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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属

于仿真测试技术领域。本发明的测试仪包括面板

开关、测试系统和上位机，面板开关用于手动输

入测试信号并将测试信号通过测试系统发送给

控制对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测试系统

用于采用与控制对象相同的软件生成自动测试

序列，并将生成的自动测试序列发送给控制对

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自动输入参数；上位机上设

置有用于连接控制对象和被控对象的接口，上位

机用于调用被控对象的输出参数和控制对象的

输入参数，实现对被控对象状态的确认，以验证

控制对象的正确性。本发明采用与控制对象相同

的软件生成自动测试序列，可根据需要对测试序

列进行修改，易扩展；不仅能够实现自动测试，而

且还可以实现手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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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该测试仪包括面板开关、测试系统和上位

机，所述面板开关上至少设置有数字信号输入端口、模拟信号输出端口和通信端口，所述测

试系统上设置有相应的输入、输出接口，所述测试系统通过其输出接口用于连接控制对象，

所述面板开关用于手动输入测试信号并将测试信号通过测试系统发送给控制对象，为

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

所述测试系统用于采用与控制对象相同的软件生成自动测试序列，并将生成的自动测

试序列发送给控制对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

所述上位机上设置有用于连接控制对象和被控对象的接口，上位机用于调用被控对象

的输出参数和控制对象的输入参数，实现对被控对象状态的确认，以验证控制对象的正确

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面板开关上设置

有用于实现不同测试序列切换的测试序列开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测试系统还与上

位机通信连接，用于将生成的自动测试序列按照编号分类并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用于通

过控制自动测试序列编号实现对自动测试序列的编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测试仪还包括报

警装置，当上位机检测到控制对象不正确时控制报警装置进行报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系统的硬件部

分采用至少16位的MCU。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试系统的软件部

分依据Matlab的m语言与Simulink模块搭建而成，通过自动代码生成RTW工具实现测试系统

的编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设置有

Simulink数据采集接口和GUI采集接口，所述Simulink数据采集接口用于连接控制对象，

GUI采集接口用于连接被控对象。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面板开关上设置的

通信端口包括CAN端口和串行端口。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面板开关上设置

有用于实现手动测试和自动测试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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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属于仿真测试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控制系统设计开发阶段，开发人员往往通过仿真的手段对控制系统进行仿真测

试，以便验证控制系统是否满足设计需求，目前控制系统的验证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为

手动输入信号法，按照设计人员的要求，根据实际车辆的响应状态，逐步单点输入控制信

号，实现对控制策略的验证，但是不具备自动测试功能；第二种采用专业的测试软件进行测

试，如国际上比较流行的RT2软件，该软件是将已知的控制系统响应状态加入软件输出端，

而输入信号依然需要编写软件进行输入，可以多次进行测试，测试过程将开发者与测试者

分离，能够大大降低开发者的劳动强度，而且可以规避开发者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问

题，但是相关软件价格昂贵，测试用例编写复杂，不利于测试的推广，而且不能实现手动测

试，不利于开发人员初期的设计；第三种测试则是使用可以编写自动测试用例的软件进行

测试，如国际性比较流行的Teststand，该软件也是将输入与输出写成测试用例，实现控制

系统的而自动测试，但缺点是该软件价格昂贵，测试用例固化，灵活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以解决目前控制系统的测试仪

所采用测试软件价格贵、测试序列固化、灵活性差的问题。

[0004]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该测试仪包括面

板开关、测试系统和上位机，所述面板开关上至少设置有数字信号输入端口、模拟信号输出

端口和通信端口，所述测试系统上设置有相应的输入、输出接口，所述测试系统通过其输出

接口用于连接控制对象；

[0005] 所述面板开关用于手动输入测试信号并将测试信号通过测试系统发送给控制对

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

[0006] 所述测试系统用于采用与控制对象相同的软件生成自动测试序列，并将生成的自

动测试序列发送给控制对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

[0007] 所述上位机上设置有用于连接控制对象和被控对象的接口，上位机用于调用被控

对象的输出参数和控制对象的输入参数，实现对被控对象状态的确认，以验证控制对象的

正确性。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面板开关上设置有用于实现不同测试序列切换的测试序列开

关。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测试系统还与上位机通信连接，用于将生成的自动测试序列按

照编号分类并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用于通过控制自动测试序列编号实现对自动测试序列

的编号。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测试仪还包括报警装置，当上位机检测到控制对象不正确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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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报警装置进行报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测试系统的硬件部分采用至少16位的MCU。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测试系统的软件部分依据Matlab的m语言与Simulink模块搭建而

成，通过自动代码生成RTW工具实现测试系统的编写。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上位机设置有Simulink数据采集接口和GUI采集接口，所述

Simulink数据采集接口用于连接控制对象，GUI采集接口用于连接被控对象。

[0014] 进一步地，所述面板开关上设置的通信端口包括CAN端口和串行端口。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面板开关上设置有用于实现手动测试和自动测试的开关。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测试仪包括面板开关、测试系统和上位机，面板开

关用于手动输入测试信号并将测试信号通过测试系统发送给控制对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

入参数；测试系统用于采用与控制对象相同的软件生成自动测试序列，并将生成的自动测

试序列发送给控制对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自动输入参数；上位机上设置有用于连接控制对

象和被控对象的接口，上位机用于调用被控对象的输出参数和控制对象的输入参数，实现

对被控对象状态的确认，以验证控制对象的正确性。本发明采用与控制对象相同的软件生

成自动测试序列，可根据需要对测试序列进行修改，易扩展，能够实现测试人员与开发人员

的开发工具的无缝连接；不仅能够实现自动测试，而且还可以实现手动测试。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双模式自动测试仪的测试流程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双模式自动测试仪的原理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针对电动汽车手动上电的双模式自动测试仪原理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手动上电测试流程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针对电动汽车自动上电的双模式自动测试仪原理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中自动上电测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4] 本发明的针对控制系统的测试仪包括面板开关、控制系统和上位机，面板开关上

至少设置有数字信号输入端口、模拟信号输出端口和通信端口，测试系统上设置有相应的

输入、输出接口，测试系统通过其输出接口用于连接控制对象，面板开关用于手动输入测试

信号并将测试信号通过测试系统发送给控制对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测试系统用

于采用与控制对象相同的软件生成自动测试序列，并将生成的自动测试序列发送给控制对

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上位机上设置有用于连接控制对象和被控对象的接口，上位

机用于调用被控对象的输出参数和控制对象的输入参数，实现对被控对象状态的确认，以

验证控制对象的正确性。

[0025] 具体的，如图2所示，面板开关上设置有数字低边输入口、数字高边输入口，模拟信

号输入口、模拟信号输出口、CAN通信端口和串行端口等，用于为控制对象手动输入参数；为

实现自动测试与手动测试的切换，面板开关上还设置有自动测试与手动测试的手动切换开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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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测试系统测试系统用于生成自动测试序列，并将生成的自动测试序列发送给控制

对象，为控制对象提供输入参数，以实现对控制对象的自动测试，测试系统包括软件与硬件

部分，其中硬件部分必须保证其实时响应速度及运算精度，因此本实施例中的硬件部分采

用16位及以上的MCU，并且设置有数字输入端口、数字输出端口，模拟信号输入端口、模拟信

号输出端口，CAN通讯和串行通信，能够完成各种测试信号的输入与输出。由于控制对象采

用的也是采用Matlab的m语言编写而成，因此测试系统的软件部分是依据Matlab的m语言与

Simulink模块搭建而成，并通过自动代码生成的RTW工具实现控制系统的编写。软件部分包

括自动测试和手动测试两个构架，如图1所示，其中手动测试部分则是根据面板的各种信号

的输入，实现对控制策略信号的输入从而控制被控对象，检验控制对象的正确性，而自动测

试部分则是开放性的，通过开发人员对控制系统的理解，编写基于M语言或者Simulink的测

试序列，并且可以根据面板的自动测试序列开关实现不同测试序列的自动切换，实现自动

测试。

[0027] 上位机部分如图3所示，是依据Matlab的GUI上位机界面编写而成，该界面通过调

用被控对象的输出参数及控制对象的输入参数，实现对被控对象状态的确认，并判断控制

对象是否与实际输入相符，以验证控制对象是否有误。上位机设置有Simulink数据采集接

口和GUI采集接口，Simulink数据采集接口用于连接控制对象，GUI采集接口用于连接被控

对象。

[0028] 同时由于自动测试序列只有输出，因此可以将自动测试序列按照编号进行分类，

同时输出给上位机，上位机可以通过控制自动测试序列编号进行调用，完成自动测试。

[0029] 下面整车控制器上电测试逻辑的测试过程为例进行说明。常见的电动汽车的上电

分为总火上电定义为电瓶上电，常火上电定义为on火上电，整车起动上电Star火上电，电附

件上电，电机上电；前进挡D档，空挡N档，倒档R档。根据以上上电顺序，及各上电电信号的性

质，划分到面板信号低边输入、低边输出、高边输入和高边输出，根据实际情况将on火、star

火和电瓶上电分为高边输入，双闪信号和手刹信号定义在高边输出，前进挡D档、空挡N档和

倒档R档定义在低边输入，电附件上电和电机上电划分到高边输出，油门信号与制定信号定

义在模拟信号输入。

[0030] 上位机界面将整车控制器的输入信号通过Simulink的数据采集接口采集到上位

机界面中，整车状态的响应情况也将把信号通过GUI采集到信号状态。通过信号的逐次输

入，查看整车的状态，来验证纯电动控制系统是否完善。其手动上电顺序如图4所示。

[0031] 自动测试上电用例的编写，需要测试人员根据测试需求，编写m语言或使用

Simulink进行模型的搭建，由于自动测试序列的编写不需要硬件输入到双模式自动测试

仪，因此其信号只有输出，自动测试用例的切换不仅可以通过面板开关进行控制，而且可以

通过上位机界面切换控制不同的测试用例进行测试，上位机对各信号的监控与手动测试用

例的监控相同。电动汽车上电逻辑的测试用例其搭建的流程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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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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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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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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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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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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