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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VRTS) 为76至81 GHz的汽车雷达

系统提供了自动化雷达测量和障碍物模拟功能。工程师可利用

VRTS来测试汽车硬件及软件子系统，包括雷达传感器、ADAS

子系统和嵌入式软件。VRTS具有灵活的障碍物生成功能，可模

拟各种生成的场景，帮助工程师测试雷达及其他先进驾驶辅助系

统 (ADAS) 的嵌入式软件。此外，高性能毫米波射频前端和PXI

矢量信号收发器 (VST) 相结合，可实现精确的RF测量，帮助工

程师分析和测试波束。因此，工程师可以在ADAS和雷达系统开

发的各个阶段，即从研发到批量制造测试，均使用相同的测量硬

件。

VRTS是平台化测试和测量方法的一部分， 因此它可以轻松

地与其他PXI测量硬件集成，以构成完整的汽车测试系统。对于

传感器融合测试应用，工程师可以将VRTS与其他测量硬件组合

并同步，以同时模拟多种类型的传感器。测试系统通常作为硬件

在环 (HIL) 仿真的一部分，通过模拟环境的行为来测试嵌入式软

件。

VRTS详解
VRTS是一种模块化系统，能够在77和79 GHz汽车雷达波

段内提供汽车雷达障碍物生成和测量功能。VRTS的核心是PXI

系统，里面包含了PXIe-5840矢量信号收发器和NI-5692可变

延迟发生器（VDG）。这些模块与NI mmRH-3608毫米波射频

前端配合使用，可为雷达传感器提供射频接口。这款毫米波射频

前端还具有对中激光器，可确保雷达DUT与测试系统射频前端之

间精确对准。典型测试配置框图如图1所示。VRTS的一个关键

组件是PXIe-5480 VST。该仪器为系统提供两个关键功能：校

准雷达测量和障碍物模拟。工程师利用VST的板载FPGA， 可

模拟雷达障碍物的复杂运动。执行雷达障碍物模拟时，VRTS最

多可模拟四个或更多物体。如果障碍物出现在4到300m的距离

内，则距离分辨率为

10cm到12cm，距离

越近分辨率越高。除

距离外，用户可在软

件中动态设置目标雷

达截面 (RCS) 和速度

（多普勒效应）。

VST的射频信号发生器和分析仪为自动化雷达传感器测试

提供经过校准的测量结果。基于该仪器，VRTS可帮助工程师

进行各种测量，包括天线波束辐射方向图、全向有效辐射功率

（EIRP）、相位噪声、 频谱占有率、波束宽度、线性调频信号

调制解调等。将障碍物模拟和测量功能集于一体，可减少总测

试时间，而且也意味着您无需分别购买具有这两种功能的专用测

试系统，这样可减少仪器数量，进而减少生产测试所需的占地空

间。

VRTS的模块化特性使得NI联盟合作伙伴可定制硬件配置，

来精准地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 

生产测试用9槽系统
对于生产测试应用，VRTS采用一个VST和最多两个VDG

配置，如图2所示。该配置支持生成最多两个远距离雷达障碍

物，而且占地面积和成本也保持最小。生产测试用的VRTS还具

有全部的雷达测量功能，包括波束特征测试、EIRP测量和功能

测试。图2 的系统配置包括：

1个PXIe-1078 9槽机箱

1个PXIe-8840多核嵌入

式控制器

1个PXIe-5840矢量信号

收发仪

2个NI-5692可变延迟发

生器

用于验证、特性分析和研发的18槽系统
对于高级应用，工程师可使用PXIe-1085 18 槽机箱来支

持生成多达四个全范围雷达障碍物。该配置包括两个VST和四个

VDG，如图3所示。无论是生产测试用VRTS， 还是高级应用所

需的VRTS，均可通过扩展电缆连接至其他PXI机箱进行扩展，

以生成更多模拟雷达障碍物。图3的系统配置包括： 

1个PXIe-1085 18槽机箱

1个PXIe-8840多核控制器

2个PXIe-5840矢量信号收发仪

4个NI-5692可变延迟发生器

请注意，图3的配置还包含一个空PXI插槽，用于添加更多

仪器或控制其他PXI机

箱。适用的仪器包括电

源、示波器、数据采集

模块、CAN/以太网接

口模块等。

图3.高级VRTS最多可生成四个雷达障碍物

毫米波射频前端选项
除了多种PXI配置外，VRTS还具有多个射频前端选项，适

用于收发分置和收发一体天线配置。收发分置选项具有独立的接

收和发射端口以及高达

50 dB的收发隔离。而

收 发 一 体 选 项 则 只 有

一 个 混 合 信 号 收 发 端

口 ， 收 发 隔 离 最 高 达

30 dB。收发分置射频

前端如图4所示。

图4.收发分置VRTS毫米波收发器射频 前端（带盖和不带盖）

雷达障碍物模拟
VRTS的灵活性可允许NI联盟伙伴高度定制软件应用程序，

以精准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NI联盟合作伙伴可利用LabVIEW

和 LabVIEW FPGA所提供的强大图形化编程环境（图5所

示），开发从独立障碍物模拟器到全功能HIL模拟系统等各种规

模的软件应用程序。对于这些软件应用程序，NI联盟合作伙伴可

基于底层VRTS硬件API，使用定制软件对其进行功能增强和扩

展。 

图5.使用LabVIEW和LabVIEW FPGA自定义测量和场景。

NI灵活的障碍物生成架构提供了一个显著优势：工程师可在

可靠性标准和需求发生变化时增加新的测试用例。例如，在涉及

嵌入式ADAS软件测试的应用中，工程师可以使用NI联盟合作伙

伴的软件来模拟常见的驾驶场景，如图6所示，包括星型图案、

车道变换和对象穿越街道。VRTS在这三个场景的行为均可通过

三个关键参数进行控制； 距离、速度和雷达截面。

工程师可对VRTS进行各种配置，以模拟符合表1所列条件

的各种障碍物。

表1.VRTS障碍物模拟规范

雷达测试和测量
除了障碍物模拟之外，VRTS还可以对雷达传感器和系统进

行射频测量。NI VRTS的底层硬件控制还纳入了典型雷达测量所

需的测量功能。这些测量功能均以NI-RFmx测量API为基础，

可快速提供精确的测量结果。VRTS支持的典型测量包括： 

辐射方向图；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噪声；

频谱占有率；波束宽度；

线性调频分析：线性度、过冲、记录、标签。

表2.VRTS硬件性能

DC-DC转换模块是常见的电源转换器，可以实现高/低

直流电的转换，转换后可以单路或者不同规格的多路输出。广

泛应用于电动汽车、航空、军工、工业自动化、LED照明、通

讯、信息以及医疗等产业。

DC-DC转换模块的功能验证至关重要，而传统的手工检

测，无论从效率上还是准确度上都已经无法满足当下日益增长

的市场需求。自动测试系统逐步取代传统手工检测的优势愈加

明显，同时也可以为公司带来丰厚效益：

1）减少人力投入

实现自动测试系统之后可以减少测试工程师的人力以及时

间的投入；

2）提高效率

所有待检项目可以自动进行并生成测试报告，无需中途人

为手动改动线路连接，效率远超手动测试方式；

3）降低错误率

因为工作量的增加和持续时间的增加，导致测试人员疲

劳，惯性思维或者思维松懈，而机器可以保证质量地不停运

行，同时可以满足额外任务增加时的测试需求。

以下以国内某终端客户的需求为例，介绍该套系统的大致

工作过程。

上位机，提供操作界面，用于控制系统内各仪器的测试动

作，并可进行测试结果的判断；

低压源/高压源，提供符合规格的直流电压输入，还可以用

来提供过压保护测试时的外部电压注入；

功率计，进行输入端的参数测量，包括电压、电流、功率

等，配合输出端测量值还可以求得待测物的效率；

电 压 表 ，

可以用来测量电

压、电流（搭配

分流器）、电阻

等参数；

示 波 器 ， 可

以用来测量待测

物电压上升/下降

时间的波形；

系统框图

测试接线简图                            软件控制界面

输出测试报告

AT-T2000作为APM全天科技新一代自动测试系统，具有

如下特点：

1. 针对各种电源产品优化标准测试项目，简单易学；

2. 开放式硬件平台，可根据客户需求增减测试设备；

3. 开放式软件平台，软件架构设计模块化，可供使用者扩

充测试项目；

4. 多账户分权限进行管理，避免越权修改；

5. 条码扫描自动调取程序，亦支持单路或者多路同时在线

测试；

6. 附加判断条件时，可自动弹出图形化参考界面提示操作

者处理；

7. 测试报告自动上传至出货系统内，方便追溯；

该系列系统可以实现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测试内容：

1. 输入功率测试；

2. 输入峰值电流测试；

3. 输入欠压测试；

4. 输入输出时序测试；

5. 电压/电流精度测试；

6. 电压/电流负载调整率测试；

7. 启动过冲测试；

8. 效率测试；

9. 纹波测试；

10. 输出短路测试；

11. 过流保护测试；

12. 过功率保护测试；

13. 电压上升/下降时间测试；

14. 开/关机时间测试；

15. I/O信号监控；

16. 通讯检测；

APM全天科技基于10多年自动化系统集成经验，持续为不

同领域的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不忘初心牢记公司使命，最大限度

的降低人们的劳动负荷，增加人们的生活便利，节约人类资源。

DC-DC转换从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牵引逆变器、电池管理

和电动助力转向等），到汽车安全系统（防抱死制动系统或自

动驾驶等），汽车各系统的电气化比例正在日益提升。为确保

车辆安全，我们必须了解

这些系统是否按照正确的

操作指南运行。而准确电

流测量和快速故障响应对

于在这些系统中进行调试

和诊断至关重要。

图1所示为一个

典型的过流电路，包

括 一 个 分 立 运 算 放

大器和一个分立比较

器。

图1：利用分立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实现过流检测

决定该系统的准确性和响应时间的来源包括：

分流电阻（RS）容差和漂移。

放大器电路增益误差（RI和RF）。

放大器和比较器之间的分压器（R1和R2）误差。

比较器参考（R3和R4）输入误差。

放大器电路的响应时间。

比较器的响应时间。

在最坏的情形下，由放大器和比较器之间的分流、增益和

分压器引起的误差都会导致电流测量误差。根据此错误水平，

您必须在设计中增加裕度，以确保其不超过所需的运行参数。

总故障状态响应时间不仅包括放大器和比较器响应时间，

您还必须考虑微控制器（MCU）的周期时间以及保护电路的开

启和关闭时间。总响应时间必须短于系统进入安全运行状态所

需的时间。通常，MCU周期时间和保护电路是固定的；因此，

您必须调整放大器和比较器的响应时间，以满足系统要求。TI为

放大器和比较器提供各类响应时间的解决方案。

如果您想提高电流检测精度，可以选择使用图1所示电路

的高精度低漂移电阻；然而，随着外部元件的精度和漂移增

加，成本也随之增加。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电流检测放大器，如

TI INA185。电流检测放大器集成了精密匹配的电阻增益网络，

可经济高效地降低增益误差和漂移。对于INA185，增益误差为

±0.25%，漂移为8 ppm/°C，或温度变化为±0.33%。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使用性能更佳的电阻器来改善参考误

差。使用带有集成精密基准电压的比较器（如TI TLV4021）

也 可 在 温 度 误 差 为

±0.04%的情况内显著

改善参考误差。图2所

示为同时使用INA185

和TLV4021用于过流

检测电路的电路。

这会将分压器误差作为主要误差源。您可使用电流检测放

大器（如TI INA301）来消除此误差源。该放大器集成了比较器

和精密基准电压源，如图3所示。

INA301具有片

上精密电流源，仅需

一个外部电阻即可设

置阈值。此外，警报

输出的总响应时间小

于1μs。

监控系统的电流

状态相当于潜在问题

的主要指标。提高过

流检测精度可通过最小化分配净空来提高系统功率效率。有许

多过流检测解决方案可基于特定应用的关键问题进行优化：成

本、解决方案大小、精度或响应时间。您可以利用电流检测放

大器和带有集成参考的比较器提供的更高精度，来权衡实现典

型分立元件的低成本。

质量一直是沃尔沃汽车关注的关键问题，其对于品质检测

自然也有很高的要求。在沃尔沃根特工厂，白车身上焊接有近

200个销钉需要检测，检测方式、效率、品质都成为急需解决的

问题。

面临问题
使用传统的测量方法，需要将一个圆柱形的塑料安装在销

钉上。首先测量底部平面，之后再测量销钉，最后构造销钉与

平面的刺穿点，评价改点的位置。

传统的销钉测量方法中，辅助

圆柱的制造比较复杂，对圆度、配

合直径和同轴度的要求比较高，圆

柱的使用寿命有限，需经常更换新

品。另一方面，每个圆柱在安装时

都必须与销钉底部平面贴合，此指

标不以保证，并且人工安装费时、费事、费力，效率不高。

海克斯康制造智能为沃尔沃提供了两台DEA BRAVO HP

测量系统搭配CMS106激光传感器，无需任何辅助即可直接对

销钉进行扫描测量，节省了大量人工时间。

灵活扫描，应对焊装大尺寸
海克斯康两台DEA BRAVO HP测量系统，可以在焊装线

上全自动检查白车身，其开放式设计的双水平臂测量机极大简

化了庞大的白车身上下料过程。

凭借BRAVO HP悬臂测

量机开放式的空间设计，与

CW43L手腕测座大幅度旋转

角度的支持，CMS106激光

测头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对

任意位置销钉进行测量。测

量完成后，PC-DMIS软件包

可以将扫描测量数据与CAD

数据相比对，轻松完成检测

任务。

通 过 新 的 嵌 入 系 统 和

CMS106光学传感器，仅仅

NI 车载雷达测试系统

电动汽车 DC-DC 电源模块如何实现自动测试使用快速精确过流检测器诊断汽车安全系统

悬臂测量机扫描检测方案提升汽车品质和效率

图1.典型VRTS配置框图

图2.生产测试的VRTS配置

图2：使用精密电流检测放大器和精密比较器

实现过流检测

图3：INa301功能框图

需要2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辆沃尔沃车身上近200多个连接销

的位置检测，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

应对环境，不可撼动的精准
光学传感器在面对一些较差的光线环境与特殊材料特性时，

会出现干扰零件表面数据捕捉的情况。但是即使是棘手的零件特

征或者很差的光线环境，对CMS106的精确度也没有影响。

CMS106能生成一条由

多个激光点组成的激光线来扫

描车身表面，激光线和激光密

度可以适应零件和光线调整。

因此，干扰因素对测量结果的

准确性是没有影响的，根特工

厂采取多种策略以确保流程质量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