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仪器专版
Automobile Instrument Column

2018 年 11 月 15 日 E3

www.861718.com（让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近年来，自动驾驶、网联技术、新能源、共享出行是汽车

工业的发展方向，尤其是自动驾驶，在全球和中国获得了非常多

的技术关注和资本支持。为了应对这个趋势，西门子工业软件在

过去十年累计投入超过100亿美元，做了很多技术研发的努力，

包括并购一些公司，包括TASS International。基于这些工作，

Siemens能够提供智能网联新能源车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中，

TASS的主要技术领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仿真技术，一个是测

试和工程咨询服务。

本文与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基于模型的ADAS和自动驾驶系统

开发和测试方法论。要配合自动驾驶汽车的性能开发，我们必须

遵循从纯模型的仿真、到半实物的仿真、到场地和道路测试这一

正向开发流程。这一开发流程和方法价值何在呢？按照丰田汽车

CEO丰田章男先生的说法，要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充分的测试验

证，需要多达142亿英里的路试，这显然与有限的产品开发时间

和生命周期是相悖的。这带来一个经典的问题：究竟需要多少测

试，才能证明自动驾驶产品是成熟可靠、可以上市的呢？

把这一问题细化，可以提出五个具体问题：

1.测试历程和工况场景几乎是无限的

2.严苛工况和全面工况在道路测试中可遇不可求

3.即使能遇到严苛工况，也不可重现，无法重复验证

4.在道路上，缺乏真值数据来对比检验系统性能

5.部分测试工况具有危险性和复杂性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提出了基于模型的设计和测试验证

方法。本文将通过一系列的实际工程案例，来具体阐发这一方法

论。这一方法论的核心，是以PreScan为核心的仿真技术。基于

这一仿真技术，可以进行MiL-模型在环，SiL软件在环，HiL硬件

在环，ViL车辆在环，直到场地测试和道路测试，从而构成完整的

开发测试流程。

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划分为四个功能模块，第一是测试工况，

第二是环境感知的传感器，第三是控制决策规划的算法，最后是

底盘执行器。PreScan仿真技术，可以对这四个功能模块进行建

模仿真，构成完整的自动驾驶系统的模型。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几个案例，来说明我们的方法论。

第一个案例是为北欧某OEM做的测试项目。我们知道，测试

工况的种类、数量、覆盖度对系统的测试至关重要，测试工况的

来源有多种。本项目中，我们使用了德国GIDAS交通事故数据，

PreScan可以自动的把GIDAS事故数据转换成测试场景模型。有

了场景工况的模型，再结合环境感知、控制算法、底盘动力学的

模型，就会构成非常完整的系统仿真方案。GIDAS数据库的场景

非常多，所以我们提供了基于集群计算机服务器的计算方法，使

得我们可以进行高效的大规模的工况计算。当然，今天PreScan

也支持中国的交通事故数据库CIDAS，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测试

工况来源之一。

第二个案例是ACC的性能标定案例。ACC的测试，有一个典

型工况，即所谓的Cut-In目标车突然变道到主车车道上的工况。

构成这一工况有很多的元素，比如车速、切入的时机、切入之后

目标车的状态等等，如果各个元素的多种取值做排列组合，会发

现这个单一工况可以轻易地衍生出几十万种组合。

有了这么多的工况，怎么样进行ACC的性能分析呢？ACC系

统有一个重要的性能参数就是加速度的变化率，即所谓的jerk，影

响它的有很多参数，包括雷达传感器的检测延时、ACC控制算法

包括PID参数的标定、执行机构对加减速的响应延迟和上升特性、

底盘动力学的特性等，我们要想定量的分析决定优化的参数，靠

路试的主观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模型和参数的分析来决

定最优的参数组合。

当产品有了原型，就可以进行HiL硬件在环的测试，这里有

一个我们给某日系主机厂和供应商提供的摄像头LKA系统HiL项目

案例。我们知道，要充分测试LKA系统的性能，需要在大量的、

不同车道状态组合的工况下进行测试。道路测试很难遍历不同的

车道组合，比如不同转弯半径的车道，难以在真实道路上都找得

到，等等。这时候，毫无疑问，能够轻易定制测试工况的HiL的测

试效率远超道路测试。

下一个案例，我想分享我们使用仿真产生的场景数据用于

AI人工智能算法的优化迭代，PreScan场景工况测试能够基

于Nvidia PX的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可行驶区域Free Space 

Detection，也可以用来测试3D SLAM算法。这其中，有两个重

要的技术点：

第一个，当今的人工智能驾驶技术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感知传

感器的原始数据进行数据融合，这也是PreScan环境感知传感器

的开发方向，尽量地提供原始数据输出；

第二个，我们知道AI人工智能算法的训练结果质量与测试工

况的数量和覆盖度相关，因此，为了弥补路采素材代表性不足的

缺陷，可以使用仿真技术的路况可定制的优势，生成仿真数据，

加入训练集中，可以提高算法训练结果的质量。

当我们产品可以上市装车的时候，车辆在环ViL就成为了一

个手段。这是案例，是我们向上海某整车厂提供的基于毫米波雷

达的ACC/AEB系统的ViL测试平台。这样的解决方案具有什么

价值？以前，该主机厂主要是通过道路测试和主观评价来进行性

能的验证，但这一手段具有一系列的缺陷。比如，测试工况没有

办法去定制，定制之后很难精确的控制实现，实现之后也很难重

现和重复测试，有时候，道路测试忙了一天，上百个测试工况下

来，发现效果都不一定很好。而ViL车辆在环的方法顺利的克服了

上述难点，大大提高了测试效率。当然，PreScan也可以支持动

态的驾驶模拟仪。

除了仿真测试技术，TASS也有丰富的道路测试经验，我们是

EuroNCAP组织授权的官方试验场，有丰富的AEB/LDA/ISA等系

统的法规测试经验。在TASS荷兰，我们还运营着基于7公里高速公

路的自动驾驶试验场，这是全球最早的自动驾驶道路试验场。

基于此，我们也能输出自动驾驶试验场的设计技术。比如，

在美国密西根大学的Mcity，就曾经使用PreScan进行试验场

的可视化设计和仿真测试应用。在ACM-America Center for 

Mobility，TASS向其提供了场地设计咨询服务，Siemens和

TASS也是ACM的紧密合作伙伴。

 今天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阐述了基于模型和以PreScan仿

真技术为核心的自动驾驶系统正向开发、测试流程。

虽然仿真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带来了很大的价值，但是也有

很多的技术难点，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 一 是 场 景 的

渲染能力，这是当前

PreScan场景渲染质

量的示意图例，下一

步我们会进一步提升

我们的渲染能力，不

排除利用Unreal等游

戏引擎进行场景渲染，提高场景渲染质量。

第二，我们计划逐步把测试工况里面的所有元素参数化，并

将参数开放，可以用外部程序来控制，从而可以轻易地获得自动

生成的、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测试工况。

第三，环境感知传感器的建模能力需要对传感器物理原理的

大量先验知识和经验，这也是PreScan仿真技术一直在全球领先

的重要技术之一。

以摄像头为例，我们可以仿真从光源、传播媒介、目标表面

材质、光进入镜头、到达成像器件、甚至后续的AD转换等等成像

的所有物理环节。最终的实际效果是非常好的。

以毫米波雷达为例，我们知道毫米波雷达的感知特性，首

先是感知精度和分辨率的问题，然后是目标的反射回的能量的问

题，随后还有一系列的常见缺陷特性：漏检测、误检测、目标分

列、过大的延迟等问题。我们还计划发布对雷达天线发射和接收

端的性能模型。

以 激 光 雷 达 为

例，PreScan可以

建立其感知模型并输

出目标级别、或点云

级别的结果。同时，

还提供单独的点云传

感器模型。

本文所分享的技术和案例充分表明，基于模型的自动驾驶系

统性能开发的正向流程，必须经历从纯模型仿真、半实物仿真、

受控场地测试和道路测试这一流程，才是符合工程实际的、效用

合理的过程，这构成了今天的主题：基于模型的自动驾驶性能测

试和开发流程。

自动驾驶的技术浪潮汹涌，希望西门子-TASS通过完整的仿

真开发工具和解决方案，为自动驾驶产品开发提供良好的支撑，

大家携起手来，共同成为自动驾驶技术浪潮中的一分子。

一直以来，汽车的测试都离不开CAN，而CAN的应用也离

不开汽车行业。因此，在新能源汽车越发成熟的今天，CAN的

一致性测试也成为各整车厂和零部件厂商关注的焦点。这里对

CAN一致性测试中的负载率测试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负载率测试是CAN协议一致性测试里的必测项目，不同的

测试人员对其的理解也有些差异。大多的测试主要分为两项，

一项为测试CAN总线的负载率，另一项则是总线负载压力测

试，我们对两项常见的负载情况测试做一下测试方法的解析。

测试CAN总线的负载率，并没有固定的测试标准，大多数

的CAN测试设备都可以对总线负载率做检测。例如我司测试时

经常使用CANScope或者CAN卡进行总线负载率测试，而测试

的方法则是计算每秒接

收到的CAN总线上的

帧数，根据帧数的大小

配以算法得出此时的总

线负载率。例如1M波

特率，1s传输1Mbit的

数据，则负载率达到了

100%。

除瞬时负载率外，CANScope里还有有通过流量分析得出

接收报文的负载率情况，与上述的实时侦测帧数计算有些区别

的是，流量分析是通过波形占用总线的时间作为参考，相比于

实时帧数计算更具有说服性。

而总线负载压力测试，在GMW14242中，要求被测CAN

总线在所有负载条件下能正常运行并且不会死机。其试验原理

是：由测试设备制造各种负载条件下的情况，测试被测CAN总

线是否还可以将正常的应用数据发出。测试报文如下表所示。

每个报文产生按 10%、30%、50%、70%、90%的负载率，

观察被测CAN总线发出的应用数据是否依然正常。

我们再用CANScope-Pro测试举例了解一下测试过程：

步骤 1：启动 CANScope-Pro，将 RHL 调节为 60 欧，

设置好和被测 DUT 相同的波特率，点击开启。控制被测能发出

各种预期的报文。

步骤 2：打开 CANScope 的报文界面和“总线负载率”

界面，发送 ID 填入 111H，DLC 为0，发送次数为无限。分别

调整重复次数，使总线负载率为 10%、30%、50%、70%、

90%。使用 ID 筛选的方式，对应观察被测 DUT 的应用数据

是否间隔时间是否正常。为筛选出被测 DUT 发出的 181H 的 

ID，通过增量时间的方式观察是否有异常。

步骤 3：打开 CANScope 的报文界面和“总线负载率”

界面，发送 ID 填入 7FFH，DLC 为8，发送次数为无限。分别

调整重复次数，使总线负载率为 10%、30%、50%、70%、

90%。使用 ID 筛选的方式，对应观察被测 DUT 的应用数据

是否间隔时间是否正常。为筛选出被测 DUT 发出的 181H 的 

ID，通过增量时间的方式

观察是否有异常。

依据 GMW14241，

测 试 结 果 为  D U T  在 

1 0 % 、 3 0 % 、 5 0 % 、

70%、90%负载下均可

以正常工作，并且不会因

为负载过高而死机，则通

过测试。 

其实通过负载率测试

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如

果测试CAN一致性测试

的项目都需要手动测试完

成会非常耗费精力。单负

载率的测试都要在不通的

负载率情况下观察通信情

况，其他的测试的复杂和

严谨性更是不言而喻。目

前能够对所有项目或者大

部分想做做全自动化测试

的方案少之又少，最新的

CANDT则带有自动化测

试流程，可以直接导出报

表，对于CAN一致性测

试的工程师而言应该是福

音了。

CANDT的硬件连接较为方便，搭配CANScope-Pro和电

脑，只需一次性连接相关的供电线及通信线，利用上位机软件

实现全自动化测试的目的。

如图7里的上位机软件所示，针对物理层、数据链路层、

网络管理层的测试项可以做单项或多项的自动化测试。整个测

试系统以ISO11898标准为核心，围绕国内主流新能源主机厂

CAN总线测试标准为主要依据，测试功能满足CAN总线一致性

测试需求。

随着智能互联、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及共享出行的发展，新

能源汽车需求正在逐年增加。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辆车的相关测

试应用。

交流充电桩测试系统
电动汽车迅速发展，作为电动汽车主要充电设备的交流充电

桩，应具备能够为电动汽车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流电源，并且能

够为非专业人员安全、方便操作。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为电动

汽车车载充电机提供交流电源的供电装置，提供人机交互操作界

面及交流充电接口，并具备相应测控保护功能的专用装置。

测试系统原理框图

该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桩测试解决方案可以完成以下的测试

项目：

输入输出功能测试；显示功能；通讯功能；控制导引功能测

试；数据记录一致性功能测试；过流保护功能，剩余电流保护功

能，急停功能试验。

系统功能：

用户可自动配置测试工况；自动进行交流充电桩的测试数据

一致性检验；异常情况下断电保护，保证无人看守情况下系统可

靠运行；模拟车辆主控制器与交流充电桩交互功能。

应用：

交流充电桩的功能测试，型式试验，耐久可靠性测试。

符合电动汽车充电一致性测试：

GB/T18487.1-2015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第一部分通用

要求

GBT 20234.2-2011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链接装置第2部分

交流充电接口

PEM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测试
我们生产的高端专业燃料电池测试系统，为客户研究和评估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提供了可靠地测试工作环境。本系统配置

了高精度液体流量控

制器，为客户进行各

项评估实验提供了精

确、稳定、可靠的气

路管理子系统，同时

根据该类燃料电池工

作特性本系统配置了

气体加湿装置，客户

可根据使用需求来控

制反应气体的相对湿

度，满足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工作时对气体加湿需求。该系统

配置了压力背压控制系统，对于反应气体在不同压力下反应效率

进行相应评估，客户可通过该控制系统来评估燃料电池的最优工

作压力范围。

产品功能特点：

1. 氢气泄露报警、氮气吹扫、手动急停、软件报警检测。

2. 支持零伏工况；工况模拟：恒电流、恒电压、恒功率、方

案编程自动运行。

3. 单体电压巡检模块化，便于稳定可靠的扩展检测通道。

4. 气体预处理控制（温度、压力、流量、湿度）。

5. 工况模拟（方案编辑完成开启运行，软件自动计算下一步

工况消耗流量，自动完成流量设置，实时记录数据）。

6. 数据记录(温度、压力、流量、湿度、电压、电流等参数

实时记录)。

7. 数据分析与曲线显示（可二次开发）。

8. 支持无人值守可靠运行模式。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
Technical Analysis 

仿真技术是自动驾驶开发测试的关键技术

汽车测试标准之总线负载率测试 新能源汽车的测试与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