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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十年来不断尝试为汽车安全提速的行业，如今正面临着
发展速度加快所带来的困扰。随着将软件定义功能引入汽车，
创新周期大大加快，同时迫使组织迎头追赶。行业中坚力量为了
适应软件的速度，已经从根本上进行了重组。

NI近五年来一直在帮助我们的客户融会软件的力量，跟上技术
的发展步伐，同时确保其技术按照设计执行，从而加快发展
速度。我们开发了一个由模块化硬件和开放式软件组成
的产品组合，让工程师掌握测试系统开发的主动权。

NI高度关注自动驾驶和电气化不断产生的变化，时刻
准备着帮助您加快发展速度。我们将整个汽车供应链
中的需求整合在一起，以完胜竞争对手的速度提供
服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客户的信任。我们承
诺与您合作，加速提高您公司的绩效，更快、更可靠
并且更有利地向市场推出新功能。

“零”愿景虽然没有捷径可走，但我们认为有方法
可循。接下来，让我们来告诉您如何实现愿景。

速度更快

CHAD CHESNEY
NI汽车与交通运输业务部 
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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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汽车行业需要数据分析来
度过数字化转型期

数字化转型颠覆了汽车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和挑战。与此同时，召回的数量和成本也在不断攀升。

“汽车电气化市场预计将以11.9%的CAGR增长，2025年将达到1296亿

美元。”
marketsandmarkets.com，2020年9月

从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到电气化和自动驾驶，汽车
行业正在快速发展，创新技术每年层出不穷。
仅汽车行业的云市场预计2022年将达到669.5
亿美元，汽车电气化预计2025年将达到1260亿
美元，而全球自动驾驶汽车市场在2019年估值达
241亿美元后，预计2020年至2025年间的复合年
均增长率(CAGR)将达到18.06%。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创新和数据时代，汽车制造
商深知利用数据获得优势十分重要。他们开始采

用AI、5G网络和云计算等依赖全新前沿创新的
技术。尽管如此，许多公司在规划和部署智能制造
系统方面，仍然算是刚刚起步。迈出这一步虽然方
向正确，但大多数团队仍然专注于流程，而不是产
品性能，并且数据分析形成孤岛，并未从整体上
进行。

“现代公司(HYUNDAI)召回82,000辆电动汽车成为历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事

件之一....每辆车平均成本为	11,000美元。”
CNN	Tech，2021年2月25日

尽管技术出类拔萃，但汽车仍然问题频出，各种
盲点导致车辆召回，损失惨重。近期，现代公司
接到电池故障报告，随后召回了82,000辆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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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虽然召回的汽车数量不
算太多，但每辆汽车的召回成
本却可谓历史之最，达11,000
美元。通用汽车(GM)曾因安全
气囊致命缺陷而召回700万辆
汽车，每辆车的召回成本不到
200美元，相比之下，1.1万美元
犹如天文数字。

汽车电气化市场
中的诱人机会
由于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
2019年的汽车产量占全球的
50%，亚洲和大洋洲有望成为
汽车电气化的最大市场。1

737亿
美元 - 2020年预计

1296亿
美元 - 2020年预计

11.9% CAGR

预计到2025年，汽车电气化市
场将价值1296亿美元，在预测
期内以11.9%的CAGR增长。

政府对排放和燃料经济性标准
给出严格规定，以及客户对可
靠电气系统需求的不断增加，
这些因素都导致这一市场增长
可观。

未来五年，收购、扩张和投资将
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获利丰厚的
机会。政府对电动汽车的激励
和促进政策不断增加，这也推
动了这一市场的发展。但是，
全球汽车生产的放缓可能会限
制汽车电气化市场的发展。2

汽车制造中的盲点
现今的汽车制造过程充满了
盲点，导致召回频发，损失
惨重。最新技术创新的采用导
致生产链分散，同时需要数
百万种能完美配合的新组件。
整个生产链包括OEM自己的
工厂、一级供应商和许多其他
机械和电子组件及软件的供
应商，OEM对这些情况的了解
非常有限。制造机器、生产线
以及车辆系统和部件中的数据
孤立、不可靠，彼此之间的沟通
受限，很难分析得出切实可行
的见解。此外，这类数据通常无
法实时提供，对需要争分夺秒、
快速做出决策的情况无法发挥
关键作用。同时，如果无法发现
并跟踪生产线上任意位置的组
件缺陷，当汽车上路时就会引
发更多问题。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情况只
会变得愈发复杂。麦肯锡公司
(McKinsey	&	Company)发
表的《汽车软件与电子2030展
望》(Automotive	Software	
and	Electronics	2030)报告中
表示：“OEM全权制定规范并由
供应商照此执行的时代可能即
将结束。无论是OEM还是传统
的供应商，都无法完全定义新
系统的技术需求。未来，OEM与
供应商之间的协同开发可能不
仅十分普遍，也会成为必需。”

意识到这一问题的OEM投入
大量预算，用于优化设计和制
造阶段的仿真和测试流程，
但他们往往不太了解自己所
使用的组件质量。在SEMICON	

Europa	2015展会上，奥迪公司
(Audi)阐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
程度，指出每天生产线会产出
4,000辆汽车，每辆汽车具有
7,000个半导体器件，即使组
件出现缺陷的概率为百万分
之一，每小时也仍会有一辆有
缺陷的汽车离开生产线。

利用数据发现和
预防盲点
工业4.0也被称为第四次工业
革命，要在传统的工业和制
造实践中融入自动化和数据
分析，即智能技术。如今的生
产过程会产生大量数据，需要
对这些数据进行收集、关联和
分析，从而确定某个组件何时
未正常工作。通常情况下，汽车
公司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数
据分析，重点关注生产和产能
相关的指标，如吞吐量。例如，
许多工厂都希望使用数据来实
现预测性维护，从而尽可能延
长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他们
假设，如果机器全都正常工作，
那么产品也不会有问题。

NI与汽车一级供应商合作的经
验表明，制造过程中的微小变
化引起组件之间的微妙交互，
可能会在未来引发重大问题。
许多这类问题只能通过全面分
析才能被发现，因此需要收集
各制造孤岛的数据并建模，同
时使用端到端跟踪，确保数据
连续且可靠。有效地收集了数
据后，就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
形成机器和产品见解，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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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器扩展到产品。这也是AI和机器学习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借助
这些技术，能够对大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自动执行决策制定。让数据
分析能够实时推动制造车间的行动，为真正的“智能”制造打开了
大门。

携手NI，消除盲点
如果您已经考虑到了数据和分析，就等于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
现在您应该确保自己拥有一个整体的数据集，能够实时访问，并利
用其来优化产品，而不仅仅是优化流程。这是防止在不断变化的汽
车环境中出现越来越昂贵的召回事件的唯一方法。

NI为OEM提供了一个端到端的AI与大数据分析平台，配备了他们
所需的全部工具，用以形成切实可行的产品见解。NI的平台可以在
本地或作为云解决方案运行，直接集成到整个供应链的OEM系统
和机器中。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数据模型，将不同的数据源桥接起来，
并将数据收集到一个地方进行分析。通过部署AI驱动的大数据分析，
OEM可以自动制定智能决策，缩短产品上市时间，简化制造流程，
同时大大减少召回量。

作者
ELIJAH KERRY
NI企业软件运输部首席产品经理

1该市场指汽车电气化市场，不包括48	V汽车市场。
2	MARKETSANDMARKETS.COM，汽车电气化市场。





08 技术白皮书

新解决方案可满足自动驾驶系
统不断发展的雷达测试需求
随着新雷达技术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自动驾驶需求
而不断发展，测试技术也必须进行相应地扩展。
宽孔径汽车雷达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因而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其远场距离长，为测试带
来了挑战。不过，新的解决方案采用一个占用空间
很小的雷达测试系统，提供完整的雷达传感器测
试与对象仿真和RF测量，因此解决了这一难题。

雷达传感器验证和生产测
试的挑战
在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自动驾驶系统
(ADS)功能中，汽车应用雷达技术仍能获得新的
立足点。随着人们对安全的关注度和期望值不断
提高，汽车雷达传感器在为ADAS和ADS功能提供
环境感知方面将发挥核心作用。由于这一作用是
自动驾驶功能的核心，汽车雷达技术发展迅速，
远远不止于多模功能，包括高清晰度、多输入多
输出(MIMO)和具有更远距离、更高分辨率和更长
远场距离的宽孔径雷达。更宽的孔径和更长的远
场距离对现有的传感器验证和生产测试提出了新
的挑战，需要新一代的测试功能。为了应对这些
挑战，Microwave	Vision	Group	(MVG)、Konrad	
Technologies	(KT)和NI合作开发了MVG	KT	
CATR	RTS解决方案，将MVG紧凑型天线测试范
围(CATR)与KT车载雷达测试系统(VRTS)相集成，
在NI平台上构建而成。	

MVG KT CATR RTS的优势 
MVG	KT	CATR	RTS具有完备的雷达测试功能
（对象仿真和RF测量），占用空间小，长度约
为1	m。小巧的身型极大减少了生产车间的占用

空间，最终降低了远场距离较长的雷达传感器的
测试总成本。秉承为产品研发提供创新和省时的
RF测量解决方案的承诺，MVG欣然分享其专业知
识和愿景，为自动驾驶汽车和道路安全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MVG	CATR技术扩展了Little	
Big	Lab的产品范围，是多年来设计和开发创新天
线测量解决方案经验的结晶，体现了MVG在构建
紧凑型系统方面的专业能力，可在受控环境中实
现经济、精确的测量。

克服测试挑战的CATR
基础知识
在远场测量天线需要使用均匀的平面波来照亮
待测设备(DUT)。为了实现这种均匀的平面波
照明，天线和测量源天线之间通常需要保持非常
大的距离。紧缩场使用可辐射球面波的源天线，
与一个或多个反射器相结合，使球面波在一个称
为静区的指定测试区域内准直为平面波。在这个
静区体量空间中，振幅和相位变化低于预定义的
阈值，近似于平面波。根据几何光学原理，抛物面
反射器需要精准设计，从紧缩场反射器只有几个
波长的低频到反射器可以达到数百个波长的极
高频，在广泛的频率范围内都可达到预期的性能。
此外，还必须考虑以下因素：馈电喇叭及其相对于
反射器的位置、吸收器的布局以及暗室中吸收器
和反射器之间的分离距离。这种较短的距离方便
紧缩场系统放置于测试或集成设施附近。将系统
放在屏蔽的暗室中，可以消除外部源的干扰。封闭
系统同样可以免受天气条件的影响，保密信息也
可得到更好的保护。仔细分析需求，并在有效尺寸
的暗室中部署适当的紧缩场系统，这样可以获得
高性能测试区，并优化测试结果。



迷你紧缩场系统和暗室组件的设计是为了使微
波和毫米波天线测试经济高效，其静区直径可
达0.2	m。该系统为小型天线设计提供了一款
方便易用的便携式测试工具，特别适合高频天
线的测量和生产测试使用。触摸一下即可启动
整个系统（RF、矢量网络分析仪、控制器、相机、
通风设备和PC等）。准直系统由一个DUT支架
、一个偏移反射器和一个馈电喇叭天线组成，
提供一个0.2	m的圆柱形静区体量，静区边缘的
幅度锥削小于1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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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高兴能将我们的CATR
系统技术与KT的雷达测试系统和
NI的技术结合起来，为汽车行业提
供一个完全适合测试高清晰度和长
距离雷达传感器的解决方案，满足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发展所面临的测
试挑战。”

Gianni Barone
MVG销售总监

图01
CATR技术旨在提供全面的OTA雷达测试功能，体积小巧且经济实惠。



图02
CATR暗室提供了测试所需的远场条件，同时仅使用一小部分传统雷达测试系统所需的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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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I平台的可扩展KT
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KT	VRTS基于NI车载雷达测试系统(VRTS)，
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雷达测试系统，在全球用于
雷达验证和生产测试。KT采用模块化方法，开发
了多种硬件和软件子系统，可以部署到RTS应
用中。用户可以通过单一的用户界面，实现基于
场景的对象仿真和RF测量，对雷达传感器进行
功能评估。在5	cm分辨率下，从2.5	m到300	m的
仿真对象范围场景可以通过点选式界面快速有
效地实现。仿真对象的范围、速度和RCS（或反射
功率）可以从整个视野(FOV)的几个角度针对单个
和多个对象实现动态控制。	同时，工作频率、占用
带宽、信噪比(SNR)和线性调频分析等RF测量可
以从配置窗口启动。根据特定传感器的测试计划
要求，KT	VRTS提供了收发分置和收发一体前端
选项。NI的VRTS架构针对传感器的RF信号提供
了单独的发射器和接收器链，以在可变延迟发生
器上执行对象仿真，并在NI矢量信号收发仪(VST)
上并行执行RF测量。

根据测试需求定制 
MVG	KT	CATR结合了MVG	CATR暗室和KT	VRTS
平台的全部功能，为远场距离较长的高清晰度和
宽孔径雷达传感器提供了完整的测试解决方案。
测试系统的产品包括自动执行测试计划的定制应
用程序编程接口选项、用于整个FOV的可扩展验
证测试计划的旋转运动选项、生产测试应用的高
吞吐量DUT加载选项，以及支持最终用户雷达测
试需求的自定义服务计划。

作者
VICTOR MEUTERLOS
MICROWAVE VISION GROUP (MVG) 
市场营销专家

RAM MIRWANI
KONRAD TECHNOLOGIES (KT) 
ADAS全球业务开发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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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A³DAS to 
easily monitor ADAS compliance to 
functional safety requirements.
LHP and Konrad Technologies are excited to announce a revolutionary 
vehicle-to-lab (V2L) automated ADAS testing solution. The Advanced, ASIL, 
and Automat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 (A³DAS) offers a simulation and 
measurement-based test environment for evaluating an ADAS and vehicle 

functions’ compliance to functional safety standards before costly 
road tests. With A³DAS, you can decrease your time to market for 

ADAS functions while ensuring functional safety compliance. 

Defines requirements and test cases with state-of-the-art 
functional safety workflows and tools for any safety standard 
like SOTIF or EuroNCAP.

lhpes.com konrad-technologies.com

Provides premium HIL and measurement-based test 
automation tools for radar, camera, ultrasonic, 

and LiDAR sensors.

WATCH THE 
FULL A³DAS 
SOLUTION DEMO 
lhpes.com/adas-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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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控制单元功能测试

车辆舒适性、安全性、
连接性和效率方面的大多
数创新都由电子控制单元
(ECU)提供支持。随着ECU
功能愈发复杂，ECU测试
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在快
速变化的消费者需求的推
动下，测试这些ECU的时间
节点日益缩紧，在最后期
限内和整个生命周期中及
时设计、开发、部署和维护
生产线终端功能测试系统
变得更加困难。

NI的优势：

	� 速度更快：获得开箱即用、具有I/O
和并行测试功能的功能测试系统，
满足您对一系列动力总成、车身和
机箱ECU的需求。

	� 更精益：借助NI服务、培训和ECU
测试系统维护软件，有效地部署和
运行生产线终端测试系统。

	� 可靠：提供更高的可维护性、全球
服务计划以及更简单的维修和硬
件更换，降低停机风险。

客户需求
01
满足测试节点、产品上市时间
和质量预期。

02
简化从开发到维护的操作。

03
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测试系统，
确保可维护性。

04
预测几年内的资本支出和运营
费用预算。

NI解决方案
01
借助针对动力总成、车身和机
箱ECU预先配置的可定制生
产测试系统，更快地满足测试
需求。

02
能够对多达4个ECU执行并行
测试，可以提高测试速度，减少
车间占用空间，用更少的测试
系统获得更高的吞吐量。

03
利用测试站运行状况监测
工具、现场诊断测试系统和
ECU测试系统维护软件，保持
测试系统的运行。

“我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为ECU部署生产
测试系统，NI的ECU测试系统是市面上唯一
能够满足我们紧迫时间要求的系统。无论是初
始配置、现场交付还是启动服务，所有一切都
可快速完成，因此我们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测试
计划的部署，从而确保项目取得成功。”

Wenfeng Wu
法雷奥汽车内部控制(Valeo	Interior	Controls)公司现场工业TDE



主要规格
核心机架选项 ESD (IEC 61340-5-1)，RAL 7035涂料

提供24U (ECUTS-16000)和40U (ECUTS-16001)规格
电源输入：200–240 V（单相，50/60 Hz）
PDU直流输出：+12 V、+24 V

软件 操作系统：Windows 10
ECUTS软件套件：包括用于测试计划实现、交互式调试、信号路由和管理以及系统维护的软件。

电源选项 200 W (20/36/60 V)、400 W (20/36/60 V)和800 W (20/36/60 V)
模块化仪器 高性能PXI机箱和四核控制器

可配置多达16个额外的PXI仪器和I/O模块，如数字万用表、源测量单元、电源、示波器、函数发生器、隔离式
AI/AO和DIO

汽车通信 CAN、LIN、RS232、GPIB、汽车以太网
PXI引脚开关 2线；每种4x64、8x32或16x16矩阵模块最多支持四个开关，分别用于创建4x256、8x128或16x64矩阵

机电继电器，60 V/2 A (60 W)
也提供1线(64x1)、2线(32x1)或4线(16x1)多路复用器

负载开关和管理 8 A，电流测量多达96个通道
30 A，电流测量多达24个通道
5 A，电流测量多达192个通道
外部负载或电子负载(eLoad)空间 
100 W (60 V/20 A) 8通道或350 W (60 V/40 A) 4通道

大规模互连 Virginia Panel Corporation (VPC) 9025，25个插槽。
托盘（可选）

现场诊断测试系统 对所有预定义插槽和引脚执行自动化连续性测试；执行其他诊断功能，以维持系统运行

详细信息见NI.COM/ECUTS。

设计

部署

维护

构建ECU生产测试系统的时间分配
了解哪些任务在构建ECU功能测试系统时可能会妨碍产品上市时间。

的时间用于布线、物流和记录	

的任务与测试计划实现	
没有直接关系	

的汽车行业每分钟停工的平均成本

调度和规划
采购
记录
组装

26%
订购和物流布线

12%
记录与培训

15%

人为错误导致停工* 借助正确的服务计划缩短事故维修时间 

23% 75%

53%

34%

2-5万美元
*  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71106006370/en/Human-Error-Common-Unplanned-Downtime-Manufacturing-Sector

http://ni.com/ECUTS


引领消费者走
向“零”愿景之路

“零”愿景设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致力实现汽车零碰撞、零排放和
零拥堵。这一雄心壮志需要承受许多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因素，前进道
路压力重重，包括基础设施、政策、法规、全球协作供应链动态和相近
行业。还有一点不能忘记：资金对于推动创新也至关重要。今天，我邀请到
了“创新英国”(Innovate	UK)的副主任Paul	Gadd，来讨论资金对实现“零”
愿景的影响。

ASHISH NAIK：“创新英国”在帮
助引领汽车消费者方面发挥着
独特的作用。您可以给我们详
细介绍一下吗？

PAUL	GADD：“创新英国”帮
助资助企业主导的创新，希望
最终能够推动实现经济效益。
我们通过分担成本，使企业能
够承担更高的风险，执行更高
回报的项目。企业承担的风险
更多，成长得就越快，同时就
业和税收的增多也为经济做
出了贡献。我们的作用是增加
经济活动，但我们也寻求社会
和环境效益。我们非常赞同英
国政府制定的优先事项，比如
“净零”(Net	Zero)，不仅具有
重大的社会效益，也蕴藏着巨
大的经济机会。“零”愿景的实
现没有捷径可走，而我们存在
的意义是确保资金不会成为创
新的“绊脚石”。

AN：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特别是在政策和驾驶标准化
方面。例如，欧盟的“欧洲地
平线”(HORIZON EUROPE)计
划和德国科学基金会(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为自动
驾驶和电气化等趋势拨出了大
量资金。对于“创新英国”不仅
帮助加快基础研究，还帮助加
速实现工业化，您有何设想？

PG：“创新英国”的责任是与
行业、政府和学术界合作，了解
和投资于未来。为此，我们
所采用的方法是“激励、
参与、投资”。“激励”是了解
全球机会和英国的优势，重点
关注能产生更大投资回报的
创新机会。“参与”是与行业、
政府和学术界合作，围绕这些
机会建立联系，打造社区和
集群。“投资”是与行业一起
投资这些创新机会，承担这些
风险，提前发展，拥抱未来。

今年夏天，我们将发布2050
年英国交通愿景，概述一些关
键领域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
的步骤。我们借鉴了可靠信息
源的资料，并结合了自己通过
政府合作伙伴和行业咨询所
获得的见解。在思考此次预测
的变化速度时，我们采用了一
种开放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

ASHISH NAIK
NI ADAS/AD业务开发 
全球集团经理



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改进，
我们会定期更新。我们打算将
这一愿景打造为一种思维领
导力，帮助人们明确未来的系
统和未来的机会。除了用于国
际影响力和其他投入研究外，
我们还将利用它来进行自己的
投资，希望能为其他人提供有
用的信息。

AN：引入消费者，与我们一路
同行，能发挥非常强大的力量。
培训和可视化将非常有价值，
有助于表明自动驾驶带来的
结果，而不是将自动驾驶当作
结果。你们的工作如何带来具
体的进步？您能举例说明吗？

PG：我们与网联自动驾驶汽车
中心（Centre	for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CCAV）密切合作，在CCAV、
“创新英国”和行业的思维领
导力基础上，让社区参与进来，
进行投资，使英国在开发和部
署CAV方面独占鳌头。在过去
的五年里，我们投资了81个合
作研究和开发项目，涉及200多
个组织，共计2.3亿英镑。另外，
我们还投资了2亿英镑，用于创
建8个CAV测试设施。这些投资
都有特定的目标，如在公共道
路上安全运行，或者注重安全
或商业模式。这种投资加上支
持网络，共同打造了一个欣欣
向荣的CAV社区。

因此获益的公司包括Arrival，
其员工从50名壮大到1,000名，
获得了现代公司和起亚(Kia)
公司的投资，最近以130亿美
元的估值上市；还有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的衍生
公司Oxbotica，最近刚完成了
一轮4,700万美元的投资。资金
不但可以帮助分担财务风险，
还可以激发合作，如Arrival与
法国安盛(Axa)保险集团合作，
及在订购10,000辆汽车之前与
UPS打好关系，帮助建立信心。
又如Oxbotica与格林威治大
学(University	of	Greenwich)
或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合作，确保所部署的
解决方案不仅在商业上可行，
而且还可使城市和更广泛的社
会受益。我们的目标是与公司
携手合作，并通过激励、参与
和投资在他们发展过程中提供
帮助。

AN：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已
经切身体会到了“创新英国”
带来的持续影响。关键是你们
的项目不仅关注令人难以置
信的工程，而且还关注其背后
消费者的真实使用场景。你们
与政府、立法机构、行业和学
术界的合作将一切整合起来，
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产生了工程
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自动驾
驶方面，我看到了你们为改变
每个人的理念而做出的努力，
让大家习惯自动驾驶。这让我
感觉很特别，因为它提供了与
朋友和家人分享工程方面喜悦
的机会，明确了对我们现实生
活产生的日常影响。感谢你们
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PAUL。

PAUL GADD
“创新英国”副主任

15社论



16 解决方案简介

A2B网络仿真和测试	

道路噪音消除、个人音
频区、远程信息处理系统
和A/V会议室系统是信息
娱乐测试工程师面临的
一些最常见的音频挑战。
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更
昂贵的微控制器和外部
存储，这无疑增加了系统
的复杂性和测试时间。
亚德诺半导体(Analog	
Devices)公司的汽车音
频总线(A2B®)是一种新
兴技术，有助于克服这些
挑战。人们越来越多地将
其用于汽车音响主机、
高保真音频扬声器、音频
放大器、麦克风阵列、振动
传感器和执行器。

客户需求 

01

减少系统的复杂性、成本和电
缆线束，这对电动汽车的重量
和车辆续航里程尤为重要。

02
在开发、验证和生产阶段进行
广泛的音频信号和通信测试。

03
实时处理高速多通道音频
数据。

04
支持不同的音频接口，如模拟、
数字和外部音频。

NI + NOFFZ解
决方案
01

旨在实现快速、现成可用的
设置：使用Analog	Devices	
SigmaStudio®和NOFFZ	ITD	
1024管理工具中的范例和模板
快速配置网络。

02
适用于所有阶段：在实验室中
单独使用或将其集成到测试系
统中。

03
针对自动化测试进行了优化：
即使主机PC连接丢失，也能运
行24小时以上。

“在设计信息娱乐测试设备时，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提供实时信号处理、FPGA
和存储的COTS设备来进行集成。NI单板RIO设备不仅满足了这些需求，尺寸还非
常小巧，这对于小型最终产品和测试架上的最终集成极其重要。”

Nikita Prorekhin
NOFFZ	Technologies	A2B测试解决方案研发部	



ITD 1024信息娱乐测试设备的优势：

	� 利用具有集成FPGA、CPU和存储的NI单板RIO设备，实时生成和捕获多达32个
音频通道。

	� 借助支持TestStand的NI	LabVIEW库、.NET库，以及其他编程语言的SCPI	
API，无缝集成到测试系统中。	

	� 仿真复杂的A2B网络中的主节点、从节点和终端节点。

主要规格：

	� 支持从节点的本地和幻象电源
（高达300	mA）

	� 节点级I2C设备处理

	� 32位多通道时分多路复用(TDM)
发生器/记录器；16个输出和16个
输入通道

	� 24位多通道输入/输出音频编解码
器，带有TDM接口；8个输入和8个
输出通道

NOFFZ ITD 1024信息娱乐测试设备

noffz.com

End-of-Line-TestBoard-Level-TestRun-In/ScreeningProduct Validation

SMART TEST SYSTEMS FOR THE FUTURE OF MOBILITY
WE MAKE YOUR PRODUCTS SAFE!

ITD 
for A2B®

Universal
Wireless Test

GNSS
Simulator

V2X

BT

LiDAR RADAR

DSCR
WLAN

5G A2B

C-ITS
GPS

GALILEO
BEIDOU

GLONASS

14834 Anzeigen Automotive_8,5x4Zoll.indd   114834 Anzeigen Automotive_8,5x4Zoll.indd   1 10.06.21   09:1110.06.21   09:11





携手并进，加快实现“零”愿景
5月18日，NI举办了“Automotive	Pulse”活动，特邀众多汽车行业佼佼者，共同讨论加快实现“零”
愿景的关键战略，包括零碰撞、零污染物排放和零拥堵。

NI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自动驾驶(AD)验
证的业务开发全球集团经理Ashish	Naik发表了
开幕式主题演讲，欢迎大家的到来，从而拉开了这
场历时两小时的活动的序幕。此次活动还邀请了
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公司的验证和确
认(V&V)经理Colin	Harty、Guidehouse	Insights
的首席研究分析师Sam	Abuelsamid和Ansys
的首席技术官Prith	Banerjee担任主题演讲的
嘉宾。他们主要谈论了“测试左移”(Shift	Left)
对汽车开发和测试产生的影响，及其如何加快
实现“零”愿景。他们还强调，“零”愿景的实现没
有捷径可走。要观看开幕式和闭幕式主题演讲，
请访问YouTube。

Naik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观众四散开来，参加三
场分组讨论会，主题分别是：测试左移和阻碍我们
尽可能减少使用原型验证的因素，在快速变化的
时代引领新的前进方向来领导变革，以及通过实
现零盲点掌握数据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测试左移
我们还远未实现测试左移，因为大部分的V&V过程
仍然是通过实验室和道路测试来实现的。未来的理
想状态是大幅减少路测，从而有效降低成本、扩大
测试覆盖范围，并加快开发进程。因此，相应地增加
虚拟测试和仿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而基于实
验室的测试与目前的状态相比保持不变。

但问题仍然存在：“阻碍组织更快、更进一步地实
现测试左移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这包括模型和
仿真环境缺乏保真度；技术似乎还未成熟。此外，
变革管理和测试左移（前期吃重）测试策略的推动
有时本身就是阻碍。此外，复杂的仿真和建模工具
链以及工作流程的建立也拖缓了发展速度。

变革中的领导力
新流程的产生往往是因为组织独立运作，没有全
盘考虑。如今，在大型企业的推波助澜下，新兴思
维恣意生长，加剧了这一现象。克服这些障碍需要
整个行业共同交流，并跳出测试供应链，以局外人
的角度来审视。

公司需要了解自己的真正价值，这涉及到资本支
出(CapEx)与运营开支(OpEx)的知识。他们还需
要通过了解整个组织的成本节约情况，来掌握转
变开支的时机。除此之外，OEM和一级供应商之间
的关系受到挑战，导致一级供应商很可能会与其
他供应商开发共同平台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如乐
高(LEGO®)，利用一块块积木打造视觉盛宴，但首
先他们需要设计和部署这些“积木”（谁及如何搭
建乐高积木？），然后明确各块积木的契合节点。

零盲点 
虽然数据必定会增多，但我们缺少目的明确的行
动来处理已有的数据。关键问题是：“利用数据可
以实现哪些目标？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	

19NI AUTOMOTIVE PULSE活动回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WMfyAmMFrc


20 NI AUTOMOTIVE PULSE活动回顾

“数据信任”和“数据所有权”的问题将充斥整个
供应链。目前，公司需要重新创建通常存放于其
他位置的数据。如果克服这种情况，开发速度将
会提高，深入了解该领域的时间也会缩短。为此，
公司需要开始就这一问题开展对话，使这些公司
之间和公司内部充分了解这个商业案例。然后提
出解决方案，可能会指定可重复和可验证的数据
收集方法，以简化数据采集和分析。

协同合作
公司无法独自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协同合作并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化问题为机遇。NI的一个关键原
则是充当纽带，将人、想法和技术联结起来。

在收购了Optimal+之后，NI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组
合得到了大大增强，与整个供应链上的公司建立
了合作关系，以减轻数据信任和所有权等问题所
带来的挑战及其相关风险。

NI最近收购了monoDrive，这是一家ADAS和AD
领域高保真仿真的卓越创新企业，也是NI之前的
合作伙伴。NI还与Ansys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
这些都是协同合作的范例，可确保我们的共同客
户具有竞争优势。

像电动汽车行业的OPAL-RT、ADAS和AD验证应
用行业的Konrad	Technologies都是NI的主要合
作伙伴，NI与这些企业的合作加深，突出了进一步
扩大合作的领域，从而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记住Henry	Ford的话：“相遇是开始，共处是
进步，合作是成功。”

作者
DANIEL RIEDELBAUCH
NI交通运输部 
首席解决方案市场经理

BRANDON BRICE
NI交通运输部 
资深解决方案营销专员

ELI KERRY
NI企业软件运输部首席产品经理

道路测试硬件在环测试仿真

测试场景的真实性最强

更依赖于真实系统的可用性

选择测试场景的自由度更大

为测试不同技术提供最高灵活性

测试速度和效率最高 实时速度测试

图01
测试左移：该图表显示了在不同阶段进行测试的取舍和优势。Warwick	Manufacturing	Group,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2018.

NI合作伙伴是独立于NI的商业实体，与NI之间不存在代理、合伙或合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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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解决方案简介

硬件在环测试系统

随着产品开发的推进，
纠正安全缺陷的成本呈指
数级增长。为了实现卓越
的测试覆盖范围，更早地
发现异常，交通运输行业
的电子控制单元(ECU)和
车身电子产品制造商可以
使用硬件在环(HIL)仿真执
行闭环反馈测试。您可以
利用经济高效的Genuen	
HIL测试系统，轻松添加硬
件并重新配置软件，该系
统使用NI模块化综合生态
系统。利用NI技术，如确定
性FPGA定时、RF无线通信
和现成即用的商业加载和
开关电路，来应对复杂的
前沿工程挑战。

NI + GENUEN的优势：

	� HIL解决方案库触手可及 
从先前开发的庞大信号路径库中任意挑选，寻找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满足您
的仿真测试需求。

	� HIL解决方案提供一对一服务 
一对一联系人对您的应用程序了如指掌，助您采用先进的测试系统，
简化您的仿真。

	� 采用先进技术，迎接各种挑战 
采用久经考验的工具和前沿技术，克服行业中的最新挑战，置身前沿，
引领风骚。

客户需求 

01

在物理产品组装完成之前加速
开发。

02
应用需要高速、确定性监测
(FPGA)的电气化。

03
拓展和适应新的应用挑战。

NI + Genuen
解决方案
01

提高测试的可重复性，实现卓
越的测试覆盖范围，以便在
开发周期内尽早检测到异常
情况。

02
使用标准化系统，减少执行先
进测试所需的时间和复杂性。

03
轻松地添加新硬件并重新配置
软件，以满足新的应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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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测试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测试开发和管理软件

实时处理 和数据采集

与待测设备连接

确定性定时 FPGA功能

开关、负载和 信号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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