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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PCB在娱乐产品中发生故障，人们的性命不

受威胁；但要是在汽车中发生故障，人们的性命就岌岌

可危了。因此，汽车电子部件的可靠性设计是设计过程

中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方面。】
汽车电子其实并非与其他复杂电子产品完全不同：多个中

央处理器、网络、实时数据收集，以及极为复杂的PCB。汽车

行业的设计压力与其他类型的电子产品相似：设计时间短，市

场竞争激烈。那么汽车电子与一些高端娱乐产品电子之间到底

有什么区别？天壤之别！如果PCB在娱乐产品中发生故障，人

们的性命不受威胁；但要是在汽车中发生故障，人们的性命就

岌岌可危了。因此，汽车电子部件的可靠性设计是设计过程中

需要考虑的一个主要方面。

时间和费用压力
与承受着设计时间和开发费用压力的所有产品一样，汽

车部件也不例外。一项开发实践能给电子产品公司满足这些基

本商业目标提供很大帮助，它是使用虚拟样机来对设计进行分

析，并且无需费用和时间来建立多种物理样机，测试这些模型

以及根据测试结果做出递增修改。另外，影响产品可靠性的许

多因素需要经过数周、数月或者数年的物理破坏才能发现。因

此这些情况下的物理样机不是可行的方式。即使在实验舱内，

你也不可能精准无误地复制数年的物理振荡、热环境、振动和

温度循环破坏。

仿真是关键
仿真，或者说虚拟样机，已经成为设计过程中越来越重要

的步骤。正如明导电子的Expedition Enterprise一样，一个复

杂的PCB系统设计解决方案含有多种形式的虚拟样机功能。

图1 虚拟原型应当在整个设计过程中都加以使用，从而减少循环时间

和费用，以及制造出一种可靠的产品。

　　

热控制
影响可靠性的最关键的一点（这里是就性能而言）是热。

集成电路（IC）过热会随时间出现问题，汽车环境也会变得非

常无情。例如，过热发动机舱里的部件，或开车经过从密歇根

州冬季直至亚利桑那州夏季这样的气候。从IC封装开始，贯穿

PCB，直至运行环境下的完整产品，都应能控制热度。

图2 确定热捷径能引导设计人员做出改变，使散热发生很大变化。

在PCB设计和机械设计领域使用复杂热分析能带来更好的

热管理和可靠性，且无需建立和测试多种物理样机。这节约了

大量时间和费用。另外，有了与设计系统紧密整合的方便易用

的软件，设计人员能快速利用多种“假设”场景进行实验，并

获得性能更好的解决方案。

高加速寿命测试
车辆出现可靠性问题的另一原因是PCB的持续振动及随后

出现的组件引线和附件故障。一般可通过构建样机并将它们放

置在加速室，使PCB发生振动和温度循环试验，以检测是否出

现故障。随着设计的进展，这种方法需要构建多个样机，并且

通常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加速室对汽车零部

件预期寿命的模拟。这是一项非常耗时且费用极高的过程，因

此可靠性增强测试可能并不完整和全面。

目前，有软件可以在虚拟样机模式下开展同样的测试。设

计人员可利用这种软件对PCB进行界定并轻松开展损耗仿真实

验。该软件可在几小时内完成复杂的分析，并指出可能出现的

故障（图3）。

图3 明导的H.A.L.T.软件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振荡、振动和温度循环故

障分析，而在测试室内则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电源完整性分析保证高可靠性
在电子产品设计中，电源完整性是一项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图4 明导的HyperLynx电源完整性分析可确定高电平电流密度空间和可

能出现的长期印刷电路板故障。

空间狭窄可导致严重的可靠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可能几年

后才会显现。电流过高会使空间温度上升，从而导致PCB像保

险丝一样烧坏或爆板。而目前可在软件中对这些配电网进行分

析，并可确定虚拟样机和高电平电流密度空间。然后设计人员

便能够对空间进行扩大或在相邻层创建平行电流路径，从而在

维持IC充足电流供应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

在测试室内通过使用物理样机对电流密度问题进行测试并

不实际，因为它可能在几年后才能引发故障。而问题可能永远

不会显现出来，导致随后出现这方面的故障。

可靠性在汽车电子中非常重要，而如今鉴于来自产品上市

时间和成本缩减的压力，采取在软件虚拟样机环境中相对于测试

室内的物理样机进行分析的方法显得愈发必要。目前因软件的存

在，从而使电子和机械设计人员可进行更多的模拟仿真方案。

PCB 可靠性在汽车中的应用

车位检测器低功耗测试方案

USB Type-C新标准中最令人激动的一个方面是其电力传

输部分。通过USB供电，器件可以成功获得更多的电力，从而

实现以前无法实现的功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便

携式设备将能够更快地充电。显示器等高功率设备将能够通过

相同的电缆获得电源和数据。

器件和主机的数量仍然相对较少，但正不断增加。随着

USB Type-C器件的普及，消费者也希望在移动办公时使用它

们，尤其是在汽车上。

汽车系统有一套独特的要求和设计障碍，超出了USB供电

的要求。表1所示为汽车系统中的典型电压。

表1    汽车系统中的典型电压

汽车系统将对输入使用保护和/或调节，以限制负载的电

压。该电压通常限于高出卡车电压或为电池电压的两倍，但低

于40V。输入保护功能可使输入电压介于3V-40V之间。

USB Type-A器件仅在5V条件下工作，因此降压转换器可

以创建充电或通信端口。然而，在起动条件下，USB Type-A

系统不起作用。过去，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车辆驾

驶员只将车辆起动一次，而且起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是随

着停止起动怠速的

采用，这种中断逐

渐成为一个严重的

问题。想象您坐在

车中听着手机播放

的音乐，每次车辆

起动和停止时，音

乐就会中断。USB

供电允许电压介于

5V-20V之间，为

负载提供适当的电

压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问题。

简单的降压转换器不再能够执行电源转换。在特定的输入

和输出电压范围内，一个简单的升压转换器也不够。汽车系统

设计人员需要一台可以根据工况降压或升压的转换器。

一些拓扑结构符合这些标准，包括单端初级电感转换器

（SEPIC）、反激式或非反向降压-升压。非反向降压-升压类别还

包括双开关或四开关的选项。图1所示为每个拓扑的简化原理图。

 这些拓扑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权衡，如表2所列。

表2     选择非反向降压-升压拓扑结构时的权衡

SEPIC和反激式转换器所具有的性能高度相似；然而，

SEPIC的钳位输入电压和现成的电感使其对汽车应用更具吸引

力。双开关降压-升压在功率上受限，其范围与SEPIC类似，

但对双开关降压-升压控制器来说，可用选项很少。因此，只能

将SEPIC用于低功耗应用（5-50W），而将四开关降压-升压

用于高功率应用（30-100W）。

汽车环境中的许多应用可以从USB供电中受益，其中包括：

·车辆（5、9、15或20V）中可达100W的充电端口。

·从便携式设备充电和接受数据的信息娱乐端口。

·信息娱乐输出端口——例如，连接到车辆后部监视器并

通过同一根电缆提供电源和数据的端口。

·可从汽车提供电源和数据的诊断端口。

USB Type-C尚未应用于车辆，但很快就会得到应用。

目前还有许多电源障碍需要解决，以确保获得无故障的用户体

验。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变化使得非反向降压-升压电源成为理

想的选择。对于低成本和低功耗解决方案来说，SEPIC可能是

合适的选择。对功率和效率更高的设计来说，四开关降压-升压

法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在汽车环境中通过

USB 供电的应用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意味着电源设计的

机遇将会更加多元化。

车位检测器是智能停车系统的关键部件，其在待机状态

时，电流小至20μA以下，发射状态时，电流高达几A，车位

检测器多采用电池供电，对功耗要求很高，待机电流偏小及

电流的宽范围跳变使功耗测试成为难点，本文主要介绍致远

电子PA310功率计针对功耗测试难点的解决方案。

随着国内汽车的快速增长，车多位少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成为当前社会普遍的关注点。智能停车系统的出现可以

实现停车位利用率的最大化，为路边停车创造有序的环境，

为车主解决车位难寻的困扰。

智能停车系统原理介绍
道路智能停车系统是由地磁车位检测器，中继器、集中

器，数据处理中心、城市车位诱导等组成，融合车位监控技

术、信息发布技术、物联网整合技术，最大化停车位的使用

率，提高市民出行便利，为城市车位监测规划提供了有效的

数据保障。其系统架构图如下：

无线地磁车位检测

器是利用磁敏传感器实

时检测车辆对地磁的影

响，以判断停车位上是

否有车辆停放，并将检

测数据通过无线方式传

送给中继器，中继器接

收多个无线地磁车辆检测器发送的信息，上传给集中器，集

中器管理一个范围内的车位检测器、中继器，收集车位状况

数据上传到监控中心进行集中管理。

功耗测试分析
车位检测器作为数椐采集的前端，利用磁敏传感器实时

检测车辆对地磁的影响，当有车辆停靠时，根据磁力线扭曲

情况不同来判断，反映在电信号上; 当无车辆通过时，车位检

测器工作在待机状态下，待机电流为20μA以下，当检测到

车辆时，需要把检测数椐上传给集中器，此时车位检测器工

作在发射状态，电流高达几Ａ，如下图：

这种情况下，车位检测器的功耗测试是一大难点，首

先，待机电流偏小，以广州致远的PA310功率计为例，

PA310的最小量程为5mA，最小可测精准电流为量程的

1%，即5mA＊0.01＝50μA，直接使用PA310无法测试到

待机电流，同时，待机电流与发射电流的差值较大，功率计

在自动量程模式下，从小电流升到大电流，是逐步遍历中间

量程，浪费较多时间，影响电压电流积分的精度。但车位检

测器使用电池供电，在出厂时对功耗指标及电池供电时间有

严格要求，这样功耗的精确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功耗测试方案
对于车位检测器在待机状态时，待机电流小至20μA左

右，直接使用PA310功率计，设置最小档位5mA，可测试到

的最小精准电流为50μA，无法准确测试到待机电流，本文

采用引入外置的恒流源，如下：

设置恒流源输出恒定的电流值（如50μA），将电流值

与车位检测器的电流进行叠加，然后输入PA310功率计测

量，通过设置积分模式，测试一段时间内的电压、电流积分

值，减去恒流源的功耗，进而计算出车位检测器在一定时间内

的功耗。同时，由于待机电流和发射电流相差较大，在测量的

过程中，开启量程跳越功能，可令当前量程直接跳越到指定量

程，可减少在逐个切换量程时测量数据丢失的情况，提升功耗

测量精度。（注：由于PA310功率计的内阻为mΩ级，可外

置电源+MΩ级精密电阻的方式引入电流，代替恒流源）。

在消费电子和无线移动设备中，要求电池供电更加绿色

和能量高效，越来越需要进行高灵敏度、低电流测量以确保

这些设备的电流消耗在可接受的限度内。为了最大限度地延

长电池寿命，工程师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品使用寿命期间

的功耗，上述提供的针对车位检测器的低功耗测试方案，通

过外置电流源和设置量程跳越等方法，满足了对具有宽动态

范围的小电流测量的需求。

解析汽车系统的 USB 供电

汽车制造行业在主要的生产工艺中采用了大量的冲击性、

非线性负荷，例如车身车间的电机、激光焊机，冲压车间的冲

压机，油漆车间的变频装置，总装车间的自动生产线等，这些

冲击性、非线性负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负荷波动非常

大，谐波发生量非常大。同时，随着国家降耗节能的不断要

求，节能灯具的大量使用，传统电机逐步替换为变频拖动。这

些新增的非线性负荷更加剧了汽车制造厂的电能质量问题。

目前，许多汽车整车厂、配件厂都逐步开始做设备能源监

控管理，对自己重点耗能设备的功耗曲线进行检测，同生产曲

线做匹配，发现能量浪费点，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下面简单

介绍几个汽车行业典型应用案例。

一、重庆宝钢汽车配件冲压车间
重庆宝钢汽车主要从事汽车门板、支撑件的生产工作，

平时工艺中含有大量的冲压环节，目前采用的是德国舒乐

（Schuler）全自动冲压一体化设备。

遇 到 的 问 题 ：

舒乐的冲压设备工作

中，不定期地出现电

流致使整个供电系统

跳闸的情况，严重影

响连续性生产和周边

其他设备正常工作。

初步怀疑问题是由于

舒乐冲压机工作时候

的冲击电流造成的。舒

乐冲压机的额定工作电

流为 1700A，保护端

的限值为5000A。

测试方案：客户采用 Fluke 435-II电能质量分析仪，通过

浪涌电流测试功能，实时监控冲压设备的电流波动情况。

测试结果：经过Fluke 435-II电能质量分析仪测试发现，

舒乐冲压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为 3240 A，远远高出额定工作电流

1700 A，其中 2000 A 以上持续时间为5s以上。

原因确认/解决办法：发现为舒乐冲压力电流过高，在多负

载工作情况下峰值电流达到跳闸限值，致使系统断电，同舒乐

厂家沟通，在保证工艺的情况下，将冲压系统的最大电流调整

到2300A 左右，降低冲压机电流，达到避免跳闸的目的。目前

已经持续运行了两个月左右，再没有出现跳闸的现象，保证了

客户的连续性生产，为客户带来效益。汽车车身以及零部件的

冲压成形是汽车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中使用了大量数控

冲床、冲压机床等大型设备，这些设备除了造成冲击电流，对

系统运行造成冲击影响外，也是典型的谐波源及冲击性负荷，

产生的谐波不仅造成母线电压波动，使设备无法运行，还会使

系统功率因数降低，电压、电流波形严重畸变，增加系统的无

功功率损耗，影响整个供电系统。

二、长安铃木汽车涂装车间
长安铃木汽车涂装车间发现了由于供电变频器故障导致拖

轨动力电机断电，没有将白车身从电镀液中拉出的故障，致使

白车身报废，单次损失3万元左右，判断原因可能是由于电压问

题造成的。通过Fluke 435-II电能质量分析仪在客户现场进行

为期1周的检测，发现客户从点电压跌落的现象。

问题：供电变频器误操作，致使电机断电。

严重性：白车身未能从电镀液中拉出，致使白车身报废。

故障原因判断：B相电压跌落，致使变频器误操作。

测试仪器：Fluke 435-II 电能质量分析仪。

电压跌落的趋势图

电压跌落事件波形

谐波问题也是涂装环节比较突出的电能质量问题。涂装工

艺的主要负载是电力电子器件和大容量的加热设备，这些设备

应用整流及变频原理制造，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谐波，而加热设

备则使用电阻较大的器件。涂装车间的电能质量表现为感性无

功较大、整体功率因数低、谐波电流大而复杂，系统母线端电

压降低严重，设备发热量大以及利用率低。

谐波会使涂装车间的设备损耗增加，使主变的铁损、铜

损、介质损耗、电压峰值增加，变压器噪声变大，变压器的负

载能力减小。谐波会使涂装、喷漆、运送等设备出现误动，导

致喷漆不均匀，运送不到位，在涂装表面出现气泡、漏涂、打

磨不到位、重复涂装等缺陷，严重影响产品的涂装质量。由于

系统无功消耗增加，母线电压下降，电压发生偏差，而加热设

备会因电压过低，在规定的时间内达不到烘烤汽车表面涂层温

度标准，出现烘烤质量问题。

电流谐波

长安铃木汽车涂装谐波测试图

改善电能质量作为企业供配电管理重要工作之一，在汽车

行业应尤为受到重视。改善电能质量，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能耗成本，降低次品率，保证连续性生产。

福禄克电能质量测试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图1 非反向降压-升压拓扑结构的简化原理图

一个工况下的冲击电流趋势波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