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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汽车使用数据
实现全电动未来

捷豹路虎和NI联手开发
ADAS解决方案

女性打破性别壁垒， 
推动EV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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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克服行业障碍 
与客户合作的概念如流沙般席卷整个汽
车供应链，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
动驾驶和电动车辆的未来尚笼罩在云雾
中，充满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在投资构
建用来测试这些复杂车轮上的超级计算
机的基础结构时，必须考虑到可塑性。当
您考虑可持续性和多样性如何塑造公司
看待其在世界上的角色时，这种意识形态
会得到进一步强调。

在NI，我们信奉作为专业联结者的核心价
值：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培养共生关系，进
一步实现我们的目标。

就像我们在大脑中建立重复的神经通路
一样，我们努力将测试车辆赖以存在的复
杂技术所需的部分联结在一起。NI的平台
互操作性推动了这种技术开放性，我们的
生命周期分析平台仿佛激发了整个系统
的神经元，从而获得关键的洞察力。

本期《NI汽车测试》探讨了行业龙头企业
如何与NI合作，提高其新一代汽车的性
能。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
向您逐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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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通用汽车提供

通用汽车使用数据实现
全电动未来
通用汽车为创造全电动未来做出了大胆的承诺，并且正在进行大量投资，以期兑现这
些承诺。除了扩展通用汽车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能力外，该公司还创建了Ultium平台，
这是一种全电动汽车(EV)架构和推进系统，其中包括驱动单元、电机、电力电子装置、
控制装置，当然还有电池。

借助Ultium，通用汽车正在整合一个平台，用于制造各种电动汽车，从皮卡货车到豪华
SUV再到商用送货车。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整合提供了巨大的规模优势，但它也带来
了重大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组件在安全、成本和性能方面都达到理想状态。这对电池尤
其重要，应落实到每一个电芯。

为保障每个电池包中每个电芯的质量，通用汽车正与NI合作建立电芯工程流程，让工程
师能够看见所有测试数据，以便他们做出优化产品性能的决策。

挑战
保障通用汽车(GM)基于
Ultium的电动汽车(EV)的
数百万个电芯、模组和电
池包的质量；消除整个电
芯工程过程中的盲点；并以
更快、更大规模、和更低的
成本开发高性能电动汽车
电池。

解决方案
开发一个安全、可扩展且开
放的数据平台，帮助通用
汽车工程师从数据中获得
洞察力以做出决策，并帮助
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电池和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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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促进规模化

电动汽车电池掌握着实现电动汽车大规模采用的秘诀，因此测试团队面临着巨大压力，他们的工作是定义和执
行测试计划，并快速利用测试数据中的洞察力做出决策、安全地加快开发和部署。但是需要分析多少电池数据
才能真正做到零盲点，达到这个规模呢？

为了得到答案，请看下面这个例子。悍马电动汽车电池包有24个模组，每个模组包含8个电芯组。每个电芯组需
要每秒进行大约10次电压测量，因此每秒收集1,920个电压测量值。最后，这些测试可能运行长达一年。乘以
365天里的秒数，每年将获得60,549,120,000个电压测量值	-	仅电压测量就超过600亿次。还要添加许多其他
测量值，例如电流或温度，才能更好地了解需要分析多少数据才能使用，这还仅仅来自测试。然而，要按照通
用汽车承诺的安全和性能标准全面测试Ultium电池包，需要使用来自其他流程、测试站、制造流程等位置的
数据。这意味着工程师不仅要处理大量数据，还要处理多种格式。

从所有这些数据中获得洞察力供通用汽车工程师使用的端到端过程涉及数据获取、整合、语境化、工程、处理
和标记等步骤。使用传统解决方案，这一切都可能实现，但传统方法无法帮助您实现所需的规模和速度。范式
转变是必要的。

“借助NI的SystemLink™软件，我们可以安全且简单地将测试数据提供给
所有工程师，使他们能够近乎实时地查看所需数据并保存模板以进行后续
测试。”

Ciro Spigno
通用汽车电池系统和分析业务组经理

旧方式：按顺序

新方式：监控和适应

历史思维与范式转变

测试 创建静态报告 审核报告 投入生产

测试 预测确认

创建动态报告 预测测试结果

动态报告的迭代审核

投入生产

图01
使用数据来实现规模和速度需要从顺序流程到持续监控和适应性流程的范式转变。



电池分析

电池测试的数据方法

情境感知
配置管理 资产和设备管理 测试性能监控 工程数据自动化

系统连接 数据网关
应用程序视图 用户仪表板

设备识别 远程执行 监测和标记 文件获取 测试结果

可配置报表 管理工具

电池实验室
桌面

PC/服务器
测试系统
供应商A

测试系统
供应商B

NI电池
测试系统

NI测试	
系统 其他仪器仪表 自动化系统

图02
NI的电池测试数据方法自动执行端到端过程，以帮助工程师从测试数据中获得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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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传统，释放数据
以传统方式使用测试数据意味着运行测试、生成
报告、分析报告、做出决策并最终投入生产。虽然
可以完成工作，但这种方式严重限制了缩短时间的
可能性，因为报告是静态的，并不总是可供所有人
使用，生成需要时间，并且不能主动帮助预测测试会
发生什么。抛弃这种旧方式需要不断地获取、监控、
分析和提供数据。这正是通用汽车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希望确保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和专家能够按
需访问他们几乎实时做出决策所需的数据。

为了实现这一能力，通用汽车投资创建基于Web的
云计算工具集，汇聚人才，并建设在架构中包含NI	
SystemLink™软件的数据平台。数据平台必须具备
以下特性：

	J 安全：通过访问控制、身份验证和加密功能，保护
通用汽车电芯工程的洞察数据

	J 可扩展：通过自动执行从数据获取到按需提供数
据的端到端流程，节省数千小时的手动工作；同时
保留通用汽车工程所需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J 开放：确保通用汽车的IT基础结构具备可持续性、
合规性和兼容性，以便通用汽车工程师可以使用
开源工具、不同的数据库和编程语言，并定义他们
分析数据和生成见解所需的仪表板和定制能力

通用汽车的数据平台将大量使用SystemLink的
属性，为工程师提供他们需要的数据，以及使用这些

数据改进通用汽车产品的能力。此外，该平台与通用
汽车IT基础结构兼容，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并且为通
用汽车提供一条独立于供应商的发展路线，有利于
公司继续发展其电芯业务。

对测试数据的承诺
在NI，我们相信数据会将测试的角色从通过/失败过
程提升为产品性能的推动者，因此我们继续投资于
电动汽车测试和生命周期分析解决方案，以帮助通
用汽车等汽车市场龙头企业实现业务转型，并帮助
世界更快地迈入全电动未来。

作者
CIRO SPIGNO
通用汽车电池系统和分析业务组经理

ARTURO VARGAS MERCADO
NI电动汽车测试首席解决方案营销经理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automotive-data-management/battery-analytics-for-automotive.html?cid=Print-7013q0000025MfPAAU-Consideration-NI_3Q22AutoJournal


出席客户

1,342位 客户在线参加 816位 客户到场 

60多场 代表多个客户组织和主要相关人员的客户闭门会议

32场 关于电动汽车、ADAS、
分析等主题的技术研讨会 19个 汽车解决方案展示

互联汽车生态系统

主题演讲 

“我们正在与NI合作开发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使我们能够连接所有电池测试数据，
以快速获得我们需要的洞察。该解决方案必须安全无虞、可进行扩展，并且开放灵活。”

Steve Tarnowsky，
通用汽车全球电芯工程总监
NI	Connect大会，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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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的好处（和问题）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可靠的电动汽车(EV)电池，测试有助于确保安全、可靠和创新的产品
进入市场。产品开发这一关键阶段会产生有价值的数据，进而产生可指导行动的洞察。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使用数据来发现趋势、纠正错误、提高性能等等。听起来很简单，
对吧？

然而，了解如何利用数据并应对数据环境的改进是一项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小型测
试团队和大型成熟科技公司都在努力充分利用数据。尽管生成的数据也许可以帮助我
们的产品达到理想性能，但如果我们无法获取、研究、保护这些数据或无法充分利用，
那这些数据就没有意义。

在数据管理、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但并非无法
克服。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并消除导致数据效率低下和差距的障碍，就可以找到有效的
补救措施，充分利用测试，专注于创新，并在竞争中独占鳌头。

以新思维解决旧问题

自“信息爆炸”以来，数据挑战一直存在，但新兴技术正在重新点燃保持竞争力的需求。过去，只要利用数据，
无论利用程度如何，公司都一定会得到发展。然而，仅仅提高效率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要保持竞争力，我们必
须不断创新。毕竟，在创新驱动的经济中，最大的价值来自产品和服务的优化，我们通过数据来做到这一点。

今天，我们拥有的数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我们需要这些数据来做出明智的决定。工程师需要使用数据来
保护产品和确保性能，企业的营销和运营等其他部门需要使用数据来改进其策略。

某些公司面临的一项挑战是拥有太多数据。假设您有无限量的数据唾手可得。您如何分辨哪些是有价值的，
哪些是没有价值的？

数据过多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随着各种新兴辅助技术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重新审视如何控制
数据。

随着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化和融合，它们为数据过剩提供了解决方案。例如，机器学习能够
对大量数据进行分类，以识别趋势、发现隐藏模式、预测潜在情况并自动适应它们。这些洞察随后会为决策提
供信息，它们可以优化整个产品开发生命周期，并对公司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这些技术同样是克服阻碍创新和竞争力的其他三个主要数据挑战的关键，即：安全性、可扩展性和开放性。



阅读详情

安全性

在谈论数据的不可侵犯性以及数据对关键增长指标
产生积极影响的方式时，必须考虑安全性，即保证
数据安全和不受竞争对手的控制。当您选择解决方
案时，必须保证数据安全无虞。需要考虑的一个因
素是访问控制，不止是能够确保公司内的个人可以访
问数据。此类控制还体现在个人或签约制造商方面，
他们只能访问所需的数据，而不能访问超出其工作
地点和测试站范围的数据，因此您大可放心。

另一个安全因素是存储位置。您的IT和工程团队
必须达成一致，在本地部署解决方案与Microsoft	
Azure或Amazon	Web	Services等云解决方案之间
进行选择。投资于安全的数据解决方案是减轻不必
要风险的一种关键方法，也是需要克服的重要数据
挑战。

可扩展性
任何行业或任何规模的公司都存在数据挑战。
事实上，发展越快，收集和整理数据的难度就越大。
举例来说，一家公司使用10个全天候运行的测试
系统，对于这些系统，该公司需要每周两天来提取、
清理和分析数据，然后手动上传。从公司的可扩展性
来看，这种手动方法根本不可持续。

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地扩展，从而充分利用您的
数据，无需耗费时间和精力。例如，数据获取、整合、
工程、处理、分析和报告等任务可以通过自动化
实现，这可以为团队节省数千小时，并使公司能够
充分利用数据洞察力。如果不采用自动化，则可能
无法洞察或者速度不尽人意。此外，公司纷纷开始
重新构想数据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并寻求打破数据
孤岛，一些公司通过SystemLink™软件等工具取得
了成功，该软件帮助团队保持竞争优势并节省时间。
无论您的团队选择的成长和发展方向如何，在这个
市场上保持竞争力都需要创新。通用汽车是走在创
新道路上的客户之一，他们力争到2025年生产100
万辆电动汽车。在NI	Connect大会上，通用汽车全
球电芯工程总监Steve	Tarnowsky向观众介绍了通
用汽车如何在扩展其Ultium平台的同时利用数据进
行创新。他说：“我们必须保障每个电池包中每个电
芯的质量，我们正在与NI合作开发一种数据驱动的
方法，确保我们的电池工程过程零盲点并实现电池
性能优化。”

开放性

在谈论为何保证数据安全以及保证本地数据安全
（对于某些公司而言）至关重要时，显然公司都很
重视自身的独立性。重新构想数据解决方案并不
意味着要改变公司的各个方面以及公司中人员的工
作方式。这就是采用能与现有工具一起工作并且易
于集成到现有基础结构中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的
原因。为帮助您取得成功，NI的分析解决方案兼具
开放、可互操作、与现有技术兼容以及便于IT提供支
持等特点。凭借开放性，部署新技术的测试组和提
供相关支持的IT团队能够轻松采用新技术。

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从测试数据中获得最有价值且可操作的洞察很
重要，这不仅仅是为了公司的利润。数据可确保用户
的安全并推动优化产品性能，从而在您的产品和公
司中建立信任。

如果您拥有电动汽车，确保电池不会过热和故障
至关重要。当您终于坐在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汽
车中时，您会希望打造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所需的制
造过程已经过严格的测试，在任何情况下均可确保
安全性，这样才能高枕无忧。这些保证均基于测试
数据。数据帮助团队提高绩效，如果这些产品发生
故障，可根据数据做出决策，从而确保它们安全地发
生故障。

人类在征服了火之后，开辟了革命性的新时代。从那
时起，我们掌握了农业创新并推动了工业革命。主导
数据革命并充分发挥数据洞察力的潜力是开启下一
阶段人类创新的关键。

应对这些数据挑战并非易事，但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通过Engineer	Ambitiously™找到为每个人的目标
提供支持的可行解决方案。

作者
STEPHANIE AMRITE
NI企业软件事业部，	
首席解决方案营销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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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i.com/en-us/shop/electronic-test-instrumentation/application-software-for-electronic-test-and-instrumentation-category/systemlink.html?cid=Print-7013q0000025MfPAAU-Consideration-NI_3Q22AutoJournal


捷豹路虎和NI联手开发
ADAS解决方案
正如之前的文章和采访中提到的，实现“零”愿景，尤其是零碰撞，道阻且长。高级驾
驶辅助系统(ADAS)和自动驾驶功能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推动力，而且二者相辅
相成。正如您从NI和我们的合作伙伴那里听到的那样，领域专家推出的的生态系统可以
让一切变得不同。但最终用户的真实感受才是最好的试金石。在这里，我们且听捷豹路
虎(Jaguar	Land	Rover)的Mark	Flinders和Marek	Krezalek娓娓道来。



NI	ADAS/AD业务开发总监Ashish	Naik：Mark
和Marek，你们在捷豹路虎担任什么职务？

Mark Flinders：我是辅助和自动驾驶(AAD)部门车
辆工程和仪表团队的经理。AAD部门的工作范围非
常广泛，从满足法律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功能和系统，
到自动驾驶汽车的研究，不一而足。我的团队负责
设置生产车辆以进行AAD功能、系统和组件测试所
需的全部要素，其中包括创建测量技术和地面实况
系统，开发新系统、功能和传感器，以及将其集成
到用于研发的车辆中。我们还协助建立闭环车辆设
置并培训我们公司的安全驾驶员。我曾在一家全球
动力总成咨询公司工作过八年，从事硬件在环(HIL)
设计、发动机测试平台支持、快速控制原型系统建
模等工作，于2004年加入捷豹路虎。自从加入捷豹
路虎以来，我曾多次获得晋升，担任过电气工程部门
的大部分职位。我负责生产电子控制单元(ECU)上的
所有嵌入式软件，并管理制动和转向生产硬件电子
设备和软件。如您所见，您可以在这里取得相当大的
成就。在捷豹路虎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喜
欢这里的技术、汽车和人，我热爱AAD。

Marek Krezalek：作为AAD在验证和确认方面的高
级技术专家，我用自己的经验、知识、想法和帮助为
所有其他技术专家和产品拥有者提供支持，从而实
现对捷豹路虎AAD功能的出色验证和确认。

我于2019年加入捷豹路虎，之前曾为全球多家汽车
供应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加入捷豹路
虎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一步。它给我提供了许多
机会来改进交付给最终客户的产品。我也有幸与像
Mark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对学习、尝试新方法和
探索工程解决方案充满热情和动力，致力于交付经

过充分验证和确认的产品。这些共同努力使捷豹路
虎车辆更易于驾驶，更令人愉悦。

AN：我们合作开发了一款AAD应用程序。您能否
谈一谈该应用程序及其在您工作中的重要性？

MK：我们正在开发新一代AAD功能，旨在提供更高
水平的驾驶自动化和驾驶员支持，并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现代豪华体验。我们正在与NI携手合作，在早期
技术合作阶段，我们的目标是交付所需的解决方案，
旨在围绕PXI、LabVIEW和更广泛的NI生态系统的其
他部分等标准构建核心框架。我们一直在积极参与
ADAS	Logger应用程序的开发，已经运行了近12个
月的预发布版本。

MF：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工具链的合理化，并在我
们的开发中集成来自NI的几个新产品。在AAD车辆
技术领域，我们必须解决几个用例，包括日志记录、
校准、快速原型验证、云端仿真、组件测试台等。
工具、流程、硬件、软件、存储、计算、操作系统、
传感器、接口标准、同步、本地化和地面实况的生态
系统非常复杂，即使在考虑到旧式系统支持之前也
是如此。所有这些用例的系统要求随着时间推移而
变得越来越苛刻，我们还必须在这个工具链中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推动协同工作和提升稳健性。设计
和交付一个涵盖所有用例的工具链绝非易事，同时
还要在技术上足够先进，能够在每天的运行和工作
中执行先进的操作。这一切都必须在没有大量支持
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完成，同时还要承受真实系统日
常所遭受的冲击。在满足业务需求之前，开发和交付
该系统还需要时间、投资、承诺和长期愿景。需要明
确的是，我们需要将这么多高规格的计算、电子和软
件技术整合到一辆车中，使它们完全集成并可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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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多年来，我们吸取了一些惨痛的教训，并在一
些优秀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改进了方法。

AN：NI的愿景和目标是为开放合作伙伴生态系
统支持的ADAS和自动驾驶提供数据互联和软件
互联验证工作流程。您对此有何看法？

MF：NI汇集了一系列适用于我们领域的内部技术，
并与其他人非常开放地合作，可提供更多的关键
要素。自从与NI合作开始，我们就非常诚实地对待
我们广泛的用例（参见之前的回复）以及灵活性和可
扩展性要求。我们还没有看到建立开放合作伙伴过
程的所有幕后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的结果，也就是非常适合我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纵观更广泛的汽车电子和软件领域，挑战从未间断，
比如文件格式、接口标准、存储、摄像头视频采集
和跨域日志同步等等。我们以及整个汽车行业还没
有掌握克服这些复杂挑战的所有方法，但鉴于我们
与NI以及该生态系统中其他合作伙伴所做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已步入正轨，并且能够在当下和未来有
需要时完成这些工作。

MK：我同意Mark的回答，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一下，
因为合作伙伴关系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今年早
些时候，我们宣布捷豹路虎与NVIDIA建立新的合作

伙伴关系。这种合作关系让我们朝着成为卓越高科
技公司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为卓越的高科技公
司意味着什么？过去，我们主要管理创新，即供应
商向我们提供他们的技术，然后我们的主要工作是
部署。如今，凭借捷豹路虎、NVIDIA和NI之间的技术
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对创新拥有重要的所有权和控
制权，这使我们能够从普遍认为的以高科技为导向
的传统OEM，转变为卓越的高科技公司。

AN：希捷(Seagate)是NI为与捷豹路虎共同应对
ADAS和自动驾驶车载数据记录而引入的众多合
作伙伴之一。到目前为止，这对您有什么影响？
您目前看到了什么好处？

M F：这很好地体现了合作共赢。围绕存储的使
用场景很难满足，当前的解决方案都做出了一些
妥协。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前沿领域，您确实需
要一个对该领域了如指掌的有规模的合作伙伴。
NI向我们介绍了希捷，我们与他们分享了相同的
愿景和使用场景，我们希望实现三方共赢。如果
没有NI的引荐，我估计我们不会考虑希捷LY VE	
Mobile。此外，NI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很轻松地进行
团队协作，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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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但是，如果您需要引入其他合作伙伴及其
技术，而这些合作伙伴并未包含在NI生态系
统中，该怎么办？

MF：对我来说，各方之间的坦诚尤为重要。只有每个
人都坦诚相见并且互相尊重，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
在与NI合作的早期阶段，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发现
采用NI的生态系统方法具有挑战性，并要求NI与大
多数人视为竞争对手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捷豹路
虎希望开发车辆和域范围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流程。为此，我们还需要解决与其他公司产品的现
有深度集成问题。捷豹路虎推出了一系列项目，为此
我们要求NI和其他公司合作进行具体的概念验证，
从而确定可行性以及我们当下与未来想要达到的高
度之间的差距。在NI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帮助下，原本
可能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变得相对轻松。作为系统集
成商，NI处于主导地位，每个人都尊重他们的相对技
术“空间”。	作为客户和整个系统集成商，我可以进
行一些有趣的选择，用于未来的记录、校准和快速
原型验证设置。在这种形式下最关键的是，NI倾听了
我们的需求，接受了使用场景的现实，并与其他合作
伙伴携手合作，努力运用他们的技术来解决问题。

MK：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与NVIDIA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虽然这个合作伙伴是捷豹路虎带
来的，但我们三方很快就建立了一个连贯的工作
模式。NI的开放技术和思维方式使合作简单明了，
我们得以共同应对挑战、探索新技术、利用其他高
科技行业的经验、快速适应、检查结果并做出相应
反应。捷豹路虎、NI和NVIDIA之间的合作为定义
AAD验证和确认的新标准和最佳实践提供了许多
机会。在未来许多年，交付的解决方案和方法将在业
内持续活跃，并推动行业进步。

AN：捷豹路虎正在全球各个国家招聘人才。有兴
趣应聘的人应该对捷豹路虎这样一家科技公司
作何了解？

MK：如前所述，我们公司一直在不断发展壮大，
并将继续保持这一态势。以前，我们主要寻找项目
或项目经理的资料，因为这是管理创新时必须完成
的主要工作。随着转向卓越的高科技公司并再次对
内部创新进行更多控制，显然需要像Mark和我这样
的工程师。这意味着，如果您想参与开发先进的现代
豪华汽车，并搭配精美的设计和端到端的工程，那
么捷豹路虎应该在您的雇主愿望名单上名列前茅。
此外，新冠疫情不仅推动并且放大了“原地工作”
的需求，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旅程。我们正在整个
欧洲建立中心，让才华横溢的工程师能够在英国、
匈牙利、爱尔兰、德国、西班牙或意大利等不同地方
工作。这种演变使我们变得更加灵活，并在工作与生
活的平衡方面带来了一些不错的好处。

MF：就像Marek所说，我们的历史、产品和品牌享
誉全球。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我
们生产的所有产品，再次重申，我热爱我们所做的
一切，包括技术、人和热情。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
25年，我认为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意义重大。工程
师可以在我们的出色车辆中运用雷达、扫描激光、
摄像头、服务器级计算和网络技术大展拳脚，其他
公司似乎难以企及。我们追求奇思妙想、勇于创新、
崇尚开创性研究，欢迎全世界的工程师来捷豹路虎
工作。如果您精通NI技术和其他硬件和软件领域，
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目前我们在整个欧洲招聘所
需的人才，其他地区亦可。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jaguarlandrover.com。

AN：感谢两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我们很高兴看到
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更广泛的NI生态系统如
何相辅相成，来应对ADAS和AD验证工作流程的
挑战。很高兴在实现零碰撞的过程上与您携手
合作，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我们期待实现“零”
愿景。

详细了解ADAS

https://www.jaguarlandrover.com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adas-and-autonomous-driving-validation.html?cid=Print-7013q0000025MfPAAU-Consideration-NI_3Q22AutoJournal


在一级供应商处加速多个
信息娱乐系统的并行测试
摘要
信息娱乐系统的新产品推出时间非常紧迫。一家卓越的一级供应商在得知其为德国
OEM提供的新一代信息娱乐系统初步规格后，便转向NOFFZ讨论验证测试系统。供应
商需要NOFFZ在四个月内设计、构建和安装包含12个参数和监控的测试系统。NOFFZ
相信其通用测试平台(UTP)和团队的专业知识可以应对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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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一家全球一级供应商向NOFFZ提出对高级信息娱
乐系统的测试请求。NOFFZ根据可用的初步待测
设备(DUT)规范设计了测试系统，以满足紧张的时
间节点。从订购到最终原型测试系统交付只剩下不
到三个半月的时间。测试人员需要为产品验证阶段
准备好一个参数和监控测试系统。该测试系统必须
覆盖各种I/O（22	种不同类型，包括音频、摄像头、
显示器、CAN-FD和汽车以太网信号）以及集成无线
和连接标准。设置需要实现模块化，以容纳未来可
能的升级或复用。最重要的是，用于并行测试六个
DUT的配置必须放入一个标准的19英寸机架。

挑战
01.要测试的连接数

这家德国高端OEM的信息娱乐系统是车辆的主要
单元，它结合了仪表板和信息娱乐功能。它是一种融
合产品或一体式产品，可控制仪表板、抬头显示器和
车载信息娱乐(IVI)显示器。

在紧凑型外壳上，系统仅在背面包含16个端口。
在I/O列表中，每个DUT总共有22种不同的硬件
类型。每个DUT总共有50个I/O。信息娱乐系统支持
多个音频源和接收器，例如蓝牙、麦克风以及内部和
外部放大器，这一点不足为奇。车内显示器的数量取
决于最终用户的配置。除了中央显示屏和仪表板抬
头显示器外，副驾驶显示器也越来越受欢迎。虽然
后视摄像头在高级车辆中基本是标准配置，但车内
的摄像头是可选的。该系统需要支持多达4个额外的
摄像头输入，用于自拍摄像头和驾驶员或乘客监控
系统。总体上，视频测试要求包括4个显示输出和5个
摄像头输入(GMSL1/2)。总而言之，I/O列表中包括
汽车以太网、以太网、CAN-FD、GNSS和麦克风输入
和输出。

NOFFZ设计了基于商业现成(COTS)组件的测试
系统。NOFFZ通过对可用仪器的广泛研究，获得了
理想的技术解决方案，应用了标准指南中大约80%
的标准仪器和20%的客户专用设备。

最终的仪器清单包括NOFFZ	PDU、UPS、带有6个
DUT特定模块（信号调理单元）的NOFFZ	SCU和射
频分发。可使用一个有线PCI	Express	(MXI)桥将IPC
连接到两个NI	PXI机箱。第一个机箱包含2个PXI多功
能I/O模块(PXIe-6345)，可提供模拟I/O、数字I/O和
4个定时器，还包含用于所有阶段DUT功耗的特殊测
量卡。第二个机箱放置在机架顶部，承载用于GMSL
的NI汽车摄像头接口模块。根据DUT型号，机箱配
备多达4个汽车摄像头接口(PXIe-1487)，每个接口具
有8个输出通道。来自TDK-Lambda的电源单元和以
太网/CAN接口模块完善了该解决方案。大多数仪器
都安装在40英寸的机架中，包括单板计算机、以太
网交换机和显示器等附件。由于机架空间非常紧凑，
因此热设计也是一大挑战。

02.可更换接口盒单独配置为支持多达
6个DUT

并行测试多个DUT的理想数量取决于温度舱可以支
持的DUT数量。因此，定义了每个测试机架用于并
行测试6个DUT的要求。

来自一级供应商的工程师要求安装一个定制特定接
口(CSI)盒，该盒需要单独配置为支持多达6个带负载
的DUT、BIAS-T等。该盒子必须可更换，并且能够为
LF信号提供标准连接，为其他信号提供SMA、Mini-
FAKRA等射频标准连接。

同时，单个测试系统的所有无线电输入都需要通过
单个同轴输入进入，并在测试台内拆分，然后路由到
每个DUT的单独连接器。

为了满足所有要求，NOFFZ使用VPC互连（接收器）
配置了机架。CSI盒子被放置在VPC接收器前面的滑
动台上。用于锁定和释放CSI盒的手动装置安装在
机架的操作员一侧。当然，CSI连接需要匹配VPC接
收器的连接。尽管如此，即使重新调整或修改测试
系统，这两个组件都很容易更改。

综上所述，CSI盒子是一个涵盖三项主要任务的智能
解决方案。首先，它将DUT的所有非关键（非高速）
信号连接到测试系统。此外，它还涵盖了测量信号的
电平调整。最后，它收入了用于扬声器和USB测试的
较小设备。



03.具有可复用升级选项的紧凑型测试系统（面向未来）

所构建测试系统必须能放入不超过42U的现成19英寸机架中。在编写规范时考虑了两个主要的使用和升级想
法。如果参数测试需要额外的硬件，则需要升级连续监控测试系统以支持该功能。DUT和测试系统之间的电
缆长度必须达到3米，才能与气候舱一起使用。需要根据气候舱的温度范围选择布线。

另一个面向未来的设计方面是使用CSI盒子。VPC组件可以轻松更换。该软件框架还具有可伸缩性和可扩展性，
可满足未来的测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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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展望

密切合作和早期参与对于该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该项目同时部署了16个测试系统，

而且已经为其他部门订购了配套测试系统。例如，
高级信息娱乐系统的视频输入将在EMC实验室进行
测试。为此，只能选择手动联系。此外，所有仪器都
必须由可运行10小时的电池供电。NOFFZ提供的解
决方案包括一个NI	PXI直流机箱和另外两个NI汽车
摄像头接口模块(PXIe-1487)。

除了极富价值的咨询建议、紧凑的设计和测试系
统的快速设置之外，NOFFZ的服务和灵活性也是
关键。在信息娱乐系统产品推出期间，必须适应
不断变化的需求。目前已与卓越的一级供应商一
起安装了针对不同产品和型号的改进测试系统和
升级（总共20个系统）。其中四台EMC测试系统目前
已成功部署。

作者
MARKUS SOLBACH
NOFFZ	TECHNOLOGIES，	
执行合伙人、销售和营销总监

WOLFGANG SCHESSL
NOFFZ	TECHNOLOGIES，	
业务开发经理

VANESSA BLUMENSTEIN
NOFFZ	TECHNOLOGIES，	
技术营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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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ua是墨西哥一家公司开发的一款零排放电动汽车，以可持续发展、负
责任的出行为宗旨，致力于为您、您的孩子以及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
清洁城市。”

zacua.com 

女性打破性别壁垒，
推动EV创新
提到电动汽车(EV)创新，您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也许是对零排放未来的憧憬？亦或是
复杂的锂电池？会不会联想到墨西哥？或者一家由女性拥有和运营的EV制造商？Zacua
是墨西哥普埃布拉一家完全由女性所有的初创企业，是墨西哥首个也是仅有的本土
EV品牌。在探索Zacua品牌及其汽车的同时，我重新考量了Engineer	Ambitiously™
的意义，同时对创新也有了很多新的感悟。

https://zacua.com/


创新涉及很多方面，偶尔后退一步，反而能帮助我们发现创新所在。这样有助于我们
重新理解“创新”的含义。在NI从事的工作让我能够全身心沉浸在技术的海洋中，以至
于我偶尔会忘记创新是指引入新事物，包括方法、流程，以及更重要的，支持创新的
人才。

打破长达120年的桎梏
Zacua形容自己是“一家始终以谋求社会福利为宗旨的公司”。	作为墨西哥追求公平的先驱企业，对于从事保
洁或其他“蓝领”岗位的女性，该公司向其教授了一套强大的技能，甚至是一门完整的学科，旨在帮助她们成为
创新型女性区域行业领导者社区的成员，该社区致力于设计和手动装配前沿的突破性EV。

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Zacua于2018年年中在普埃布拉开设了装配厂，目前仍是一家小型初创制造商。因为该
公司的每辆汽车都是在没有自动化机械辅助的情况下以精确细致的方式生产出来，所以其生产线平均每天只
能组装一辆汽车。Zacua员工表示，由于她们生产了第一辆在墨西哥组装的纯电动汽车，因此她们会“认为
[自己]与众不同，更勇于创新，更具卓越优势，例如节省成本、出色的驾驶体验和环保技术。”

除了自己生产汽车外，Zacua员工还在墨西哥城建立了150个充电站，对当地的EV基础设施带来一定影响。
这些充电站将与墨西哥城的所有其他功能型充电站一样，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地图中显示。

“在120多年的历史中，Zacua是全球首款完全由女性团队组装的汽车。”
Nazareth Black

Zacua首席执行官

培养多元化的工程人才
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Zacua首席执行官Nazareth	Black谈到Zacua要完成使命，就必须先解决两大问题：
1.汽车工业采用的是对环境有害的内燃机；2.汽车由男性制造并为其而生。Zacua的工程中心和工厂机械师团
队主要雇佣女性员工。

作为Black对于汽车行业愿景的一部分，她积极促进对女性的包容性和赋权。她认为长期以来全球汽车行业一
直以男性为主导，因此她以全新的女性视角来管理公司。这些努力旨在落实公司的公平和包容性政策，并促进
汽车行业中女性的职业发展。而这些伟大的努力也在对工程领域的面貌产生切实影响。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近20多年来，工程领域人才的来源途径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就是Zacua和NI擦出火花的
地方。NI 2030年企业影响力策略报告“工程研发点亮希望”概述了公司的愿景、期许和目标，旨在到2030年
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可衡量的积极影响。推进多样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长期计划进一步体现了NI	Engineer	
Ambitiously的承诺。工程研发点亮希望策略概述了与三个关键支柱相一致的15个宏伟目标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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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多元化
的工程人才

建设平等、
繁荣的社会

以工程守
护健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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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兼具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员工队伍是企业发展的上乘之策。我们在NI的团队应能够反映客户以及我们居住
和工作的社区的多样性，因为与不同背景的人展开协作有助于跳脱框架，突破创新。此外，这也有助于吸引更
多人才进入该领域。预计到2030年，全球技术行业的人才短缺将达到430万人，扩大多元化有助于满足此增长
趋势，同时增加弱势群体获得高薪工作的平等性。

多样性的价值并不止于社会影响；也对公司的营收产生可量化的影响。NI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总监
Kazique	Prince在2022年第二季度《NI汽车测试》期刊中谈到了工作场所中提高多元化的需求。“许多研究
和文献已经对「在D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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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后代
我有一个女儿，她在3岁时就非常具有创新意识，拥有无穷的好奇心，想到她未来将拥有她祖母40年前甚至我
在过去15年内都无法获得的机会，我就感到无比兴奋。Zacua在墨西哥本土EV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打破了
数百年来的性别偏见，同时牢牢扎根于墨西哥的传统和身份。Black写道：“在这个世界上，要着手、改进、构建
的事情太多了。而这一切都始于在我们脑海中为所有人构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看到像Zacua这样的公司在
其工程设计、运营和制造中注重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我备受鼓舞。他们的事迹不断激励着全世界，并为
如何实现Engineer	Ambitiously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引用Black的话：“个人创新一小步，全员发展一大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Zacua未以任何方式提供赞助。

作者
MEGAN DANNER
NI交通运输事业部，	
首席项目经理

更多成功案例

https://www.kornferry.com/content/dam/kornferry/docs/pdfs/KF-Future-of-Work-Talent-Crunch-Executive-Summary-Digital-Pages.pdf
https://www.ni.com/content/dam/web/pdfs/117850_2022_Q2_Auto_Journal_LTR_WR.pdf
https://www.ni.com/content/dam/web/pdfs/117850_2022_Q2_Auto_Journal_LTR_WR.pdf
https://www.ni.com/content/dam/web/pdfs/117850_2022_Q2_Auto_Journal_LTR_WR.pdf
https://www.ni.com/en-us/perspectives.html?category=&page=0&cid=Print-7013q0000025MfPAAU-Consideration-NI_3Q22AutoJournal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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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通往“零”愿景的道路上，您可以更快实现卓
越品质和出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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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车队改进工作流程和
数据管理
确保各级自动驾驶的安全运行对于消费者采纳这一新技术至关重要。如今，工程团队需
要基于大量高质量的数据来训练和测试其感知算法和硬件，并保证更高的验证测试覆
盖范围。

NI与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自动驾驶(AD)生态系统的主要合作伙伴Konrad	Technologies、Seagate	
Technology和VSI	Labs合作，宣布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部署车队，以帮助ADAS/AD工程团队应对与数据量、
质量、获取和利用率相关的重大挑战。这些车辆配备了NI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高性能车载数据记录和存储解
决方案。此次合作结合了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先进技术，进一步实现了互联工作流程，并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能够让自动驾驶汽车更安全、更快速上路。



ADAS数据记录是ADAS和AD领域较为复杂的挑战
之一，因为来自多种类型传感器（相机、雷达、激光
雷达、超声波、红外线、IMU/INS、GNSS和车辆
网络）的数据必须同步记录并一起分析	，以训练和
验证安全功能和特性的性能。从这些研发用车所采
集的数据量将有助于将ADAS解决方案提升到新的
高度。

在这项计划中，NI及其合作伙伴将研究、开发和展示
业界卓越的功能，这些功能涉及在现场记录大量高
质量的传感器数据；通过数据传输服务进行高效的
数据迁移；以及提高实验室算法训练、分析和验证过
程中的数据利用率。

此次合作是开发PXI高性能数据记录系统的一大
进步，该系统的一大亮点是能够从多个传感器同步
采集真实场景的数据。这些数据之后可进行回放，
以便在ADAS引擎控制单元(ECU)上测试感知算法并
提高整体性能。

在北美，VSI	Labs将在美国各地驾驶其配备ADAS记
录系统的车辆进行研究，以改善整个ADAS和AD工
程工作流程中数据的利用。驾驶过程中采集的数据
还将帮助NI及其合作伙伴进一步完善其联合解决方
案的各个方面，包括数据记录、仿真、数字孪生和硬
件在环测试等。

VSI	Labs定期上路进行长途驾驶，以收集数据并展
示其赞助商的技术。该公司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会
举办为期数天的Drive	Series活动。

使用真实场景来测试和验证ADAS的安全性和性能
使NI能够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参加NI即
将举行的活动，了解NI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J ADAS和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博览会 — 2022年9月
7日至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

	J AutoSens	—	2022年9月12日至14日，比利时布鲁
塞尔

	J 汽车测试博览会 	—	 2022年10月25日至27日，
美国密歇根州诺维市

	J 参与NI Connect	—	2022年11月9日，德国慕尼黑

作者
ELIZA METTAS
NI美洲区汽车业务部，首席区域市场营销经理	

DANIEL RIEDELBAUCH
NI	ADAS和AD验证部，首席解决方案市场营销经理	

MANUEL HOFMANN
NI	EMEA汽车业务部，首席区域市场营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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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utonomousvehicletechnologyexpo.com/california/
https://events.ni.com/profile/web/index.cfm?PKWebId=0x1298090001
https://www.testing-expo.com/usa/en/
https://www.ni.com/en-us/events/niconnect/munich.html?cid=Print-7013q0000025MfPAAU-Consideration-NI_3Q22Auto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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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R雷达测试系统
新高度 
雷达传感器技术在自动驾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说，成像雷达因具备以下特性而
越来越受欢迎：高分辨率；多输入多输出(MIMO)天线；以及宽孔径、更高的远距离目标
识别能力和更长的远场距离。所有这些新的测试挑战都需要更采用复杂的测试设备。
为了经济高效地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当今的雷达测试解决方案必须快速、准确、智能、
紧凑且适应性强。

客户需求
01
具备紧凑型天线测试范围(CATR)消声室，以允许
创建高质量的静区，从而在显著缩短的距离内执行
测试

02
在校准过程中，高度精确的待测设备(DUT)运动沿单
独的双轴轨迹同步移动

03
测试和校准实现快速循环，多个DUT可以并行处理

04
较少的地面空间或有限的天花板高度，可容纳用于
增加远场距离的大型测试室

05
通过高度灵活的测试系统控件和应用软件完全集成
到现有的生产环境中

NI与NOFFZ强强联合的优势

	J 为您的特定测试和自动化需求量身定制的紧凑型
测试台，能够适应您的生产环境

	J 灵活且适应性强的模块化雷达测试系统，可满足
新的需求和要求，以适应未来的变化，实现高投
资回报

	J 即用型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全球现场支持和丰
富的服务，制造周期短		

	J 专为生产而优化的快速、准确且高效的测试
系统，可从雷达传感器开发测试扩展到经济型大
规模生产测试

NI和NOFFZ	Technologies联手，专为生产测试开发
一款快速准确的CATR测试系统。该系统将NOFFZ	
UTP	5069测试室、自动化功能和软件与NI	VRTS相
结合，可测试下一代雷达技术，有助于节省成本、
更有效地利用空间并轻松适应新要求。

“创新的CATR消声室设计与NI的技术相得益彰，让我们的UTP雷达测试系
统更上一层楼。下一代成像和3D/4D雷达传感器现在可以在先进的测试环
境中进行批量校准和测试。”

Oliver Poos 
NOFFZ	Technologies	ADAS首席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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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与NOFFZ联合推出的解决方案
01
UTP	5069生产线终端(EOL)雷达
传感器测试系统具有出色的反射
抑制功能，在CATR消声室内进行
吸收分析，且占地面积小，适用
于大型成像雷达传感器	

02
4 	 GHz 	 N I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VRTS)可帮助您并行执行高度可
重复且准确的雷达障碍物仿真和
参数测量，从而缩短测试时间	

03
可选的双巢装卸站有助于缩短测
试周期

04
机械臂将DUT非常精确地放置
在静区内，并允许DUT在方位角
和仰角上进行高度准确的运动，
从而获得理想校准结果

05
基于NOFFZ	UTP套件的独立应
用软件可帮助您实现同步DUT
运动、并行测量、变量管理、
独立数据库连接等

主要规格

静区直径 22厘米或更长，具体取决于CATR反射器的尺寸

频率范围 76-81	GHz

带宽 4	GHz

目标仿真 NI.COM/VRTS

测试室装置尺寸 1,200	x	2,700	x	2,200	mm	(W	x	D	x	H)*

*尺寸取决于频率

CATR
反射器

待测设备

NI	VRTS

VRTS	FEED

图01
Catr测试系统内部结构示意图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meet-evolving-automotive-radar-test-needs.html


图02
Catr测试系统设计视图

按您所需集成系统
NI和NOFFZ	Technologies提供各种针对您RF测试
和自动化需求而定制的解决方案集成选项。NOFFZ
已与NI合作20多年，并且在汽车解决方案方面拥有
超过25年的经验。NOFFZ总部位于德国，在全球多
地设有办事处和制造工厂。

联系NOFFZ	Technologies或您的NI客户经理，
详细了解我们如何帮助您提高产品质量并缩短测试
时间。

+49	2151	998	780	
info@noffz.com	
noffz.com

NI合作伙伴是独立于NI的商业实体，与NI之间不存在代理或合资关系，亦不属于NI相关业务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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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NOFFZ

mailto:info%40noffz.com?subject=
https://noffz.com
https://www.ni.com/partners/s/partner/aDx3q00000000N6CAI/noffz-technologies-gmbh?cid=Print-7013q0000025MfPAAU-Consideration-NI_3Q22Auto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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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提供完善的ICV仿真和
验证解决方案
智能网联汽车(ICV)作为汽车行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正处于商业化初期阶段，技术正在
快速演变，产业布局不断加速。该行业当前机遇、风险和挑战并存，亟需标准化的管理
措施。目前，我国发布了《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
提出了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规范在线软件升级、强化产品管理和保障措施等11
条要求。业界已就使用多支柱认证方法来测试和评估自动驾驶以支持产品审批管理达
成共识。鉴于自动驾驶系统(ADS)和功能验证的复杂性，仿真测试和验证已成为产品审
批管理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各企业正在积极构建智能驾驶领域的“数据闭环”平台。这意味着数据将用于指导业务和实践，而迭代优化是
在闭环中执行的。这个过程催生了对数据处理工具、场景管理平台以及仿真和再现等的应用需求。中国汽车数
据中心(ADC)还打造了全面的ICV仿真和验证解决方案，覆盖从数据采集和场景数据库构建到仿真测试和验证
等各个方面。



相机 ETH

ETH

智能相机 LVDS

CAN毫米波雷达

GPS/IMU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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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盒

激光雷达融合

ADAS	ECU

低分辨率激光雷达

图01
采集平台配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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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采集方面，ADC拥有完善的数据采集与处理
流程，在数据采集汽车改装、传感器安装设计、汽车
多传感器校准以及数据采集与管理等领域拥有丰
富的经验。ADC建立了通用传感器开发接口的模型
系统，可确保便捷的传感器系统集成和扩展，为开发
可复用的传感器接口和数据采集服务奠定了基础。
ADC还开发了用于多传感器异构数据的高效解析和
集成处理技术，可过滤掉传感器之间的冗余和无效
信息，降低软件处理负载，从而保证数据准确性，
形成高效、轻量化的数据采集平台。

ADC的标准数据采集平台建立在采集软件、硬件
系统和汽车特性之上。该平台的标配是一个智能
相机；前、后、左前、右前、左后、右后、驾驶室七个
高清相机；1个高分辨率毫米波雷达；一个低线程/
高线程激光雷达地面实况系统；高精度惯性导航
系统(INS)；以及天气监测设备。该平台可以根据实
际需求进行定制（图01）。采集硬件获取不同类型的
信号。采集软件对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和
存储，并通过专门的数据清理平台对数据进行清理、
去噪和脱敏。此外，ADC开发的场景数据处理软件
NdsCleaner可对不同采集平台采集的数据进行归
一化处理，将场景数据的格式转换为ROS和ASEva，
对不同的数据源使用相同的频率，并对场景数据进
行筛选。采集平台处理的数据可用于构建自动驾驶
场景数据库、分析驾驶行为、设计测试目标和验证
规则、对传感器性能进行基准测试和评估，以及标
记ICV环境感知数据。

在场景数据库建设方面，ADC基于在驾驶场景领
域的多年运营和探索，开发了成熟的场景工具链、

场景数据库和仿真测试应用系统。驾驶场景工具
链集成了六大模块：场景数据采集平台、场景数据
分析平台、场景数据标记平台、数据分析平台、场景
转换工具和场景大数据管理平台。其功能包括数据
收集、处理、标记、管理和应用。根据不同的需求，
ADC构建了两个场景数据库：典型场景数据库和
连续场景数据库。所有数据由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场景数据库中的场景可以作为仿真测试用例的主要
来源，并为这些用例提供测试内容。借助先进的仿
真软件和设备，用户可以执行模型在环(MIL)、硬件
在环(HIL)、驾驶员在环(DIL)、车辆在环(VIL)及其他
仿真测试。ADC根据自动驾驶开发流程和数据需求，
在V-cycle开发过程中，基于自然驾驶数据构建框架
和相关工具来建立场景数据库，在ICV开发和测试领
域进行基于数据的转换，并建立团队所需的能力。

仿真测试和验证是产品审批管理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仿真测试平台的实时性能、建模和仿真
能力、数据可追溯性会影响仿真工具链的可信度。
因此，在构建仿真平台时必须满足各种严苛的
要求。ADC基于NI产品构建了完善的智能驾驶HIL
仿真验证平台，包括软件平台、硬件平台和仿真
建模。整个开发过程涉及传感器和动力学建模、仿真
设备开发和平台集成调试。NI	VeriStand软件具有
很强的适应性，可以开发与工具链中其他平台兼容的
数据通信接口，形成一个由集成场景仿真软件、动力
学模型和测试管理软件传感器模型组成的闭环数据
平台。NI硬件提供各种实时处理器和I/O模块。它们
基于开放的行业标准，确保客户将最新的PC技术应
用于HIL测试。借助强大的多核处理器、FPGA和数
据采集技术，NI	PXI硬件可扩大测量范围，提高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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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部分NI	PXI产品还提供业界卓越的频率和精度规格。NI硬件系统的高采样率、高分辨率、实时系统能力
等特性确保了仿真工具链的出色数据精度和质量。

此外，ADC还提供基于NI产品的车联网(V2X)仿真测试系统（见图02）。仿真系统底层构成了基于NI	RF收发仪
的RF环境仿真功能。PXIe-5841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可实现GNSS信号仿真，USRP-2954R	USRP软件无线电设
备负责控制V2X通信信号的发送和接收。3D交通场景仿真则提供了虚拟交通场景测试用例，以实时展示3D测
试场景信息和测试用例状态。场景生成的数据会实时传输到硬件，动态生成V2X信号、GNSS信号和CAN信号。
待测设备(DUT)的V2X车载单元根据自身信息（CAN信号）、V2X信息和GPS信息提供反馈和预警，以完善HIL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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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DC的行业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中，其还为中国的许多汽车制造商打造
了全面的ICV仿真解决方案，覆盖从数据采集和场景数据库构建到仿真
和验证等各个方面。作为一家主流汽车制造商，ADC提供了海量的驾驶
数据和丰富的驾驶场景数据库，建立了庞大的服务器数据库，并构建了
完善的HIL仿真测试平台（见图03）。测试平台包含VTD场景仿真软件、
CarSim车辆动力学软件、VeriStand验证管理软件、ECU-TEST自动化
测试软件、HIL机柜、实时处理器、视频注入模块以及超声仿真硬件。借
助该测试平台，汽车制造商可以进行仿真、验证和自动化测试，完成从
数据采集到仿真和验证的整个ICV仿真和验证过程。

未来，ADC将继续基于海量数据资源和场景仿真，构建全栈在环仿真工
具链。在构建先进的自动驾驶汽车仿真平台和工程验证服务方面，ADC
将与NI合作，为众多智能汽车制造商和研究机构提供优质服务，并快速
部署解决方案来应对高级自动驾驶法规要求和实验室能力构建需求。

作者
JIAXU MENG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智能汽车数据部研发工程师

QIJIA SUN
智能汽车数据部研发工程师

YINDONG WANG
智能汽车数据部研发工程师

QINGXIA LI
智能汽车技术部研发工程师

HUIYU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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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AI ZHAO
智能汽车事业部总监

PENGCHAO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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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 CHEN
智能汽车技术部高级主管

QIA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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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O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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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WANG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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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 HIL解决方案
帮助INZI Controls
减少了测试时间
和成本
INZI	Controls是一家韩国公司，过去40年来一直致力
于为汽车行业提供解决方案。为顺应近期出现的电气化
趋势，该公司将业务扩展到电动汽车(EV)控制单元，并相
应地对研发和其他所需能力进行投资。

客户挑战	

2021年，INZI	Controls设立了开发其首个电池管理系统(BMS)的目标，
以满足EV制造商的需求。但是，该公司发现，建立一个能够响应客户
各种需求并自动验证其BMS产品性能和质量的合适开发环境颇具挑
战性。为应对这一挑战，INZI	Controls采用了CONTROLWORKS的BMS
硬件在环系统(HILS)，该系统为INZI	Controls提供了实现其目标所需的
出色质量、灵活性和性能。

CONTROLWORKS解决方案
CONTROLWORKS是韩国一家大型(HILS)专业化公司，拥有丰富
的专业知识，与国内主要汽车制造商已有长达12年的合作经验。
CONTROLWORKS屹立于市场所倚赖的差异化优势包括高性能硬件、
快速本地支持、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以及高质量的工程服务。	此外，
CONTROLWORKS还提供高度可靠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如经过CE
认证的电芯仿真器和Test	Manager（一款基于NI	PXI平台的测试自动化
软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软件逐步得到CONTROLWORKS客户的广
泛应用。

CONTROLWORKS的专有技术、经验和通道可扩展性可扩展到多个
领域的HIL系统，包括车辆控制单元(VCU)、车载充电器(OBC)、低压
直流-直流转换器(LDC)、电机控制单元(MCU)和电芯仿真器(BCS)
系统等。基于NI	PXI硬件，CONTROLWORKS解决方案可以随着客户的
需求和下一代控制器的开发而持续扩展。出于这些原因，INZI	Controls
选择了CONTROLWORKS来快速、可靠地在韩国提供BMS开发所需的
整体解决方案。

客户：
INZI	Controls

合作伙伴：
CONTROLWORKS

应用领域： 
BMS	HIL	(ADV)

解决方案名称：
HILSmart®

32 合作伙伴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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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WORKS	BMS	HIL仿真器组件

“这是我们的首要挑战，但得益于CONTROLWORKS提供的HILSmart，现
在的开发过程非常顺利。我们能够在可靠的开发环境中真正专注于必须完
成的重要事项上。” 

研发工程师
INZI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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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署之前，必须手动进行许多测试。借助
CONTROLWORKS解决方案，INZI	Controls现在可
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自动测试更多场景，这显著提高
了全新BMS的可靠性。

BMS是EV的一个关键控制系统，任何故障都可能
对车辆及其乘员和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和风险。
因此，BMS的验证过程不能有任何差池。

在仅对BMS进行验证以确保安全后，还需要在多
个场景下进行电池包级别的验证。手动组织和管
理不同的环境和测试会降低验证的效率，因此，
CONTROLWORKS解决方案提供的自动化功能可显
著节省测试时间和精力，而不会影响质量。

此外，如果需要，BMS	HILS还提供了一个环境，
可以在无电池包环境中更有效地验证BMS的硬件
和软件。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仿真BMS的每个功能
和电池包的电子设备，以提供与实际电池包相似
的环境。此外，CONTROLWORKS的精确电芯仿真

器可仿真最接近实际电芯的环境。最后，基于BMS	
HILS进行的卓越验证可帮助开发人员获得可靠的
验证数据，这些数据将反过来推动BMS设计和开发
改进。因此，开发人员有望在众多测试场景下节省约
30%的测试时间，并让全新BMS的开发时间比原计
划加速20%。

未来预测
INZI	Controls的首个BMS原型开发将在2022年全年
交付给国内外多家OEM公司。BMS开发成功后，INZI	
Controls计划亟需研发其他环保型控制器。该公司
还期望继续加深与CONTROLWORKS的合作，从基
于NI	PXI的BMS	HILS开始不断扩展到多个领域的
H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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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L-RT和NI
解决方案帮助
工程师设计直流
快速充电系统
到目前为止，电动汽车(EV)的充电时间比加满一箱汽油
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但却越来越受欢迎。唯一的缺憾
就是不能在20到30分钟内快速充电。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进展缓慢，因为现有基础设施在电力传输速度和容量方
面并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多伦多大学应用电力电子中心
(CAPE)与储能公司eCAMION合作，参与了加拿大规模较
为庞大的EV基础设施项目之一：为加拿大横贯公路上的
EV充电站建造DCFCS，该公路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
之一，全长7,821公里。1

挑战
快速充电的概念意味着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电能（传输带宽或吞吐量
是问题所在）。多伦多大学CAPE的教授Reza	Iravani及其团队设计了一
种新模型，利用本地高容量电池存储电力和放电，然后由用户之间已有
的基础设施为其重新充电。这些本地电池存储单元将成为更大系统的
一部分，以减少DCFCS对电力基础设施的影响。尽管这似乎解决了电力
吞吐量问题，但工程挑战仍然存在。

目标
挑战首要也是决定性的部分是，CAPE的团队需要为其DCFCS以及本
地大容量电池存储系统开发控制算法。团队成员决定在cRIO-9082上
部署控制算法，cRIO-9082是NI的一款可重配置嵌入式机箱，用于实时
仿真。在电池存储系统方面，他们与总部位于多伦多的eCAMION公司
合作，该公司在为EV融入现有电力基础设施研发解决方案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专业知识。

他们还需要仿真快速充电器的电力电子模型，以便配置电力电子转
换器，微调其控制器设计，并使用60	kW的原型完成开发。

挑战
为卡车制造商的 E V 充
电站直流快速充电系统
(DCFCS)开发、测试和验证
电力电子模型和控制器，该
系统将安装在加拿大横贯
公路上，这是世界上最长的
高速公路之一，全长7,821
公里。

解决方案
使用OPAL-RT基于FPGA
的电力电子工具箱eHS和
cRIO-9082（一种NI可重配
置嵌入式机箱）来部署控
制算法并执行控制器的实
时仿真。

最终成果
最终版转换
器的配置包括：

	J 一个隔离式直流-交流-
直流转换器，可在EV端
实现串行/并行配置

	J 10	kHz的开关频率，减小
了输出滤波器和磁性元
件的尺寸

	J 具备软开关条件的移相
门控策略

	J 来自前端H桥和EV端二
极管整流器的单向功
率流

客户：
美国主流卡车制造商

应用领域：
数字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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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需要两个快速充电序列（一个从电池到汽车，另一个从电网到电池），CAPE的团队必须通过串联两个充电
器并在cRIO-9082上部署本地控制器(LC)来实现更高的充电电压。

此外，团队成员必须在cRIO-9082上开发和测试（测试包括实时测试和硬件在环仿真测试）电网接口的交流/
直流转换器的LC。最后，他们必须开发用于协调各充电站LC的监测控制(SC)。

每个新充电站的设计都包含一个储能系统，该系统使用大型锂离子电池和多个输出接口，以便可以同时为多辆
电动汽车充电。这些充电站将配备通常使用480	V电压系统的3级充电器，可以在大约30分钟内为EV充满电。
家庭和停车场中常见的2级充电器使用240	V电压系统，可在大约8到10小时内为车辆充满电。3

充电类型 电压 充电时间*

1级充电器 110	V 8-20小时

2级充电器 240	V 8-10小时

3级充电器 480	V 20-30分钟

*充电时间因温度、电池充电电流电平和电池容量等因素而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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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与开发
开发过程中，在确定理论上的系统配置和参数后，CAPE团队开始进行离线仿真，以最终确定配置、优化参数并
设计控制器。

之后，团队成员使用OPAL-RT基于FPGA的电力电子工具箱eHS对控制器进行实时仿真。

在此阶段，团队将一台真实的NI控制器引入HIL测试，并对其进行仿真。然后，对该NI控制器进行快速控制原
型验证(RCP)，以确保它能够按要求运行。这个过程是高度迭代的，并且在仿真类型之间不断交替，从而把各个
阶段吸取的经验教训集成到之后的测试迭代中。

成果
OPAL-RT基于FPGA的电力电子工具箱eHS应用到整个充电装置的开发过程中，帮助工程师（用他们自己的话
来说）：

项目组织者估计，EV充电网络将在其运营的头五年减少约70万吨的排放量。5

加快开发进程 降低开发成本
减少了在高电压、
高电流情况下开发
系统的安全隐患

01 02 03

eCAMION 
电池

动力核心

NI板卡 NI板卡

500-600 VDC
120 KWH

电压100-500	V			电流10-120	A			PMAX	=	60	KW

DC	
充电器1号

DC	
充电器1号

DC	
充电器1号

电力传输链路

电网

图02
充电站：三个充电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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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3
单个充电器单元的电路元件（动力核心）

37客户成功案例

得益于功能强大的基于FPGA的电力电子工具箱
eHS，OPAL-RT在目前全球规模较为庞大的EV基础
设施项目之一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最终产品通过了UL和ESA认证。最终版转换器在不
到两年的时间内开发完成，其最终配置包括：

	J 一个隔离式直流-交流-直流转换器，可在EV端实
现串行/并行配置

	J 10	kHz的开关频率，减小了输出滤波器和磁性元
件的尺寸

	J 具备软开关条件的移相门控策略
	J 来自前端H桥和EV端二极管整流器的单向功率流

1 HTTPS://WWW.ROADTRAFFIC-TECHNOLOGY.COM/FEATURES/FEATURE-THE-
WORLDS-LONGEST-HIGHWAYS/ 
2 HTTPS://NEWS.ENGINEERING.UTORONTO.CA/REDUCING-RANGE-ANXIETY-
ELECTRIC-VEHICLES-SPEEDING-CHARGING-TIME/ 
3 HTTPS://WWW.ECAMION.COM/FAST-CHARGING-STATIONS-FOR-ELECTRIC-
VEHICLES-COMING-TO-TRANS-CANADA-HIGHWAY/ 
4 HTTP://WWW.MTO.GOV.ON.CA/ENGLISH/VEHICLES/ELECTRIC/CHARGING-
ELECTRIC-VEHICLE.SHTML 
5 HTTPS://WWW.CANADIANMANUFACTURING.COM/MANUFACTURING/
ENERGY-STORAGE-FIRMS-BUILDING-EV-CHARGING-NETWORK-ALONG-TRANS-
CANADAHIGHWAY-197770/

作者
ALAN SOLTIS
OPAL-RT	TECHNOLOGIES，汽车集成业务部经理

https://www.roadtraffic-technology.com/features/feature-the-worlds-longest-highways/
https://www.roadtraffic-technology.com/features/feature-the-worlds-longest-highways/
https://news.engineering.utoronto.ca/reducing-range-anxiety-electric-vehicles-speeding-charging-time/ 
https://news.engineering.utoronto.ca/reducing-range-anxiety-electric-vehicles-speeding-charging-time/ 
https://www.ecamion.com/fast-charging-stations-for-electric-vehicles-coming-to-trans-canada-highway/ 
https://www.ecamion.com/fast-charging-stations-for-electric-vehicles-coming-to-trans-canada-highway/ 
http://www.mto.gov.on.ca/english/vehicles/electric/charging-electric-vehicle.shtml 
http://www.mto.gov.on.ca/english/vehicles/electric/charging-electric-vehicle.shtml 
https://www.canadianmanufacturing.com/manufacturing/energy-storage-firms-building-ev-charging-network-along-trans-canadahighway-197770/
https://www.canadianmanufacturing.com/manufacturing/energy-storage-firms-building-ev-charging-network-along-trans-canadahighway-197770/
https://www.canadianmanufacturing.com/manufacturing/energy-storage-firms-building-ev-charging-network-along-trans-canadahighway-197770/


追求卓越，
不断超越 
NI现已收购Kratzer，我们的产品组合得到进一
步深化，为实现全面的EV测试实验室部署奠定
了基础。



9月 
7-8日

ADAS和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博览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

欢迎莅临我们的3026展位，了解我们如何帮助您通过统一
的测试架构简化ADAS/AD的开发，该架构旨在实现同一系
统中回放和HIL之间的互操作性。	了解如何利用NI统一的
工具链完成设计和验证工作，加快开发速度，在每个阶段
执行可靠的测试，并通过灵活的解决方案让系统适应未来
的各种需求。更多信息

9月 
12-14日

AutoSens 
比利时布鲁塞尔

AutoSens是世界主流的ADAS和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开发
社区。欢迎莅临我们的1号展位，详细了解我们如何帮助您
解决记录、回放和HIL中ADAS/AD工作流程的挑战。请关注
我们在展厅展示的绿色NI	ADAS数据记录车辆！更多信息

9月 
13-15日

美国电池展 
美国密歇根州诺维市

欢迎莅临我们在美国电池展的3100展位，我们将展示用于
验证和生产的电池测试解决方案。了解我们如何帮助您提
高自动化程度和性能，以及高效地扩展测试来满足日益增
长的EV测试需求。更多信息

10月 
25-27日

汽车测试博览会 
美国密歇根州诺维市

我们将展示我们在EV和ADAS验证方面的最新创新。不要
错过我们全新的电池测试系统3.0，它通过先进的仿真
和自动化功能实现EV电池测试的可扩展性。了解我们与
VSI	Labs、Konrad	Technologies和Seagate的新合作伙
伴关系，以更快速完成路测和现实场景中的ADAS测试。
更多信息

11月 
9日

NI Connect Munich 
德国慕尼黑

请留出时间，参加我们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年度盛会，
届时您将与众多满怀热忱的工程师和行业领袖齐聚一堂，
了解他们如何快速开发理想的创新技术。更多信息

20
22
年
活
动
计
划

https://www.autonomousvehicletechnologyexpo.com/california/
https://events.ni.com/profile/web/index.cfm?PKWebId=0x1298090001
https://events.ni.com/profile/web/index.cfm?PKWebId=0x1298850001
https://www.testing-expo.com/usa/en/
https://www.ni.com/en-us/events/niconnect/munich.html?cid=Print-7013q0000025MfPAAU-Consideration-NI_3Q22AutoJour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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