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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提供丰富的硬件、软件产品及相应服务，有助于您深入挖掘真实数据背后
的含义，并做出有据可依的业务决策。查看NI今年推出的新产品将如何帮助
您更快速地测试，更高效地设计，在提高可靠性的同时最大化利用测试数据。

新产品指南

“NI提供的软
件和硬件环境
可帮助我们实
现快速、便捷和
稳定的系统开发。”

Zhizhong Wang博士
中钢公司



性能和创新
众所周知，创新是离不开性能的。

例如，早在1990年代后期，有一种创新的数据存储方
法投放市场，有望颠覆数字存储行业。这种方法就是
SuperDisk LS-120，可容纳多达120 MB的数据，比仅能容纳
1.44 MB的标准软盘高出近两个数量级。围绕该方法的讨
论层出不穷，因为它完全颠覆了当时的软件世界。

但是尽管SuperDisk提供了革命性的存储容量，却没有提
供更高的性能。它没有达到用户希望的效果，也没有流
行起来。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从中我们得到了一个
教训：光谈创新不考虑性能是不可行的。

每天，我们都在为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断创新，并致力于提
供过去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性能。但是出色的性能只有通
过全面的测试才能证明。因此，只有借助高性能的测试
系统，才能获取关键信息，从而真正了解和提高创新成
果的性能。在NI，帮助用户提升性能这一使命已经根植于
我们的DNA。我们以软件为中心的模块化测试方法使得
基于数据的洞察成为可能。借助该方法，您可以适应快速
变化的创新要求，实现性能目标，并更快速将真正的颠覆
性创新成果推向市场。

许多令人兴奋的创新不断涌现，其中包括高超音速
飞行、自动驾驶汽车和日益互联的世界。但是性能是这
些想法变为现实的关键所在。NI的产品和系统正是为了
测试和测量这些性能而存在。与NI合作将可助您加速
创新，Engineer Ambitiously™。

SCOTT RUST
NI平台与产品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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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交互式探索、测试开发还是系统和数据管理，NI的软件产
品组合均可帮助您获取可付诸行动的视角，并大规模推行这些
理念，同时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产品性能。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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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IEW

LabVIEW 2021旨在通过新功能不断提高用户工作效率，这些新功能包括与Python和
MathWorks MATLAB®软件进行互操作、开发实时和FPGA应用以及改进与软件工程
工具的集成。此外，该版本还优化了程序框图连线和前面板可视化功能，并避免应
用程序自动执行，从而优化了用户体验。

	� 支持Python 3.6–3.9，但不再支持Python 2.7
	� 增强“打开即运行”功能
	� 可在任何操作系统(支持的Windows、Linux和MacOS版本)上访问LabVIEW
	� 包含MacOS 11 (Big Sur)支持
	� 不支持旧版Windows 32位操作系统，例如Vista/XP/7/8.x和

Windows Server 2003/2008/2012
	� 具有隐藏输入控件功能
	� 提供更多的MATLAB支持	
	� 改进连线功能
	� 添加SSH文件传输协议支持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https://www.ni.com/en-us/shop/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application-software-for-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category/what-is-veristand.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labview.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lab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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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Stand 2020 R6

VeriStand应用软件可帮助您为NI实时
硬件配置I/O通道、数据记录、激励生
成以及主机通信。VeriStand具有各种
功能(包括可配置的数据采集、仿真模
型集成、测试序列生成和记录)，可助
力测试工程师缩短产品测试时间。该
版本包含多个重要的改进，包括：

	� VeriStand编辑器改进，比如使用C#

自定义和扩展编辑器
	� 使用脚本API，将FPGA比特文件转
化为灵活可复用的系统定义文件

	� 使用全新的遥测定制设备监测系
统内存使用情况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SystemLink

SystemLink™软件将系统和数据管
理集中在一个统一的环境中，为您
提供了全方位的视角来了解您的
组织。SystemLink 2020 R2版本通过
SystemLink Server Advanced为基于角
色的访问控制增加了令人振奋的新功
能，其中包括为拥有多个站点或产品
线的客户而设计的企业级访问控制
功能：

	� 在SystemLink Web应用程序中将测
试结果数据存储为CSV文件附件时
可无缝预览测试结果数据

	� 为系统启用或禁用软件源
	� 借助设备管理器应用程序中的别名
支持，更快地查找设备

	� 优化对基于Python的数据插件的
支持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LabVIEW NXG 5.1

借助LabVIEW NXG，只需使用一个软
件即可实现测试结果的配置、自动化
和可视化。该版本新增的功能包括：

	� 可保存VI面板和控件图像
	� 新的图形、图表和VI窗口位置配置
选项

	� 通过编程来读写其他输入控件和
显示控件的属性

5.1版将是LabVIEW NXG的最后一个
版本。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https://www.ni.com/en-us/shop/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application-software-for-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category/what-is-veristand.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veristand.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labview.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electronic-test-instrumentation/application-software-for-electronic-test-and-instrumentation-category/systemlink.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systemlink.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labview/labview-nxg.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labview-nx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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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tand 2021

TestStand是一个可复用的测试框架，无需在每次创建或维护测试站时从零开始
开发。TestStand还提供对Python、C/C++/C#和LabVIEW等多种编程语言的开发
支持，以便管理测试序列。

TestStand 2021包括对“扫描循环”步骤的重大改进，这是一项旨在提高测试工程师
生产力的关键投资。

借助TestStand，您可以节省高达75%的开发时间以及33%的维护时间，最终实现测
试站的现代化：

	� 通过在“扫描循环”步骤中更改一个或多个参数的级别，即可创建嵌套和并行参
数扫描。

	� 在您指定参数名称时自动创建变量。
	� 可在静态模式和动态模式之间进行选择，以指定是使用常量还是表达式来指定
策略的值。

	� 可使用表格视图与值和测试向量进行交互，这些值和测试向量是在编辑时和运
行时对选定参数进行扫描产生的。相关功能包括了能够启用/禁用、筛选和导出
测试向量。

	� 在可执行时间内，表格视图可显示捕捉到的数据以及“扫描循环”步骤中的参数。
	� 可将参数和测试向量数据导入CSV文件或从CSV文件中导出。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https://www.ni.com/en-us/shop/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application-software-for-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category/what-is-diadem.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electronic-test-instrumentation/application-software-for-electronic-test-and-instrumentation-category/what-is-teststand.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teststan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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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dem 2021

DIAdem通过高效的后期数据处理帮助工程师更快速地进行
根本原因分析。DIAdem提供了200多个DataPlugin，可为您的
目录编制索引，以便有针对性地搜索和检索任何数据类型。
通过预定义和可自定义的仪表板和报表，您可以跨地图、视
频和波形数据同步数据，以查看多个站点的数据并获得全面
的视角。通过Python和VBS脚本程序，实现从数据导入到将数
据变成有用信息的整个过程的自动化。这一新版本侧重于增
加和提高可用性，包括：

	� 提供Python 3.8支持和选择外部Python集成开发环境的
能力，以便您可以轻松使用外部调试器进行故障分析

	� 提供全新的鸟瞰图显示输入视图，以鸟瞰方式显示雷达
数据(道路、车道、目标列表和感知区域)	

	� 在Data Portal中创建视频通道，以便在“视图”(VIEW)中轻
松添加显示面板并设置帧速率和开始时间

	� 使用全新的滑块输入控件来设计对话框，方便用户输入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G Web开发软件
借助G Web开发软件，您可以使用图形化编程创建测试和
测量Web应用程序，并在任何现代Web浏览器上运行这些
程序，无需插件或安装程序。此外，该软件还能帮助您通过
行业标准技术在网络上快速可视化及共享分布式系统的
数据。G Web开发软件采用图形化编程方法来创建可在任
何浏览器上访问的现代UI以及可简化数据通信和安全性的
API，进而简化了前端和后端开发：	

	� 兼容LabVIEW NXG WebVI
	� 无需使用LabVIEW即可连接测试系统
	� 使用G Web开发软件并不需要LabVIEW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https://www.ni.com/en-us/shop/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application-software-for-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category/what-is-diadem.html
https://www.ni.com/pdf/manuals/375399k.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software/products/g-web-development-software.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g-web-development-softw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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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Logger 2021 R3

FlexLogger™软件可帮助您使用
NI DAQ硬件快速构建灵活且可扩
展的数据记录系统，而且无需任何
编程。此版本包含额外的硬件支持
以及用于访问控制和项目管理的新
增可用性功能：

	� 添加了两个模拟输出模块
(PXIe-6738和PXIe-6739)和一个C系
列频率模块(NI-9326)，扩展了PXI

支持	
	� 可暂停测试，并增加用户体验权限，
以防止未经授权的更改和更新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InstrumentStudio 
2021

InstrumentStudio™免费应用软件提供
了集成的交互式PXI测量方法。该版本
包含的功能更新：

	� RF信号发生器软面板
	� 调试和监测模式
	� STS引脚图支持
	� 配置导出
	� 连续和任意波形支持

	� InstrumentStudio软件插件
	� 新增对特定源测量单元和RF信号
发生器的设备支持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RFmx 20.7

NI面向测量的射频软件(RFmx) 20.7版
本具有更快的执行速度，并扩大了最
新5G空口和Wi-Fi 7无线标准的覆盖
范围。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https://www.ni.com/en-us/shop/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flexlogger.html?cid=Paid_Search-7013q0000020cz8AAA-Consideration-GoogleSearch_FlexLogger_FlexLogger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flexlogger.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electronic-test-instrumentation/application-software-for-electronic-test-and-instrumentation-category/instrumentstudio.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instrumentstudio.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wireless-design-test/application-software-for-wireless-design-test-category/what-is-rfmx.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rfm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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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Workflow

Test Workflow是一款软件套件，为工程师提供了针对特定应用的工具，包含了从图
形化编程环境到无代码交互式软件应用程序等软件，以便工程师为其工作选择合
适的工具。工程师可使用Test Workflow软件快速执行随机测试、构建自动化测试系
统、自动化数据分析和报表生成、开发测试序列等等。

测试专业人员无需再购买关键工具，然后通过定制开发或外包来完善解决方案，
因为Test Workflow软件套件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所有需要的工具，来帮助他们解决
产品上市时间、性能和质量问题：

	� 使用LabVIEW开发自动化测试系统
	� 使用DIAdem访问、查看和分析数据并创建报表
	� 使用FlexLogger™软件在NI硬件上进行数据采集和记录
	� 使用TestStand创建自动化测试序列
	� 使用G Web开发软件为测试创建Web应用程序

了解详情

阅读发行说明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electronics/automated-electronics-test/audio-and-acoustic-functional-test-station.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software/products/test-workflow.htm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cumentation/release-notes/product.test-workflow.html


与研发工程师的互动
问答

该产品最令人兴奋的是什么？ 

SystemLink™ 2021 R1最令人兴
奋的地方在于它将所有产品功
能整合在一起，提供了更一致
顺畅的整体体验。2021 R1不仅
能够从TestStand提取更多类型
数据，还提供了统一的系统网
格和全新的导航结构，这一切
均是为了给客户提供他们期望
的数据。

您最自豪的功能是什么？ 

在此版本中，我最自豪的是
我们全新的“通用左侧导航”
功能。一直以来，SystemLink使
用的是插入式浏览器页面，导
致产品不同部分的导航脱节且
不直观。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全新导航提供了现代化的视觉
体验，令人眼前一亮；从开发人
员的角度来看，该功能使得工
作更有趣，测试更容易，并且可
以更快地添加新功能。

SYSTEMLINK软件研发团队如何展
现NI的品牌价值观？

BE BOLD：采用新的导航其实
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取代了
SystemLink软件一直以来使用
的视觉平台。这是朝着现代化
Web UI发展的一大步，虽然比较
大胆，但这是势在必行的，我为
我们的勇敢而自豪。

BE KIND：由于SystemLink仍
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产品，我
们也更为密切地与每个客户
合作。在这个版本中，我们在
TestStand插件融入了几个用户
的建议和意见，未来也将融入
更多用户的建议。

BE CONNECTORS：SystemLink
就是为连接而生的，它可以
从TestStand或LabVIEW中提
取测试结果，也可以托管与
Python API连接的JupyterHub安
装程序。我们的团队正在学习
如何协同工作，即使我们不在
办公室，也可以在团队之间分
享创新想法，并支持整个公司
的其他团队。

在开发过程中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在开发SystemLink时，我深刻
体会到创新想法和思维方式的
价值。我的团队大约有一半对
这个版本并不熟悉，这对我们
来说是一项挑战，但是他们在
其他研发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又
让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角，帮
助我们避免陷入困境。

CHRISTINE KARAS
资深软件工程师	
NI系统与数据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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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控制
数据采集和控制产品专为特定传感器或测量类型而设计。其中包含可帮助您控制和监测
外部硬件的产品。

“我们将NI DAQ硬件视为生产测试应用的
行业标准硬件。NI DAQ硬件与NI软件的紧
密集成使我们可以随时满足测试覆盖范围
要求。”

Christian Wolf
全球制造测试经理，GN Audio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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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坚固数据采集系统
无需编程	—	这款基于FieldDAQ硬件的完整系统配置提供了
您所需的一切(包括软件和附件)，让您可以在恶劣环境中采
集数据、配置实时UI、根据预设条件发出警报以及使用内含
的元数据将数据记录为开放文件格式：

	� 基于配置的软件，可立即记录数据	
	� 1 µs测量通道间同步	
	� 开放且可兼容的数据格式，例如.csv和.tdms	
	� 支持线型、星型和环形网络拓扑

了解详情

声学功能测试解决方案
随着物联网(IoT)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许多电子产品纷
纷采用语音命令用户界面，这为声学和音频功能测试带来了
新的挑战。使用基于FPGA的NI DAQ卡，您能够以硬件级速度
和可靠性直接输入和解调数字信号。LabVIEW PDM采集工具
包可帮助您快速开发自定义测量或测试步骤：

	� 使用高精度硬件，自信地满足严格的测试覆盖范围要求	
	� 在软件中快速更改待测设备参数，进而快速更新测试步
骤，使测试台不会受到规格变更的影响	

	� 通过快速测量和内置并行测试，提高吞吐量	
	� 以较低的每通道成本，减轻预算压力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electronics/mechanical-component-and-durability-test/log-sensor-data-to-excel-in-ultra-rugged-environments.html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electronics/automated-electronics-test/audio-and-acoustic-functional-test-st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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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编程 — 这些基于CompactDAQ的完整系统
配置为您提供了从特定传感器采集数据所需的
一切(包括软件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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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热电偶数据采集系统
从多达16个热电偶采集数据，配置实时UI，根据预设条件发出
警报，并使用内含的元数据将数据记录为开放文件格式：

	� 基于配置的现成即用型软件可随时记录数据，从而减少
设置时间。

	� 采用模块化硬件，便于优化系统的成本和性能，以及实
现未来可扩展性

	� 坚固耐用的硬件，可安装在靠近测试连接件的地方，从而
缩短传感器的连接线。

	� 使用开放且可兼容的数据格式(比如.csv和.tdms)，优化数
据管理和协作。

	�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多级校准服务，增加用户对测试可重
复性和测试质量的信心。

了解详情

声音和振动数据采集系统
从多达8个加速度计或麦克风采集数据，配置实时UI，根据预
设条件发出警报，并使用内含的元数据将数据记录为开放文
件格式：

	� 基于配置的软件，可立即记录数据	
	� 可扩展的模块化硬件	
	� 开放且可兼容的数据格式，例如.csv和.tdms 
	� 内置集成电路压电式激励	

了解详情

负载、压力、力和应变测试
系统
从多达8个动态负载或测压元件采集数据，配置实时UI，根据
预设条件发出警报，并使用内含的元数据将数据记录为开放
文件格式：

	� 基于配置的软件，可立即记录数据	
	� 可扩展的模块化硬件	
	� 内置或外部传感器激励选项	
	� 开放且可兼容的数据格式，例如.csv和.tdms 

了解详情

基于混合传感器的机电测试
系统
采集±10V信号、热电偶和数字I/O线的数据，配置实时UI，根据
预设条件发出警报，并使用内含的元数据将数据记录为开
放文件格式：

	� 基于配置的软件，可立即记录数据	
	� 可扩展的模块化硬件	
	� 开放且可兼容的数据格式，例如.csv和.tdms 
	� 可调节的电压输入通道增益设置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electronics/mechanical-component-and-durability-test/log-thermocouple-data-to-excel-without-programming.html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electronics/mechanical-component-and-durability-test/log-accelerometer-and-microphone-data-to-a-pc.html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electronics/mechanical-component-and-durability-test/log-load-pressure-torque-force-and-strain-data-to-excel.html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electronics/mechanical-component-and-durability-test/log-sensor-analog-and-digital-data-to-exc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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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e-8239帧接收器
PCIe-8239帧接收器设备专为需要高分辨率和高速数字
成像的机器视觉应用和科学应用。该设备提供了一系列
功能，包括板载可编程感兴趣区域、像素抽取、图像缩放以
及查找表。使用可连接到端口的集线器来采集相机数据，并
利用：

	� 以太网供电(PoE)技术可减少对外部电源的需求
	� 独立的千兆以太网端口与高性能GigE Vision驱动软件相
结合，为高分辨率和高帧率相机提供了优化的性能

了解详情

PXIe-4135和PXIe-4137 40W

PXIe-4135和PXIe-4137 40W是40 W版本的PXIe-4135和
PXIe-4137源测量单元。这些设备除了具有与20 W版本相同
的规格，还具有：

	� 高达40 W的源极直流电源
	� 高达40 W的漏极直流电源
	� 更宽范围的脉冲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hop/hardware/products/frame-grabber-device.html?modelId=348919
https://www.ni.com/en-us/shop/electronic-test-instrumentation/application-software-for-electronic-test-and-instrumentation-category/instrumentstudio.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hardware/products/pxi-source-measure-unit.html?modelId=12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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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2566继电器模块
PXI-2566是一款通用开关模块，具有独立的单刀双掷
(SPST) C型电枢继电器。每个继电器为非锁存继电器，具有极
低的导通电阻和低热偏移。PXI-2566是开关、路由和控制高
电流信号的理想选择。每个继电器通道都具有常闭(NC)、常
开(NO)和公共(COM)接线端。由于合规性要求，这款PXI-2566

具有60 V电源，确保可以在欧盟地区使用。PXI-2566提供了：

	� 16通道
	� 2 A
	� SPDT继电器	

了解详情

PXIe-8821、PXIe-8840和
PXIe-8880

PXI控制器具有集成CPU、硬盘驱动器、RAM、以太网、视频、
键盘/鼠标、串行、USB和其他外设I/O等标准功能。此类控
制器提供了高达8 GB/s系统吞吐量和2 GB/s插槽吞吐量。我
们为以前支持Phar Lap的PXI Express控制器开发了NI Linux 

Real-Time交付套件。该套件可以帮助之前使用Phar Lap PXI

控制器的您轻松进行过渡，无需手动配置目标。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hop/data-acquisition-and-control/flexlogger.html?cid=Paid_Search-7013q0000020cz8AAA-Consideration-GoogleSearch_FlexLogger_FlexLogger
https://www.ni.com/en-us/shop/hardware/products/pxi-relay-module.html?modelId=123117
https://www.ni.com/en-us/shop/wireless-design-test/application-software-for-wireless-design-test-category/what-is-rfmx.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hardware/products/pxi-controller.html?modelId=15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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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e-1090双槽机箱
NI全新的双槽机箱专为实验室桌面或台式设备而设计。

主要特性
	� 基于Thunderbolt 3接口的MXI-Express，支持菊花链连接
	� 专为实验室桌面或台式设备而设计
	� 专为台式设备而优化的声学特性
	� 垂直或水平放置

产品规格
	� 2个PXI Express (Gen3 x1)插槽，每槽58 W冷却，其中1个是

PXI Express混合插槽，1个PXI Express插槽
	� 2 GB/s系统带宽
	� 约190毫米宽	x 270毫米深 x 70毫米高(2U高)
	� 通用交流输入：100 VAC～240 VAC，50/60 Hz
	� 温度范围：0 °C～50 °C

了解详情

用于FlexRIO模块开发的FPGA
载板套件：PXIe-7986、	
PXIe-7990、PXIe-7991和PXIe-7992

PXI FlexRIO模块开发套件提供了所需的Xilinx UltraScale后端
FPGA接口来支持自定义集成的FlexRIO I/O模块。这些模块
仅仅包含硬件，不包括自定义I/O开发所需的文档。因此，使
用这些模块的用户建议具备定制印刷电路板(PCB)设计和
硬件描述语言(HDL)代码开发方面的经验。产品包括：

	� PXIe-7986	—	集成串行，KU15P FPGA，8 GB DRAM
	� PXIe-7990	—	集成并行，KU025 FPGA
	� PXIe-7991	—	集成并行，KU035 FPGA，2 GB DRAM
	� PXIe-7992	—	集成并行，KU060 FPGA，4 GB DRAM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model.pxie-1090.html
https://www.ni.com/pdf/manuals/375136c.html


挑战
加拿大约克大学需要部署经济高效的低空空中
试验台，以验证机载节点和地面终端之间的新型
无线通信应用，同时满足有效载荷重量、体积和
功耗的严格限制。

解决方案
将LabVIEW Communications System Design Suite
的快速原型验证功能与USRP RIO的处理能力相
结合，可直接驱动高度灵活的无线测试平台上的
定制天线元件。该试验台搭载在系留空中平台
Helikite上，Helikite可以在高达400米的高度上部署
数小时，允许进行多次试验。

成功案例：

使用USRP在空中提供无
线服务

了解详情

“通过将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和调制/编码等密集处理任务转移到USRP内置的FPGA上，我们提
高了系统的确定性、信号完整性和可靠性，同时主处理器也得以解放出来执行数据记录以及更简
单的处理任务，譬如可视化功率谱和星座图。”

David Grace

约克大学教授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case-studies/19/delivering-wireless-services-from-the-sky-with-usrp-and-labview-commun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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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试和仪表
NI的电子测试和仪表产品为高性能自动化测试、设计和设备验证提供了专用的同步功能
和主要的软件功能。

硬件

“如果没有SLSC，我们可能需要花费数千个工时和
数千欧元的材料来自行开发系统。”

Anders Tunströmer
SAAB Aerona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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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1215 RTD仿真SLSC模块	
SET-1215 RTD仿真卡是一款高精度16通道电阻温度检测器仿真器，现在可通过NI购买。其仿真范围为90 Ω～410 Ω和
900 Ω～4100 Ω，准确度高达1 °C。它具有16个电隔离通道，可采用二线制感应和四线制感应配置进行连接。SET-1215卡的每个通
道可以仿真系统由于错误连线或使用错误传感器而导致的常见短路和开路状况。为了更大限度地提高可定制性，SET-1215提供
了两个插入式模块插槽，可提供线路故障插入和仪器连接等功能。此外，SET-1215 RTD卡还具有一条高电流故障注入总线。

绝对最大额定值
参数 条件 值 说明 

最大输入电压 任意引脚至机箱接地 60 VDC 瞬态65 V，受限于连接器

最小输入电压 任意引脚至机箱接地 -60 VDC

最大输入电压 CHx_F+和ChxF-之间 15 V

最小输入电压 CHx_F+和ChxF-之间 -0.3 V

最大短路电流 1.5 A

最大仿真电流 10 mA

最小仿真电流 100 µA

最大开关功率 直流，阻性负载 60 W

最大仿真功率 400 mW

技术数据
参数 条件 值 说明 

最大仿真电压 CHx_F+和ChxF-之间 10 V

最小仿真电压 CHx_F+和ChxF-之间 0 V

电阻器值更新时间 50 µs 不包括SLSC通信延迟	

仿真分辨率 
PT100配置 0.1 Ω

PT1000配置 1 Ω 

初始电阻 < 10 M

预期电气继电器使用寿命 
1A，30 VDC阻性负载 最少105次操作

2A，30 VDC阻性负载 最少104次操作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model.set-1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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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aro AL-1010多功能SLSC模块
AL-1010现在可通过NI购买。在DUT和测试系统的仪表部分之间可连接这款12通道多
功能板卡。该板卡的每个通道均提供信号调理和开关功能。每个引脚都可以路由
AI/AO/DI/DO/PWM，默认情况下，所有引脚路由到故障注入。

该板卡与NI PXI和/或CompactRIO仪表设备连接，用于开发、验证和确认电子控制单
元软件和硬件，建议用于需要高灵活性的系统。使用Aliaro Configurator软件，您可以
轻松配置引脚并使用NI VeriStand部署这些引脚，这样就可以在不更改硬件的情况
下更新硬件在环(HIL)系统设置，从而节省测试开发时间。AL-1010具有以下特性：

	� 每通道60 V，10 A
	� 12个独立且隔离的通道(分成三组)
	� 每组两条通用总线，且每个通道具有多个开关
	� 每通道一个中断开关
	� 每通道一个可编程的电平阈值
	� 针对高电流信号的并联连接
	� 内含LabVIEW驱动程序
	� 兼容NI VeriStand

常规规格
参数 条件 值 

电源 24 VDC，+/-5%

通道间隔离 (50 Ω/100 kHz) 40 dB

最大工作电压 任意引脚 +60 V

最小工作电压 任意引脚 -60 V

校准 不要求，推荐用于系统级 

故障插入规格
参数 条件 值 

最大连续电流

DUT至负载 10 A(通过通道并联可达40 A)

DUT至AUX 1和2 10 A(通过通道并联可达40 A)

所有其他引脚 100 mA

最大峰值电流	
(<100 ms，25 ˚C)

DUT至负载 40 A/50 ms

DUT至AUX 1和2 40 A/50 ms

了解详情

https://www.aliaro.com/test-system-for-hardware-in-the-loop-hil/hil/slsc-kadro-mpb-12-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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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aro AL-3011 SLSC电阻器仿真模块
AL-3011现在可通过NI购买。此电阻器仿真模块可用于HIL仿真器中的开关负载信号
调理(SLSC)系统，适用于需要多功能电阻传感器仿真的应用。AL-3011的每个通道均
支持10 Ω至8 MΩ电阻(RES)，并且每个通道上均具有故障插入(FIU)功能，可提供FI+

或FI-短路。

该板卡与NI PXI和/或CompactRIO仪表设备连接，用于开发、验证和确认电子控
制单元软件和硬件，结合Aliaro Configurator等软件，您可以轻松配置引脚并使用
NI VeriStand部署这些引脚，从而节省测试开发时间。AL-3011具有以下特性：

	� 16个独立且隔离的通道	
	� 16个用于电阻器仿真的可编程通道	
	� 50 s编程电阻序列	
	� 两个用于添加附加板卡的扩展插槽	
	� 每组两条通用总线，且每个通道具有多个开关	
	� 每通道一个中断开关	
	� 每个通道提供上拉和下拉模式	
	� 内含LabVIEW驱动程序	
	� 定制的VeriStand设备驱动程序

AL-3011规格
参数 量程 值 

最大电压 60 V

最大电流 100 mA

最大功率 400 mW

量程 10 Ω～8M Ω

分辨率 0.5 Ω

20 ˚C～40 ˚C时的总体精度

10 Ω～100 Ω
100 Ω～2k Ω
2k Ω～100k Ω
100k Ω～1.5M Ω
1.5M Ω～8M Ω

<5%
<0.5%
<0.2%
<0.5%
<2%

校准 
该卡具有开放的校准功能，这意味着用户可以访问此功能，也可以将其用于
系统校准。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hop/hardware/products/resistor-emulation-module-for-sls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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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1240 xVDT仿真SLSC模块
SET-1240 xVDT卡可以仿真四线、五线或六线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旋转可变差动
变压器和旋转变压器，现在可通过NI购买。该卡提供八个独立的电隔离通道。除了
400 Hz到10 kHz的宽激励频率范围外，该卡还提供各种自检选项。变压器位于可更
换的子卡(SET-1241或SET-1242)上，可轻松更换或取下。

绝对最大额定值 
参数 条件 值 

最大激励电压 
推荐的工作范围 

子板：SET-1241 400 Hz ≤ fExc ≤ 
1 kHz：3 Vrms

子板：SET-1242 1 kHz < fExc ≤ 
10 kHz：7 Vrms

无损工作 10 Vrms

最小输入电压 CHx_F+和ChxF-之间 -0.3 V

最大共模激励电压 45 VDC

最小共模激励电压 -45 VDC

最大RTI控制电压 +10 V

最小RTI控制电压 -10 V

激励频率 推荐的工作范围 400 Hz～10 kHz

技术数据
参数 条件 值 说明 

更新时间 	 10 ms SLSC Commit 
CMD持续时间

预期电气继电器使用寿命 1A，30 VDC阻性负载 105次操作 	

变压器直流电阻 	 115 Ω ± 15%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model.set-1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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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2110故障插入SLSC模块
SET-2110故障插入卡是一款大型高密度开关矩阵卡，现在可通过NI购买。

32个单端或16个差分通道的每条线路可单独灵活地连接到高电流故障注入总线。
每个通道可以动态选择一个或两个故障总线信号对。SET-2110故障插入卡还可在通
道的正负信号之间生成短路。

与传统路由矩阵卡不同，SET-2110专为应对HIL系统中的信号路由挑战而设计。为了
更大限度地提高可定制性，SET-2110具有两个插入式模块插槽，可提供仪器连接等
附加功能。

绝对最大额定值
参数 条件 值 

最大输入电压 任意引脚 60 VDC

最小输入电压 任意引脚 -60 VDC

最大开关功率 直流，阻性负载 60 W

最大电流额定值 1.5 A

技术数据
参数 条件 值 说明 

更新时间 10 ms
SLSC Commit
CMD持续时间

最大初始接触电阻 
J1 -> XJ2：
J2 -> XJ2：
J1 -> J2

500 mΩ

预期电气使用寿命 1A，30 VDC阻性负载 105次操作

预期电气使用寿命 1,5 A，30 VDC阻
性负载 104次操作

带宽 -3 dB，50 Ω端接 ≤ 20 MHz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model.set-2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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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设计和测试
无线技术正在不断发展。NI提供了快速、经济高效的无线测试解决方案，可帮助您设计创
新的高品质产品。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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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P X410软件无线电
借助NI软件无线电设备NI Ettus USRP X410，实现质的飞跃。USRP X410基于强大的Xilinx射频片上系统(RFSoC)技术开发而成，是市
场上功能最为强大的软件无线电设备，适用于5G研究测试台和宽带信号情报等先进的信号处理应用。

主要的射频功能包括：
	� 频率范围：1 MHz～7.2 GHz
	� 400 MHz信号带宽

	� 4个RX通道和4个TX通道
	� 高达22 dBm TX和0 dBm RX最大功率

主要数字功能包括：
	� Zynq UltraScale+ RFSoC FPGA技术
	� QSFP28和PCI Express Gen 3 x8双接口
	� SD-FEC，DDC，DUC板载IP

	� UHD、GNU Radio和LabVIEW软件支持
	� 板载GPS驯服振荡器(DO)同步

了解详情

为应用程序选择合适的USRP

数字部分射频部分
FC：1 MHz～7.2 GHz | 400 MHz IBW	

超外差架构

2个ZBX子板

4个TX/RX
通道

4个RX
通道

REF IN 10 MHz 
PPS IN 

触发输入/输出

模拟输出 

XILINX ZU28DR 
ZYNQ US+ RFSOC

模拟输入 数据流DSP 安全 CPU

2个100千兆	
以太网	

PCI EXPRESS 
GEN 3 X8

1 GIGE、		
USB JTAG、DIO

GPS天线

调试和控制 高速互联 4 GB EMMC 
32 GB

4 GB 
内存GPSDO定时和同步

DAC

ADC

4

4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model.ettus-usrp-x410.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hardware/software-defined-radios-categ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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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e-5832毫米波矢量信号收发仪
PXIe-5832扩展了毫米波矢量信号收发仪(VST)的功能，可在22.5 GHz至44 GHz范围内连续生成频率。在基于最终用途购买适当
的出口许可证后，您可以在31.3 GHz至37 GHz频率范围内使用全部功能。

PXIe-5832

频率范围 5 GHz～21 GHz 
22.5 GHz～44 GHz

瞬时带宽 1 GHz

射频通道 最多32个

EVM(5G NR 100 MHz，环回)
0.65%
@ 28 GHz

VSG最大输出功率(CW @ 1 GHz)
+15 dBm @ 6 GHz～10 GHz
+15 dBm @ 28 GHz

调谐时间 0.75 ms 0.80 ms(包含频率锁定时间)

激励频率 400 Hz～10 kHz

相位噪声(典型，板载LO，31.3 GHz～40 GHz：20 kHz
偏移) -99 dBc/Hz

输出频率响应(0 dBm参考，31.3 GHz～37 GHz) 2.0 dB

插槽 6个(不带毫米波配置则为4个)

支持毫米波测试头 是

数字I/O
60 MHz时8个通道，
4通道高速串行速率高达12 Gb/s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pdf/manuals/378386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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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最令人兴奋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USRP X410项目中
最令人兴奋的一点是它将产
品线的性能和能力推向了新
的高度。看到这个产品能够提
供之前产品未能实现的性能
是我在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一
部分。

您最自豪的功能是什么？

最新的USRP能够根据应用的
吞吐量要求重新配置其数据
路径。这使我们能够只使用每
个应用所需的资源，从而更高
效地利用FPGA的资源。

您在开发过程中克服了哪些挑战
或学到了什么？

突破我们现有产品的限制是
一项充满未知但非常有趣的
挑战。这使得在产品功能、开发
计划和研发资源之间找到适当
的平衡变得特别困难。因而要
求我们要灵活并能够快速适应
优先事项的不断变化。

WADE FIFE
NI首席数字硬件工程师

与研发工程师的互动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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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
设备正在日益智能化，我们的半导体测试解决方案也同样如此。我们知道，传统的测试方法远远无法满足
半导体技术的测试覆盖率要求。因此，NI优先考虑对软件和系统的投资，以帮助您构建相应的解决方案来
满足流程每个步骤中不断变化的需求。

行业解决方案



射频前端验证解决方案
NI的射频前端验证参考架构简化了宽带射频功率放大器(PA)的验证工作流程，适用
于5G和Wi-Fi 6等要求苛刻的应用。射频前端验证参考架构提供了强大的新优势：

	� 使用S参数去嵌入，精准地测量路径损耗以及校准连接件
	� 使用Focus Microwave调谐器，通过负载牵引更好地了解功率放大器的性能
	� 通过支持功率传感器的功率伺服(功率电平调整)，每次都能精确地设置输出功
率设定点

这些全新的强大功能可让您：
	� 使用类似驾驶舱的集成式RFIC测试软件应用程序来控制PA验证台并可视化测
量结果。

	� 轻松配置功率、频率和阻抗扫描，利用内置的Focus Microwave调谐器控制来验证
非50 Ω条件下的PA性能。

	� 运行先进的数字预失真线性化算法，并通过详细的增益、AM/AM、AM/PM、误差矢
量幅度(EVM)、相邻信道泄漏功率比(ACLR)、PAE和负载状态(伽马和电压驻波比)
图表和结果，比较线性化和非线性化性能。

	� 借助自动化向导和大量可立即运行的代码模块和测试序列，轻松部署各种的自
动化验证序列。

	� 使用S2P去嵌入功能，校准和调整路径损耗。
	� 使用基于功率传感器的输出功率伺服，获得精确的输出功率电平。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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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程团队在实
验室对特性分析过程进
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使
用传统仪器进行射频
测量最为耗时。而采用
PXI后，我们大大提高了
测试吞吐量，同时也保
证了测量质量。”

Ben Thomas
Qorvo公司	

5G移动业务开发总监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semiconductor/faster-rffe-valid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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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Studio半导体设备控
制附加软件20.0

借助InstrumentStudio半导体设备控制附加软件，可以使用
通用或自定义数字协议来执行交互式寄存器读取/写入
操作。您可以保存InstrumentStudio软件项目或导出设置，
然后导入到LabVIEW、Python、.NET或TestStand中进行自动
化验证。InstrumentStudio软件可以与自动化应用程序并行
使用，来实时监测和调试设备控制任务。

20.0版本增加了RFFE协议支持、强大的脚本功能、各种可用
性改进以及InstrumentStudio 2020支持。

了解详情

5G毫米波空口验证参考架构
借助NI快速、准确的毫米波空口(OTA)验证参考架构，您能以5

倍至10倍的速度验证最新的5G毫米波波束成形设备，无论是
超便携模块天线设备还是UE系统级设计，皆可实现。该架构
在同一测试舱中引入了紧凑型天线测试覆盖范围功能，可用
于直接和间接远场(DFF和IFF)特性分析。此验证参考架构包
括一个散热外壳，可用于在-40 °C至85 °C的宽温度范围内验
证OTA设备的性能。

NI OTA软件为您提供详细的3D结果和宽带5G新空口波束特
性的可视化结果，比如信道功率、EVM、ACLR、SEM和OBW。该
软件还提供直观的用户体验，可让您轻松地配置、运行和可
视化测量结果。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hop/electronic-test-instrumentation/add-ons-for-electronic-test-and-instrumentation/what-is-the-semiconductor-device-control-add-on-for-instrumentstudio.html
https://www.ni.com/documentation/en/mmwave-ota-validation-test-reference-architecture/latest/manual/manual-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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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验证解决方案
NI的LDO验证解决方案将高性能PXI仪表与Soliton LDO测量
套件相结合，可帮助您验证新式LDO设计，从交互式配置和
测量到全自动验证面面俱到。该解决方案包含预建的、可配
置的LDO测量，例如线性/负载调节、线性/负载瞬态响应、
压差电压、电源抑制比(PSRR)的测量。您可以使用直观的
InstrumentStudio软件面板，以交互方式配置和运行LDO测量，
然后导出这些测量配置，通过预建的拖放式TestStand步骤类
型简化自动化路径，或将LDO测量集成到您基于LabVIEW编
程API的自动化应用程序。

了解详情

用于I2C、I3C、SPI和SPMI半导
体设备的Soliton协议验证解决
方案
Soliton协议验证解决方案是现成即用的验证工具，可使用
NI	PXI数字仪器，并帮助芯片设计人员执行协议验证，整个过
程仅需短短几个小时，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基于PXI的
验证套件有助于验证设备是否符合I2C/I3C/SPI/SPMI协议的
时序和电气规范，还可以验证设备对各种故障和异常的容忍
度和恢复能力，提供一套全面的测试报告。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content/ni/locales/en-us/solutions/semiconductor/mixed-signal-ic-validation/ldo-measurement-solution.html 
https://www.ni.com/en-us/shop/software/products/protocol-validation-software-for-spmi-slave-de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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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晶圆级可靠性软件21.0

NI的晶圆级可靠性(WLR)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灵活且面向未来的软硬件
架构，可帮助您优化数据采集过程，以执行设备或工艺鉴定。通过该解决方案的
并行性、源测量单元(SMU)密度和性能，我们可以提高吞吐量并帮助您在相同的
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统计数据，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采集相同数量的数据：

	� 结合定制的软件，利用并行SMU将可靠性数据速度提高5到10倍
	� 使用基于LabVIEW的WLR示例，轻松评估我们的SMU和软件功能，包括：

	� 时间相关的辩证法分解
	� 热载流
	� 偏置温度不稳定性

	� 将WLR演示盒用于封装设备
	� 在参考示例中轻松配置、运行和查看压力测试
	� 使用每引脚SMU系统架构和可扩展性，构建高度同步和灵活的系统
	� 利用基于LabVIEW的WLR 21.0 API，部署自定义可靠性算法
	� 在基准测试中更轻松地与客户互动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semiconductor/wafer-level-reliability-test/wafer-level-reliability-solution.html


挑战
imec Semiconductor需要在半导体研发制造工艺
流程中执行准确的晶圆级电子测试，尽早发现
工艺相关的问题，这有助于在第一时间对有问题
的晶圆进行返工，以提高芯片质量，优化研发工艺
流程，降低成本并缩短最新芯片制造技术的上市
时间。

解决方案
借助NI PXI平台和PXIe-4135 SMU，imec搭建了一
个用于晶圆制造的高度并行测量系统，并使用
LabVIEW对该系统进行编程，以便我们可以在内
部测试所有晶圆、处理结果，并更快速调整半导体
工艺流程。

成功案例：

下一代	
半导体技术	
参数测试

了解详情

“每 引 脚SMU方法非常高效，大幅缩短了测试时间，这是大型传统台式SMU难以企及的。由于这
一方法可实现并行测量，不需要按顺序进行测量，节省了中间的切换步骤，因此总测试时间大幅
减少，仅为一个测试点的测试时间。”

Bart De Wachter
imec Semiconductor技术和系统组研究员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case-studies/19/parametric-test-for-next-generation-semiconductor-technolog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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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国防和政府
对于负责重要任务的资产设备而言，质量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无论是早期阶段研究，还是长生命周期计划
方面的支持，NI都可以帮助您克服设计、测试、部署和维护中遇到的重大挑战。

行业解决方案

“借助NI系统，我们能够按照为自己制定的
紧迫时间表开展工作。NI系统赋予了我们灵
活性，让我们能够快速创新、快速适应。”

Omar Mussa
Virgin Or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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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tor Solutions Hugin 2000多通道接收器
工程师和项目负责人在安装和部署信号情报传感器站点时，通常需要使用多个窄带无线电来捕获周围环境中的所有信号。
然而，安装和维护多个无线电很复杂，尤其是在远程传感器站点。使用多个无线电会产生大量数据需要传输和管理。随着无线电
部署的数量越来越多，覆盖的频段增多，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我们与NI合作伙伴Novator Solutions联手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可实
现以下目标：

	� 更大限度地提高捕获关键电磁信号的可能性
	� 最小化无关的数据处理和存储
	� 减少扫描需求并取代传统窄带接收器

主要规格
Hugin 2000处理 通过TCP/IP控制的服务器软件在PXI控制器CPU上运行，信号处理在FPGA上运行

射频调谐器 PXIe-5667和PXIe-5668

窄带通道数 每个射频调谐器1,024个通道，总输出速率为125 MS/s～250 MS/s

数据移动 用于窄带通道流的SFP+ 10 G网络

每通道数据输出 CW、AM、LSB、USB、FM、WFM或IQ数据(无解调)

射频规格
V/UHF特性 50 MHz调谐器 200 MHz调谐器

最大输入功率 +10 dBm +30 dBm

模拟带宽 50 MHz 200 MHz

动态范围 100 dB～112 dB 119 dB

相位噪声 -129 dBc -126 dBc

灵敏度 -160 dBm/Hz @ 3.6 GHz 最差情况-150 dBm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partners/work-with-partners/hugin-2000-multichannel-receiver-for-signals-intellig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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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XI的NI ATS

数字化航空航天接口

其他仪表

高速、主干和 
应用特定型

可改良 
和定制通用航空航天接口

示波器
数字仪器

频率计数器
电源

开关
GPIB和串行

DMM

波形发生器

SMU

FlexRIO

矢量信号收发仪
数据采集

待测设备 

用于制造和基地测试的数字化航空航天
接口解决方案
使用用于制造和基地测试的数字航空航天接口解决方案，测试工程师可以通过行业
标准的协议与DUT进行通信，并将其作为整体生产或维护测试应用的一部分。该产
品包括用于常见通用协议的网络接口卡(可通过NI购买)、用于高速和特定应用协
议的合作伙伴IP(在NI硬件上运行)，以及用于修改标准协议或创建自定义接口的基
于NI工具的工作流程。与竞争对手不同，NI提供了超广泛的协议支持以及超高的灵
活性，使您可以选择所需的确切功能：

	� 除了传统的仪表，NI还直接提供或通过我们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数字化航空
航天接口。

	� 该解决方案支持通用接口，包括MIL-STD-1533、ARINC 429、RS232/RS422/RS482

和CANbus。
	� 高速接口包括光纤通道、串行RapidIO、ARINC 664p7/AFDX、IEEE 1394b和以太网
(高达40 GigE)。

	� 应用特定型接口包括ARINC 708、ARINC 717、ARINC 818、SpaceWire和DVI。
	� 对于经改良或定制的协议应用程序，NI工具结合用户可编程的FPGA，可充分发
挥定制的优势。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aerospace-defense/electromechanical-systems-test/digital-avionics-interfaces-manufacturing-depot-test.html


挑战
Saab需要找到一种商用现成(COTS)解决方案来取
代其定制系统，以便连接Saab Aeronautics仿真器
中的线路可更换单元(LRU)。

解决方案
Saab与NI合作对NI SLSC系统进行试点，使用该
系统后，我们不再需要开发定制系统来连接基于
CompactRIO和PXI的首选系统，从而降低了成本
并确保了高度灵活性。

成功案例：

Saab提高了针对极具成本效益
的战斗机的测试能力

了解详情

“拥有COTS产品意味着我们可以控制开发和维护成本，推进Saab的‘打破成本曲线’计划。使用
SLSC系统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构建HIL测试系统和测试台上，让我们不必为开
发先进的硬件而分散精力。”

Anders Tunströmer
SAAB Aeronautics

https://www.ni.com/en-us/innovations/case-studies/19/saab-elevates-testing-of-the-worlds-most-cost-effective-fighter-pla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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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让我们共同创造可持续的移动出行未来，成功无捷径。NI可以帮助您确保产品质量并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让我们将测试转变为提升绩效和战略优势的促进因素。

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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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测试系统2.0

NI ECU测试系统(ECUTS)是一种可配置的即用型功能测试解决方案，它结合了NI

软件、硬件和服务，可确保您取得成功。该系统旨在帮助您专注于增值生产测试
任务，减少部署过程中的时间和资源浪费，并加快进度以满足时间期限和产品上市
时间目标。

优势包括：
	� 更快部署
	� 精简运营
	� 适用于所有测试需求的可扩展性
	� 可持续执行	

此版本增强了适应性和可维护性方面的功能。

软件：全新的软件套件和维护软件直接改善了开发、调试和维护的时间、成本和
体验。新的维护软件与现场诊断测试系统(FDT)搭配使用，增加了系统配置、仪表、
校准和诊断范围。此外，新的软件套件包括InstrumentStudio软件集成和全新的
TestStand步骤，可实现交互式调试以及更快速的测试计划制定。TestStand ECU工具
包还提供了无需编程的图形化仪器调试体验，从而减少了测试软件开发工作量。
此外，它还支持Switch Executive中的SLSC负载开关模块(SLSC-1225x)和TestStand中的
电流测量步骤，从而在PXI和SLSC开关产品中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

系统：有了更多的仪表选项以及24U和40U外形尺寸，ECUTS更能适应各种ECU、测试
计划和制造要求。40U选项提供了额外的机架空间来容纳更多仪表，可满足您的测
试需求。

了解详情

“我们需要在极
短的时间内为ECU
部署生产测试
系统，NI的ECUTS
是市面上唯一一个
能够满足我们紧迫
时间要求的系统。
无论是初始配置、
现场交付还是启
动服务，所有一切
都可快速完成，因
此我们有更多时间
专注于测试计划的
部署，从而确保项
目取得成功。”

Wenfeng Wu

现场工业TDE	
法雷奥汽车内部控制(深圳)有限公司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ecu-functional-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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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系统AD

数据记录系统AD是一个基于NI PXI的系统，其内的应用软件专为高带宽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自动驾驶(AD)车载数据记录
应用而设计。PXI仪表、定时和同步与现成即用的应用软件相结合，提供了高性能(原始)传感器数据和车辆网络总线记录器，具有
卓越的定制能力来满足当今以及未来的数据记录需求。

该系统具有以下特性：
	� 可满足未来需求：硬件和软件具有可定制性、灵活性和第三方开放性
	� 不只是记录仪：为数据记录、数据回放和硬件在环应用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工具链
	� 数据质量更高：仪器级I/O、吞吐量、定时和同步以及边缘计算能力，可实现智能数据精简
	� 大幅降低复杂性：单个系统意味着减少占地面积和功耗
	� 系统集成和演进：NI认证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Konrad Technologies和庞大的IT和云主题ADAS生态系统专家支持

系统组件包括：
	� 软件：Data Record AD应用软件提供高带宽数据记录，包括开箱即用的体验和完整的定制选项
	� PXI模块数据吞吐量、定时和同步：吞吐量高达24 GB/s的PCI Express Gen 3、P2P数据流、亚纳秒延迟和集成触发
	� PXI模块汽车摄像头接口：四输入/四输出、八输入/八输出的FPD-Link III和GMSL2 I/O配置；用于在线处理的用户可编程FPGA
	� PXI模块存储：机箱内RAID和外部存储选项，包括超过200 TB且速率大于6 GB/s的存储即服务
	� PXI嵌入式控制器计算机：Windows和	NI Linux Real-Time操作系统选项、英特尔Xeon处理、外设端口、显示器输出和集成硬盘驱动器
	� PXI模块汽车网络接口：CAN(低速、高速和灵活数据速率[FD])、FlexRay、汽车以太网100/1000BASE-T1；高达40 Gb/s的标准以太网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advanced-driver-assistance-systems/adas-datalogg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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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I汽车摄像头接口模块(FPD-Link III和
GMSL2)

PXIe-1486和PXIe-1487代表了NI针对ADAS和AD硬件和软件测试应用开发的一项关
键技术。借助这六款模块，您可以将FPD-Link III和GMSL2 PXI接口连接到现代高带
宽ADAS/AD摄像头传感器和ECU，这对于记录和回放DUT数据至关重要。使用基
于NI FlexRIO技术的PXIe-1486和PXIe-1487，您可以实时处理信息，同步多个ADAS传
感器，并以PCI Express x8 Gen 3的速度将数据流式传输到PXI背板。

此类模块包括FlexRIO 20.7驱动程序支持，但需要先安装LabVIEW 2020和
LabVIEW FPGA模块2020。

了解详情

车身和底盘HIL解决方案
对于需要用更少时间和资源来满足不断变化的测试要求的验证工程师，NI专门为
其提供了车身和底盘HIL测试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了高性能模块化硬件、广泛的I/O

和FPGA、简化的负载开关以及故障插入功能。

这些解决方案可让您：
	� 通过HIL仿真，尽可能降低成本并确保可靠性，从而减少对昂贵的真实测试的
需求。

	� 借助基于NI模块化硬件搭建而成的系统以及我们的HIL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减少
测试开发时间并实现快速启动。

	� 利用可扩展且可定制的灵活测试系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从而有效实现系
统复用。

HIL测试系统组件优势包括：
	� NI SLSC硬件通过信号积累和标准线缆来减少系统点对点布线，进而实现连接
标准化并简化整体系统的集成。

	� 自定义PXI或CompactRIO系统具有可直接连接到FPGA的各种模块化I/O，可通
过高速确定性执行以更高的保真度进行测试。

	� VeriStand提供了用于配置实时I/O、导入和仿真模型以及自动执行实时测试的
功能。

了解详情

https://www.ni.com/en-us/shop/electronic-test-instrumentation/flexrio/what-is-flexrio.html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reduce-cost-of-testing-your-body-and-chassis-ecus-with-h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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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ffz A2B网络仿真和测试
道路噪音消除、个人音频区、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和A/V会议
室系统是信息娱乐测试工程师面临的一些最常见的音频
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昂贵的微控制器和外部存储，这
无疑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测试时间。ITD 1024是一款用于A²B

的现成信息娱乐测试设备，适用于新兴的汽车音频总线。结
合一整套软件工具，您可以使用ITD 1024快速地测试各种A²B

组件，例如音频扬声器、放大器、麦克风阵列、传感器和执行器。

了解详情

Battery Test System 2.0

NI开发的Battery Test System (BTS)旨在帮助测试团队优化电
池测试工作流程，并为其提供所需的访问权限和灵活性来响
应快速变化的测试需求。BTS具有强大的测试自动化功能、
远程资产管理功能、预先编写好的测试脚本以及不受供应商
限制的灵活设备集成(舱室、冷却器、循环充电系统)，因此您
可以复用现有的测试团队资产。BTS可帮助您应对快速变化
的需求并推动测试效率改进，从而加快进度、扩大测试覆盖
范围、提升测试质量并降低测试总成本。

2.0版本是2020年推出的初始BTS的迭代版本，增加了更多的
功能，包括：

	� 多DUT支持：一次测试多达四个电池包/模组(每个DUT实
时控制加上额外的I/O)

	� 可操作性提升：采用仪表抽屉(instrumentation drawers)，方
便集成商/技术人员操作

	� 用户界面配置脚本：脚本操作状态、配置或测试面板

了解详情

https://noffz.com/en/products/measurement-interface-devices/itd-1024/
https://www.ni.com/en-us/solutions/transportation/electric-vehicle-battery-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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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Drive数字孪生生成器
monoDrive数字孪生生成器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用于创建
高保真资产和地图以进行仿真和测试。传感器融合和机器学
习算法可根据激光雷达和图像数据构建3D网格，以捕捉静态
和动态对象。然后叠加直接纹理以生成比人类艺术家或程序
算法更逼真的地图。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以下优势：

	� 更大的测试覆盖范围：创建真实驱动器的数字孪生，您可以在
仿真中对其进行修改以测试数千个场景。

	� 高保真度：使用真实数据作为仿真的基础，创建更逼真的驾
驶场景，从而实现更好的测试保真度。

	� 更快的场景创建：根据真实数据自动创建场景，无需手动标记。

了解详情

monoDrive仿真器	
monoDrive仿真器是一款功能强大的仿真软件，用于测试
ADAS和自动驾驶感知算法。该软件主要提供超高保真传感
器仿真，具有基于真实场景调整过的物理传感器模型、逼真
的驾驶场景和多样化的环境。您可以在桌面环境中使用仿真
器进行开发，在HIL应用中闭环实时运行仿真器，也可以将其
部署为基于云的应用程序以进行大规模测试。

优势包括：
	� 仿真真实性：monoDrive仿真器和传感器模型专用于为
相机、雷达、激光雷达、超声波和GPS/GNSS创建高保真传
感器数据，使仿真结果尽可能与真实结果匹配。

	� 实时性能：传感器模型已经过优化，可在GPU上本地运行，
从而在不影响保真度的情况下为HIL应用提供实时性能。

	� 并行测试：使用Kubernetes原生应用程序，轻松部署到任何
私有或公共云，以进行大规模测试。

了解详情

https://www.monodrive.io/real-to-virtual
https://www.ni.com/en-us/support/downloads/tools-network/download.autonomous-vehicle-simulator.html#37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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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级HIL解决方案
随着车辆变得越来越复杂，系统集成测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通过执行严
格的系统集成HIL测试，可确保由不同团队开发的不同系统中的ECU都能正确、安
全地协同运行。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以下优势：
	� 灵活的开放式方法

	� 基于PXI平台，您可以使用各种模块来扩展当前测试能力，还可以向系统添加
新的ECU来满足不同的系统集成测试需求。

	� VeriStand支持HIL测试系统的新模型和现有模型。
	� 遵守ASAM、AUTOSAR和FMI等标准，便于在未来随着需求的变化集成其他供
应商的产品。

	� 测试复用：选择开放的模块化生态系统意味着，当测试覆盖范围从组件级别扩大
到系统级别再到整车系统测试时，您可以不断复用硬件和软件。

	� 可扩展和可重配置的解决方案：快速重新配置复杂的多通道系统。
	� 全自动整车功能测试：集成HIL测试以在设计过程中更早地执行此验证测试，从而在
使用完整的原型车进行测试之前就先进行调整。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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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PSU 12 V
PSU 48 V PSU 1500 V

2个中央实时控制器(车身+框架)

https://www.ni.com/content/dam/web/pdfs/36998-q1-2021-autojournal-soyouwanttotest-w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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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级逆变器测试系统
使用信号级逆变器测试系统后，可通过闭环仿真器对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逆
变器的软件和电气功能进行信号级测试。使用仿真器而不是测功机意味着您可以
在设计过程中更快地进行测试，且更节省成本，测试覆盖范围更广。NI基于平台的
灵活开放式方法，允许您拥有测试系统IP，赋予了工程师快速做出更改，且无需全
盘依靠第三方供应商的能力。

借助该系统，您可以：

	� 以高达4 MHz的循环速率运行电机和电气模型，以便达到足够高的模型精度，从
而通过仿真来测试逆变器。

	� 使用现有的模型、工具和工作流程快速部署。
	� 对硬件进行故障插入，测试开路和短路；对软件进行故障插入，测试网络消息。
	� 基于NI COTS FPGA技术集成第三方模型，包括MathWorks Simulink®软件。

了解详情

“通过在NI软硬件
平台上应用基于
FPGA的仿真，我们
实现了验证电动机
ECU所需的仿真速
度和模型保真度。
我们的测试时间仅
是使用测功机进行
同等测试的1/20。”

Tomohiro Morita先生
斯巴鲁

https://www.ni.com/content/dam/web/pdfs/36998-q1-2021-autojournal-soyouwanttotest-wp.pdf


挑战
汽车电气化和自动化极大地影响安全相关和功能性电源系
统的要求，因为对这些系统的干扰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应该
在早期概念阶段通过仿真发现危急情况，然后执行相应的
对策，比如重新设计线束、修改组件和抗干扰解决方案等。
虚拟设计可缩短开发时间并保护财务资源，但也需要闭环测
量反馈回路，以便针对实际物理系统和系统固有的反馈作用
来验证模型。

解决方案
宝马集团(BMW Group)为低电压车载电源系统设计并开发了
数字孪生。凭借新定义的验证方法和系统级物理和数字孪生
的开发，宝马可以模拟和仿真高度动态的过程，从而对低电
压电源系统全面测试，快速确定薄弱环节，缩短开发时间并
降低成本。

成功案例：

宝马为低电压汽车电源系统设
计和开发数字孪生

了解详情

“借助高性能模块化仪器，我们可以对未来车载低电压电源系统进行基于测试台的开发，确保其
在发生故障时也能正常运行。通过与所选测量和控制组件通信，我们可以采用自动化验证测试流
程对待测系统施加电应力。高度动态且准确的测量结果将被即时评估。这些物理测试的结果可帮
助我们显著改进我们部署在数字孪生中的模型。”

Martin Baumann
宝马电气电源

https://www.ni.com/content/dam/web/pdfs/NI_AutoJournal_2021_Q2_DesigningandDevelopingaDigitalTwin_CustomerSto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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