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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控制策略模型的柴油机虚拟标定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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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基本概况



企业规模

 中国最大的独立发动机制造商，总资产160多亿元，年销售收入超200亿元，发动机年生产能力达60万台。 Yuchai is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engine manufacturer in China, with total assets over RMB 16 billion, annual sales revenue 
over RMB 20 billion and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ngine is over 600,000 units.

 拥有南宁、玉林、苏州、欧洲四大研发基地，拥有授权专利2100多项，专利授权总数连续11年排名广西第一。
Yuchai has four R&D centers in Nanning, Yulin, Suzhou and Europe , and holds more than 2100 authorized patents. 
The total number of authorized patents has ranked first for 11 consecutive years in Guangxi.

 产品涵盖10大平台30大系列2000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卡车、客车、工程机械、农业装备、船电、专用车、轻
型车等领域。
The products cover 10 platforms, 30 series and over 2000 varieties, which are widely apply to trucks, coaches, 
engineering machinery, agricultural equipment, marine & G-drive engines, special vehicle and light vehicle.

 发动机产销量连续多年稳居行业第一，产品销往亚、欧、美、非和大洋洲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volume of engines has ranked first for consecutive years in industry, and the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more than 1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Asia, Europe, America, Africa and Oceania.



产品领域



卡车
Truck

客车
Bus

工程机械
Engineering Machinery

农业装备
Agricultural Equipment

轻型车
Light Vehicle

船电
Marine & G-drive

主要客户



分 类
Category

2016年市场占有率
Market Share in 2016

行业排名
Ranking in Industry

发动机市场份额（销量前14家）
Market Share of Engine (Top 14 in sales volume)

17% 1

主要细分市场份额
Major Market Shares

中重型工程卡车动力
Engines for medium and heavy duty engineering trucks

38% 1

6米以上传统客车动力
Engines for traditional buses over 6 m

68% 1

混合动力客车发动机
Engines for hybrid-power buses

70% 1

重卡与客车燃气发动机
Gas engines for heavy trucks and buses

65% 1

16L以上大船机动力
Large marine & G-drive engines over 16L

27% 1

发电动力
Generate electricity power

29% 2

小麦收割机动力
Engines for wheat harvesters

62% 1

玉米收割机动力
Engines for corn harvesters

56% 1

市场地位



二 标定技术的发展



排放与油耗法规实施时间紧迫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排放

美国 EPA 2007 EPA 2010 EPA 2013(HD-OBD) ?

欧盟 Euro IV Euro V Euro VI-A Euro VI-C Euro VI-D ?

北京 Beijing III Beijing IV Beijing V CN VI

东部
11省

CN III CN IV CN V CN VI

全国 CN III CN IV CN V CN VI a CN VI b

油耗

美国 Phase1 2014 Phase1 2017 Phase 2 2021

中国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国六法规对发动机开发环境

EURO VI CHINA VI

New Type Approval 2012 2014 2015 2018 2020 2023

WHTC / WHSC Limits for NOx, CO, THC, PM, NH3 同EURO VI

WNTE Altitude Requirements P > 82.5 kPa (1700 m) P > 82.5 kPa P > 73 kPa

PEMS 测量THC, CO, NOx, CO2, CH4, (PN讨论中) 同EURO VI 增加测量PN

PEMS Test Payload 50 % - 60 % 10 % - 100% 50 % - 100% 10 % - 100%

Chassis Dynamometer Tests no OBD and NOx Control

Remote OBD Monitor No No Yes

FAME (%) 6.0 – 7.0 < 0.5 < 0.5



客户需求多样化



国1→国6标定变量急剧增加

国1 国2 国3 国4 国5 国6



复杂的控制系统要求标定技术改变



标定环境的演变
基于真实环境（台架） 基于物理模型（HIL） 基于控制模型+物理模型（PC）



基于HIL的虚拟标定环境配置

物理模型
Advanced semi-physical 

powertrain, engine & 
EAS model

PUMA & CAMEO
test bed automation 
delivering identical 

interface for the 
calibration engineer as on 

real test bed

服务器
server connection storing
simulation results in same

format as real test data

后处理
Post-processing  using

same layouts & scripts for data 
analyzing

数据管理
Dataset management
to store and share the 

DCM calibrated

标定工具
(INCA,…)

HIL系统
dSPACE / ETAS

联合仿真平台
Co-simulation Platform to 

combine customers models 



基于HIL虚拟标定的软硬件结构



基于HIL的虚拟标定开发过程

Calibration

Load Profiles

Environment

Production Tolerances Aging Effects

①
发动机及后处理试

验数据采集

②
发动机及后处理模
型建立与参数化

③
HIL系统开环调试

④
HIL系统全模型集成

与闭环调试



三 基于控制模型的虚拟标定



基于SIMULINK的控制模型开发

应
用
软
件
设
计
到
输
入
输
出
接
口
层

应
用
软
件
调
度
按
照
真
实
芯
片
评
估

传感器驱动 执行器驱动

应用层调度

初始化管理

整车管理 传动系管理 发动机管理

后处理管理 通讯管理

诊断管理

功能安全监控

储能系统管理 燃料电池管理 电驱动管理



控制模型功能校验

瞬态BSFC 瞬态NOx

 控制模型与真实ECU在柴油机上的瞬态与稳态控制效果对标，确保ECU的虚拟化真实。

稳态BSFC 稳态NOx



物理模型开发

输
入
模
型

接
口
模
型

GT发动机物理模型
+

SIMULINK测功机模型
+

Powertrain Blockset
整车物理模型

接
口
模
型

输
出
模
型

 被控对象物理模型包含：发动机、整车、台架测功机及不同物理模型之间的接口模型。



物理模型校验-基于碳平衡的高精度试验数据

 物理模型参数化的准确性主要

取决于真实台架试验数据的有

效性，全工况基于碳平衡控制

在±2%，确保采集数据有效。



全模型集成

 基于Powertrain Blockset为基础架构+Simulink接口模型+GT一维流动模型



全模型集成

 C代码/Hex/S19/.. .虚拟ECU（Silver）

 基于Silver的模块运行或单步调试

 基于Silver的快速仿真



芯片仿真设置



虚拟ECU和被控对象模型联合仿真



虚拟标定应用-发动机



虚拟标定应用-发动机标定点优化

 以外特性2200rpm在非标准条件下优化为例，综合考虑增压器极限转速、NOx、爆压、烟度等边界。



虚拟标定应用-后处理&OBD



总结
 发动机的开发随着排放和油耗法规加严面临时间、资源、成本的压力剧增。针对国六法规的严苛要

求，尤其是非标准工况下的排放标定、PEMS、OBD等要求，虚拟标定能够提供更经济的技术手段

进行发动机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维仿真模型的精度是虚拟标定的基础，严格的台架数据质量是虚拟标定的保证。

 结合控制软件开发可以实现基于PC的全虚拟标定，研发资源硬件投入可以进一步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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