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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

「文明的傳播就像火

一樣；首先是微弱的

火花，接著是閃爍的

火焰，然後是強大的

烈焰，不斷增加速度

和力量。」

 - Nikola Tesla

能源生態系統

推動電動交通未來發展的技術

現在是汽車工程界蓬勃發展的時機點，全世界各國都在鼓勵使用者採用油電混合車

（HEV）和電動車（EV），以迎向更乾淨的未來。

幾年前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士主張化石燃料仍會是運輸燃料的主要來源，但實際狀況卻

與其相反，推動電動交通革命的趨勢比預期更快速，目標在創造高效率的電動傳動系

統和完美能源生態系統，以驅動未來的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

在未來二十年內，上層政策將會淘汰所有汽車和柴油車，轉而採用更乾淨的車輛。以 20 

年時間推出新車輛看似綽綽有餘，但由於整個工程架構都需轉而支援電動交通平臺，實

際上其實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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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依類型區分全球平均年度淨容量增加量（來源：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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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全球電動車車隊，2016-2040（來源：IEA）

全球電動車車隊

支援現代汽車電氣化是一個完整的能源生態系統，範圍包含太陽能（PV）變頻器控制和轉

換太陽能、以大量充電設施在微電網或智慧電網進行儲存和分配，以及在「幕後」支援此生

態系統的分電池、電池和電源設備。能源效率是整個生態系統的關鍵組成要素。

隨著規範整個產業安全性、效能和業務可行性的標準日益增多，工程師也面臨如何在開發階

段到大量生產期間，對每個設計進行驗證和測試的艱困挑戰，以確保順利安全地轉換到電動

交通的新世界。在建立支援電動交通市場成長的整體生態系統時，關鍵技術扮演了非常重要

的角色。我們將探討相關挑戰和可用解決方案，幫助工程師將創新化為現實。

了解市場變化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的研究，能源效率提升對減少煤炭和天然氣需求非常重要。可再生能源在

主流需求的成長已達 40％，其在電力產業的爆炸性增長也代表煤炭繁榮年代來到尾聲。

隨著政府政策持續支持乾淨能源，全球投資同時湧入再生能源建設（參閱圖 1）。

在推動電動交通應用的市場中，最熱門的就是電動車市場，全球均呈指數成長（參閱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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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蓋下的產業 — 趨勢與新測試挑戰

在產品開發週期縮短且進行大量電源配置（參閱圖 3）的情況下，密切關注快速發展的

生態系統和深入測試各設計可行性與驗證最終性能同等重要。

電動車微觀世界的背後是大量電子設備和子系統，其中包含：

• 功率元件 

• 功率轉換 

• 分電池與電池

• 電動車與電網間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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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元件 — SiC 和 GaN 與 IGBT

汽車絕緣柵雙極電晶體（IGBT）功率元件一直以來都被用作傳統汽車和油電混合車高電

壓應用的典型開關。然而，隨著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電力需求的增加，設計人員需要可

在高溫環境下快速有效運作，並能夠轉換、切換和調節大量高電壓電流，使電流在車輛

中順暢流動的功率元件。

由於以寬頻隙（WBG）碳化矽（SiC）和氮化鎵（GaN）為主的新型裝置優點比矽型裝

置更多，因此成為潛在解決方案。

• 高溫操作：WBG 裝置的熱導率和熔點使其可在 300 °C 以上溫度運作，為 HEV / EV 

應用提供了更可靠的解決方案。

• 效率：WBG 裝置的切換速度比矽來得快，能夠減少切換損耗、提高效率，對減少熱

能消耗的需求也隨之增加。此外，頻率增高代表可縮小磁性元件，以支援成本較低

的設計。

• 高電壓操作：WBG 裝置可承受高電壓（600 V 以上）。因此可透過高電壓板網架構

以較小電流（即線徑較小的纜線）驅動油電混合車/電動車元件，降低線束重量。 

許多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製造商都已將電源轉換設計改成 WBG，以充分運用這類新裝置

的優點。但這點在確保新設計的可靠性與安全上，卻出現明顯的問題。

由於 GaN 元件具有高電子遷移率、高崩潰電場、高電子速度等優異的材料特性，因此

提供的效能比 SiC 矽元件來得高。GaN 功率電子也具有低導通電阻和快速切換等特性，

大大減少傳導與切換損失。

在電源設計中採用 GaN 功率電晶體所面臨之困難來自電晶體的超快切換速度。因此在使

用 GaN 功率電晶體時，必須將寄生電感壓到非常低，以防止高 EMI 發射或 GaN 功率電

晶體崩潰。

正確設計電路配置和電路板佈局可解決 SiC 和 GaN 功率電晶體的問題，但設計好壞仍取

決於最終效能。這就是為什麼一些頂尖功率半導體 OEM 選擇與是德科技合作，透過使用

最先進的電源電路模擬軟體，在設計階段得到更詳細的效能驗證。 

資源

1. 進一步了解先進建模工具
如何建立實際模型，幫助

您省去 SiC 設計週期，並
產生可信賴的模擬結果。 

2. GaN 功率元件開始被應用在
電源設計中：Transphorm 詳
細說明電路設計與相關佈局

的經驗與知識 — 案例研究

3. www.keysight.com/find/
pd1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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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轉換 — 效率和安全是成功的關鍵

根據 2014 年的報告，美國能源部為降低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的變頻器（參閱圖 4）成

本制定了積極目標。因此推動了前面強調的破壞性和創新性技術發展。這些技術的最終

目標是被廣為採用，以減少全球碳排放。

油電混合車/電動車具有多種架構配置。圖 5 說明了幾個架構的簡化方塊圖。強（或並聯

式）混合動力和純（無引擎）電動車的高電壓（HV）板網由大型電池供電，以提供電動

傳動系統電源。

變頻器和馬達/發電機的功率位準範圍約為 50kW 至 180kW 以上。再加上大型鋰離子電

池的發展，因此需要大量資金才能進行此類架構開發。大多數元件都支援雙向電源流。

當電源自電池流向變頻器/馬達時，便會推動車輛。減速時車輛的動量則會帶動發電機，

讓電源再次通過變頻器以為電池充電（再生煞車）。 

發
動
機 馬達／

產生器

E
ng

in
e

低電壓電池 (< 60 V)
高電壓電池 (> 60 V)
電流

非必要元件

強油電混合或電動車 輕度混合動力

牽引驅動（馬達）牽引驅動（馬達）

牽引
逆變器

牽引
逆變器

HV Li-Ion 
電池

280 VDC 到 
800 VDC+

車載
充電器

60 - 180 kW+

DC-DC
conv

充電站

馬達／
產生器

< 20 kW

再生制動（產生器）
再生制動（產生器）

Li-Ion 電池

BMS
BMS

< 4 kW
< 4 kW

預充 48V 電池

48 VDC

充 12 V 的電池

充 12 V 的電池

12 VDC

12 VDC

DC-DC 
轉換器

LV 負載

LV 負載

LV 電池

LV 電池

發
動
機

DC-DC 
轉換器

圖 5：油電混合車/電動車架構簡易方塊圖。

圖 4：將變頻器成本自 2014 
年 $13.7/kW 降至 2020 年 
$3.3/kW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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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1. 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直
流對直流轉換器設計和

測試的新興解決方案 — 
白皮書 

2. www.keysight.com/find/
ev1003a

輕度混合動力（MH）車輛的馬達/發電機、變頻器、直流對直流轉換器和電池皆為雙

向。變頻器/馬達並未大到能夠自行推動車輛（如同油電混合車或電動車），但用來在加

速時補充引擎動力，並在減速時為電池充電。這項技術也運用了 48 V 板網，以減少安

全問題和成本。

無論採用何種架構，在整個直流對直流轉換器開發生命週期中，設計和測試都面臨極大

的成本壓力。在以矽（Si）為基礎的功率轉換器設計中，多數直流對直流轉換器皆為水

冷式。油電混合車/電動車製造商將額外冷卻設計成本交給設計與測試工程師，要求在設

計和測試期間透過水箱、幫浦和軟管來冷卻直流對直流轉換器。

為了減少液冷模組數量，現在製造商將多個功率轉換器應用整合在單一模組內（例如直

流對直流轉換器 + 車載充電器），並採用新型 WBG 功率元件。此舉也帶來了新的測試

挑戰，例如需要進行額外設計驗證和可靠性測試，以確保產品能在嚴峻的汽車操作條件

下持續很長時間。

由於直流對直流轉換器使用的功率和電壓位準遠高於 60 V 安全限制，因此設計人員、

技術人員和操作人員在測試轉換器時必須特別小心，並確保在製造時採用特殊安全機制

（例如 NFPA 79）。這些安全標準要求需有備援系統，以防止操作人員在一個測試系統

故障時暴露在高電壓環境下。此類安全系統通常採客製化設計，部署成本非常高。

為了降低設計人員和製造商的成本壓力，是德科技開發了一套穩定的現成商業再生電源

系統，提供保護人員與待測設備的高度整合安全功能。此解決方案的電源再生功能可乾

淨地將耗用能源送回電網，以節省能源消耗和冷卻成本，並且不會干擾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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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電池與電池 — 電動交通的核心

即使工程師可微調和提升功率元件的能力，以在最新電動車中應用電動交通技術，但電動車

的好壞仍取決於充飽電後可行駛多遠才需進入充電站進行電池充電。

電動汽車電池自  2010 年初以來已發展一段時間，當時每次充滿電只能行進  50-60 英里，

且提供的馬力通常很有限。現在，一般價格的電動車已能行駛超過 100 英里。2018 年 Nissan 

Leaf 用 192 個鋰離子電池組成 40 kWh 電池組，可行駛 151 英里；特斯拉 Model S 則透過 

7,104 個鋰離子電池提供電力，行駛距離可達 315 英里。這也告訴我們分電池和電池市場對

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生態系統的重要程度。

根據 Future Market Insights 預測，電動車電池有望以年複合成長率 8.5% 強勁增長，2017 年

到 2027 年底的利潤將達到 360 億美元。

其中成長幅度最大的是鋰離子電池，預計到 2027 年底市值將超過 230 億美元。由於潛在市

場如此龐大，各家廠商皆在找尋充電速度更快，且每次充電可提供更高續航距離的電池。儘

管對鋰離子電池的需求仍持續增強，研究人員已經在著手研究更廉價、更豐富的元素：鈉，

以創造下一代綠電池。

各家電動車 OEM 都在努力研究自己的秘密配方來找尋續航距離的最佳解，但各家廠商都需要

更好的測試方法以從設計階段開始對每個分電池性能進行測試，其中也包含研究削減電池整

體性能的電池自放電現象。

電池自放電是電極間沒有任何連接的情況下，電池儲存電能減少的現象。自放電會縮短電池

的保存期限，造成電池的最初使用電量低於完全充電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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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1. 如何縮短鋰離子自放電
測試時間？— 白皮書 

2. www.keysight.com/
find/self-discharge

為了檢測鋰離子電池高於正常值的自我放電現象，過去開發人員和製造商需耗費數週

以上時間量測電池開路電壓（OCV）的下降程度，以獲得良好驗證結果。開發過程中這

麼長的等待時間會造成新設計延遲上市並錯失良機。如果必須重複自放電測試，則會讓

問題更加惡化。若製造期間必須長期儲存大量電池以進行自我放電篩檢，會帶來龐大的

費用、物流和安全問題。

量測電池的自放電電流可提供另一種直接判斷電池自放電速率的方法。與傳統 OCV 方

法相比，此方式可在很短的時間內判斷並隔離自放電過高的電池，大幅減少了相關費

用、困難和潛在危險。

為了滿足電池開發商和製造商的需求，是德科技提出了一種革命性的自我放電量測解決方

案，可顯著縮短電池自放電電流的量測時間。測試結果顯示，若為圓柱形 18650 或 21700 

電池等小型電池，只需 30 分鐘至 2 小時即可快速量測穩定的自放電電流，實際花費時間

視電池特性而定。若為大容量的軟包裝電池（例如 10-60 Ah），整個過程也只需 1 至 4 個 

小時。

和過去必須等待數週或數月，電池開路電壓的變化程度才足以判斷電池品質的方法相

比，此解決方案無疑是一大進步，並可顯著減少測試週期並縮短上市時間。

隨著研究和開發深入了解分電池和電池在不同條件下的表現，我們離延長電池壽命的

最佳解也更靠近了一步，有助於電動交通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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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電動車與電網間的通訊

若我們將鋰離子分電池和電池及車載充電系統等功率元件拉遠來看，這些小元素都對

整體電動交通非常重要，其中包括充電站、家庭能源管理系統、微電網和智慧電網，

每一個都在未來永續能源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充電站為例。充電站不再只是「插入和充電」站，這些銷售點已成為電力公司的

重要市場情報來源，消費者也能利用能源價格即時資料，規劃最經濟的電動車充電時

程。

2016 年加州洛杉磯的電動車充電模式研究發現，多數駕駛會在下午三點到五點間進行電

動車充電，這種現象在電網中形成可預測的每日能源尖峰。此資料可幫助研究人員決定

在 24 小時週期內平衡電網負荷的新方法，例如在充電站建造太陽能板和太陽能系統來補

償尖峰需求。

支援智慧電網快速發展的是數 TB 大數據；龐大資料網路所帶來的商機無限，若將其

運用在智慧資料上便可支援各種應用，為電力供應商和消費者帶來助益。

此趨勢勢必會在全球各地加速進行。歐洲已經有兩個電動汽車充電網路  — BMW、 

Mercedes、Ford、Volkswagen 支援的 Ionity 及 Allego、Audi、BMW、Magna、Renault、 

Hubject 和其他單位支援的 Ultra-E。Allego 在 2018 年初推出稱為 MEGA-E 的大型網路，

共在 20 個歐洲國家中設置 322 個超快速充電器（高達 350 kW）和 27 個智慧充電埠。

進行高速和高容量充電站設計時，必須考慮運行於此基礎設施中的電子裝置對最

先進相符性測試解決方案的需求。在能源網路相互爭奪油電混合車和電動車所帶來的

成長時，駕駛最關切的仍是經濟性、續航距離和便利性。Bosch 和 ChargePoint 等企

業已提供相關應用程式，駕駛只需點擊手機應用程式，就能在不同充電站充電。開發

人員需要更好的解決方案和網路可視性，以在物聯網所提供的日常便利性被我們視為

理所當然時，對大量資料提供充分保護。 

資源

1. 電動車供應設備（EVSE）
的靈活互通性測試

2. 改善您的網路安全性和監
控洞察力



頁數 10如需聯絡我們，請上網查詢 www.keysight.com 
本文件資訊如有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18, Published in USA, September 10, 2018, 5992-2957ZHA

詳細的資訊，請上網查詢：www.keysight.com

有關是德科技電子量測產品、應用及服務的詳細資訊，可查詢我們的網站或來電洽

詢。以下為是德科技聯絡窗口：www.keysight.com/find/contactus

創造能源生態系統

由於能源市場的轉變和電動交通市場發展加速，完整多樣的新生態系統需要靈活且

強大的測試解決方案，以加快創新電動交通解決方案的設計和生產。

沒有任何單一測試技術能夠有效解決各式應用、環境和電動交通生態系統蓬勃發展

需求所帶來的設計與驗證新挑戰。各界將持續開發更新更好的電動傳動系統，以滿

足消費者需求和政府提供的獎勵標準，例如燃油效率和更遠的續航距離。

未來幾年我們將會看到更令人振奮的創新技術，以開發更好的功率元件、分電池、

電池和提供互通性的大型充電基礎設施，此外也包含利用太陽能等天然能源的新方

法，來驅動整個能源生態系統。

是德科技對提供的測試和量測解決方案深度與廣度深具信心，可幫助解決您獨一無

二的設計與測試挑戰，並讓永續能源生態系統的遠景更快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