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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联结者 
从未如此 
意义非凡
成为专家联结者必须秉承整体利益高于自身利益的理念。
为了应对疫情、行业衰退和社会不平等等挑战，联结者这一
角色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身为普通人，我们必须与社区紧
密相连。身为领导者，我们必须与团队保持更深、更人性化
的联系。身为技术专家，我们必须与同行保持联系，并利用
自身优势应对主动安全、交通工具电气化和V2X连接方面
的复杂挑战。

我们已经看到，在最近的行业合作与协作中，联结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将会一直持续下去。NI也
通过收购Optimal+，积极推动与行业翘楚Amazon和
ANSYS的合作。所有这些合作的初衷都源自于我们将
测试转变为竞争优势，助您克服挑战，加速实现未来
智慧交通的热切期望。

让我们一起Engineer Ambitiously。

CHAD CHESNEY
NI汽车与交通运输业务部 

副总裁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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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ADAS和自动驾驶方面的数
据挑战

几年前被认为指日可待的自动驾驶汽车，却远超许多人的预想，成为当今全球的一大挑战。在实现自动驾驶的过程中，
一个主要难题是测试覆盖范围：我们如何知道进行多少测试才能足以确保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无虞？兰德公司2016年的
早期判断认为，我们需要驾驶数十亿英里才能证明自动驾驶汽车像人一样安全，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里程的多样性远
比行驶的里程数要重要得多。

里程很重要
为了实现这一里程多样性目标以及测试所需的里程数，各公司都致力于在自动驾驶(AD)软件和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所
有开发阶段实施稳健的流程。例如，在不同开发阶段，测试可能会有所不同，可能需要具备进行成千上万次并行仿真的能力才
能快速获得结果。高效的测试系统还必须拥有适当的工具来存储和分析数千万亿字节的驾驶日志，并提供集成且互联的工作
流程，方便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开发人员和工程师进行协作。因此，出色的协作开发平台必须能够最高数千个支持图形处理
单元(GPU)的使用，以满足模型训练的需求，而且也必须能够支持使用多达数以百万计的中央处理单元(CPU)，以满足功能处理
和验证的需求。而且，随着项目的不断发展，组织不断追求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TCO)，满足这些要求所需的成本还必须能够
按预期有效地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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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里程数内进行一系列综合性
测试评估，可确保自动驾驶汽车(AV)
能够随时应对全球各地可能会遇到的
复杂场景。撰写本文之时，业界仍在努
力定义这些场景，但可以确定的是，他
们需要对规划和决策算法进行全面的
训练，也需要训练感知算法，从而可以
正确地告知汽车周围的状况。

这些感知算法通常是机器学习算法，
需要不断用真实数据进行训练和
测试，这样才能确保在任何环境条件
下都能正确识别周围情况。

ADAS/AD的数据
挑战
在我们开发测试集和采集真实数据的
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有些方面
我们一无所知。因此，要创建一套全
面的真实场景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我

们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虽然可以使
用综合仿真方法，但实际驾驶对于确
认与验证始终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通
常通过在不同环境中驾驶汽车来确定
新的场景，并在驾驶过程中记录数据，
这样在遇到新场景时就可以使用这些
真实的传感器数据来训练算法。高质
量的数据捕获系统可为我们提供宝贵
的数据，让我们深入了解汽车“看到”
的场景，从而让我们能够全面训练AD

软件，确保其在未来做出正确决策。

但是要记录所有传感器产生的数据，
知易行难。汽车配置通常包括多个高
清摄像头以及多个雷达和激光雷达。
这些传感器会生成大量数据，必须以
超高速率(通常超过6 GBps)采集、同
步和存储这些数据。此外，试驾一次
通常会持续数个小时，以便在给定的
时间段内采集尽可能多的独特场景
数据。为了有效地从真实的试验车辆
采集大量同步复杂数据，我们需要的
数据记录平台必须能够针对不同数据

存储、访问机制和功耗要求进行超快
速且经济高效的扩展。

记录大量汽车的车载数据是一项综合
性的挑战，爆发式增长的数据正在迫
使组织反思其整个数据策略。

在稳步进入千万亿字节时代的过程中，数据的
捕获、存储、管理和使用必须更加智能化。

如果ADAS/AD开发项目的业务和技术
要求不断变化并且用于开发平台的
解决方案需要能够随业务发展灵活
调整，则情况会更加复杂。

此外，如果数据记录系统还必须支
持汽车改进功能和增强功能的持续
部署，那么未来需求将变得令人难以
捉摸。由于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未来
需求的不可预测性，开发ADAS/AD功
能的公司正在快速采用将边缘计算
和云服务相结合的最新平台，比如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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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了测试适当的里程数，我们通常需要使用云服务和边缘计算，在ADAS/AD验证阶段可持续地记录和回放真实数据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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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边缘计算和
云服务，应对数
据挑战
如上所述，ADAS和AD开发工作流程
需要试验车辆的驾驶日志数据。驾
驶日志数据是使用数据记录系统捕
获的，该系统将会格式化并同步测试
车辆内的原始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
(IMU)和CAN总线数据，供测试和开
发之用。数据记录系统通常使用可移
动存储介质并连接到AWS Snowball 

Edge或AWS Snowcone等边缘计算
设备，也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些边缘
计算设备。这些设备作为AWS产品提
供，并具有内置安全、计算和存储(8到
80 TB)功能以及直接交付给AWS的端
到端物流，用于将数据接入到Amazon

简单存储服务(Amazon S3)。

TB级AWS Snow系列设备提供了一种
安全、经济高效并且便捷的方法，在
道路测试期间，可在不使用网络的情
况下将数据从测试车辆记录仪移动到
AWS。在某些应用场景中，当测试车辆

需要高数据吞吐量(高达50 Gbps)或
存在空间和功耗限制时，Snow系列设
备可能并不是理想选择；这时建议在
数据记录仪中使用可移动存储介质。
我们看到有些客户利用Amazon Direct 

Connect将其试验车辆数据接入到智
能车库或数据中央节点，从而以更低
成本、更低延迟和更高安全性实现与
AWS的高带宽专用网络连接。而在需
要进一步探索试验车辆时，就转而采
用数据记录仪+可移动存储介质的
组合。有些客户还利用车辆内的蜂窝
链路，以无线方式获取这些试验车的
驾驶日志数据和遥测数据片段。第7页
AWS提供的示意图就展示了其中一种
架构模式。

数据进入AWS后，开发人员、研究人员、数据科
学家、验证工程师和其他团队可以进一步进行
处理、分析和可视化，以便针对其特定需求快速
轻松地匹配到驾驶日志中的场景。

其他使用驾驶日志数据的同步开发
活动还包括需要日志回放的大规模
仿真或用于开发和验证目的的综合
性仿真。这些活动均是基于混合架构
进行硬件在环(HIL)验证。数据管道能
够以每秒万亿字节或每秒千万亿字节

(PBps)的速率从存储系统中输入/输
出数据，这意味着需要高度可扩展的
存储子系统。正因为如此，许多公司开
始采用或升级为AWS。

下一个数据
挑战：数据回放
在ADAS/AD开发过程中，记录、分
析和存储适当数据只是初始挑战。
下一个挑战是使用这些数据训
练和测试嵌入式软件。为了验证
ADAS/AD软件，必须进行传感器数据
回放和HIL测试。如果有一套用于同
步数据回放和高保真环境仿真的通
用工具链，就能够显著扩展测试覆盖
范围，而且不会大幅增加资本支出。
此外，采用一个通用框架来托管大型
传感器数据存储库、支持AWS的整个
虚拟环境、将数据流式传输到HIL系
统(如NI HIL系统)以及执行回放和HIL

测试，将能够以最经济高效的方式实
现最大测试覆盖范围。	

如果不能将数据记录和回放有效地

热存储 HIL测
试台数据采集 存储 ECU

全球数据移动

数据存储和搜索
数据注释
语义分割

真实/虚拟转换

复制站
(Copy 

Station)

交付驱
动器

基本数据注释
设备管理

系统运行状况监测

远程数据回放
算法训练
算法测试

MIL/SIL测试

高带宽

企业数据管理
和操作 远程数据使用

图02
数据记录系统、边缘计算和云服务配合工作，在整个ADAS/AD验证过程中提供从传感器到ECU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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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起来，就无法达到期望的测试覆
盖范围目标。我们还需要监控关键的
性能指标，包括成本、开发时间和可
扩展性。因此，NI坚信行业翘楚之间的
合作才是通往自动驾驶汽车的最佳
途径。

能与AWS这样的行业翘楚合作，我们倍感自豪，
他们为成功测试AV提供了综合性的端到端解
决方案。

NI正在与AWS合作，将Snow设备与NI

记录仪、	copy stations、HIL测试台和下
游进一步分析所需的其他工具结合
使用。这样，NI客户便可灵活地确定他
们理想的验证解决方案。

作者
BRYAN BEREZDIVIN
WW行业主管， 
自动驾驶汽车部门 
AMAZON WEB SERVICES

NICK KEEL
首席产品经理， 
NI ADAS验证部门



08 技术白皮书

通过基于模型的工程方法，将设
计与测试流程集为一体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设计和测试团队之间的交互合作一直
是导致摩擦和效率低下的一个因素。NI和MathWorks认识到
了这一点，并积极展开协作，通过基于模型的工程方法改善
设计与测试的衔接。我们计划通过数字线程将设计和测试
团队联结在一起，从而加快开发过程，增加设计和测试迭代
机会并在开发过程中的更早阶段开展测试。

这其中存在的困难包括：

	� 针对实时执行调整算法	—	在运行测试软件的实时控制
器上导入并使用模型之前，一般必须先在开发计算机上
运行的设计软件中对模型进行编译。

	� 确定与设计模型进行交互的最佳方式。

	� 检测代码以获取有意义的结果。

	� 访问硬件或实验室。

我们以设计工程师Dan和测试工程师Tessa的工作为例。Dan

需要编写混合动力电动汽车(HEV)系统的控制算法。他的时
间都花在MathWorks MATLAB®和Simulink®软件编程上，对实
时部署了解不多。他目前需要添加一个新的传感器输入，因
而正在努力更新控制器代码。

Dan将他的设计交给Tessa(“各司其事”)，但两人的协作并
不多。Tessa使用硬件在环(HIL)测试方法和工具对ECU控制
软件和I/O进行测试。她的工作重点是操作NI硬件和软件测
试系统，但不怎么了解控制算法实现。她目前的任务是测试
Dan刚完成的新型HEV控制系统。由于缺乏集成工具，Tessa

无法轻松地让Dan的新算法在测试系统中运行。

Dan和Tessa的这种互动情形是不是似曾相识？上述例子
清楚地展现了设计和测试团队之间无法有效协作的常见
场景。

我们的许多客户都面临着因设计和测试团队之间的这些障
碍而产生的类似问题：

	� 团队之间交流而不协作(“各司其事”)

	� 版本兼容性	

	� 工作流程的文档说明不详细或未记录在案	

	� 设计工具和测试工具之间的平台问题(Windows/Linux、桌
面/实时操作系统、32位/64位、编译器差异)

这些挑战使得组织无法采用业界一流的方法来实现全覆盖
测试的目标。

减少测试可能会存在着隐藏成本和风险(返工成本、现场
发现的导致问责的问题、产品召回、品牌形象和市场份额
影响)，因此大多数工程师都希望进行尽可能多的测试。
但由于时间(计划)、成本(预算)和人才(专业知识)等资源
有限，因此，在超过特定节点后，便无法再投入更多资源来
解决某个问题，也无法再进行更多测试。因此，该目标只能
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彻底改变测试方法和流程，通过提高
效率来应对当前存在的诸多限制。这种转变能力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竞争优势，因为它旨在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以及在计划执行期间有效提高质量和
性能。

通过基于模型的工程方法将设计和测试集为一体，这是提
高设计和测试效率的一种根本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可产生
更深层次的影响。利用这种方法，可在开发过程的较早阶段
进行测试(从道路到实验室以及从实验室到桌面)，从而让工程
师能够更早发现错误，更快地调试算法，并更快地迭代设计/
测试周期。



系统子系统组件

数字线程
使用场景、测试场景、模型、代码和数据

架构 原型 部署 软件测试 物理测试 维护

设计 测试 操作/维持

子系统系统 组件 实现

设计要求 测试需求

图01
通过公共数字线程将设计和测试团队联结在一起，这样可以提高开发效率。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
Simulink模型

在PXI实时控制器上执行VeriStand模型

Simulink VeriStand PXI

模型集成

图02
MathWorks Simulink和NI VeriStand之间的模型集成是将设计和测试工作流程集为一体的关键。

图03
这一集成工作流程示例将设计模型与测试模型融合，并提供可互操作的工具，使得整个开发过程得以实现快速迭代，从而快速修复漏洞或优化性能。

主机 实时CPU FPGA
(视需要使用)

I/O 被测设备 
(DUT)模拟

数字
PWM
通信

旋转变压器
编码器

电源
故障插入

其他

第1阶段：设计研究

第2阶段：在MIL测试中实时执行模型

第3阶段：在HIL测试中集成待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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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这种数字线程，也就是为团队沟通建立一种通用的
语言，首先应使工具链之间可互操作。

团队需要一个支持双向信息沟通的转换层，该转换层可减少
返工、故障分析和重新部署。我们意识到模型是在设计和测
试工作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方法，因此MathWorks和NI正在
就此展开合作。

模型中包含丰富的信息。它们描述了系统行为，并为构建测
试场景和量化测试需求提供依据。如果将用于设计的同一
个模型集成到测试中，便可使用通用平台来评估性能并模
拟/仿真待测设备和组件周围的环境。这样，测试团队将能够
从由于使用不同工具而带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并可与设
计人员戮力同心。	

在团队之间建立数字线程并使用模型作为主要沟通方式可
提高开发效率。这种方式采用专为合作而开发的可互操作
工具，将设计和测试工作流程集为一体。此解决方案可帮助
Dan和Tessa更紧密地合作，更频繁地进行测试，并让其组织
获得竞争优势。

MathWorks和NI已经改善了Simulink和VeriStand之间的兼
容性。我们现在有lock-step版本(例如与VeriStand R2020兼容
的MATLAB R2020a版本)。双方正在为进一步的改进而展开
合作，例如将目前许多手动执行的联合工作流程自动化，以
及提供对更深模型层次信号和参数的访问。

如需了解详情，可访问mathworks.com和ni.com上，查看关
于双方合作的更多文章。同时我们很希望了解您在连接
MathWorks设计工具和NI测试工具方面的经验和需求，这可
帮助我们持续改进工作流程，并针对您的具体项目需求量
身定制开发路线图。	

作者
PAUL BARNARD
MATHWORKS市场策略顾问

NATE HOLMES
NI电动汽车验证部门首席产品经理

MATLAB®和SIMULINK®为MATHWORKS, INC.的注册商标注册商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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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 Vehicle Simulation with Simulink® 

• Provides fully assembled conventional and electrified 
powertrain vehicle models

• Includes component library for engines, motors, 
transmissions, batteries, brakes, tires, drivers, and controllers

• Offers dynamometer model for virtual engine or motor testing
• Enables full model customization to develop  

and test your specific system
• Supports performance and fuel economy analyses, design 

tradeoffs, sensitivity studies, and calibration 
• Supports desktop simulation and  

hardware-in-the-loop (HIL) testing

• Includes component library for propulsion, steering, 
suspension, vehicle bodies, trailers, brakes, tires, drivers, 
controllers, and sensors

• Offers Kinematics & Compliance (K&C) model for virtual 
suspension testing

• Supports chassis controls development, and ride and 
handling assessment

• Connects to Unreal Engine® for simulating  
with detailed 3D environment

• Enables customization of pre-built models  
and Unreal Engine scenes to test your specific system

• Supports desktop simulation and  
hardware-in-the-loop (HIL) testing 

Powertrain Blockset™
Model and simulate automotive powertrain systems

Vehicle Dynamics Blockset™
Model and simulate vehicle dynamics in a virtual 3D environ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mathworks.com
© 2020 The MathWorks, Inc.



“与YEA和NI的协作帮助我们缩短了产品上市
时间，取得的成效如此显著，以至于俄罗斯其
他公司也在考虑将HIL测试纳入其流程。”
Nikolay Mezentsev
NAMI智能汽车部门主管

挑战
在俄罗斯首开先河地建立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
测试实验室，以便使用硬件在环(HIL)测试方法分别
或综合测试ADAS ECU、雷达、摄像头和ADAS功能，而
且不仅能在实验室，还能在路上进行自动驾驶汽车
测试。

解决方案
将NI合作伙伴YEA Engineering的专业知识与NI的工具
链融合在一起，设计、构建和部署俄罗斯的首个ADAS

闭环HIL系统，使中央汽车和汽车发动机科学研究所
(NAMI)及其供应商和客户在受控实验室环境中测试
其ADAS功能，有效减少用于实际驾驶测试的时间和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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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HIL解决方案构
建ADAS测试实验室
NAMI于100多年前创立，是俄罗斯的先进汽车研发中心。公司的服务已经从电子
和机械组件的设计和测试扩展到软件和整车的开发。NAMI拥有卓越的汽车开发
能力，一个最新的案例是AURUS豪华轿车，这款轿车最初是政府专供，最后向公众
推出。

根据全球所有汽车制造商的经验，设计和制造汽车需要许多工程资源和深厚的专
业知识。无论是电子设计，还是测试算法的仿真场景创建，将ADAS功能推向市场的
过程非常复杂且要求苛刻。公司内部员工并不一定具备这种专业知识，因此，协作
对于此类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从2014年开始，NAMI开始探索在AURUS中整合ADAS

和自动驾驶汽车功能，到目前为止，该研究所已成功开发了多种安全功能，例如自
适应巡航控制(ACC)和自动紧急制动(AEB)。NAMI现在正在致力于实现下一组自动
驾驶功能，其中需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来共同实现所有ADAS安全目标。

2020年，NAMI与NI合作伙伴YEA Engineering展开合作，打造了俄罗斯首款用于测
试的ADAS闭环HIL系统：

	� 基于HIL方法的NAMI ADAS ECU

	� 具有主动对象仿真功能的汽车雷达	

	� 带光学投影的摄像头功能

	� ADAS传感器融合

此外，NAMI安装的系统具有可扩展性，可以添加汽车激光雷达环境仿真系统和
GLONASS/GPS信号仿真器，不仅能够满足当前需求，而且也让NAMI为适应未来的
自动驾驶测试要求打下基础。



YEA ENGINEERING

AUTOMOTIVE SOLUTIONS

ADAS-HIL Platform

Hardware-in-the-loop system
for ADAS ECUs

Automotive RADAR Target 
Simulation System

Camera Optical 
Projection System

Automotive LiDAR Environment 
Simulation System

(+374-60) 51-97-10
info@yeae.am
www.yeae.am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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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NAMI而言，产品上市时间明显缩短，其中涉及从NAMI ADAS ECU的创建、编程
和验证到测试计划的制定这一整个过程，而且测试计划还涵盖了无法通过道路测
试创建的标准和拐角场景。这增强了NAMI对AURUS中ADAS功能可靠性的信心。

YEA Engineering的ADAS闭环HIL测试系统结合了NI的商业现成组件，而且还可以根
据NAMI的需求灵活定制解决方案，使NAMI在未来不仅可以在实验室，也可以在路
上对自动驾驶汽车进行测试。

除了汽车开发之外，NAMI还与俄罗斯所有主要OEM和一级供应商密切合作，开展
各种汽车行业活动，包括标准化和认证以及汽车测试和改进中心的运营，并致力
于促进汽车发展。对于这些活动，在行业参与者、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之间建立
正确的联系越来越重要，因为这决定着企业是否能够实现产品上市时间目标，以
及企业是领先于人还是屈居人后。

公司：
FSUE «NAMI» 
莫斯科

行业：
汽车，研究

应用领域：
ADAS验证

作者：
NIKOLAY MEZENTSEV， 
部门主管， 
NAMI智能汽车部门

VIGEN HOVHANNISYAN， 
业务发展经理，YEA ENGINEERING

所使用的NI产品：

	� 汽车通信

	� NI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 NI射频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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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最新测试创新成果和高级
产品分析技术，加速数字化转型	
我们采访了OptimalPlus	(O+)电子业务部前总经理兼NI企业软件解决方案现任副总裁	
Uzi Baruch。

NI交通运输生产测试部高级总监KEVIN 

LAPHAM：您好，UZI。感谢您的到来，并欢迎您

加入NI大家庭！我们很高兴将产品生命周期分

析引入我们的平台，感谢OPTIMALPLUS助力

NI的发展。您能否介绍一下O+的发展历史？

Uzi Baruch：大多数行业都迫切需要
在制造中整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在
这种背景下，O+应运而生。我们起步
于半导体领域，因为我们的创始人已
经在这个行业驰骋多年，而且我们意
识到，其他垂直行业(例如汽车和电子
产品)也需要这种类型的产品。由于汽
车和电子产品行业比半导体行业更
加多样化，因此这会带来新的挑战，
但同时，我们也有机会依托深厚的基
础开发一套新技术，从而向市场推出
真正独一无二的产品。从一开始，我
们的信念就是让客户在降低产品成本
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现在，通过与NI

合作，我们将能够扩展我们的产品范
围并拓展到新市场，将NI在设计和测
试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我们的大批量制
造解决方案整合，从而提供完整的产
品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KL：你们能从半导体市场成功转到电子和汽车

等其他市场，真是太有意思了。O+平台有哪些

优势促成了这一转变？

UB：这可归结于我们一个明显的与众
不同之处	—	我们不仅对测试数据进
行分析，而且对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包
括从设计和验证数据到组件和消耗品
再到使用数据以及其间的所有数据进
行分析。这可以让我们的客户真正地
全面了解他们的制造和设计过程。我
们拥有一些关键技术，例如统一数据
模型和Rules+，这些技术可让客户从
这样的平台中获得他们所需的一切。
这两种技术都能让我们为客户部署一
些真正独特的功能，例如自适应制造，
从而缩短工厂采取行动的时间。凭借
Rules+，我们可以将边缘机器学习算
法直接部署到工厂中，从而将这些算
法融入到制造过程中。此外，这也有助
于大规模提高质量，同时降低废品率
以及提高效率，从而帮助我们的客户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KL：也就是说，您们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采集

并分析数据，还能实现边缘侧的自动化。您能举

几个例子向客户证明这一点吗？

UB：自开始涉足汽车和电子行业
以来，多年来，我们已经成功进行了许
多部署。通过与这些客户紧密合作，
我们能够将我们在汽车和电子制造数
据领域的专业知识与他们在流程方
面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从而为他们提

供可付诸行动的见解。例如，我们已
经能够为汽车摄像头部署自适应制
造解决方案，尤其是镜头的对准。从
本质上讲，我们已经能够使复杂的分
析和决策过程自动化，而在以前，这
样的过程需要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每周
花费大量时间，并且需要较长的反馈
周期。通过将此解决方案部署到边缘，
我们将反馈时间从几天缩短到了数
小时，同时降低了废品率并提高了效
率和质量。

只是从数据中获取有用的信息还远远
不够；还必须以有意义且快速的方式
采取相应的行动。之前为了支持这些
客户的特定功能和使用场景，我们建
立了一些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合作关
系不仅帮助改善了我们的产品，也为
我们的合作伙伴创造了更多价值。

KL：客户是只需要使用O+工具，还是需要与其

他标准工具和平台集成？

UB：我们采用开放式平台的理念，利
用该理念，我们能够与客户当前使用
的任何工具、系统或平台集成。这意
味着我们的客户不必更换其现有的工
具和基础设施。无论是BI工具、MES、
云平台、ERP、ML平台还是其他工具，
他们都可以通过API和其他合作伙伴



提供的集成服务，与我们的平台轻松
集成。因此，如果客户现有的是BI工具
(如PowerBI或Tableau)，他们可以继续
使用这些工具，同时也可以使用O+

平台(如Rules+)，从而将所有数据汇集
在一处，这将使他们受益匪浅。如果真
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O+实际上会使
现有工具更强大，因为它可自动执行
并简化数据的采集和准备工作，为后
期的大量分析奠定基础，同时也可让
客户根据分析结果在边缘侧采取相应
的措施。我们的使命就是让客户能够
更轻松地采用我们的平台。

KL：下面我们深入地谈一谈生命周期分析

需求。为什么这对ADAS/AD开发和验证客户

很重要？

UB：ADAS/AD电子产品中成千上万的
精密器件是由很多不同供应商生产
并装配到汽车中，而且这些供应商可
能拥有多个不同的工厂，从而导致关
键信息零散不整，难以进行分析。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并确保简化复杂性，
需要将数据集中在一起进行处理和
准备，从而基于大数据得出关键的重
要信息。

生命周期分析是一种全面的解决
方案，可在器件开发或使用过程中实
时检测制造问题，从而提高安全性和
可靠性，最终提高汽车的质量。提高
质量的代价可能会很高昂，但使用生
命周期分析解决方案可以降低废品
率并提高整体设备效率(OEE)，从而帮
助降低这些关键系统的成本。此外，
我们的客户在进一步进入自动驾驶
市场的过程中，安全性是他们的一个
重要关注点。具体来说，我们的客户
需要可预测和可重复的流程，该流程
应与使用中的数据相关联，从而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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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车载系统均以最佳性能运行，进
而让最终客户对这些产品拥有十足
的信心。

UB：如果您不介意，我想从另一个角
度问几个问题。	对于促进行业内的数
字化转型，您如何看待O+和NI平台的
集成？

KL：测试数据只是告诉您生产中是否出了

问题；但是，要了解出现问题的原因，您需要查

看装配、产品和供应链信息。NI有一个出色的工

具用来管理测试数据和执行，有助于了解问题

是什么。而结合O+，我们可以知道问题的原因

以及解决的方法。NI的这一工具使得NI客户可

以使用NI旧版产品访问一系列测试管理资源，

而O+平台具有强大的高级分析功能和操作，两

者相结合，为与测试和制造数据分析提供了一

站式解决方案。

UB：也就是说，核心思想是“整体大于
部分之和”。基于这一思想，NI后续会
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这一理念？

KL：通过收购O+，NI拥有了独特优势，通过将

我们在测试操作方面的领导地位与先进的企

业产品分析相结合，可帮助客户加快其数字

化转型计划。这反过来将使组织能够将设计、

测试、装配、测量与真实设备的使用中数据结

合起来，帮助加快技术的上市速度并降低测试

成本。此外，NI的全球足迹和多样化的客户群

体将帮助O+更快地扩展，并提供大数据和机器

学习能力，从而更快地改善我们客户的OEE、保

修索赔和废品率等指标。

为了帮助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正在将
O+的功能与NI产品相集成，从而为NI
的生产测试和验证测试客户创造额
外价值。例如，我们已经在NI的技术
数据管理串流(TDMS)数据格式和O+

统一数据管理(UDM)之间实现了紧密
集成，简化了数据管道并让我们能够
更快地进行部署。

我们的想法是，希望将设计和验证测
试中的所有数据与使用中的生产数
据联系起来，使汽车产品的生产过程
更简单、更高效，同时提高质量和安
全性。这就是NI与O+在市场上可以真
正产生重大影响的方面！



WE KNOW HOW T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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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konrad-technologies.com

ADAS/AD SENSOR FUSION HIL 
TEST WORKBENCH

Quickly Validate ADAS/AD Performance.
Customize for Sensor Combinations.
Reduce Test Drive Miles.

OPTIMIZE IN-LAB TESTS
FOR ADAS AND AUTONOMOUS DRIVING

Additional Options: Lidar Simulator, Ultrasonic Sensor Simulator, SIL, VIL, V2X, and more

2 objects Front Radar Simulator (1 to 4 GHz BW)
1 object Side Radar Simulator (1 to 4 GHz BW)
HIL system with Drive Simulation Software
Brake Simulator
Steering Simulator
Camera Sumulator
Drive Simulator
Control Terminal

•
•
•
•
•
•
•
•



联结产业、政府和研发之力，	
提高汽车安全性

我们的团队与NI中国合作伙伴瑞地测控的首席执行官郑凯(Zheng Kai)进行了交谈，讨论了瑞地测控在制定毫米波雷达
测试标准中的作用，该标准最近在中国汽车行业发布。

NI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务部区域市场经理唐

晓城：毫米波雷达目前在中国汽车工业中的地

位如何？

郑凯：毫米波雷达在中国市场正在飞
速发展，尤其是77 GHz雷达，它已逐渐
成为行业的主流。随着汽车安全标准
的不断提高，毫米波雷达的市场份额
将会提升，对更高效的可扩展测试的
需求将会随之提升。

XT：瑞地测控如何帮助中国的企业提升雷达测

试的效率和可扩展性？

ZK：我们积极参与行业活动，最近，我
们帮助制定了T/CAAMTB 15-2020，这
是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项测

试标准，其中规定了毫米波雷达的测
试条件、性能、发射器和电气特性。

XT：该标准对雷达测试有哪些确切影响？

ZK：在发布该标准之前，必须先从
ADAS研发团队、组件制造商、模块设
计团队等收集通用要求和产品规格
信息，然后再制定有效且可重复的测
试计划。这个碎片化过程根本无法
扩展，并且限制了我们测试毫米波雷
达的能力，无法满足行业的需求。随着
该标准的发布，我们促进了测试和认
证机制的整合，并建立了一种有效且
可扩展的测试方法，可推动自动驾驶
技术的快速发展。

XT：瑞地测控在此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ZK：瑞地测控担任领导角色，并与清
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开展合作，将
制定T/CAAMTB 15-2020标准的团队
召集在一起。作为团队的一员，瑞地
测控是整个标准的主要定义者和编
写者，我们确保该标准在由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发布之前，已由业界同行进
行了详尽的专业评审和验证。

XT：测试技术是由NI负责吗？

ZK：没错。瑞地测控采用了NI的车载雷
达测试系统(VRTS)和软件来执行和记
录测试，验证结果，并保证测试方法
从实验室到生产的可扩展性。我们发

郑凯
瑞地测控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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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传统测试设备很难针对不同的产
品进行部署，并且不同开发阶段的设
备复用需要多项投资，这会增加成本
压力。而且，不同仪器对用户有不同的
要求，这会提高系统的复杂性。利用NI	
VRTS，我们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并扩大
规模，从而使该标准适用于不同用户
的不同测试阶段。

XT：除了正确的技术外，我猜想使用正确的方

法将所有各方联结在一起并取得共同成果的过

程中应该也碰到了许多独特的挑战吧。从这些

克服困难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经历中，您和瑞地

测控学到了什么？

ZK：瑞地测控深知测试对于汽车未来
的重要性。测试方法的标准化是业界
的共同需求，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制定毫米波雷达测试标准的想法一经
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现在，许
多汽车制造商、组件供应商和行业协
会都认可该标准的重要性，并一致认
识到该标准对于克服当前行业挑战
的重要性。一个关键因素是通过我们
在业界的声誉将所有这些人联结在了
一起。多年来，瑞地测控与国内汽车制
造商和新兴的本地汽车公司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目前，我们正在帮助
中国一汽、亚太机电、城泰科技、新星
电子等许多公司测试其雷达。这让瑞
地测控增强了信心，使我们能够有效
地引领大家共同努力，满足参与者的
需求，并最终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创造价值。

21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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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测试多个领域？
正如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样，现代汽车也是整体大于其各
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在不久的将来推出自动驾驶零排放
汽车——这一承诺虽然令人兴奋，但却充满了巨大的测试
挑战。所有这些部分必须以各种组合成功地一起测试，才能
实现这种整体的优势。这时就需要一个关键的环节登场：基
于多域硬件在环(HIL)解决方案的系统集成测试。

HIL是汽车验证领域由来已久的测试方法。通过使用仿真和
模型，工程师可以快速迭代设计。HIL测试必须在各种组件级
别下进行，才能完全验证整车设计。例如，如图01所示，在检
查座椅时，将使用子组件HIL测试来验证ECU的功能，同时验
证ECU与不同负载的交互(不论是实际负载还是仿真负载)。
系统级HIL测试可能会将多个电机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
体来测试座椅，然后多域HIL可能会结合信息娱乐系统来测
试座椅的功能，后者也可用于控制座椅的某些功能。然后，
必须对座椅的调整、触觉反馈、加热、冷却以及信息娱乐输
入和显示的协调功能进行测试，才能确保汽车操作的安全
可靠。这是多域HIL解决方案的目的所在。

随着车辆系统越来越多地使用复杂的电子、智能和互连系
统为车辆乘员提供先进的安全和舒适功能，使用多域HIL解
决方案进行系统集成测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当
系统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行为，而
这些行为是在组件或子系统级别进行孤立测试时无法识
别的。例如，多域测试可以揭示出汽车电池意外消耗会如何
影响其他电子产品的性能，或多个数据密集型系统(如ADAS

和动力总成)一起运行时消耗的大量网络资源如何导致系
统运行变慢。甚至可以揭示一些物理问题，譬如ECU之间的
接地问题会导致非预期值的出现。使用多域HIL解决方案在
设计过程的早期阶段(甚至在准备原型车进行测试之前)发
现此类问题有助于工程师节省宝贵的时间，降低与解决所
确定的问题有关的成本，并避免可能因传统测试无法发现
的错误导致代价高昂的产品召回。意识到多域HIL解决方案
所具有的巨大竞争优势，各个组织已经开始部署这些解决
方案，如图02所示。

遗憾的是，认识到多域HIL测试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成
功实现。由于庞大的规模和复杂性，正确配置和设置这些
系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幸运的是，NI及其合作伙伴提
供的工具可帮助组织在验证过程中成功整合多域HIL测试，
例如NI合作伙伴Aliaro提供的工具具有一些独特的功能，如
图03所示。

灵活的开放式方法
大多数成功的制造商和供应商都认识到测试的重要性，并
已对各种验证工具和HIL解决方案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
这方面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将这些工具链、测试案例和模型无
缝集成到一个系统中。例如，应用可能包括Python的测试执
行以及测试系统，其中包含dSPACE和NI硬件、CANoe软件以
及与ASAM XIL相关的组件，它们一起集成到多域HIL解决方
案中。NI的模块化硬件和开放软件使这种集成成为可能。PXI

提供各种模块，客户可以使用这些模块来扩展其当前测试
能力，通过向系统中添加新的ECU来满足不同的系统集成测
试需求。VeriStand支持在HIL测试系统中添加新模型和现有
模型。遵守ASAM、AUTOSAR和FMI这些标准可确保未来要求
发生变化时，客户可以纳入其他供应商的产品。

测试复用
选择模块化的开放平台后，当测试从组件级别扩展到系统
级别乃至整车系统测试时，可以复用硬件和软件。Aliaro专
门通过开发独立的子系统单元来支持这一功能，这些子系
统单元可以单独使用以验证某个ECU的功能，也可以整合
到系统级或多域机架中。通过添加具有控制器的主机架以
跨多个域进行集成，可以实现从系统级到多域仿真的过渡。
同样，在向系统中引入新的车辆域和机架时，可以合并系统
定义文件，从而使系统在未来多年内都具有出色的灵活性
和可扩展性。



车身 动力总成信息娱乐
系统

骨架 高电压底盘 
主动安全

主机

PSU 12V
PSU 48V PSU 1500V

2个中央实时控制器(车身+骨架)

图02
在NI合作伙伴Aliaro提供的这个整车仿真器系统中，每个机架代表一个由两个实时控制器驱动的车辆系统。

硬件更换 具有三个子系统单元 
和一个PXI的系统HIL

拆除一个子系统单元即可实现单
独的子系统HIL，以及具有三个子

系统的系统HIL

具有一个子系统单元 
和一个PXI的子系统HIL

软件更换 具有预先配置的系统定义文件
并在PXI控制器上运行VeriStand

的系统HIL

具有预先配置的系统定义文件、
更少I/O并在PXI控制器上运行

VeriStand的系统HIL

具有预先配置的系统定义文件的
系统HIL，用于运行子系统HIL并

在PXI控制器上运行VeriStand

图03
借助适合每个ECU的独立式子系统单元和预先配置的系统定义文件，模块化的硬件和软件方法可以轻松实现跨级别扩展。

同时验证两个系统的功能， 
例如座椅和信息娱乐系统。测试侧重于 

系统的集成测试，而非单个组件功能的测试。

验证一系列组件的功能，例如整个座椅 
(电机、加热装置、重量传感器等)。

验证单个组件的功能，例如座椅电机。

多域系统子系统

图01
此图展示了从子系统到多域测试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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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03所示，Aliaro提供的这些灵活的模块化子系统单元可
连接不同的ECU(真实、仿真或通过残余总线)及其相关的软
件组件，在子系统级别和系统级别HIL测试之间轻松转换和复
用组件。这极大地简化了测试系统，可帮助公司节省时间和
金钱。

可扩展且可重配置的 
解决方案
整车测试意味着这些HIL系统需要扩展到高通道数，多个
ECU之间具有成千上万个信号路径也不足为奇。此外，设计
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快速重新配置这些复杂多通道系统
的能力决定了最终结果是有效验证还是无尽的麻烦。Aliaro 

Configurator软件(如图04所示)提供了一个拖放式界面来快速
配置系统。只需单击几下按钮即可重新匹配信号，从而轻松
快速地适应新要求并添加新的ECU。

根据设计/原型的可用性，客户还可能会不断在真实和仿真
的ECU和负载之间进行切换。因此，通过简化的ECU切换来
激活和停用节点或残余总线仿真的能力是另一项重要的系
统功能。

整车的全自动功能测试
对于验证整车并避免各系统协同工作时出现意外行为，以
不同的组合对汽车域进行测试变得越来越重要。利用HIL测
试执行此验证可在设计周期的较早阶段进行测试，因此可以
在需要完整的原型车之前进行调整。NI和Aliaro解决方案支持
复用、扩展和灵活性，可更轻松地实现向多域测试的过渡。	

作者
MIKAEL BEDEMO
ALIARO首席执行官

SELENE VAN DER WALT
市场营销专员 

NI车身、底盘和动力总成解决方案部门

TestStand
收到已使用软件配置好的硬

件系统

xMove配置器
修改信号类型和创建别名

系统定义文件为可用硬件模块

HIL系统

图04
Aliaro Configurator软件可减少系统重新配置期间的停机时间，并可快速更新多个通道，这在维护多域HIL系统时通常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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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数字化转型的灵活测试和
分析
measX和NI的集成解决方案以数字化方式将员工、流程和技术联结起来，有助于减少浪费、
降低风险并提升价值。

汽车行业正在经历复兴，以支持创建更加绿色环保且更安
全的世界。无论是资深OEM还是初创企业都在大力投资，
以期将颠覆性技术推向市场。他们正在充分利用电动汽车
(EV)、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连接和共享出行模型的新
研发成果。因此，公司若想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在
工程上追求更精简、更自动化的研发运营。将这些颠覆性技
术推向市场需要巨额投资，随着新参与者的涌入，行业翘
楚认识到他们需要协同合作而不是独自竞争，行业参与者
正在通过合资企业和其他策略在宏观上加强协作。在微观
层面，组织正在致力于更快地制造更好的产品，根据分析师
的报告，工程部门之间也存在类似程度的协作。设计思考和
敏捷开发等方法也可促进协作，并且已经证明可以大大提
高创新的成功率。

将人、流程和技术联结起来，彼此之间齐心协力至关
重要，COVID-19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凸显了这一点。根据行
业分析师的报告，汽车公司正在寻找新的方式来增加其组
织结构和运营模式的灵活性，从而在多个层面上加速其数
字化转型计划。在许多情况下，高管逐步授权部门负责人

控制和掌握预算所有权，从而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并在整个
价值链中合理执行各项活动。一些公司正在采用零基预算
(调整每个新时期的费用)，并寻找其他方法来增加流程的灵
活性，并杜绝浪费。

通过虚拟测试，降低成本
并优化成果 
工程测试解决方案的最重要公司目标是开发一个知识驱动
且以客户为中心的动态流程。特别是，其目标是避免无法为
公司带来利润的活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自动化，不断
减少浪费并创造价值。其他改进还包括新成本模型，此类模
型能更好地反映实际需求，同时降低测试成本。例如，在碰
撞测试中，进行50到60次物理测试很常见。使用手工制作原
型进行的早期物理测试通常需要花费100万到500万美元的
成本；后期物理测试虽然没有那么昂贵，但每次的成本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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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20万美元。此外，ADAS和EV涉及新的测试复杂性，会进
一步提高成本。所有预算都应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但在可能
的情况下，应在虚拟环境中用更具成本效益的仿真测试代
替物理测试。

	

工具订单签订 生产开始 准备销售

  测试成本  变更数量   变更成本

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测试成本与变更

图01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故障的时间越晚，变更的成本就越高。通过虚拟碰撞测
试分析和可视化，可以更早地发现故障并减少代价高昂的变更。

为了增加虚拟测试，工程师需要使用软件互联的系统并
能够访问工程数据管道，这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NI和
measX(NI SystemLink™白金级合作伙伴)提供了相应的软件
平台和分析框架，可连接测试系统并管理从概念到制造的

工程数据管道。NI SystemLink软件是基于服务器的智能系统
和数据管理平台。借助具有针对性的应用程序和数据服务，
工程师可以轻松集成当前工具和工作流程，从而在多个应
用程序间充分利用数据。

在客户端，measX提供了X-Frame分析框架，为处理整个测
试组织中的数据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可扩展方式。台式机上
的X-Frame可与SystemLink连接，并在分析和可视化过程中
使用数据管理模块功能。凭借从X-Frame无缝切换到基于
SystemLink构建的X-Frame Server的能力，所有X-Frame用户
都可以轻松利用基于服务器的工作流程/分析，帮助解决导
致运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并提高整个测试工作流程的总体
性能。例如，一家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使用X-Frame和X-Frame 

Server来分析发动机测试，并且已经使用X-Frame搭建了研
发和生产线终端所需的其他组件测试系统。该系统提供了
一致的结构化分析和可视化框架，并减少了工程师需要学
习的工具数量。

增加灵活性
除了提供可与SystemLink配合使用的基于服务器的解决方
案外，measX还满足零基预算要求，有助于组织尝试新功能。已
经为使用X-Frame进行虚拟碰撞测试分析和可视化的应用程



序X-Crash设计了按次计费模式。这种付款模式有助于满足
每月需要对较少次测试进行评估的碰撞实验室的预算目标。

通过数字连接，获得更深
刻的见解
能否通过虚拟测试获取更深刻的见解，取决于公司连接和
管理新产品推出过程各个阶段的能力。它需要平台具有开
放数据格式和跨不同数据线程的接口，以便工程师可使用
它们并以完全透明的方式读取和处理从最初概念到制成产
品的任何数据。

X-Frame和SystemLink共同帮助公司在系统和部门之间实现
这种级别的数据透明性。最终，工程师只需要进行物理测试
来证明已通过虚拟测试验证过的项目。随着更多测试改为
在虚拟环境下执行，测试成本将大幅降低，而不会影响测试
质量。对于公司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
中拥有更强大、更可持续的优势。	

作者
THOMAS IRMEN
市场营销主管 

MEASX GMBH & CO. KG

MEASX是NI SYSTEMLINK白金级合作伙伴，35年来致力于为汽车行业提供专业的测试单元和测试
数据管理软件系统和服务。MEASX是MOSES、X-FRAME和X-CRASH的缔造者，这些软件是享誉全
球的分析、可视化和评估软件，可用于执行车辆安全测试，并且符合欧洲NCAP标准。MEASX.COM

http://measX.com


构建未来：深入探索系统研发
组织

为了了解2020年带给全球团队的独特挑战，我与Cesar Gamez进行了交谈。他是我们交通运输业务部系统研发团队的高
级总监，管理着一个跨国团队，他的团队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考验。

JEFF PHILLIPS：您的团队是汽车与交通运输业务部中规模最大的

团队。系统研发团队是做什么的？

Cesar Gamez：从根本上来说，我的团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能够有效应对测试挑战的系统。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在我们
丰富的产品组合的基础上设计和创建整体系统来实现这一
目标。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与客户密切合作并
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我们能够快速响应市场趋势和需求，
因此我们可以设计出能够带来更多价值的系统。这一动态
需求也是我们组建系统研发团队的推动因素。虽然我们整
个职能部门在NI成立还不到两年，但能取得这样的出色业
绩，我们倍感自豪。

我们的ECU测试系统和电池测试系统就是这种情况。在设计
和改进这些系统时，我们与客户紧密合作开发了早期版本。
我们还直接了解到拥有可靠的高性能系统的重要性。我们
像客户测试他们的产品一样全面测试我们的系统。这样，我
们的客户在使用我们的系统时就会充满信心。

JP：汽车行业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客户

需求也在迅速变化。您如何与客户合作并了解他们的需求？

CG：这些快速变化要求我们紧跟市场趋势，并与客户紧密
合作，从而确保我们创建的系统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克服
客户的挑战。我们团队在集成这些类型的系统方面拥有数
十年的经验，但我们还与少数客户紧密合作，在整个过程中
使用初始原型进行协作。至关重要的是，即使在早期阶段，
我们的客户也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效率，因此，即使在迭代
过程中，我们也使用原型帮助他们在生产目标上取得进展。
最终，我们发布更好、更灵活的系统，高效地解决客户面临
的挑战。

JP：您在疫情期间一直在壮大您的团队，这无疑也会面临着各种挑战。在疫

情期间管理一支全球团队，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和胜利是什么？

CG：这次疫情对每个人来说都很艰难；我们也不例外。同时，
我们很幸运能够在许多职能部门进行远程工作，与一群杰
出的工程师齐心协力渡过这一时期，我感到非常自豪。

JEFFREY PHILLIPS
NI汽车市场营销部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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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性能系统需要具有不同背景的团队，对我们来说，需
要跨不同区域进行全球紧密协作。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决定
尽可能多地开始远程工作，我们以前从没有进行过这种规
模的远程工作。我们经历了相信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一系列
挑战：不合时宜的系统崩溃和线上会议问题、虚拟交互方式
的不断变化、通信故障、无法面对面闲聊的痛苦以及无休无
止的会议。

迫使我们改变思维方式的一个独特因素是新员工的招聘和
入职。现在，新员工不需要与我们进行面对面交谈便可加入
我们的团队。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入职流程的有效性，并维持
强大的团队文化。

我们还不断看到团队中有许多了不起的成员在这段时间
勇于适应并帮助他人。例如，我们开始远程工作时，工程师
Albert Block主动在自己的车库中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这样大
家就可以继续完成严格的验证过程。他还与IT部门合作，为
我们的全球团队提供了安全访问权限，实现了全天候的全
球验证，确保了我们的ECUTS项目按时完成。另一个了不起
的例子是我们自己的工程师Brian MacCleery，他与当地医生
合作设计并建造了插管帐篷，一线的医护人员可以使用这
些插管帐篷治疗COVID-19患者。

JP：这些例子真是太赞了！BRIAN甚至因为他的杰出领导力而获得我们当

地的新闻报道。在送走2020年并迎来2021年之际，你的工作重心将放在

哪些方面？

CG：汽车行业的转型步伐将继续加快，我们必须掌握最新趋
势和测试策略。为此，我们必须努力保持灵活性，了解市场
趋势，甚至预测客户的需求。

从路线图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计划是继续在我们的重点领
域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包括电动汽车组件测试、电子产品生
产测试和ADAS验证测试。在NI，我们将在2021年增加对系统
研发的投资，并且计划在今年上半年让全球团队人员增长
30%以上。在我们继续增加对重点领域的投资的同时，我们
还必须继续最大限度地提高开发效率，在适当的时间向市
场发布适当的系统。进入2021年，我们团队的目标是开发一
些最先进的测试系统，帮助用户实现最高目标，我们对此充
满信心。	我们期待未来进行更多合作，帮助我们将测试转化
为竞争优势。

CESAR GAMEZ
系统研发高级总监 

NI汽车和交通运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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