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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往往意味着崭新的开始，满载着承诺和
希望，尚不会面对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现实问题。
有趣的是“新鲜感”而不是“开端”。诚然我正在
开启新篇章，引领NI汽车事业部业务并进一步
推进我们的使命，帮助您更快地实现“零”愿景。
正是这种“新鲜感”让我兴奋。

零排放汽车带来了新鲜空气。在高度创新和积
极解决问题的氛围中展现新思路。提出新方法
应对极其复杂的技术挑战。构思关于地球可持
续性的新想法。

在NI，我们将测试从无法避免的难题转变为性
能和差异化的关键推动者。为此，我们为创新者
提供足够的支持，帮助他们实现产品开发和制
造的数字化转型，从而显著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改善质量并提高运营效率。 我们通过对所有产
品数据(包括测试)进行分析，并将自动化测试无
缝集成到其工程和制造工作流程中，进而为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提供有用信息来实现这一点。

在实现“零”愿景的道路上没有捷径，但有更
优解。接下来，让我们向您逐一讲述。

协作互联

DRITA ROGGENBUCK
NI汽车事业部 
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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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专题文章

于我而言，电动汽车(EV)感觉更像是一件奢侈品、一种风险，而非日常工具。考虑到自己的里程
焦虑，同时对驾驶电动汽车毫无经验，我认为自己可能是电动汽车技术的后期采纳者。这意味着
我仍可以细细斟酌是否改用电动汽车，对吗？也许并不是。

汽车制造商让等待变得非常艰难，而这也是一件好事。例如，通用汽车宣布其凯迪拉克产品将在2030年前实现全面电动化。
此外，本田计划2022年后在欧洲仅销售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并将在2040年前逐步淘汰所有燃油车。[1]此外，我数了
一下，仅从2022年国际消费电子展落幕起，与即将上路的新电动汽车有关的重大公告，就已经发布了不少于六条。考虑到电
动汽车并未如内燃机汽车那样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不断迭代创新，而且法规和技术在不断发展完善，各家公司做出这些承诺
实属不易。

在这种充满未知数的环境中，汽车制造商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做出这些坚定的公开承诺和相应投资，设法跟上不断加速的发
展步伐。但如何提高新电动汽车技术的产能、缩短产品开发周期，以及最大限度地提高质量，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诺和投资。

在向实现电动汽车生产目标冲刺的过程中，包括一场生产竞赛，旨在制造出兼具安全性和性能的最佳电池。电池制造商需
要进行大量测试，才能获得所追求的最长续航里程和最快充电速度。

电池测试有多难？很难。
想象一下，在验证期间，一家电动汽车制造商需要数间步入式恒温恒湿试验室来容纳电池。该家公司的工程师需要在多个
温度范围内测试容量、峰值功率、热逃逸、过充、温度循环、保护系统、高压(高电位)、压力衰减、不平衡充电、短路和其他几十
个变量。同时，还需要测试电池是否符合IEC 62660、SAE J2464和其他标准。而管理要执行的测试列表本身已经是一项巨大
的挑战。

该制造商介于复杂测试电芯和多电芯实验室类别之间(图01)。其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如何在管理兆瓦级功率、不同测试中的
多个电池、高通道数、测试电芯控制、结果和工厂数据，以及协调所有电池组和模块的测试执行(有时连续运行长达六个月)
的同时进行扩展。其工程师面临的问题如下：

	� 如何从单个测试电芯扩展至大型、多站点、复杂的测试实验室？
	� 是否具有正确级别的测试结果可追溯性用于分析和决策？
	� 测试是否具备可重复性，即使是数年后也可以重新运行？
	� 能否有效为新电池或更多电池重新配置测试电芯？
	� 是在尽可能高效地工作，还是受到现有技术和流程的阻碍？

考虑购买电动汽车吗？
抓紧时间！

1  “各大汽车厂商至2035年及之后的EV计划”。《福布斯》，2021年10月4日。



环境室 DUT

室内测量

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

冷却器

电池测试软件
电池数据分析

测量机架

图02
典型的电池测试实验室配置包括充放电测试系统、环境室、测量机架、冷却器和软件。

多电芯，互联实验室
产品性能

复杂性

多电芯，实验室
设施管理

复杂测试电芯
可扩展测试

单个测试电芯 
可定制测试

测量：BMS

DUT：单个
功率：千瓦
数据：测试

测量：DUT、环境室
DUT：多个
功率：千瓦－兆瓦
数据：测试操作

测量：DUT、电芯、实验室
DUT：多个，分布式
功率：兆瓦-微电网
数据：测试和设施操作

测量：DUT、电芯、实验室
DUT：多个，贯穿生命周期
功率：兆瓦-微电网
数据：测试、设施、生命周期

图01
可扩展性属于多维度且相互依赖问题，不同且不连贯的技术无法将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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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上市时间和电动汽车审查条件下，公司和工程师
采取的测试方式可以决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不幸的是，
许多公司被迫一直使用不同且不连贯的工具进行测试，而
且管理这些工具十分繁琐且耗时。

可以更简单
在NI，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我们不仅做出自己的
承诺，也会帮助汽车制造商兑现他们的承诺。承诺之一便
是在多个维度上连接测试。

图02中的典型电池实验室配置有多个需要以协调方式运行
的组件。使用充放电测试系统对电池进行充电和放电等简
单任务需要与环境室内的条件、测试程序、数据捕捉、测量
以及与电池管理系统(BMS)的通信完美同步。

例如，NI的电池测试系统(BTS)可用作测量机架和软件互联
的测试协调器，以实现定制化和自动化。NI SystemLink™、BTS

软件和数据分析工具可协同工作，从而确保测试结果可
追溯、测试可重复以及正确管理整个测试电芯操作。从电池
充放电测试系统到电池组/模块的测量，使用NI软件运行测
试有助于提前发现问题以免酿成大错、改进产品设计并确
保安全性和质量。

为了向市场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我们扩展了电动
汽车功率级测试解决方案组合，旨在为客户提供关键
的功率级测试能力。扩展方式有多种，其中之一是收购
NH研究公司(NHR)。

在NHR的帮助下，NI引入了电池测试、电池仿真测试、网格
仿真器以及交流/直流负载和电源测试的能力。NHR的电力
测试设备性能、模块化、安全性、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与NI现
有的电池测试解决方案互为补充，解决了上述大部分难点。

鉴于NI已提供了适用于自动化并定制测试和数据分析的测
量能力和软件，与NHR的整合完善了在完全软件互联的工
具链中测试电池或电池相关系统所需的电力电子技术，适
用于以下应用：

	� 大功率电池模组和电池组测试－通过精确处理进出电池的
功率(循环)，模拟运行状态，便于工程师测试电池。根据

加速、制动、充电、环境条件等配置文件，工程师可以验证
电池的续航里程和性能，直至最后一英里。他们还测试了
可提高整个电动汽车传动系统的安全性和性能的算法。

	� 电池仿真－通过使用电力电子设备模拟电池以任何所需
方式运行，工程师可以测试电池、逆变器、电机、车载充
电器，甚至是全驱动单元是否良好满足控制、安全和耐
用性要求。

将NI软件互联的灵活电动汽车测试平台与NHR的功率转
换和电气化测试系统专业知识相结合，有助于快速响应不
断变化的测试需求，同时保持质量并帮助工程师应对测试
挑战。我们旨在帮助电动汽车制造商加速产品开发，以更
快地将产品推向市场，从而实现其目标和承诺。

我们相信电动汽车所带来的长远利益，就像一些汽车公司
一样，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投资，使其变成现实。换言之，
我们希望让汽车制造商更容易进入市场，让像我这样的人
在电动化面前不再犹豫。

作者
ARTURO VARGAS MERCADO
NI汽车事业部，电动汽车电池测试，首席解决方案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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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技术日新月异，其测试的复杂性不断
增加，我们应如何应对？
管理30000个部件的数据生命周期极具挑战性；如果没有数据和
分析基础架构，您可能会遇到影响性能、质量和盈利能力的盲点。

在实现“零”愿景的道路上没有
捷径。
NI已助力汽车创新者取得了诸多成就。

1辆 
汽车

智能工厂 
组装汽车

每天可能生成

1M GB
的数据量

一级汽车供应商缩短了新ADAS

50%
的上市时间(TTM)[1]，并提高了产品同质性

根据一家业内领先的汽车
公司

7000种
半导体设备

～1个
/百万个零件的故障率

4000辆
每日组装汽车

28辆
汽车因故障而从生产线下线

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具有

96%
的预先检测故障传感器精度

一级汽车供应商缩短了新ADAS

6个月
并在一年内节省80万美元

亚洲原始设备制造商缩短了

90%
的测试时间并每年节省超过1亿元

30000件
组件

40 M
代码行数

20个
零件原产国

1000台
机器制造一辆汽车

1  产品上市时间



想象世界像一条地铁线一样连接在一起，各个城市就是其中的地铁站。在这里，如同驾车穿越城
镇一般，您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从美国拉斯维加斯前往美国洛杉矶。在这里，您可以在不污染空
气或损害环境的情况下，以670英里/小时的速度行驶。

这便是维珍超级高铁公司所设想的未来，在NI的帮助下，他们正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维珍超级高
铁公司目前正在通过超级高铁技术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的彻底变革：这是一种旨在消除客货运距
离和时间障碍的新型交通方式。

我们有幸可以与维珍超级高铁测试自动化团队成员Trevor Hanken和测试软件团队管理者
Alexander Wolpe进行座谈，共同讨论以下内容：维珍超级高铁迄今为止的发展旅程、NI如何帮助其
团队来实现目标、NI提供的合作机会如何推动创新，和展望移动出行的未来。

移动出行的未来
维珍超级高铁公司的使命是创造快速、轻松的旅程，扩展可能性。他们打算怎么做？随着超级高铁的推出，维珍超级高铁团
队正逐渐改变我们对移动出行的看法，并为现代交通创造可行、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维珍超级高铁： 
未来交通



11聚焦创新

目前，在大都市工作的专业人士面临着各种挑战，从长时
间通勤时的交通拥堵，到因未能居住在市内而增加了与亲
人分离的时间。这些问题不仅对这些个人及其家庭产生负
面影响，而且还以交通堵塞和能源消耗的形式带来更严峻
的环境挑战。

无论是厌倦了通勤，还是只是对旅行和探险充满热情，对
于具有空前运行速度的交通方式，每个人都会兴奋不已。
超级高铁的面世还会刺激新经济，并为人们创造机会，使
其在原本无法到达的地区生活和工作，从而为新的可及性
打开大门。这种变革性创新对交通运输业影响深远。

什么是超级高铁？
预计将提供直接的按需交通运输方案。超级高铁系统由
称为“胶囊”的车辆组成，这些车辆在近真空管中以大约
670英里/小时或108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这种全新的交
通方式为人们带来了新颖体验：以人为本，注重安全、舒适
和便利性。

利用磁悬浮技术搭配近真空管，是维珍超级高铁能够实现
如此高速的原因之一。正如您所料想的一样，有许多团队
共同努力确保该项目的成功，项目涵盖从构建单个组件到
管理控制系统，这些控制系统用于胶囊通过管道时，使其
悬浮并进行引导。

Hanken和Wolpe都是测试软件组的核心成员，Hanken专门从
事测试自动化工作。Hanken及其团队负责测试构成超级高
铁系统的硬件组件行为，以及由控制器和相关硬件组成的
子系统。基本上，该团队编写的软件既可控制对待测设备
(DUT)的激励，也可记录来自DUT和附加传感器的任何反馈。

每个硬件组件和测试系统及其支持软件，共同创造的系统
重新塑造了我们熟知的公共交通运输。在开发这一革命性
系统带来无限机遇的同时，维珍超级高铁团队也肩负着
责任。

因此，该项目由以下几个关键因素驱动：

	� 速度－超级高铁的客运和货运速度是高铁的3倍，比传统
铁路运输快10倍以上

	� 可持续性－该交通运输系统通过创建一个更高效、更尽
责的行走系统，从而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 

	� 安全性－进行了大量测试，以确保为每位乘客和每次旅
程提供可靠的运输服务

	� 体验－这个最先进的全新交通运输系统提供了独一无二
的旅行体验，彻底改变了现代交通

超级高铁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开拓者，它最终会在最大程度
上减少拥堵、加快旅行速度、降低能源消耗并创造更具可
持续性的旅游经济。

实现“零”愿景
我们围绕移动出行的未来展开对话，且核心则是人类的
责任，正如我们在NI所说，建设一个健康的地球。幸运的是，NI

和维珍超级高铁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加速实
现“零”愿景，即零排放、零碰撞和零拥堵。在交通拥堵、可及
性限制和污染之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并希望开创一个能
够在未来100年中维持人类生存的交通运输新时代。

拥抱高效和环保的未来交通伴随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但
这对于推动实现“零”愿景是必不可少的。超级高铁着手应

我们正在处理污染和拥堵的影响，通过超级高铁，我们可以为21世纪
的旅行创建一个新标准：以航空速度和直接零排放，将我们带到想去
的地方。

Trevor Hanken
维珍超级高铁公司，测试自动化工程师 



对这一挑战，计划对环境造成低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
影响，作为一种100%电动交通运输方式，同时超级高铁强
调直接零排放。

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以类似航行速度进行长距离旅行，
从而避免人为错误和天气危害，移动出行的未来看起来一
片光明。从渴望在长时间通勤中减少碳足迹的专业人士，
到渴望更快、更高效旅行方式的旅行爱好者，人人都为在
向可再生能源驱动的未来过渡而欢呼。

NI正致力于聚集专家
除了为维珍超级高铁团队提供硬件和软件支持外，NI合作
伙伴联盟在帮助该团队实现其愿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诚然，NI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是我们能够将公司与
专家和技术联系起来，以改变交通、激发创新和提高性能。

具体来说，维珍超级高铁公司从与Genuen的合作中受益
匪浅。Genuen团队历来以创建测试系统和仿真真实世界环
境而闻名，这些系统和环境用于生成数据，从而创造可靠
产品或满足必要法规。

维珍超级高铁选择Genuen帮助他们构建飞行控制的硬
件在环(HIL)系统，这使维珍超级高铁团队能够验证和确
认嵌入式软件，以便用于嵌入式硬件设计中。据Wolpe

表示，Genuen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维珍超级高铁

团队设计了HIL系统，以满足飞行控制团队及其仿真环境
的严苛要求。

使用NI测试和方法论
在无仿真环境的情况下，测试超高速真空管道列车组件和
嵌入式控制系统会相当耗时。这就是HIL发挥作用的舞台。
维珍超级高铁的HIL团队负责通过将模型集成到HIL系统中
来测试控制器的行为。 这让团队能测试控制器的“真实”
行为，而无需配备完全组装的产品。传统方法可能成本高
昂且有时间限制。

验证和确认的部分过程包括通过仿真环境获得尽可能多
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事实上，与NI的合作对于创建HIL系统
至关重要，从而能够模拟超高速真空管道列车的所有控
制器，这些控制器都构建在同一平台中，即NI VeriStand。

维珍超级高铁公司与NI合作多年，其价值体现为我们的平
台为该团队提供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特别是在遵守时
间线方面。该团队认为，“这些系统的所有组件彼此无缝
集成，这大大缩短了我们创建这样一个系统的周转时间。
此外，这让我们更容易维护和适应新的要求和测试案例。”

该团队已经突破他们所能完成的极限，而HIL系统只是测
试方式的一个例子。维珍超级高铁公司还利用CompactRIO

系统和LabVIEW软件技术等NI软件和硬件应用，来加速时
间线并推动实现最佳性能。

“通过与NI的密切合作，我们已
经能够找到合适的主题专家和合
作伙伴，帮助我们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建立起许多测试系统。”
Alex Wolpe
维珍超级高铁，软件测试团队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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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可能性
从测试软件方面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维珍超级高铁公
司计划继续与NI团队合作，以满足所有测试需求，因为他们
将继续开拓交通运输行业并重新定义21世纪的旅行。

到目前为止，随着维珍超级高铁公司开发产品并开始将其
产品推向市场，我们的测试技术在支持商业化过程中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anken指出，很明显，从研发工作、原型
测试、完全开发的系统测试，再到制造和生产线终端的质量
测试，都需要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进行大量测试。

从硬件和软件到合作伙伴关系和持续的支持，我们很高兴
能够成为维珍超级高铁开启移动出行未来之旅的一份子。

那么，维珍超级高铁团队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嗯，在2020

年11月，团队首次进行超级高铁测试并取得成功之后(在测

试中仅在6秒钟内，行驶速度就达到了100英里/小时)，他
们计划继续利用NI不断发展的测试技术和测试解决方案
来支持其重塑公共交通运输的计划并执行其大胆创新的
愿景。请继续实时关注维珍超级高铁团队，见证最佳的创
新和性能。

作者
TREVOR HANKEN
维珍超级高铁公司，测试自动化工程师III

ALEXANDER WOLPE
维珍超级高铁公司，开发工程经理

BRENDA VARGAS
NI汽车事业部，解决方案高级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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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合作伙伴和客户都深知实现“零”愿景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应该是唯一目标。

全新“NI即服务”系列探究了NI及其合作伙伴采用的不同方法，用于帮助客户应对挑战、做出正确
决策并将最佳流程付诸实践以实现 “零”愿景。

在汽车行业，只有不断优化和适应变化，才能生存。在NI，我们的使命是在这些变化中为我们的客
户提供支持。

了解客户想要提升的领域有助于我们将请求和需求转化为可行的项目计划并交付。这就是NI专
业服务的增值方式，涵盖从提供技术方法指导到交付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有三项服务专门针对改进开发流程、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并加速实现目标，以帮助我们的客
户实现“零”愿景。

驻地工程服务
我们的驻地工程师(RE)作为敬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天在您的工作地点与您的员工并肩工作。他们会研究合作组织的
流程、要求、优势和局限性，充当合作伙伴和顾问。他们提供高商业价值，确保无缝过渡，并加速发展。

“NI即服务”系列

如何协作实现“零”愿景？

https://www.ni.com/en-us/shop/services.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ser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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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e Brandewie是一位NI驻地工程师，她在过去六个月
中与Rivian公司合作，并为这家电动汽车和轻运货车制造
商的项目制定了目标。Brandewie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纳入真
实而直接的反馈(这些反馈用于缩短实现目标的时间)，从
而减少Rivian的工程师根据其需求定制NI解决方案的
时间。获得可立即使用的第一手反馈是驻地工程师工作的
主要优势之一。

Brandewie在Rivian的项目中专注于硬件在环系统，这涉
及许多不同的技术组件彼此间相互通信并协同工作。
正如她所说，“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制作或测试！” 

她在现场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排除软件配置方面的问题
并加以解决，从而提高开发速度。从Rivian的工程师处获取
的即时反馈能帮助她迅速发现并解决问题。

方法咨询服务
在一流的公司需要帮助才能开发测试策略以增强业
务洞察力时，NI致力于将人才、想法和技术汇集起来。
这是NI方法咨询服务高级顾问Stephen Channon的主要
工作。Channon在汽车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工作经验，能够
评估整个行业并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和观点。

根据Channon的说法，与客户合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客户
对我们如何帮助其确定和实施新的工作流程很感兴趣，
例如，如何使用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CI/CD)。客户需要可
以更好地管理软件和测试配置的策略，以加速测试过程。
例如，一位客户要求我们帮助其将测试台软件重构为更小
的元件，以减少未来的资格认证工作量并加快测试开发
速度。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因为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
致力于数字化转型，提升客户的效率。

Channon补充道，在实现“零”愿景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加
以利用的最重要资产包括NI通过收购获得的新能力，以及
NI通过SystemLink™软件和O+平台在测试数据领域一直发
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持续在行业中引起更多共鸣并彰显
价值。

集成工程服务
通过NI集成工程服务，我们与大量合作伙伴携手，共同提
供广泛的选择，用于帮助客户设计、开发和部署最复杂的
系统。

NI专业服务高级产品经理David Pratt表示，他积极与其团队
和NI合作伙伴合作，开发全面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预期
结果。这些解决方案将技术产品与专为应对客户面临的挑
战而打造的专业服务能力相结合，提供独特价值。

NI专业服务团队很高兴能将我们的服务交付与客户的工作
流程和期望保持一致，并与整个行业中以交通运输为重点
的合作伙伴相配合，互帮互助。我们提供可满足客户需求
的灵活性和定制化，帮助他们在各个层面实现目标。

最终，来自同事、合作伙伴和客户的反馈让我们明确了解
了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并能构建一个清晰的蓝图，了解
我们如何能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协同合作，更快地实
现“零”愿景目标。

变化从未停歇(请参阅2021年第4季度NI汽车测试)，因此适
应这些变化、强调灵活性并为客户即将面临的挑战制定更
出色的新战略是成功的关键。

不要错过下一季度的“NI即服务”系列文章！让我们共同探
索旨在实现“零”愿景的各个项目。

作者
KONRAD STEGEMANN
NI汽车事业部，区域营销经理

NI合作伙伴是独立于NI的商业实体，与NI之间不存在代理、合伙或合资关系。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hardware-in-the-loop.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services/consulting.html
https://www.optimalplus.com/
https://www.ni.com/en-us/shop/services/integration.html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automotive-journal.html


JEFFREY PHILLIPS：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并告诉大家您的专业领域是什么？

Eric Bantegnie：Ansys是工程仿真领
域的全球行业领先者。通过普适性工
程仿真战略，我们协助世界上最具创
新性的公司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从本
质上改进的产品。通过提供最好最全
面的工程仿真软件组合，我们帮助客
户解决最复杂的设计挑战，并创造出
想象中的产品。作为副总裁，我目前
担任Ansys Europe CEO的特别顾问和
首席技术官。

Roy Fridman：Foretellix为ADAS/AD系
统提供测试管理、确认和验证平台。
我们的平台协调、管理和分析大规模
有意义的测试和极端案例，以确保这
些系统在所有相关场景中都能成功
完成测试。在担任业务拓展和销售副
总裁期间，我帮助团队从直接销售和
合作伙伴关系中推动公司的发展，其
中就包含我们与NI的合作伙伴关系。

Michael Konrad：KT是多个市场中的
自动化测试设备全球供应商，涉足领
域包含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医疗和
航空航天/国防。自1996年以来，我们
和NI一致保持着合作关系。我是KT公
司的创始人兼CEO。

Melyssa Banda：希捷是海量数据存储
基础架构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我
负责主导Lyve Mobile解决方案，以帮
助企业调用其海量数据集，并最大限
度地利用他们从数据中获得的价值
和宝贵见解。这包括为ADAS/AD领域
的企业提供车载存储容量、用于卸载
数据的模块化边缘解决方案以及一
个灵活、经济和安全的架构。

JP：您认为ADAS/AD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挑战

是什么？

Ansys，EB：产品和系统正变得越来
越复杂、彼此联系和彼此依存。项目
还面临成本和进度超支以及产品失

互联ADAS和AD工
作流程：不再是梦想
在2021年第4季度的NI汽车测试中，我们深入探讨了掌握高级驾驶
辅助系统/自动驾驶(ADAS/AD)验证工作流程与完成拼图、参加运
动竞赛及参与争夺互联网时代的黄金和石油之间的关系(请参阅共
同完成ADAS和AD拼图游戏)。这是NI的观点，但我们的一些战略合
作伙伴，Ansys、Foretellix、Konrad Technologies(KT)和希捷(Seagate 
Technology)，也在与我们分享他们对此的看法。

JEFFREY PHILLIPS
NI汽车事业部，市场策略总监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automotive-journal.html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automotive-journal.html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automotive-journal.html


败的风险，同时在优势和上市时间
方面也会输给竞争对手。为了应对
这些挑战，业界高度重视实施基于
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方法，该方法
创建了一个可以在整个产品生命周
期中共享、持续改进和管理的数字
线程。MBSE通过数字线程使客户的
数字化转型之旅成为可能。数字线
程提供了可持续反馈和增量机会的
框架，以在从设计、开发到运营的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建模、仿真、改
进和验证。

Foretellix，RF：现代汽车已经成为复
杂的数字产品，但相应的开发、测
试工具和方法学尚未开始数字化
转型。大多数工具缺乏扩展性且无法
自动化，并不适用于应对这些复杂数
字产品的挑战。该行业正在转向大规
模虚拟测试、自动化和高级分析。

KT，MK：汽车市场的主要发展趋势包
括ADAS/AD功能的日益普及、对可靠
测试方法的需求日益迫切，以及这些
新功能上市时间的不断缩短。而主
要挑战则包括不断发展的ADAS/AD

性能标准、持续更新强化的传感器
功能，以及陈旧且不足以满足要求的
多年开发过程。

希捷，MB：ADAS/AD客户正面临数据
量爆炸式增长的挑战。从车辆传感
器(包括相机和激光雷达)收集的数
据在短短数年内增长了五倍以上，
并将持续呈指数形式增长。感知系

统中涉及的基于人工智能(AI)的算法
也在增加。每次功能更新都必须对
这些ADAS/AD引擎控制单元(ECU)进
行验证，哪怕只是更改了几行软件
代码。越来越多的数据将涌入循环进
行测试。需要通过控制成本、质量和
数据采集时间的工作流程来捕捉、移
动和分析全部数据。

JP：您对数据和软件互联的工作流程有什么

看法？

Ansys，EB：MBSE是数字线程和数字
转型计划的关键驱动力。包括大型
汽车、航空航天和国防以及高科技原
始设备制造商、承包商和一级供应商
等在内的客户，正致力于在不同生
命周期阶段和功能中转向采取MBSE

方法，并最终扩展到从设计、开发到
运行的数字线程。

Foretellix，RF：随着数字化进程不
断发展，汽车愈发依赖于数据、创
建数据，并基本上成为车轮上的数
据中心。可以在诸多方面利用这些
数据，以推动新的方法来实现汽车的
货币化，提高安全性等等。我们的目
标是提供平台和工具，用于帮助开发
团队通过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测试这
些复杂的数字系统。我们还提供功能
强大的分析工具，帮助降低成本、缩
短上市时间并确保安全。

KT，MK：在开发过程的每个步骤中优
化设计，并在各个步骤之间共享关键

属性以减少整体开发时间，这些都需
要一个互联的工作流程。成功部署安
全性至关重要的ADAS/AD功能需要
数据驱动和基于分析的开发工作，而
数据和软件互联的工作流程将提供
这种能力。

希捷，MB：近年来，我们见证了汽
车软件领域发生的重大颠覆。由
于需要不断提高车辆的感知和决
策能力，车辆的软件架构一直在
变化。从AUTOSAR到实时操作系
统(RTOS)，此架构扩展到Linux、开源
软件和人工智能，增加了车辆的代码
和增强了车辆功能，而数据实质上
是此过程的燃料。现实生活场景下
捕捉的数据越多，车辆的逻辑和决
策能力就越好。

JP：数据和软件互联的工作流程如何帮助应

对这些趋势和挑战?

Ansys，EB：随着自动驾驶汽车中的
人工智能系统在设计上的复杂性不
断增加，文件和电子表格等用于信息
共享的孤岛式工具，将不再适用。这
就是MBSE的用武之地。MBSE可确
保从概念到认证的完整工作内容，
开始成为可根据安全性至关重要的
标准处理自动驾驶汽车开发的唯一
途径。

Foretellix，RF：从物理和虚拟来源
(真实驾驶、仿真等)大规模收集、
共享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是正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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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和部署ADAS/AD功能的关键。NI

和Foretellix等公司推动数据收集、
生成、分析和洞察。

KT，MK：互联的工作流程将支持在不
同阶段重复使用最佳实践和数据，以
缩短开发周期和上市时间。此外还将
提供软件设计的增量改进，以适应不
断发展的标准和不断变化的传感器
规格，并为原型开发创建更高质量
的设计。

希捷，MB：我们致力于为行业提供
支持，让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能够
将其现金从存储和IT基础架构中
释放出来，并将其集中在最重要的
目标上：围绕ADAS/AD和安全互联
服务，发展并加速其新技术和IP。NI

和希捷共同提供创新的ADAS记录
产品，使原始设备制造商和供应商能
够将其数据存储战略从自我管理转
变为存储即服务(StaaS)。这可以降低
整个数据流的成本，提高存储效率，
并加速客户获取数据和创新能力。

JP：主题专家的生态圈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

产生作用？

Ansys，EB：随着MBSE日益普及，将
仿真与实体硬件连接起来变得至关
重要。若不能实现这种互联，就无法
对系统进行真正的验证和确认。借助
这种互联关系，Ansys和NI可以缩短
复杂的产品开发周期，并确保组件的
行为符合设计要求。两家公司将共同
帮助客户解决重新创造真实世界仿
真的复杂挑战，以验证传感器并将数
据实时注入待测软件和硬件。通过
将仿真和物理测试的世界与更精确
的结果桥接起来，我们共同聚焦于
帮助客户更好地洞察产品在市场上
的表现。

Foretellix，RF：自动驾驶的挑战就是
生态圈的挑战。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
单独应对挑战。多家公司协同合作以
提供一流的工具和方法以支持更安
全的ADAS/AD功能，对于这些系统的
广泛部署至关重要。

KT，MK：与NI等公司的主题专家和
平台供应商合作，可以确保对挑战
有一致的理解，并为我们的共同用
户和生态圈中的合作伙伴提供富有
成效的经验。对于较小的公司而言，
这也为其在汽车生态圈中进行更大
项目提供了机会。

希捷，MB：为原始设备制造商和供
应商提供最佳解决方案，需要各自
专业领域的世界行业领先者。凭借NI

在汽车测试领域中经年累月的声誉
和专业知识，以及希捷在海量数据
存储领域的专业知识，我们正在建
立全面的解决方案组合，使原始设
备制造商能够在终端、边缘、云或任
何位置之间更有效地共享数据。从
而有助于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

JP：迄今为止，客户如何反馈与NI合作的生

态圈？

EB，Ansys：我们从参与联合活动的
客户处得知，与受到供应商提供的
唯一解决方案的限制相比，合作生
态圈的开放性非常令人赞赏。客户
们所提到的一些重要好处包括解决
方案易于重复使用、灵活以及富有
成本效益。

Foretellix，RF：我们从NI和Foretellix提
出的联合工具链上获得了很多积极
的反馈。客户更喜欢与能够合作的公
司建立强大的联盟，并有效简化验证
ADAS/AD算法所需的大量数据。

ROY FRIDMAN
FORETELLIX，业务开发和销售副总裁

MICHAEL KONRAD
KT，创始人兼CEO

ERIC BANTEGNIE
ANSYS，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特别顾问

MELYSSA BANDA
希捷，LYVE MOBILE解决方案，副总裁



KT，MK：关于为汽车生态圈提供全新测试能力和服务的
反馈一直是积极乐观的。KT认为这是其参与更广泛汽车
应用的鼓励。

希捷，MB：目前在Level 3+活动中每天会从每辆车中生成
约100 TB的数据。客户会行驶于至少三大洲中，并需要在
数天内验证捕捉到的数据并在云中可访问。也就是每天有
1 PB的数据需要流入客户核心(云) 。这不是利基供应商的
任务。希捷的Lyve Mobile解决方案旨在帮助客户重新思考
整个数据流并寻找一种管理数据的新方式。

JP：感谢您的分享。在2021年，NI与贵公司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也代表

了一个良好开端。在2022年及之后，我们期待进一步扩大与您的合作。仅

依靠单个企业无法实现自动驾驶，但生态圈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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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合作伙伴是独立于NI的商业实体，与NI之间不存在代理、合伙或合资关系。

19聚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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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词：V2X、信道仿
真器、基于地图、5G
随着无线网络的发展，蜂窝网络容量日益增加，用于支持
更多的车辆通信功能。近年来，5G车用无线通信技术(V2X)

标准的设计目标一直是应对自动驾驶汽车引入的多种通
信机制。引入可用于验证V2X性能的信道模型是非常重
要的。

目前的无线信道模型可以分为随机模型和确定性模型。广
泛使用的随机信道模型被称为基于几何的随机信道模型
(GSCM)。根据集群建模方法，GSCM可进一步分为Winner

型和COST型。前者包括3GPP空间信道模型(SCM)、SCM

扩展模型(SCME)[3]、Winner、Winner II[4]、Winner+ (WIM+)和
QuaDRiGa[5]。后者则为COST型GSCM[7]。

随机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无法针对特定场景执行准确的
信道分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将基于地图的确定性信
道模型纳入考虑。

近年来，光线追踪(RT)等确定性信道模型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

光线追踪的主要问题在于将其用于建模精确的功率时延
谱(PDP)[1],[2]。这主要是因为 基于RT计算散射场景会导致
计算时间显著增加。

最近，人们提出了一种新型基于图论的几何－随机信道建
模方法，可以有效仿真对多个交互的多波散射。在图论信
道模型中，传播路径被表示为连接节点(顶点，代表散射)的
分支(边)序列[8]。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论的V2X信道模型实现。
该信道仿真器可以实现多用户特定信道的仿真，便于集成
到车辆场景测试中，以验证通信性能。

信道模型实现
信道模型的整体架构
一般来说，仿真器分为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在软件中，信道仿真器主要用于实现用户设置、信道系数
计算、硬件接入控制等过程。在硬件中，信道仿真器可完成
重新加载多用户CIR、实时抽头延迟线(TDL)信道过滤和一
些硬件加速。

5G V2X基于地图的混合信道
模型实现
随着5G V2X技术日益成熟，基于随机行为的无线信道模型无法对特定场景进行准确的信道仿真，这使得
目前对于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系统的通信车载单元(OBU)性能评估变得困难。作为一种确定性的建
模方法，从理论上来说，光线追踪(RT)可以实现基于数字地图的精确仿真。然而，由于其具有高运算处理
负载，无法对车载网络信道进行仿真，尤其是在多用户/链接场景中。近年来，图论作为一种有效准确的
半确定性模型，具有高运算处理效率和高建模精度的特性。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图论数字地图的新型多
用户V2X信道仿真器。最后，我们提供了一些测试结果用于验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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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软件
信道仿真器软件的核心任务包括参数设置、几何路径
计算、传播系数计算和CIR采集。

仿真器设置模块包括地图导入部分、针对典型V2X场景类
型的V2X场景设置以及无线信道设置(包括无线信道类型、
频率、天线属性、用户数量以及用户的路径或位置规划和
路边设施)。

参数设置完成后，系统软件根据输入的数字地图对建筑表
面进行离散化处理，并将其抽象为顶点集。软件记录每个
顶点集的坐标和表面的法线方向。

设置顶点集完成后，根据顶点的位置和通信收发仪终端的
运动轨迹，动态地生成不同顶点之间的可见性分析。根据
节点位置和表面位置，通过检测连接两个节点的向量是否
与表面相交来实现每对节点的可见性分析。在完成可见性
分析后，传播图就已建立。

在确定几何传播路径后，计算每条可用链路的传播系数，
以及特定频率下的矩阵D(f) R(f) T(f)和B(f)。在矩阵T(f)和R(f)

的计算过程中，也应将天线辐射方向图包含在计算中。

在D、T、R和B子矩阵生成后，可以计算逆矩阵，从而得到信
道传输函数。

最后，对传递函数进行傅里叶逆变换(IFFT)后，可得到最终
的CIR。

将多个用户的CIR存储在相应的存储空间中，基于以下情
况进行CIR重新加载和硬件仿真：日程控制器将在用户
的相应发送时间将相应的CIR下载到信道仿真器的硬件
部分。

主要硬件
该解决方案使用NI软件无线电(SDR)硬件。

PXIe-8135 PXI控制器是一款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工业
级嵌入式控制器。PXIe-5646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VST)作为
信道仿真器核心组件，执行AD/DA转换以及RF的上变频和
下变频。PXIe-7965R FPGA模块是VST的协处理器，可通过
模块中的Xilinx Virtex-5 FPGA将信道衰减添加到基带中的
输入信号中。多个PXIe-7965R FPGA模块组成一个计算池，
可处理由PXI Express总线连接的所有VST信道数据。所有这
些组件通过PXIe-1085 PXI机箱集成到PXI Express总线中。

嵌入式控制器组成信道仿真器的软件部分并完成不同RF

硬件资源的配置，包括多用户CIR系数的实时重新加载和
RF信道的选择和切换。在FPGA模块中，使用有限脉冲响
应(FIR)滤波器和可重载的CIR系数来实现更新的信道TDL

模型。同时，在FPGA中进行了一些矩阵运算和快速傅里
叶逆变换(IFFT)运算，以优化计算效率。

PXIe-1095

PXIe-8135 PXIe-7965 PXIe-5646

图01
采用PXIe-5646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的硬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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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值 注释 

多信道 4x1x1 4信道同步处理。每个都是1x1

最大RF带宽 200 MHz 200 MHz

抽头延迟线采样率 200 MSPS PXIe-5646 模数转换器和数模转换器具有16位分辨率

延迟分辨率 5 ns 目前是以基于采样的抽头延迟线而实现。不使用分数延迟滤波器。 

最大延迟 20.6 µs 最大抽头延迟 

功率归一化 所有路径的功率归一化 

表

01 硬件系统规格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论的新型信道仿真器，并通过一些测试结果验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在未来，该系统将进一步针对多
用户V2X场景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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