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姆勒汽车: 
新一代行驶动力学仿真技术

“世界汽车之王”与其多体系统动力学实时仿真平台 

2001年，戴姆勒开创了新一代数字汽车原型设计流程。今天，基于模型的开发和数字化精

细设计为日益增加的众多汽车类型创造了统一的开发平台，这就为汽车的改型设计提供了

条件，使得每款汽车拥有其自身的平顺性及操稳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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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Dr. Dragon, Daimler: “Our whole 
development process is focused on achieving that 
one goal: the best cars in the world.”

“选定一款底盘，用户就可以在
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车型的改型设
计了，同时，使用数字化的载荷
前端调节硬件组件和软件控制子
系统。而且，车型改型设计在早
期开发阶段越来越多的依赖于数
字化开发流程的结果。”

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及其平台、
发动机、变速箱和车桥的开发主
要在Stuttgart附近的Sindelfingen和
Untertürkheim技术研发中心进行。
工作于Sindelfingen的Mercedes技术
中心车辆动力学集成部门主管Ludger 
Dragon教授说：“我们的目标是占据
高档汽车市场的领先地位。创新、精
确、高效的开发流程，必须能够保证
我们向市场上投放最好的车辆，我们
的整个开发流程的最终目标就是生产
世界上最好的汽车”。

一流的技术和流程

工程上的尖端技术只能通过最好
的工艺流程实现，这意味着所有的工
艺规范都需要进行精确定义。Ludger 
Dragon教授说：“为了确保最终产品
满足最为严格的标准，在整个产品的
开发流程中，从最初的想法到生产标
准，我们会与设计、开发、测试和生
产部门的同事进行密切合作。”

在汽车的开发流程中，数字化和
虚拟样机模型日渐重要。随着2001
年数字化标准流程的推出以及梅赛德
斯 - 奔驰C级轿车系列投放市场，戴
姆勒引领了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自
此，戴姆勒开始了DPT数字化样机的

基于模型的开发是实现平台概念
的关键之一。Dragon教授表示：”如
今汽车已经进入多模型改型来满足尽
可能多的客户需求的时代。我们开发
平台的数量不会改变很多，但改型车
辆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例如，早期我
们只有A级和B级，现在我们建立了五
种改型车。对于C级和E级也是同样的
原理。这些改型车以及他们的驾驶性
能主要通过仿真的手段获得。” 

数字化的开发流程和数据库 

数字化开发流程必须在相同的时
间框架下进行。在整个开发周期，
设定不同的质量门槛以及数据传递期
限。

“在DPT-流程中通过不同的质
量门槛来设定不同的数字化开发期
限。”控制系统分析小组经理Horst 
Brauner先生说“通过此方法将结果
反馈到开发过程中，从而可以按时
访问到所有工程师和分包商。硬件方
面，截止日期是按照从第一个试验
原型到组装完成所需的时间进行推算
的。”

如果想模拟这些组件的细节性特
征，就需要建立一个仿真模型。这就
会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几何和功能
数据。在戴姆勒，所有已经开发完(
从概念设计到减震器的特性研发)的
可用的几何和功能数据都被收集到统
一的数据库里面。来自不同工程部门
的进行新型车辆研发的专家都可以随
时访问数据库。结合数字化样机进行
的实际测试，通过这种闭环反馈，数
据库得以不断更新和丰富。

应用。

在 过 去 的 几 十 年 里 ， 位 于
Sindelfingen的戴姆勒研发中心对仿真
方法和流程方面做了进一步改进。

平顺性仿真团队经理 T h e o d o r 
Grossmann先生表示“这已经成为一
种很有前景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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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LMS Virtual.Lab Motion进行不同路面的平顺性舒适性仿真分析。

“我们是唯一一家围绕平顺性和

操纵稳定性进行模拟器开发的汽

车制造商。这些模拟器能够使我

们在第一台样车制造之前便可评

估其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平顺

性&操纵稳定性大多依赖主观评

价，这对一个系统级的测试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以汽车的侧向风性能为例：在
实际测试中，不可能得到一致性的确
定性的侧向风，因为必须区分侧风本
身和汽车性能，所以对真实的车辆进
行系统的主观评价是非常困难的。

应用我们的操纵模拟器，我们开
发了著名的随机侧风，这样，我们既
可以对车辆的侧向风性能进行主观评
价，同时还为侧向风辅助系统的开发
提供技术支持。

更加快速、准确

“在戴姆勒我们越来越重视
把数字化流程与物理样机结合起
来。”Dr.Dragon教授表示。“我们
希望我们的分销商也持有相同的理
念。在产品开发早期阶段，基于仿真
结果我们做了大量的决策，我们最终
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如此：项目经理需
确定，他所得到的仿真结果是可信的
并且基于此做出的决断是正确的”。

在汽车研发过程中，仿真提供了
一些新的可能性。“应用硬件在环
(HIL)或软件在环(SIL)方法，我们同样
能够更加快速准确地发现问题，然后
通知供应商对已经发现的问题采取具
体的措施。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完善
第一个物理样机。为了满足期望的主
观驾驶体验，我们的目标是：高品质
地完成每个物理样机的初始设计，这
样我们的测试工程师便可以把精力集
中在最后的调试上。”

基于模板驱动的仿真

在戴姆勒，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
多体系统动力学仿真的一个关键因
素是需要一个共享的汽车子系统模板
数据库，该模板数据库能支持各种载
荷谱需求。从汽车轴系的K&C特性仿
真分析到整车开环闭环操纵稳定性
分析，例如：ISO轨道变化，恒定半
径转向，J-转弯，不同的道路特性行
驶以及单障碍等。此外，多体系统动
力学模型必须能够实时运行，允许对
ECU进行HIL测试设定。为支持该项
功能，根据掌握的载荷负载工况，子
系统模板模型以模块化的思想进行创
建，终端用户可对车辆进行组装，对
模板和载荷工况进行修改，通过运行
模型，对结果数据进行后处理分析，
从而得到所需的分析数据。

总之，作为DPT流程一部分的平
顺性和操稳性分析可以实现针对每
个汽车参数的超过100种不同工况的
DOE自动化运行。每种载荷工况都是
提前预设好的，可以交互运行或是
全自动运行。因此，LMS Virtual.Lab 
Motion求解器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以及
基于VB的自动化功能使其成为平顺性
仿真流程的重要里程碑。LMS Virtual.
Lab Motion实时仿真模型使用HIL仿真
方法实现操稳性仿真。

和规范定义六个月后即可准备好，” 
Horst Brauner说“试验车准备好后，
我们便开始进行微调，该微调处理过
程是主观评价和客观测试相结合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仿真工具可以帮助
我们找到更好地解决方案。”

Dr.Dragon教授强调：“在整个
开发流程中，我们一直在使用仿真技
术。“因此，我们也希望能够改进现
有的流程。在早期开发阶段，我们进
行了大量的计算来展示最为接近现实
情况的驾驶行为。我同样也相信我们
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最先进的方法和流程

为了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就需要
最先进的仿真方法和流程，换句话
说：物理样机最终是期望从虚拟模型
中反映出驱动特性。实际上，为了
使设计的新车型尽可能带有一丝神秘
感，利用虚拟模型中得到的测试数据
所建立的试验汽车模型在进行道路试
验时都要蒙上隐形外罩、贴上胶带，
尽可能的对新车设计进行保密。

“一般第一台试验车在完成计算

“衡量产品是否开发成功的

基本标准就是能否为未来的客户

带来利益。” 

——Ludger Dragon教授，奔

驰技术中心汽车动力学集成部门

高级经理

 Drive magazine| 9 |



解决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之间的
矛盾

为了模拟现实，建立一个数字化
的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仿真模型是一
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汽车的平顺性和
操纵稳定性受到各种机械零部件的影
响：轮胎、悬架、减震器、发动机支
架、座椅、方向盘、车身、发动机、
空气动力学、传动系统...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将子
系统从平台中分离出来考虑，不论从
设计角度还是从汽车特性上，都意味

车辆动力学

戴姆勒所有开发项目的驱动力源
于”品牌明星“、完美魅力和责任这
三大信条。当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目
标出现冲突时，在车辆动力学的仿真
流程中需要得到最优的结果和最好的
解决方案。传统的平顺性&操纵稳定
性功能与客户需求息息相关。但很多
情况下，功能之间的目标往往是相互
冲突的，”Dragon教授表示“首先，
我们需要最好的结果。”但是平顺
性&操纵稳定性意味着只能找到一个
最优方案。一个运动型的设计意味着
需要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一个舒适的
设计意味着要多些舒适性。所以目标
设置在产品定位时就已经确定了。

在产品开发流程的早期阶段，基
于模型的工程便可以使我们对于棘手
的问题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也

可以帮助我们完善现有的解决方案。

这个数字流程为我们的硬件测试
奠定了基础。此外，通过特殊的分
析，我们支持硬件驱动开发流程。

着不同的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表现。

Dr.Dragon教授表示“今年，将会
推出新型的A级轿车，它与去年推出
的梅赛德斯 - 奔驰B级有着相同的平
台。这两种模型的开发曾经深深地受
到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仿真的影响。
尽管这两款汽车共享很多零部件，用
户也会发现这两款汽车的很大不同，
不仅是在设计方面，也在驾驶体验方
面。”在汽车系统动力学领域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控制系统，例如：主动悬
架（ABC,CDC....)系统，制动防抱死系
统，轨道偏离保护系统，以及电子助
力转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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