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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半导体芯片在片测试是微波集成电路建模、设计、工

艺生产和应用之间的桥梁，是集成电路设计实现的基础，不可或

缺。没有准确的测试数据，无法完成准确半导体芯片建模，也就

无法实现芯片工艺的有效调整。因此芯片测试设备在芯片产业中

具有重要作用，在各个产业环节均有大量需求：

目前芯片测试设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系统平台受

控于人，替代难度大但急需自研。国外设备厂商长期以来形成明

显的分工，相互排斥又互相兼容，建立了测试标准和测试平台。

二是在片测试成本高，效率低。微波半导体芯片多参数，或综合

参数测试需要配置多套系统、多台多种类仪器才能完成综合参数

测试，急需一体化的综合参数快速测试设备。

中电仪器推出的微波半导体芯片在片测试解决方案，解决了

在芯片测试中存在的诸多难题。中电仪器通过深入调研分析20

余家单位需求，整合已积累的技术，开发或联合开发新技术，补

偿技术短板，初步建设了微波半导体芯片测试软件平台。该平台

不但兼容几乎所有的主流在片测试仪器、软件和附件，而且具有

统一友善的用户使用接口，测试效率高、产业化程度高、功能全

面。系统中测试仪器和软件基本实现自研，微波探针、探针台、

在片校准片等关键微波部件逐步国产替代，形成以微波仪器为核

心的10余种选件，组合为6套具体系统向行业推广：

（1）S参数及增益压缩等常规参数测试系统

（2）功率负载牵引测试系统       （3）毫米波扩频测试系统

（4）低噪声放大器测试系统

（5）生产测试系统

（6）传感器及光电子测试系统

解决方案推向市场半年多来，已为客户提供系统近10套，为

客户解决了现场芯片测试难题，某客户专家给予了“雪中送炭”

的评价。客户的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表扬和支持，中电仪器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创造“国内卓越，世界一流”的品牌不懈

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实现中国梦奋斗不息。

（来源：中电仪器 作者：杨保国 许春卿）

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三电测试技术包含电池储能测试、逆变

器测试、充电测试、BMS测试等，如图1所示。本期为大家介绍

KEYSIGHT充电技术测试，暨针对整个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通常指充电桩和充电箱）所提供的测试解决方案。

图1 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测试技术

一、汽车元器件独立测试的概念与模型
首先，以「逆变器」为例，先给大家介绍汽车中元器件独立

测试的概念。然后，再来介绍为整个电动汽车和电动汽车充电设

备生态系统而打造的测试解决方案。假设现在准备开发一个电气

传动系统的元器件，并且接下来要对它进行验证测试，这就会面

临某些挑战。比如：

“如何确保这个元器

件能够满足复杂系统

的 要 求 ？ ” 这 里 的

“复杂”是指这些元

器件不仅要连接高压

电源，还要连接低压

通信。如何执行这类

测试？

绝大多数人一定希望立即测试自己的逆变器，而不是等到其

他元器件都备齐后再开始。为了减少开发时间和成本，研发人员

通常不会等到电机系统开发完成之后再来做这项测试。此外，同

样重要的是：“如何确保元器件在发生故障时也能正常工作？怎

样对元器件的故障进行测试？” 比如，连接的元器件有可能出现

了故障，要怎样进行测试？这些都是在进行元器件独立测试时将

会遇到的主要挑战。

以电动汽车宝马i3为例来说明，在这辆车里，有不同的元器

件，有些元器件是连在一起的。例如，这个逆变器位于后侧，在

它下方则是电机，因此逆变器与电机靠得非常近。假设在没有

电机和电池包的情况下，对逆变器进行测试，并且只测试逆变

器本身。要测试逆变器，必须用所谓的电机模拟器（Machine 

Emulator）来替代电机。而旁边的电池也必须用这个电池模

拟器来替代，如图所示，它被称作「动态直流电池模拟器」

（Dynamic DC Emulator）。同样，在低压方面，必须对汽车

中信号进行仿真。对于有现有的模型，无论是 Matlab Simulink 

模型还是其他模型，都可以用它来仿真道路场景或仿真循环驾驶

的路况，等等。

图3 汽车元器件测试 V-Model

使用 Power HiL 系统来进行车辆仿真。「电机模拟器」可

以仿真不同的电机。可以通过不同的参数设置来仿真同步电机、

异步电机或是希望模拟的其他类型的机器。电机可以是3相，也

可以是6相或者是实验所需要的其他类型。在DC（直流）端，

「电池包模拟器」可以设置模拟器的内阻配置电池的动态特性，

从而为逆变器两端提供需要的信号，这意味着仿真在汽车中真实

连接的元器件。该方案希望能用模拟器来替代逆变器，以使车内

的逆变器和所有与之相连的器件都可以被仿真。

这个的示例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一切都可以通过参数来灵

活配置，只需替换模拟器内的模型即可。在开发元器件时，设计

人员可能会根据「V-Model」来执行这样的操作。这意味着对

于定制化的要求，并且最终到达系统验收测试这一步。在系统和

元器件设计好之后，就需要对它们进行测试了。可以选择用「低

压 HiL」来进行测试。也就是说，可以测试逆变器的通信部分，

其中包括 CAN 通信、电源以及 I/O 信号，还有安全信号。这使

得执行大量的故障测试成为可能。

二、汽车充电设备测试技术和方案
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动汽车（EV、PHEV）的发展和推广

取决于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桩或者充电箱）的大范围铺设和使

用。由于最近出台的一些标准以及相关领域经验的缺乏，EV和

EVSE之间出现的交互故障频繁发生。

图4 KEYSIGHT Scienlab 充电测试系统

充电基础设施与HEV或EV之间的充电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生

态系统，涉及众多关联方：汽车制造商（OEM）；第三方检测

机构；充电基础设施（如：充电桩或者充电箱）的制造商；运营

商以及工厂。电动汽车供电设备（EVSE）的互操作性对于确保

服务提供商的运营

和终端客户的驾驶

体验非常重要。充

电设施在推向市场

之前，必须满足众

多要求。除了正确

无误的通信能力之

外，功率是首要考

虑因素。

其他挑战还包括与各种 HEV、EV、充电接口、电网的兼

容性，以及必须符合不同的国际标准。此外，必须对这个复杂生

态系统中的大量「充电元器件」进行彻底的测试。这些元器件包

括：

充电电缆

车载充电器和/或逆变器

HEV/EV 电池组

相关的电池组管理系统

图6显示的是真实环境下的「车载充电器」。车载充电器通

过充电电缆与充电桩（EVSE）连接。车载充电器与充电桩之间

的通信线路相连。右侧是是位于车内的电池包。充电器本身处于

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并且与冷却系统相连。

图6 车载充电器

上方可以看到电源、与电子控制装置之间的 CAN 通信以及

一些安全 I/O，例如：安全断开信号。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必须

用一个适当的系统来替代充电桩(EVSE)，不仅是功率流，还包

括通信。

右侧的电池可以用「电池模拟器」来替代。前面提到过，在

仿真测试环境中，这里的电池已经使用电池模拟器替代。它的直

流线路会和车载充电器相连。车载充电器位于环境舱内与调节装

置或冷却器相连。

在交流侧，需要两个元器件。其中一个元器件是「交流模拟

器」，这个模拟器可以模拟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网，

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CDS，即「充电测试系统」，还可以

模拟不同的充电通信协议。

中国，CDS 能够模拟GB/T 标准的充电通信协议，交流模

拟器可以模拟中国的电网。(EVSE)，不仅是功率流，还包括通

信。

﹒日本，CDS可以模拟日本的电网，直流模拟器可以仿真 

CHAdeMO 标准。

﹒欧洲和美国，交流零部件基本相同，采用的标准是 CCS，

即组合充电系统。

图8 兼容目前市场上主要的充电电气接口及通信协议

这一切都将由HiL系统来控制。HiL系统会控制直流模拟器或

交流模拟器以及充电测试系统。对于车载充电机，它会处在不同

的环境条件下。在这方面，该方案的优势在于只需要通过改变软

件的参数就可以改变车载充电器的边界条件。这不仅适合具体的

测试用例，而且对于车载充电器真正出现故障的情况来说，假如

连接的是真正的电池和真正的充电桩，那么几乎无法确认故障来

源，模拟起来也会很有难度。

图9 HiL测试环境的组成部分

除了 HiL 系统以外，这套系统还具有可视化、数据存储和自

动化功能，可以获得可重复执行的具体测试用例。无论在什么时

候，都可以执行同样的测试。这意味着，如果发现车载充电器有

问题您可以进行验证或者是更新软件，然后可以执行同一测试，

看看车载充电器上的这个故障是否已被消除。

图10 Charging Discovery系统的体系结构

为了对充电接口进行测试，还需要采用了两个出色的部件，

其中之一是充电测试系统（CDS）。这是一个灵活的通信接

口，我们可以测试 EV(电动车)、EVSE （充电桩）也可以作为

EV(电动车)、EVSE （充电桩）的“中间环节监听者（man-

in-the-middle）”。这里的“中间环节”意味着监听正在测试

的充电桩和汽车之间的通信。

该系统能够支持所有标准的通信协议，即北美和欧洲采用的

CCS，以及中国的 GB/T 和日本的 CHAdeMO。CDS和双向电

源（负载）（直流和交流）高性能结合起来，可以测试充电接口

时遇到的各种不同测试用例提供很大的灵活性。如果想要测试充

电桩或电动汽车测试人员不一定需要 HiL 系统，只需使用我们的 

CDS 和电源或负载即可完成测试。为此，这套方案中还提供了

「Charging Discover」软件。

图11 Charging Discover 软件界面

这款软件可以在普通的 Windows PC 上运行，因此测试人

员可以编写不同的测试用例并进行广泛的测试，还可以在测试编

辑器中创建自己的测试。同时，该软件也提供了成千上万种不同

标准测试用例，这些用例参照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标准。

通过这个软件，CDS 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进行配置，这意

味着，这个测试方案可以仿真电动汽车和充电桩EVSE 或者可以

用作“中间环节”的监听一旦拥有了所有这些系统，就可以测试

充电接口的通信协议。可以分析 PMW 信号，包括动力线的连接

可以测试动力线的性能，包括功率流。也可以测试 EV 和 EVSE 

之间的互操作性。互操作性意味着：任何 EV 与任何 EVSE 之

间都可以相互通信和充电。如果不希望对每台 EV 和 EVSE 进

行这样的操作，系统还提供了已经定义好的和标准化的测试用

例。实际上，整个解决方案为此提供有几千种不同的测试用例，

以便能够测试 EV 或 EVSE，只要已经确认了标准就可以测试了

它们的互操作性。

图12 模块化、可扩展的设计使得该系统支持实验室测试和移动测试

此外，由于该系统采用了模块化的可升级结构，因此还可以

进行扩展。可以将CDS用作移动解决方案执行外场分析任务，

也可以在实验室里执行非常全面的测试程序。刚才是对系统灵活

性的介绍。如图片中所示，可以观察到背景中的 EMC 暗室和暗

室外的巨大电源。进入暗室的功率高达几兆瓦，这样允许研发人

员在对EV电动车充电时进行测试，从而在不使用充电桩的情况

下来测量 EMC 特性。充电桩无需在 EMC 暗室内放置。反过来

操作也可以。可以使用 CDS 和电子负载来仿真暗室外的汽车。

在暗室内部，会使用充电桩来观察系统充电时充电桩的 EMC 特

性。同样地，将能够对元器件逐一进行测试。这对于测试用例来

说非常实用也非常有吸引力。

图13 实际部署的CDS测试系统，支持对EV电动车充电时进行测试

还可以看到前面讲过的车载充电器测试。左边可以看到中

间环节监听的情况。后面是充电桩。可以看到汽车。在 CDS 之

间，只需观察充电桩与汽车之间的通信。

应对新形势 微波半导体芯片测试解决方案“雪中送炭”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测试技术和解决方案

图2 图片来自于宝马 i3

图7 车载充电器测试环境

图5 CDS (Charging Discovery System) 能够作为统一的

验证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