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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灵活的测试，
应对任何变化和挑战

整个汽车行业瞬息万变。随着技术融合产生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确保
消费者的信任度也随着技术的迅速发展而提升。只有消费者与汽车，甚至
消费者与制造商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自动驾驶汽车才会越成功。消费者
的信任将成为一种决定性的优势，而在我们看来，测试不仅可以增强消费
者的信心，而且也可帮助您实现自动驾驶出行的愿景。因此，我们致力于为
您提供助力，将测试转化为战略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拥抱变化，并认识到变化正在不断增多且
速度越来越快。因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我们在制定产品的开发流
程时更要注重灵活性，才能快速地根据需求修改测试。您是否有信心，相信
自己的测试策略能够紧跟监管要求与区域化的变化步伐，并满足不断变化
的消费者期望？

让我们齐心协力，共筑成功。

CHAD CHESNEY
NI汽车与交通运输业务部	
副总裁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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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自动驾驶
竞争中稳操胜券？

如果您是一名从事自动驾驶汽车研发的汽车工程师，您见到的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可能出现在电影或电视节目里。您
可能还有印象，这种汽车通常是由车内技术或魔法驱动。如今，我们知道自动驾驶汽车已然成为现实，自动驾驶包含的
技术非常广泛，包括5G基础设施、云服务、高科技传感器，甚至涉及同样驾驶在路上的其他汽车。

为了提高车辆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汽车工程师一直以来都
致力于将更先进的技术应用到汽车中。但现在随着消费者
的期望不断提高，工程师们需要从远程信息处理、感知、决
策和通信等各个方面同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当然，要使这
些方面的技术在自动驾驶汽车内更好地融合，需要对各个
组件进行全面测试，不仅需要单独测试传感器、ECU等组件，
还需要测试这些组件集成后的系统。

如果是独立地测试汽车自动驾驶的每项技术，工程师可以非常自信地完成，
但如果将这些技术集成到汽车之后，所产生的变化是无法预料的，不仅变量
增加了，技术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导致测试困难重重。

任何系统故障都可能会导致伤亡，因此自动驾驶汽车技术
必须绝对安全可靠，这一方面没有捷径可走。我们需要对汽
车进行彻底、繁杂且全面的端到端测试。NI认为，只有端到
端测试才能让汽车工程师真正理解测试挑战的复杂性，帮
助他们从每个测试步骤中获取可付诸行动的见解，为后续

操作指明方向，并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广泛地复用测试用例，
从而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最终成功制造自动驾驶汽车。
理解测试的复杂性不仅意味着要认识到它的存在，还要真
正地接纳它，具体做法是从设计到生产、从仿真环境到真实
环境，都要执行组件级和系统级的端到端测试。汽车工程师
可以通过“三步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01 以终为始
假设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可靠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明
确其工作原理；及其对测试的重要性。自动驾驶这一目标揭
示了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陈旧的组织结构、艰难的技术
现状，以及企业要获胜，必须在自动驾驶的角逐中抢占第
一位的事实。每家汽车公司都认为，自己的决策会让公司在
自动驾驶的角逐中占据优势。比如现代(Hyundai)和安波福
(Aptiv)成立Motional等合资企业，或者由特定业务部门成
立独立公司，通过这样的组织重组，重点攻克自动驾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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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领域。每家汽车公司都会想方设法地利用新找到的突
破点取胜，而且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依赖测试来超越竞争
对手。

在《NI汽车测试》2020年第2季度期刊“基于模型的设计与
测试：正确的解决之道”一文中，我们指出：测试的目标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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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端到端测试过程视为由各个步骤构成
的一个链条，从构想概念开始，直至汽车上路后结束。以下
是该方法常见示例：

工程师需要… 目的…

在纯仿真环境中测试数学模型 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使用仿真输入，在软件实现中测试这些模型 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依次使用仿真的输入和采集到的输入，在硬件实现中
测试该软件

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依次使用仿真的数据、采集到的输入、复现的输入、错误
的输入和标准化的输入，测试该硬件

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先分别对各个硬件组件完成这些测试步骤，然后将这些
组件组合起来，进行系统级的测试

基于数据做出决策

听上去重复性很高？是的，我们操作过数百万次。我们会 
“驾驶”待测设备行驶数十亿英里（表1），从中捕获数据，
进而做出决策。

工程师们需要使用许多不同的工具来实现这种“驾驶” 
操作，如仿真、记录、重现、硬件在环测试、功能测试、集
成测试、分析、机器学习培训、数据中心管理等工具。仅

凭单个工具并无法执行所有这些类型的测试和数据管理，
因此无论是数据之间的关联，还是分散、不一致的工具
集成，都加剧了测试难度。以终为始，需要从端到端的角度
来看待整个测试过程。

02 建立联系
正如上面所述，端到端测试是一项挑战，仅凭单一的工具是
无法实现的。要解决这一问题，重点在于公司是否有能力将
所有阶段联系起来，这些阶段包括明确测试需求，对统计、
模型和仿真的效果进行评估，收集测试数据，分析和跟踪
结果，以及根据这些结果做出决策。必须从需求开始，再到
分析和决策，将各个环节全部联系起来。

目前每个测试阶段都有可用的工具，并且许多解决方案已
经开发完成，可助您实现自动驾驶的目标，但是工程师们
缺乏全球合作，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工具和解决方案。过去，
汽车公司将这些工具和协作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此
应对这一挑战。图2显示了供应链变化带来的这种趋势。
例如，0.5级供应商是介于零部件和整车厂的更高级别供
应商，不仅提供完整的动力总成，甚至要把整车的因素考
虑进去，以帮助整车厂和下级供应商更好地合作，高效地汽
车进行测试。这种演变旨在建立联系，解决端到端的测试
问题，多家公司都投资了该解决方案，以期在竞争中保持领
先地位。

另一种方法是跳出工具和供应商的框架，从整体上了解影
响自动驾驶竞争的大环境。NI建议大力投资于统一的端到
端测试架构（如图3所示），以应对汽车行业的端到端测试
挑战，将测试转化为自动驾驶角逐中的制胜优势。

基准故障率

统
计
问
题

自动驾驶汽车须行驶多少英里（年*）才能证明它可以 (A)	每1亿英里造成1.09人死亡？ (B)	每1亿英里造成77人受伤？ (C)	每1亿英里导致190起碰撞事
故数量？

(1)	无故障地行驶，以95%的置信度证明其故障率最
多为…

2.75亿英里	
（12.5年）

390万英里	
（2个月）

160万英里	
（1个月）

(2)	以95%的置信度证明其故障率不超过真实比率
的20%…

88亿英里	
（400年）

1.25亿英里	
（5.7年）

5100万英里	
（2.3年）

(3)	以95%的置信度和80%的把握度证明其故障率比
人类驾驶员的故障率低20%…

110亿英里	
（500年）

1.61亿英里	
（7.3年）

6500万英里	
（3年）

*	测试车队规模：100辆自动驾驶汽车（规模大于所有现有已知的车队）；平均测试时速：25英里/小时；测试强度：24小时/天，365天/年；我们评估的是完成相应里程需要的时间。

表

1 这些例子展示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行驶多少英里和多少年才能证明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兰德公司，2016年）。



2015年 2022年 2035年

3级	
材料制造商

1级 
系统制造商

0.5级 
软件供应商

2级 
零件制造商

汽车制造商
服务提供商

图02
为了使供应链满足市场的需求，0.5级供应商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旨在将开发和测试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上路测试HIL和系统测试开环测试纯仿真测试

单个测试平台

测试需求

数据和测试结果

图03
NI的端到端测试方法包括一个统一的测试架构，使工程师能够将测试视为一条完整的步骤链来执行。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知识和数据，有助于为后续步骤做
出最佳决策。

后置雷达 后置雷达

前置雷达 前置雷达

前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 环视摄像头

其他传感器

盲区显示器 ACC

ACC 交通拥堵辅助

LDW/LKA 泊车

泊车辅助 高速公路自动驾驶

AEB

ADAS初始阶段 ADAS/自动驾驶功能

图01
以前，汽车上一个传感器对应一个功能，但如今一个传感器具有多个功能，这使得测试需求呈指数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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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稳操胜券
要在自动驾驶竞争中取胜，公司通常不仅要投资到其汽车
的优化上，还要投资到道路基础设施、驾驶员、管理该行
业的规则和法规(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规则和法规尚完全
确定)，甚至是获胜所需的条件。所有这些投资选择所产生
的不确定性正在促使汽车工程师不懈地努力，联合投身于
这一事业的全球人才，定义业界测试、调整和交付这些车辆
的方式。

NI的端到端方法包括：

01 	建立工程师社区，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共同来不断丰富对自动驾驶
汽车的认知

02 	创建能够与各种工具交互的开放式端到端测试解决方案，使公司能
够利用已投资的技术和流程，提高竞争优势

03 	确保解决方案具有可持续性，为所有相关人员塑造汽车与交通运输
行业的未来提供长期保障

作者
ARTURO VARGAS
NI	ADAS测试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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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
降低ADAS摄像头成本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套件不仅给汽车行业带来了革命
性变革，还引入了全新的技术，但同时复杂程度和成本也大
幅提升。传感摄像头是ADAS的关键技术之一，对工艺和材
料变化特别敏感，在尝试降低成本时应尤需注意这一点。
虽然摄像头已经在汽车领域应用了很多年，但转用传感摄
像头后，由于只有计算机视觉算法才能识别这些摄像头的
视频流，摄像头的性能、质量和一致性就变得极为重要。
那么，如何确保每次都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呢？简单来说，
要使用大数据和边缘机器学习(ML)技术。

制造摄像头的关键阶段是，在摄像头模块校准和测试
(CMAT)操作期间，将镜头校准、聚焦并与成像器结合。在这
个过程中，镜头会被粘在外壳上，整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必须一次就成功。这时，大数据和边缘ML可发挥巨大
作用。大数据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将大量不同的数据
(通常为TB级)引入单个系统，然后利用强大的分析来找到解
决方案，解决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将所有数据集中到一个来
源的一个好处是，这可以在边缘部署强大的ML算法，并可
自动执行复杂的流程并改善其中的问题，无需经验丰富的
工程师干预。

利用边缘ML进行镜头评级
确定镜头及后期摄像头性能的关键指标之一是调制传输
函数(MTF)，这是衡量镜头在整个视场中对焦能力的指标。
您可以将其与模块/摄像头组装过程中的其他测试和组装
数据结合起来，然后使用大数据来训练一个ML模型，预
测哪些镜头可形成质量超高的摄像头。如此一来，您便能
够在开始组装之前筛选出会导致不良部件的镜头。预测结
果会转换为质量指标分数，并集成到Optimal+高级分析平
台中。您可以利用质量指标来定制供应商规格，从而降低镜
头成本、提高最终产量和质量，并降低废品率。

自适应制造：复杂决策自动化
开始制造之前，必须先确保一开始所使用的材料能够让组
件很大概率上成功生产出来，同时还需要优化流程，防止材
料因工艺和耗材的变化而报废。我们以CMAT中的打胶操作
为例。由于胶水干了以后会收缩，因此需要将镜头偏移，使
其最终的位置可保证最佳对焦，这个过程称为pre-comp。
由于胶水制造工艺的差异，不同批次胶水的pre-comp设
定值很可能不同。因此，您需要查看胶水固化（干燥）前
后的组装与测试数据，以确定每个环氧树脂批次的正确
pre-comp值。目前，此操作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工程师通过
手动分析来完成，每周需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您可以使
用Optimal Plus高级分析平台的Rules+功能，自动执行这
一决策过程，并将反馈信息直接发送给CMAT设备。在制造
过程中，系统会根据历史数据评估MTF值，在必要时将新
值发送给CMAT设备，以便调整pre-comp值。边缘ML算法
和Rules+功能可在不需要操作人员、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干
预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摄像头质量，同时将废品率降到
最低。



利用数据，
缔造非凡
大数据、I4.0和机器学习这些词已经
司空见惯，看似承诺很好，但实现起
来却困难重重。然而，通过将材料、
组装和测试数据汇集到单个平台中，
并搭载Rules+这样的集成反馈引擎，
这些承诺的优势便开始显现出来。
多家汽车工厂中现已验证和部署了
Optimal+高级分析平台，并已经看到
明显、积极的成效。

作者
PETER HODGINS
NI企业软件市场主管



采用通用的模
块化方法，改善
LV124/LV148 
ADAS测试

要满足ECU，特别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严格安全要求，汽车行业
需要不断创新，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ADAS	ECU测试挑战
ADAS ECU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测试才能确保其功能和安
全性。手动测试方法过于昂贵且速度缓慢，并且所提供的测试数据并不充分，且
操作人员的注意力有限，容易出错，因而风险较高。

LV124/LV148标准及其具体的OEM衍生标准都一直在不断的审查和更新中，每一
个新版本都会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测试部门和实验室只有使用灵活的设备，才能
根据快速变化的需求来修改测试。由于ECU需要为多个汽车网络提供支持，因此
测试系统必须能够进行扩展，才能满足LV123等标准或VW 80300等衍生标准所
规定的功率和电气要求。

RTStand	LV124：一个可扩展且可升级的
系统
WKS Informatik是NI的合作伙伴，专注于开发自动化测试系统，以消除验证中的
人为错误，减少ECU制造商的测试时间并降低相关成本。

RTStand LV124是一个全自动化系统，可根据LV124/LV148标准及其特定的OEM
衍生标准来测试产品的合规性。可扩展的硬件平台最多可达96个引脚，并可容纳
CAN、LIN和汽车以太网等总线。

LV124/LV148标准描述了不同的电气测试，这些测试模拟了汽车内部发生的各种
干扰类型，其中包括欠压（在寒冷的冬季）、极短的中断（因电缆断裂导致）、突
波和短路等。

挑战
自信地应对不断变化的LV124/
LV148标准，无需为了适应新的
要求而不断改变测试技术。

解决方案
使用可扩展的自动化解决方
案，满足LV124/LV148合规性和
OEM衍生标准要求，适用于任
何ECU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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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覆盖这些测试需要各种测试装置，但借助以下四个基于NI技术构建的核心
组件，您可以使用RTStand LV124执行所有电气测试。此外，通过添加ECU负载等
其他组件，还可以为各种ECU类型自定义系统。

核心组件
01  电子管分析仪，可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同时监测和记录所有ECU引脚和

电流。

02  超快中断器，可中断现场总线，如汽车以太网，以满足短暂中断要求。

03  RTStand SignalGeneration可以自动生成标准脉冲并定义其他自定义脉
冲。

04  RTStand支持测试自动化和第三方工具的集成，如用于残余总线仿真的
CANoe/CANape或现有客户软件模块。

优势
灵活性：RTStand LV124系统可满足LV124、LV148和OEM特定的衍生标准要求，并
通过TestStand和LabVIEW灵活创建测试序列。通过集成额外的ECU特定负载或仿
真单元，您可以扩展和升级系统，从而满足各种客户需求和新的ADAS ECU要求。

洞察力：与通常的测试系统不同，RTStand LV124可以通过显示所有引脚的电压
和电流波形来展示ECU的行为，而且时间上完全同步。您可以深入了解测试过程
中ECU的软件和硬件性能。

缩减成本：借助全自动化测试，大大减少通常在测试准备、执行、分析和记录上投
入的时间。此外，系统的通用性使其能够快速重新配置，以测试新版本和新一代
的ECU。使用RTStand LV124，客户的测试执行和分析时间减少了50%以上。

公司：
WKS	INFORMATIK	GMBH	
ULMER	STRASSE	8	
88212	RAVENSBURG	GERMANY

行业：
汽车/电子

应用领域：
合规测试

作者：
ANDREEA	SOLOMON	
WKS	INFORMATIK	GMBH	
业务发展部

RONALD	KAEMPF	
WKS	INFORMATIK	GMBH	
首席执行官

所使用的NI产品：
	J PXI
	J LabVIEW
	J Test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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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车载数据记录仪

为了准确识别和训练自动
驾驶汽车的ECU软件，原
始ADAS传感器数据至关
重要。因此在现场测试过
程中，汽车企业会使用众
多ADAS传感器来采集传
感器数据。这些传感器需
要较高的计算能力、较大
的数据存储空间，并且需
要在车辆重新上路前快速
拷贝数据，因此会占用大
量的资源。

客户需求
01	
在1 μs内同步记录所有传感器数据并
回放，以正确模拟测试驾驶。

02	
连接多种不同类型的I/O，包括摄像头、
雷达、激光雷达、IMU和车载网络。

03	
在最复杂的ADAS中以高带宽记录所
有原始传感器数据。

NI	+	HPE解决方案
01 
将各种ADAS传感器（摄像头、雷达、
激光雷达、IMU和超声波）的接口同
步到微秒级。

02 
利用与PXI系统无缝连接的NI或第三
方存储设备，以高达6 GB/s的速率传
输数万亿字节数据。

03 
灵活选择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硬件
模块化传感器来采集数据。

04 
借助HPE Edgeline EL8000，获得可
扩展的存储空间和高计算能力，方便
存储数据。

“HPE的Edgeline	EL8000经过体积、重量和
功率(SWaP)方面的优化，能够并行处理超高
清视频、激光雷达、雷达、车辆总线和传感器数
据，是ADAS测试和开发的理想平台。PXI平台是
HPE的理想之选，因为它具有亚微秒级的同步
能力、广泛的I/O支持、6	GB/s的数据速率和基
于FPGA的内嵌信号处理能力。”
Jason Nassar 
HPE高级产品经理



NI的优势

	J 利用灵活的PXI硬件，以高带宽采
集大量传感器数据。

	J 借助软件互联的模块化方法，使系
统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需求。

	J 利用相同的硬件进行录制和回放，
缩短部署时间，降低资金成本，节
约备件成本。

HPE的优势

	J 利用可抽取式驱动器托架，快速、轻松地将数据从记录仪传输到上传中心。
	J 以出色的记录速率和同步数据分析能力，在边缘发挥服务器的性能。
	J 利用硬件信任根、TPM 2.0和HPE BIOS ROM以及集成的Lights Out (iLO)平台

管理代码，确保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全面提供安全保障。
	J 提供完整的服务器数据、大容量的ECC内存和RAID存储，并利用iLO平台管理

持续监测系统运行状况。

NI	PXIE-8880	+	HPE	EDGELINE	EL8000
446	X	192	X	495	MM	+	432	X	213	X	221	MM

计
算
能
力

处理器和RAM HPE：Intel	Xeon	SP	24核6212U（2.4	GHz基带，3.9	GHz睿频）

Intel	Xeon	8核（2.3	GHz基带，3.4	GHz单核睿频）

DDR4	RAM HPE：1	TB；NI：标准8	GB，最大24	GB

存储容量 HPE：2U刀片/主板上为20TB，存储槽中为122TB（可热插拔）

USB端口 2个USB	3.0，4个USB	2.0；HPE：2个USB	3.0

AD
AS
	I/
O

最大数据速率 6	GB/s

同步 <1	µs

100/1000BASE-T1 每个模块4个端口

其他车载总线支持 CAN	LS/FT、CAN	HS/FD、LIN、FlexRay、汽车以太网

摄像头接口 FPD-Link、GMSL、USB、MIPI-CSI	2

支持雷达 通过车载总线提供

支持激光雷达 通过车载总线提供

支持超声波 通过车载总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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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感知和规划功能纳入
ADAS设计中
据估计，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预计能够预防超过三分之
一的乘用车事故。根据AAA交通安全基金会的报告，这些事
故的减少将可避免乘用车事故导致的37%伤害和29%死亡。
为了发挥ADAS的潜力，并确保实现相应的安全性，需要通
过仿真来证明汽车能够感知周围的世界，预测接下来可能
发生的事情，并做出相应的规划。

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ADAS当前的状况距离实现5级完全
自动驾驶汽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兰德公司有一份报告经
常被引用（见第5页表1），报告中指出，自动驾驶汽车需要
行驶数亿英里，有时甚至数千亿英里才能证明其在减少交
通事故伤亡方面的可靠性。

目前，大多数ADAS功能只能算1级或2级的范畴。即使要实
现3级的自动驾驶性（即汽车在满足某些操作条件时可以完
全自控），从技术层面来看也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飞跃。这需
要将物理测试和仿真结合起来，包括硬件在环、软件在环
和驾驶员在环测试。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堆栈的各个方面都
至关重要，需要具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员参与其中。

利用传感器和AI技术，攻克感
知和规划问题
传感器就像是ADAS的眼睛和耳朵，天气和复杂的驾驶条件
会使传感器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供应商们面临着艰难的
挑战，他们需要开发功能更强的传感器和传感系统，使其不

仅能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畅通的高速公路上正常工作，
还能在暴风雪中、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以及众多的“边缘
情况”下，稳定运行。 “边缘情况”包括那些不常发生但容
易导致事故的特殊场景。

ANSYS SCADE Vision由Hologram提供支持，可帮助识
别边缘情况，准确找到AI的弱点。在掌握边缘情况信息之
后，SCADE Vision可以触发更多的AI训练操作和新的测试
场景条件。

软件开发人员通常通过仿真来生成合成数据，从而更快速地
在各种运行设计域(ODD) 中训练AI。ODD是用于描述具有特
定环境、地理、时间、交通和/或道路特征的驾驶条件。定义
和识别ODD充满了挑战，因为ODD会影响测试、合规性和真
实世界的3级自动驾驶情况。汽车要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必须
由传感器感知这些条件，然后由软件对这些感知加以解析，
从而确定是否满足ODD要求。仿真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探知这
些ODD边缘情况。

OEM需要依靠其供应商提供各种传感器，但他们所产汽车
的安全性最终要由自己负责，因此OEM必须确保供应商已
经对这些技术进行了充分的验证和审核。供应商通常在组
件和封装级别进行仿真，以更好地了解各种传感技术的优
缺点，例如用于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的ANSYS SPEOS和用于
雷达的ANSYS HFSS。仿真的目标是改进每种传感技术，确
保各种技术可以结合使用，从而组成一个强大的传感器阵
列来应对所有边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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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SCANeR提供支持的ANSYS VRXPERIENCE驾驶仿真器是
ADAS开发的基础。它为ADAS开发团队提供了重现驾驶场景
的能力，并能根据各种目标和性能要求进行测试。ADAS开发
团队可以复制由高清地图和资料库生成的道路样貌、交通
状况、天气条件、车辆动态等，进而验证传感器和AI模块、
传感器系统、车辆模型和人机界面(HMI)。

对ADAS功能进行仿真
ADAS功能通过软件开发来实现。自定义汽车模型可以通过
FMI、C/C++、ANSYS Twin Builder或MathWorks Simulink®
软件连接到VRXPERIENCE。工程师们可以将车辆置于具有
特定条件的环境中（例如，在高速公路上，以一定的速度到
达交通堵塞处），并根据他们想要执行的场景和验证进行
快速修改。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使用不同级别和类型的
传感器来模拟场景，从而评估传感器感知、传感器融合和系
统操作。

VRXPERIENCE可以加快边缘情况探知和传感器仿真的速度。
以车前灯开发为例。夜间有很多难以检测到的边缘情况，所
以VRXPERIENCE配备了特定的模块来模拟光的物理状态。智
能照明可自动控制远光灯的开启时间或者通过自动调整来
减少眩光，这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便捷，但这其实需要汽
车的摄像头传感器对光线强度做出反应，照明是ADAS很重
要的一个部分。例如，车前灯设计的变化会显著影响摄像头
识别标志、路上车道和迎面车辆的能力。VRXPERIENCE可重
复修改传感器输入（如灯光变化），进而减少开发时间并降低
相关成本。

再举例来说，紧急制动是ADAS的功能之一。开发时，通常首
先要在MathWorks Simulink或ANSYS SCADE中将该功能
描述为一个模型，先测试其是否满足目标要求，之后再设计
模型的细节。随后在各种场景下通过软件在环和硬件在环
测试，对紧急制动功能的程序代码进行评估。

借助由SCANeR支持的ANSYS VRXPERIENCE驾驶仿真器，客
户可无缝测试模型，将模型与SCANeR连接，然后在模拟不
同的ODD边缘情况时，使用相同的车辆测试环境来连接软件
和/或硬件。简化工作流程后，不仅节省了时间，还使身处不
同地方的团队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可以更轻松地进行协作。

驾驶员在环测试规划
ADAS还需要考虑到驾驶员在车内的行为。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的研究表明，驾驶员的行为会根据
ADAS功能而改变。在对使用盲点监测或后方交叉交通警示
系统的司机进行调研时，约有25%的人表示，只依靠系统而
不需要用眼睛小心注意来来往往的车辆或行人，这种感觉
很不错。而在使用前方碰撞预警或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的车
主中，约25%的人也表示，在驾驶时能够做其他事情感觉非
常好。

基于SCANeR的ANSYS VRXPERIENCE驾驶仿真器与驾驶
员硬件仿真器接口相集成后，能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创造沉
浸式驾驶体验。VRXPERIENCE HMI模块可用于测试和验证
HMI的完整驾驶舱设计。由于采用了精细的手指跟踪系统，
无论是触摸屏还是开关，虚拟测试驾驶员都可以直接与虚
拟界面进行交互。系统在记录驾驶员的行为并显示驾驶和
资讯娱乐信息的同时，也会识别和解析驾驶员的行为，并自
动触发相应的HMI反应。

ADAS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实时地评估显示信息的相关性，实
现更安全的驾驶。由于VRXPERIENCE主要在虚拟原型上对
ADAS的设计进行评估，因而大幅减少设计的时间和成本。

打造与众不同的体验
虽然安全性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但HMI也可以作为OEM在
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的一个突破口。就像发动机的噪声
或关车门时的感觉会影响购车者的决定一样，人与车内自动
化系统的互动方式也已经成为车企打造品牌差异化优势的
一种手段。

OEM和供应商可以使用VRXPERIENCE，在整个开发
过程中评估不同的驾驶员和乘客体验。除了ADAS测试
之外，VRXPERIENCE还可以让用户在考虑到制造差异的情
况下，直观地了解组装和形状偏差对品质认知的影响。工
程师可以根据设计和制造数据（如材料、紧固件和容差），
了解并呈现品质认知受到的影响。他们可以模拟复杂的变
形效果，如拱起、弯曲和扭曲，从而确定问题形成的根本
原因。

ANSYS VRXPERIENCE SOUND模块提供了直观的声音图
形显示和一键放大控制功能，便于创建声音签名(sound 
signature)。用户还可以根据监听器面板设置心理声学测试，
获得声音真实感知的统计数据，然后使用基于时频分析的
工具对声音感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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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互助，共同实现技术与文
化转型
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发是当今最大的工程挑战之一，因为它
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影响着每个人的出行和生活方式 
(共享、私人或公共交通），因此在实现自动驾驶的征程中，
也许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工程师要合作互助。为了应对
这一挑战，初创公司和成熟的相关企业都采用仿真技术来
安全、高效地开展工作，并依靠测试技术来确保满足安全
性和效能要求。NI和ANSYS携手合作，将最先进的仿真技
术应用到从实验室测试到上路测试等各个测试阶段，同时
将各个阶段的数据、需求及测试结果关联起来。其中一个
例子就是ANSYS VRXPERIENCE可以与NI VeriStand和NI
硬件无缝集成，用于执行ADAS HIL测试。只有通过这样的
合作，我们才有望应对自动驾驶带来的挑战，协助测试工
程师攻克难关。

作者
GILLES GALLEE
ANSYS自动驾驶汽车仿真解决方案部	
技术顾问	

ASHISH NAIK
NI	ADAS/AD部	
高级业务开发经理	

SIMULINK®是MATHWORKS,	INC的注册商标。



雷达测试正在不断
变化。您还在沿用
旧的测试方法吗？

我们采访了NI汽车与交通运输事业部的Kitt Farrar和Vitali Anselm，聆听
他们在雷达测试方面的经验分享，讨论了我们至今的所想所感，以及提高
汽车安全性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ARTURO	VARGAS：咱们这个团队从事雷达测试领域大概有50年了吧。KITT，无论是航空航天还是汽车，你都可以对各
行各业的雷达测试如数家珍。而VITALI，你一直以来都在从事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雷达测试系统的设计工作。
那么，两位能否跟我们介绍下雷达测试工程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Vitali Anselm：最大挑战是要对测试的对象和方法有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公司刚
进入雷达市场那会儿，另外还要了解需要掌握哪些技术和满足哪些要求，才能使
雷达在市场上取得成功。

Kitt Farrar：随着雷达的复杂性和功能不断增加，校准和测试雷达的时间自然也
会增加，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些耗时、复杂的测试时，需要发挥创造力，而不是一味
地增加测试时间。

AV：您觉得业内雷达测试的主要限制是什么？

KF：以前，雷达测试使用的都是角反射器和延迟线测试法。这两种方法使得测试
限制重重。例如，使用角反射器无法改变雷达截面积(RCS)。虽然可以移动该反
射器，改变对象的距离，但却不能有效地进行参数测试。使用延迟线测试法时，
可以通过放大器和衰减器控制RCS，但不能改变对象距离，所以也受到了限制。
此外，在不增加测试时间的情况下，工程师们不仅要完成对象仿真测试，还要完成
射频测量，这也平添了不小的挑战。以前的误差要求是±1米，后来变成30厘米，
而现在更是要求亚厘米级的分辨率，那么在传统反射器和延迟线测试法存在诸多
限制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实现这样的精度，同时又测试射频性能呢？

AV：而且我们还必须持续、重复地达到这些精度范围，才能满足新车评估计划(NCAP)和ISO	26262等计划和标准的要
求。您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吗？

VA：我们需要解读这些法规和标准，了解测试的要求和含义。很多情况下需要使用
不同的工具协同工作，提供端到端的测试解决方案。例如，在进行NCAP测试时，
我们需要根据交通状况的仿真结果来定义测试场景。这时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
更改参数，执行测试以及管理测试结果。然后将这些工具相互连接，获得端到端
解决方案，并自信地满足测试标准，这也是我们在NI追求的目标。

ARTURO VARGAS
NI	ADAS测试负责人



19访谈

KF：关于可重复性，我了解到，测试开发人员首先利用高端
矢量网络分析仪和矢量信号发生器，在实验室里设计天线
和芯片。然后设计原型传感器，在停车场或屋顶上测试雷达
原型。对于回归型测试来说，这种测试根本无法重复执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雷达仿真器提供了一个可重复、可控制
的测试环境，从而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完成传感器的特
性分析后，便可在更逼真的应用场景中使用，比如在NCAP
规定的场景中“驾驶”。

AV：您已经为我们介绍了雷达测试在满足安全标准方面所面临的独特挑战。那么在自
动驾驶领域，雷达的前景如何？

KF：随着自动驾驶的发展，雷达不可或缺。每个ADAS传感
器都有各自的优势，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雷达，目
前我们尚不清楚是要利用现有的巨大带宽来实现高精度，
还是将其分开来避免雷达干扰。我们可能会使用更多较小
的亚千兆赫雷达传感器，在汽车周围形成场域。方法很多，
我相信我们未来肯定会使用更大的带宽，但关键在于如何
实现。

VA：我完全同意。雷达将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中，并通过
传感器融合与其他传感器相结合，当然，这涉及到算法，是
另一个测试话题。比如，对于自适应巡航控制(ACC)来说，
测试更加容易，因为目标仿真不需要很精细的分辨率和准
确度。只要仿真目标大致遵循轨迹运动，就可以测试ACC
算法。但是，如果要测试的是雷达的底层组件，目的是分析
特定参数的特性（如两个不同对象的可分离性），那么在进
行对象仿真时，肯定需要更高的分辨率和可重复性。



挑战
在安全的环境中执行具有代表性且可重复的真
实驾驶测试，弥补自动驾驶仿真测试与道路测
试之间的差距。

解决方案
构建一个测试环境，以执行模型在环、软件
在环、硬件在环、车辆在环和驾驶员在环测试，
并且该环境可配置且可扩展，能满足安全自动驾
驶的研究和商业测试用例要求。



客户成功案例

借助软件互联的方法，实现
安全且可重复的沉浸式CAV
测试

WMG的愿景是在具有代表性的真实条件下，采用“驾驶员”在环测试方法，测试或评估所有新的互联和自动驾驶汽车
(CAV)技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可扩展的软件互联核心平台，来为所有相关人员及其研究提供支持。

CAV的影响力
预计CAV会在以下五个基本方面为社会带来影响：

01 提高安全性
90%以上的碰撞事故中都有人为失误。从长远来看，CAV有
可能减少事故的发生。

02 减少拥堵
CAV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道路空间，改善拥堵的交通
环境。

03 提高工作效率
驾驶员平均每年驾驶235个小时。CAV可使驾驶员更高效地
安排自己的时间。

04 增加移动出行可能性
年轻人、残疾人和老年人将有更多机会通过CAV实现移动
出行。

05 降低成本
公交车运营成本中，约有40%来自驾驶员。如果将这些开销
直接还给乘客，那么出行成本将大幅降低。

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基本影响会导致用户对CAV的需求大
幅增加。目前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英国上路的新车30%
将达到SAE 3级或更高标准。

确保CAV安全、可靠
兰德公司2016年4月的一份报告指出，CAV需要行驶50亿英
里才能以95%的置信度证明比人类驾驶的安全度高20%。
这使得建模和仿真引起广泛关注，一跃成为验证这些系统
的第一选择。

为了使未来的汽车、技术和服务可靠、理想且可行，我们需
要确保在我们的测试计划、仿真和试验中采用最佳的设施
和设备。负责这些设施的员工不仅要掌握复杂的尖端技术，
解决不同人员在使用该技术上的各种问题，还要应对行业
和市场发展中的未知要求。

这就要求这些设施的核心必须保持最先进状态，并且易于
配置和升级，从而提高真实性、保真度和测试覆盖率。WMG
为此专门开发了一套经过精密调整且相互集成的工具链，可
以为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提供更安全的可重复测试。

智能汽车模拟器
WMG的智能车辆模拟器旨在提供一个创新平台，弥合传统
仿真测试、硬件在环(HIL)测试和基于道路的现场测试之间
的差距。

该仿真器提供了驶入式(drive-in)、驾驶员在环(DIL)和多轴
驱动(multiaxis driving)体验，因此称为“3xD”。其敏捷的
设置支持模型在环(MIL)、软件在环(SIL)和车辆在环(VIL)测
试，以及DIL和HIL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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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器提供了实时、安全、可控且可重复的物理环境，不仅能实现传感器和通信 
(包括5G毫米波）在环测试，还能实现驾驶员在环测试。

该模拟器适用于纯学理研究、合作研究和商业应用场景，吸引了自动驾驶汽车的
多方参与者，汽车制造商与供应商、运输和物流专家、初创企业、基础设施提供商、
立法者、监管者以及保险公司等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自2015年以来，WMG一直致力于开发沉浸式模拟器，并进行了多次升级。NI凭借其
软件互联方法，使WMG及其客户能够针对每种测试用例选择所需的技术和设置，
并在出现新要求时及时升级，NI在此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协同合作，改进仿真技术
在最新的系统升级中，WMG需要寻求领先供应商的帮助，以提升驾驶员在模拟器
内的真实感受。其三大目标是改善驾驶员的可视化能力，提高汽车模型的真实性，
并不断开发新的传感器和信号仿真技术，同时提供一种开放的方式，充分减少整
合这些工具所占用的时间和精力。

为了实现目标，三巨头齐聚，各自展开深入研究。rFpro专注研究环境可视化，IPG 
Automotive主要研发汽车模型和场景仿真，NI则致力于开发传感器和信号的仿
真技术、实时HIL，以及实现集成的软件互联方法。

三方鼎力合作，利用有限的资源，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向主要相关人员演示了
最新模拟器。得益于各方的开放合作、技术API，以及NI在概念验证上的支持，最
终我们成功实现了目标。

此外，我们还展示了先进的沉浸式可视化技术，真实的汽车动力学模型，针对
雷达、5G和GNSS的空口传感器仿真技术，以及控制机电转向盘的能力。

这些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更早地开展测试，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为
验证高度自动化的汽车的安全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公司：
WMG，华威大学	
COVENTRY, CV4 7AL, UNITED 
KINGDOM

行业：
汽车、ADAS和自动驾驶系统

应用领域：
确认

作者：
JAKES GROENEWALD	
WMG华威大学	
首席工程师

ASHISH NAIK 
NI ADAS/AD	
高级业务开发部

所使用的NI产品：
	J NI VeriStand 
	J PXI射频仪器
	J 汽车网络
	J USRP



ADAS Test Solutions

www.radsys.cn   Email：radsysinfo@radsys.cn

From Lab to Production Line

One stop ADAS test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Based on NI VRTS & software/hardware system, provide 24GHz or 77GHz  Radar lab test solutions.

Provide production line test equipment and services for both 24GHz and 77GHz Radar.

Provide forward camera injection and surround camera injection products and solutions.

Ultrasonic echo simulation system.

Combine real drive scenario, set up sensor fusion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system. Realize APA, 

AEB, ACC and other low or high speed scene-in-the-loop simulation and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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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 ADAS/AD传感器融合HIL
测试工作台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PXI的
可配置系统，可在实验室
环境中可靠、安全地测试
ADAS/AD功能。该系统将
传感器、ECU和ADAS/AD算
法结合起来，采用硬件在环
(HIL)测试方法，可针对不
同的雷达、摄像头、激光雷
达和超声波传感器进行测
试和配置，并且可连接到大
多数第三方建模和仿真软
硬件平台。另外，还可以部
署监管标准(NCAP)要求的
测试场景。

客户需求
01	
在可控环境中可靠地验证功能性ECU
硬件、ADAS/AD软件和传感器包的
性能。

02	
针对由多个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
和/或超声波传感器组成的不同传
感器包进行扩展，并与NI和/或其他
第三方HIL硬件平台连接。

03	
在进行驾驶测试之前，安全地实现
ADAS/AD子系统的回归和可重复性
测试。

KT解决方案
01 
将传感器测量与对象识别相结合，在
实验室进行可靠的ADAS/AD功能测
试。

02 
使用模块化架构，可根据不同的传感
器和传感器组合进行扩展，而且可连
接第三方软硬件仿真平台，进行开环
和闭环HIL测试。

03 
将ADAS/AD传感器、子系统、ECU、车
身和底盘部件连接起来，在实验室进
行组件测试和整车安全功能性能评
估，从而在驾驶测试前完成HIL、DIL
和VIL测试。

“CAERI的ADAS测试和认证工作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可扩展的
模块化Konrad系统是先进的传感器融合测试工作台，预计可将我们的
整体测试开发和部署时间缩短项目总时长的20%。借助Konrad	ADAS	
HIL测试工作台，我们能够快速、高效地部署各种测试协议，对ADAS功能
进行传感器级和模块级测试，从而达到认证和产品开发的目的。”	
Zhou Zhou 
CAERI副总经理



WE KNOW HOW TO TEST! 

Global Support & Deployment
Contact us at info@konrad-technologies.de

www.konrad-technologies.com

MULTI-ANGLE/OBJECT 
VEHICLE RADAR TEST SYSTEM

FULL FOV RADAR TEST 
SCALABLE FOR MULTIPLE OBJECTS 
BUILT-IN CONNECTIVITY TO HIL SYSTEMS 
CUSTOMIZABLE FOR TEST SCENARIOS
(SOTIF, EuroNCAP, etc)

MVRTS
FOR SENSOR FUSION HIL APPLICATIONS

Simultaneous RF measurements and object simulation for sensor functional test 

• Supports +/- 90 degrees of FOV (azimuth)
• Supports +/- 20 degrees of FOV (elevation)
• 1 degree movement resolution
• Minimum object range of 4 m
• Object cut in/out up to 30 mph (48kph)
• Scalable up to 6 independent objects
• Connectivity for V&V and HIL applications
• Compact Design  

High Precision Load/Unload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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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的优势

	J 利用模块化的可扩展验证测试工作台，使您的测试计划满
足未来需求。

	J 借助实验室内执行的回归和可重复性测试，减少开发时间
并降低相关成本。

	J 在进行驾驶测试之前，利用单一工作台验证组件、子系统和
系统级ADAS/AD性能，优化ADAS/AD功能。

	J 在安全且可控的环境中测试极端情况下的ADAS/AD功能。

主要规格

传感器数量 可配置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超声波传感器

HIL系统 NI	HIL或第三方系统

总线通信 空口、数据注入、参数测量和对象识别

可连接至	第三方仿真
工具

IPG	CarMaker、VI-CarRealTime、VIRES	Virtual	
Test	Drive、monoDrive

汽车组件仿真器 转向、刹车、定制

无线测试 V2X、GPS、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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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ADAS合作伙伴关系在
汽车领域的影响

我采访了监测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的常驻专家Ashish Naik，讨论了最近整个汽车供应链的行业合作浪潮将
对未来出行带来怎样的影响。

JEFF	PHILLIPS：多年前有关自动驾驶汽车的承诺，如今迟迟没有兑现，2020年也没
有迎来自动驾驶汽车的全面上市。为什么几年前您就认为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比预
想的要慢？

Ashish Naik：我们正处于该行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
比如，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汽车的设计方式，客户需求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而且由于整个行业的衰退，汽车
制造商也在不断缩减资金和资源，所有这些因素都减缓了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实验性原型车
的消息流出，很多人都在讨论高级别的主动安全性和自动驾
驶技术有望在2020年实现。大型OEM和1级企业推出了无人
出租车、自动货运等全新出行概念，但迟迟没有实现，企业
们都在进行重大的适应性变革。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汽车
供应链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我认为它只是加剧了行业的
现有问题，并没有导致新问题。

JP：最近有消息称几家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一些并不是传统的汽车公司。
例如，DAIMLER和NVIDIA合作，亚马逊(AMAZON)收购了ZOOX，沃尔沃(VOLVO)与
WAYMO合作。您从中有得到什么启示吗？

AN：移动出行的方式有很多，贯彻这一理念的解决方案也
不计其数，如无人出租车、自动货运、最后一公里解决方
案、共享出行、传统的消费者自持车辆等等。此外，各行各
业均想方设法从中获利，比如金融机构、大数据分析师、资
本投资科技公司、以及云服务和服务器公司。这就营造了一
个相互协作的温床，鼓励组织并行测试多种理论，在多个领
域小试牛刀，找到可满足未来需求的正确方法。一直以来，
我们看到不断有新方案提出，但最终却无疾而终，总体结果
喜忧参半。

JEFFREY PHILLIPS
NI汽车市场营销部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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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这听起来非常复杂，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多方之间的依赖关系，复杂变化的市
场环境。业界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程度和模糊性？

AN：作家John Maxwell有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我的观
点：“变化无可避免。但发展是可选择的。” 

各行各业，瞬息万变。行业应大胆地接受模糊性，而不是畏
缩在不确定性的阴影之下。需求和消费者期望的变化一直
都不可避免，但变化的速度已截然不同。汽车以前并没有
那么严重依赖于强大的软件，而这种巨大的转变已经颠覆
了整个开发流程。汽车企业正在全方位地开展变革来应对
这一问题。在欧洲，博世(Bosch)和大众集团(VW Group)已
经宣布建立以软件为中心的卓越中心，基于平台提供相关
功能，通过打造灵活性和模块化，实现高效率和敏捷性；这
也是我们在整个测试中一直倡导的理念。很期待这种转变
会如何继续推动企业以统一的方式与客户合作。

JP：在实现更安全汽车的路上，各种有趣、全新的技术蓬勃发展，但公共安全问题也接
踵而至。有一点很明确，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需要汽车公司，我们作为消费者都将
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立法（在多个层面）问题也仍然悬而未决。您认为消费者和立法
人员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AN：这是个好问题。关键是我们要把它视为整体，而不是
孤立来看。许多制造商都承诺实现自动驾驶技术，但如果立
法、监管、保险和模型周期未被所有机构正确接受，那么它
们可能会成为该技术推向市场的潜在障碍。我们需要共同努
力。政府、保险组织等这一领域的机构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
性，这让我备受鼓舞。例如，在我的国家英国，政府已经宣
布就自动驾驶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展开公众咨询，以此确保监
管方做好必要准备，在2021年春季之前引入这项技术。

JP：汽车行业正在贯彻已故篮球运动员“黑曼巴”科比·布莱恩特的精神：“压力、挑战等
一切消极的因素都是我崛起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迎接挑战吧。

ASHISH NAIK
NI	ADAS/AD部高级业务开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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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 monoDrive HIL：增强
测试保真度

如果对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都执行实际道路测试，无论是从规模、成本、质量，还是覆盖率来看，代价都非常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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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纯仿真方法不
能提供许多测试场景所需的真实性，而且可能无法实时运行（见图1）。硬件在环(HIL)解决方案可以弥补仿真和道路测
试之间的差距，实现更高的测试保真度。

NI和NI合作伙伴monoDrive开发了一种基于HIL的全新解决方案，不仅提高了仿真质量，还减轻了对道路测试的依赖。测试工
程师现在可以在一个完全虚拟的环境中，以完整的覆盖率来仿真验证汽车的感知、规划和控制能力。

MonoDrive是激光雷达、雷达、摄像头、RPM、GPS和惯性测量单元传感器等实时高保真仿真领域的龙头企业。借助
monoDrive平台，您可以通过智能驾驶模型、CUDA工具包和C++生成测试场景，获得实时传感器仿真性能。NI与monoDrive
合作研发了先进的传感器仿真技术和这种复合式HIL解决方案，该方案已获得主要OEM和1级供应商的青睐，并提供
Python、LabVIEW和机器人操作系统客户端。

NI	+	monoDrive解决方案
NI和monoDrive解决方案包括：monoDrive模拟器；场景创建工具；采用NVIDIA 
RTX GPU运行客户端的高性能PC集群；NI PXIe-8880嵌入式控制器；CAN、千兆
多媒体串行链路2 (GMSL 2)或FPD-Link III汽车以太网卡；以及ECU。

如图2所示，monoDrive主控器在NI Linux Real-Time上硬实时运行汽车受控
模型。传感器模拟器是在搭载NI Linux Real-Time的Windows 10操作系统上
运行，并且时钟与monoDrive主控机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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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姿。

初始车辆（又名“自主车辆”）位姿记录到PXI Express系统中，使ECU了解车辆的
起始坐标和参数。安装的摄像头可以直接通过高清监视器或通过场景数据库的
直接注入路径，来获取汽车图像输入。PXI Express系统将这些场景转换为适当
的电信号，供ECU进行处理。ECU返回节气门/转向/制动信息，反馈到monoDrive
仿真器中。

NI	+	MONODRIVE的优势

	J 提高量产汽车ADAS/AV功能的安
全性。

	J 缩短行人检测、防撞、车道保持和
交通拥堵辅助等全新创新型感知
功能的上市时间。

	J 通过进行更多的仿真测试并减少 
“杂合车”道路测试，显著降低验证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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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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测试谱（©WMG，华威大学，2018年）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汽车
电子控制单元	
(ADAS/AV	EDU)

NI PXI

Multifunction

FPD-Link/GMSL

CAN

LIN

千兆以太网

monoDrive	RT

monoDrive传感器模型
高清摄像头
3D景深摄像头
语义摄像头

77	GHz	FMCW雷达
Ground	Truth雷达

超声波
激光雷达

语义激光雷达
PhysX或CarSim	IMU

GPS
碰撞检测器
占用网格
RPM
全景状态

图02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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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传感器生产测试
雷达传感器是重要的ADAS
和自动驾驶汽车组件，不
管是雷达对象仿真测试，
还是射频性能测试，都需
要创新的测试方法。除了
准确度、可重复性和可扩
展的集成外，雷达生产测
试量还需要有效地控制生
产环境的成本和空间。

客户需求
01	
适用于量产，可自动化，具有较短的
周期，占用空间少。

02	
在同一测试系统中高精度测量与校准
DUT方位角和仰角运动。

03	
干净的消声环境 和小型DUT 运 动
单元，可保证 测量 质 量的稳 定和可
重 复性。

Noffz	+	NI解决
方案
01 
垂直设计可节省高达70%的占用空
间，并兼容手动和自动DUT测试系统
输入。

02 
借助无噪声的消声室和小型DUT的运
动，最大限度抑制反射信号，高效进
行分析。

03 
双轴DUT运动可用于对象检测和识
别，专为垂直紧凑型天线测试范围
(CATR)解决方案而设计。

NOFFZ的优势

	J 与NI车载雷达测试系统(VRTS)相
集成，雷达对象仿真频率范围为76 
GHz至81 GHz，带宽为4 GHz，适用
于单一或多角度偏离对象。

	J 先进的测试系统，提供最佳的环
境条件和质量、功能、准确度和成
本效益，并具有灵活性和模块化
特性。

	J 灵活的模块化生产线终端
测试解决方案，包括针对环境测试
的试运转/筛查解决方案集成。

“借助NI	VRTS，我们实现了软
硬件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也
满足了最新雷达测试系统中客
户的生产和验证需求。”
Markus Solbach 
Noffz销售与市场营销部，管理合伙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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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特
性

DUT/RTS设置 定向光束或CATR设计

内部DUT处理 自动化方法

外部DUT处理 手动处理或者借助机器人或拾放技术实现全自动	

频率范围 76-81	GHz/24	GHz（可根据要求支持其他频率）

雷达对象 单个对象或多个角度偏离的对象

雷达对象定义 可变距离，功率电平(RCS)和对象速度

对象仿真器带宽 最高5	GHz

测量轴 方位角和仰角

轴运动 两轴最大±90度

运动准确度 <0.001度的位置可重复性

射
频
测
量

频域分析 EIRP，占用带宽，线性调频线性度

时域分析 线性调频功率，功率随时间的变化

线性调频分析 线性调频的速率、长度和速率偏差

进一步测量 辐射模式，噪声，频谱占用率，波束宽度

机
械
/功
率

外壳尺寸 800	x	1500	x	2700	mm（宽x深x高）

设置 雷达传感器和对象模拟器之间的垂直/距离为1.0-2.5	m	(CATR)，适用于远场距离>2.5	m的情况



32 访谈

车联网(V2X)的投
资正在迅速增长

我们采访了S.E.A.的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Gerd Schmitz博士，希望了解
为什么在经过了近20年的探索后，才最终实现V2X。

JAMIE	SMITH：5G是当前的大趋势，代表着新一代
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那么，5G将对汽车带来怎样的
影响？

Dr.Gerd Schmitz：5G将缩小移动通
信和直接通信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
城市地区，可以良好地覆盖5G网络。
这将改善车辆、交通信号和行人之间
的局部信息分布，以及更远距离的基
础设施信息通信，如交通信息和高清
地图，从而更好地引导车流量。

在带宽允许的情况下，车辆之间的高
级直接双向通信（协作V2X）将成为
可能。

JS：S.E.A.是NI合作伙伴联盟金牌成员，有30年的工
程服务经验，如今已成为V2X测试解决方案的龙头企
业。S.E.A.如何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创新市场中占据
主导地位，您能分享一下吗？

GS：25年来，S.E.A.主要为汽车行业
制造测试系统，用于测试电子控制单
元(ECU)等电子设备和其他机电系统。
我们还设计了通信系统，并为卫星、
汽车遥控钥匙和无线通信芯片开发了
通信IP。

车联网(V2X)通信是将这两个领域的
专业技术结合起来的好机会。我们
在汽车和通信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以此作为基础，对V2X标准进行了
研究，并积极加入了V2X社区。这些
经验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了解
决方案。

JS：V2X通信是汽车行业的重要技术趋势之一。您能描
述一下V2X，以及它的作用吗？

GS：显而易见，V2X是指收集道路交
通各个方面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分
享给所有人。V2X使用无线标准在车
辆和其他对象之间发送信息。传感技
术关注的是某个物理特征，与之不同
的是，V2X是在一个节点上获取信息，
然后将其分发给其他所有节点。这是
一种与众不同的提高道路安全性的
方法。

V2X可以帮助驾驶员获知被“盲角”
遮挡的物体，或者因天气或其他车辆
阻隔而难以分辨的急刹车车辆。它还
能获悉体量较小的对象的位置，包括
摩托车或行人，最终达到避免碰撞的
目的。

JS：自动驾驶汽车(AV)是否会使用V2X？

GS：会，V2X非常重要，它可以提供
另一层信息和冗余，增强和确认传感
器 (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提供的
信息。

V2X支持AV之间协商或沟通意图。典
型的例子是在十字路口，两辆或多辆
汽车同时抵达。目前，我们会与对方
进行眼神交流，并向对方挥手示意先
走。AV将用V2X通信取代手势。

JAMIE SMITH
研究、设计和原型验证总监，NI汽车与
交通运输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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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GENYGERD SCHMITZ
S.E.A.	
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

JS：V2X有哪些最新发展？

GS：各个地区，特别是中国，最近都
决定广泛部署V2X。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倡的是汽车工作组
制定的V2X标准。

虽然中国已经选定了标准，但美国的
行业佼佼者仍在蜂窝V2X (C-V2X)和
专用短程通信(DSRC)两个标准之间
犹豫不决。作为IEEE标准，DSRC基于
Wi-Fi技术。但DSRC仍在完善，并将
包含在802.11bd中。C-V2X是3GPP标
准，监管移动通信和5G。8月发布的
3GPP R16采用了5G新空口标准，并
增加了车辆排队和改进错误检查的
功能。

JS：开发和部署V2X面临着哪些挑战？

GS：V2X十分复杂，其核心需求与移
动通信类似。每个节点都需要遵守
相同的车辆通信标准，否则将无法
工作。系统需要在一个通信环境中
实时交互，而这个环境会随着节点
进入和离开相应范围而不断变化。

当车辆在使用不同消息和设施层的区
域之间移动时，我们还需要提供互操
作性。中国的V2X消息与欧洲或美国
的消息不同。随着标准的发展，我们
还需要制定一个向后兼容的计划。较
新的汽车必须能与使用旧版标准的旧
车进行通信。

JS：测试和测量行业如何实现V2X？你们如何与NI合
作？

GS：S.E.A.基于NI的硬件和软件建立
系统已有30余年。我们将在NI工具
方面的获得经验应用于V2X中。由于
NI硬件和软件功能强大，而且我们对
V2X十分了解，并熟练掌握NI工具，因
此很快就建立了系统。

V2X芯片提供商、汽车供应商、汽车
制造商和基础设施提供商都在使用我
们的系统。我们目前正在合作测试整
个V2X产业链，其中包括射频测量、
组件合规性测试、完整的V2X系统评
估等。完整的系统需要协调和同步
V2X、GNSS和车辆通信。它们可以模
拟数百辆或数千辆汽车与单个节点通
信，并进行扩展以满足不同的要求。
由于我们选择了软件无线电(SDR)架
构，因此可以修改系统的行为，从而
满足不断变化的标准或特定的终端客
户要求。

通过合作，S.E.A.和NI相互启发，提供
了独特的V2X测试功能，其开发速度
超过任何一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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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测试的 
ISO 26262工具链
自动驾驶汽车(AV)行业普遍将实现安全性视为首要任务，包
括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安全性。正因为如此，许多行
业参与者已经将功能安全和ISO 26262标准相结合。

ISO 26262实现的核心是对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进行评估，
包括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HARA)，并解答了以下问题：

	J 可能出现哪些危险事件？
	J 可能造成的损害或伤害有多严重？
	J 暴露程度（事件发生的概率）如何？
	J 事件发生时，情况的可控性如何？

ISO 26262涵盖了与系统相关且对安全至关重要的电子/电气
(E/E)故障内容（详情请访问lhpes.com）。此外，ISO 26262
只是提高AV安全性的第一步。该标准可满足L0-L2级和部分
L3级自动驾驶水平（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测试。传感器和控
制装置可以按照设计良好运行，然而，如果传感器未正确解
读环境条件，或者人类操作员干预并以某种方式误导车辆，
那么在其指导下的AV仍然可能表现出不安全的行为。

此类情况就要求制定相应的预期功能安全性(SOTIF)标准。
最初的设想是将该标准纳入ISO 26262，但SOTIF自行演变
成了一套新标准——ISO/PAS 21448。对于L3-L5级（全自动
化）自动驾驶水平，ISO 26262和SOTIF有助于确定和制定低
风险方法。

因此，在从设计到测试的整个工作流程（有时也称为V图）
中，都必须满足ISO 26262和SOTIF的要求。

设计
汽车设计应遵循“设计保障安全”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可
以在早期设计阶段评估任何导致危害的缺陷。

在设计过程中，清楚地定义要达到的功能要求，并充分分
析所需最终部件的特性。ISO 26262中包含了大量的建议和
准则，因此，道路车辆上嵌入的系统将以适当的严谨度进行
设计，从而达到预期应用要求。

LHP Engineering Solutions聘请了经过ISO 26262认证的专
业人员，提供差距分析和建议行动计划。例如，某家公司觉得
自己在软件开发方面存在差距。LHP向该公司展示了如何根
据ISO 26262部署模块化软件架构、单元测试和变更管理。

此外，LHP还向客户展示如何使用基于模型的设计(MBD)，帮
助他们对软件进行建模，执行仿真测试，并使用AUTOSAR
实现汽车ECU的软件架构标准化。

验证和确认
验证和确认可以通过模拟各种场景、实验室测试（如硬件在
环(HIL)测试）和道路测试来完成。验证(Verificatio)阶段旨
在证明设计的可行性，并处理所有可能出现的已知/不安全
情况。确认(Validation)阶段则旨在证明系统足够强大，能
够处理未知/不安全的情况，降低非预期行为的残余风险，
从而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一般来说，确认计划是为了确定某种程度的风险水平是可
以接受的或合理的（例如，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为十亿分之
一）。系统及其组件（如传感器、决策算法和执行器等）需

http://lhp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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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进行验证，从而确认是否能达到规
定的风险水平。

比如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的确认。我们可以在受控环境中模
拟驾驶场景，设置各种参数，如道路特征（例如，转弯、十字
路口、路面状况）、环境条件和速度。

通过分析算法及其决策路径，确定系统对实际触发因素作
出不恰当反应的敏感性。如果发现车道偏离系统对错误假
象（例如，铺路材料类型的变化）很敏感，可能要加入更多
此类场景和/或延长测试时间，从而提高系统的置信度，并
降低出现意外行为的风险。AV中有数百万行代码，因此对
于安全关键型环境来说，建立自动化测试系统和流程至关
重要。

为了对系统进行物理测试，并纳入回归和潜在依赖性故障
的检测，测试系统在车辆上路之前可不断减少“未知场景/
风险”。

工作流程
为了保留对软件和客户端托管版本的控制力，LHP部署了应
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该流程提供了从设计到测试的强大
工作流程，确保了功能的安全。

LHP已经为此工作流程设计了一个工具链。该工具链采用插
件式架构，配备先进的工具，如用于需求管理的Jama产品，
用于仿真的ANSYS产品和用于测试的NI产品（如图01所示）。

NI提供的方法是开发标准化测试系统和执行功能安全性测
试的理想选择。LabVIEW、TestStand和PXI已经广泛应用于

各种物理实验室测试中，包括HIL。LHP还与NI合作伙伴联盟
的成员合作，进一步加强为ADAS测试和仿真提供的服务。

要查看这些工具的实际应用，请
登录lhpes.com/webinar/iso-26262-tool-integration，
观看网络研讨会。

作者
STEVE NEEMEH
LHP	SOFTWARE	SOLUTIONS总裁

TONY VENTO
LHP顾问

NI LabVIEW 
和TestStand 
测试计划管理和
配置

ANSYS
设计架构、安全性分

析和需求开发

Jama软件 
需求	

管理和配置
Rest  
API

Rest  
API

AUTOSAR

		车辆	
验证

危害分析	
								与风险							
												评估

批量生产/维护项目	
定义

				安全要求功能	
		安全概念

	技术	
				安全概念

					需求				
测试

		单元	
测试

	安全	
				要求

实现/代码

图01
LHP功能安全工具链包括可满足需求的Jama、用于仿真的ANSYS和用于测试的NI。

http://lhpes.com/webinar/iso-26262-tool-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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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1400/RR1478/RAND_RR14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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