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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Wireless NeoVI进行基于云的数据记录，分析及挖掘

演讲主题:

• 基于云系统进行交互的记录仪介绍

• Wireless NeoVI 网站与记录仪交互介绍

• PC版DataSpy介绍

• 运行于Wireless NeoVI的DataSpy介绍

• 集成后分析(IPA)定义

• PC上的FindInFiles及HistogramGenerator脚本演示

• 用于这些脚本的配置文件介绍

• 脚本代码介绍

• Wivi 版上FindInFiles以及HistogramGenerator脚本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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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VI ION / PLASMA: 网络工具及记录仪

应用：

• 网络平台工具

• 离线数据记录仪

• 远程数据记录器，可通过WIFI，
4G，以太网自动下载

• 离线式ECU或车辆模拟器

• 记录GPS和多达8个摄像机

• 车队管理

记录仪+网络接口!

• 支持USB访问J2534 / RP1210接口

• 通过USB访问通用DPS，福特DET，
DiagRA，克莱斯勒CDA

• 支持同步记录和界面

无线数据记录仪(4G /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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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无线数据记录功能的网络工具
neoVI ION /   neoVI PLASMA

所支持的网络:

• 8-24路双线CAN / CAN-FD

• 1-3路单线CAN

• 2-6路低速容错CAN

• 5-10  LIN

• 5-10  ISO9141/KWP, K-LINE

• MOST25/MOST50 (可选)

• FlexRay (可选)

所支持的协议:

• ISO14229 (UDS)

• GMLAN

• CCP/XCP

• J1939

• O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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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neoVI

VECTOR .ASC
MATLAB .MAT LabVIEW DIAdem.CSV

ETAS INCA
MDF

neoVI硬件

IMG 文件

VECTOR .BLF

Wireless neoVI

压缩并加加密

与现有系统集成，导出多种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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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NeoVI.com: 数据共享

• 通过在不同组与部门间共享数据节约时间及金钱。动力系
统组获得车辆上信息娱乐的数据，反之亦然。

• 最大化利用昂贵的测试车队及原型

• 由于现在存储器如此的便宜及快速，

可收集并储存一切信息供未来使用

动力总成 信息娱乐 网络 诊断 其它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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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NeoVI –主面板

车队车辆显示在左侧，每个车队
分列一表，并显示车队中组成的
所有车辆

服务器加载窗口显示当前运行及
待运行的工作项

记录仪活动窗口显示了服务器上
所有记录仪的状态：记录仪是否
正在运行脚本，记录数据，SD卡
上还剩余多少可用空间，上次在
线时间，上次上传至服务器数据
的时间以及上次加载的脚本名称

任何活动事项或者用户通知都显
示在主面板的上部



8

Dec 04, 2019

WirelessNeoVI –车队概述

车队中的每辆车状态显示在
记录仪活动窗口中。

点击左侧车队名称可查看该车队。本
示例显示的车队名称是ICS India，本车
队有6辆车。每个车辆的最后的位置
显示在地图中。

对于整个车队的导出设置可
通过单步完成

位于顶部的按扭可用来纺车车队
名称，添加车辆，用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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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NeoVI –车辆概述
从任一车队窗口中选择一辆车可查看该车辆
概述信息。本示例显示的车辆名称是ICS 
India Demo G Vehicle

概述窗口地图左侧显示了连接状态，当前加
载脚本详细信息，电压，温度以及在SD卡上
剩余的空间。

位置窗口在地图上显示了车辆的最后停留位
置。用户账户对于GPS信息的访问控制独立
于其它数据。

数据窗口是所记录数据的相关功能进入面板

控制窗口可用来更新运行在设备中的脚本或
者配置，也可浏览车辆历史，远程修改车辆
配置

活动记录窗口位于底部，按时间顺序给出记
录仪在线活动的所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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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NeoVI –车辆 –位置历史
点击车辆概述中地图上侧的“历史” 按钮可以打
开一个更详尽的车辆GPS历史信息界面

指定搜索时间范围并点击搜索按钮。所有在搜索
范围内的GPS点将会显示在地图及表中

缩小视图组路径点将会合并并用基于位置上花费
的时间用颜色编码表示，放大则可以逐点显示

可用位于地图上侧的按钮配置地图显示。开关簇
功能，显示/隐藏路径，利用一个动态箭头演示
在给定日期范围内车辆的行驶路径

位于地图下方的表格视图显示了GPS历
史。表格显示了每个记录点的位置，车
速以及时间戳。表中的每行对应一个独
立的GPS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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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NeoVI –数据文件视图
从车辆状态或车队视图中点击数据文件按钮可
以查看本车辆所有记录的可用数据概况

服务器可以配置为自动导出多种格式的总线数
据： mdf (dat), vsb, mat, csv, etc.

左侧的用户过滤器可以通过设置日期范围，数
据格式，数据集进行过滤

搜索结果表中的每一行表示一个数据记录

从数据类型列中选择一系列DAT或者VSB文件并
点击数据表上侧的下拉按钮，然后选择“创建下
载”从而下载所选数据的压缩文件至本地PC上

点击DataSpy链接按扭可直接在网页上查看及分
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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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vi3.0 –在服务器上登录 DataSpy

使用DataSpy无需下载即可直接在服务器上分析数据，然后单击链接工具栏按钮以获取到
数据视图的链接以与您的同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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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ataSpy进行在线及离线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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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py –可运行于PC或者网页的数据绘制工具
强大的绘图工具，可为大型MDF数据文件提供精确的图形和数字显示。

• 很容易处理几个G大小的文件

• 经验证，可以为ICS及ETAS产品记录的一系列数据文件提供准确的结果

• 可创建关键信号的自定义视图并保存配置以便与其它数据文件一起使用

可堆叠图
形共享一
个公共时
间轴

将信号从通
道列表拖放
到图形或y
轴上

单击搜索结
果行以查看
每次点击时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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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py –可运行于PC或者网页的数据绘制工具
用户可以缩小大型数据文件以查看信号范围，也可以放大查看单个数据点。

• 用户可以选择图例中的信号使其成为活动信号，然后使用箭头键逐个浏览信号上的每个数据点。

时间轴放大到
0.5秒

中间图上的
活动信号

光标捕捉到
活动信号的
数据点

图例显示每
个数据点的
准确值

可以使用标
记突出显示
各个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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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py –可运行于PC或者网页的数据绘制工具
使用高级搜索功能在数据文件中搜索复杂的表达式

• 提供信号的布尔表达式，然后单击“查找全部”

• 下面的示例查找WOT踏板从静止状态启动

• 表达式解析器还可用于创建计算信号

输入表达式，
然后单击“查
找全部”以执
行搜索

表达式解析
器当前支持
的布尔运算
符

搜索表达式可
以使用Channel
列表构建，也
可以复制粘贴
到“查找内容”
文本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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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py –可运行于PC或者网页的数据绘制工具
搜索结果显示在图形视图下方的输出窗口中

• 用户可以单击每个命中以跳到数据文件中的该点

• 软件将光标1放在表达式切换为true的位置

车速为0

加速踏板踩
到WOT

输出窗口中
显示文件中
有5个匹配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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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py –在Wivi网站中从浏览器中启动网页版
当前与Wireless NeoVI的一些基本可用集成：

• 允许用户通过单击链接直接从服务器查看数据文件
• 无需安装任何软件，只要用户登录到Wivi即可在任何浏览器中使用
• 管理员通过用户身份验证控件可以控制哪些用户可以看到哪些数据

通过单击DataSpy
链接按扭将在
DataSpy查看器中
显示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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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 –可以在PC或网页上运行的数据挖掘工具

产品定义：

• mdf和db文件I / O功能库，允许用户开发数据挖掘脚本以生成基于

时间的车辆网络数据报告。

• 脚本可用于在用户PC上挖掘数据，并可将其上传到我们的

WirelessNeoVI服务器，并直接在服务器上运行脚本。

• 函数库可以在PC模式下以任何语言使用。目前已经在Excel VBA，

MATLAB，C＃和Python中有示例脚本。

• Python脚本可以由WirelessNeoVI上传并执行。

• 将来可能会支持其他跨平台语言，例如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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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后分析(IPA) –产品架构

Wivi 服务器

数据挖掘脚本

DataSpy服
务器/ API dB I/O 库

mdf文件 csv 文件

脚本配置
文件

dB文件IDs

Wivi API

mdf文件IDs

Wivi API

PC 模式

数据挖掘脚本

dB 文件mdf文件

DataSpy服
务器/ API dB I/O 库

mdf文件 csv 文件

脚本配置
文件

并行脚本语言设置，以便用户可
以在他们的PC上开发脚本和脚本
配置，并将它们上传到Wivi服务
器，以便它们可以由服务器运行。
示例应用包括：

• 在服务器上自动生成基于数
据的报告，无需下载任何原
始数据。

• 从用户定义的数据集生成复
杂的直方图（例如：每个换
档类型吸收的离合器功率与
离合器体积的关系）

• 从多个mdf文件中提取数据块
组合成单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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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集是文件的命名集合，用于定义要在其上运行脚本的文件
• 使用WirelessNeoVI 数据文档中的过滤器，然后通过单击文件图标选择文件，
或者您可以选择所有与过滤条件匹配的文件

• 选择所需的文件列表后，单击下拉列表和标题，然后选择“将数据添加到文
件集”

将数据文档中
的过滤器用作
文件选择的第
一步

使用这些按钮选择
特定类型的所有文
件。选择文件后，
单击下拉菜单，然
后选择“将数据添
加到文件集”

集成后分析(IPA) –定义文件集

通过单击每个文件
旁边的按钮来选择
单个文件

每行代表
一个数据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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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relessNoVI的“报告”页面创建报告
• 点击 + 新建记录按钮
• 定义报告内容并单击创建（请参阅下一张幻灯片）

单击+新建报告
按钮以创建新报
告

集成后分析(IPA) –在WirelessNeoVI中创建报告

报告窗口列出了
给定报告的所有
输出文件

Wivi会识别某些
输出文件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链
接按钮浏览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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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报告有4个输入
• 报告名称
• 脚本文件，用于从报告生成输出
• 配置文件列出了信号名称和脚本中引用的其他配置参数
• 文件集 – 报告所基于的数据文件的命名集

集成后分析(IPA) –在WirelessNeoVI中创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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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使用配置中指定的bin生成每个信号的直方图
• 输出文件是 *.xlsx
• 脚本使用Python xlsxwriter库生成xlsx输出
• 最后一个标签列出了用于报告的所有输入文件

使用
channel_name，
message_name，
network_name明
确标识每个信号

集成后分析(IPA) – GenerateHistogram脚本输出文件

直方图脚本生
成器的配置还
定义了每个信
号的直方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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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Files脚本输出扩展名为* .dsr的文件，该文件代表DataSpy报告
• DSR文件是JSON格式，其中列出了在搜索中找到的事件的所有匹配
• 每个匹配都具有描述，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用来表示数据文件中的关
注时间段

集成后分析(IPA) – FindInFiles脚本输出文件(*.dsr)

每个匹配项都有
描述，开始时间
和结束时间

首先列出文件名，
然后列出与该文件
相关的所有匹配。
支持无限数量的文
件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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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R文件可以加载到DataSpy中，从而可以方便地组织和导航搜索结果
• 搜索结果显示在DataSpy窗口底部的报告页面中
• 用户可以单击或使用方向键在DataSpy中从一个匹配项跳到另一个匹配项
• 用户可以通过点击报告页面的标题行来对匹配项进行排序

集成后分析(IPA) – FindInFiles脚本输出文件(*.dsr)

单击报告页面中的任何
匹配项，以跳至绘图窗
口中的该项中

单击任何列标题以按
列中的值对匹配项进
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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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配置文件定义了脚本使用的参数
• 大多数脚本将在配置文件中定义输入Channel列表
• 其他参数基于脚本设计
• 允许用户控制脚本而无需编辑代码

name_in_script
用于引用脚本
中的信号值 使用

channel_name，
message_name，
network_name明
确标识每个信号。
. 

集成后分析(IPA) – GenerateHistogram脚本配置文件

直方图脚本生成器
的配置还定义了每
个信号的直方图
bin值。

配置文件支持
在输入文件中
使用的可选信
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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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信号列表之外，FindInFiles脚本还允许用户提供要搜索的EventDefinitions列
表。每个事件具有以下参数：

• Description – 事件的名称，它将显示在DataSpy中

• StartExpression – 使用信号名称及任何有效Python运算符的布尔表达式来描述事件
开始

• EndExpression -使用信号名称及任何有效Python运算符的布尔表达式来描述事件结
束。一旦找到StartExpression后，脚本将查找EndExpression。 EndExpression不能和
StartExpression一样

• 在表达式中的信号名称前放置“Prev__” 是指上一个循环中信号名称的值
• TimeFromExpStart 关键字可以在EndExpression中使用，用来引用自当前事件开始以
来的时间

集成后分析(IPA) – FindInFiles脚本配置文件

当
EngineStateVariable1
从8更改为9时，将
触发此表达式

由于
TimeFromExpStart
> 2，此事件始终
持续至少2秒



29

Dec 04, 2019

示例GenerateHistogram脚本从头到尾循环浏览文件列表，并创建一个具有基于时
间直方图的* .xlsx文件

• 不需要Excel
• 直方图Bin值在脚本配置中定义
• 使用Python numpy数据分析库

集成后分析(IPA) – GenerateHistogram示例脚本

脚本的上段将计算二维
time_tallys []列表，其
中包含每个信号的直方
图编号。

下段将直方
图数据写入
Excel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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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FindInFiles脚本从头到尾循环遍历文件列表以查找事件：
• 生成* .dsr（DataSpy报告）文件，该文件列出配置文件中事件的匹配项
• 几十行脚本即可支持FindInFiles功能
• Python eval函数用于在运行时将配置文本作为代码进行评估

集成后分析(IPA) – FindInFiles示例脚本

脚本将用户定义的事件转
换为可执行代码，然后在
Python中使用“ eval”函数
在运行时运行代码

GetNextRecord函数使虚拟
光标前进到下一条记录；
检查整个文件中每个记录
的事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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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后分析(IPA) –主要脚本函数介绍

对于Python脚本，IPA函数包装在称为ICSDataFile的Python类中。创建脚本和实例化此
类时，需提供数据文件名和配置文件名。

JumpBeforeTimestamp(TimeToJumpToInSeconds)
• 在数据文件中输入所需的时间以跳转虚拟光标
• 将虚拟光标放在有完整记录的TimeToJumpToInSeconds之前的最近时间
• 如果TimeToJumpInSeconds小于第一条完整记录对应的时间，则它将虚拟光标

置于第一条完整记录上
• 更新与虚拟光标的位置相对应的信号值数组
• 返回虚拟光标的确切位置

GetNextRecord()
• 将虚拟光标前进到下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其中的任何活动信号值均

已更新
• 返回虚拟光标的确切位置
• 更新与虚拟光标的位置相对应的信号值数组
• 如果虚拟光标已经在文件的最后一条记录中，则返回MaxDouble（10 ^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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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后分析(IPA) –主要脚本函数介绍（继续）

GetNextChangedRecord()
• 将虚拟光标前进到下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其中任何信号的值都与当

前记录的值不同
• 返回虚拟光标的确切位置
• 更新与虚拟光标的位置相对应的信号值数组
• 如果虚拟光标已经在文件的最后一条记录中，则返回MaxDouble（10 ^ 308）

SetActiveMask(SignalMaskString)
• 用于控制GetNextRecord() 函数在移至下一条记录时要考虑的信号。
• 如果只有一个信号处于活动状态，则GetNextRecord()将逐步遍历与此信号相

对应的每个时间戳。
• 如果所有信号都处于活动状态，则GetNextRecord()将逐步遍历配置文件中每

个信号中的每个新时间戳。
• 默认情况下，所有信号均处于活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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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后分析(IPA) – CurrentRecord定义
在基于时间的数据上执行计算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多个异步时间向量

• 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强制数据使用一个固定的时间速率。此方法对数据保真
度有不利影响

• IPA方法与DataSpy在图例中的光标处显示值的方式一致。图例报告光标所
处之前的最新值。

图例中的
Value@C1列显示
光标1之前的最新
点的值

查看数据点工
具会在每个迹
线上显示点，
指示发生更新
的位置



34

Dec 04, 2019

集成后分析(IPA) –用于cmProbe验证

IPA库用于验证cmProbe实验台上40,000个同步信号数据
• 测试台ECU设置为生成40,000个遵循已知步长模式的信号
• 编写脚本以搜索大文件并查找记录的模式与预期模式不匹配的情况，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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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后分析(IPA)介绍 – Numpy vs Matlab

NumPy是一个Python库，
支持大型多维数组，
并具有许多类似
MATLAB的功能。

NumPy包含ndarrays数
组，可以用作C / C ++ 
dll分配的内存缓冲区的
视图，这样就可以交
换数据而无需进行很
多效率低下的复制。

工程师认为：“ MATLAB
对Python就像大不列颠
百科全书对维基百科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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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工具，用于生成配置文件的信号列表部分
• 允许用户从WirelessNeoVI或PC上的文件中选择信号
• 支持每个信号的优先级可选列表（多种版本的Engine Speed）
• Excel工具使用IPA库中的函数

通过在脚本
中引用的每
个信号旁边
放置优先级
数字来选择
信号。如果
不需要可选
列表，请使
用优先级1

集成后分析(IPA) –脚本配置文件生成器

定义信号后，单击按
钮以生成asl文件（别
名信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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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后分析(IPA) –路线图

开发更多示例脚本
• 与现有WirelessNeoVI客户合作开发有用的脚本以自动化其当前工作

流程
• 从特定的ECU功能中提取关键指标并生成报告
• 支持更多方式可视化数据输出

• 直接在Wivi上查看Excel输出文件
• 支持其他可视化实用程序，如ChartJS

• 多线程脚本以最大化性能
• 当前脚本大致处理1Gb / 15sec
• 多线程可以将速度提高到1Gb / 2sec
• 自定义C ++代码可以用多线程编写，以实现最佳性能

在WirelessNeoVI上实现的几个功能
• 使用Docker创建VM以运行每个脚本
• 更改权限，以便组织中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报告并运行脚本。为

了查看或下载报告，给定的用户必须具有对FileSet中所有文件的读取
访问权限

• 支持公开和私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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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epid Control Systems, Shanghai                                                         

Rm. 902, Building 16, No. 1000, Jinhai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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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48 416 2848      

您也可以访问www.intrepidcs.com 获取更多帮助

http://www.intrepidc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