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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型曲轴传感器技术在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驾驶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new crankshaft sensor technology in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intelligent driving

叶云燕

摘  要：本文以新型XENSIV™曲轴传感器为例对技术特征与应用功能作分析研讨。并且着重在在混合动力总成中通过

XENSIV™发动机传感器遇到的新挑战与 XENSIV™ MEMS硅麦为车辆装上耳朵，助力改善道路安全等二个方面的应

用方案作重点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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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new XENSIV™ crankshaft sensor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functions.The new challenges encountered with XENSIV™ engine 

sensors in hybrid powertrai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XENSIV™ MEMS silicon for vehicle ears are 

highlighted to help improve roa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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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是未来汽车行业的增长引擎，

传感器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感知功能，那么，有哪些应用

领域呐？

其一、在混合动力汽车中，为了在内燃机与电机之

间进行平稳切换，必须区分开发动机工作时的有意转动与

随机曲轴移动，为此新型 XENSIV ™曲轴传感器将介绍

XENSIV ™曲轴传感器相关的算法。

其二、汽车行驶中，对于视线范围之内的交通参与者，

可通过驾驶员，或 ADAS 系统识别，但在视线之外的盲区，

如何保证驾驶安全？由此新型 XENSIV ™ MEMS 硅麦呈

现，为车辆装上耳朵，助力改善道路安全。

为此先将当今新型 XENSIV ™曲轴传感器概览如

下 ：TLE4929C-XAx——第一代低抖动霍尔曲轴传感器 ；

TLE4929C-XVA——第二代产品，含多个曲轴协议和

一个定时器看门狗，以解决启动振动问题 ；TLE4929C-

XHA——第三代产品，增加了一个专用混合动力看门狗和

一个新的校准功能，以满足更高的绝对相位精度要求。

值此以 TLE4929C 新型 XENSIV ™曲轴传感器为

例对技术特征与应用功能作分析研讨，并且着重在混合动

力总成中通过 XENSIV ™发动机传感器遇到的新挑战与 

XENSIV ™ MEMS 硅麦为车辆装上耳朵，助力改善道路

安全等二个方面的应用方案作重点剖析。

1  新型曲轴传感器的应用特征

* 概述  当今新型曲轴传感器属磁电感应式。磁电感应

式转速传感器和曲轴位置传感器分上、下两层安装在分电

器内。传感器由永磁感应检测线圈和转子（正时转子和转

速转子）组成，转子随分电器轴一起旋转。正时转子有一、

二或四个齿等多种形式，转速转子为 24 个齿。永磁感应

检测线圈固定在分电器体上。若已知转速传感器信号和曲

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以及各缸的工作顺序，就可知道各缸

的曲轴位置。磁电感应式转速传感器和曲轴位置传感器的

转子信号盘也可安装在曲轴或凸轮轴上。

值 此 以 TLE4929C 曲 轴 传 感 器 为 例 作 说 明。

TLE4929C 曲轴传感器是完全可编程的有源霍尔传感

器，可测量钉齿轮 / 杆轮的速度和位置。这些传感器在

引线框架上设有两个集成电容器，可提高器件的电磁兼容

性 (EMC) 电阻率。TLE4929C 传感器还在输出引脚上

采用上拉电阻 RLoad，以确定流经输出晶体管的最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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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这些传感器还具有杂散磁场抗扰性、方向检测和停止

开始算法、高精度、低抖动、汽车工作温度范围等特性。

TLE4929 传感器有两种型号可供选择，即带有 EEPROM

预编程和锁定功能的 TLE4929C-XAN-M28，以及带有

EEPROM 解锁功能的 TLE4929C-XAF-M28。

* 其应用特性是，差分霍尔速度传感器，用于测量钉

齿轮 / 杆轮的速度和位置 ；钉齿中间设有开关点，可向后

兼容 ；借助差分感测原理，可实现杂散磁场抗扰性 ；具有

可编程输出协议的数字输出信号，包括诊断接口 ；高灵敏

度支持较大的气隙 ；行尾可编程，用作差分凸轮轴传感器 ；

汽车工作温度范围，采用符合 RoHS 指令的三引脚封装 ；

方向检测和停止开始算法与高精度和低抖动。

* 而最新的 -XENSIV ™曲轴传感器又称传感器模块见

图 1 所示。从图 1 所示可知该传感器功能为其外壳内部基

本上是与一块磁铁轮齿旋转经过时会改变其磁力线。

机的曲轴移动，如纯电动模式行驶过程中振动引起的移动。

这是在内燃机与电机之间进行切换时确保平稳过渡的唯一

途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以最经济高效的方式，确

定起动器和蓄电池等组件的外形尺寸。

* 应对

当今国内外的汽车制造商都在努力壮大其驱动系统产

品组合。除未来的燃料电池和合成燃料之外，还可以看到，

有大量介于内燃机与电机之间的混合解决方案可供选择。

这些可选方案包括 : 可在红灯路口让发动机暂时熄火

数秒钟，再自动冷启动的智能启停内燃机，以及可在纯电

动模式下轻松实现 50kmph 车速，并在蓄电池电量不足

时或当汽车在高速路上高速行驶时，由内燃机接棒电机的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哪怕是最新的启停系统，市场上也已经有两种不同的

实现方案。一种实现方案是，内燃机将如同它刚才并未工

作过一小时那样，重新启动。第二种解决方案则是在发动

机熄火时监测其移动，所以，当发动机重新启动时，汽车

已经知道曲轴位置和接下来要点火的气缸。只要看看起动

器发电机可以安装在驱动轴的哪些不同位置，或者离合器

可以将不同电机连接至驱动桥上的哪些点，我们很快就会

发现，内燃机曲轴装配选项几乎无穷无尽。

3  新型 -XENSIV™ 曲轴传感器应用功能

* 驾驶员感受到的驾驶交互作用

为了尽可能提高新型电驱动系统的接受度，制造商必

须确保操作简便和可预测的顺畅驾驶体验，避免“出其不

意的烦恼”，以争取到那些曾经热衷于内燃机的客户。重要

的是，内燃机能够平稳地、几乎不易察觉地突然启动，就

像在红绿灯路口或交通堵塞时在启停模式下所感受到的那

样。这里的关键在于汽车一直都知道曲轴的角度。

如果交通堵塞导致汽车停下来三分钟，那么，曲轴传

感器能够忽略轻微的温度变化，或者，更理想的是，进行

温度补偿。然而，如果是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行驶 30 分钟，

曲轴在与动轮脱离的状态下可以自由移动，那么，传感器

可能会错误地统计轮齿的轻微晃动或振动，或者将这些移

动解读为新的有效信号。

为确保内燃机能够平稳运转起来，必须确保传感器不

会错误地统计任何经过它的轮齿。必须确保传感器不会漏

图 1  所示为最新的 -XENSIV™ 曲轴传感器

（传感器模块）与磁铁轮齿组合示意图

最新的 -XENSIV ™曲轴传感器已广泛应用于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驾驶成为未来汽车行业增长引擎领域之中。为

此将作重点研讨。从论述思路清晰角度出发，有必要先对

在混合动力总成中，XENSIV ™发动机传感器遇到的新挑

战作说明。

2  在混合动力总成中，XENSIV™ 发动机传感器

遇到的新挑战

* 新挑战

在混合动力汽车中，内燃机传感器面临着特殊挑战。

现代曲轴传感器必须区分开发动机工作时的有意转动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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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止不动时的振动

从驾驶室车门打开的那一瞬间起，现代汽车就会自动

进行一系列自诊断检查。这样可以缩短警告灯发出指示所

需的时间。然而，从车门打开的那一刻到汽车开走时，中

间还会发生许多其他事情。譬如，可能往汽车上装东西，

或者必须让孩子在座位上坐好并系牢安全带。因此，汽车

虽然静止不动却发生轻微摇晃，是完全正常的。

这些轻微移动经由驱动轮、变速器和离合器的传递，

导致曲轴信号轮转动。在某些不凑巧的情况下，这可能导

致曲轴传感器接收到有效的磁信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感器实施了一种算法，用以删

除发动机启动之前生成的校准数据。只要大致看一下各式

各样的混合动力架构，很快就能明白，这个附加功能将帮

助汽车制造商识别和忽略任何不准确的校准数据。

如图 4 所示，我们可以从传感器输出信号随时间的推

移而变化的情况得出几个结论。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传

感器刚刚激活时，曲轴并未达到标称转速。因此，可以轻

数或多数任何轮齿或记错旋转方向。

这些要求在曲轴传感器内部被分解，因为传感器外壳

内部基本上是一块磁铁而轮齿旋转经过时会改变其磁力线。

这样一来，传感器的性能最终取决于磁场强度的波动。

这些都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传感器与信号轮之间的

气隙以及温度。为此主要关注与传感器性能有关的机械部

件。而 XENSIV ™ TLE4929C 曲轴传感器系列具备多种

不同功能，可帮助实现上述目标。为此最新的 XENSIV ™

曲轴传感器所采用的相应算法是应对挑战的有效办法。

* 先述传统启停算法的应用

对于降低油耗，“最小的”解决方案涉及关闭发动机。

这种解决方案已得到广泛应用，可用作传统启停算法。这

个功能能够正确解读交通拥挤时或等红灯时的短暂停车，

并能补偿小幅温度变化。

温度大幅变化会影响到磁铁，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

磁场变化可能高达 40%。在曲轴轴承严丝合缝的情况下，

影响传感器性能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电源，第三个最

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曲轴上的信号轮与发动机组传感器模块

之间的气隙的变化。

理想情况下，传感器始终保持完全校准状态，当内燃

机重新启动时，只要信号轮的第一个齿转动经过，它就能

够正确输出曲轴的位置和旋转方向。实现这个功能无需改

变内燃机架构。只需要一个稍微大点的起动机电池、起动

机电机以及修改控制器软件。而图 2 和图 3 显示了关掉点

火开关后，松开的曲轴如何逐渐停下来，以及当压缩空气

仍在气缸中时，发动机 ( 如奥托（Otto）) 以最快的速度启

动（亦称直接启动）。

图 2  点火开关关闭后曲轴逐渐停止转动

图 3  直接启动过程中曲轴的旋转特性

图 4  往汽车上装东西时曲轴传感器的信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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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重置在其达到标称转速之前采集的校准数据。其次，我

们发现，如果传感器在特定时间段内并未识别出轮齿，则

可以多次重复这个过程。

* 新型传感器实施的混合算法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解决方案需要一个新功能。为了

正确识别曲轴信号轮的位置，传感器实施了一种算法，用

以检测曲轴转速较慢、低于标称值的情况，并结合其他监

测功能，防止错误的校准。

仅当系统正常工作时，才接受新的校准数据。得益于

这个功能，可以捕捉到曲轴的每个振动，以及相应的前后

移动信号，而不会使曲轴传感器错误地响应一些预期内的

机械装置变化，如气隙的变化或一些其他的机械偏移。

在此提及的这些算法的共同作用下，可以准确地观察

并追踪曲轴触信号的运动。发动机控制装置随时都知道每

个活塞的冲程位置，以及离下一次点火还有多长时间（基

于曲轴角度）。如果算法正确地匹配，系统将正常工作，确

保发动机警告灯保持熄灭。

4  改良型曲轴传感器的应用

归功于曲轴传感器始终提供可靠信息，可以缩小重新

启动内燃机所需部件的尺寸。起动发电机通常拖动曲轴数

圈，直至检测到曲轴标识位置，并达到超过几百转最小转

速。这可从混合动力模块行驶时曲轴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的

实践与试验数据中得知这是一种有效举措。即检测到的曲

轴移动，有了高级曲轴传感器，在半圈内就可以实现喷油

点火。以这种方式启动发动机所消耗的蓄电池电量仅为冷

启动所需的一小部分。因此，制造商既可以选择延长起动

机和电池的使用寿命，也可以缩小尺寸以节省成本和减轻

重量，这反过来又可以略微降低消耗。这种设计还可以让

内燃机轻松平稳地启动，从而带来出色的驾驶体验。

* 更精确的切换点  安装在凸轮轴上的 XENSIV ™ 

TLE4929C 可以利用其可编程切换阈值，补偿供应商和制

造商在生产和装配过程中产生的公差。这项能力意味着这

个位置传感器可以提高凸轮轴和曲轴的角度精度。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受限于其本身的物理性质，仅当轮齿中心线

在传感器前面时，差分霍尔传感器才会切换。从轮齿中心

线开始向外移动，必须考虑以下公差：轮齿本身的机械公差，

导致磁心偏离机械中心 ；发动机组模块的机械装配公差是

最严重的偏差 ；还必须加上模块中的磁铁和传感器的机械

安装公差 ；无需赘言，所安装的磁体并非 100% 同质 ；也

不是以完美的 90°角磁化 ；最后，传感器制造商也造成了

一定限值内的电气公差。

上面列出的所有因素会导致随机误差，最好的情况是

这种误差自行消失，但最糟的情况则可能造成严重故障。为

了满足当今系统的高精度要求，现代传感器允许单独设置切

换阈值。模块制造商可以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单独校准模块切

换点，成本相对较低。也可以直接在干式发动机上执行校准，

只是成本略高。汽车制造商从中获得的好处是，校准也补偿

了它们自身的生产公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级供应

商只能补偿模块本身 ；整车的安装误差一点也不会减轻。

* 简易校准程序  在切换阈值中点，使用适当的系统来

测量轮齿机械中心与实际电气边缘之间的错位。然后，减

去系统误差，并在程序中设置其余偏差量，将其永久存储

在传感器中，作为可编程切换阈值。

5  新传感方案技术应用 --XENSIV™ MEMS 硅麦

应用 -- 为车辆装上耳朵，助力改善道路安全

这是又一应对新挑战的应用。先述何谓 MEMS 硅麦？

微机电麦克风也称麦克风芯片或硅麦克风，硅麦一般都集

成了前置放大器，甚至有些硅麦会集成模拟数字转换器，

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成为数字麦克风。

如今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AS) 是基于摄像头、雷达

或激光雷达，只能识别位于视线范围之内的目标物体。但

对于被听到的时间比被看到的时间早得多，因而在很长时

间内无法被 ADAS 识别的应急车辆，该系统就暴露出它的

弱点。为应对这一挑战，打造出一套能让车辆拥有听觉能

力的先进传感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是在现有的传感器系

统中增加 XENSIV ™ MEMS 硅麦，使得车辆能够“听到”

拐角另一边的情况，并在盲区隐藏有移动的目标，或在应

急车辆距离很远而无法被看到时，提前发出预警。

这一新的传感解决方案是基于 XENSIV ™ MEMS 硅

麦，并结合 AURIX ™微控制器 (MCU) 及 Reality AI 的

“Automotive See-With-Sound”（SWS）系统打造而成。

由于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该系统能够识别驾驶员看

不到，或车辆的 ADAS 传感器检测不到的应急车辆、常规

车辆及其他交通参与者。机器学习算法还能确保全球各个

国家不同的应急车辆鸣笛声都能被识别。

如今汽车级 XENSIV ™ MEMS 硅麦 IM67D130A 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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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宽广的工作温度范围（-40℃至 +105℃），能在严苛的

汽车工况中实现各种不同的应用。低失真 (THD) 和 130dB 

SPL 的声过载点 (AOP)，使得麦克风能在嘈杂的环境中捕

获到无失真的音频信号，从而对于隐藏在高背景噪声或风

噪声中的警报声也能进行可靠的识别。该声音传感技术还

能实现路况监测、损伤检测和预测性维护等其他汽车应用。

为处理音频信号，Reality AI 软件采用了被广泛用于

众多汽车应用的微处理器 ( 如英飞凌 AURIX TC3x 系列微

处理器 (MCU)）。该可扩展的 MCU 系列提供从一核到六

核的选择范围及高达 16MB 的闪存，能达到 ISO26262 

2018 标准的 ASIL-D 功能安全等级，并满足 EVITA 的全

面网络安全标准。AURIX TC3x 具备客户在 ADAS 应用

中添加 XENSIV ™ MEMS 硅麦所需的性能和灵活性。

6  后话

内燃机曾经风光无限。从 2020 年到 2025 年，全球

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将开发并发布其最新混合动力平台。

自此之后，即使剩下的最后一批从事内燃机和变速器的开

发工程师也不得不在燃料电池、蓄电池和电动驱动技术等

领域寻找新的安身之所。现早已熟知混合动力发动机、曲

轴和凸轮轴传感器在这些系统中面临的挑战，并正在成功

地解决这些难题。

2）在低温下，由于两种材料抗饱和能力相差不大，

但是 12K 材料的磁导率远优于优于 PC40，所以在低温条

件下，12K 材料可以优先使用 ；

3）当然要求一次电流范围相对较小，可以控制在 0.1T 

以内，即常温工作电流的 20-30%，那么在高温环境下反

倒是 12K 材料占优，因为其在高温环境下导磁率变化较

小。

在高低温变化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做成的互感器的建

议如下 ：

1）12K 材料的优点是导磁率高，但不确定性较大，

建议工作温度设定在 40℃至 -50℃，同时将饱和点设定在

常温饱和点的 60% ；

2）PC40 材料建议工作温度在 60℃至 -40℃，同时

将饱和点设定在常温饱和点的 80% ；

3）如果互感器有特别定制要求时，可以根据本文的

曲线来严加选择。

电池性能已达到现行电池的同等水平。而且，其后公布的

的导电率为 1.2 S/cm，即使与图 3 所

示的这些固态电解质比较，也具有突出的电导率值。这样

图 3  的离子导电率

一种材料的问世，将有可能使全固态电池超越现行电池的

水平。

全固态电池种类繁多且性质各异，在高安全，长寿命

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高可靠性的智能电网储能电池，

超微超薄电池，柔性电池等方面均有显著优势。

随着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研究的进展，新型的电池生产

技术及试制生产线也不断面世，未来的全固态电池，由于

具有比电解液电池更高的安全性能、更高的能量密度、更

广泛的应用领域，必将对人们生活做出更大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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