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861718.com（让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www.861718.com（让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官方微信，敬请关注

2019 年 1 月15 日
15 th Jan. 2019

第203期  No. 203

《仪器仪表商情》报刊  中国仪器仪表商情网     全球测试测量行业最大的全媒体平台 !

让制造业不缺测试测量工程师

仪商旗下品牌：

一站式工业仪器仪表电商平台 网络精准营销工具

星球国际资讯集团
Global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Group

电话（ Tel ）： (86-20)-3405 0665
                                                 3405 0657 
传真（Fax）：(86-20)-3415 0697 

广州德禄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echnical Analysis
解决方案  ( 汽车测试 )
Solution

现代汽车逐步由机械式系统向电子式系统过渡，传统的

机械驻车制动系统即俗称的“手刹“，不仅操作繁琐，装置空

间大，且长期使使用磨损后因不能施加足够拉力而造成安全隐

患，已完全不能满足人们对现代汽车方便舒适性及安全性的要

求。EPB（Electrical Park 

Brake）汽车电子驻车系统是

优于传统机械制动的一种智能

装置，将汽车驻车制动安全技

术推向智能化、集成化、系统

化，是现代汽车发展并经的一

个重要环节。

汽车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由驻车制动电子按钮，电

子控制单元（驱动电路），电动机组件，制动执行装置，刹车

片等机构组成。

如上图所示，驱动电路是汽车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

的核心部件，它对电机的驱动能力直接决定着刹车系统的灵敏

度。驱动电路起到开关信号，给出一个低电压或者小电流，来

控制电机的开启、关闭和正反转等。

为保障EPU刹车灵敏度，我们需要测驱动电路的驱动能

力，艾德克斯IT8800系列 高速高精度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

紧密配合测试需要，可完美模拟电机拉载性能，保障EPU系统

安全。

I T 8 8 0 0 具 有

高 达 2 5 K H z 的 动

态测试能力，三种

动 态 测 试 模 式 可

供选择：连续模式

（Continuous），

脉冲模式(Pu lse)

及 翻 转 模 式

（Toggle）。

动 态 测 试 操 作

能够根据设定规则

使电子负载在两种设定参数间切换。动态测试操作可以用前面

板 [Shift]+[2] 键进入动态测试菜单，在动态测试操作之前，应

首先设置动态测试操作的相关参数，这些参数包括：动态测试

模式、A 值、B 值、脉宽时间、频率、占空比等。若是CC模

式动态测试，还需要设置电流上升下降斜率。

 

实验
我们选用IT8816来测试电机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使用

其外部模拟量触发的翻转动态测试功能，每当电机驱动电路输

出一个低电平信号，IT8816B的动态模式就反转一次。通过

8816的动态是否被触发及触发跟随响应的快慢，即可判定电

机驱动能力。

为实测的波形图，蓝色波形为驱动电路输出电压波形图

（频率200Hz, 低电平为0V高电平为5V的方波信号），黄色波

形为IT8816的动态拉载波形为图（Toggle的具体参数如下：

Rise Time = 5.00A/us, FallTime = 5.00A/us，Level A = 

5A, Level B = 10A.）

分析：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电机驱动电路的方波周期为

5ms，即每5ms出现一次低电平，每出现低电平时，IT8816

被触发一次，电流在5A和10A之间翻转一次。从翻转的跟随状

态看，此电机的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良好。

CAN总线是新能源汽车中非常重要的通讯总线，工程师们

常常通过CAN总线来读取车上的车速、转速、扭矩等信号，但

你是否知道CAN总线也可以用来读取功率分析仪实际测试的功

率信号呢？

对于工程师来言未来的测试方法一定是趋于整体化、集成

化。在新能源汽车中，需要测试的项目十分繁多，这里为大家介

绍新能源汽车CAN总线、功率分析同步测试方案。

CAN总线可以读取新能源汽车中所有的CAN信号，再通过

软件进行实时分析。而PA功率分析仪是用来测试电信号的，两者

的数据并不通用，那如何解决同步测试的问题呢？

功率分析仪CAN口输出
ZLG致远电子是国内唯一可以输出CAN总线技术和功率测试

技术的企业，在PA功

率分析仪的功能升级中

使用CAN接口转换卡

将功率分析仪中的功率

测试信号转化成CAN

总线信号，通过串口与

PA功率分析仪实现通

信，并且支持数据主动

上传，可解决用户需求

功率分析仪CAN口输

出的功能，如图1和图2

所示。

CAN数据和功率分析仪数据结果显示
功率分析仪的测试数据通过CAN口后结果如何显示呢？

此时的功率分析仪就和其中的一个CAN节点一样，定时的发

送数据到CAN总线，用户可以使用致远电子编辑的DBC文件进

行解析，或者可以将多个DBC文件进行合并再解析。此时的功率

分析仪数据就完全转化成了CAN总线数据，再使用对应的软件进

行绘图。用户可以得到随着时间变化的车速、转速、扭矩、电池

功率、电机功率的变化曲线图。

在新能源汽车的测试中，CAN总线数据和PA功率分析仪的

数据一起进行处理可以帮助工程师更准确的了解在不同工况下车

内各个部件的工作情况，用户可以在整车的台架测试中或者新能

源汽车的路试中使用此应用，可大大节省工程师的时间。

一、机器人在线检测技术在车身制造过程中应用的必

要性
伴随日趋激烈的国内汽车市场，各汽车主机厂的核心竞争力

大体可总结为造型、性能及质量三大方面。尤其是汽车质量这一

方面，最能够体现一款汽车的口碑，也会间接的影响市场认可及

销售能力。

汽车制造作为一个系统化的制造工程,而作为汽车整车制造

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序之一的车身制造，作业内容复杂且质量指标

要求高。车身制造过程的重要质量指标一般分为车身尺寸质量、

焊接质量、外观质量、匹配质量等，其中车身尺寸质量是最影响

整车装配性的质量指标之一。目前国内对于车身制造过程中的车

身尺寸的检测方式大多采用线下检测，即采用双悬臂测量仪在专

业的三坐标测量室(恒温恒湿)内对车身进行检测(如图1所示)，

通常一条车身生产线单班次每日测量样本不会超过2台份，且测

量周期长，一般为2-3小时/台车，检测报告制作周期约为0.5小

时。一般取得当日车身生产过程中尺寸报告需要自线上下车后的

2.5~3.5小时左右，而此时生产线仍然继续生产，如果车身尺寸

状态存在较大偏差，问题车身已生产62.5~87.5台车(以25JPH

为例)。无法做到及时反馈车身误差信息，若产生不可修复性的

车身尺寸偏差，所产生

的损失不可预估。

为解决此类问题，

国内部分主机厂已意识

到车身制造过程中在线

检测技术的重要性，并

且部分主机厂已投入应

用固定式在线检测技术，如红外线在线检测技术。但由于固定式

的局限性，效果不够理想，检测位置较为单一且只能检测单一车

型，无法满足车身实际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需要。为此一种柔性化

的车身尺寸在线检测技术在车身制造过程中的应用势在必行。

二、机器人在线检测技术在车身制造过程中应用的目的
目前国内汽车白车身生产线发展日新月异，为响应国家提出

的“中国制造2025”这一主题，柔性化、自动化、智能化及高

节拍是未来汽车白车身生产线开发的趋势，如何满足这一趋势是

目前车身制造过程在线检测刻不容缓的一大课题。

2.1 满足车身制造过程中柔性化在线检测需求

固定式、单一车型的在线检测技术已不能满足目前白车身生

产线柔性化需求，为此在线检测技术也应具备柔性化功能。目前

世界上车身尺寸检测设备相对比较完善(主要有红外线、蓝光、

白光等检测系统)，而柔性化的检测技术需完善的车身尺寸检测

设备及可满足一定移动轨迹的载体即可实现，其中载体应同时具

备位置度及重复定位精度要求。具体项目可依据不同需求可选择

不同的工装活设备作为载体，而目前以机器人作为载体是符合车

身柔性化制造需求的最佳对象(如图2ab所示)。

2.2满足车身制造过程中尺寸检测及时性需求

传统的车身检测方式由于检测周期长且只能对车身进行抽

检。而机器人在线检测技术可以实现非接触、快速等检测优点，

不仅能够快速反馈车身尺寸信息，而且也可体现出车身尺寸趋

势及重要车身尺寸偏差在线预警功能，能够及时为工艺分析改进

提供依据，符合未来车身制造自动化、智能化及高节拍的质量需

求。

三、机器人在线检测技术工作原理
3.1在线检测系统-机器人构成

在线监测系统主要构成部分如下：

①重复位置精度较高的机器人，如KUKA、ABB等一流品牌

机器人;

②专业的视觉传感器;

③包含服务器模块、数据处理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及用户

界面程序等的测量专用数据控制柜;

④相应的RFID系统、光栅及Z向传感器等PLC控制系统构

成。

其中作为输入端的是视觉拍摄系统并对待测对象进行数据

收集。通常组成部分是半导体激光束作为信息的输入端，可实

现与待测对象不进行接触(传统检测系统采用接触式)、对待测

对象的特征进行信息收集。该输入端的技术参数要求：工作距

离200mm左右、精度±0.05mm、分辨率0.01mm、分辨率

0.01mm及相关的稳定辅助支架等。

3.1.1 系统布置

以通常的白车身自动化生产线为例，在线检测工位可布置

2-4台在线检测机器人(具体依据实际需求为准)，通过3D数据模

拟仿真，并结合线体的实际布置及既定生产节拍，最大限度满足

需求的前提下，最终明确在线检测机器人的布置位置及数量。

3.1.2 检测点仿真及方案

(1)检测点数量的设定

以30JPH的白车身自动化焊装线为例，滑橇的转运(包含

升降)时间约为18s，单个检测点的花费时间约2-2.5s。综上，

配置4台在线检测机器人可实现检测点的最大数量为：【(120-

18)/2】*4=204个。

(2)检测点的预选、仿真及最终确定

白车身焊装线通常共由五个关键区域组成：侧围区域、发舱

区域、前地板区域、后地板区域及车身骨架区域。若仅设置一个

工位的在线检测系统，尽可能多的设置检测点，则对于白车身检

测效果越明显，在仿真模拟前，参考传统三坐标检测点并依据检

测点的重要程度进行预设定检测点，依据预设定检测点位置进行

数字化模拟仿真，并依据现场实际验证结果作为导向从而最终确

认检测点位置及数量。

3.1.3 在线检测效果

(1)焊装自动线通过滑撬将待测白车身骨架转运至机器人在

线检测工位，待车身定位完成后，控制器给在线检测工位控制器

发射“到位”信号、控制器给在线检测系统控制柜发射“车型”

信号、控制柜向检测机器人发动“启动”信号、机器人接到信号

后运行、机器人将每个检测点的检测值向检测控制器发射“测量

请求”和“测点ID”信号、待检测控制器发回的“测量完成”信

号、在线检测系统接到信号后启动测量并对检测结果进行记录、

再通过检测分析软件进行处理。单个检测点结束后继续向机器人

发射“测量完成”信号、机器人收到“测量完成”信号后开始向

下一检测点运行，直至完成所有既定检测点的测量。

(2)在线检测系统可取得的效果：

通过机器人在线检测系统的应用，既可实现对生产过程中异

常车身尺寸波动的预警，又可实现检测数据库的搭建。

①通过对过程异常车身尺寸示警，规避了批量问题车身的生

产且能够正向识别问题，降低不合格产品数量;

②车身检测数据库的搭建，通过对指定时间段的车身数据汇

总分析，有利于逆向识别整车装配所产生的问题位置，便于问题

解决，提高问题解决效率。

3.1.4 影响在线检测系统精度的因素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实地跟踪验证确认后，影响在线检测系

统精度因素如下：

①信号输入端在检测过程中应确保与检测点的投影面保持垂

直状态，越接近90°，检测精度越高，反之，精度越差;

②机器人在线检测系统中机器人本体在同一姿态不同温度(极

限温度与通常温度)环境下运行过程中波动较大，经不完全统计，

精度波动值在0.2mm左右。非极限温度下，波动可忽略不计;

③检测点应选取特征明显的点，同一台车经在线检测后用传

统三坐标测量仪检测后发现，特征越明显的检测点，在线检测的

测量精度越高;

④机器人在线检测系统所选取的重复性定位精度越高的机器

人，检测特征点的精度越高。

四、总 结
通过对机器人在线检测系统的应用，可取得如下优点：

4.1 白车身焊装线所有车身关键检测点都可实现100%检

测，并可针对异常车身进行预警，规避批量问题车身生产，降低

企业不合格品所产生成本，同时提高检测效率。

4.2 白车身在线检测可实现车身尺寸数据库搭建，通过对指

定时间段的车身数据汇总分析，有利于逆向识别整车装配所产生

的问题位置，便于问题解决，提高问题解决效率。

艾德克斯 IT8800 系列测试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 新能源汽车 CAN 总线与功率分析同步测试解决方案

机器人在线检测如何应用于车身制造

图 1 硬件连接图

 图 2 PA上远程控制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