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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传感器的演进： 
ADAS / AV 系统的关键零部件
构建安全稳健的自动驾驶（AD）系统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汽车制造商必须要克服眼前的困难，才能实现自动
驾驶的未来。

自动驾驶汽车（AV）上有数百个传感器，所有这些传感器都需要在车内相互配合工作以及与其他智能车辆配
合工作。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软件算法最终需要整合这些传感器收集的所有信息，从而确保车辆做出相应的
响应。这些算法需要在涵盖不同驾驶场景的几百万个复杂情况下进行测试。汽车制造商需要能够信心十足地
推出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和 AV 功能。

实现更高等级的车辆自主需要在技术上实现许多创新和进步。通过持续投入研发雷达、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等
传感器技术，将提高环境扫描能力。每种传感器都有其优缺点，它们需要相辅相成，才能确保目标探测过程
有一定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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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雷达传感器测试的复杂性
要整合和传输大量高分辨率传感器数据（包括车联网通信输入）离不开强大的软件算法。机器学习是训练自
我改进算法的成熟方法。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OEM）使用这些算法来提升复杂交通情况下的决策能力。

在实验室里使用尽量逼真的激励以可重复、可控的方式来验证这些算法对于确保它们的准确度和安全部署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汽车设计和测试工程师可以识别测试场景，将它们从 3D 仿真环境转化为输入到雷达模
块中的真实雷达信号，然后再实施路测。

自动驾驶的关键步骤包括构建和更新车辆感知的准确 3D 路况地图，然后将其解释给电子控制单元。尽管雷
达技术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但创新的雷达传感器前端仍在不断发展并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具有以下特性：

• 带宽从 76 至 77 GHz 提高到现在的 77 至 81 GHz

• 使用多个发射和接收天线通过多路输入多路输出（MIMO）的多径传播来提高准确度

• 凭借第四维高度 4D 成像雷达提高分辨率

过去的 2D 和 3D 雷达无法感知高度维度，因为它们的能力有限且没有大型 MIMO。新一代雷达传感器包括
使用大型 MIMO 结构的宽天线孔径，它们解锁了第四个传感维度——高度。这些雷达传感器凭借更高分辨
率和增加到 4 GHz 的带宽进一步增强了感知能力。因此，汽车测试解决方案必须超越现有的传感技术并提
供更出色的功能，才能避免测量设备成为测试的瓶颈。

在实验室里使用尽量逼真的激励以可重复、可控的方式来验证这些算法对于确保它们的准确度和
安全部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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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传感器的探测算法也需要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情况，因此在测试和验证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训练这些传感器需要的不只是点目标。在真实道路上，雷达传感器必须能够区分其他汽车、卡车、自行车和
行人。目标的识别和分类极其重要，因为它会影响车辆做出的反应和驾乘人员的安全。这也是当前实验室解
决方案的不足之处。机器人自动识别最多八个移动目标，每个目标只有一个点，这无法提供足够的细节来帮
助车辆学习如何对不同目标进行分类。

重新构思测试策略
研发工程师在应用软件开发循环（从开发和测试到部署再回到开发）使用了 DevOps（开发运维）模型。这是
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研发工程师收集反馈信息并通过每次迭代改进产品。DevOps 模型在软件行业很常见， 
随着车辆的软件化程度越来越高，车企也开始使用这个流程。接下来 DevOps 模型会分解为不同的迭代：
仿真、模拟和部署。

仿真

仿真器（simulator）会创建一个仿真实际器件特性和配置的环境。车企在传感器和控制模块上投入了大量 
时间，通过软件在环测试来仿真环境。汽车开发人员要进行集成和调整，然后再次循环测试，如图 1 所示。

图 1.  仿真：软件在环测试、集成、调整和循环结果的示例

DEV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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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

一旦能够完全用软件仿真某些东西，下一步就是添加某种实际硬件。这样，模拟器（emulator）就能重现 
真实器件的硬件和软件特性。在构建复杂的机器时，为了确保机器安全、可靠，一个关键步骤是在实验室中
重建系统的一部分，将实际元器件放到硬件在环系统中。这一步可以弥合仿真与路测之间的鸿沟，从而节省
时间和成本。随着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步对 AD 和 ADAS 系统开发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

图 2.  模拟：使用真实器件的硬件在环测试流程

DEV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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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道路上进行测试

使用整车进行路测或场地试驾要求原型车或合法上路车辆中使用了集成系统。这项测试允许 OEM 在将最终
产品推向市场之前对其进行验证。路测或场地试驾不仅危险，成本还相当高。虽然设计工程师有机会更新 
软件，但更新系统级设计非常困难，重新绘制设计图会大大延长开发时间。

图 3.  路测：整车测试，配有完整的集成系统

DEV OPS

思维转变

在图 3 中，仿真结果会提供给模拟阶段，然后提供给路测。每个循环都建立在前一个循环的基础上。设计
和测试工程师采用这个测试流程，用基础元器件替换仿真的部分，例如制动器或方向盘子系统。过去，对雷
达系统实施这一测试过程并不容易。我们没有办法模拟足够细致的近真实场景来帮助雷达算法学习并为开放
道路做好准备。这对于简单场景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于不可能在开放道路上测试的复杂极端情况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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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到 L3+ 1 级自动驾驶意味着 AD 功能不只是负责驾乘人员和行人的安全。它们要监控车辆在道路上的 
每一个操作，并且要承担可能的法律风险。

汽车 OEM 在开发驾驶功能时需要小心谨慎，尤其是全自动功能。使用真实的雷达传感器和信号在实验室中
模拟真实场景，将 ADAS 和 AV 测试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设置 AV 实现成功
软件推动着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等汽车技术和主题的发展。因此，汽车开发的重心正在从硬件转向软件。 
具有 ADAS L3 级及以上功能的车辆需要针对越来越多的场景和周围环境进行测试和验证。不仅测试数量会
增加，测试的复杂程度也会增加。

举个例子，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只需要关注前车就已足够。当今的系统级测试还应当考虑各种道路使用者。
以公路驾驶为例。除了跟随前车并保持安全距离外，测试还应当考虑离开车道、超车和重新进入车道等自动
化操作。如果是在市区内驾驶，复杂程度会进一步增加。试想一下有行人、骑自行车和玩电动滑板车的人的
交叉路口和转弯场景。真实的试驾可能遇不到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况。因此，仿真对于开发和验证 AV 系统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定义的 3+ 级是有条件的自动化、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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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P 提供了标准化场景
新车评测计划（NCAP）测试最初是 OEM 为了确保驾乘人员和第三方的共同安全而推出的。它是一个自愿的
安全评级系统，但很快便普及开来并成为消费者公认的一个基准测试机制，对 OEM 来说则是一个既方便但
有时又颇具挑战性的销售和营销策略。汽车 OEM 通常在受控环境下使用假人进行碰撞测试。他们想方设法
要达到五星级安全评级，希望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和方便推销。

车辆自主程度的提高让碰撞测试变得更复杂。过去的测试只需要涉及安全带预紧器、侧面头部安全气囊或
儿童约束系统就已足够。而现在，测试必须涵盖车辆在探测到道路上一定距离的目标时自动刹车的能力， 
这个目标可能是行人或骑行人员等弱势道路使用者（VRU），也可能是以较低速度并线的另一辆车。

表 1 列出了测试需要涵盖的可能场景，包括 NCAP 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2 测试例，以及
常见的基于雷达的 ADAS/AD 特性和功能等等。这个列表并不详尽；需要测试的情况可能需要另起一文探讨。

2. NCAP 和 NHTSA 是区域性组织。其他地方和区域组织负责管理这些标准。

表 1.  测试场景

NCAP / NHTSA 测试协议 常见的基于雷达的自动驾驶汽车和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安全辅助 自动驾驶汽车系统
• 自动紧急制动（AEB）车对车
• 车道支持系统（LSS）

• 主动巡航控制（ACC）
• 车道保持辅助（LKA）
• 紧急避让转向辅助（ESA）

弱势道路使用者（VRU）保护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 AEB 行人
• AEB 骑行人员

• 盲区探测（BSD）
• 两侧来车预警（CTA）
• 前车碰撞预警（FCW）
• 车道偏离预警（LDW）
• 后方自动制动（RAB）
• 后方碰撞预警（R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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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人工智能（AI）开发人员进行过一场思维实验——在发生碰撞时是选择挽救车上乘客的生命还是挽
救行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入的伦理研究，确定了开发人员可能会构建到人工智能算
法中的人为偏见。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让 AV 比有人驾驶车辆更快、更合理、更明智地在这类场景中行驶。

由于需要精确再现场景，实验室测试使用了 NCAP 场景。汽车 OEM 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快速进入市场的压力，
产品必须要在设计周期中尽早成功。

汽车 OEM 认识到，从元器件级到系统级乃至在整个设计周期中尽早使用 NCAP 场景来补充实验室测试，
可以节省大量宝贵的时间和金钱。借助场景仿真功能，汽车 OEM 可以在实验室中更早验证其雷达集成，
并在集成阶段为开放道路测试或认可的场地道路测试做好万全准备。这个过程有助于大幅降低测试不合格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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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P 场景 1 ： 
自动紧急制动
我们以自动紧急制动（AEB）这个 NCAP 场景为例来看一看。根据 Euro NCAP 网站的统计，追尾是开放道路
上最常见的一类碰撞。如果后车的司机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发现前方的车辆已经减速或停止，就会发生这种
碰撞事件。

图 4.  自动紧急制动示意图（图片由 NHTSA 网站友情提供）

FCW 和 AEB 系统旨在防范或减轻潜在的损失。这些系统会向驾驶员通报前方出现危险情况，如果驾驶员
没有看到危险，系统会自动刹车。由于潜在危险比较紧迫，相关道路障碍物也比较靠近，因此视距（LOS） 
传感器非常适合用于探测这样的情形。为此，汽车制造商使用摄像头、激光雷达或雷达传感器，单独或协同
地使用它们（传感器融合），得到适应不同情况的不同程度性能。

在实验室为传感器进行此类模拟至少需要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前车。如今，使用雷达目标仿真器很容易做到
这一点。然而，这是对一个理想但不切实际的场景进行测试。真正的道路上有护栏、标志反射和其他汽车。
如果雷达无法正确解释这些该怎么办？

AEB 车对车系统的测试涵盖广泛的速度、车辆和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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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B场景实验

具有 NCAP 场景库的 AVSimulation SCANeR 是一种 AEB 前方匀速行驶车辆追尾测试（CCRm） NCAP
场景。视点来自自主车辆或装有被测雷达的车辆。

图 6 和图 7 显示了 SCANeR 仿真中所示的道路 XY 水平面俯视图。这个工具包括预期的雷达目标和探测到
的雷达目标，还能让用户实时验证基于雷达的 ADAS / AD 算法对场景做出的反应。红色锥形表示远程雷达，
蓝色锥形表示短程雷达。请注意，图像（包括护栏）非常相似。

现在，一个简单的 RTS 系统能够仿真包含两辆车的场景。但是，添加护栏的反射能形成真实的场景， 
确保更准确地验证 AV 系统。

图 6.  这是仿真中显示的同一场景，转换成了雷达图像。空心圆圈是仿真结果，绿色箭头是探测到的目标

远程雷达

左护栏

右护栏

测试中需 
避让的车辆

短程雷达

图 5.  使用 AVSimulation SCANeR 软件的 NCAP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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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P 场景 2 ： 
弱势道路使用者
正如 NCAP 所指出，另一个有待测试的关键领域是 VRU。除了评测汽车保护乘员的能力外，NCAP 测试还
评测汽车保护可能碰撞到的 VRU（行人和骑行人员）的能力。与前面的 AEB 一样，这里的想法是向驾驶员
通报即将发生的碰撞，并在驾驶员未能及时反应时提供自动制动。

这些测试有助于汽车 OEM 评估伤害风险。测试的重点是汽车保护行人和骑行人员（而不是驾乘人员）的 
能力。与其他 NCAP 测试一样，这项测试也有一个评分系统。表现良好的汽车如果配备了能够识别行人和
骑行人员的 AEB 系统，可以获得额外的得分。

图 7 显示了一个能够模拟 AEB 系统测试的双目标场景。如果有行人或骑行人员从停放的汽车之间出来 
怎么办？如果有几个行人穿过马路或者是来回奔跑又该如何？这也指出了许多目标仿真系统的不足之处—— 
无法模拟距离车辆及其被测雷达较近的目标。

图 7.  NHTSA VRU NCAP 场景示意图（图片由 NHTSA网站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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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景至关重要，因为在许多其他类似情形下，分辨率和近距离可能会决定生死。我们可以设想这样
一个场景——在仔细观察了行人和对向来车的情况后，测试车辆接近十字路口，打算右转（在红灯右转 
不违规的区域）。随着车辆慢慢接近，它的摄像头、远程雷达和激光雷达传感器几乎没有用处。这个时候，
它必须使用横向短程雷达。这种雷达视野宽广，分辨率高，能够探测与车辆极为接近的目标。

假设过马路的行人是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在这个情况中，即使婴儿车与车辆之间的距离不足 4 米 
（在实际场景中很可能会是这样），雷达也必须同时探测到婴儿车和母亲并及时将车辆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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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U场景实验

这项实验涉及 IPG Automotive 的 CarMaker 及其用于 VRU 的一个 NCAP 场景套件。在这个场景中，行人
从两辆停放的汽车之间从右向左穿过马路，来到自主车辆前方（图 8）。视点来自自主车辆或装有被测雷达的
车辆。自主车辆应当自动刹车。

与第一个实验一样，图 9 显示了预期的雷达目标和探测到的雷达目标，还能让用户实时验证基于雷达的 
ADAS / AV 算法对场景做出的反应。同样请注意，图像非常相似，包括停放的汽车和额外的行人细节。

现在，借助简单的 2 点甚至 4 点雷达目标仿真系统，汽车 OEM 没有办法再仿真包含多个行人和多辆停放 
汽车的复杂情况。

图 9.  显示 VRU 场景 3D 建模的雷达图像。它显示出路边的车辆、路中间的
行人和路边的旁观者，用绿点表示。

图 8.  行人位于被测车辆（黄色车）的雷达前方不足 4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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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弥合技术鸿沟
为了在实验室中模拟这些示例，汽车 OEM 需要将仿真软件的输出转换为真实信号，从而激励雷达模块。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以下技术概念解释了汽车 OEM 如何模拟实验室测试场景。

点云

点云描述的是代表对象或对象集合的点数据集。来自 x 轴、y 轴和 z 轴的坐标点将大量空间信息整合到 
一个集合中。3D 激光扫描仪、激光雷达和雷达技术通常会产生点云和参考点云。本文中的点云来自 3D 
场景仿真器。

点云为场景添加细节，确保您测试的算法能够区分两个靠得很近的目标。无论距离远近，传统的雷达目
标仿真器（RTS）只会返回一个反射值，而雷达场景仿真则会随着目标逐渐接近而返回越来越多的反射值。
这种类型的“动态分辨率”会根据距离的变化改变目标的反射点数。

为了显示点云，设置需要满足以下两个硬件方面的要求 ：

• 光线追踪

• Rixel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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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追踪

光线追踪技术可在测试期间提取传感器（例如雷达或摄像头）所需的信息（图 10）。

什么是 Rixel？

Rixel 是体积很小，可以装入芯片大小单元中的射频收发信机。一个 Rixel 就好比电视屏幕上的 
一个像素。

Rixel 矩阵是在一个电路板上放置八个 Rixel，然后将多个电路板彼此相邻堆叠起来，形成一个 
高分辨率墙。

这就好比是一块高清屏幕，其中的像素能够显示不同颜色和亮度。与之类似，Rixel 可以“显示” 
距离、速度和目标大小。

图 10.  光线追踪技术有助于为自动驾驶汽车中的传感器提取所需信息

Light source

Viewing plane

ObjectEy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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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追踪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计算机图形学以及通过仿真光物理特性在 2D 屏幕上渲染数字 3D 目标的 
能力。将目标放置到激励-响应系统中使它们可见。在这个示意图中，光源照亮目标，光线在多个方向上
发生反射和散射。只有汇聚到用户眼睛的光线才会映射到观察平面上。屏幕的分辨率取决于观察平面的
特性以及针对目标做出的或精细或粗糙的网格划分。目标渲染包括材料属性和其他相关信息，例如目标
颜色和亮度。

虽然这种解释是专门针对可见光谱，但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基于 LOS 辐射的激励-响应渲染算法，例如
雷达视觉。光源是雷达发射机，相关材料属性包含雷达辐射反射率，空间速度转化成了多普勒效应。

Rixel墙

为了将从光线追踪中提取的信息转换为雷达传感器能够探测到的信息，我们

• 将每辆车创建为一个目标

• 并为仿真中的每个目标分配方向和速度

RSE 测试阵列包含射频前端（或 Rixel）墙，它可以回显由被测系统（SUT）所需参数调制过的信号，用于
探测场景元素。一个 64 x 8 的 Rixel 阵列可以创建一个动态雷达环境，与依赖机械运动部件的系统相比，
它能够在更短时间内覆盖更多情况。此外，它具有更稳定、可预测、可重复和可靠的特点。

从设计原理上来说，这些小型化的 Rixel 无法由雷达传感器探测到，完全是由 3D 仿真软件激活，取代了
机械运动。阵列中的每个 Rixel 模拟一个目标的距离和回波强度。随着目标越来越接近，多重反射可以
使雷达更准确地探测和区分目标。

 17

http://www.keysight.com


图 11.  绿色圆圈表示距离为 1.5 米，代表的是可以模拟的最小距离

验证最近 1.5米距离上的关键功能

许多测试例（包括 AEB、FCW、LDW 和 LKA）都需要模拟距离被测系统非常近的目标。例如，在接近路
口红灯时，每个方向上的车辆通常相距不超过 2 米。在运动场景中，自行车、摩托车、踏板车等两轮车
可能会突然驶入车道，或者行人可能会突然进入车道。图 11 中的绿色圆圈表示距离为 1.5 米，代表的是
测试重要安全特性时可以模拟的最小距离，也就是模拟自主车辆附近目标的能力。在实验室环境中重建 
此类场景颇具挑战性。

 18

http://www.keysight.com


ADAS / AV 测试方式的转变

是德科技雷达场景仿真器（RSE）使汽车行业中的 OEM 能够使用极其复杂的多目标场景更快
地测试含有雷达传感器的自动驾驶系统。RSE 允许创建包含多达 512 个目标的场景，目标到车
辆的距离最近仅为 1.5 米。场景还可以拥有各种相关属性，例如速度、方向、目标到车辆的距
离和角度。RSE 能够模拟最远 300 米、最近 1.5 米的目标。目标的速度范围为每小时 -400 至
400 千米。

图 12.  Keysight RSE 展示的复杂场景

通过实验室中的全景模拟 
赋能新一代自动驾驶
在汽车领域，OEM 竞相朝着零事故、零排放和零拥堵的目标奋斗。这些问题很复杂，需要在汽车设计和 
测试的方方面面都采用创新解决方案。自动驾驶算法的稳健性取决于测试能有多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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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中尽早进行场景模拟 
有助于加速 ADAS / AV 测试
汽车 OEM 必须将复杂行车场景的测试转移到实验室中，这样就无需行驶几百万公里进行路测，从而显著
加快测试速度。他们可以通过仿真包含静止目标或运动目标的复杂且可重复的高密度场景，尽早全面彻
底地测试 ADAS 或 AD 算法的决策方式，从而更快洞察和改进算法。

如需了解关于是德科技产品、应用或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keysight.com

此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是德科技，2022 年，2022 年 6 月 1 日，印于北京， 
7122-1061.ZHCN

https://www.euroncap.com/en/vehicle-safety/the-ratings-explained/safety-assist/aeb-car-to-car/#:~:text=Car%2Dto%2Dcar%20rear%20crashes,driving%20at%20a%20lower%20sp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