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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SUV的NVH性能优化 
在产品设计早期阶段部署高效
的问题解决流程
构建高端声学应用知识
树立NVH性能世界级品牌

成功

运用振动声学仿真有针对性的
进行车身改进设计
结合试验和仿真，利用混合建
模进行产品改进
在高端应用中部署先进的声学
解决方案
采用精确可靠的试验测试进行
原型样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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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汽车NVH性能最优化
为未来项目的持续改进积累技
术资料
成为中国汽车行业NVH工程的
标杆

Siemens PLM Softwar
在

豪华汽车制造商能给用户带来舒适愉悦的
驾驶体验，彻底解决恼人的噪声和振动问
题，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通常，
动力总成系统的噪声情况也是反映品牌形
象的关键因素。通过创造独特的价值，制
造出最好的产品，高档汽车制造商才能立
足全球市场。

www.siemens.com/plm/lms

长城汽车技术中心
解决方案在

然而对噪声、振动和舒适性(NVH) 的控制和
声学的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法律法规也不
断的对噪声和振动提出愈发严格的限值要求。
此外，行业要求的燃油经济性迫使汽车制造
商缩小发动机尺寸以及使用轻质材料，这些
都会对NVH性能造成影响。汽车上电气系统
应用的增长也给驾驶舱室增加了许多潜在的
噪声源。总之，开发过程中汽车的平顺性必
须要在几个要素之间取得平衡，即：汽车操
纵性、设计者综合了各方面因素的驾驶经验、
以及市场的需求。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深知制造顶级的汽车
需要的是什么。为成为世界公认的豪华SUV



品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庞大的技术
研发中心投巨资，聘请了超过10000 位专业
人员对汽车品质的持续提高进行研究。长城
汽车将NVH和声学品质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
性能要求贯穿于整个汽车的开发周期。

“在生产阶段才发现NVH问题是代价非常高
的事，”长城汽车技术中心车身NVH工程部
部长刘二宝解释道，“NVH问题是各种声源
相互作用产生的复杂结果和综合性问题，在
产品出来之后才发现问题，导致NVH问题在
后续排查及整改周期长、增加额外的成本、
增加人力物力的投入，有时甚至制约产品的
竞争力，严重时会影响车型的上市时间。”

“鉴于此，我们绝对需要强大的工具，既可
以在设计早期阶段提出NVH性能方案，又可
以在后期进行NVH综合问题的排查。”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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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工具都可以从Siemens  PLM Software
的LMS解决方案中获得。通过将试验与仿真独
一无二的结合，这款综合性的平台集成了非常
广泛的NVH及声学相关应用。

无论是车身还是发动机、或是进排气等子系统，
长城汽车的工程师们在得到新的可行性方案的
几何模型后，就开始使用LMS Virtual.Lab进行
三维模拟仿真。解决方案包括基于有限元法和
边界元法的完整振动声学求解器，以及独特的
高效声学网格划分、贡献度分析、气动声学声
源建模等。既可以运用于内场辐射噪声又可以
运用于外场辐射噪声问题。结合独特的前后处
理模块以及强大的试验数据集成能力,        LMS 
Virtual.Lab 是一款旨在解决处理汽车工程挑战
而精心设计开发的软件。

“LMS 解决方案允许我们做最准确而详细地分析，
帮助我们在NVH性能上尽可能取得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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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物理样机的产品研发前期阶段 ，
LMS Virtual.Lab Acoustics  在评估主体结
构对内场噪声的影响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
多帮助。”刘二宝说道，“受益于软件强
大的求解器以及专业的建模工具，分析结
果十分详尽。比如，我们可以使用集成了
专门做空腔网格划分的方法和工具来创建
出高质量、精确的汽车内场声学网格。”

长城汽车的工程师们充分发掘软件的特性，
洞察潜在问题的根源，帮助形成解决方案。
“计算结果的后处理，利用独特的呈现方
法，可以精确的给我们展示噪声产生的原
因。”刘二宝说道，“我们可以知道噪声
是通过哪一条途径从噪声源传播到接收位
置的、哪一块板件振动严重以及哪一阶结
构或者声学模态比较重要。所有的路径、
板件以及模态贡献量都可以根据相关性进
行排序。它们的大小和相对相位可以引导
我们直接找到问题的根源。除此以外，我
们可以利用结构和声学灵敏度分析工具研
究最有效的改进部位，这有利于帮助我们
做有针对性的决策，避免在车体减重的同
时出现问题。”

除了前期开发的车身优化，长城汽车的专
家们也为高端声学应用部署了先进的方法。
对于一些特殊的问题，例如发动机辐射噪
声、进排气系统噪声，要实现精确模拟只
有标准的声学解决方案是不充足的。 LMS 
Virtual.Lab 独到的技术例如解决噪声辐射
问题的自动匹配层技术（AML），允许用
户通过极少的建模工作便可以从有限空间

 

 

 
 

 

 
 
 
 

解决方案

“这种混合建模方法给我们很多的灵活性，
它允许我们使用所有可用数据。在设计早
期阶段，将新的结构和以往基于试验验证
的类似模型部件相结合，这十分有用，最
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以大幅的提高样机
改进的效率。”

刘二宝
部长
车身NVH工程部    
NVH 工程研究院 
长城汽车技术中心

扩展到无限域。自适应网格技术(FEMAO)
根据所需的求解频率自动调节模型的尺寸
从而加速计算。通过结合这些正确描述问
题特性的方法，例如，特殊材料或者考虑
温度影响的声场问题，长城汽车可以以一
种有效地方法精确地计算排气系统的传递
损失。此外，基于声学传递向量（ATV）
的解决方案，极大地提高了求解发动机加
速过程中辐射噪声问题的效率。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
进步，”刘二宝说道，“针对SUV
汽车车型的NVH发展，不仅是体系
建设还是能力提升。我们部门撰写
的SUVNVH体系建设的总结，获得
了保定市科技进步奖。”

长城汽车的研发也包括在未来更加重要的技
术中投入资源。由于新一代的混合动力和纯
电动汽车进一步降低了噪声，向安静驾驶迈
进了一大步，其他次级噪声源例如风噪和路
噪就显得突出。LMS  Virtual.Lab Acoustics 
包含了可以将流体动力学的计算结果等效为
噪声源的功能，从而有效的进行气动声学的
分析。这项功能可以用于很多领域，例如后
视镜的设计。通过在早期设计阶段给出一定
的选择，工程师们可以大幅减少昂贵的风洞
试验时间。对于特定的路噪问题，软件具有
处理部分相关载荷信号的特点，与动力系统
相关的信号不同，这些信号通常具有明确固
定相位关系。“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
整车集成的问题上，”刘二宝证实，“我们
正在学习如何获取真实的道载荷数据，以及
真实路谱载荷对应下的整车响应。”



随着开发的逐步进行，可以使用一些实测数
据或者是样件的试验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被
导入到仿真模型中。长城汽车工程师们操作
LMS  SCADAS 硬件和  LMS Test.Lab 软件有
丰富的经验。LMS试验解决方案是具备快速
且全面的综合分析以及完备报告工具的多通
道数据采集系统，可用于NVH及声学工程应
用。测试结果数据可以无缝集成导入到LMS 
Virtual.Lab的仿真软件中。有几个层次的应
用：可以简单地应用于提高材料属性及边界
条件的精度，或者利用试验模态数据或频响
函数替换仿真模型的整个部件，从而将一个
完整的汽车模型转换为试验仿真混合模型 。
LMS  Virtual.Lab Noise and Vibration 模块，
具有专门为混合模型而设计的求解器，运行
迅速而且特别适合虚拟场景分析和整车NVH
性能改善。

“这种混合建模方法给我们很多的灵活性，
它允许我们使用所有可用数据。”刘二宝说，
“在设计早期阶段，将新的结构和以往基于
试验验证的类似模型部件相结合，这十分有
用，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以大幅提高样
机改进的效率。求解器计算十分迅速，而且
提供的结果能更深入解释NVH机理。除了整
车上声源到目标点的贡献以外，我们还可以
得到振动能量在独立部件之间的传递，以及
传递方式。这在我们考虑采取何种解决措施
时是一项非常大的优势，比如如何修改连接
刚度。”开发后期阶段，LMS试验解决方案
作为验证方法相对仿真工具来说更加重要。

 
 

 

 
 

 

 

“通过使用LMS解决方案，我们把长城汽车NVH品质
做到中国市场领先的地位，不但公司所有车辆  NVH
性能得到提升，工程师的 NVH 专业领域能力也得到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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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出现问题时仿真计算模型仍扮
演重要的角色。在模型上进行方案修改要比
在实际样机上快速且成本低廉的多。当然，
这种级别的结构设计需要高度精确的计算。
通过使用LMS Virtual.Lab解决方案，长城汽
车的工程师们可以对比仿真模型和试验结果，
并将其优化至更加接近现实。通过这种方式，
试验和仿真互相配合，直到形成最优的解决
方案。最终的结果是经过NVH性能优化验证
后的汽车原型以及与真实结构精确匹配的仿
真模型。“这些解决方案的结合允许我们做
最准确而详细的分析”刘二宝说，“这帮助
我们在NVH性能上取得最好的结果。”



www.siemens.com/plm

解决方案/服务
LMS Virtual.Lab Acoustics 
www. siemens.com/plm/lms-
virtual-lab/acoustics

LMS Virtual.Lab Noise and 
Vibration 
www. siemens.com/plm/lms-
virtual-lab/noise-vibration

LMS Virtual.Lab Correlation 
www. siemens.com/plm/lms-
virtual-lab/correlation

LMS Test.Lab 
www. siemens.com/plm/
lms-test-lab

客户主营业务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
国最大的SUV和Pickup制造
商。其主要业务包括自主研
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

 

www.gwm-global.com

客户所在地 
保定，河北省  
中国

成功部署解决方案

LMS解决方案在整车开发周期中最重要的性
能指标优化流程中作用显著，在用户间的协
同部署以及和已有工作无缝集成等环节贡献
突出。Siemens  PLM  Software 技术支持团
队和长城汽车的工程师之间的完美合作，让
一切研发工作变得简单而顺畅。“ Siemens
PLM Software专家提供一流的技术支持与培
训”，刘二宝说，“他们组织学习活动，提
供详尽的资料，而且还组织超过千名专业人
员相互交流的公共论坛。我们之间有多年的
良好合作关系，在中国汽车行业，Siemens 
PLM Software 的 NVH专家以及他们的 LMS
产品具有良好的声誉。”据刘二宝说，这种
专业水准是长城汽车选择LMS 解决方案以及
不断扩大使用 LMS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
特别提到了该工具功能强大、平台开放以及
简单易操作等特点。“ LMS  Virtual. Lab 已
经成为我们开发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刘二宝
说，“因其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专业综合
的可视化效果，以及和我们已有的CAD工具
及试验工具的无缝集成，十分受工程师们欢
迎。在原型验证阶段应用LMS测试解决方案，
可以及时交付高质量的数据结果。”刘二宝
提到，通过在标准开发流程中纳入 Siemens
PLM  Software 的 NVH 技术，长城汽车的工
程师们学到了很多。“通过选择合理的工具，
我们首要是避免正在进行的设计出现问题”
刘二宝说，“不仅如此，我们也希望当前的
工作能为下一代设计汲取经验。如果想持续
开发出更好的产品，那么，在每个研发项目

工作中获得并积累经验，总结潜在问题，这
对于下一个设计来说非常重要。”LMS 解决
方案给长城汽车的工程师们提供了这种准确
的洞察力。“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积累了大量
的NVH相关知识和技术经验，这些知识经验
正在转化为价值，清晰地体现在我们的产品
上。当谈论到NVH性能，长城汽车可以说是
中国市场最领先的，这也得益于LMS解决方
案”刘二宝总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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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
车身NVH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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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型验证阶段
应用LMS测试解决
方案，可以及时交
付高质量的数据结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