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汽车 ECU(引擎控制单元)

测试的吞吐率

应用指南 1505

描述

汽车电气系统只有很差的调整，

并经常遇到电压跌落和过冲。正常

情况下的电压范围为11V - 15V，但

起动和运行瞬间的电压可为 8V -

24V。因此在引擎控制单元（ECU）

测试中必须进行电压边际测试，以

验证极端偏置电压条件下的正确工

作和容差。

问题

在竞争的汽车电子市场中，需

计入每一秒的测试时间。在多个偏

置电压电平下测试是有必要的，但

这会占用ECU 测试的相当一部分时

间。大多数系统直流源在改变和稳

定到新的输出数值时需要用不少时

间，这会使总测试时间增加好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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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CU 输入和输出

解决方案

Agilent N6700 模块化电源系统

和 N6752A 电源模块能缩短 ECU 测

试时间和增强测试能力，包括：

自动量程电源模块具有有源下编

程功能，无论何种负载条件都能

快速下拉输出电压。

不到 1 m s 的指令处理时间和

4ms 的输出响应时间可提高测

试速度。

同类模块可并联使用，作为虚拟

的单路输出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

和功率，以用于测试更高功率的

ECU。

可在 1U 高度主机内装入 4 块模

块，以节省测试系统空间。

ECU 输入和输出特性

ECU 用大量信号监视车辆及其

环境。从而让引擎和辅助设备工作

于最佳条件。图 1 汇总了典型 ECU

的许多输入和输出信号。



图 2. 主要偏置电压的电平

在 ECU 功能测试中，各种适用

的测试系统资源要在受控条件下模

仿各种输入信号，对其加载，并检查

输出是否有正确响应。显然，由于存

在很大的输入和输出数，因此ECU

测试需要相当多的测试系统资源。

汽车电气系统中的关键偏置电压

电平

根据车辆工作状况，汽车电气

系统中通常会遇到一些特定的电压

电平。这些电平成为ECU测试的关

键电压，如图2所示。关键电压涉及

的某些相关测试包括：

把电源设置为 0V 或禁用，检查

电源和大电流驱动器引脚多个接

地点间的连续性。

施加很小的电压和测量所产生的

电流，可检查短路和其它非预期

故障。

运行各种功能测试，从代表开始

的约 8V 低电平到代表满负荷的

约 15V 高电平。

如包括的ECU电压监视器电路，

则对其校准或验证，通常在两端

施加最小工作电压。

通过检查最小“必不渡越”和最

大“必渡越”阈值，验证ECU低

压复位电平。

在测试期间，ECU 可能经受 20

个偏置电压电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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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电源指令处理和输出响应

Parameter Agilent N6700A/N6752A Typical System DC Sources

参数 Agilent N6700A/N6752A 典型系统直流源

指令处理时间 < 1ms 20 - 50ms

输出响应时间 ≤ 4ms, 至 50mV 50 - 500 ms，至 < 1%

表 1:  指令处理和输出响应时间

电源输出响应时间

当电源输出电压改变到新设置

值时，会有如图3所示的几步。这些

步骤都会花去一定时间。

电源在接到指令后必须处理该

指令；这就是它的指令处理时间。然

后电源输出予以响应，并变化到新

的设置值。到达特定稳定带内最终

值的时间就是它的输出响应时间。

1%稳定带对于ECU测试是适宜的。

表 1 比较了 N6700、N6752A 与

许多典型可编程电源的指令处理时

间和输出响应时间。其优异的速度

特性源于其为高吞吐率测试应用所

作的专门设计。

注意下编程输出响应时间的重

要性。许多电源的电压下降取决于

DUT的实际负载。在轻负载条件下，

没有下编程器的某些电源到达终值

的时间甚至要好几秒。N6752A电压

模块带有独立于负载的内部下编程

器。在ECU测试中，快速上升和快

速下降的编程速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用 Agilent N6700 模块化电源

系统和 N6752A 电源模块改进

吞吐率

从较慢的电源转到 N 6 7 0 0 和

N6752A，所实现的测试时间缩短是

指令处理时间和输出响应时间的改

进与输出电压转变数之和。200ms

的时间改进与 15 次输出变化得到 3

秒的测试时间减少，这对于20秒测

试时间的 ECU意味着15%的吞吐率

改进。它对于ECU制造商是极富价

值的，因为能降低测试成本，从而得

到直接好处。

相关应用

汽车电气控制模块（ECM）

汽车车身电子设备

汽车信息通信设备



Agilent 测试和测量软件及连通性

Agilent测试和测量软件及连通性产品、解决方案和开发网能使您容易地使用基于PC标

准的工具，把仪器接到计算机上，从而能集中关注您的任务，而不必为连接问题分心。要了

解更详细的情况，请访问：www.agilent.com/find/connectivity。

安捷伦测试和测量技术支持、服务和协助

Agilent公司的宗旨是使您获得最大效益，而同时将您的风险和问题减少到最低限度。我

们将努力确保您获得的测试和测量能力物有所值，并得到所需要的支持。我们广泛的支持和

服务能帮助您选择正确的Agilent产品，并在应用中获得成功。我们所销售的每一类仪器和系

统都提供全球保修服务。对于停产的产品，在 5年内均可享受技术服务。“我们的承诺”和

“用户至上”这两个理念高度概括了 Agilent 公司的整个技术支持策略。

我们的承诺

我们的承诺意味着Agilent测试和测量设备将符合其广告宣传的性能和功能。在您选择新

设备时，我们将向您提供产品信息，包括切合实际的性能指标和经验丰富的测试工程师的实

用建议。在您使用Agilent设备时，我们可以验证设备的正常工作，帮助产品投入生产，以及

按要求对一些特别的功能免费提供基本的测量协助。此外，还提供一些自助软件。

用户至上

用户至上意味着Agilent公司将提供大量附加的专门测试和测量服务。您可以根据自己

的独特技术和商务需要来获得这些服务。通过与我们联系取得有关校准、有偿升级、超过保

修期的维修、现场讲解和培训、设计和系统组建、工程计划管理和其它专业服务，使用户能

有效地解决问题并取得竞争优势。经验丰富的Agilent工程技术人员能帮助您最大限度地提

高生产率，使您在Agilent仪器和系统上的投资有最佳回报，并在产品寿命期内得到可靠的

测量精度。

www.agilent.com/find/email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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