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icchio采用LMS Virtual.Lab Motion多体动力学仿真
软件开发更快的赛车

LMS多体仿真软件帮助工程师调节悬架设计，提升赛车操纵特性，开发更具竞争力的赛车

意大利赛车制造商 P i c c h i o 

S.p.A.选用LMS Virtual.Lab Motion多

体动力学仿真软件，设计赛车的悬架

装置，包括封闭式（赛车）驾驶室的

Grand-Am和Daytona级车型。Picchio

公司为了扩展其业务，还使用LMS软

件开发客户制定的、适于道路驾驶的

高性能跑车。

Picchio公司由赛车工程界的传奇

人物Giotto Bizzarrini于1989年创立的，

开发了大量的赛车物理样机，并且在

1998年首次推出了完全由Picchio公司

自主设计和构建的赛车。Picchio公司

从成立至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很

多著名赛事中都取得过好成绩，例如

成功参加过意大利Hill Climb锦标赛以

及在Daytona举办的24小时拉力赛。

尽管Picchio公司目前在赛车业内

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仍不断努力地提

升其研发的赛车的竞争力，例如通过

优化悬架系统提高赛车速度，提供更

佳的操纵稳定性和灵活性。在即将开

展的GT系列跑车的悬架开发项目中，

也面临着这一问题，Picchio公司希望

新型跑车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还能

具有赛车特有的承驾感。

P i c c h i o公司高级设计工程师

Christian Stronati解释说：“如果仅仅

依赖物理样机试验来开发悬架装置，

我们的能力将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

需要新的设计方法，能够减少创建和

测试物理样机的次数。对于我们来

说，比较合理的方法是使用多体仿真

软件来预测悬架特性。这样有助于我

们进行重复性试验，直至满足关键属

性的要求。”

通过与其他软件的详细比较，

Picchio公司最终采用了LMS Virtual.

Lab Motion多体动力学仿真软件，用

于模拟整车的操稳性。LMS多体仿真

软件具有专业的模块，能够创建前后

轴悬架模型，包括柔体部件，例如弹

簧、衬套和阻尼。Stronati评价道：

“LMS Virtual.Lab Motion多体仿真软

件将我们所需的各种功能集成在一个

软件包中，并且直观的图形界面非

常便于操作。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

方便，因为我们的工程师之前在多

体仿真方面的经验比较少。”他还

指出LMS软件可以方便地直接从Pro/

Engineer CAD系统导入悬架装置的几

何模型。

Stronati表示：“LMS Virtual.

Lab Motion帮助我们在虚拟的试验跑

道中驾驶汽车模型，来查看汽车的操

纵性。同时我们可以浏览悬架装置的

详细模型、载荷数据表、加速度和各

种参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通

过研究关键部件改动的效果来仔细地

调节悬架系统的性能，例如修改减震

器。这样，LMS软件使得我们能够更

好地将Picchio公司积累的工程经验用

于开发创新性跑车。”

“LMS Virtual.Lab Motion多体

仿真软件将我们所需的各种

功能集成在一个软件包中，

并且直观的图形界面非常便

于操作。”

Picchio公司高级设计师，Christian Stronati

Picchio SR2: 开放式双座跑车配备了玻璃纤维车轮、
钢管结构的车架及碳纤维或者玻璃纤维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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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品牌形象

如何在体现“乘驾感”的多项属性之间达到平衡

对于汽车工程师，特别是NVH专家来说，在设计周期内考虑外部发动机声音或者驾驶舒适性等工程属

性，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新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汽车整体乘驾感中体现品牌价值。与其他产品

一样，汽车的品牌已经不仅仅是地位的象征；他们已经演变为价值符号和客户期望值。从工程开发角度

出发，汽车制造商们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需要一套系统化多属性工程开发流程，能够将那些体现品

牌形象，并且能够与其他品牌区别开来的关键参数制定为设计目标。

LMS公司工程咨询服务部负责业务创新的Peter Mas经

理认为：“目前汽车业内，在开发目标设定阶段所体现的

品牌意识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们的客户迫切地希望了解如

何将品牌定义转变为功能品质标准。他们需要合适的工具

和流程才能成功地达到最终目标。”其中一种开发流程就

是很多人常说的多属性优化。这种开发流程能够让工程师

在设计阶段早期，创建那些能够预测决定品牌形象的功能

性属性的概念模型。这些模型能够进行优化，并且模型各

个属性之间能够相互平衡，从而使得设计的各个方面达到

完美组合。这正是LMS公司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最看重的

一点。这一理念可以视为科学的汽车开发流程中的 “艺

术性”或者主观能动性创作——通过这种方式开发汽车能

够正确地反映出客户所希望获得的某些品牌价值。将“客

户的声音”集成于真实的性能数据中需要一个经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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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的开发流程以及合适的开发工具——LMS公司工

程咨询服务部恰恰能够提供这些相关的专家和技术。

这里我们以声音品质开发为例。声音属性——这些

声音可能来源于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可能是高级车车内环

绕声系统播放的交响乐协奏曲——可以通过客观的试听试

验进行验证，试听试验是通过在车辆的不同位置按照一定

的方法放置传感器来采集数据。为了更准确地表述声音的

感觉，采集的主观视听数据按照听者的感觉分为不同的

声音品质等级。这些结果将会与客观测量到的车内信号数

据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比对。在进行实际声学测量过

程中，甚至会考虑到详细的内部音频设备，例如CD播放

器，采用声学人工头模拟真实驾驶环境。但是，如何在设

计流程中，将两组数据与实际声音品牌属性定义相关联

呢？即使对于今天的声学专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仍需要

花费大量资金。

Peter Mas说：“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好的主客观相关

性分析工具。因此，我们找到了业内最优秀的心理声学专

家之一——Bisping博士。他曾与很多重要的汽车OEM合作

解决声音品质问题，帮助我们优化声学主客观相关性分析

工具，并将其构建成为一个功能强大的声学解决方案。”

树立品牌形象的下一个关键因素是目标设定工具的

质量。一个汽车制造商常常要根据感觉来创建全方位的品

牌形象，例如力量感。但是，什么是力量感呢？这一概念

可以通过驾驶汽车的目标听众来体验。LMS公司工程咨询

服务部能够针对特定的品牌定义，通过图表将自属品牌的

汽车与其他竞争对手的汽车进行对比，构成一个“感觉”

矩阵。品牌目标的设定可以使用客观数据，并采用最新的

TPA和ASQ分析工具，在声音重建和路径精确度之间达到

良好的平衡状态可以让客户体验到子目标的影响。

“在开发目标设定阶段所体现的品牌意识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们的客户迫切地希望了解如

何将品牌定义转变为功能品质标准。”

Peter Mas, LMS工程咨询部创新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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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Mas补充说：“得益于我

们这几年开发的新算法，我们的工具

在现在的市场上具有比较强的竞争

力。”除了开发通用算法以外，LMS

公司还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特

定问题，例如整体的噪声级，这需要

考虑路面噪声、发动机噪声和风噪三

者之间的相互平衡。

Peter Mas介绍说：“LMS公司工

程咨询服务部的专家能够帮助你鉴定

和平衡每个噪声源，使其达到特定目

标。为了辅助完成这项工作，我们

还提供一个会员制的专业数据库NVH 

Observer。其中的会员只要每年支付

一定的费用就能够获得NVH Observer

数据库中相关的信息。这个庞大的

数据库涵盖了目前市场上各项NVH性

能，并且可以用于调整设计以获得最

佳的品牌形象。用户还可以通过NVH 

Observer数据中的TPA数据来获得其他

参考信息。”

LMS公司工程咨询部提供一整套

客户化高级建模工具包，这其中包含

了各类目标设定，例如动力总成、轮

胎和车身系统。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

涉及的高频分析需求，LMS公司工程

咨询部的合作伙伴提供了高级的混合

有限元SEA解决方案，适用于完整的

车身开发流程。这种先进的多孔边界

元方法能够从汽车的零部件，例如轮

胎或者动力总成，从低频到最高级频

率上预测噪声辐射。

多属性优化的最终阶段可能也是

最困难的，因为它打破了传统束缚，

既需要跨部门的协作又受到一定的技

术限制。在汽车OEM行业内有一个趋

势，就是各种各样功能品质属性的划

分：NVH、平顺性、舒适性……在早

期的开发阶段，开发团队确定大部分

的车辆参数。这样限制了像驾驶舒适

性和NVH性能等其它属性的改善。这

样的结构当面临系统级品牌属性设计

的时候将面临极大的挑战。LMS公司

工程咨询部拥有的技术能够开发CAE

流程以及早期开发阶段模型，这样使

得在设计阶段早期就能够进行多属性

跨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

“我们知道如何在虚拟模型构

建的早期阶段获得正确的信息来修

正目标设定并平衡多项属性，我们还

了解如何掌握车内声学性能。LMS公

司的专家和技术的联合使得我们能够

帮助工程师在整体驾驶感中体现品牌

特性。我们能够将主观感觉转变成客

观的数据参数，协同不同部门之间的

合作，使得各项属性之间达到完美平

衡，设计出客户期望的品牌形象。”

LMS公司工程咨询部提高一整套

客户化高级建模工具包，这其中

包含了各类目标设定，例如动力

总成、轮胎和车身系统。

更多信息可以联系Peter Mas peter.mas@lmsintl.com。您可以从

LMS工程咨询的了解品牌形象和多属性优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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