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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车载以太网发展趋势， 
开创美好未来
汽车创新正在飞速发展。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需要速度更快的无线连接。由摄像头、
雷达 和激 光雷达 等组 成的先 进电子安 全和便利系统 推动数 据量 急 剧增长。所有 
这些数据都会在新一代汽车的内部有线网络上传输。

对于德国汉诺威的大陆集团（AG）车内系统部来说，整合这些技术是他们面临的最
大挑战之一。在车辆内外提供高效信息管理是车内系统部的核心任务。其涉及到的产
品包括：仪表盘、多功能显示器和平视显示器、控制单元、出入控制和轮胎信息系统、
收音机、信息娱乐系统、输入设备、控制面板、气候控制单元、软件、坐舱、服务
和远程信息处理解决方案，以及智能交通系统。

案 例 分 析

公司：
• 大陆集团车内系统部 [1]

挑战：
• 实现使用两种数据速率车载以太网

的高速设计
• 在合理的时间内全面测试这些设计
• 验证设计是否符合相关的 IEEE 标准 

解决方案：
• Keysight Infiniium S 系列混合信号 

示波器
• Keysight N6467B 车载以太网

100BASE-T1 电气合规性测试 
应用软件

• Keysight N8847A 车载以太网 
100BASE-T1 协议触发和解码软件

• Keysight E6960A 1000BASE-T1 

发射机合规性测试应用软件

结果：
• 深入的压力测试使设计人员设计的 

新模块能够 100％实现性能目标
• 节省 30% 的整体测试开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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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处理高速数据总线上的数据
随着汽车行业内部署自动驾驶汽车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日益普及，大陆集团车内系统部
希望产品的故障率尽可能接近于零。

如何对每个设计执行全面的压力测试并从中发现潜在的风险问题，这是大陆集团面临的
一大挑战。大陆集团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实现广泛而深入的测试，从前期的研发阶段一直
覆盖到后期的量产阶段。

对于 CAN、LIN 和 MOST 等低速总线来说，对系统进行压力测试相对比较简单。这些传统
总线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或带宽来处理新一代汽车的数据负荷。车载以太网是一种新兴的
解决方案，可以提供 100 Mbps 或 1,000 Mbps 的带宽。

从工程角度来看，新一代汽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对比 CAN 或 LIN 更灵敏、更复杂的高速
数字信号进行问题诊断。与低速总线不同，车载以太网需要通过涵盖发射机、接收机和线
束/连接器组件的测试例来完成严格的合规性验证。其中许多测试难度大、耗时长，依靠手
动方式几乎无法执行。

为了应对所有这些挑战，需要实施一个项目——将 1000BASE-T1 芯片集成到围绕 n 端口 
以太网网关构建的汽车系统中。网关需要能够支持 100BASE-T1、1000BASE-T1、DDR 存储
器和 USB 连通性。设计团队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测试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达成外部和内部 
期望：确保发射机合规性；满足 OEM 的性能要求；满足大陆集团在效率、有效性和创新方
面的内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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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使用专用工具节省时间
大陆集团看好是德科技在车载以太网领域的领先优势，最终选中了是德科技解决方案。
大陆集团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是德科技很早便推出了具有 100BASE-T1 协议 解
码能力的示波器应用软件。此外，是德科技也较早展示了 1000BASE-T1 测量。

是德科技解决方案的一大优势是拥有合规性测试套件，该套件可以自动执行复杂的 100 和 

1000BASE-T1 测试程序。为了满足大陆集团的特定需求，是德科技应用工程部门量身定制
了这个解决方案，在其中集成了一个开关矩阵，可以接入其他测试系统以及按顺序驱动多
个器件连接。该解决方案还能够在环境试验室内激活外部测试仪器。自动化合规性测试解决
方案为大陆集团节省了超过 30% 的总体测试开发时间。

这个解决方案 [2] 包括下列关键组件：

• Keysight MSOS104A Infiniium S 系列混合信号示波器（1 GHz，四通道）

• Keysight N6467B 车载以太网 100BASE-T1 合规性测试应用软件

• Keysight N8847A 车载以太网 100BASE-T1 协议触发和解码软件

• Keysight E6960A 1000BASE-T1 发射机合规性测试应用软件

这些专用组件体现了是德科技致力于支持最新标准的承诺。结果，是德科技开发出了一个
自动化、可重复的合规性测试解决方案，帮助大陆集团的工程师成功地了解、集成和部署
了这些新技术（图 1）。

图 1.  在 Keysight N8847A 软件的多选项卡协议查看器中，大陆集团的工程师能够使用时间相关跟踪游标 
在物理层和协议层信息之间快速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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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6960A 应用软件加快完成 1000BASE-T1 车载以太网发射机合规性测试。此处的结果屏幕显示了已完成
测试的摘要信息、合格/不合格状态、裕量分析结果以及一个 HTML 文件，文件中包含已完成测试的屏幕快照。

结果：确保出色的性能和合规性
是德科技解决方案使大陆集团能够自动执行测试并以灵活的报告格式显示测试结果（图 2）。
除了测量数据之外，报告还提供了裕量分析，显示每次测试时器件超过或距离合格标准
的程度。

图 3.  E6960A 软件通过深入分析不合格测试结果，帮助工程师查明问题根本原因。

在对不合格的测试结果进行问题诊断时，协议级调试能力使得工程师能够将实际帧和数据
包中的数据与物理层的字节相关联（图 3）。最终，这个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团队执行一系列
深度压力测试，并确保新模块能够实现 100% 的设计性能目标。



第 5 页
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是德科技，2013 年–2021 年，2021 年 11 月 10 日，印于北京，5992-3448.CHCN

联系我们：www.keysight .com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keysight.com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和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是德科技联系。 
如需完整的联系方式，请访问：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面向未来
速度更快的有线和无线链路对于未来成功实现互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至关重要，但它们
必须达到性能和可靠性目标，即使在严苛的汽车环境中也不例外。大陆集团继续推动未来
汽车技术的发展，而是德科技解决方案将帮助他们坚定不移地践行自己的使命：打造安全、
信息化、环保和经济的交通。

相关资料
• 手册： 《车载以太网解决方案》，5992-2561CHCN

• 手册： 《Infiniium S 系列示波器》，5991-4028CHCN

• 技术资料： 《Infiniium S 系列高清示波器》，5991-3904CHCN

• 技术资料： 《N6467B BroadR-Reach 车载以太网电气合规性测试应用软件》， 
5991-1965CHCN

• 技术资料： 《N8847A BroadR-Reach 触发和解码》，5992-2682CHCN

• 技术资料： 《E6960A 1000BASE-T1 发射机车载以太网合规性测试应用软件》， 
5992-2672CHCN

• 白皮书： 《车载以太网 ：赋能自动驾驶的未来》，5992-3430CHCN

www.keysight.com/find/automotive

[1] 大陆集团致力于开发创新技术和服务，为人们及其货物提供可持续的互联驾乘和运输解决方案。公司成立
于 1871 年，为车辆、机械设备、交通及运输领域提供安全、高效、智能且经济适用的解决方案。2017 年，
大陆集团销售额为 440 亿欧元。目前集团在全球员工数量超过 240,000 名，遍及 61 个国家和地区。车内
系统部在全球拥有超过 46,000 名员工，2017 年的销售额达到 93 亿欧元。

[2] 解决方案配置将根据客户的要求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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