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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BaseT Automotive
为非屏蔽电缆和连接器

提供 EMC 鲁棒性

汽车是目前最恶劣的电磁环境之一。许多敏感的电子

电路都安装在许多噪声源附近。高压点火系统、电动雨刮

器电机，甚至简单的转向信号（仅举几例）都会导致干扰

发射，从而对车辆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如果再加上手机、

通讯收音机、高压电源线甚至附近车辆产生的噪音，那么

噪音水平会变得更为糟糕。如果这还不够，汽车总是以不

同的速度行驶，开启不同的设备，并且行驶在不同的地方，

这意味着车载系统所面临的噪音环境在不断变化，而且不

可预测。

以前，车内电磁干扰（EMI，也被称为电磁兼容性或

EMC）只是烦恼之一，它只是导致汽车收音机发出噪声。

然而，随着汽车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意味着今天的汽车配

备了大量驱动高带宽数字数据流的 ECU（电子控制单元），

其中许多都负责安全关键功能。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引入，

未来汽车将成为现实，因此电子系统的数量不断增加，

EMC 相关故障带来的潜在风险急剧增加。

最近以来，由于电磁干扰导致车辆故障的情况很多，

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缺乏 EMC 可靠性而导致车辆故障。

从手机响铃导致气囊误弹射，到无线电发射器引起的 ABS

制动问题，甚至在经过气象雷达站时车辆被完全关闭，因

此，缺乏对外部噪声源的免疫力都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

由于线束中流动的电流会产生辐射的磁场，所以车内系统

会向周围发出噪声，所以风险也会产生，并且因此引起外

部串扰至邻近线路。随着车内带宽的不断增加，这种情况

更加复杂化，因为更快的数据速率会导致更高的信号（时

钟）速度，从而产生比以前更多的噪声，并使系统更容易

受到外部噪声的影响。

毫无疑问，多年来，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和一级供应

商已经大大提高了车载系统的 EMC 性能，而且在数据速率

仍然很低的情况下，无需迁移到屏蔽电缆即可实现这一目

标。但是，随着数据传输速率现在达到 1G 甚至更高，使

用屏蔽电缆的要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正确实施，屏

蔽会对辐射和传导的 RF（射频）噪声提供屏障。但屏蔽

电缆也带来许多缺点：

◎ 屏蔽电缆比非屏蔽电缆更重，从而增加整体车辆

重量，降低燃油效率和 /或电池寿命

◎ 屏蔽电缆比非屏蔽电缆更昂贵，这些电缆所需的

连接器也是如此

◎ 屏蔽电缆的柔性比未屏蔽的要差，并且直径较大，

这可能导致车辆内的布线问题和安装复杂性

◎ 屏蔽电缆可能会形成接地回路，这些回路本身会

将噪声引入电缆并导致信号衰减。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

生，工程团队需要创建一个完整的系统设计，该设计是根

据完整的屏蔽概念量身定制的，而这又会导致成本和复杂

性的增加。

可见，面对越来越高速数据链路的需求，OEM 厂商正

在努力使用大量价格昂贵、难以操作且笨重的屏蔽电缆。

与车内连接的理想方法相去甚远。但殊不知，解决 EMC 的

挑战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案。

作者：Valens Automotive 客户体验总监 Daniel Shwartz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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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HDBaseT Automotive

多年来，HDBaseT一直是消费电子、专业视听（ProAV）、

工业自动化和医疗保健等不同市场领先的主要连接解决

方  案供应商。由 Valens（同时也是芯片供应商）开发的

HDBaseT 技术融合了多种数据类型，可通过单根未屏蔽电

缆传输数千兆位数据。由于认识到推动标准解决方案的重

要性，Valens 已经成为了 HDBaseT 联盟的创始人之一，

该联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由超过 200 名成员开发和使用

该技术的公司组成。

HDBaseT Automotive 为车载连接带来许多好处，包

括：

◎ 将多种数据协议融合到单个 HDBaseT 数据流中

◎ 多吉比特带宽可以是对称或不对称的

◎ 网络功能可以创建复杂的体系结构和拓扑

◎ 即使在富有挑战性的汽车 EMC 环境下，都可以使

用单根非屏蔽双绞线（UTP）电缆（长达15米/ 50英尺长）

作为传输介质， 

最后一点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但与其他高速车载

连接解决方  案不同，HDBaseT Automotive经过专门设计，

通过非屏蔽电缆进行工作。这并不是说它无法通过屏蔽电

缆工作——它可以——但是 HDBaseT Automotive 具有能

够满足汽车行业对非屏蔽电缆严格的 EMC 要求的能力，帮

助 OEM 和一级供应商重新定义其连接系统。

那么 HDBaseT Automotive 是如何通过非屏蔽电缆

传输多吉比特数据，而不受到辐射和传导 EMC 或大容量

电流注入（BCI）的影响？关键在于 HDBaseT 芯片组的架

构，该芯片组采用专用的高度先进的模拟前端电路与硬

连线 DSP（数字信号处理）机制配合使用。这些结构使得

HDBaseT 数据的传输能够采用 PAM-16 编码，即电缆上的

16个电压电平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编码四位数据（图1）。

通过在每个时钟周期内传输如此多的数据，那么使用了不

同的编码方案的较慢时钟速度也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数据带

宽。如前所述，时钟速度越慢，辐射发射越低，并且对外

部噪声的易感性越低。

图 1：PAM-16 发射器眼图。

为了保护重要的数据包头和关键数据，HDBaseT 采用

了子集调制技术，该技术使用不同数量的 PAM 级别（如

PAM-8和PAM-4）对不同数据类型进行编码。PAM级别越低，

数据传输的鲁棒性越强，关键数据接收错误的可能性越低

（图 2）。

图 2：HDBaseT PAM-16 子集调制。

但是，使用 PAM-16 信号只是答案的一部分。与其

他避免 EMC 干扰的技术（例如依靠屏蔽电缆）不同，

HDBaseT 实际上“学习”了噪声，因此可以适应噪声环境。

这是通过使用快速自适应噪声消除器来实现的，该消除器

可以极大地减少外部噪声对 HDBaseT 链路的影响。

如果噪声通过消除器，则会采用其他机制来确保不会

发生数据损坏。HDBaseT 是一种基于数据包的技术，每个

数据包都有一个校验和（CRC），用于接收器中的错误检

查（图 3）。

图 3：HDBaseT 数据包结构。

如果接收器检测到数据包错误，它会向发送器发送一

个请求，要求重发错误的数据包。然而，由于重传会使用

图 4：HDBaseT DMLR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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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原始分组更低的 PAM 级别，所以重传分组时出现错接收

的概率会降至接近于零。这种动态调制本地重传（Dynamic 

Modulated Local Retransmission，DMLR）是一种高效的

纠错技术，它使得 HDBaseT 能够在噪声很大的链路条件下

提供出色的性能（如图 4），这些用于保护数据的不同机

制在让噪音消除器适应变化的噪音水平所需时间内尤其重

要。

HDBaseT EMC 解决方案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发射信号的

功率谱密度（PSD）。PSD 将信号（能量）中存在的功率

描述为信号频率的函数。由于 HDBaseT 在外部噪声免疫方

面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因此无需传输更高功率的信号来克

服噪声的影响——而这种低功耗信号直接关系到 HDBaseT

链路的 EMC 辐射降低（图 5）。

图 5：不同汽车技术的 PSD。

考虑到 HDBaseT 解决方案的所有不同元素时，噪声自

适应与重发机制的结合可提供® 40dB 的免疫增益，以补偿

较低的发射器 PSD 和 PAM-16 级之间的小电压差。这意味

着 HDBaseT 将来自其输入的共模噪声衰减 100 倍，这就是

为什么它可以在最简单和最具成本效益的非屏蔽电缆上实

现出色的性能和可靠性。

从理论走向实践

HDBaseT 汽车 EMC 性能不仅仅是理论。Valens 芯片

组已经在德国的乌尔姆应用科技大学）行了 EMC 抗扰度和

辐射测试，它是汽车 EMC 的领先测试机构。根据 ISO 和

CISPR 标准，在 ECU 级别测试了许多场景。HDBaseT 芯片

组通过了所有测试，从以下测试报告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图

6）。

除了 ECU 级别之外，HDBaseT Automotive 芯片已经

在其中一个公司汽车客户中，通过了 UTP 电缆的多吉比特

数据速率的车载测试，并且是第一款通过领先车载测试的

多吉比特技术 OEM。HDBaseT 继续受到其他许多 OME 和一

级供应商的测试，其结果继续给业界留下深刻印象。

使用非屏蔽布线和连接器，同时在多吉比特链路速

度下保持最佳 EMC 性能是降低系统成本并因此降低整车成

本的关键因素。此外，EMC 鲁棒性是实现自动驾驶汽车梦

想的核心要素。解决车载连接的各种挑战——高带宽、布

线重量、不同接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适

当的技术来处理由汽车电子系统增长所带来的电磁干扰

增加风险，那么自动驾驶汽车将不会成为现实。HDBaseT 

Automotive 是一种具有内置机制的技术，可以抵消电磁

干扰，并保证平稳走向自治（autonomy）。■

图 6：ECU 级测试报告汇总。

技术与应用.indd   79 18-7-5   2: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