限。由于系统缺
乏灵活性且数据量庞杂，使得
在时间期限内完成所有数据分
析困难重重。这些低效问题导
致更高的成本和更长的产品周
期时间。

解决方案
Viviota Time‑to‑Insight Edge 

	J 实现数据获取的自动化和操
作化，并部署灵活的动态元
数据模式	

	J 通过统一的Time-to-
Insight	(TTI)用户界面提供
对传感器数据的广泛访问	

	J 轻松集成现有的工程分析工
具和企业系统

	J 加速边缘分析，即使是规模
庞大的分析工作，也能轻松
应对

使用的NI产品：
	J SystemLink	
	J DIAdem

客户：
美国主流卡车制造商

应用领域：
数字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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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边缘环境的数据与可获取的集中数据相结合，使得用户通过一个窗口就能查看所有数据源。该解决方案平台还包含一
个HPE	Moonshot服务器，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服务器级系统，可以有效地扩展以进行数据管理、分析和生成报表。TTI
提供了对来自任何数据源的工程数据的单点访问，让用户体验更上一层楼。TTI灵活、动态的元数据模式为工程师提供了
丰富的数据上下文，让其能够借此访问所有相关数据以及更快速得到可靠的结论。它还提供了统一的界面，并能够让工
程师利用其现有的工程工具进行分析。

TTI	Edge的基本处理组件能够在所有可用的服务器模组上分配存储和处理任务，从而帮助优化数据的管理、搜索和
分析。Viviota的TTI软件还使用HPE	Moonshot平台来提高I/O可扩展性。

这些数据管理的改进功能都有助于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数字化转型团队估计，系统的投资回收期为一年，并预计会持续
节省成本。

作者
ERIC NEWMAN
VIVIOTA首席执行官

Viviota Time-to-Insight Edge™

数据准备
工作流程

数据老化
政策

元数据
采集

多源
数据获取

本地分析
执行

数据	
压缩

索引、搜索
和可视化

事件检测
和标记

数据源

时间序列传感器数据

A/V数据

二次数据

元数据

测试实验室

测试单元

生产线终端测试系统

Viviota	Time-to-Insight	Edge软件



实现“零”愿
景的更高效
路径
没有任何其他测试供应商能够如此专注于帮
助您将软件变为一种竞争优势。在实现“零”
愿景的道路上没有捷径，但有更优解。

详细了解

http://ni.com/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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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正在永久改变
生活和制造方式
当我在2015年更换开了10年的轿车时，我知道我肯定不会再购买内燃机汽车了。我认为购买汽油车就
如同使用打字机工作一样，已经过时了。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不会被广泛认同。然而，从那
以后我开始留心对电动汽车的态度转变，并思考电动汽车对消费者和汽车行业的影响。

在我购买了第一辆EV后，一些精通技术的朋友和同事向我提出了一系列担忧的问题：“怎么充电？可以自驾游吗？电池能
用多久？”	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反而证明了EV在成为主流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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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人很快就爱上了有EV相伴的生活方式。我们
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看到一辆充满电的汽车，根本不需要
特地去加油站加油。越野（驾驶车辆到乡间旅行）现在已
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我们事先在地图上标记了充电
站的位置并确切地知道停车地点，所以乡间旅行规划变
得更加轻松。

最重要的是，我们坚信某种理念并亲自践行，这种感觉非
常好，而且电动机的瞬时扭矩和如此低重心的汽车操控
性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仅仅一年之后，我们就购买了第
二辆EV，完成了向全电动家庭的过渡。

时光飞逝，很快到了2022年：今年的超级碗橄榄球赛至少
展出了四个新款纯电动汽车广告，是汽油车向电动汽车过
渡的重要里程碑。我们正处于一条巨大的S曲线的开端，
即使EV变得日益普遍和受到追捧，业界几十年来也从未
见过这种曲线。保守预测，到2025年，该行业将生产多
达1,200万辆新电池电动汽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BEV)，全球产能将超过1,300	GWh。

作为消费者，我为自己的经历以及能够为更可持续的未来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兴奋不已。身为将整个职业生涯
都投入到测试和测量领域的一员，我一直在关注OEM和
供应链面临的技术挑战。

电池是BEV的核心元素：它决定了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性能、成本和盈利能力。电池对安全也有直接影响：大
多数BEV重量大，重心很低，不太可能翻车，因此非常
安全。乘客前方没有大型引擎和变速箱，这使得即使遇到
最致命的碰撞或者高速前端碰撞，乘客生存的可能性变
得更大。然而，电池可能导致一系列散热问题，造成代价
高昂的召回甚至引发火灾。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很少有组件需要在制造吞吐量与测
试覆盖范围之间进行严格的平衡。2021年，电池包的平
均成本为137美元/kWh，据说100美元/kWh的里程碑将
成为BEV比同类汽油车便宜的关键价格点。但对于某些车
辆类别，拥有成本已经开始向BEV倾斜。

热点新闻也在持续报道当前OEM和电芯供应商对新设施
的投资。电芯的形成和老化大约需要两周时间，使其成为
电池生产中成本最高、资源最密集的环节之一。电池模组
和电池包的组装虽然更为直接简单，但它们可能导致影
响巨大、成本高昂的故障产品返工或现场故障维修。

要想成功扩大电池运营规模，需要采用新的测试和制造
方法，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J 优先考虑规模 - 为了实现理想的目标并获得利润，
汽车行业需要采用新的方法，以在大量电池设备中充
分利用价格高昂的充放电和测试设备。

	J 尽早并频繁筛查缺陷 - 鉴于电池的成本、复杂性和危
险性，在最终组装后因缺陷导致的返工成本高昂且
耗时。全面的测试策略需要与分析相结合，以尽早发现
缺陷，尤其是在电芯层面。

	J 将流程和测试数据相连接 - 汽车的数据需要与整个供
应链甚至研发的测试和流程数据相结合，才能快速确
定根本原因，识别任何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产品，并快
速改进流程和测试。

	J 确保测试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 这似乎理所当然，
但在使用电池等低阻抗设备时，确保测试的准确性和
可重复性是不太现实的，而且仅在与复杂的连接件结
合时这一点才显得尤为重要。

	J 将测试集成到产品中 - 整个制造过程中应该充分利
用电子设备来控制和监测电池组件，以提供更广泛的
测试覆盖范围和更多的数据，从而确保最终产品的
质量。

	J 采用灵活的制造流程 - 由于电芯化学成分、电池外形
以及测试方法在不断发展和改进，制造流程必须足够
灵活才能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这需要仪器仪表和电
力电子设备采用灵活的模块化方法，以充分利用现有
投资。

最后，这个时代之所以让人热血沸腾的部分原因在于，
在许多方面，扩大EV制造规模仍然是创新和技术发展的
新前沿领域。我对NI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案在如此关键的
时刻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兴奋，我们正在努力让这些创新
的解决方案更广泛地应用于批量制造中，同时对于我们
的产品在加速推动更可持续的交通方式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我们感到由衷的自豪。

作者
ELIJAH KERRY
NI电动汽车事业部，首席产品经理

https://www.energy.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6/FCAB%20National%20Blueprint%20Lithium%20Batteries%200621_0.pdf


以包容
促创新
无论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
顿悟，还是千禧一代的推动，几乎
没有人会否认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
根本性的变革，更多的人已经意识
到个体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在学习
如何接纳这些差异来共筑更美好
的人类社会。在本季度，我与NI的
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事业
部总监Kazique	Prince进行了一次
访谈。

Jeff Phillips：Kazique，感谢您参加我们
的访谈！您能介绍一下自己，您的背景以
及您在NI的职责吗？

K a z i q u e  Pr in ce：我在奥斯汀生活了
20年，我和我的家人，包括两个已成年的
孩子都将这里视为家乡。我喜欢奥斯汀的
一点是，它自称是一座多元、包容的城市，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
德克萨斯州中部的其他地方并非如此。
在我的一生中，这种认识加上我目睹的偏
见和经历，让我别无选择。我很开心25年
来我的职业一直围绕DEI展开。

JP：许多人经常将DEI视为一个新行业或
新领域，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专注于
这一领域已经25年了。除了您提到的偏见
之外，您的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

K P ：我是一名心理学家，涉足过多个
行业。在很多方面，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
现在的我。大奥斯汀地区有200万人，融合
了数百种语言和数十种文化。在加入NI之
前，我是奥斯汀市长的政策顾问，就种族
关系、警察互动、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等
问题提供相关咨询。

KAZIQUE PRINCE
NI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事业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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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这真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经历，Kazique！
我很好奇，您后来为什么要转向商业领域？

KP：对于之前的大多数工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总有一天
会结束。我会拥护某个计划，然后不断推进。我渴望有机
会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DEI。转向商业领域的原因也非常
简单。在我眼中，DEI就是一项业务。我们的公司文化越
是能够自然地融入DEI理念，我们就会越出色。我们将实
现更多收入，更具创新性，从而引领行业发展。

JP：DEI很难直接与收入和创新等KPI联系起来，那么您
如何量化自己工作的影响力？

KP：幸运的是，世界上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这个话题。
许多研究和文献已经对在这些领域做得很好的组织与收
入不高的组织进行了对比。事实上，重视DEI的组织比不
重视DEI的组织平均多赚5亿美元。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关
键问题来深入了解了这一点：当谈论文化差异时，您心理
接受程度如何？

因为这直接影响一个人成为一名优秀的经理、团队成员、
问题解决者和冲突解决者等的能力。

JP：现在我们先不讨论指标，谈一谈实现情况。NI的目标
是到2030年，员工队伍中女性比例达到50%。我们如何
超越“做得更好”的利他需求，让这些理念被管理层广泛
接受？

KP：归根结底，我相信这取决于如何将这些理念传递下
去并不断调整意愿。老实说，我相信大多数组织的领导层
对于如何产生可衡量的影响都各有见地，但他们并没有
真正考虑如何培养一支具有包容性以及跨文化能力的员
工队伍。显然，成为一名优秀的经理远远不够。这些特质
通常被称为权力技能，对于需要协作解决问题和高度创
新的企业来说必不可少。

JP：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到NI。您能谈谈您在NI
的经历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机会吗？

KP：当然可以，Jeff。NI领导层建立这种文化的热情和意
愿吸引我来到NI。NI在应对重大挑战、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以及致力于通过创新引领行业发展方面享有盛誉。
这样的企业对女性或有色人种颇具吸引力。我认为这一
点值得称颂，包容他人是一种美德，我亦乐于探索当我们
利用集体力量发挥最大的潜能时会发生什么。加入NI后，
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每个人可以为改变世界贡献自
己的力量，并以有意义的方式实现梦想和抱负。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的个人和企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
挑战。变化无关好坏，变化永不停息。我非常自豪地看到
NI为实现这些理想所做出的变化，以及为创建一家由高
度多样化、有能力且积极进取的员工组成的高绩效组织
而做出的努力。

JEFFREY PHILLIPS
NI交通运输事业部，市场策略总监



NI的优势
	J 借助可从单个测试单元扩展到大规
模分布式电池测试实验室的系统
架构来应对产品上市时间压力

	J 通过利用强大的数据和系统管理
软件来提高测试单元的利用率和
效率，优化运营支出并减少电池测
试设施的总体CO2排放量

	J 利用敏捷的测试计划开发、优化的
工作流程管理（从设计到测试工程
开发）以及强大的数据管理和分析
软件，在预算内更快地交付更高性
能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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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EV电池实验室
电动汽车(EV)电池的质量和性能直接影响EV制造商的品牌形象、适销性和利润。快速
发展的电池技术使得提升验证速度变得非常困难，并且需要高昂的资本投资和资源来
满足产品上市时间承诺和成本预期。

为了确定电池性能、耐用性和安全性，工程师需要在多种环境条件、充电/放电曲线、
故障模式下长时间测试数百个变量。此外，EV电池测试要求本身已然非常苛刻，而致力
于满足IEC	62660或SAE	J2464等标准的合规性测试使其变得更加复杂。

NI解决方案
01
专注于测试，无需分心 
使用Battery	Test	System（电池测
试系统，BTS）软件套件的现成即用
功能，更快速地进行测试，或自定义
您的测试计划，以满足包括配置和
自动化在内的各类测试需求

02
无需测试工程开发 
使用统一的软件工具链，完成测试
请求、部署、执行和生成测试结果
报表，并为不同角色和用户提供可
自定义的UI

03
满足规模和预算需求 
通过无缝连接至现有设备、添加新
设备并扩展到更大规模测试系统
部署，降低测试总成本，同时仍能够
根据测试结果快速做出基于数据的
决策



通过仪器抽象层连接来自NI或第三方（如NH	Research、Heinzinger	Automotive和EA	Elektro-Automatik）
的电池充放电电力电子设备，无需修改测试系统的其余部分即可进行集成

搭载实时控制器的测量机架，可扩展至数千个通道，可实现直接、同步的待测设备(device	under	 test,	DUT)
测量，与电池管理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通信，以及测量环境室或其他测试和控制设备的其
他变量，而且每通道的增量成本非常低

坚固耐用的IP级室内测量模块和热室控制，用于执行温度和湿度曲线测试以及其他DUT测量，如应变、电压、电流
或振动

电池测试软件，可提供现成即用的体验且可灵活实现自定义部署，该软件包含插件、驱动程序和分析/测试IP；可无
损地记录数据，实现出色的测试可追溯性和可重复性，这些功能通过统一的软件工具链实现

NI数据和系统管理软件，用于创建自定义数据仪表板，以充分提高利用率和正常运行时间，并对设施进行管理来
优化能源使用，减少CO2排放

1

2

3

4

5

按您所需集成系统
NI提供了各种集成解决方案供您选择，满足您特定应用的需求。您可以将全面系统控制工作交给公司内部的集成团队，
也可借鉴NI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联盟的专业知识，获得一站式系统解决方案。

如需了解提高产品质量和缩短测试时间的方法，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也可以致电(888)	 280-7645或发送邮件至
info@ni.com联系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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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测量

冷却器

DUT

电池测试软件

数据和系统管理
测量机架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

环境室

1 2

3

4

5

Battery	Test	System组件

mailto:info%40ni.com?subject=Info


Certified Leader in V2X Test
Learn More
www.sea-gmbh.com/v2x
www.ni.com/transportation 

Conformance

Scenario based

Interoperability

5G / LTE / DSRC

24 解决方案简介

S.E.A.3610 V2X嗅探器
为了提高道路安全和减少拥堵，车联网(vehicle	 to	everything,	V2X)通信系统需要
能够连接其他车辆、交通基础结构（如交通信号灯、路侧单元和行人设备）并与之进行
交互。

政府机构、汽车OEM和供应商必须在V2X实验室和现场应用中验证和监测V2X信号。	
此任务需要在紧凑型设备中监测RF情况和基于数据包的V2X通信。

客户需求
01
对所有类型的车辆、交通基础
结构、路侧单元和行人设备的V2X接
口进行验证

02
监测V2X传输以确认设备持续正常
运行

03
解码V2 X信号，包括用于C-V 2 X
（蜂窝）和DSRC	(802.11p)的基本
消息、高级协议和原始无线信号，
以及GPS/GNSS定位信号

04
记录从这些接口捕获的V2X消息	

05 
实时监测RF信号并提供RF信号质量
的概述



NI ＋ S.E.A.解决方案 
01
NI 	 USRP-2974软件无线电独立设备可提供高性能
Windows	PC和FPGA，并对已知的V2X嗅探器提供远距
离RF信号支持。

02
S.E.A.3610	V2X嗅探器软件负责监测C-V2X和DSRC	RF
信号，记录C-V2X和DSRC事件，并以行业标准格式记录
数据。

03
Wireshark的增强扩展可以监测和记录包含V2X消息的数
据包，支持TZSP等高级协议，并且提供独特的MAC	LTE
信息。

NI	+	S.E.A.优势

	J 仅有的通过OmniAir认证（根据C-V2X[蜂窝]和DSRC	
[802.11p]标准）的V2X嗅探器

	J 面向未来的设计，采用软件无线电技术，并集成到全面
的NI/S.E.A.V2X测试和测量生态系统

	J 并发监测C-V2X和DSRC通信以及在线监测RF信号质
量和消息

	J 一次可支持包含数百辆车的高负载（拥塞）场景
	J 可针对数据记录和IQ数据记录进行扩展

主要规格

S.E.A.3610 V2X嗅探器软件
S.E.A.C-V2X引擎和DSRC引擎（基于FPGA）

不仅监测V2X消息，还监测无线V2X RF信号 
同时支持C-V2X和DSRC
采集GNSS信息  
包括以下RF信号视图：C-V2X和DSRC的频谱、基带和星座（其中C-V2X添加了子帧定时）
以PCAP文件格式保存数据包
使用每个数据包的附加PHY/MAC信息(SCI-1)扩展V2X消息
包括适用于美国、欧洲和中国V2X应用的常用参数设置配置文件

Wireshark增强版 Wireshark数据包分析仪，基于高级协议解码的扩展

NI USRP-2974软件无线电独立式设备
附件包含天线

包括Intel i7 2 GHz四核处理器、Windows操作系统和Kintex-7 XC7K410T FPGA
用于天线和其他附件的连接器

S.E.A.软件NI ＋ S.E.A.系统配置

客户PC

显示器、
鼠标和键盘

或

远程	
桌面

Wireshark

V2X天线

GPS天线

软件无线电
NI USRP-2974

Windows

FPGA

S.E.A	
嗅探器软件

S.E.A	
C-V2X引擎

Wireshark

S.E.A
DSRC引擎

V2X嗅探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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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测试覆盖范围分析
为了确保向市场推出安全可靠的汽车，业界人士需要考虑汽车在驾驶时可能遇到的无
数种场景。无论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还是全自动驾驶汽车(AV)，都需要在产品
开发周期的每个阶段进行广泛的测试。这需要借助能够满足各种客户需求的工具和
方法。

客户需求
01
根据针对大规模测试计划以及覆盖
范围的方法和工具评估ADAS/AV系
统的安全性

02
使用行业标准的Open	 Scenario	
2.0指定抽象场景并设置KPI，以确
保高覆盖率

03
使用解算技术为OSC2场景创建大
量相关测试

04
分析结果并确定车辆何时达到特定
的安全目标	

05
对适用于EURO-NCAP等测试的标
准场景程序包进行快速测试

NI + FORETELLIX的优势
	J 高效、快速、经济的解决方案，
为汽车公司提供客观构建和验证
ADAS的方法

	J 整体式ADAS解决方案，可提高基
于场景的测试，扩大覆盖范围并
最终提高客户信心	

	J 基于特定ADAS/AV场景的适应性
和动态V&V程序包，让您从初始
阶段就可以快速开始测试

	J 能够执行抽象场景/切割场景，
无限创建测试所需的实例

	J 全球适应性，允许跨地区复用预
定义的场景，同时能满足不同地

区的法规，为汽车公司节省开发
工作和时间



NI + Foretellix解决方案 
01
使用Foretify（Foretellix的测试管
理平台）生成场景、识别安全漏洞并
优化开发流程

02
执行基于全球行业标准O p e n	
Scenario	 2.0创建的确认与验证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V&V)
程序包中预定义的场景

03
利用NI	monoDrive仿真器AD生成
超高保真场景，并执行场景，从而为
系统验证的规划提供相关车辆信息

解决方案简介 27

数据录制

数字孪生创建

回放 SIL测试 HIL测试

基于场景的V&V程序包（NCAP、AEB、L4等）

场景数据库

测试自动化（场景引擎和调试）

分析和洞察

NI + FORETELLIX解决方案为ADAS软件验证工作流程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测试覆盖范围和洞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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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电池？对测试毫无
影响。电池仿真器在EV
测试中的作用
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	EV)电池不仅具有一定危险性，而且价格高昂，没有人愿意让电池毫无
用处。然而，它们是EV的核心，就如同人体的心脏，所有功能的实现都依赖于它的正常运行，才能使汽
车发挥卓越性能。

为了降低使用真实电池相关的风险，并节省成本和时间，测试工程师使用电池仿真器来测试EV组件，
如动力总成、快速充电器、供电设备(EVSE)、直流/直流转换器等。通过假装将实际电池连接到这些
组件，工程师可以在更快、更安全、高度可重复的环境中灵活地进行测试，并减少测试早期温度相关
性或人为误差等变量的影响。

不过最重要的是，工程师获得了最稀缺的资源：时间。

缩短测试时间
使用真实的电池进行测试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例如需要进行充电、放电和让电池待机以使其达到适合测试的荷电状
态(state	of	charge,	SOC)。借助电池仿真，将大幅减少这些准备工作，因为电池仿真器会立即提供所需的真实电池特性，
这有助于工程师专注于测试本身而不是电池行为的细微差别。

空闲测试 测试前待机

测试时间（天）

真实电池 电池仿真

缩短测试时间，	
从约12天缩至约3天

1 2 3

M T W T F S S M MT TW W

4 5 6 7 8 9 1 2 3 410 11

SET SOC 实际 测试

图01
客户结果显示，使用NHR电池仿真器替换真实电池，总测试时间减少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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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一点，NH	Research	(NHR)收集了使用真实电
池运行九次测试的实际场景数据，并将其与使用NHR电
池仿真器进行相同测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电池仿真
器的测试时间减少了70%（见图1），节省的主要是空闲和
待机时间。

提高安全性
电池是高电压、高能量的设备，一旦发生故障，风险不堪
设想，因此所有相关测试不仅要确保正常运行，还要确保
故障安全。产生有毒气体、腐蚀剂喷溅、火灾或爆炸等风
险迫使EV企业制定了相应的安全政策，规定如何以及何
时可以使用真实电池进行测试，而且测试通常在工作时
间进行。由于使用电池仿真器不会存在这些风险，因此它
提供了一种安全无忧、无限制的测试方法。

提升可重复性和准确性
随着电池的损耗，其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因重复充/放电或
老化而发生变化。此外，电池需要频繁的环境管理（例如
冷却剂系统和温度变化），才能正常运行。因此，对于真
实电池，我们很难复现其功率输出来对其他组件进行全
面的测试。

为了使这些条件切实可行且可重复，电池仿真器使用双向
电压源以及串联电阻的组合来仿真真实电池（见图2）。
这种方式可以仿真任何SOC下的不同电池，并提供可重
复且准确的结果。

Rs
Vbatt

++
_Vocv

图02
电池等效模型

电池仿真器的设计必须遵循该等效模型，以生成在任
何SOC下的真实电池输出。在这种“电池仿真模式”下，
仿真器能够测量其本身流入和流出电流，并使用这些测
量数据来计算所需的电压(Vocv)，借此自动调整终端电压
(Vbatt)，从而像真实电池一样，无论电流多大都能始终
维持终端所需的输出。

电池仿真器的选择
选择电池仿真器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适应性
为了对任何电池进行建模并适应各种测试需求，等效电
池模型的电压、电阻值和行为需要具有可编程性。例如，
除了设置所需电压之外，慢速转换电压的功能可以仿真电
池充电或放电时预期的电压变化。图3显示了可编程串联
电阻受到多个放电脉冲影响时产生的这种效应。	由于电
压的变化与可编程串联电阻模型的电流成正比，因此工
程师在测试设备时，就如设备连接到新的（低电阻）或旧
的（高电阻）电池一样。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更快、一致且
安全的测试。

图03
使用串联电阻模型仿真EV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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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电容
除了电阻可编程性之外，电池仿真器还必须具有低输出电容，以准确仿真电流变化时电阻的影响。这是与双向电源的重
要区别所在，双向电源通常采用高输出电容来降低噪声。

图4对真实电池和仿真电池进行了比较。仿真电池的特性与真实电池的特性精准匹配，部分归功于低输出电容。

图04
真实电池（左）与NHR的电池仿真器（右）的比较

基于软件的可扩展性
除了低电容和可编程性之外，EV测试工程师还期望电池仿真器具有以下特性：

	J 双向隔离终端，可安全地处理反电动势影响
	J 通过模块化，不仅能叠加功能，还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测试需求
	J 快速响应时间，能够仿真实际条件并减少测试时间

全面测试EV动力总成需要借助开放的连接和灵活的测试软件来管理多个测试台、添加测量和通信通道，或与其他测
试设备集成。作为NI产品系列的一部分，NHR的电池仿真器可与NI的测试软件（包括VeriStand和TestStand）以及
SystemLink软件等数据/资产管理工具无缝集成。得益于NI的无损数据记录、自动化报表生成、集成的工作流程以及生
命周期分析等功能，EV测试工程师能够降低测试总成本、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并提高产品性能。

作者
MARTIN WEISS
NH RESEARCH (NHR)产品总监

ARTURO VARGAS
NI电气化事业部，首席解决方案营销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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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理或合资关系，亦不属于NI相关业务的一部分。MATLAB®	是THE	MATHWORKS,	INC.的	注册	商标。NI。 117850

了解详情

测试系统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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