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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机电系统实时仿真（Auto） 

——关注效率与精度 

 
 

在车辆的开发早期，物理样机还没有制造出来，实时仿真技术的应用在获取车

辆性能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典型的应用是硬件在环测试和驾驶模拟器。在

实时仿真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数字仿真模型来和物理系统进行输入输出数据交

互，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因仿真求解而产生数据交互延迟，该物理系统可以是控制器

和实际驾驶员。在过去已有的一些实时方案中，它们大多基于简化模型，这样一来

就无法使用虚拟模型来精确的预测实际复杂系统的效果。通过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仿真，客户可以实时地求解详细的高精度的多体模型，并为硬件在环测

试与驾驶模拟器直接并实时地输出所需的数据。由于 LMS Virtual.Lab Motion 强大的

联合仿真能力，Motion 可以与车辆子系统 1D 仿真模型进行联合，以更大程度的增

加实时仿真的精度等级。 

 



高精度机电系统实时仿真 

Siemens PLM Software 

 

 

 

内容 
 

 

 

 

 

 

 

 

 

 

 

 

 

 

 

 

 

 

概要………………………………………………………………………………3 

实时仿真现状……………………………………………………………...4 

实时应用的突破性解决方案…………………………….…………5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特点…………………………6 

定步长隐式求解……………………………………………………6 

并行求解……………………………………………………………….6 

耦合电、液、气等系统 1D 模型………………………….7 

工业验证案例………………………………………………………………8 

结论……………………………………………………………………………10 



高精度机电系统实时仿真 

Siemens PLM Software 

 

概要 
         

数字虚拟模型在车辆的开发流程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多体动力学仿真已经是用于汽

车工业设计流程中的标准方法和手段，高精度的

动力学模型可以得到车辆动力学所有的关键特性。 

为了保证车辆性能和安全，使用了高级行驶

辅助系统（ADAS），车辆变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机

电耦合系统。对于复杂的机电系统，通常是结合

车辆物理样机试验来对其进行设计、验证以及优

化。然而，试验测试必然价格昂贵、耗时，并且

无法对机电系统进行快速的修改，更重要的是，

试验测试需要真实的车辆物理样机，而物理样机

要在开发流程的晚期才能制造出来，这个时候几

乎没有时间对机电系统进行设计方案细致地评估

优化。另外，完整的耦合复杂机电系统的车辆虚

拟样机模型在实际中往往不可行，因为它需要控

制器的有效数值模型。而由于 ADAS 控制系统通

常由一级零部件供应商提供，出于对知识产权的

保护，系统里面的控制算法不会完全提供给汽车

主机厂。

 

 

要获取 ADAS 与机械系统的精确相互作用性

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硬件在环。目前，硬

件在环测试已经成为多数商用车辆主机厂以及零

部件供应商进行 ECU 校验的实用标准。使用硬件

在环，可以通过传感器和作动器（如图 1、2 所示）

在机械系统的数字模型和控制器的硬件之间产生

相互作用，这就意味着数字模型要实时的提供仿

真结果。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硬件控制器以一定

的通讯率从传感器中获取车辆状态信息。1ms 的

通讯间隔已经成为汽车应用中的行业标准。因此，

为了模拟控制器的工作条件，数字模型应在相同

的 1ms 的通讯间隔中提供精确的仿真结果以考虑

控制器对车辆响应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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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仿真现状 
       

         高精度模型在机械系统中的典型应用是用于

离线分析。为了获得精确的仿真结果，多自由度

的模拟方案往往是必须的。例如，用于预测弹塑

性运动学特性的汽车悬架模型往往需要包含像部

件之间衬套力单元的非线性柔性建模。由于其高

复杂性，绝大多数高精度模型因此很容易就达到

150 个以上的自由度，这给绝大多数多体系统动

力学求解器带来巨大的性能挑战。对于这样的现

状，目前的行业惯例是使用高性能多体系统模型

的简化版来用于控制系统的设计与验证，驾驶模

拟器也一样。典型的模型简化就是去除部件以及

自由度，直到模型的复杂程度能用于实时仿真。

对于悬架，CAE 分析往往使用简化的运动副代替

柔性连接，甚至用复杂查表方式来代替弹塑性运

动学特性曲线。这些曲线包括在车轮在大位移

（车轮垂向运动、转向角度）以及车轮载荷（纵

向、侧向以及回正力矩）驱动下的位置与方向。

通过这些简化，可以得到一个典型具有 15 到 20

个自由度的车辆行驶动力学模型（如图 3 所示）。 

 

        相对高精度的复杂模型，低精度的简化模型

只需要较低的求解工作量，因此只能达到较低的

求解精度。低精度简化模型只能提供可接受的约

在 5Hz 以内仿真精度，在整车性能分析中只能覆

盖典型的横摆、纵倾以及起伏模式（roll, pitch and 

heave modes）。高精度复杂模型可以将有效频段

范围扩展到约 30Hz。这个频率范围内能包含悬架

的衬套有限刚度的动力学效应以及 ADAS，ADAS

在这样的动力学效应下会产生不一样的响应。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及时地发现和处理这类问题，

高精度复杂车辆动力学模型的硬件在环测试时必

需的。 

在运行实时仿真时简化多体模型会有以下三个

主要副作用： 

 精度的损失： 

因模型简化导致实时仿真结果精度下降； 

 参数的损失： 

在多体模型中失去绝大部分参数，比如

悬架几何和衬套刚度在实时仿真中变得不可

用。因此，离线模型中的任何修改需要做简

化处理。 

 额外的工作： 

针对同一车辆，针对离线仿真和实时仿

真，需要建立和管理不同模型（一个用于离

线的高精度复杂模型，一个用于实时的低精

度简化模型），这需要额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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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应用的突破性解决方案 
 

 LMS Virtual.Lab Motion 软件的实时求解平台，

支持客户在实时仿真中能够直接使用高性能复杂

多体系统模型。该解决方案的明显优势如下： 

 相同的高性能复杂模型，同时适用于离线

仿真和实时仿真； 

 从离线仿真到实时仿真不会损失精度； 

 可以在实时仿真的模型中直接获取物理参

数从而轻易实现“what-if”分析。 

        此外，通过 Motion 与 Amesim 的紧密集成

（如图 4 所示），可以建立复杂子系统的 1D 详细

模型，比如电液压组件以及控制逻辑，并将该 1D

模型加到 3D 模型中进行整个机电系统的精确实时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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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特点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主要特点包括定

步长隐式求解、并行求解以及耦合电、液、气等

子系统三个主要特点： 

定步长隐式求解 

        在硬件在环仿真中，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

间步的周转时间（用来计算下一个离散时间点系

统状态所需的时间）必须小于仿真时间步。换句

话说，实时仿真必须是通过定步长来求解进行。 

 

        当前大多数实时求解都是显式的。这类求解

只通过考虑当前（也有可能是过去）离散时间点

的加速度来计算下一个时间步的系统状态。虽然

显示方法可以保证确定性的计算载荷，但是内含

的像衬套之类的柔性单元会产生数值刚度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隐式求解法被认为是比较好的，

因为其优秀的数值稳定性和精度。 

隐式方法为了确保加速度在下一个离散时间

点满足模型的非线性代数微分方程（DAEs），需

要以不可预知的迭代次数来达到收敛求解。此外，

在离线多体仿真中，为了在最优的时间步长上满

足数值模型，积分方法的步长也是改变的。 

 

总之，标准隐式求解器不是确定性的变步长

求解，它们在每一个时间步上花费的处理时间不

一样，这样就导致这类求解器不适合实时仿真。

为了实时的传送仿真结果，隐式时间积分方法需

要是确定性的，即定步长求解。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器是确定性的定步长隐式求解，

它通过限制迭代的次数以及固定时间积分的顺序，

从而使得实时仿真具有最高的数值稳定性和精度。 

并行求解 

        计算的趋势是使用共享内存处理器（SMP）来

代替尝试使用更高时钟频率的单处理器。为了使

高精度多体系统模型能在实时仿真中运行，客户

需要利用多核来适应计算。 

        由于像衬套、弹簧、阻尼器等力单元与约束

之间多自由度的耦合，在多体动力学中使用多处

理器来分割计算是一项不同凡响的工作。在隐式

积分方法设置中，这个运动方程耦合的难点不仅

仅局限于约束之间，在力单元之间也有。 

高性能实时仿真能通过将模型分割成两部分

或者多部分来实施进行，每一个子模型由不同的

处理器核来求解，并且与其他子模型进行协同仿

真。这种分割可以是采用“切割运动副”的方法，

但是对于车辆来说，切割底盘系统以及将底盘切

割的各块分配到各处理器更容易一些。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在 LMS Virtual.Lab Motion 中可以是用一

种叫做“ModelLink”类似衬套的单元，这种单元

可以通过用户定义的刚度和阻尼属性来连接将要

进行并行求解模型的不同部分，确保参与协同仿

真中所有处理器核之间保持适当的通讯（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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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部分都被当做单独模型进行管理，针对

每个单独模型产生 C 代码版本（图 8-9 所示）。

除了描述（子）模型之外，每部分 C 代码版本也

能包含求解器代码以运行模型，比如在硬件在环

系统中直接求解各模型。从 LMS Virtual.Lab Motion

中输出的 C 代码文件能被编译成多种格式（DLL，

EXE，matlab S-functions，MEXW32 文件 ）。 

 

 

 

 

耦合电、液、气等系统 1D 模型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能集成 1D 形

式的车辆子系统进行耦合仿真。LMS Imagine.Lab 

Amesim 软件提供大量的机械、电气、液压等系统

详细模型库，同时为 LMS Virtual.Lab Motion 提供专

用的接口以方便的进行 1D 与 3D 模型之间的交互。

虽然在实时协同仿真的标准应用中，涉及的所有

的子系统都要求相同的集成步长（典型的是

1ms=1kHz），但是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

器功能已扩展至能进行多速率仿真，以便能满足

高频子系统的特殊要求，例如在内燃机点火载荷

仿真中，需要高达 5kHz 的频率才能达到所需的结

果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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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验证案例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器已经多次工

业场景中得到验证（如图 10 所示）。一辆来自客

户实车的整车模型被用来测试新的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能力。在这个模型中，悬架的衬

套柔性以及所有的非线性运动学特性都被考虑了，

由 181 个部件组成，具有 146 个自由度。 

 

        整个模型将底盘分为前、后两部分子系统，

前后两部分由 modellink 衬套单元连接以保证能进 

行并行求解。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验证该车辆的操

纵特性，通过运动阶跃转向输入来模拟了 10s 中

的 J 转向工况。在轮胎上没有驱动力矩作用，所

以车速在转弯时按照预期的进行减小。 

        把标准求解器进行计算的高精度模型的离线

分析结果和由 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器计

算的改后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如图 11 所示，实

时求解器计算得到的所有的操纵特性曲线都和离

线仿真得到的具有相同的精度。在后部分底盘的

侧倾角有轻微的不一致，这是由连接前后两部分

底盘系统之间的衬套单元的有限刚度导致的。 

第二个验证的项目是用于混合动力控制方案，

其结果已经得到了确认。在该项目中建立了一个

LMS Virtual.Lab Motion 模型来模拟直线持续加速或

者减速事件，关注的重点在车辆的纵向动力学。

该模型建立了路径跟随转向控制来保持直线行驶，

前轴使用了物理测试的扭矩来进行驱动。同样的，

这个项目里面也证明了，相比离线仿真，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器提供了高精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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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时求解是使用 DS1006 Quadcore dSPACE 

machine 进行的。分析时间为 20s，使用 1ms 的固

定积分步长。在所有时间步里面里，周转时间都

小于 1ms 的时间步长，这样的话就仍有余量以允

许处理更复杂的模型（如图 12）。 

在为另外一个客户所实施的一个关于驾驶模

拟器的验证性研究案例里，使用 LMS Imagine.Lab 

Amesim 建立了多个子系统的 1D 模型，并将这些

子系统与详细的 3D 形式的 LMS Virtual.Lab Motion

整车模型进行协同仿真（如图 13）。 

具体来说，以下子系统使用了 1D 模型： 

 

 

 

 制动系统，包含 ABS/ESC 控制逻辑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动力传动系统 

 高频发动机（以 0.2ms 的固定积分步长

运行） 

在驾驶员在环（DIL）方案里评估了 LMS 

Virtual.Lab Motion 与 LMS Imagine.Lab Amesim 之间

的实时联合仿真，在该仿真中，用来自驾驶员的

输入（转向、油门、制动、换挡）来驱动整车模

型以获得实时输出数据（从实时中接入到操作系

统中的通道多于 120 个通道），这些实时输出数

据作为驾驶模拟器的输入（如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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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和驾驶模拟器一样，对于主动控制系统的

ECU 硬件在环测试也是典型应用，在硬件在环测

试中也要求用到实时求解能力。 

由于一系列的突破性技术，LMS Virtual.Lab 

Motion 实时求解器能帮助客户在详细的高性能复

杂模型上进行实时仿真，同样支持在绝大多数实

时硬件平台上运行 1D&3D 联合系统以及多速率系

统仿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