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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变革的核心在于多种技术
的融合，这不仅带来了丰硕的创新成
果，同时也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多种
技术的融合要求汽车供应链的厂商
快速转向软件测试，但软件测试的复
杂性远远超过传统的纯硬件测试。
与软件相关的汽车问题正在持续增
加，虽然空口技术的发展有望扭转这
一局面，但却无法降低软件测试的复
杂性。

对于汽车工程师而言，软件测
试始于硬件在环(HIL)实验室。
在HIL实验室中，工程师会模拟真实
环境，测试软件对各种输入场景的响
应。在本期《NI汽车测试》期刊中 ，
我们将带您了解智能互联汽车系统
行为测试的复杂领域，以及NI软件互
联的汽车测试系统如何通过其模块
化特性，应对汽车电子硬件在环测
试的重重挑战。

汽车行业变革
势在必行

CHAD CHESNEY
NI交通业务部副总裁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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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设计与测试：
正确的解决之道

如果说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那么一个模型必然胜过一千张PowerPoint幻灯片，或一千行规范说明。 
由于创新和创造变得日益复杂，基于模型的设计与测试已经变成一种标准的工作和思维方式，可帮助
工程师更透彻地理解测试对象，与他人进行清晰而详细的沟通，并提高工程开发和运营效率。

正确的工作和思维
方式
随着技术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我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深刻理解
技术。同时，由于汽车设计与测试团
队需要将多种新技术集成到系统中，
并确保这些技术在各种运行条件下

能够很好地协同工作，因此透彻理解
相关技术成为必须。虽然各种创新和
革命性设计层出不穷，但是失败的风
险也随着系统变得复杂而呈指数级
增加。

搭建大型的复杂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
有效的策略以及各种组件高效协同配
合。随着复杂性的增加，PowerPoint形
式的工程设计已不足以满足客户的需

求。要使设计足够优秀，达到所需的置
信度，就需要设计团队、测试团队与相
关人员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这时候
模型就派上用场了。

企业如果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与
测试，就可以使用计算机可执行的模型
作为通用接口，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信
息和规范，并在开发过程的各阶段利用
该接口进行高效的交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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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评估
测试的过程其实也是探索和评估的
过程。探索测试有助于工程师更好地
了解待测设备(DUT)，进而预测和改
善待测设备的行为。评估测试则能
帮助决策者解决DUT部署和运行中
固有的成本和风险问题。因此，测试
团队在整个测试流程中需要做的，就
是提取团队需要的信息，为后续的开
发、生产和部署决策提供依据。 

测试流程：以终为始
请记住，良好的测试流程能为工程师和决策者
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和见解。

图01 概述了从测试流程提取信息和视
角的主要步骤。首先，需要挖掘DUT
中将输出行为与输入端激励信号相
关联的数据。接下来，应当以简洁易
懂的方式，将原始数据提炼为能够解
释DUT行为的信息。最后，工程师和
决策者应利用这些信息，进一步了解
DUT的特性和行为，并评估DUT部署
和运行相关的风险。

这一流程是双向的。一方面，随着探
索的不断深入以及风险评估越来越
复杂，需要越来越多新的信息。但这

反过来会推动挖掘流程的变化和改
进。该流程同样也可用作为设计和分
类测试架构的框架。

在考虑采用这一框架时，应注意，其最大的成本
在于数据挖掘设备的设置和运行，而最大的价
值在于将数据提炼为信息，并提供一种方式来
方便用户查看这些信息并与之交互。

许多测试工具共同的缺点是仅专注
于数据获取和存储。但如果没有相
应手段(最好是自动化手段)来提取
有用的信息并识别重要事件，团队常
常只能获得大量毫无用处的“垃圾”
数据，导致对所投资的测试系统感到
失望。

挖掘
要挖掘数据，需要将DUT嵌入到模
拟DUT周围环境的场景中。情境元素
可以是虚拟的，比如用于操控DUT
的软件，也可以是周边硬件之类的物
理元素。DUT的场景既可以是模拟
的，也可以是真实的场景。例如，如果
DUT是汽车逆变器，那么电动机就会
是测试场景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使用
仿真的电动机，也可以将电动机真正
置于测试台上，或是集成到实际的汽
车中。

在测试设计中，需要确定最有利于实
现测试场景的方法。传统的测试架构
通常将DUT嵌入仿真环境中。DUT放
置在测试台上，然后施加激励并测量
其响应。这种方法经实践证明是行之
有效的，能够随意创建测试条件，但
缺点是成本高，不具备扩展性。

因此不妨考虑其他替代方法，例如采
用从设计到测试均适用的方法来设计
DUT，而且DUT应内置一些功能，能
够在正常运行的同时挖掘数据。也可
以采用基于仿真的测试方法，在开发
过程早期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虚拟
环境中进行测试。

这些替代测试方法均旨在优化或重
组测试流程的成本结构。传统测试方
法通常需要大量投资到“挖掘设备” 
和运行上。而上述替代挖掘方法可以
大大降低捆绑到测试的资本，因此，
给测试行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

原始数据 结构化信息

方法

挖掘
DUT 探索与评估

交互提炼

图01
测试流程是指挖掘待测设备数据，并将数据转换为有用的信息来帮助工程师和决策者进行探索和评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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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测试 验证和确认 自动化生产测试 部署测试

通过不断比较仿真(虚拟)测试和物理测
试结果，学习和验证DUT模型拓扑。

提取较大量DUT的DUT模型参数，从而
了解模型统计信息。

提取每个DUT的模型参数，从而检查
DUT参数是否在预期范围内。

涉及使用模型拓扑优化和参数知识来对
DUT状态进行监测及大规模挖掘DUT
数据。

表

1 模型提供了从设计到测试均适用的通用语言。

提炼
挖掘出数据后，需要将数据“提炼”
为有用的信息。这时候，模型在解释
原始测试数据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一方面，模型可存储历史数据，
从而为预测未来行为提供依据。另一
方面，模型为提炼DUT测量数据并预
测DUT行为提供了现成的模板。

换句话说，模型是表示已掌握信息和预测未来
行为的一种数字化形式。因此模型也被称为数
字孪生体，也就是实体系统的数字化形式。

好的模型可以帮助工程师深入理解
物理系统并减少不确定性，同时有助
于预测DUT的行为。因此，在测试过
程的探索阶段，设计合适的模型拓扑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模型识别和评估
(仿真)可帮助您评估给定场景中DUT
部署的结果。

交互 
本质上，模型(数字孪生)有助于高效
地汇总测试结果以及跨平台捕获DUT
信息。由于在大型组织中，不同部门
常常使用不同的平台和工具链导致沟
通不畅，因此模型对于优化大型组织
内部的沟通非常有用。

通过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以相同的
方式实现同一组模型方程式，团队能

以一致且可执行的方式交换信息。例
如，测试团队可以使用部署在FPGA
上的模型来进行实时评估和模型参
数拟合。然后，系统设计团队可以将
模型和参数集“下载”为基于CPU的
功能模型单元，便于在脱机时进行
系统级仿真。与通过文本和电子表
格交换信息相比，这种方法的出错率
更低。

行之有效的方法
基于模型的设计与测试有助于团队
应对不断加剧的DUT复杂性，并跟
上紧迫的计划进度。这种工作和思
维方式能够带来影响巨大且深远的
结果，而且这种结果有助于组织进行
转型，并将测试变为竞争优势。

作者
NATE HOLMES
NI动力总成测试主管

PIET VANASSCHE
NI首席工程师

数字孪生是指实体系统
的数字化虚拟模型，贯
穿整个生命周期以及组
织的各个部分。该技术
以计算机可执行的方式
来展示并传达组织的需
求、期望以及测量结果。





08 技术白皮书

汽车验证测试方法的演变
几十年来，V型图一直是工业实践中采用的设计和验证
方法。

汽车制造商正在竞相打造互联化、自动化、共享化且电动化
(CASE)的新型汽车，但随着汽车复杂性不断加剧，需要更
严格的测试要求来确保绝对的安全性，而这一需求正在使
一部分设计与测试工作向V型图的左侧移动，即shift left。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汽车中运行的大量软件、大量的测试用
例和各种未知情况，以及对汽车软件更新的持续需求。

从测试的角度来看V型图，可以更好地理解shift left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 。

汽车行业的V型图
过去的汽车大量依赖机械组件，而未来的汽车将由软件定
义。汽车企业正在重点投资前期的开发和测试，通过完善全
面的规划提高虚拟原型的利用率，从而应对这一挑战(图01)。

尽管各个企业所采用的V型图模型不尽相同，但许多企业正
在转向各种仿真和实验技术，以期扩大测试覆盖范围，同时
实现更安全、更快速且更易于重复的测试。当然，道路测试
仍有必要，但这种方法可大幅优化成本、时间和覆盖范围。

经验和研究都表明，将测试更多地转移到仿真和实验室环
境中进行可以：

	J 扩大测试覆盖范围，在更短的时间内执行更多测试用例
	J 测试更多故障用例，进而提高可靠性
	J 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测试总成本
	J 进行更多的可重复测试，从而更好地分析产品特性并优

化可追溯性

但是，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要通过shift left来重新平衡每
种环境(仿真、实验、道路测试)需要的测试量仍是一项待攻
克的艰巨任务。

转变带来的挑战
要实现这一转变并没有绝对正确的方法，但由于人员、流
程和技术三方面环环相扣，实现这一转变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

因此，在确定测试策略之前，应进行整体的评估，不应忽略
每一个方面。本文重点介绍了从模型在环、软件在环、硬件
在环、汽车在环、驾驶员在环测试到真实环境测试等各种
测试技术。

当我们认真研究V型图中的设计与测试部分(虚拟、实验室、
物理)(图02)，应该可以找到实现这一转变的机会。首先，需
要根据测试环境来考虑涉及的变量(图03)，并在尽可能涵盖
更多测试的同时，考虑这些变量会如何影响真实试验的置
信度。



虚拟原型/硬件验证

验证设计概念

概念

验证和确认测试计划

编码

原型

硬件在环

组装单元验证

软件在环

模型在环

减少返工

硬件基础验证

大量返工

验证设计概念

概念

编码

原型

硬件在环

组装单元验证

图01
为了减少返工以及在前期考虑所有事宜，企业亟需能够实现快速测试迭代的软件和数据工具链。

预开发
虚拟 虚拟 实验室 物理物理

系统确认

实现

系统验证

子系统验证

单元/ 
设备验证

软件/硬件开发

定义与分解 集成与重组

验收测试

系统测试

子系统测试

单元/设备测试

上层设计

底层设计

系统规范

工作原理

现场

图02
将V型图具体化，观察测试发生在哪个阶段，从而找出找出左移(shift-left)的机会。

道路测试硬件在环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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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这一图表显示了在不同阶段进行测试的取舍和优势[©WMG，华威大学，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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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三大建议可以帮助您利用技术实现这一转变。

01 测试组件复用

复用测试组件能尽可能减少不同阶段之间的返工，并实现
更集成化的设计与测试流程。此外，借助适当的测试软件
(例如VeriStand)，测试模块可应用到从组件到集成测试的
各个在环阶段。

本期第28页的沃尔沃案例说明了如何借助开放式测试架构
来实现面向未来的测试系统，并通过重复利用测试用例、
设备和工程开发成果，满足紧迫的交付期限和严苛的质量
标准  。

02 更好地利用数据
测试数据正在爆炸式增长，这些数据可：

	J 为所有环境提供更广泛、多角度、多流程的测试视图，从
而帮助工程师更好地了解测试覆盖范围

	J 实现更有效的仿真和统计建模
	J 自动生成测试用例，避免不必要的重新测试
	J 降低最终故障(或召回)的风险
	J 支持使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其他以数据为中心的技

术

最后，数据可用作团队之间的沟通桥梁，帮助优化决策的制
定并促进协作。

03 了解当前所处的位置
与出门旅程一样，您既要了解测试的起点，也要清楚测试的
终点。这一概念非常简单：避开(图04)中红色区域的雷区，避
免返工。

要实现左移，就需要您谨慎严格，掌握多学科知识，并一切
以数据说话，光这样就非常具有挑战性。但通常我们首先需
要做的，就是反思自己当前的测试状况：

有多少测试场景分别属于仿真、HIL、回放和道路测试范畴？

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将更多的测试转移到仿真和HIL
环境，来加速整个开发和测试进程。

采用结构化方法，助您迈向成功
如果您采取保守态度，不愿改变现状，那么就需要考虑这
样做的后果。如果没有结构化的方法以及清晰的战略，您
很有可能会经常重蹈覆辙，总是得到不理想的结果。如果
您能够反思当前的流程，确定需要优化的领域以及关键性
能指标，并从战略上确定需优先解决的问题，将有助于您
一步步迈向长久的成功。

NI的测试方法、技术和咨询团队可帮助您优化整个测试
过程，在您迈出第一步到最终实现自动驾驶汽车的征程中
始终一路相随，竭力服务。

作者
ASHISH NAIK
NI业务开发经理

VIGNESH RADHAKRISHNAN
NI解决方案架构师

ARTURO VARGAS MERCADO
NI ADAS解决方案营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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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开发
虚拟 虚拟测试 实验室测试物理

系统确认

实现

系统验证

子系统验证

单元/
设备验证

软件/硬件开发

定义与分解 集成与重组

验收测试

系统测试

子系统测试

单元/设备测试

上层设计

底层设计

系统规范

工作原理

日益增加的成本、风险、 
维修时间和工作量

实物测试 现场测试返工

图04
各个阶段的返工可能会让您陷入红色区域，导致大量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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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 传感器 融合 HIL 测试 
解决 方案

要验证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ADAS)和自动驾驶汽车
(AV)的控制器，需要集成多
种工具，实现从仿真到传感
器数据记录和回放等所有
功能。为了在较短时间期限
和有限预算内达到所需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水平，汽车
行业正迅速将其测试工作
移至仿真(虚拟)和实验室
环境。而且为了获得期望的
变化，V型图中的所有工具
需要协同工作。如果能够使
用统一的工具链，来实现与
环境仿真工具、数据记录和
回放系统以及未来ADAS传
感器的互操作性，将可大大
简化硬件在环(HIL)测试系
统的开发，从而提高了覆盖
范围和可靠性。

客户需求
01
轻松地将硬件I/O与IPG 
CarMaker、Ansys VRXPERIENCE、 
Vires VTD、Siemens的Simcenter 
Prescan或monoDrive等环境仿真工
具集成。

02
同步生成I/O信号，从而连接ADAS控
制器。通过严格的定时控制，可测试
帧延迟或相位相干等故障。

03
确保能够灵活满足未来的I/O需求，
使系统能够不断集成更多I/O类型，
如摄像头、雷达和激光雷达等。

NI解决方案
01
VeriStand实时测试软件可集成多种
第三方环境仿真工具，以便您选择最
适合测试的工具。

02
NI PXI模块化硬件可生成空口雷达
信号、摄像头信号、车载总线信号以
及通用I/O信号，同时还具有硬件和
软件故障处理功能以及纳秒级同步
和定时控制。

03
NI的开放式软件与PXI性能相结合，
可实现定时和流式传输，从而记录和
回放原始传感器数据、注入故障以及
更快速执行新测试场景。

NI的优势

	J NI的工具链可完成从设计到验证等各个环节，从而帮助工程师加快开发
速度。

	J 在从仿真测试转移到实验室测试时，可集成建模软件的仿真程序，并注入来自
不同信号源的信号，从而最大程度扩大测试覆盖范围。

	J 无需高昂成本、大量开发时间或大幅更换硬件，即可使用NI丰富的I/O直接更
换相机接口、注入比特流故障、测试雷达传感器或添加新传感器类型，从而满
足不断增加的需求。



3. 数据中心或云

4. HIL系统

1. ADAS记录

网络总线 模拟 数字

RF 相机帧

车载数据记录器

2. 仿真与建模
世界环境 场景

传感器 汽车动力学

故障模式 Agent交通流模型

虚拟ECU
(残余总线) 定位

测试场管理 测试需求

数据管理 测试用例管理

网络总线 模拟 数字 RF 相机帧

I/O和模型接口和实时引擎
激励数据

故障插入

系统模型

DUT (ADAS ECU)

系统组件
01 高带宽数据记录
以高保真度记录来自ADAS传感器的大量同步原始数据，并将数据流式传输到本
地或基于云的存储中进行回放。

02 仿真与建模
在对ADAS引擎控制单元(ECU)进行HIL验证时，将NI的软件连接到所选的专用仿真
和建模软件，可测试更多用例和场景。

03 数据中心或云
将测试数据、需求、用例和系统信息直接上传、存储和恢复到本地数据中心或云
服务，方便测试管理。

04 HIL系统
从NI丰富的产品组合中选择需要的I/O设备，将其连接到ADAS ECU，并完成从云
到引脚的ADAS HIL集成。

Hyundai Autron
运用NI技术进行
ADAS验证测试
硬件和软件集成速度

83%提升

维护成本

30%减少



基于模型的设计与
测试：MathWorks
和NI工具 
到了开发过程的特定阶段，就需要将所设计的东西真正制作出来。这意
味着将设计变成现实，也就是从设计工具和仿真环境过渡到真实的原型
测试，然后在硬件上运行部署好的嵌入式软件，最后将硬件投入生产。
随着产品日益复杂，在仿真环境和物理环境之间(即在设计环境和测试
环境之间)高效转换的能力，对于确保产品按预期运行至关重要。

基于模型的设计与测试：MathWorks 
和NI工作流程
MathWorks和NI正在合作开发基于模型的工作流程，力求减少设计与测试之间的衔
接障碍，以实现高效转换。我们将MathWorks的设计和建模工具 (如Simulink®、 
Simscape™、Powertrain Blockset™和Vehicle Dynamics Blockset™) 与NI基于
I/O的仿真软硬件(如LabVIEW、LabVIEW FPGA、VeriStand、CompactRIO和PXI)集
成在一起。设计与测试工作流程相集成，可帮助团队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更早进行测试
并提高产品迭代速度和频率，从而最终可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项目总成本。

传统的线性开发流程是不连续的，流程的各步骤与设计过程之间相互独立。有些问
题可能到了集成和测试阶段进行第一次系统集成时才会出现。这会导致问题发现不
及时，致使解决问题的成本非常高。

而借助基于模型的设计，您可对系统组件进行建模来仿真系统的各个部分，从而能够
利用集成的系统模型来探索设计的漏洞。而且，您可以在设计流程中更早地评估集成
系统，从而降低发现问题的成本，加快设计迭代速度。仿真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帮助工
程师在设计流程的每个步骤中将测试和验证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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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测试
电动汽车动力总成
基于模型的设计的应用领域之一就是电动汽车(EV)动力总
成设计。动力总成的电气化使得多种混合动力汽车设计成
为可能。如果要评估所有可能的设计方案，就必须采用基
于模型的设计。通过对组件进行仿真，您可以在虚拟环境中
比较不同的汽车架构设计，而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来
为每种可能的设计开发原型。

“MathWorks和NI优势互补，可以
非常快速地运行复杂的模型，并精确
地模拟对象的行为，从而满足电动汽
车动力总成设计等应用的需求。我们
还可以将设计阶段的模型应用到测
试中，从而将基于模型的设计的优势
扩展到测试工作流程。”

Paul Barnard 
MathWorks设计自动化市场总监

利用Powertrain Blockset进行设计研究
MathWorks开发了Powertrain Blockset作为Simulink的
扩展软件，可降低动力总成和汽车系统建模的准入门槛。对
于刚开始开发系统模型的用户，Powertrain Blockset提供
了开放且有详细文档说明的框架，其中包括硬件在环测试
系统的被控对象和控制器模型。Powertrain Blockset还
提供有程序块库和预构建的参考应用程序，可用于扩展现
有系统模型。

请遵循以下典型设计流程：

01
选择一个参考应用程序作为起点

02
对组件进行参数化、定制现有子系统或者添加自己的子系
统，从而自定义被控对象模型

03
如有需要，可自定义待测控制器的模型

04
集成要测试的控制器

05
使用模型在环、软件在环和硬件在环测试方法执行闭环系
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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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实时闭环测试
MathWorks和NI工具之间的集成工作流可用于完成最后一步的闭环系统
测试。控制器和被控对象模型在测试之前，需要集成到可以实时闭环的系
统中，以提供准确的仿真结果。当测试模型具有高速动态行为(例如牵引逆
变器和电机的高速动态行为)时尤其需要此操作。

在NI系统上部署和运行MathWorks模型有几种不同方式：桌面仿真；以中
低速在开发计算机的实时控制器上运行，或以硬确定性在FPGA上以极高
速度运行。

至于模型在哪里运行，取决于模型的复杂度和所需的仿真保真度。汽车动
力学和控制器模型通常可以在实时控制器上运行，而电机和电力电子模型
通常必须在FPGA上运行才能获得足够高的仿真保真度，从而以足够的准
确度来分析性能。

实时控制器上运行的模型还可以与FPGA上运行的模型相连接，并与I/O
同步，以执行硬件在环测试。这时就可以集成运行嵌入式软件的真实控制
器，并在I/O线路和通信总线上插入故障，然后运行控制器进行测试。

借助MathWorks和NI联合开发的工具链，轻松实现基于模型的工作流程，
从而优化和加速EV动力总成等复杂应用的测试。

作者
NATE HOLMES
NI动力总成测试主管

SIMULINK®是MATHWORKS公司的注册商标。POWERTRAIN BLOCKSET™，SIMSCAPE™和VEHICLE DYNAMICS 
BLOCKSET™是THE MATHWORKS, INC.的商标。





Amazon Web Services、Dell Technologies
和NI强强合作，共同为ADAS/AD开发经过严格
测试的混合方法，使工程师能够充分利用所有
解决方案的优势，包括云端服务的灵活性与扩
展性、本地基础架构的高性能以及HIL测试的准
确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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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硬件在环自动驾驶
仿真
向市场交付自动驾驶汽车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从最开
始的传感器数据采集到最终解决方案测试，每个环节都要
环环相扣，精心规划。因此， 开发一个能够处理海量数据
的完整流程势在必行。

Amazon Web Services (AWS)、Dell Technologies和
NI强强合作，共同为高级辅助驾驶系统(ADAS)/自动驾驶
(AD)开发提供经过严格测试的混合方法，使工程师能够充
分利用所有解决方案的优势，包括云端服务的灵活性与扩
展性、本地基础架构的高性能以及硬件在环(HIL)测试的准
确性等。有了这个全新的混合云HIL架构，客户可以避免因
工具选择不当以及基础设施组件不匹配和/或动力不足产
生的诸多问题。

AWS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AWS可提供近乎无限的存储容量，具有高速计算能力，并支
持深度学习框架，因而非常适用于采集、存储和分析自动驾
驶汽车数据，帮助工程师全方位开发自动驾驶汽车。Apache 
MXNet、TensorFlow和PyTorch等深度学习框架可加快算
法训练和测试速度。AWS IoT Greengrass提供了边缘计算
以及机器学习和推理功能来实时处理汽车中的本地规则和
事件，同时将数据传输到云的成本降至最低。

NI PXI硬件
HIL测试是任何ADAS/AD设计流程的关键步骤。无论是传
输实时生成的合成传感器数据，还是传输来自真实环境的
传感器数据，HIL测试都需要定制的实体硬件，而传统的
公共云并不提供这些硬件。

来自ADAS传感器的现场记录数据可在实验室中回放，用于
模拟行驶过程并增加测试的可重复性和测试范围。之所以
采用真实现场数据进行测试 ，是因为测试算法是基于真实
场景开发而成，如果采用3D渲染的场景，则算法可能无法

正确理解。在回放应用中，定时至关重要，而NI回放系统提
供了极其精确的定时和同步功能，确保感知算法能够像在
真实环境中一样接收传感器数据。

您可以将场景生成工具与硬件I/O集成，回放模拟的场景，
并验证ADAS控制器上的传感器融合和决策算法。还可使
用所有领先的环境仿真软件工具，针对特定测试要求生成
所需的场景，从而扩大测试范围。借助开放的软件架构，您
可以为应用选择最合适的仿真工具。

Dell EMC PowerScale非结构
化数据存储
PowerScale是在ADAS开发中经过充分验证的企业级非
结构化数据存储解决方案，弥补了公共云与本地HIL测试之
间的隔阂。PowerScale专为实现大规模并发和低延迟而
设计，非常适合用于时间敏感且亟需高性能的ADAS工作任
务，包括将传感器数据流传输到HIL测试台。

PowerScale由PowerScale OneFS操作系统提供支持，该
操作系统采用DataIQ技术来管理ADAS传感器数据，包括
全球范围的数据跟踪以及往返Amazon S3存储桶的数据
移动。随着ADAS的发展，变革势在必行，同时，由于汽车操
作趋于全自动，性能要求也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考虑到这种
现实情况，Dell Technologies设计了PowerScale这款解
决方案，可随项目发展而无缝扩展容量和性能，并提供所需
的灵活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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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Dell Technologies与NI的优势
为了成功开发ADAS，所需的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存储飞速增加的传感器数据，并
且需要高速计算能力来利用这些数据。这涉及的范围从汽车内部电子组件覆盖到
数据中心(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云端)，而且数据中心的基础架构必须支持大规模
并行和并发数据接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以及模型在环、软件在环
和硬件在环测试。

HIL硬件平台对基础架构特别敏感。即便是丢失单个数据帧，或者数据未能精确
同步到微秒，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使用AWS、Dell Technologies和NI合作开发的
基础架构，您大可以放心，因为这种基础架构(包括HIL硬件)经过专门设计，能够
满足这些严格的要求。

作者
BRYAN BEREZDIVIN
BDM存储 — 自主系统，AMAZON WEB 
SERVICES

LAWRENCE VIVOLO
DELL TECHNOLOGIES汽车业务开发高级经理

NICHOLAS KEEL
NI ADAS/AV产品经理

雷达ECU

摄像头ECU

传感器融
合控制器

雷达传感器

摄像头传感器

OTA

提供摄像头信号截
断选项，以注入故障

主机

上位机接口

测试排序

GPU

场景建模软件

PXI系统

实时处理器雷达目标仿真

汽车总线

I/O

摄像头接口 FPGA模块

负载和传感器仿真

汽车模型

情景模型

图02
借助PXI HIL系统架构测试主动安全系统。

从自动驾驶测试车辆采集大
量数据。

数据安全地上传并存
储在AWS Cloud中。

利用AWS，
根据需求进行高性能计算，

并应用云原生深度学
习框架训练自动驾驶模型。

这些模型将部署到汽车上以
实现自动驾驶。

数据采集 接入和储存 模型训练 部署

图01
AWS的全套服务支持公共云上的ADAS/AD。



Test  Items  for  IVI  System

40 60

TestBase

Function Test: Logic function test for 
sensors and switches
Network Test：Bus logic interactive 
test/ sleep and wake test/ fault 
diagnosis test
Power Adaptability Test：High/low 
level of power test、working and static 
current test
Integrated System Test：Interactive 
test , regression test , durability and 
stability test
Interface Logic：Radio Settings , 
Navigation Settings , Other Parameters 
Settings
Performance Endurance：Repeat 
Operation , Pressure Test , Long 
Standby , Response priority 



挑战
AKKA需要设计和交付硬件在环(HIL)测试
系统，在紧迫的时间和成本限制下满足客户
的各种项目要求。

解决方案
我们的HIL测试系统基于灵活的NI技术： 
PXI硬件用作为带可配置I/O插槽的实时计
算机，负责测量任务；开关、负载和信号调
理(SLSC)机箱提供信号调理和故障插入单
元(FIU)； VeriStand则管理电子控制单元
(ECU) HIL功能测试。我们可以使用第三方
模块或客户模块来扩展核心测试系统，创建
满足广泛客户需求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借助PXI、SLSC和
VeriStand等NI技术，我
们可以在不到10周的时
间内设计、构建和配置能
够满足客户特定需求的
复杂HIL测试系统。”
Ondřej Hála 
AKKA Czech Republic s.r.o  
STI和TME团队负责人



23客户成功案例

为一级汽车供应
商打造面向未来
的HIL测试系统
AKK A 是一家集成服务提供商，专门从事HIL测试系统的设计、构建、调试
和维护。

项目规范
一家领先的一级汽车供应商的代表与我们取得联系，讨论了他们对新一代HIL测
试站的需求。他们的待测设备(DUT)是负责控制汽车制动系统高级安全功能的
ECU。

该客户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在内部进行自定义的一站式HIL解决方案，因为他们之
前使用的HIL测试解决方案缺乏全球支持，无法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和有效的报废
回收管理策略，而且采用的封闭式IP块设计已经不受支持，导致客户或其他服务
提供商无法进行修改。

测试 平台设计
我们利用NI技术，在不到10周内的时间内快 速构建了这一全 新架构，而且
该架构还具有可扩展性，可随 未 来需求的变化而扩展。

全新架构的技术要求包括：

	J 在不同的电压电平上收集和生成模拟和数字信号
	J 可长期支持信号调理和故障注入标准化
	J 汽车通信总线支持，例如控制器局域网(CAN)或本地互连网络(LIN)，以及未来

的FlexRay或车载以太网升级
	J 外围ECU通信CAN残余总线仿真
	J 客户专用接线盒，可以同时连接两个ECU并在两者之间进行切换
	J 电池模拟电源(0 V-30 V，0 A-110 A)
	J 小型外部设备电源(5 V和12 V)



HIL测试系统的主要功能 
测试系统由下列部分组成。

01
NI PXI和SLSC硬件技术：

	J 信号流程序框图
	J PXI模块，提供I/O通道
	J SLSC模块，用于汽车信号调理（电压量程，专用无线

智能传感器） 
	J 故障模拟：在预定义信号线路上插入电池短路、接地

短路、开路故障

02
VeriStand实时软件环境，具有下列特性：

	J 提供针对电源和第三方组件的定制工具
	J 通过AKKA的PROVEtech:RBS定制设备支持残余总

线仿真
	J 兼容veDYNA模型汽车动力学仿真
	J 结合XIL API，可兼容ECU-TEST框架，从而实现测试

自动化

03
定制选项：

	J 通过两个相同的接线盒连接两个DUT；测试操作员可
以通过软件配置在两个DUT间切换

	J 连接客户专用的设备，例如RSIM、EPB或M-Modules
	J 针对客户的特定设备，提供辅助电压
	J 使用功率耗散器远程控制电源，从而模拟电池的电压
	J 基于VeriStand或LabVIEW Real-Time模块实现实时仿

真，包括模型仿真和残余总线仿真
	J 与veDYNA模型的兼容性
	J 与ECU-TEST测试自动化定序器的兼容性
	J 集成客户特定的硬件模块，以进行传感器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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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我们决定尽可能使用现成的组件，并且只定制满足客户特定
需求的测试系统零件。我们使用了NI标准机箱来定制SLSC的信号调理功能以及
故障插入SLSC模块。此解决方案可使用第三方或客户的模块轻松地进行扩展。
根据项目的ECU连接要求，我们设计并制造了可连接所有组件、DUT、负载和其
他零件的接线盒。

残余总线仿真解决方案 
AKKA的PROVEtech:RBS可通过定制设备将残余总线仿真功能集成到VeriStand中。 
它可标识从数据库容器或ARXML数据库导入的端到端保护信号(AUTOSAR 
Profile 2)，并根据标准自动计算保护信号（消息计数器和循环冗赘核对）。

总结 
利用NI PXI、SLSC和VeriStand技术，我们快速集成了商用现成的NI、第三方
和客户特定组件。我们在不到10周的时间内不仅交付了测试系统，而且还完成
了现场调试以及客户员工的培训。

公司：
AKKA CZECH REPUBLIC S.R.O., 
DAIMLEROVA 6, CZ-301 00 PILSEN, 
CZECH REPUBLIC

行业：
汽车 — 电气/电子系统

应用领域：
HIL功能性测试系统

作者：
MICHAL KUBÍK博士工程师

ONDŘEJ HÁLA工程师

所使用的NI产品：

	J PXI机箱
	J 嵌入式控制器
	J DAQ多功能I/O
	J R系列
	J NI-XNET
	J SLSC机箱
	J VeriStand

BMS, MCU, OBC, LDC, TCU and for more DUTs

Linear type
1mV  precision and accuracy

For BMS test and algorith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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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Drive的软件可模拟相机镜头的眩光。

高保真HIL仿真解决方案

客户需求
01
高保真仿真器

02
支持NVIDIA RTX的高性能PC集群

03
PXI、CAN、GMSL2或FPD-Link III、
车载以太网模块

04
汽车ECU

NI + monoDrive
解决方案
01
monoDrive主控机在NI Linux Real-
Time操作系统上硬实时运行汽车受
控模型

02
在搭载NI Linux Real-Time的
Windows 10上运行传感器模拟器，
并将时钟同步到monoDrive主控机

03
汽车ECU硬件在环仿真与NI Linux 
Real-Time同步，可将节气门、刹车和
转向指令转化为汽车行驶姿态

高级辅助驾驶系统(ADAS)
和自动驾驶车辆(AV)的测
试和验证功能是汽车行业
所面临的两大难题。使用
当前的工具，很难确定和
分析测试用例、合格/失败
标准以及测试用例的可复
现性和可重复性。通过与
monoDrive的合作，NI推
出了一种全新的硬件在环
(HIL)仿真解决方案，该解
决方案可以自动执行这些
步骤，而不需要再人工处
理。在完全虚拟的环境中，
以接近100%的测试覆盖
范围，验证汽车的感知、规
划和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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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测试始于强大的
环境建模和精确的传
感器模型。客户之所以
从仿真入手，是因为许
多测试场景在真实环
境中难以重现。借助NI 
HIL解决方案，客户现
在可以通过高保真传
感器模型和汽车ECU
硬件在环仿真，硬实时
验证其感知、规划和控
制系统。”
Celite Milbrandt 
monoDrive首席执行官

主要规格

摄像头FPS 60 Hz 4K相机

摄像头接口 MIPI CSI-2、FPD-Link、GMSL、HDMI

摄像头参数 曝光时间、镜头参数

雷达 FMCW 77-79 GHz 2D和4D (SBR)

汽车总线 CAN FD、LIN、FlexRay、车载以太网

激光雷达 Velodyne 16至128线激光

超声波 基于物理学的材料/尺寸精确响应

其他传感器 IMU、GPS、车轮RPM、碰撞传感器等

NI + MONODRIVE的优势

	J 提高量产汽车ADAS/AV功能的安
全性

	J 更快速将行人检测、防撞、车道保
持和交通拥堵辅助等新型感知功
能推向市场

	J 将更多测试转移到虚拟环境进行
仿真测试，并减少对“杂合车”道
路测试的依赖，显著降低验证成本



“整个系统的设
置非常简单方便，
使我们能够在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
以合理的成本按
时交付高质量的
产品和服务。”
沃尔沃汽车公司

动态驾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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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开放式HIL平
台，沃尔沃改善驾
乘体验

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动态驾驶中心定义并改善了最新一
代沃尔沃汽车的驾驶体验。

沃尔沃动态驾驶中心对其汽车的操控特性做出调整，并定义了各种预设，比如基
于特定预设，客户可以在动态模式和运动模式之间快速切换。空气悬架、电子控
制减震器、车身控制和转向反馈等各项功能也都可以进行微调。

沃尔沃汽车公司开发了多种虚拟测试环境，用来验证汽车动力学属性(如操控稳
定性、转向和平顺性)和汽车运动控制组件(如制动、转向和悬架)。这些虚拟测试
台融合了软件在环(SIL)和硬件在环(HIL)的元素，而且动态驾驶仿真器还融合了
驾驶员在环(DIL)测试。

动态驾驶仿真器兼具仿真的高效性和安全性，同时带来能够感知情绪的驾驶
体验。也就是说，人类驾驶员可以切实感知相关模型，而且研究人员也能察觉驾
驶员的主观感受。



挑战
沃尔沃汽车需要为动态驾驶仿真器增加更多功能，将汽车
动力组件和控制系统也囊括在内。这将减少现场实车测试
需求，进而降低成本，同时在概念阶段获得更多创新自由，
缩短仿真器的总体开发时间。

解决方案
沃尔沃汽车使用NI PXI硬件和VeriStand集成软件来进行
实时测试，从而能够按时集成所有组件，打造高质量的解决
方案，并节省宝贵的现场测试时间。

30 客户成功案例

在动态驾驶仿真器的帮助下，动态驾驶中心能够实现以下目标：

	J 在原型车投入生产之前，在概念开发阶段对解决方案进行测试
	J 安全地对实际驾驶情况和驾驶员互动情况进行可重复测试 
	J 对原本无法测定的指标进行测量(非常适合多种应用场景，例如制定要求和开

发方法)
	J 在不使用原型的情况下调整底盘特性，例如设计硬点、减震器和衬套

打破传统驾驶仿真器的局限性
为了节约时间，降低成本，并减少道路测试需求，需要结合仿真器以及真实的汽
车运动控制器(例如转向、制动和悬架控制器)来进行测试。

这些改进带来以下益处：

	J 增加汽车动力学测试功能，同时保留主观测试功能
	J 在可控的计算机辅助工程环境中对汽车运动控制系统进行校准
	J 在早期阶段就能够开发和验证汽车运动控制软件
	J 帮助研究人员开展探索性测试，扩大软件测试范围
	J 可持续集成软件新增加的功能

公司：
沃尔沃汽车公司，动态驾驶中心 

57334, VOLVO JACOBS VAG PV14 
GOTEBORG, 405 31 
SWEDEN

行业：
汽车 — 电气/电子系统

应用领域：
HIL功能性测试系统

作者：
SIMON SCHOUTISSEN

所使用的NI产品：

	J PXI机箱
	J 嵌入式控制器
	J DAQ多功能I/O
	J R系列
	J NI-XNET
	J SLSC机箱
	J VeriStand





功能不断丰富的驾驶模拟
器能够带来显著优势， 
但同时也面临三大挑战：

01
需 要开发 汽 车运 动 控 制 HIL 测 试
系 统，并将其集成到现有的虚拟测
试环境中

02
无论是否使用动态驾驶仿真器，HIL
测试都无法独立运行 

03
在设备日益复杂化且测试需求日新月
异的情况下，仍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汽车系统的全面验证 

满足严格的系统要求
理想情况下，验证系统的各个组成
部分应由同一家供应商提供最理
想的解决方案。而实际情况是，复
杂的HIL系统需要集成多家供应商
的不同技术，涉及多种实时操作系
统、通信标准、车辆总线和应用软
件。沃尔沃汽车公司需要一个可扩
展的开放式平台，从而避免受制于
某一家供应商。

其他要求包括：

	J 具备模块化和灵活性特征，方便将
来进行扩展

	J 与现有驾驶仿真器无缝集成
	J 独立运行
	J 设计直观，经济高效
	J 支持开放标准，能够集成其他

供应商提供的硬件和软件(例如
FMI、UDP/Ethernet、Ether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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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WORK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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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Test Drive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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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理想解决方案，
复杂挑战迎刃而解
NI提供的解决方案能够满足沃尔沃汽车公司的所有要求：

实时测试执行和集成 — PXI Express控制器在实时操作
系统上运行VeriStand软件，可充分利用该软件提供的各
种现成即用功能，包括可配置的数据采集和记录、测试序
列排序和仿真模型集成。

汽车动力学仿真 — IPG CarMaker软件与VeriStand一
起运行，配合现成的IPG CarMaker硬件，避免了硬件定
制需求。得益于VeriStand的开放性，添加第三方软件和
硬件组件变得简单而高效。

沃尔沃汽车公司的现有设备需要通过现成的通信通道与
开放式HIL平台集成，且该通道需支持VeriStand和Vector 
CANoe系统之间的通信。而NI解决方案恰好提供了现成
的EtherCAT通信通道，能够与NI I/O、Beckhoff I/O和
Kollmorgen运动设备集成。

一年之后
结果证明，VeriStand是一个功能强大、安全可靠的实时
测试环境。通过在HIL测试架构中使用VeriStand，沃尔沃
汽车公司实现了以下目标：

	J 与多家供应商合作
	J 使用合适的系统完成相应工作，并能够复用现有组件
	J 构建面向未来的、灵活自由的模块化HIL平台
	J 集成第三方硬件和软件，例如IPG CarMaker软件

总体而言，整个系统的设置非常简单方便，沃尔沃汽车公司
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合理的成本按时交付高质量
的产品和服务。

Platinum
Partner

RF AND WIRELESS

Platinum
Partner

VEHICLE RADAR TEST SYSTEMS



JEFFREY PHILLIPS
NI汽车市场营销部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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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技术融合，收获意外之喜
测试现代汽车系统的主要挑战是技术融合。许多技术彼此相关，共同构成复杂而又联系紧密的网络
体系，为有着百年历史的汽车行业带来了巨变。这些技术包括智能感测、能量存储、人工智能、网络
通信、能源转换、高性能计算、机器学习、安全性等，所涉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技术融合带来的影响在行业内外无处
不在，触及几乎每个角落。鉴于未来
汽车行业的巨大潜力，全球各地的公
司纷纷小试牛刀。

这一切理应在意料之中，毕竟我们已经见证过
技术融合带来的改变。

智能手机和台式PC都因其技术深
远的影响力而触及各行各业的方方
面面，带来了重大变革。传统收银
机辉煌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
和专用软件。还记得计算器流行的
那个年代吗？我的TI-86计算器还
留着，但基本不会用到。还有水平
仪、字典、百科全书？类似的例子数
不胜数。

技术融合带来了两大变化。

首先是市场规模扩大，相关行业会
出现新的竞争对手。资本雄厚的科
技巨头通过收购初创企业来争取新
的市场机遇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
态。行业巨头你方唱罢我登场。随着
电动汽车的兴起，LG、松下和三星等
公司敲开了汽车行业的大门，而亚马

逊、Apple和Google等科技巨头也在
汽车行业的某些领域展现出了领导
地位。

第二大变化发生在“幕后”，也就是
汽车行业的产品开发环节。随着技术
为市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软件互
联系统的价值终将彰显，将帮助企业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随着软件数量的
不断增多，设备的功能和安全测试也
变得日益复杂。这会导致传统V型图
中的投资向左偏移。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推出，汽车行业迎来了技
术的转折点。

汽车里写入的代码可能会做出危害人
类生命的决定。在安全性方面，我们
决不能妥协，但是系统通过软件互联
这一特性本身就会导致测试更为复
杂，因此我们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来解决这一问题。汽车测试工程师并
不仅需要测试“汽车”本身，还需要
测试数百个智能互联子系统的集成
功能。

由于这种转变的发生，整个供应链的
测试部门都将面临调整测试方法的巨
大压力，这样才能跟上待测设备日新
月异的变化。

因此，只有我们精诚合作，齐心协力，
共同完成这一转变，才能将测试变为
竞争优势，从而快速将新功能推向市
场，并充分利用每一次创新潮流，让
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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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LSC实现
HIL系统基础架构
标准化
硬件在环(HIL)系统已不再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然而，对于硬件集成商和测试
工程师而言，难点在于以标准化的方式构建可复用且可扩展的系统，进而降低总
体开发成本并加快上市速度。此外，点对点布线也使得测量系统与前端信号调理
之间的通信变得更为复杂。

开关负载信号调理(SLSC)架构提供了一种模块化方法，可在测量系统和前端之间
使用标准的商用线缆来处理负载管理、故障插入和信号调理。

SLSC架构
SLSC架构提供了标准的连接选项，可减少对点对点布线的需求，同时以模块化方
法处理信号调理、故障插入和传感器仿真。

SLSC机箱中的每个插槽都使用后置转换接口(RTI)来为模块与基于CompactRIO
或PXI的I/O测量系统提供连接接口。

RTI与I/O测量模块之间则使用标准的商用线缆进行连接，从而在HIL系统中形成
了完整的信号路径连接。标准线缆的使用消除了复杂的点对点布线，并将标准架
构从I/O测量系统扩展到了SLSC前端。

SLSC机箱和HIL主机之间的通信通过以太网完成。SLSC软件API可用于设置通
信的属性并将命令发送到机箱中的模块。

生态系统
由于SLSC架构采用的是开放式方法，因而许多公司可以基于该架构，开发符合特
定应用需求的模块，例如外设传感器接口5 (PSI5)、电源开关模块以及用于燃油
传感器仿真的电容仿真卡。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ni.com/slsc。

http://ni.com/slsc




CHRIS FICKLIN
NI应用软件首席产品规划师

利用VeriStand，衔接HIL系
统的各个部分

我们对硬件在环(HIL)常驻专家Chris Ficklin进行了采访，讨论了VeriStand如何有效地将模型和硬
件集成在一起，并提供与各种常用工具和总线集成所需的开放环境。

Kristoffer Iversen：在HIL系统中，要将软件与
硬件集成起来，就需要改进验证工作流程，并采
用有效的标准化方法。那么VeriStand如何帮助
实现这一目标？

Chris Ficklin：HIL系统最重要的部分
之一就是应用软件，它就像是系统的
大脑。VeriStand就属于这样的软件，
可将系统硬件与模型连接并配对起
来。它具有一些内置功能，比如创建
激励配置文件，并在实时硬件上运行
这些激励配置文件，同时严格遵守时
序要求。这使得工程师能够重现真实
的测试环境和条件。其他内置功能还
包括预警、高级日志以及与其他程序
交互所需的功能。

测试部署和执行完毕后，用户甚至可
以通过在用户界面上添加输入控件
和显示控件来实现高效调试，而不必
停止测试，还能查看信号并了解当前
状态与期望状态之间的差距。归根
结底，VeriStand提供了可配置的执
行框架，从而改进了验证工程师的工
作流程。

KI：开放式设计对于执行框架至关重
要。VeriStand如何与第三方工具集成并支持
复用？

CF：集成对于HIL系统至关
重要。VeriStand可以运行使
用各种建模环境和语言编译的
模型。例如，MathWorks MATLAB®
和Simulink®软件就属于基于模型

的工程方法，而VeriStand则会将
MATLAB和Simulink模型匹配到相
应的硬件。得益于VeriStand的可
扩展性，我们可以放心地让合作伙
伴帮忙开发定制工具。例如，IPG的
CarMaker可以作为定制工具添加到
系统中，并直接与VeriStand交互，这
样在测试期间所做的更改就会立即
显示在IPGMovie中。

KI：定制工具的使用无异于提供了一种强大的
方法来集成其他硬件或工具。那么汽车行业的
客户如何利用这一功能？

CF：这又得回到VeriStand的开
放性。以AKKA开发的残余总线插
件为例。AKKA只需少量的工作就可
以将可配置的DLL接口嵌入到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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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线插件，而残余总线插件又可以
集成到VeriStand中，这就相当于
VeriStand可以通过第三方定制工
具，也就是AKKA的残余总线插件来
集成DLL接口。当然，VeriStand也提
供了CAN、LIN和FlexRay等现成接
口。我们经常要验证许多模型，但是
模型的复杂性却越来越高。那么测试
工程师如何将实体硬件与模型匹配
起来呢？

VeriStand的匹配图显示了信道和参
数与各个模型的匹配情况。该图提
供了匹配情况的即时反馈，并按照
模型、硬件以及与用户界面的连接方
式分门别类地罗列了相应的信息。此
外，NI还简化了路由模块和故障模块
与开关负载信号调理前端进行交互
的方式。用户可以预配置并保存多条
路由，然后在运行测试程序时进行调

用，这有助于降低测试开发和调试的
复杂性。

KI：VeriStand不仅采用开放式设计，而且提供
了多种集成选项，因此相当于验证测试的主控
者，那么VeriStand又提供了哪些选项来提升测
试自动化程度呢？

CF：尽管VeriStand是实时执行的
引擎，但它通常与测试管理软件
TestStand相连。开放性是我们
最看重的一个要素。NI作为ASAM
的成员，开发了可从TestStand调
用的ASAM XIL步骤。因此，基于
TestStand对ASAM XIL标准的这一
支持，工程师就可以直接复用其他
HIL系统中基于相同标准开发的测试
序列，从而提高了自动化程度。

KI：非常感谢Chris的精彩解答。也就是说，测试
工程师对测试方法进行标准化，不仅能够提高
工作流程效率，而且不会影响复用、集成， 还可
根据相应要求进行自定义。如果用户希望实现
HIL系统标准化，都有哪些选择？

CF：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内部开
发的软件忽然需要扩展，以支持多名
测试人员的需求。这时就会陷入两难
的境地。一方面，测试工程师很难有
时间继续开发，因为其工作职责随着
测试的复杂性和数量的增加而变得
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传统的解决方
案过于封闭，测试工程师有时很难获
得所需权限，无法进行重大改进来提
高工作效率。NI VeriStand提供了可
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执行框架，测
试工程师可以通过这一框架实现标准
化、复用和实际应用，并做出所需更
改，以更快的速度验证设备。

MATLAB®和SIMULINK®为MATHWORKS, INC.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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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EV电力电子设计，仿真
技术大显身手
电动汽车(EV)的动力总成架构多种多样，包括纯电动汽车
(BEV)、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PHEV)和各种串联式或
并联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HEV)，但这些汽车都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采用电力电子设备来控制和转换系统中的电能。

电力电子测试面临全新挑战
高速
EV电力电子设备的开关速度在2kHz到20KHz之间，业界希
望使用基于碳化硅和氮化镓的新设计来进一步提高开关频
率。要对开关行为进行准确的建模，仿真时间步长对应的频
率要远远高于刚才所说的开关频率，而且很多情况下，该频
率要数倍高于基于CPU的标准仿真系统。

复杂行为
电机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行为，例如磁饱和与齿槽转矩。
此类行为很难建模，而且计算量非常大。线性模型可用于测
试基本的嵌入式控制器功能，但是要进行调整和优化，则
需要准确地表示更复杂的系统行为。

使用基于CPU的系统进行实时仿真具有诸多局限性，导致
模型在环(MIL)和硬件在环(HIL)等基于仿真的方法无法应
用于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也无法避免成本高昂且耗时的
电动发电机(电机测试台)物理测试。

应对方法
借助FPGA进行高速仿真
为了达到足够的仿真速度，以对EV电力电子设备进行MIL
和HIL测试，就需要以短于1s的周期来执行仿真模型，同时
提供足够高的保真度，以准确复现这些复杂系统的行为。
而要实现上述高速闭环仿真，就需要摒弃传统基于CPU的
系统，转向基于FPGA的方法来模拟电力电子设备和电机。

但是，基于FPGA的仿真也存在诸多挑战。在FPGA上开
发复杂的电力电子和电机模型通常需要专业的FPGA编
程知识。此外，整个编译过程需要不断重复编程、编译和
测试，而且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解决方案
NI实时测试架构 + OPAL-RT电力电子仿真
NI通过PXI和CompactRIO硬件提供了灵活的测试、测量和
控制功能。两种系统都将实时CPU与用户可编程的FPGA和
模块化I/O结合在一起。它们还通过运行VeriStand软件，
将模型与I/O集成在一起，并配置和运行实时测试。

PXI和CompactRIO都提供了实现基于FPGA的仿真方法所
需的系统架构。借助这些系统，您能够以亚微秒的循环速
率运行复杂的电力电子和电机模型，确保所需的仿真保
真度，从而返回准确的测试结果并在设计过程中尽早完成
更多测试。

VeriStand 
VeriStand是一款实时测试软件，可帮助您进行实时目标主
机通信、数据记录、激励生成，以及预警检测和响应。

此外，VeriStand可以从仿真测试快速过渡到HIL测试，而
且测试配置文件、预警、步骤和分析程序等测试组件也可以
直接复用。模型的参数也会重新匹配到对应的硬件通道和
真实I/O。因此，回归测试所需的时间将大幅缩短，而且还
可以结合TestStand等测试执行软件来实现测试自动化。

此外，VeriStand还具备开放式的框架，可通过集成插件来
为特定应用提供所需的功能。这为测试系统提供了最大的
灵活性。

动力传动
系统(变
速箱等)

转换器(直流转直流)

控制器 电力电子

EVSE
控制器

电力电子

OBC
控制器

电力电子

车载基础设施

交流
或直

流

高压
直流

高压直流

扭矩
高压
直流

动力驱动单元

电机

X相交流电
转机械能

转换器(直流
转交流)

控制器

电力电子

AC

电池模组

控制器
(BMS)

模块

电池

EV动力总成设计的重点在于管理动力流并优化动力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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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L-RT
用于VeriStand的电力电子插件
NI与合作伙伴OPAL-RT联手，为VeriStand提供基于FPGA
的电力电子插件。该插件可直接与VeriStand集成，并且可通
过LabVIEW软件开发套件进行扩展，是一款基于FPGA且功
能强大的电力电子和电机仿真工具，包括以下组件：

	J OPAL-RT的电子硬件求解器(eHS)，这是一个功能强大
的浮点求解器，可用于在FPGA上模拟电路，而无需编写
数学方程式。来自MathWorks Simscape™Electrical™
专用电源系统库、Plexim PLECS、Powersim PSIM和NI 
Multisim等各种常见的电路图编辑器的模型可以直接导
入到eHS中，以进行电力电子仿真。根据电力电子拓扑
的复杂性和大小（系统状态的数量、开关数量以及测量
和控制信号的数量），可选择eHSx64或eHSx128。

	J 机器模型求解器，包括永磁同步电机和感应电机配置以
及位置反馈设备(如分解器和编码器)。

	J 多个2D和3D求解器，可以从有限元分析或实验数据中以
表格形式导入机器特性。

	J 信号生成引擎(例如正弦波、脉冲宽度调制(PWM)和正弦
波PWM)，直接内置于FPGA设计中，用于生成开环或闭
环测试所需的控制信号。

	J 能够使用定制的测试场景和参数集在仿真过程中更改参
数，可以生成故障并自动执行测试，而无需重新加载或
重新编译模型。

结果
借助NI和OPAL-RT解决方案，您可以在FPGA上实现基于
模型的亚微秒电力电子和电机仿真，进行精准的MIL设计研
究，并将模型连接到基于FPGA的高性能I/O，从而开发高性
能的HIL测试系统。

借助模块化硬件和开放软件，您可以针对每个特定的应用
量身定制测试系统，同时在各个系统之间保持一致的测试
架构，还可在之后升级系统，以便于满足不断变化的测试
要求。该解决方案可帮助您在设计过程中尽早转变测试方
法，以便更快地发现问题，尽早优化性能，尽可能扩大测试
范围，同时缩短测试时间并降低测试总成本。

作者
NATE HOLMES
NI动力总成测试主管

NI合作伙伴(NI PART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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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ULINK®是MATHWORKS, INC的注册商标。SIMSCAPE™和ELECTRICAL™是THE 
MATHWORKS，INC.的商标。



SOLVE YOUR CHALLENGES WITH ALIARO FLEXIBLE 
AND MULTI FUNCTION MODULES FOR:
- AIO/DIO/PWM/FAULT INSERTION 

- RESISTOR EMULATION

- CAN/LIN/ETHERNET BUS SWITCHING

GLOBAL INTEGRATOR OF
FLEXIBLE AND USER FRIENDLY 

HARDWARE-IN-THE-LOOP TEST SYSTEMS

SALES@ALIARO.COM

AND DESKTOP FUNCTIONAL TESTERS

SOLVE YOUR CHALLENGES WITH ALIARO FLEXIBLE 
AND MULTI FUNCTION MODULES FOR:
- AIO/DIO/PWM/FAULT INSERTION 

- RESISTOR EMULATION

- CAN/LIN/ETHERNET BUS SWITCHING

GLOBAL INTEGRATOR OF
FLEXIBLE AND USER FRIENDLY 

HARDWARE-IN-THE-LOOP TEST SYSTEMS

SALES@ALIARO.COM

AND DESKTOP FUNCTIONAL TESTERS

SYSTEM INTEGRATION

Silver
Partner

43技术白皮书



Engineer
  Ambitiously.

US CORPORATE HEADQUARTERS 
11500 N MOPAC EXPWY, AUSTIN, TX 78759-3504

T:512 683 0100 
F:512 683 9300

INFO@NI.COM

ni.com/global – 全球办事处 
ni.com/automotive

©2020 NATIONAL INSTRUMENTS。版权所有NATIONAL INSTRUMENTS、NI、NI.COM、COMPACTRIO、ENGINEER 
AMBITIOUSLY、LABVIEW、MULTISIM、NI TESTSTAND和NI VERISTAND均为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ORATION的商
标。此处列出的其它产品和公司名称均为其各自公司的商标或商号。NI合作伙伴(NI PART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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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LAB®和SIMULINK®为MATHWORKS, INC.的注册商标ELECTRICAL™、POWERTRAIN BLOCKSET™、SIMSCAPE™和VEHICLE 
DYNAMICS BLOCKSET™均为THE MATHWORKS, INC.的商标。

注册商标LINUX ®的使用获得了LINUS TORVALDS专属授权商LMI的再授权，LINUS TORVALDS拥有LINUX®注册商标在全球范围内
的所有权。 36541

Arturo Vargas
NI汽车与交通运输解决方案市场工程师

mailto:info%40ni.com%20?subject=
http://ni.com/global
http://ni.com/automo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