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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仿真测试
通过仿真确保电动汽车安全行驶，避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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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EV）市场正在飞速增长，要求电动汽车的设计验证和性能测试方式进行彻底转变。汽车电气化
程度越来越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也随之加大，汽车工程师需要采用新的设计和测试方法。其中包括能够
缩短设计周期、提高相对未知领域生产效率的仿真技术。

电动交通行业一直忙于打消消费者的顾虑（主要是里程焦虑），同时还要考虑如何降低电动汽车电池的 
成本，让电动汽车更加经济适用。让我们来看看设计和测试工程师如何使用仿真技术来缩短设计验证周期 
并控制甚至降低测试成本。这些优势可以大大提高电动汽车的经济适用性，赢得驾驶员的青睐和信心。

汽车制造商全力创新， 
满足客户日新月异的需求
就在十年前，汽车制造商还大多采取保守的研发策略。与其他技术相比，汽车创新的开发周期更长。这是
因为新研发的汽车不仅要达到严格的碰撞测试标准，还要遵守各个最终市场当地的交通安全法规和要求。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和雾霾的加剧让人们意识到，燃油汽车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和广泛普及
是造成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为了保护环境，他们将目光转向电动汽车等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替代
技术。

IHS Markit 的报告1 显示，到 2030 年，电动汽车在新乘用车销量中的占比将超过四分之一。原先生产 
内燃机（ICE）和混动汽车的许多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纷纷转产纯电动汽车。

在传统的 ICE 汽车中，汽车设计人员需要关注几个参数。例如，ICE 要么使用汽油，要么使用柴油，改进
后的车型提供更大的扭矩和马力。相比之下，ICE 的新一代 EV 车型则有着更多、更具体的要求。

1 IHS Markit 报告：迈向电气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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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制造商必须与整个高能电动交通生态系统紧密配合，才能确保符合安全和性能标准。互操作性是另一个
必须得到重视的关键特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EVSE）制造商不仅要解决每个车型所配备的插头不一致的 
问题，而且在全球各地上市的电动汽车必须要遵守当地的 EVSE 电源规范。

图 1 展示了复杂的电动交通环境。小到电池电芯，大到充电站和基础设施，每一个组件和子系统都必须
达到关键的安全和性能标准。

图 1.  EV 推动整个电动交通生态系统加大技术投资

更高电压、更贵成本、更大风险
在汽车电气电子系统设计人员看来，最明显的变化可能就是汽车中使用了高电压、大功率电池。设计人员 
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将至少 300 V 的电池集成到 12 V 的传统小功率平台上。即使制造商努力确保
各种车载电气子系统安全、平稳地进行电源转换，如此高的电压也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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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这种新环境中使用的 EV 测试设备价格是同档次小功率设备（如 1 kW 和 10 kW 电源）的好多倍。
运维费用也会增加。例如，在全功率供电的情况下，10 kW 电源消耗的电能是 1 kW 电源的 10 倍。如此
大的功耗会产生大量热量，因此充电设施的散热能力必须更强。

此外，制造商还必须遵守高电压安全标准，例如美国的 NFPA 79。他们还需要考虑添置安全断路系统等
额外的设备，所有这些都会进一步增加总成本。

仿真大功率车载电池
电池是 EV 中最重要的子系统之一。EV 使用大容量电池来储存电能。当电池充电时，电能从再生制动系统 
或电网流入电池包。当电池放电时，电能从电池包流出，为车辆及其零部件供电。这个能量通过电流和
电压来衡量。

为确保 EV 安全充电并能提供承诺的功率，工程师必须对 EV 电池实施严格的测试。通过仿真 EV 电池，
工程师可以准确表征电池的续航时间。仿真还有助于工程师尽早发现产品缺陷。出于这些考虑，越来越多
的汽车制造商开始采用电池仿真解决方案，以便在逼真的条件下测试车载器件。

车载能源子系统必须在包含极限温度和振动的恶劣环境中也能正常工作，这两种条件都会影响电池的性能。
借助仿真器，工程师可以仿真大功率电池，并研究不同条件下的电池性能对各种被测器件（DUT）的影响，
譬如瞬态压降或功率浪涌就可能会对器件产生不利影响。

仿真器还可以充当直流－直流双向电源转换器和直流－交流转换器。以直流－直流转换器为例，设计
工程师可以使用仿真器来测试车载子系统的特性。他们需要将 48 V 直流电压降压，以便为 12 V 器件 

（如车载空调）供电，或者是将车载电池管理系统的 12 V 总线电压升压到 48 V（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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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 EV 电池利用电网充电。然而，最新的创新能效技术已经支持工程师开发更高效的电动汽车，将车载
电池或器件中多余的电能回收到电网。这一操作涉及到直流－交流转换，因为电网是在交流平台上运行的。
工程师可以使用仿真器来创建这种环境，并验证从车载 EV 子系统到 EVSE 各种子系统的性能（图 3）。

Keysight RP7900 等仿真器可以将 EV 被测器件上 90% 的电能重新回收到电网。此举可以减少被测器件
产生的热量，节省散热成本。

图 3.  Keysight RP7900 的再生电源功能可仿真从 EV 回收电能并输入交流电网的过程

图 2.  轻度混动汽车动力总成系统架构中的直流—直流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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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充电站和电动汽车
为了缓解消费者对充电站便捷程度的担忧，汽车行业正加大投资建设 EVSE 基础设施。

根据 BloombergNEF 的调查，2018 年全球 EV 保有量已经超过 500 万辆，公共充电桩数量超过 632,000 个 
（图 4）。到 2030 年，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中将有三分之一是 EV，全球需要部署 1,400 万到 3,000 万个公共

充电桩为普通乘用车充电。这对 EVSE 制造商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图 4.  2018 年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排名前十的国家（来源： BloombergN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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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站可以按以下级别分类 ：

1级——交流慢充 2级——交流中速充电 3级——直流快充

速度最慢但最经济的充电方式
主要是在夜间利用民用电充电。

您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120 伏 
标准电源插座充电。

中小型汽车（24 kWh 电池）4 到 
6 个小时可以充满。

这种常见的壁挂式交流充电器
适用于非紧急的家用充电。 
它们产生的热量比 3 级充电站少，
对电池更有利。

这类充电站的充电速度快，能够
在 30 分钟左右将 24 kWh 电池
充电到 80%。

它们会导致电池发热，有可能 
影响车载锂电池的性能。外部 
温度会影响充电效果。

除了要考虑不同的交、直流充电平台，电动汽车和 EVSE 制造商在将业务扩展到全球时，还必须遵守互操
作性和一致性法规（图 5）。

图 5.  全球充电标准示例。Chaoji（CHAdeMO 3.0）和 MCS（兆瓦充电系统）等新兴标准能实现更高效的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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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闻名的 EVSE 供应商和汽车制造商与测试专家密切合作，为测试和验证充电接口的性能寻找更高效
的新方法。是德科技使用仿真技术帮助汽车制造商和 EVSE 供应商进行这些测试。

测试工程师实际上已经创建了一个功能强大且适用面广的充电接口测试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能够利用双
向电源仿真各种 EVSE 或电动汽车的充电连接器和电源。

 

仿真技术

手动测试

• 不同实施方法的比较（仅比较成功案例）

• 在不断成长的市场中不可行

自动测试

• 测试例与实施方法的比较（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 可以通过扩展适应不断成长的市场

图 6.  Keysight Charging Discovery System（CDS）等仿真解决方案支持的充电接口测试演进

工程师以往需要手动执行测试，根据不同车型选择专用的充电站，每种充电站都遵循不同的标准。 在当今
突飞猛进的市场中，这种测试策略很难执行下去。 于是，EV 制造商和 EVSE 供应商纷纷采用自动化仿真技
术来验证其设计的互操作性（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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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仿真器取代了昂贵、不实用的测试系统；验证每个 DUT 在真实条件下的性能

仿真电池电芯、模组和电池包
电动汽车要想得到更多人的接受，关键是要使用性能更好、成本更低的电池电芯。许多汽车制造商成立了专
门的团队来开发 EV 储能和使用系统，以便应对这些挑战。开发和测试新的大功率储能技术以及互连多个储
能电芯组成模组/电池包来驱动 EV，需要采用智能电池管理系统（BMS）。一套有效的 BMS 通过监测电压、
电流、温度和充电状态等参数来承担关键的安全、控制和调节功能。BMS 还负责热管理、能源管理、电芯
平衡和性能。如何实现这些功能是开发和验证 BMS 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进行可重复的测试和优化 BMS，是德科技提供了 Sciendlab BMS 环境。SciendLab 电芯仿真器可以 
取代真正的电芯，连接起来仿真众多电芯型号所用的各类电芯。

是德科技与主要汽车制造商密切合作，使用 Scienlab BMS 环境确保未来的 EV 顺利从蓝图设计过渡到上路
行驶。

在中间人测试中，仿真器测量并解码 EVSE 与 EV 之间的通信信号和电源信号，协助找出可能存在的互操
作性问题。制造商可以根据每个国家/地区的充电标准或者是充电点和车型（图 7），使用同一设备运行 
不同的测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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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ing Discovery 系统再生电源系统

EV 仿真 中间人测试

再生电源系统

需要根据全球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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