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诊断

       在现在的汽车开发领域，诊断是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从工程开发到生产制造，

再到售后，诊断是能够读取车辆信息和状
态的先决条件。 例如，读取100多个电子
控制单元(ECU)的内部变量值和故障信
息。至少对于即将投产的ECU，诊断是
唯一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

       例如，在工程开发阶段，监视测试台
架上的状态以及功能验证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诊断，就可以十分便捷的实现以上功
能。此外，在实车测试阶段，可以进行车
上ECU识别(例如软件版本)。在实车制造
过程中机电一体化系统的功能常常需要在
测试台架上得到验证。在这些过程中，经
常会在许多部件中使用诊断。这可能是确
保当前的装配状态是否可用：所有通讯是

否都连接正确，当前反馈是否正确，等等
测试需求的唯一验证方式。

 由于当前车辆电气架构日益复杂，

如果没有专业的专家系统和诊断软件，
基本上无法在售后阶段进行车辆维修。
通常必须根据模糊的症状来对出错的地
方隔离，然后定位，找到故障位置并精
确修复，最终进行测试验证。

  在所有描述的案例中，车辆诊断还
有一个更长远且更重要的应用：使用

Flash功能进行ECU软件版本更新，这就
是为什么诊断是整车生命周期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与ECU开发阶段

的控件功能一起开发的，但是在后续的
开发、测试、生产和售后阶段都要使

用，并且需要进行版本维护，贯穿整车
的整个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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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升级对诊断能力要求日益提高

电气化和自动驾驶的趋势导致电子电器架构的变革，再加上各种电子控制单元的数量在逐渐增加，就
导致了车辆诊断将面临新的挑战。正如Softing Automotive所描述的，这种变革同时也为提高诊断质量
和效率提供了机会：甚至基于云端系统也将提供新的诊断方法。

同-变量的多样性非常高，更改也是不
可避免的。

新的挑战

     目前，汽车电子技术的发展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混动/纯电动驾驶和自动

驾驶。最初电动汽车的目的是改善尾气
排放方面和降噪方面的平衡。动汽车使

用电动机和电池作为能源驱动，因此，

如何有效利用它的优势更好的实现既定

功能，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由于这是
集中进行的，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个

ECU中集成更多的功能。

         与此同时，汽车上的一个指令的功能

实现也会需要多个ECU相互配合。如

“制动”是电动汽车中电机、电池和机械
制动器之间共同完成的过程。

  第二个大趋势是自动驾驶，一方面因为

不用驾驶员开车从而提高舒适性，另一方

面，缺少人为因素干扰，人为故障减少，
从而提高安全性。这些不可靠性都被显著

增长的计算机能力所抵消，可以处理高数

据量和高速的传感器，如雷达、图像和激

光雷达。而且，车辆与外部基础设施之间

的通讯如其他车辆，信号灯、建筑控制系

统以及识别停车位。（图一）

27

概述

          诊断的起点始终是单个ECU。在

ECUs上运行的过程中持续监测输入和输

出变量以及内部状态。同样，在通信通

道中，要注意是否所有必要的信息都是

可用的。因为一旦OBD诊断检测到任何
异常，就会记录在错误内存中。

           现在，测试人员可以通过VCI(车辆

通信接口)连接到车辆的OBD接口上，

并从单个ECU读出信息—故障信息以及

冻结帧数据。然后通过对应的故障诊断

仪进行错误呈现，通过特定的故障诊断

流程来指导修车。

如今，诊断已经是汽车开发过程必须考

虑的因素之一，因为ECU来自不同的主

机厂，使用的ECU数目和功能也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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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应用

 所有这些不但对车辆的功能安全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对

车辆诊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

在基于ISO26262标准下的测试，通过诊

断可以更便捷地进行测试工作。

       但是在驾驶的时候也会涉及诊断:如

上所述，诸如制动等分布式功能也会被

一个中央单元(诊断主单元)使用多个

ECU不断地进行测试从而确保能够就执

行情况作出全面的说明。

     通过无线将车辆和外界联系也为诊

断打开了新的应用程序案例。随着

SOTA功能的应用，真正的诊断应用也

将成为可能。 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是基于

ISO20078标准(车辆扩展)，它允许第三

方通过云应用程序访问已被车主清除的

车辆数据。第三方可能是立法者

(OBD)、保险公司或诊断测试设备制造

商等，该应用的先决条件是掌握应用程

序(包括车内应用程序，也包括外部应

用程序)、数据和连接路由方面的安全

需求。

诊断标准

为了促进OEM和ECU供应商以及工具制

造商之间的合作,基本的沟通机制在当今

已经实现标准化。这一切都始于通信协

议，20多年前，整车厂最初的专有协

议被标准化协议取代。已经普遍应用

于汽车行业，为满足更高的带宽需

求，DoIP和以太网也在逐步推行。此

外，众所周知，诊断规范和需求越多

随之而来的开发难度也会增加。这就

是为什么标准诊断系统在今天的架构

中可以脱颖而出。通过诊断系统的标

准化可以大大减少开发周期和开发难

度。（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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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标准的诊断运行时系统 (© Softing Automotive)

图一  诊断4.0用例与扩展 (© Softing 

Automotive)

       文件格式是基础。数据存储在XML

文件中，因此可以由计算机直接处理或

转换为可读格式(可执行的规范）。

ODX (Open Diagnostic Data 
Exchange）描述诊断仪和ECU之间的

通信，通常由一个请求和相应的响应组

成。这包括从刷写文件格式(“hex”)

到物理变量(“symbolic”)的转换规

则。使用OTX((Open Test Sequence 
Exchange)，几个这样的通信周期可以

组合成封闭的诊断任务，然后不同阶段

的诊断仪都可以调用使用。示例包括

Fash编程序列或车辆快速测试。可以在

测试系统中集成各种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D-PDU API用于集成VCIs，使得

在开发、测试、生产和售后阶段根据需

求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VCI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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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3D使诊断服务单独运行成为可能，

其中参数和结果都是可读的(测量值读取

(引擎速度）为1900rpm)。这两个APIs在

ISO22900中都是标准化的。ISO13209 

规定OTX序列运行需要使用指定的API调

用接口。以这种方式构建的系统通常可以

在所有接口上分离，这意味着特定的部分

可以彼此独立工作，因此必须在带宽、延

迟和传输可靠性方面注意相关的基本条

件。

新的诊断形式

       尤其在在远程和云应用程序(诊断4.0)

中以上描述的基本条件都需要考虑的。

必须根据数据连接(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可

用性，以及应用个案所产生的需求来选

择合适的架构，例如：

- 车辆在4s店内

- 车辆在进行路试

- 车辆已交付至客户手中

基本上，这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例如，软件可以在ECU上远程更新，而

不必联系售后。这为客户节省了去维修

店的时间，也为整车厂节省了相关的成

本。并且也可以在车上携带诊断系统，

定期运行诊断序列并在适当的时候将数

据储存在云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可以

用多种方式对质量进行保证以及用于维

护预测的历史数据库。.因此，车辆的实

用性会大大增加。更深远的价值就是专

家支持的应用。这使得在测试台架或者

路试过程中，甚至在售后中，都可以呼

叫远程诊断专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成

为可能。两种情况下的成本都会有相应

的降低。（图三）  

自动驾驶与诊断

  自动驾驶的需求导致了需要全新的电

子电器架构，其中几个高性能计算机

(HPC)需要接管中央控制任务，而今天

的ECUs只能控制分散的传感器和执行

器。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有高带宽的连接

同时也可以连接外部的网络（WiFi、4G

、5 G）。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是多核系

统，最多有12核，不同的操作系统可以

在这些CPU上执行不同的任务，例如

AUTOSAR主要是Linux系统。（图四）

就诊断而言，HPC最初的任务与现今

的ECU是一样的。此外，它们必须为分

布式功能和上面提到的制动器示例提供

主功能，以确保电池管理、电机和机械

制动器的回收工作都可以在整个系统中

独立运行。而且，多核和多OS(操作系

统)的描述要求从功能分布和CPU利用率

方面对HPC状态进行诊断。只有这样，

随着状态的变化，才能保证来自不同主

机厂的不同应用程序的可靠运行。  

逐步演变

由于成本的原因，对电子电器架构的调

整不会以革命性的方式执行。这意味着

第一个HPC通常是带有附加任务的域控

制器。与此同时，诊断还将引入新的机

制。庆幸的是，现有的体系结构已经允

许广泛的扩展，新的处理方式可以基于

当前的方法，直接可以集成到已经过验

证的执行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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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工程阶段，远距离呼叫诊断专家实现深入分析，从而降低成本。 (© Softing 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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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ECU诊断与HPC诊断比较 (© Softing 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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