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VEM整车能量管理

汽车工业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消费者对车的性能期望越

来越高，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出台各种规范对油耗和排放进行控

制，这使得OEM和零部件供应商必须同时应对来自消费者和政府

的要求和挑战，在车辆性能集成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以期获得最

佳的设计。

在政府法规的压力之下，OEM和供应商不断寻求技术创新以

改进CO2、NOx等的排放指标，同时还要保证燃油经济性。而除

此之外，客户对车的舒适性、驾驶性能及购车成本也有着苛刻的

要求。这意味着车辆的设计必须兼顾原本就相互矛盾的属性，并

在第一时间解决这些问题，将产品尽快推向市场，取得先机。

如何将低碳技术融入到原有的车辆研发流程之中，同时持续

提升车辆的性能及驾乘感受？为帮助OEM及零部件供应商在当今

车辆工业的新局面中脱颖而出，LMS将工程经验、项目实施和软

件平台融为一体，为OEM企业提供了“整车能量管理”(Vehicle 
Energy Management，以下简称VEM)这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其

流程方法可以集成到原有的车辆研发流程，在统一的软件环境中

将发动机和整车热管理、动力传动、电气、底盘及控制等多学科

领域的子系统包括进来，涵盖传统车辆、新能源车辆、工程机械

等各类地面车辆工程领域。

LMS整车能量管理解决方案从客户最为关心的几个关键属性

和指标方面提供如下几个方面的能力：

油耗/排放：

     • 能量流分析、优化及节油减排；

     • 整车热管理系统架构和控制策略；

     • 子系统集成和零部件选型。

热管理/节能技术：

     • 热管理子系统分析(冷却、润滑、发动机体/机舱等)；

     • 废热回收、电控节温器、储能箱等新技术应用；

     • 油耗及热舒适性的权衡分析。

舒适性/驾驶性/平顺性：

     • 传动系统的平顺性；

     • 新能源车辆；

     • 传动系统详细设计；

     • 基于在环仿真技术的控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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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能量管理(VEM)概念

整车能量管理是对整车在稳态和动态工况的能量流进行分析

和优化，找出对车辆油耗、排放、动力性、热舒适性和驾驶性等

性能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量，通过快速简洁的能量流分布图，确

定在最有潜力的地方采取措施。该方案可用于传统内燃机车辆、

混合动力车辆以及纯电动车辆。

整车能量管理解决方案概述

全新的整车性能开发方法

VEM方案提供一套完整的开发流程，借助多学科系统仿真手

段和分析方法在整车层次上开展能量流(机械能、化学能、热能、

电能、磁能)的分析和全局优化，为整车性能开发提供了一个行之

有效的方法：

     • 在产品开发周期的早期研究考察能量管理策略和架构；

     • 分析新技术对油耗的影响(车辆起停控制、能量储存系统、热

回收系统、电子水泵)；

     • 动力总成控制器ECU的设计、测试和标定；

     • 提供专用的产品&服务，满足客户在部件和系统的技术参数

定义、集成、测试以及验证的需要。

油耗分析

驾驶性分析

整车能量流分布图

排放分析

3LMS Imagine.LabLMS International | info.cn@lmsintl.com | www.lmschina.com



整车能量管理平台工具

仿真和测试的紧密结合

整车能量管理的实施需要仿真和测试两种手段紧密结合，首

先根据仿真需要建立不同复杂程度的仿真模型并确定测试的规

范。一方面通过测试获取仿真所需要的参数输入和有限工况点的

验证数据，另一方面通过经验证的模型全方位地分析整车能量

流，优化车辆配置，最终提供给客户经过测试验证优化后的车辆

配置方案。同时，通过整个过程中客户的紧密参与和配合，完成

全面的技术转让，使客户掌握完整的方法和流程。

仿真工具：整车能量管理仿真平台LMS Imagine.Lab

LMS Imagine.Lab仿真平台由以下3个子平台组成：

     • LMS Imagine.Lab Amesim

     • LMS Imagine.Lab Sysdm

     • LMS Imagine.Lab Synthesis

LMS Imagine.Lab Amesim

LMS Imagine.Lab Amesim提供一个完整的多学科仿真平台，能

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元件和系统进行建模和分析并预测其多学

科耦合的性能。

Amesim提供了40多个学科和专业模型库，由来自不同物理

领域的预先定义的4500个元件模型所组成，涵盖液压、气动、机

械、热、电磁、两相流、控制、发动机、传动、车辆动力学等学

科和专业领域。

Imagine.Lab Amesim提供了用于构建整车能量管理模型所需的

相关子系统解决方案，这些子系统方案包括：

每个解决方案都包括配套的模型库、高保真度工业案例模

板、定制化工具和分析流程及分析方法。

Amesim车辆系统仿真解决方案4500个多学科元件模型

流体

液压库、液压元件设计库
液阻库、注油库
气动库、气动元件设计库
混合气体库，湿空气库
航空燃油库

电气

电气库、电磁库
电机和驱动库
功率电子库
航空电气库、电化学库
电池库

内燃机

IFP驱动库、IFP发动机库
IFP排放库、IFP C3D三维
燃烧库
1D流体动力学库

热力学

热库、热液压库
热液压元件设计库
冷却库，空调库
两相流库
三维散热器库

机械

一维机械库、平面机械库
传动库
有限元库
车辆动力学库

控制

信号及控制库
发动机信号库
Simulink接口

     • 车辆动力学

     • 电气

     • 控制

     • 热管理

     • 动力传动

     •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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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Imagine.Lab 系统数据管理 LMS Imagine.Lab 物理仿真平台

数据/模型

check-out

 数据/模型

 check-in

LMS Imagine.Lab Sysdm

LMS Imagine.Lab Sysdm为管理来自LMS Imagine.Lab Amesim
和其它系统仿真工具的系统模型和数据提供了一套方法，为整车

能量管理的工程数据提供了一个协同的环境。 LMS Imagine.Lab 
Sysdm是一个仓储系统，在这里，工程师可以为系统仿真和数据

创建一个和企业或者部门组织结构相对应良好的仓储模型，系统

仿真的模型和数据可以按照工程师的组织结构便捷地进行分类，

查询和检索。“版本”管理使数据的生命周期管理贯穿于整个产

品开发周期。系统中的相同部件和子系统的不同模型可以通过“

变型”管理来处理，可以根据开发阶段和仿真目的的不同对系统

模型进行分类编号。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支持各种协作工程流的

实施。总之，它是一个开发团队应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进行知

识资本化的奠基石。

组织工况、模型和结果

根据用户自定义信息模型去组织系统数据

和管理版本与变型。

访问控制

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实施定制的协作

工作流。

共享项目工作流

在开发周期中与不同团队共享版本和变

型。

使用和资本化

通过开放的基础架构支持不同模型编著

工具，例如LMS Imagine.Lab Amesim或

Simulink。。

系统工程

概念开发

Shared

control models

Shared

  

plant models

模型编著

详细开发
 测试和验证

控制工程

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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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能量管理平台工具

建立系统架构

•• 定义并编辑架构以满足系统要求

•• 在架构上加上对应于需求、测试用例以及使用工况等

的辅助信息

 

可执行系统

•• 把性能模型组装进入架构并存储为一个配置

•• 为相关的仿真工况创建多种不同的配置

运行系统仿真 

•• 选择目标仿真平台优先级

•• 在目标仿真平台(LMS Imagine.Lab Amesim or Simulink)

中应用配置并启动仿真

结果后处理

•• 分析仿真结果•

•• 进行架构选择

LMS Imagine.Lab Synthesis

今天，系统工程是基于自上而下的方法：根据产品需求定义

功能这些功能通过具体的机械和控制子系统来实现。机械和控制

子系统可以通过仿真来验证所选架构是否符合最初的需求。LMS•

Imagine.Lab•System•Syntheis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开发流程提供了一

个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在一个用于仿真的完整系统逻辑视图中

对模型和控制进行配置和集成。系统集成设计工程师可以编著最

符合逻辑的视图,然后进行配置并把所需要的不同模型集成进去

进行系统仿真。•

通过LMS•Imagine.Lab•System•Synthesis，系统工程师和架构工

程师可以使用来自多个不同的模型编著工具，例如LMS• Imagine.

Lab•Amesim,•Simulink和Modelica的数据和模型，无缝地结合在一

起进行概念设计和系统架构设计、集成和验证。它支持系统装配

的工作。最终生成一个可执行的系统模型，• 用于不同工况的验

证以及完整系统方案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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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需求

输入或创建架构

 Amesim•模型

LMS Imagine.Lab Amesim

架构创建

LMS Imagine.Lab System  
Synthesis

Simulink模型 •任何其它仿真软件

把可用的模型驻

入配置

功能模型

•通用的架构

用于第1号参考

执行环境的实例

•仓
储
系
统

LM
S Im

agine.Lab SysD
M

 

配置#1 配置#2 配置x 配置#1 配置#2 配置#1 配置#2 配置x配置x

•物
理

逻
辑
••

•功
能

•需
求

在执行目标上运行

导入的模型•

用于第2号参考

执行环境的实例•
用于第3号参考

执行环境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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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测试 典型传感器布置方案

测试技术：集成的整车能量测试系统

LMS提供专用的测试系统和测试规范来进行车辆以及子系统

的测试以确定子系统以及整车的特性，获取用于识别仿真参数的

试验数据和评估精度的验证数据。这些测试包括：

     • 在控制冷却液温度条件下测量获取发动机高频数表Map(缸压

以及缸壁温度的测量)；

     • 燃油速率测量；

     • 变速器效率Map；

     • 换热器的特性；

     • 冷却和润滑回路的特殊测试(压力、流量、温度等)；

     • 瞬态测试：发动机暖机、驾驶循环工况(NEDC 热机、冷启；

开启空调；FPT 75等)。

为了进行这些测试，我们自行开发和装备了带环境舱的动态

车辆测试台架，专门用于能量相关的测量。为了能够获得精确的

可重复性的结果，在试验台架上，我们取消了传统转鼓台架上的

车辆/轮鼓接触方案。为了确定所有动力总成的能量流，需要上

百个不同类型的多领域传感器以及超过130通道的采集设备。

整车能量管理平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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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和测试的协同合作

要求和协助

OEM

基于发动机方面的专业知识经验以及测试方面的技术，LMS
可以根据仿真的需要和测试的要求来制定专用的测试规范，为仿

真模型提供精确和一致性的数据。

LMS的思路是在系统真实的工作环境下进行测试。通过专用

传感器的开发，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完成上述具有相当挑战性测试

的方案。因此采用了非破坏性嵌入式的测试设备来实现在车辆真

实工作状态下的测试。

整车能量管理采用新的测试方法，在整车上测试所有的子系

统。同步测试使得所有子系统的边界条件一致并且都是在实车工

作状态的特性，所有的测试都采用相同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系

统，所有子系统的数据都可以一次性高效获取。这些测试数据对

整车能量管理的仿真实现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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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测试：整车多物理量测试(高达200通道)

主要目的是通过试验测试各子系统、整车的性能与效率，获

得模型所需要的参数以及进行模型验证所需要的数据。针对VEM, 
需要进行两类测试试验：

     • 部件测试: 提供部件建模所需要的数据，仅需进行稳态工况(
恒定转速与扭矩)点测试，得到部件在不同转速、负载及温度

下的特性；

     • 整车测试: 在特定循环工况下验证VEM模型(LA4, JC08 和NEDC 
工况)， 用来模拟真实的车用环境，在LMS专用试验台上进

行，分冷起动或暖机起动过程。

模型建立：整车能量流多层次模型

选择对象车辆，确定边界条件(稳态和瞬态工作点)和需要模

拟的子系统，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三种层次的建模复杂度或不

同层次模型的混合模型进行整车能量流分析：

     • Level1 模型，基于数表Map模型

     • Level2 模型，部分物理模型

     • Level3 模型，详细的子系统物理模型

指标分解：系统/部件级指标分解

整车能量管理模型能够输出整车能量流图，包括所有类型的

能量(机械、热能、电能等)，可以考虑不同的稳态及瞬态工况(如
NEDC、FTP75)，以功率、能量及油耗百分比来显示。

基于VEM的整车经济性开发流程

能量流分布图

整车能量管理建模

部件和整车对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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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量流图，可以进行：

     • 对标分析，即在相同工况下确定每个子系统和部件相对对标

车辆的优劣统计；

     • 技术参数确定，如电机功率的选择对油耗和排放的影响；

     • 参数敏感性分析。

进而实现系统/部件级指标分解，找到车辆的经济性薄弱环

节及潜在的具有最大节能空间的子系统和部件。

优化：基于模型的优化

基于整车能量管理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实现：

热管理策略优化：

     • 冷却水泵起停控制；

     • 节温器开闭温度设置。

变速器控制策略优化：

     • 离合器控制—换挡品质；

     • 变速器控制—车辆行驶特性(tip-in/tip-out及升档/降档操作下

车辆动力学响应)。

在产品开发早期综合考虑不同属性：

     • 动力性

     • 经济性

     • 行驶特性

     • 可靠性

验证：台架测试和试验场地性能验证

     • 台架测试；

     • 场地测试。

车辆属性权衡

对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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