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简介
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开发套件
汽车行业

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
开发套件
该套件包含快速构建 IVI 系统所需的机箱和开发工具，能够为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产品组合提供有效支持。

产品概述

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开发套件是一款应用就绪型车载信息娱乐（IVI）解决方

案，配有机箱和开发工具，用于支持快速在其上运行应用。该开发套件的基础

是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计算模块和软件基础，后者集成汽车中间件软件和专门

构建的 IVI 计算模块，使系统开发人员不必再自己设计和集成这些组件。这种高

水平的集成可显著简化 IVI 系统的设计，支持在加载应用软件之后快速执行 IVI 

特性车载测试。

产品亮点

• 高性能计算模块（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 CM1050）

• 增强和优化的汽车中间件 

（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 

软件基础）

• 带散热解决方案的机箱

• 电磁干扰抑制

• 6 种天线类型

• 符合 ROHS 和 REACH*  

标准

• 开发工具

• 内附外设：

• 电源

• 高清触摸屏

• 线缆

• 蓝光* 驱动器

• 英特尔® 固态盘 

（英特尔® SSD）

• CAN Box

•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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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就绪型 IVI 平台

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经过精心打造和

专门优化，可帮助汽车制造商更加快速

和经济高效地为整个汽车产品组合提供

创新型 IVI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可通

过全面的中间件和高性能计算模块支持

多种基础特性、娱乐套件和连接选项：

• 计算模块：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计

算模块采用经过全面验证的汽车级设

计，可支持一整套 IVI 特性。

• 软件基础：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软

件基础经过全面优化和预先验证，提

供了全面的中间件组合，与传统解决

方案相比可显著缩短开发周期。

如欲了解关于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的

更多信息，请下载产品简介。

机箱

该开发套件封装在机箱内，通过一个 

12V 电池供电，可随时开展测试流程。

机箱内具有各种类型的天线和 I/O 接口，

可连接至 IVI 外设和汽车总线（如图 1 

所示）。机箱整合了一款以广泛的计算

模块热分析（图 2）为基础的优化型散

热解决方案。该开发套件还包括一个高

清显示屏。

(12V/12W/1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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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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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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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开发套件组件

图 2. 散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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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具

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开发套件可帮助系

统开发人员快速开发自己的 IVI 应用，它

包括以下开发工具：

CBC 配置程序工具链：车载通信（CBC）

工具链教程介绍了为 CBC 工具链配置 

Eclipse* 和为计算模块构建 CBC 插件 

（通过导入一个 Vector*.dbc 文件）的流

程。它还介绍了生成匹配的输入/输出控

制器（IOC）代码的步骤以及如何将其集

成至 IOC 固件。

GENIVI* 诊断日志和跟踪查看器插件：该

开发套件提供了一个 GENIVI 诊断日志和

跟踪（DLT）查看器插件，用于跟踪、分

析和调试目标组件之间的超快速进程间通

信（UF-IPC）信息。UF-IPC 是连接软件

基础和每个子系统的 API 层。

Eclipse* IDE 音频插件：音频配置主要通

过为音频子系统定义的领域特定语言 

（DSL）来完成。该工具支持以下特性：

• 基于文本的音频子系统配置

• 语法着色

• 语法检查

• 音频配置一致性检查验证

• 问题标记，用于轻松查找配置错误

• 代码生成，使用单个配置文件生成多

个输出文件

用于 IDL 编程的 Eclipse IDE 插件：描述

软件基础（即中间件）子系统 API 的 IDL 

文件可通过英特尔提供的 IDL 编辑器（以 

Eclipse 插件的形式分发）来访问。IDL 

编辑器支持开发人员创建他们组件所需的

新 IDL 文件，有助于在不同的子系统之间

轻松使用英特尔中间件和 UF-IPC。

线性诊断和分析（LinDA）：该工具提供

了一个独立的测试框架，可用于支持硬件

测试、汽车平台开发、生产、调试、基准

测试和认证。

示例应用：除了辅助开发的定制工具之

外，该开发套件还提供了一套示例应用

以展示套件内包含的技术。这些应用目前

包括多媒体、CBC 教程、客户端/服务器 

UF-IPC 和 LinDA。

比传统解决方案更快的 IVI 开发

英特尔® 车载解决方案开发套件为 IVI 系

统开发人员提供了一款应用就绪型平台，

其背后全面而独特的汽车中间件组合已在

专门构建的 IVI 计算模块上顺利运行。该

开发套件另辟蹊径，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

种近乎可随时投入生产的设计，可将项目

周期缩短数月，并释放更多宝贵的时间以

专注于打造富有吸引力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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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关于英特尔® 车载技术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intelligent-systems/

automotive/automotive-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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