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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路用发动机标定

从虚拟测试平台到量
产产品

非道路用发动机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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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硬件在环系统开展非道路用发动机的产品标定
目前很少有一个汽车工程领域能够比非公路用车领域更加具有多面性。大量的发动机变型和组装以及各种多样
化的操作条件都给发动机的发展和标定提出了严格的要求。AVL依赖于ETAS的LABCAR方案——包含了选定功
能的产品标定的硬件在环测试系统，来满足更加有效并且高质量的完成这种多任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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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测试平台由一个PUMA/CAMEO/LABCAR
混合系统构成（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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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路用发动机标定

非道路用发动机标定

ETAS INCA标定软件通信。

CONCERTO。虚拟测试平台可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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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级为海拔、高温和严寒标定的

和图2的工作点是不一样的。

断地用于改善模型的精度。这个工

修正。这项功能能够节省您很大一

作在发动机开发的每个阶段都会用

部分开支。

这样标定工程师就可以通过后期处
图2：高原标定前（黑）
后（蓝）模拟曲线。 理程序分析测得的数据，例如AVL

w/o Correction
w/ Correction
Limitation

900
800

250

600

225

500

对于环境压力和温度变化的标定修

被那些不能简单的从随机的地理位

正功能有以下几方面要点：元件绝
不能超载运行；排放要控制在法

175

早起标定阶段被引入于“非周期排

定范围内，客户的要求要尽全力

放”和“应用遵循测试”的相关研

满足。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发动机

究。

控制单元的标定的设定值修正必须

500
450
400

测量与模拟结果对比一致。

Turbocharger RPM

Temperature downstream
of compressor

Temperature upstream
of turbine

RPM

°C (°F)

°C (°F)

Simulation

84981

157 (314.6)

583 (1081.4)

Measurement

86000

156 (312.8)

562 (1043.6)

Deviation [%]

-1.2

0.4

3.6

考虑环境的压力和温度，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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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发动机保护功能

PUMA/CAMEO/LABCAR集成产生的

非公路汽车包含非常多的变量，并且往往要在使用环境多种多样。要为所有的应用做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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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种新的标定方法。
解决

的地方。它不仅避免了过载给发动
机带来的物理损害，并且还提供了

这使得在实际发动机测试台架上进

有效的校准和验证过程。例如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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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的HiL系统设置相，就能够节

优点
采用这种“虚拟产品标定”的方法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此外，各种环境条件下的仿真结果都会
提高标定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