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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未来的汽车电子
2020年的第一季度即将结束，但COVID-19疫情带来的影响仍在继续。汽车行业的龙头
企业已经迫不及要探究疫情对该行业的影响。由于新车需求量的下降，通用汽车(GM)、
福特(Ford)、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等汽车龙头企业携手合作，利用自身的制造
能力，生产防控疫情急需的医疗物资。这些行动与汽车行业设想的未来愿景不谋而合，
都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共克时艰，努力提高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质量。

这场危机终将过去，我们的注意力仍将重新转回因疫情被迫推迟或重新定位的汽车计
划上。在之前的期刊中，我们重点介绍了互联汽车、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这些技
术将会影响整个汽车行业，甚至会对“传统”技术领域产生影响。 例如车身和底盘测试
团队已经感受到超静音电动汽车(EV)与传统汽车截然不同的NVH测试挑战。比如由于
新的EV架构要求每个组件之间相互通信，才能获取相应的功能权限，因此曾经独立的
控制器现在需要与中央网关ECU连接，控制器的测试就变得复杂化。

值得欣慰的是，测试团队已经转变传统方法，引入新的技术，并将其与一些久经行业
验证的平台相结合。但是，汽车车身和底盘领域的测试使得耐久性测试等物理测试变
得更加复杂。此外，汽车电子和基于软件的子系统也增加了测试的复杂性。为此，NI提
供了广泛的I/O产品组合和处理器功能来为测试工程师提供助力。而且，我们还拥有一
个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这确保无论是组件级集成测试还是整车级集成测试，NI都有
能力提供完整的测试解决方案。

Chad Chesney, 交通业务部副总裁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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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车轮外，彻底重塑
汽车行业瞬息万变，随意浏览下头条
新闻，都能找到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相关
信息。但这些头条新闻通常没有意识到这
些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伴随着同一时
期多项技术的成熟。制造自动驾驶汽车并
不仅仅是在装配好的新车上安装“自动驾

驶软件包”。制造EV也不只是将内燃机换
成电池、电机和逆变器。

这些技术截然不同，需要对汽车本身进行
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样的改变中几乎所有
部件都要受到影响。侧视镜不再只起到反
光作用，不仅配备了摄像头、雷达传感器

和自己的ECU，还配备相应的汽车电子架
构和网络技术来为其提供高效支持，从
而实现与汽车其余部分的数据交换。本
期中，我们将探讨自动驾驶、互联汽车、动
力总成电气化和共享出行等主题，这些技
术不仅改变了汽车核心组件的构成，也彻
底改变了汽车的价值链。

专题文章

电子架构的演变
随着汽车日益互联化、自动化和电动化，一辆汽车的ECU数量最多可达到150个。控制器数量的激增给现有架构带来了压力，因此亟
需更高的：

	■ 复杂性和计算能力，以处理复杂的功能
	■ 组件可扩展性和灵活性，以应对不同的需求并轻松引入创新技术
	■ 通信带宽，以适应域内部和域之间的数据流量增加
	■ 外部通信能力，从而与日益智能的环境进行交互

http://ni.com/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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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章

图1显示了电气和电子组件(E/E)架构的演变史，以及对未来发展
的预测。最开始采用的是分布式ECU架构，每个ECU都具有特定
功能且独立运行，而且一个功能对应一个ECU。后来，由于增加
了车身/平顺性、底盘、信息娱乐系统和动力总成等各种功能，需
要更加复杂的控制，所需的ECU数量成倍增加。很快又演变为，
同一系统中的ECU之间必须相互协作才能实现更复杂的功能，
因此就形成了域网络。但是，ECU域之间的通信仍然很少，导致
汽车的几个域网络相对孤立。

为了满足更高级功能的要求，在大量组件间进行有效通信，并且
在不同汽车域之间传输相对较大的数据量，中央网关应运而生。
功能更加复杂的自适应巡航控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系
统需要车身、动力总成和信息娱乐组件相互协调。但这些网关虽
然解决了通信问题，却为系统带来了潜在的瓶颈，因为域网络之
间未建立点对点连接，所有信息都必须流经中央网关。如果网关
能够处理所有的流量，这便不是问题，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稍
后会在介绍网络连接时详细说明这种情况。

于是，我们有了如今的汽车。为了优化成本，域控制器也像功能
一样进行了整合。这些中央域控制器管理着各个ECU系列，并与
中央网关连接。如此一来，并不是所有信息都需要流经中央网关，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瓶颈问题。

我们希望未来的架构迭代能够更多地将软件功能从硬件中抽象
出来。过去，汽车硬件的功能是固定的，并按汽车域分隔开来，
但这种现象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传感器和执行
器组成的网络，该网络形成了“Mechatronic rim,”并且遍布整

图1. E/E架构从特定功能的分布式ECU演变为基于区域ECU的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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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汽车。 组件将按区域(zone)而不是域
(domain)进行分组，并由充当汽车大脑的
中央汽车计算单元进行管理，所有处理任
务都将在这些中央控制器上进行。然后，
中央单元会根据所调用的功能激活区域
ECU的虚拟域。由于我们拥有的不仅是智
能的车辆，而且与之交互的环境也是智
能的，因此随着人们对性能和计算能力的
要求不断提高，对安全不是那么重要的功
能可能会迁移到云端。

E/E架构从基于功能的ECU演变为基于域
的ECU，最终将演变为基于服务器或基于
云的ECU，这是汽车应对未来复杂的移动
出行需求的唯一途径。

硬件抽象化，软件复杂化 
我们希望ECU硬件与所运行的软件之
间能更好地分隔开，为未来基于服务器
的虚拟域E/E架构提供支持。ECU硬件

将变得更加标准化和商品化（尤其是在
mechatronic rim 中），并从所运行的软件
中抽象出来，从而实现差异化。这种抽象
可实现灵活性，例如能够选择性地开启或
禁用各种驾驶辅助功能，并简化向汽车推
送更新的过程。利用分区架构，制造商可
以将其所有软件功能和IP整合到单个车
载中央计算单元中。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种万能的
方法，“未来汽车”也不止一种原型。 未
来十年，我们预计内燃机汽车仍将继续
生产，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驾驶功能
和豪华性。将硬件抽象化可以在某种程
度上实现不同的用途，因为相同的硬件组
件既可以用于自动驾驶出租车、豪华电动
汽车，也可以用于内燃机汽车中，但却可
通过软件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无论是何

种用途，随着各项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
希望每种硬件越来越多地由软件定义。

网络技术的发展
汽车网络与汽车架构的发展紧密相关。25
年前，博世(Bosch)在美国汽车工程师学
会(SAE)推出了控制器局域网(CAN)，震惊
四座，解决了一直以来行业面临的难题。
此后，汽车网络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尽管
多年来CAN很好地应用于汽车行业，且在
当今的汽车网络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仅
靠CAN仍不足以为未来的汽车提供服务。
为了满足往往相互矛盾的设计要求，容纳
更多的网络流量，最大化吞吐量，为实时
应用保留足够的带宽，以及通过减少布线
来控制成本，汽车网络技术不断发展。

图2显示了为达到更先进技术所需的总线
速度，并且在网络愈发复杂的情况下控制
成本，汽车网络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

http://ni.com/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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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汽车部署的是CAN网络，用于控制车身上非关键性的
系统，如气候控制系统和ABS等高速动力总成应用。随着车辆
内部网络增多，成本压力提高，为了降低一些数据量较少的应
用的成本，比如车身驱动，局域互联网络(LIN)于2002年推出。
随着混合动力汽车的问世，对网络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因为混合动力汽车要求电池系统、电动机和内燃机之间精密
协作。FlexRay便应运而生，用于全电路制动(BBW)等特定高速
应用，通常作为连接不同汽车域的骨干网。但如今，FlexRay不得
不与新的高速网络——车载以太网一争高下：车载以太网相对成
本较低，支持千兆传输速度，并且与其他技术相比，在拓扑结构
方面灵活性更高。

显然，车载以太网是包括信息娱乐、互联汽车和ADAS功能在内的
所有高速应用的未来所趋。在不久的将来，车载以太网将越来越
受骨干网通信和高速应用的青睐，并且它在降低布线成本和减
轻重量方面也已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是，要将车载以太网应用
于控制转向或全电路制动等应用场景，以解决TSN协议的难题，
进而确保确定性和高优先级数据包中断现有数据包运行，仍需
付诸努力。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车载以太网在整辆汽车的应
用将更为广泛。

“各自为营”局面的瓦解
要使这些创新落到实处，需要打破当今汽车域、设计部门和
汽车“各自为营”局面，值得高兴的是，这一局面已经开始瓦解。
我们刚才讨论过，新的汽车架构将会增强汽车域之间的交互，但
其影响远不止如此。为了使创新与消费者的需求步调一致，需要
改变组织结构和开发流程，以使原来各项目独自开发组件的模
式转变为协作开发。为了充分提高协作效率，不仅要在最后的集
成步骤中检查系统是否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正常运作，还要在整

个开发周期中确保日益复杂的子系统能够紧密集成，协同工作。
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当今快速创新、需求频繁变化、相关
团队必须持续做出改变的情况下。

此外，供应链本身也必须改变，这一点已初见端倪。世界变化日
新月异，OEM与一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无法再维持过去的一
方请求、一方履行的模式。这些公司之间开始建立了合作伙伴
关系，承担共同的责任，并在这些瞬息万变的领域中共同发展。
由于现有企业需要快速获得新能力，兼并和收购屡见不鲜。

就像汽车内部的标准化由自动化及测量系统标准协会(ASAM)和
汽车开放系统架构联盟(AUTOSAR)等机构制定一样，合作是未
来汽车技术发展的第一要务。

这对于测试有何意义？
这些变化会使快速创新、质量和成本压力三者之间难以取得
平衡，这时如果有一种测试策略能够自如应对并适应不断变化的
需求，便可有效缓解这种状况。要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的建议如下：

优先考虑灵活性。
前路漫漫犹未可知，因而对未知的预判就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架
构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发展，我们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但未来推动
我们前行的会是什么，我们无法预知。

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客户通常会优先考虑可提供灵
活性的投资。比如选择一个具有I/O灵活性的测试平台，以便在增
加新功能时适应新的信号类型，或者保留其测试架构的所有权，
以便组织内部能够快速迭代，而不必寻求测试供应商的帮助，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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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开始开发。例如，模块化PXI平台日益
普及，逐步超过传统台式仪器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软件的测试只会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
随着硬件组件的抽象化和商品化程度
越来越高，要想取得成功，企业亟需具备
开发和测试软件定义的互联系统的能力。
随着这些软件功能变得愈发复杂，传统的
工具和流程可能无法满足需求。

一级供应商和OEM的投资方向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聘请软件工程师，
研究新的测试方法，比如基于NI VeriStand
的硬件在环测试，以节省开发时间，或
者采用能提高验证或生产效率的工具
(例如NI TestStand）来实现测试自动化。

协作至关重要。
由于各汽车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模糊，OEM与一级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日益
广泛，能否跨领域乃至跨公司转换测试数
据和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于新建立的合作关系，如果要快速高
效地进行协作，可选择NI SystemLink等
工具，将数据轻松地关联起来，并可轻松
实现软硬件的标准化，以满足不同DUT以
及整个设计周期的需求。

NI提供了功能强大且灵活的协作工具，用
以测试汽车硬件和软件。但是，我们也意
识到，汽车行业面临的挑战过于复杂，测
试供应商无法独自应对。因此，我们的工
具以开放性为宗旨，并且我们也已经与

ETAS、MathWorks和Amazon等行业龙头
企业合作，致力于帮助您制定有效的测试
策略，自信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汽车行业尚未到连车轮都要重塑的程度，
但很显然，要制造未来的网联化、电动化
自动驾驶汽车，我们仍有很多欠缺，但令
人安慰的是，我们已经在付诸行动了。您
的测试策略准备好了吗？

Selene van der Walt, 
NI车身和底盘测试负责人

http://ni.com/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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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ctRIO 904x和905x系列是
CompactRIO控制器系列的最新产品，
也是首批支持NI-DAQmx的控制器。用
户可以直接在CompactRIO上轻松使用
DAQmx驱动程序，同时在LabVIEW中对
FPGA进行底层控制，进而使工作流程更
加高效。

NI提供了100多种C系列IO模块，可通过各
种总线连接到任意传感器，如有需要，还
有内置信号调理模块和高精度模数转换
器可供选择。

选择编程模式 
搭载NI-DAQmx的CompactRIO采用异构
计算架构，由实时处理器和FPGA组成，非

常适用于汽车测试应用中的测量和控制
工作，并支持多种API，有助于快速完成这
些任务。具体地说，这些控制器针对每个
插槽提供三种模式：

实时(NI-DAQmx) 
直观的API可实现快速、准确的测量，并且
能够在实时处理器上执行高达5 kHz的确
定性控制。

实时扫描（IO变量） 
单点数据可通过LabVIEW  Real-Time
访问，实现高达1 kHz的控制。此模式主要
用于迁移现有应用。对于新的应用，建议
使用NI-DAQmx。

LabVIEW FPGA 
单点数据可通过FPGA访问，实现高达
10 MHz以上的高速控制、自定义协议和
协处理。

默认情况下，所有模块均以实时
(NI-DAQmx)模式启动，这样可缩短设置
过程。利用CompactRIO上的NI-DAQmx，
用户能够更快地获取测量值，执行确定
性控制。

利用CompactRIO上的NI-DAQmx，完成
更多任务 
除了在CompactRIO上增加NI-DAQmx支
持之外，该驱动程序本身也进行了优化，
可以实现更多的自定义和控制。新的控制

利用搭载NI-DAQmx的CompactRIO，实现
完整的测试覆盖范围
新的测试需求不仅针对性强，而且快速变化，导致汽车组件物理测试对灵活性和I/O广度的需求不断提高。NI-DAQmx与cRIO的结合
提供了必要的编程灵活性和I/O覆盖范围，可帮助您自信地满足各种物理测试应用场景的测试要求。

产品聚焦

http://ni.com/automotive


表1.C系列I/O模块1

1 查看C系列模块的完整列表，包括PROFINET模块、PROFIBUS模块、CANopen模块、功能安全模块、电机驱动器及其接口模块
2 最高24位分辨率 
3 最高16位分辨率 
4 最高12位分辨率

信号类型 通道数 测量类型 最大速率 专有功能

模拟输入2

电压 2，3，4，8，16，32 ±200 mV，±500 mV，±1 V，±5 V，±10 V，±60 
V，3 Vrms，400 Vrms，800 Vrms，300 Vrms 20 MS/s/ch 通道间隔离，抗混叠以及可配置滤波

电流 3，4，8，16 ±20 mA，0-5 Arms，
0-20 Arms，0-50 Arms 200 kS/s 通道间隔离，内置通道诊断功能

电压和电流 16 ±20 mA，±10 V 500 S/s 通道接地隔离，内置噪声抑制功能

通用 2，4 V，mA，TC，RTD，应变，Ω，IEPE 51.2 kS/s/ch 通道间隔离，电桥补全，抗混叠滤波器，内置分流
电阻，放大

热电偶 4，8，16 J，K，T，E，N，B，R和S型 95 S/s/ch 通道间隔离，放大，滤波，CJC

RTD 4，8 100 Ω，1000 Ω 400 S/s 50/60 Hz滤波，组隔离

基于应变/桥 4，8 ¼桥，半桥，全桥（120或350 0） 50 kS/s/ch 外部激励，电桥补全，抗混叠滤波器

声音和振动 2，3，4，8 ±5 V，±30 V 102.4 Ks/s/ch IEPE，抗混叠滤波器

模拟输出

电压2 2，4，6，16 3 Vrms，±10 V，±40 V（堆叠） 1 Ms/s/ch 组隔离

电流3 4，8 ±20 mA 100 kS/s/ch 通道接地隔离，内置开环检测功能

数字I/O

输入/输出 4，6，8，16，32
TTL（3.3 V或5 V）RS422，5 V，12 V，
24 V，48 V，72 V，96 V，120 V AC，

120 V DC，240 V AC，240 V DC
55 ns 通道间隔离，漏级或源极输入，双向通道选项

继电器输出 4，8 60 V DC，30 Vrms，250 Vrms 1 op/sec 通道间隔离，SPST或SSR继电器

其他

多功能4 B AI，B AO，4 DIO 0 V至5 V 3VTTL 20 kS/s -

串行 4 RS232，RS422，RS485 3.6864 Mb/s -

计数器 8 5 V差分电压，24 V单端电压 1 MHz 通道-接地隔离

数字化仪 4 ±10V 20 MS/s 内置模拟参考触发

CAN 1 HS/FD，LS/FT CAN 1 Mb/s -

LIN 1 LIN 20 k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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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每个插槽提供了一个硬件定时引擎，
可以更好地自定义多速率应用。这些控
制器还支持高达5 kHz (904x)和2.5 kHz 
(905x)的确定性控制，同时支持硬件定时
单点采样。

在硬件定时单点模式下，样本可通过硬件
定时方式连续生成和采集，不带任何缓冲
机制。

这有助于满足控制应用中经常需要的严
格定时需求。

坚固耐用的封装，可在恶劣的工业环境
中运行 
CompactRIO控制器具有结构紧凑、坚
固耐用的封装以及卓越的控制和采集
能力，-40 °C至70 °C(-40 °F至158 °F）工
作温度范围，50 g抗冲击和5 g抗振动
等级，冗余电源输入，符合各种国际安全

标准、HAZLOC和环境认证和评级，适用于
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运行。

借助NI Linux Real-Time，充分利用庞大
的Linux 生态系统并提高安全性 
NI经过多年的研发以及在Real-Time 
Linux项目的合作经验，开发了基于Linux
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NI Linux 
Real-Time。该操作系统具有开放性 ，可帮
助您充分利用Linux社区成千上万个开源
应用程序、IP和范例，并与众多活跃的用
户和开发者协作。此外，您还可使用OPKG
软件包管理器来在线安装、管理和使用
LNI Linux Real-Time生态系统。

NI Linux Real-Time还原生支持Security-
Enhanced Linux，从而提高了安全性
和可靠性。Security-Enhanced Linux 
(SELinux)是一种基于强制访问控制(MAC)
的系统，采用安全性策略来明确指定系统
每个组件可以执行的操作。

与外界连接 
利用千兆位以太网、串行和USB端口等
内置处理器I/O，将组件直接连接到您的
CompactRIO控制器。NI提供了100多个
I/O模块，可为不同的测量提供不同的信号
调理功能，从而满足您的各种应用需求。

CompactRIO还可直接连接工业相机，
以自定义处理图像，也可使用丰富的第
三方模块库（可在“CompactRIO第三方
产品完整概述列表”中进行查看这些模
块库）。CompactRIO控制器可用作工业
网关，连接各种设备和基础设施，并为
PROFINET、OPC UA和EtherCAT等工业协
议提供本地支持。另外，您还可以设计功
能丰富的交互式图形化用户界面，并连接
本地、远程或移动人机界面，以进行数据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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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简介

NI + Aliaro解决方案
	■ 借助用于SLSC和NI VeriStand的

Aliaro配置器，在几分钟内即可重新
配置2,000多个通道并存储多个测试
系统配置

	■ 基于NI平台的方法与Aliaro SLSC卡
和系统配置工具结合使用，扩展测试
覆盖范围 ，并缩短系统配置和测试开
发时间

	■ 可集成模型以及实现基于实时模型
的控制和配置，并在实际负载和仿真
负载之间进行切换，从而适应不同系
统配置的测试需求，并摆脱对其他团
队的依赖

汽车系统集成HIL测试
随着汽车变得越来越复杂，系统集成测试（“整车”或“网络”硬件在环[HIL]）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通过执行严格的系统集成
HIL测试，可确保由不同团队为不同系统开发的汽车电子控制单元(ECU)都能正确、安全地协同运行。

应用要求
	■ 跨多个ECU大幅扩展通道数（数千个信号路径）
	■ 在所有信号路径上支持真实负载和仿真负载以及注入故障的

传感器，同时仿真所有在使用的ECU物理接口
	■ 多ECU通信和故障注入 — 生成汽车正常通信所需的总线通

信量
	■ 执行动态模型来仿真所有连接的ECU的行为，以及执行仿真

模型

NI + Aliaro的优点 
	■ 可扩展的系统设计（可以是分布式）
	■ 高效的系统重配置：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测试要求以及系统

配置/模型
	■ 可支持ASAM XIL/Python的多供应商测试环境
	■ 大功率和混合信号I/O功能

软
件

架
构

硬
件

架
构

Aliaro配置器
I/O映射 总线映射 外部API

映射I/O和总线 
节点配置

NI VeriStand
模型 模型

实时多核处理 
和模型集成

电源
模拟I/O 数字和PWM I/O

FPGA
网络总线 混合I/O、网络总线、

Fogas、电源

FPGA

配电板 总线接口板 多功能板

传感器和负载仿真、
故障注入、总线开关

高质量连接器 负载接口

ECU 物理负载/设备
ECU连接和负载

测试脚本和自动化
IPG CarMaker dSpace工具

NI TestStand Python框架 CAN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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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择NI和Aliaro主是要看中他们与第三方小型供应商的集成能力，快速交	
货周期，价格优势，敏捷开发方法以及VeriStand软件。我们发现VeriStand非常直观并

且易于使用。	
	

在为HIL制定规范时，原有的HIL汽车测试项目也在不断变化，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一
次性就交付完整的规范。NI和Aliaro非常灵活，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的沟通和交付方式。”

—某主要OEM的测试协调员

关于
Aliaro是瑞典一家成熟的测试解决方案以及HIL提供商，同时也是NI的银牌联盟伙伴，在瑞典、英国、中国和美国设有办事处。Aliaro与NI合作，共同开发模
块化、灵活并且经济高效的测试和HIL解决方案，让客户拥有可调整的开放式设备，以随时做出快速调整。有关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sales@aliaro.com。

图1.Aliaro整车HIL模拟器

2个中央实时控制器

PSU 12 V

主机

PSU 48 V PSU 1500 V

Aliaro配置器软件优势
	■ 减少系统重配置期间的停机时间 
	■ 可大量更改和更新通道

	■ 保存通道和系统配置 
	■ 使用随附API访问外部资源

http://ni.com/automotive
mailto:sales@aliaro.com


14 | 2020年第1季度

使用CANalytics软件进行电子驻车制动
HIL和耐用性测试
Akebono Brake Corporation是一家国际
制动器供应商，主要服务奥迪、克莱斯勒、
通用、本田、丰田等汽车OEM客户。电子
驻车制动是他们关注的新技术之一，该技
术在行车时利用传统的液压驱动来实现
制动，而要停车时，则切换为通过机电执
行器来实现制动。电子驻车制动为汽车内
部腾出了更多的可用空间，而且减轻了系
统的重量，继而提高了燃油效率，同时还
提供了一些新功能，例如行车时自动松开
驻车制动。

Akebono的电子驻车制动研发部门之前
使用的是半高测试系统来改进制动控制
软件。其混合HIL测试台由以下部分组成：

	■ 嵌入在电子控制单元(ECU)的原型制动
控制软件

	■ 控制和数据采集柜
	■ 带有电机齿轮单元(MGU)和制动钳的机

械测试台

升级半高HIL测试系统 
ECU软件有一部分逻辑算法用来估计
制动的状态，并通过电子方式控制制
动器。Akebono工程师可利用HIL测试系
统收集的性能数据，在ECU软件中完善和
优化制动控制算法。他们希望升级测试
系统，从而实现以下目标：

	■ 将所有功能集成到使用NI LabVIEW开
发的单个开发环境中

	■ 提高测试自动化程度
	■ 添加其他控制功能

Akebono决定将其工程资源集中在开发
负责控制电子驻车制动的ECU软件上，
同时将测试台的开发工作外包给经验
丰富的测试系统集成商。其中，LabVIEW
被选为首选的编程环境；而在测试系统
集成商方面，Akebono选择了Wineman 
Technology，因为他们对NI技术拥有非常
深厚的专业知识，同时可提供出色的客户
支持和颇具竞争力的价格。

在Wineman Technology为现有的半高
测试系统开发软件之初，他们先对系统
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发现了许多有待改
进的方面，经过改进之后，许多功能增
强了，可用性和效率也大大提高了。由于
CompactDAQ采用开放的模块化架构，
支持各种C系列I/O模块，因此公司决定
对现有测试系统的Emerson伺服驱动器
和可编程电源进行改造，同时添加NI实时
CompactDAQ (cDAQ)系统，从而增强测
试能力。

HIL测试台以三种模式运行：总成模式和
两种仿真模式。总成模式负责总成级别的

测试或集成测试，也就是同时对多个组件
进行测试。

在这种模式下，整个机械测试台（包括
MGU、卡钳和伺服执行器）均用于提供实
际性能数据。CompactDAQ系统可作为数
据采集设备，用来监测环境、测量扭力盒
的负载和位置，同时验证电流和电压值。
它还会触发MGU，开启每个测试周期。
负责控制MGU的ECU软件会根据环境测
量数据，预测制动器处于哪种状态。接着
ECU控制器和CompactDAQ分别将其估
值的测量数据和实际的测量数据发送到
上位机进行比较，从而评估ECU软件的性
能并根据需要加以调整。

在两种仿真模式下，MGU或卡钳都
会从测试回路断开，并替换为在实时
CompactDAQ控制器上运行的仿真配置
文件。CompactDAQ系统仍然负责处理
总成模式的所有测量数据，同时还运行卡
钳配置文件或MGU配置文件。利用仿真
模型，测试系统可以在超出极限的条件下
评估假设条件或最坏情况。

推出新的全高耐用性测试系统 
基于HIL半高测试系统取得的
成果，Wineman Technology后来还推
出了一个全新的全高系统级耐用性测试

挑战

改善现有电子驻车制动混合HIL测试台的测试自动化和控制
功能

解决方案

提供具有机械制动仿真功能的半高HIL测试系统，以及用于全
天候测试多个制动器的全高耐用性测试系统

合作方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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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不同于半高测试系统，全高测试系
统中没有HIL仿真组件，而是使用三个
ECU和六个执行器，来同时测试三个电子
驻车制动系统。

无论是开发HIL测试系统还是耐用性测
试系统，灵活的NI软硬件平台均有助于
显著降低非标工程开发(NRE)成本。半高
测试台使用的商业现成(COTS)硬件和软
件也可以进行扩展，以满足全高测试系
统的要求。很少有COTS架构能够满足HIL
和耐用性应用的需求，这也是Wineman 
Technology特地采用NI技术来构建测试
系统的原因所在。

Akebono借助这一新系统，可在执行器的
整个使用寿命内验证制动系统的预期耐
用性。一个典型的测试可能包括150,000
次启动和松开制动器，同时监测内部软件
的估算值以及不同的基准值。该测试系统
还具有内置故障安全功能，让Akebono可
以自信地全天候执行耐用性测试，从而提
高实验室的整体测试效率。

借助CANalytics软件，节省CAN通信时间 
两个测试系统均使用通过CAN总线进行通
信的ECU。Wineman Technology开发了

一个名为CANalytics的CAN接口软件，可
帮助工程师快速、经济高效地添加CAN监
测和通信功能，而不必每次都重复工作。这
一独立工具可与多种CAN硬件结合使用，
因而能够将CAN的优势充分发挥到应用的
各个部分，使其紧密联系在一起。

“CANalytics平台为我们的实验室测试
环境带来了优异的投资回报。借助HIL测
试台，我们可以在一个开发环境中轻松
配置硬件和软件组件。”Akebono Brake 
Corporation的控制工程师George Ritter
表示。

结论 
Wineman Technology对系统要求进行
了明确定义，按时完成了各时间节点的
任务，并按需交付测试台。

	■ 用于改进原型ECU软件的半高HIL测试
系统 

	■ 用于验证与确认(V&V)测试的全高使用
寿命耐用性测试系统

借助高性能实时CompactDAQ控制器，测
试系统能够更快地实现闭环控制和监测。
改进后的测试功能缩短了开发时间，同

时加速了产品的上市时间。随后，为了提
高其实验室的测试能力，Akebono又从
Wineman Technology订购了另一个测
试台。

作者： 
Todd VanGilder,  
Wineman Technology  
www.winemantech.com 
 
George Ritter,  
Akebono Brake Corporation  
www.akebonobrakes.com 

http://ni.com/automotive
http://www.winema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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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接口

Aliaro
配置器

NI 
VeriStand 
用户界面

型号
 接口

实时控制器(NI PXI/CompactRIO)

可编程电源 

FPGA

实时处理器

NI 
VeriStand 
实时引擎

网络

模拟

D/A

A/D

电源 电源

接口盒(NI SLSC)

总线开关SLSC板卡

多功能SLSC板卡

故障插入

故障插入 信号调理

网络映射

数字I/O

脉宽调制

传感器仿真

负载仿真

HIL机柜还包括PDU（配电单元）、安全开关和高端电缆

19"机架（从10U到38U）

解决方案简介

D
U

T（
待

测
设

备
）

车身ECU HIL测试 
日益复杂且互联的汽车内部系统、信息娱乐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增加了车身电子控制单元(ECU)的数量和复杂性，其中包括
主动悬架ECU、制动ECU和紧急转向ECU以及座椅控制ECU和后视镜ECU。在测试这些ECU上的嵌入式软件时，出于安全性、可用性
或成本方面的考虑，我们根本不可能使用整个系统来执行所需的验证测试。但如果采用硬件在环(HIL)测试方法，就可在设计周期的
较早阶段进行测试。此外，如果HIL测试系统能够基于软件定义的平台搭建而成，就能够灵活地适应ECU设计和测试要求的变化。

NI + Aliaro解决方案
	■ 如果ECU的引脚分布发生变化，可使

用Aliaro配置器软件和Aliaro AL-1010
开关负载信号调理(SLSC)模块来对系
统快速重新配置，该模块可在每个通
道上提供灵活的I/O、信号调理和开关
功能，并为所有针脚提供故障注入

	■ 轻松将模型与NI VeriStand集成，以
进行传感器和驱动仿真，并使用I/O来
连接集成最新Xilinx FPGA技术的NI 
PXI和CompactRIO硬件，从而实现电
力电子、驱动和传感器基于模型的微
秒级实时仿真

	■ 适用于具有开放平台并且支持ASAM 
XIL、CANoe、dSPACE ControlDesk
和各种Python框架的多供应商测试
环境

应用要求
	■ 能够适应信号类型和I/O要求的变化
	■ 可进行故障注入和信号调理
	■ 集成模型、第三方设备和工具包，便于准确地仿真整个系统 

NI的优势
	■ 借助HIL测试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并确保可靠性，减少

代价高昂的真实测试
	■ 通过Aliaro专业的集成技术以及NI的模块化平台构建一站式

系统，减少测试开发时间并实现快速启动
	■ 利用可扩展且可定制的灵活测试系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系统复用



图1.Aliaro汽车仿真器

主要规格

尺寸 38U (1.8 m × 0.6 m × 0.8 m)

每个机柜的最大I/O数量 480  

灵活的I/O功能 模拟I/O、Digitak I/O、PWM I/O

电阻器仿真支持 支持（灵活配置）

电气故障注入 支持，所有通道

总线故障注入支持 支持（CAN、LIN、汽车、以太网）

ASAM支持 支持

仿真模型支持 支持VeriStand所支持的模型

每个待测设备通道的电流 10 A（并联通道最大电流为40 A）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supplemental/11/using-simulation-models-with-ni-verista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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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测试：底盘和车身电子HIL测试的5大
趋势
根据FMI的汽车电子控制单元(ECU)市场评估，预计ECU的全球市
场（包括发动机、制动、悬架和车身控制模块）将在2017–2022年
期间实现强劲增长，复合年增长率达7.1%。目前各企业正在竞相
为大众市场打造更智能、更安全、更清洁的汽车，这一角逐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也带来了压力，促使开发人员加快研发
周期，同时还要提供全面完整的测试，从而根除潜在的问题根源。

硬件在环(HIL)仿真是汽车与交通运输行业的一项关键技术，通
常用于测试发动机和变速器控制模块。鉴于动力总成系统的复
杂性，该部门的设计工程师之前就已经率先使用真实的硬件组
件对嵌入式软件和控制器进行半实物仿真(HIL)测试。但是许多
车身电子设备和车身控制模块(BCM)（例如加热和制冷、座椅和
无钥匙进入）仍采用传统的开环控制来进行基本监测和仿真。

而借助当今的HIL技术以及更丰富的控制器软件模型，实现闭环
变得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轻松。闭环测试可提供更准确的数据
和更广泛的测试覆盖范围，这意味着在开发初期就能够及早发
现问题，从而更快速修复漏洞，更节省成本。常见HIL应用包括：

软件回归测试：每次添加新的软件功能时，之前已有的所有功能
都必须重新进行全面测试，以确保没有任何功能被破坏，此过
程虽然耗时，但却必不可少。在这种情况下，HIL系统可以使用
ECU仿真模型、可复用的测试脚本和测试用例生成，大幅加速这
一过程。想象一下，即使在下班后，系统仍全天候运行自动回归
测试，不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基于真实硬件的仿真：在HIL测试中，我们可以将待测设备(DUT)
置于真实的硬件信号条件以及可模拟真实传感器的负载下进行
测试。通过为待测设备提供更准确的环境和场景，真正对控制器
软件和硬件进行微调，从而实现卓越的性能。

HIL测试挑战
既然闭环测试好处多多，且可轻松实现，为什么有些人不选择该
方法？

成本高昂 
过去，HIL测试系统作为封闭的完整台式系统进行销售，而且需
要的所有软硬件都捆绑在一起。然而，取决于应用的规模，如果
您只需要使用一半的功能，即使是购买最少的配置，也可能并不
值得（或超出预算）。能不能只为所需功能付费？

专有技术 
由于HIL测试台是封闭的台式系统，在购买了该测试台后，如果
将来需要进一步增加ECU测试功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 选项A：联系制造商，再次订购，然后等待他们升级HIL测试系
统后再继续使用系统。

	■ 选项B：由公司内部工程师自行定制PCB…但是，如果工程师
离开公司并且带走了所有的相关技术，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总结：很多工程师可能都不愿意添加HIL测试，因为常规选择不
是过于昂贵，就是处处受限制或者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幸
运的是，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为了紧跟瞬息万变的市场，用户
需要一个开放式HIL系统，该系统： 

	■ 可以由您自己的工程师或系统集成商进行定制
	■ 采用模块化架构，方便将来扩展
	■ 可支持立即可用的商业现成(COTS)技术
	■ 可与行业标准和其他供应商的工具完美结合使用

简化各种流程的5大HIL趋势 
凭借数十年制造测试机的丰富经验，Wineman Technology的工
程专家坚信NI强大的技术平台可以实现HIL系统的标准化，该平台
的适应性和高性能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所面临的任何挑战。NI设备
之所以非常适合在汽车、越野和大型机械应用中进行HIL仿真，
其主要原因包括：

#1 开放式架构 
如今，底盘和车身电子设备正在快速发展，但有时候相应的评估
测试技术并未能与时俱进。尽管任何HIL系统都不可能完全满足
未来需求，但使用开放式架构可以更轻松地集成先进的工具来
适应未来的功能需求。

使用开放式架构来构建HIL测试台具有明显的优势，您可以在需
要时重新配置软件功能，并将自己的代码插入系统中。我们使用
强大的实时测试和仿真软件NI VeriStand，不仅是因为它的功能
全面，更看中该软件对第三方软件和模型的开放性。VeriStand易
于使用且基于配置的环境可以满足全方位的需求 — 从系统设置
和激励生成到模型执行和用户界面创建，均可从容应对。此外，
利用LabVIEW、Python®、ANSI C/C++、ASAM XIL等语言编写的自

白皮书



ni.com/automotive | 19

定义代码还可插入到VeriStand中，从而扩
展该软件的功能。

实际上，VeriStand最受欢迎的功能之一是
它可支持The MathWorks, Inc.Simulink®

软件的模型、ITI的SimulationX、Dynasim
的Dymola以及很多其他无需额外许可费
用的建模平台，而只需从编译器中选择所
需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接口框架，将模
型无缝导入VeriStand即可。

#2 COTS技术 
在测试最新的底盘和BCM改进功能时，
您可以选择定制设备，也可以选择现成的
COTS方案。但如果选择后者，利用COTS
组件，一切工作都会变得更加轻松，尤其
是在升级系统或购买替换件时。由于NI使
用了模块化硬件和基于配置的软件，因此
任何人在购买新的PXI或C系列模块后都
可以进行自定义设置。使用NI COTS工具
令人安心的另一点在于，NI是一家信誉卓
著且市值高达十亿美元的公司。因此，如
果您对产品存在疑问或问题，NI提供了出

色的客户支持和庞大的系统集成商网络，
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即可解决。

最近，NI专门针对HIL测试推出了一项
创新——SLSC模块系列，旨在满足开关、负
载和信号调理需求。通常，工程师要将数
据采集I/O 连接到ECU或待测件，必须自行
开发解决方案，或者采用一次性解决方案。
现在，SLSC系列产品在NI数据采集平台和
ECU之间构建起了桥梁，这样我们就可以
构建一个完全基于COTS的HIL架构，将数
据采集I/O与ECU紧密集成起来，使其在同
一软件下运行，从而节省成本和时间。

#3 利用FPGA实现确定性定时和自定义
协议
大多数HIL测试系统会运行不同的计算
节点，比如主机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
控制器运行的则是实时操作系统，此外这
些节点的处理时间和抖动也各不相同。
但是，如果测试要求极高的确定性处理，
以及亚微秒级的延迟，该怎么办？这时候，
可自定义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就
能派上用场了。FPGA是一种用户可编程

的芯片，可以绕过操作系统来执行最高确
定性的高速计算。借助NI技术，开发人员
可以使用LabVIEW图形化编程或VHDL代
码来全面访问FPGA。

因此，如果实时HIL测试要求达到纳秒级
准确度，用户就可以使用FPGA来实现传
感器和执行器仿真、闭环控制算法以及自
定义通信协议。另一方面，随着汽车内传
感器不断融合，所采用的协议不断变化，
用户可以先在FPGA上开发全新的协议，
然后进行测试。例如，车载摄像头、车辆间
以及车辆到基础设施(V2X)无线通信设备
正在检测另一辆即将闯红灯的汽车。基于
FPGA的串行协议就可以模拟这种情况，
同时观察制动系统的响应行为。该场景如
果在现实中重现，不仅会非常耗时，而且
成本非常高。但如果是在虚拟环境中以可
重复的方式重现，时间和成本显然就能够
大幅降低。

http://ni.com/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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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射频无线通信 
随着智能汽车和全球互联的大规模发展，
当今的汽车可以搭载从无钥匙进入和蓝
牙集成到卫星广播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的所有功能。此外，一些新的安全功
能也纳入到汽车中，包括高级驾驶辅助系
统(ADAS) 、LiDAR障碍物检测和V2X通信。
所有这些不同的互联技术都需要进行射频
测试，以验证其是否正常运行并进行微调。

这些BCM和嵌入式控制器的HIL系统可
能需要生成和测量射频波形，以直接测试
射频功能或嵌入式软件的同步和触发。
例如，HIL系统在测试ADAS时可能涉及到
接收雷达信号，使用矢量信号收发仪来操
纵雷达信号以插入模拟对象（例如路上
的鹿），然后将其发送到底盘或车身ECU，
进行响应评估。在这些情况下，NI提供了先
进的射频和无线解决方案，让工程师可以
随时随地根据需要轻松扩展其HIL功能。

#5 利用ASAM XIL实现标准化 
也许您有兴趣添加NI的HIL仿真和其他新
功能，但目前已经有很多其他供应商的测
试设备或软件堆栈。别担心，NI全面支持
ASAM XIL，这是一项针对模型在环(MIL)、
软件在环(SIL)和HIL应用开发的汽车测试

API标准。目前，主要的测试自动化提供商
（例如NI、dSPACE、ETAS和Vector）均支

持ASAM XIL。这意味着如果您正在使用
某家供应商的测试自动化脚本库，则可以
使用其软件与NI的开放式模块化硬件进
行通信并对其加以控制。反之亦然 — NI
基于配置的软件也能够运行其他厂商兼
容ASAM的硬件，并与之通信。广泛的测
试API兼容性使得各公司能够更轻松地尝
试新的平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升级其测
试台。

不要满足于开环测试 
智能汽车的崛起让底盘和车身控制电
子设备日趋复杂，为此工程师需要一种
快速、准确的自动化方式来对功能进行系
统的测试，同时消除潜在的故障点。借助
NI硬件和软件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您可：

	■ 设计可定制并且经济高效的HIL系统
	■ 更新现有系统并复用设备
	■ 根据需要轻松添加硬件I/O或软件功能 

无论您是需要确定性FPGA定时、射频无
线通信还是COTS负载和开关电路，NI都
有相应的工具，而Wineman Technology

拥有的专业知识也可以帮助您应对前沿
的复杂工程挑战。

作者：Todd VanGilder	
销售副总裁	
Wineman Technology	

	
	
	
	
	

www.winemantech.com	
有关HIL测试的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
件至info@winemantech.com

理想情况下，HIL测试系统应采用开放架构，其中包含多个紧密集成的模块化组件以及易于重新配置的
软件，同时为硬件扩展留足空间。

数据采集和处理 开关、负载和信号 
调理

连接到
待测设备 待测设备

测试开发和管理软件

白皮书

http://www.winemantech.com
mailto:info@winemantech.com


输入/输出块

可编程互连模块

内存块(RAM)

可配置逻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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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 MCU, OBC, LDC, TCU and for more DUTs

Linear type
1mV  precision and accuracy

For BMS test and algorithm development

在HIL系统中使用用户可编程的FPGA芯片，以纳秒级的确定性定时来增强实时测试和仿真。

http://ni.com/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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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终端

Trove	
数据归档
服务器

HMI	
控制和可视化

STAX 
自动化
和控制

Shield		
NVH度量
部署

质量

工程师

技术人员

操作人员

NI PXI或CompactRIO
实时控制器

机器

待测设备用
户

解决方案简介

生产线终端功能和NVH测试
生产线终端(EOL)功能测试系统以及噪声、振动和声振粗糙度(NVH)测试系统不断与时俱进，它们负责在组件出厂之前检测其缺陷，
以充分提高交付质量。但是，生产测试系统的NVH测试需求给许多机器制造商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如果要有效改善制造过程，就需
要非常注重细节。除了正确隔离所需的数据外，这些数据的收集和存储还必须实现标准化，以便工程师提取、研究和报告所需的
信息。NI联盟伙伴Signal.X Technologies开发了一款NVH测试平台，就可应对这些诸多挑战。

应用要求
	■ 测量NVH传感器、转速计、CAN数据等各种来源的动态信号
	■ 无论是单个测试台还是大型并行系统，都可自动进行数据

采集、处理和归档
	■ 度量方式设计，包括频谱和阶次谱、n分之一倍频程谱、特定

响度、阶次削减、随机周期性脉冲检测、预处理、包络和多通道
虚拟信号

NI + Signal.X的优势 
	■ 通过并行处理和自动重新测试功能，加快合格/失败的判定

速度，从而提高生产线吞吐量
	■ 通过集中管理、自动生成报表和批处理，获得更明确的信息和

可访问的数据
	■ 借助CompactRIO控制器上可靠的实时操作系统，减少停机

时间
	■ 借助基于NI平台的解决方案，可随测试需求的变化灵活地更

改功能

NI + Signal.X解决方案
	■ Shield™可自动检测缺陷并根据度量

标准来判断功能的性能
	■ STAX™制造测试平台将LabVIEW开发

环境与生产车间系统连接起来
	■ Trove™数据协作服务器可让您轻松

访问数据，从而根据数据改进流程
和产品

https://signalxtech.com/products/shield/
https://signalxtech.com/products/stax/
https://signalxtech.com/products/trove/


主要区别

传感器类型 麦克风、加速计、扭矩传感器、压力、温度、编码器等 

控制元件 高速多轴PID运动控制、伺服驱动通信、自定义界面等

待测设备协议 CAN、XCP、SENT 

PLC通信 以太网IP、ProfiNet/ProfiBus、Modbus、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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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Differentiators 
Sensor Types Microphones, accelerometers, torque 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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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lements High speed multi-axis PID motion control, ser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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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 Protocols CAN, XCP, SENT 
PLC Communications Ethernet IP, ProfiNet/ProfiBus, Modbus, TCP/IP 
 

  

 

 

 

 

Success on Short Schedules and Tight Budgets 
“Working with a capable integrator like Signal.X Technologies on the design of our complex functional test 
machines has resulted in cost effective deployment of NI hardware and LabVIEW custom control applications. 
This working partnership brings together test sequencing, data acquisition, signal conditioning, advanced 
analysis algorithms, real time feedback control loops, data archival, and reporting to great success on short 
schedules and tight budgets.”  

- Machine Builder 
 

 

Contact your NI account manager or call or  
e-mail Signal.X Technologies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we can meet your NVH and 
functional testing needs. 

734-738-0777 
info@signalxtech.com 

Signal.X Technologies 
Signal.X is a National Instruments Gold Alliance Partner and Embedded 
Specialty Partner. Since 2004 they have created software product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that empower collaborative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with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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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ignal.X Technologies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we can meet your NVH and 
functional testing needs. 

734-738-0777 
info@signalxtech.com 

Signal.X Technologies 
Signal.X is a National Instruments Gold Alliance Partner and Embedded 
Specialty Partner. Since 2004 they have created software product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that empower collaborative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with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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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X Technologies是一家非常出色的集成商，帮助我们设计了复杂的功能测	
试机器，	并大幅降低了NI硬件以及LabVIEW自定义控制应用程序的部署成本。	
得益于这样的合作关系，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和紧张的预算下，将测试序列生成、	

数据采集、信号调理、高级分析算法、实时反馈控制环、数据归档和报表等功能集成	
在一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某机器制造商

关于
Signal.X是NI的金牌联盟伙伴和嵌入式专家合作伙伴。自2004年以来，他们开发了多种软件产品、服务和技术，帮助汽车行业及其他行业通过团队协作，依据
数据做出有据可依的决策。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signalxtech.com。

http://ni.com/automotive
mailto:info@signalxtech.com


图1.电子控制单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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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种方法来构建灵活且经济高效的
ECU生产测试系统
生产测试系统的设计挑战
虽然测试提高了制造流程各个阶段的质量水平，但人们往往还是认为测试并不会带来附加值。由于这种观点的存在，测试组织总是
尽可能确保测试流程稳健、全面、快速且经济高效。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组织必须面对五个主要的设计挑战：可靠性、吞吐量、灵
活性、部署和成本。

我们的目标是开发一款符合以下要求的生产测试系统：

1. 尽管开发时间非常紧张，无法尽善尽美，但至少在整个生命
周期都能可靠运行 

2. 在不增加占用空间的情况下满足吞吐量和生产需求 

3. 足够灵活，可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测试需求，而不会增加
成本 

4. 可以在多个位置进行部署和管理，而不会增加不必要的运营
费用 

5. 在不影响质量、性能和可维护性的前提下满足成本预期

ECU测试的常用方法
鉴于这五个挑战（以及其中的权衡折中）
给测试团队带来的压力，也许可以将测
试功能的开发外包给集成公司或测试供
应商，以此减轻负担。测试工程师只需监
督测试设备的设计并确保其符合产品测
试规范(PTS)，然后部署测试数据系统并
管理数据。

然而，通过对领先测试组织开展问卷
调查，NI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出于不同的
原因，大多数测试经理希望其团队参与测
试开发，有可能是希望实现独立性，或者
希望能够灵活地适应新测试要求和产品，
亦或是出于机密性考虑等。开发新测试系

统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购买现成的一站
式系统、完全自建系统、拥有测试系统架
构以及拥有软件架构。

购买一站式系统（也称供应商全包）
最简单的方法是购买一站式系统。在某
些情况下，这可能是最佳解决方案， 特别
是在产品已实现商品化并且没有需求变
化预期，且供应商关系稳固等情况下。对
于汽车行业来说，这种方法的主要风险是
行业的变化速度非常快。新标准将要求一
级汽车测试商必须持续为其测试系统支
付服务和升级费用，除非他们决定淘汰目
前的一站式方法。

完全自建系统
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方法是测试人员完全
自行开发测试方法，有时甚至连硬件都要
自己开发，而供应商仅仅需要提供一些
独立的组件，比如仪器。虽然这种方法不
是特别常见，但如果公司正在引入创新
技术，或者根据其市场战略需要全权控制
其所有组件，这种方法就非常有效。

拥有测试架构
对于要测试的ECU，最熟悉的莫过于设计
该ECU并建立PTS文档来阐明测试系统要
求的团队。但是由于汽车行业瞬息万变，
这种方法需要设计一种架构，这种架构



表1.典型TCM输入和输出

输入

VSS—车速传感器
WSS—轮速传感器
TPS—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ISS—输入速度传感器
TFT—变速箱油液温度传感器
降档开关
刹车灯开关
巡航控制系统
发动机控制单元
其他ECU（汽车总线）

输出

换档锁
换档电磁阀
压力控制电磁阀
变矩器离合器
发动机控制单元
其他ECU（汽车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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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既能够提供灵活性，又能够减少测试
系统因满足新标准可能需要的返工量。实
际上，这种方法基本上相当于提供一种两
全其美的超级测试解决方案。

但是，这种解决方案也有一些主要考量
因素，包括培养内部人员的测试开发
能力、使用正确的硬件或平台构建系统，
以及使用正确的软件开发测试模块和管
理测试系统。

较大的供应商为许多不同的领域提供
ECU，并且需要设定标准来集成自定义
ECU要求，因此亟需这种解决方案。这种方
案要求部门和测试小组之间进行大量协调
工作，并解决各自面临的挑战，比如定义需
求时的“范围蔓延”、每个人对供应商和技
术的偏好差异，甚至各种OEM限制。

拥有软件架构
随着核心要求的趋同，这种方法的应用日
益普及。拥有软件架构的公司可以节省硬
件开发资源，进行部署。

尽管在ECU协调和供应商评估方面这些
方法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拥有
自己的软件架构，就可以较为轻松地在软
件层面进行标准化，并将硬件开发任务交
由可值得信赖的供应商，这对企业来说是
一个优势。

这种方法需要考虑的有两点：一是供应商
的选择，二是需要投入资金来培养软件开
发能力；但是，软件开发所带来的优势却
能够迅速产生巨大的投资回报。

确定一种合适的方法
如上所述，每种方法各有其利弊。因为每
种方法所依赖的因素都会因项目、公司
愿景、现有基础设施、预算、工程资源、位
置等而异。在选择方法时，必须考虑公司
的整体灵活性、特定需求，最为重要的是，
是要考虑公司对标准化、竞争力和未来应
对挑战能力的设想。

此外，由于不同的方法各具优势，公司可
以基于ECU复杂性或所属汽车领域、制
造策略和物流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方法。
例如：

	■ 对于ADAS等发展迅速的领域，测试ECU
需要与供应商建立更稳固的合作伙伴
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有助于形成战略合
作以及获得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因此拥
有测试架构并与供应商稳定合作可以
成为一项战略优势

	■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等尚不成熟的领域，
公司可能会选择完全自建以保护知识
产权

	■ 对于采用传统I/O和汽车总线通信的
ECU，由于其商品化程度较高，公司可
以将硬件开发任务外包，只专注于设计
软件架构

	■ 对于生命周期较长的低成本ECU，最好
的方法是采用由经验丰富的供应商提
供的一站式系统 

因此，不论选择哪种方法，都没有对错
之分。所有公司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然
后努力寻找共同点，通过标准化来获得
优势。为了确定最合适的方法，司可以参
考以下场景，因为这种场景越来越普遍。

方法示例：拥有软件
架构
以变速箱控制模块(TCM)为例。这种类型
的ECU用于控制汽车的变速箱系统，使其
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以提高性能和燃油经
济性。

以下是变速器控制模块的一些典型输入
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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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控制模块

加速计温度

内存 
处理器 
安全性 

校准
诊断

电源

CAN

LIN

FlexRay

霍尔效应输入

模拟输入

PWM输入

速度输入

电流输出

开关输出 
H/L功率
H/L侧

BLDC输出

速度输出

其他输出其他输入

图2.TCM典型功能模块的表示方式

图3.测试典型TCM的仪器核心功能模块、负载和开关

变速箱控制模块

负载管理系统
（S/L单元、外

部负载）

数据和系统
管理

PXI机箱和控制器

汽车通信模块

模块化仪器和开关
（多功能I/O、开关和

负载）

硬件同步
测试管理
操作界面

汽车通信总线
（CAN、LIN、FlexRay）

板卡电子产品
（处理器、温度、安全、校

准、诊断）

TCU输出
（电流、开关、速

度、BLDC）

TCU输入
（模拟、PWM、其他）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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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号类型抽象化，以更加直观的图形化的方式来表示同一个TCM。

输入和输出部分列出了测试系统的核心组件：仪表、开关、负载以及执行测试软件和测试序列的控制器。

由于不同ECU之间大部分元件是一样的，因此测试系统之间的大部分元件也是相似的。这使得工程师至少能够在硬件级别上实现标
准化。但是，大规模的标准化工作不仅仅需要协调硬件及其操作，还涉及公司战略、供应商关系、风险管理以及许多其他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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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软件层面上进行标准化就显得较
为合理，实现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在ECU生产测试市场中，几乎所有供应商
都会为一级供应商提供硬件和软件，以提
供一个初始系统来执行图3中模块所代表
的功能。他们声称该方法的兼容性最好，
同时还能确保“足够”的开放性。大多数供
应商还提供封闭式台式仪器，这些仪器运
行不同的固件，各自独立运行，但在生产
测试中这样做并没有必要，而且增加了不
必要的成本。

为了让这种方法行之有效，公司需要从差
异化的角度来评估他们的系统。虽然供应
商可以为任何有需求的公司提供相同的
硬件和软件，但是一级供应商，尤其是测
试开发团队，必须通过差异化来获得竞争
优势。因此在评估测试系统的软件时，是
否拥有软件架构就成为实现市场差异化
的关键一步。

如果公司以软件作为标准并将硬件选择
的工作转交给供应商，我们建议测试开发
团队将时间花在确保软件的适应性和灵
活性上，以使硬件能够满足未来的需求。

例如，测试开发团队可以专注于构建包含
测量和硬件抽象层的测试框架，使其不依
赖于硬件；也可创建插件来确保测试系统
可以无缝连接到将要部署的工厂的制造
执行系统(MES)；以及创建能够适应不同
语言、ECU、测试类型、报告等的标准操作
界面。

卓越供应商的产品通常具有开放性，可以
为测试工程师提供更上层的起点。这可帮
助工程师专注于软件开发，比如开发抽
象层、框架以及与公司专用工具的兼容性
等任务，而不是浪费时间在负载接线、仪
器等底层问题上。

利用测试实现差异化 
一级供应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应
对开发ECU生产测试系统所面临的各种
挑战。这些方法本身并不存在孰优孰劣
之分，公司应该从具体项目的需求来看待
每种方法。

在开发这些测试系统时，有一个因素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即通过差异化来提高价值
并将生产测试转化为竞争优势。这可以通

过使用软件以及与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和
供应商进行合作来实现。通过这种合作，
一级供应商和其他公司的测试工程师可
以基于更高的起点开发测试系统，并专注
于可以增加价值或保护其开发的事项上：
即ECU、ECU测试软件，以及与制造合作伙
伴的集成。

生产测试不一定只会消耗成本，如果采用
正确的策略，是可以给企业带来竞争优
势的。一级供应商应该改变传统观念，专
注于自己的优势，并与拥有相同愿景的合
适供应商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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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NI VeriStand、LabVIEW和PXI，实现高
度动态的转向测试台及其完全自动化

为了尽量减少使用测试汽车进行昂贵的
道路测试，测试台必须能够进行真实的
测试。为此，ITK为他们的一位客户开发
了一个针对电力转向系统的高度动态测
试台，该测试台除了支持自动和基于仿真
的测试序列外，还可以进行触感测试。

为了创造逼真的测试条件，测试工作台对
转向系统施加的物理量应与路测时转向
系统在安装到测试样车后所承受的物理
量相同。液压负载执行器则负责产生所需
的力，或者模拟转向系统所处的位置，这
其实就等效于实际的道路负载。例如，在
先前驾驶测试中记录的目标力值可以在

测试台上再现，并可以在最大量程25 kN
的范围内动态控制。为了实现仿真测试和
满足对动力学和精确度的严苛要求，测试
台采用了高效的技术，例如同步液压缸和
具有更高振动特性的机械结构。

此外，转向机可以调节自动方向盘角度和
扭矩。如有必要，还可以使用方向盘（“驾
驶员在环”）手动执行转向运动。这样可
以直接在测试台上评估触感和主观驾驶
体验。（图1）

测试台自动化
由于对性能和实时能力的要求较高，ITK
选择了功能强大的NI PXIe-8135系统作
为实现测试平台自动化的运行平台。借
助多功能NI X系列PXIe-6363数据采集模
块和NI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s for 
EtherCAT，即可实现与测试台执行器和传
感器的通信。NI VeriStand为测试平台自
动化中的实时测试提供了基本的软件环
境。它可以与NI Stimulus Profile Editor
相集成来定义和执行序列，也可集成各种
仿真模型，并可允许用户在操作过程中
自定义有GUI，因而非常适合开发人员使

案例分析

挑战

行业对测试转向系统的要求已显著提高。除了机械测试以外，
在测试台上对电动转向系统执行高度动态测试的情况现在也
很普遍，并且测试条件越发逼真。如果测试的是自己拥有执行
器的主动测试对象，则会有其他要求，这是因为执行器的行为
会受到所含ECU的显著影响。

解决方案

ITK Engineering AG (ITK)已向一家亚洲汽车制造商提供了用
于仿真测试的高度动态转向测试台。该测试台使用LabVIEW
和LabVIEW Real-Time进行开发，并基于NI的PXI、VeriStand
和TACware®，以及ITK的测试台自动化软件，可实现全方位自
动化。

图1.ITK转向测试台的机械结构



图2.软件功能概述

测试台用户界面 PXI控制器

测试台执行器和传感器

测试对象

TACware®

测试台操作和配置

自动化反馈控制器设计

VeriStand控件和GUI

高级和其他GUI元件

测试序列和自动化

激励配置文件编辑器

NI Veri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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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动态反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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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残余总线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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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VeriStand的开放式架构是其脱颖而出
的关键。该架构可允许在VeriStand工作区

（用户界面）中集成和扩展其他LabVIEW
元素和功能。同样实时系统所需的功能
也可作为异步自定义设备，通过LabVIEW 
Real-Time添加到VeriStand中。

图2概述了VeriStand和基于TACware的扩
展所利用的软件功能。

实物测试的精确控制
测试台反馈控制的精确性对于实物测试
至关重要。除了尽可能提高控制准确度
以外，还必须快速、有效地调节目标值。
同时，测试台反馈控制的设计还必须能够
针对不同的对象轻松、灵活地进行调整。
以各种转向系统为例，向测试台之所以对
控制系统有诸多高要求，主要是由于角度
反馈控制（转向机）和力反馈控制（负载执
行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非线性
效应，如静摩擦和机械作用。角度反馈控
制会对力反馈控制起到反作用，而这一反

作用会通过被测转向系统的有功功率进
行放大。再加上控制回路动态特性增强，
很容易引发不稳定情况。这时，合适反馈
控制算法结合最理想的参数、超低小信
号延迟和20 kHz控制采样率，可有效补偿
干扰，实现交叉耦合和非线性，从而提供
极高的稳定性。

在使用新转向系统或更改了控制回路传
输特性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测试台的反
馈控制性能，测试台控制系统会自动重
新设计测试台上的反馈控制器（包括控
制器参数），对专业知识没有任何要求。
这大大减少了设置时间。在短短九个月
的研发后，ITK交付了一款一站式定制
测试台，可对电动力转向系统进行高度
动态的仿真测试。该测试台基于基于
NI PXI、VeriStand以及使用LabVIEW和
LabVIEW Real-Time开发的TACware软
件构建而成。除了手动目标值设置和自动
化测试序列等基本测试外，该测试台也
可执行转向系统测试“在环”和“驾驶员

在环”测试。此外，集成的自动反馈控制器
设计和参数化方法显著缩短了更改测试
对象或修改约束条件的设置时间。

Marc Scherer 
ITK Engineering AG 

www.itk-engineering.de/en/ 
电话：+49 7272 7703-644 

http://ni.com/automotive
http://www.itk-engineering.de/en/


测试站运行状
况和操作功能 

测试步骤

电压和电流

开路/短路

电子路径

按钮/LED

充电/放电电流

输入功率

输入电流

总谐波失真

固件验证

其他 待测设备处
理器

机架：机械、
电力和安全

操
作

、
维

护
和

法
规

文
档

制造执行系统(MES)

系统和数据管理

仪器驱动/配置工具

待测设备控制
功能

待测设备处理
器功能

测试架构/序列 

调试UI测试步骤

抽象层

序列编辑器测试UI 数据连接和发布

模拟和数字I/O 数字万用表 示波器/数字化仪

波形发生器 开关 源测量单元

可编程直流电源 电子负载 仪器控制和同步

连接器/大规
模互联连接件计算机/ 

控制器
测试站运行状

况监测硬件显示器

待测设备

NI产品 使用NI产品构建 使用NI生态系统工具构建 来自最终用户或第三方

服务器/云软件

本地软件

基础设施

设备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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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解决方案
	■ ECU测试系统是一套预先配置的测试

系统，提供广泛的I/O来满足各种动力
总成、车身和底盘ECU的测试需求

	■ 利用TestStand的并行测试和自动调
度功能，并行测试2–4台待测设备，减
少占地面积，以更少的测试系统获得
更高的吞吐量。

	■ 借助现场诊断测试系统和ECU测试
系统维护软件，轻松监测站点的运
行状况

ECU功能测试系统将于2020年5月发布
随着汽车从机械系统向电气系统转变，现代汽车中电子控制单元(ECU)的数量急剧增加。在汽车舒适性、安全性、连接性和效率不断
提高的创新过程中，ECU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些创新也反过来要求测试要与时俱进。随着ECU数量和复杂性的激增，要在预算内
按时开发出满足新测试要求的生产线终端功能测试系统变得越发困难。

应用要求
	■ 快速、及时地为新的ECU开发和部署全

面的功能测试系统，从而满足紧迫的产
品上市时间

	■ 尽量减少占地面积，充分提高测试吞
吐量，从而降低成本

	■ 轻松监测测试系统的健康状况并主动
维护测试系统，以最大程度减少停机
时间

NI的优势 
	■ 提供更高层次的现成标准化框架，可复

用现有的测试模块，帮助用户更快速开
发新的测试系统 

	■ 提供更高的可维护性，更完善的全球服
务计划，此外，还有专属替换硬件库存
可简化维修和更换流程，从而最大限度
保证测试系统的正常运行 

	■ 借助SystemLink，解锁数据里隐藏的信
息和见解，同时增强测试系统的连接性
和自动化程度，确保运营效率的最大化

	■ 通过高效运营资产和跨项目复用架构，
可节省成本

解决方案简介



系统组件

核心机架

ESD (IEC 61340-5-1)，RAL 7035灰色
24U（高度1358.9毫米）
电源输入：200–240V（单相，3.8 kW）
PDU直流输出：+12V、+24V

软件

基于Windows 10的系统
NI TestStand
TestStand ECU工具包
测试执行软件
NI Switch Executive
ECUTS维护软件

电源 200 W (20 V/10 A)或400 W (20 V/20 A)
总计1200 W

模块化仪器 高性能PXI机箱和高吞吐量控制器
集成多达17个PXI仪器和I/O模块

汽车通信 CAN、LIN、RS232、GPIB和汽车以太网（可选）

PXI引脚开关 2线，4 × 64、8 × 32和16 × 16个拓扑
EMR，60 V/2 A (60 W)

负载管理

8 A，电流测量多达96个通道
30 A，电流测量多达24个通道
与外部和eLoad兼容
eLoad模块选项高达350 W

大规模互连机制 VPC 9025：25 个插槽 
可选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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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NI的自动化测试平台，我们缩短了动力总成ECU功能测试的开发时间，测试速度
也大幅提高了。最终，我们的开发时间仅为之前系统的1/6，系统成本减少了30%，而

且测试时间缩短了15％。
——Minsuk Ko博士，Hyundai Kefico经理 

http://ni.com/automotive


借助开放且易于升级的平台，赋
予测试系统以灵活性，应对快速
变化的测试需求并自信地进行
创新。

ni.com/automotive

测试未来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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