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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符合 2030 年 
CO2 排放标准车
队的技术路径

就效率与排放而言，商用车驱动已是行业标杆。而在全

球日益严厉的二氧化碳法律监管的推动下，必须进一步

大幅降低商用车队的消耗值。因此，现在的我们，正处

于新时代的开端。无论是电动驱、高效内燃机、替代燃

料还是燃料电池 — 新解决方案的发展已为批量生产做

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极大的市场吸引力（总拥有

成本）也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 IAV 已

然摩厉以须，期待为商用车领域的长期“碳中和愿景”

做出自己的贡献。

将来的商用车将实现全方位的互通互联。智能路线规

划、预诊断和视情维修、高度自动化和无人驾驶功能

以及 Car2X 通讯，将使运输任务总体上更加高效，车

辆使用率更高，并使驾驶员的工作场所更具吸引力。

Matthias Kratzsch
总裁兼首席技术官

Carsten Rinka 
执行副总裁

全球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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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V 拥有超过 35 年卓越的商用车工程经验，注重全球

布局并拥有强大的国际网络，可以在遵守所有程序和安

全规范的同时，将新技术可靠、安全地推向市场，因此 

IAV 是您理想的合作伙伴。

从商业模式，到样机试制，再到批量生产，我们全程为

您提供支持。早在产品的开发环节我们就充分利用创新

方法（如人工智能），使您的产品开发更加高效，产品

质量更加稳定耐用。

希望本次阅读能为您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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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运输行业！针对二氧化碳及

其排放的全球立法、总拥有成本压力 — 所有
这些将不断推动新型动力总成的问世，同时也

促进汽车持续向充分互联和自动驾驶的方向	

发展。 

IAV 是您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助力

您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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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是先进技

术的代表”

多
年来，商用车开发一直是 IAV 的支柱业

务。在一次采访中，商用车高级副总裁 

Jörn Seebode 博士和商用车业务开发总

监 Tom George 向我们解释了为何这一领域的项目总是

令人心潮澎湃，并说明了使 IAV 在行业中脱颖而出的独

特专长。

当前商用车部门正面临哪些挑战？

Seebode：欧盟提出的富有雄心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无

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到 2025 年，必须实现二氧化

碳排放量比 2019 年减少 15%，到 2030 年再进一步减少 

15%。并且全世界范围内都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因此，制

造商现在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以避免因无法达标而遭受

罚款损失。要想实现目标，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驱动组合 — 

但是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为了将二氧化碳排放降低至

规定水平，必须将可能的解决方案场景看作一个整体进行

考量，因此要包括车队组合的具体情况。

George：这就是为什么从整体上进行方法研究对商用车

特别重要的原因。制造商对他们的产品组合进行评估，

并确定采用某一技术包的车辆可以为车队减排做出多少贡

献。应用场景和负载情况尤其重要。资产负债表中仅评估

已售出的车辆。因此，除了二氧化碳减排贡献外，客户的

利益也极大地影响着技术选择。要想成功实现需要囊括了

动力传动系统、辅助设备、空气动力性能、轴或例如预见

性导航系统的技术包，这是唯一的方法。换句话说：必须

从整体上优化产品，并要考虑车队、法规和最终用户的使

用情况。

为什么 IAV 如此看重这一市场？

George：因为技术变革的脚步日益迫近，而这为像 IAV 

这样的工程伙伴带来了众多机会。我们正积极应对着来自

诸多领域不容忽视的挑战。例如，在驱动系统领域，我们

将看到基于使用情况和现有平台的多种变化形式 — 除了

高效的柴油发动机，CNG 驱动、氢燃料发动机、燃料电

池和电池电动解决方案都将在未来的商用车发展中起到重

要作用。此外，优化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将为二氧化碳减排

做出重要贡献。

Seebode：越来越高的技术需求还将促进其它新的发

展，例如高水平的自动驾驶、数字化、以及对车队管理

非常重要的互联互通性。由于商用车领域产品版本非常之

多，因此这些项目将特别具有挑战性，也使得基于虚拟模

型的开发变得尤为重要。而这也让工程人员对将来的项目

充满了高度的期待。

为什么客户应带着他的项目来到 IAV 呢？

Seebode：因为我们在这一领域从业多年，经验丰富。

过往的无数成功项目说明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的客户做出重

大的贡献！我们的专家团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在商

用车和移动机械领域拥有出色的专业知识。我们奉行一项

真正特别的销售主张：我们将所有的业务都放在同一屋檐

下进行，从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商用车的开发现已

成为 IAV 的坚实支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重要业务组成。

在商用车部门，IAV 奉行三大支柱战略。这是什

么意思呢？

George：第一个支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涵盖车辆方方面

面的专业知识。第二个支柱与我们业务经营所在的国际市

场有关：我们的客户是全球性公司。他们需要针对其客户

和本地环境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燃料

质量、用户行为、货物运输或总拥有成本方面。因为购买

者确切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知道某一部商用车是否满足

了他们的需求。因此，必须根据市场要求将不同的技术包

整合在一起。IAV 的业务遍及全球，感谢我们位于各个地

点的商用车专家们，让我们能够对当地各自的市场有非常

透彻的了解。客户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与客户携手，

共同开发最佳的解决方案。

Seebode：第三支柱与项目设计相关。我们肩负着更大

的责任，可以独立承担所有的开发事项 — 这不仅对已有

的 OEM 厂商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对于正进入商用车市

场的许多初创企业来说，也同样意义非凡。很多公司不乏

绝妙的构想，但是却不知该如何将想法转化为产品。而这

正是我们服务的起点，从定义需求开始，然后延伸至产品

开发乃至批量生产。凭借我们专业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可靠

的工艺流程，我们深信我们能够成功实现完整的开发包 — 

不论是为现有的 OEM 厂商，还是为新的市场参与者。

在这方面，在公司内部，您如何定位自己呢？

Seebode：我们建立了跨职能组织和卓越中心，专门针

对商用车主题，例如“TCO & CO2 效率”以及“电动出

行”。我们这里的同事专门为我们的商用车提供特殊解决

方案。他们了解市场和需求，因此能够将客户的需求与最

佳技术相结合。作为商用车部门的全球大客户经理，我负

责面向客户的销售事宜。这样一来，客户便有了一个中央

联络人，能够积极回应他们的关切。

联系方式：

joern.seebode@iav.de 

tom.george@ia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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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颠

覆性时代，我

们需要的是开

拓者”

M
arkus Petzl 是专门研究颠覆性变革的战略专

家。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对商用车行业来

说至关重要的颠覆力，以及 OEM 该如何适应

新世界。

Petzl 先生，在您看来哪些颠覆力与商用车行业

息息相关？

有三个方面为颠覆性发展提供了起点：技术、立法和思维

方式。技术方面，我们不得不提到新驱动，但除此之外，

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互通互联性以及用于车队管理的大

数据等方面也同样重要。立法者现在主要通过严格的二氧

化碳排放限制来促进行业的革新，但是在将来，也许还会

通过设立新的城市噪声法规来推动颠覆性发展。思维方式

对多项发展进行整合：例如，基于共享而非所有权的新业

务模式，其关键字为：运输即服务。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司

机这一职业的变化，因为想做司机这种工作的人越来越

少。而且由于自动驾驶的出现，司机这一职业在不远的

将来终究会消失。

这些颠覆力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颠覆意味着突然而不是平稳的过渡，例如，当新技术出现

时，这些新技术可以使事情更高效或更安全地完成。这释

放了巨大的变革潜力。例如，对于商用车来说，现有的痛

点可以转化为益处。这需要能够看到新商机的创新性提供

商。例如，他们可以在价值链的最顶层开发并提供全新的

服务，从而斩获最大的利润份额。而现有的商用车 OEM 

和物流提供商则成为了单纯的供应商。Uber Freight 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对卡车上未使用的空间进行精心

的筹划安排，从而优化了卡车的容量利用率。客户不在乎

使用哪个物流提供商或卡车来运输货物。因此，货车的品

牌和设计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服务提供商攫取了大部分

的利润空间。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老牌的 OEM 该如何保持

住自己的地位？

可能他们必须主动向价值链上游迈出一步，能够为客户

提供除了车辆以外的其它服务。许多公司正在尝试这么

做：他们正在努力思考该如何应对颠覆力，尤其是在他们

的“实验室”中。但是，他们面临着一个劣势：例如，许

多举措没能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举措危及了现有的业务，

因此无法从销售上获得支持。OEM 似乎陷入了一种死循

环中。另一方面，初创企业则没有这种顽固的阻力，并

且他们的时间也更为富裕：他们是由风险资本提供资金

的，不需要以获得利润为先决条件。而在老牌公司中就不

一样了，变革代理人总是控制着一切，银行则卡住他们的

喉咙，使他们喘不过气来。即使有新的构想也只消瞬间便

石沉大海。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已似热锅上的蚂蚁，创新对

于他们来说已无从谈起。

听上去这些老牌制造商们似乎在新竞争对手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好消息是：当你身处前沿阵地，身

处发展的最前沿，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样。没有人真

的知道那里的路该怎么走。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颠覆性的时

代，我们最为需要的是开拓者 — 而这正是这些老牌公司曾

经的自己，否则，他们起初就不会如此成功。他们必须重

新激活这种开拓精神，也可以通过购买初创企业以及各种

创新实验室以及企业加速器来进行尝试。不幸的是，这些

举措通常涉及相对而言不重要的领域，这意味着整个事情

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并很快结束。但这不是必然：即使是

大型成功的公司也可以成为开拓者，不必非得是初创企业

才可以。

这该如何实现呢？

通过双极管理，并行驱动现有业务模式和新业务模式。不

要将新举措划分到边缘区，而是必须将它们放到公司核心

位置，并成为管理层的关注重点。只有在企业文化上做出

转变，即得到董事会的全力支持，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也有望带来巨大的利润。毕

竟，货物运输的市场需求将始终存在，问题在于谁可以

确保斩获大部分利润。在这方面，IAV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数十年来，该公司始终以创新铺就成功之路，革

故鼎新，不断取得突破。因此，IAV 是您在这个颠覆性时

代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联系方式：disruptive.wtf

颠覆意味着突然而不是平稳

的过渡，例如，当新技术出

现时，这些新技术可以使事

情更高效或更安全地完成。

Markus Petzl, 
disruptive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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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符合  
2030 年 CO2 
排放标准车队

的技术路径
车辆总重  
（吨）

 

4 x 2

刚性（或牵引车） 7.5 – 10 1

刚性（或牵引车） > 10 – 12 2

刚性（或牵引车） > 12 – 16 3

刚性 > 16 4

牵引车 > 16 5

6 x 2
刚性 全部重量 9

牵引车 全部重量 10

6 x 4
刚性 全部重量 11

牵引车 全部重量 12

8 x 4 刚性 全部重量 16

5

10

9

4

车辆组车桥
类型

底盘配置

欧盟法律要求将来要逐步减少 CO2 排放，同时到 2030 年

减少运输行业的燃料消耗。尽管在以前，燃料消耗主要与

最终客户有关（总体拥有成本，TCO），但现在这种情

况正在发生改变：罚款让车辆制造商从幕后走到台前。此

外，受关注的范围也正在扩大——从内燃机和单个车辆，

转向基于车队的整车视角。

商业车队通常具有高度差异性。车队内会出现不同的配

置、重量级别和上部结构（图 1）。这要求具有全盘视

角。正因为如此，车队 CO2 排放优化的问题没有一个普

遍有效的答案。我们必须充分协调车辆制造商的具体框架

条件以及使用概况、性能要求和基础设施的特殊性。 

用于进行方案对比的车队和 TCO 计算器

这就是 IAV 制定 CO2 技术路线图的原因所在。使用车队

和 TCO 计算器，有助于制定车辆和动力总成技术的技术

路径。车队计算器可生成综合性车队组成，而车辆和动力

总成技术的减排潜力则基于 CO2 排放模拟 VECTO（车辆

消耗计算工具）计算。TCO 计算器提供全盘成本考虑因

素，包括燃料和能源成本场景。

要
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不能仅依靠

动力总成来实现。而是需要采用综合性

方法，其中包含经过 CO2 排放优化的内

燃机、完备的车辆测量方法以及合适的车队和零排放策

略。这就是 IAV 制定路线图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路线图来评估单项技术的减排潜力。 

针对以下考虑因素，图 2 提供了可能有用的技术包的概

览。图 3 显示了综合性车队组成在 CO2 减排方面可能带

来的好处。如图 3 所示，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大量的零

排放车辆 (ZEV)。此外，从 2025 年起，车队每年必须启

用百分之二的零排放 (ZEV) 车辆。否则，特定的 CO2 车

队值将会增加。 

短期内，在 ZEV 领域，电池电动车 (BEV) 可能会在城市

地区或枢纽到枢纽交通中取得相关的市场渗透。一辆 BEV 

每天可行驶多达几百公里，这在局部排放和行驶噪音方面

具有优势。它也获得了公众和政界的高度认可。第 4 级别

和第 5 级别车辆由于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在电动化领域

显得尤为有利。采用当前技术的 BEV 不适用于长距离重

型运输任务——其原因包括续航距离相对较短、因笨重电

池而造成的有效载荷方面的缺点以及当前的充电基础设施

不足等。因此，IAV 认为，到 2030 年，BEV 在第 4 级别

中所占的份额将达到 50%，在第 5 级别中所占的份额将

为 10% 至 20%。

从 IAV 的角度来看，老牌车辆制造商一定要快速果断地进

入替代驱动系统市场。一方面，CO2 立法将在 2030 年之

后变得更加严格（“欧洲绿色新政”）——这意味着在 与 VECTO 相关的车辆配置

2030 年后，技术领先者仍会在满足法律要求方面走在前

列，而存在技术差距的制造商在实现目标时将变得更加困

难。另一方面，这还可以巩固原本可能被新竞争对手占据

的细分市场。

通过优化空气动力学来减少 CO2 排放

许多新的车辆技术可以在不依赖动力总成的情况下以相

对较低的成本投入批量生产（图 2）。特别是在长途交通

中，空气动力学的优化能够开辟更高的 CO2 减排潜力。如

果牵引车和拖车在空气动力学上相互匹配，则可以实现两

位数百分比的燃油节省。但是，立法目前仅考虑了牵引车

单元。对这一点的改变可能会在审查 2022 年的预定 CO2 

目标值时得到实现。

在使用 VECTO 方法时，必须确定空气动力学参数。主动

系统（例如散热器百叶窗）只能在进行测量（常速测试）

时有限地使用。然而，有关空气动力学减排潜力（可以通

过规定的试验程序看到）的准确知识对于实现优化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这即是 IAV 开展大量系列试验的原因所在：

除了空气动力学减排潜力之外，轮胎以及速度轨迹调节也

能带来更多减排潜力。如果将所有可以归功于 VECTO 的

减排潜力累计起来，IAV 认为 CO2 排放可以减少 8% 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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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 第 5 级别车辆 10 – 20 %

发动机 -7 至 -10 % 必需

车辆 -8 至 -10 % 可能

使用现在的欧 VI 发动机也可以提高效率，但成本较高。因

此在 IAV 看来，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开发高效的柴油发动机 

(HED)。HED 设计为例如直列六缸发动机，12 l 级。较低

的发动机内摩擦确保了基础发动机能够实现较低的 CO2 

值。为了降低燃料消耗，燃烧过程的设计保持了一致性，

进一步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该驱动系统还具有从废气

中回收余热的功能，并辅以相变冷却。在 IAV 看来，HED 

发动机概念有望将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7% 至 10%。

它也可以用作 H2 燃烧概念的开发基础，从而可实现 ZEV 

状态。这就要求采用直接喷射系统，并对空气和废气的路

径进行调整。

基于综合车队的 CO2  减排潜力

效率措施和技术包

后视摄像头

可变进气口 雷达 / 激光雷达

相变冷却发动机带来

小格栅面积

高效内燃机（柴油、

H₂、eFuel）

空气动力学设计动力总成 ADAS

牵引车和拖车构成

空气动力学整体

一体式脚踏板

空气动力学车轮

先进的拖车空气动力学

轮罩

图 2：效率措施和技术包

综合车辆类别组成的具体方案

车队不同，因此，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目标的基础因制造商

而有所不同。以下方案（图 4 和 5），将使用典型的欧洲 

OEM 的综合车队组成作为基础。保有高比例的 BEV 车辆

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贡献最大。在

这两种情况下，在第 4 级别中所占份额应达 50%，在第 5 

级别中所占份额为 10%。在此基础上决定必须将哪些车辆

和动力总成技术引入车队。由于成本效益比的提高，必须

优先考虑车辆技术。它们均包含在两种方案中，使二氧化

碳排放量降低幅度达 8%。

IAV 认为，长远来看，燃料电池是移动出行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为了实现稳定的运行，燃料电池目前需要高纯度

的氢气（H2）。不过另一方面，H2 发动机也能够使用价

格稍便宜些的不那么纯净的氢运行，因此在考虑 TCO 时

具有更多优势。其开发周期短，能够相对较快地达到标准

的批量生产准备状态，因此可以在基础设施的开发中作为

燃料电池的先驱。

从长远来看，预计燃料电池系统将变得更强大、更耐用，

也会更加便宜。因此，它们将成为创新性驱动概念的首选

解决方案。燃料电池可能已经成为当今一些小众应用的最

佳选择。但是，它们目前还不是 VECTO 的主要因素。因

此对于车队来说，必须首先由立法者对此进行考量。因

此，在第 1 个方案中，H2-ZEV 技术的开发对目标的实现

起着核心作用。这包括在市场渗透率较低的情况下将面临

无法完成这些目标的风险（尤其是在 2025 年）。

通过并行开发 H2 发动机和高效柴油机，第 2 种方案还可

以利用 HED 的余量，实现 CO2 减排达到 10%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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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ZEV（零排放
车辆）

•	 H2 内燃机和燃料电池系统的开发

•	 保留当前的柴油发动机（不产生 

CO2 减排效益）

•	 主要通过 ZEV 实现 2030 年目标

方案 2：HED 和 H2 发
动机

•	 HED (CO2 减排达 10%) 的开发及其

在市场上的长期使用 

•	 H2 发动机和燃料电池系统逐渐取代

柴油发动机 

•	 通过 HED 和 ZEV 实现 2030 年目标

请观看我们在 YouTube 
上的视频获取更多信息！

IAV 虚拟

卡车开发

对
商用车和移动作业机快速、

高质量的整体系统模拟，并

且可与协同仿真和商购工具

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基于模型的开发工具链的

优势所在。通过使用 Matlab/Simulink 和 IAV 

自有库以及 GT-Suite，可以在短时间内创建

特定于具体客户的高精度模型。在整车仿真领

域超过 15 年的经验为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并且整个开发过程都有 IAV ZEYA 的助力。

对于商用车部门来说，在一个开发项目之初有

很多典型的问题需要讨论：什么样的动力总

成能够既满足客户要求又能符合法律规范？

如何优化操作策略？例如，必须采用什么规

格的电气元件？大量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未

来驱动选项，使得在开发过程的早期就这些问

题找到可靠的答案变得更加困难。IAV ZEYA 

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信息。在 IAV，从产品构

思一直到大货生产开始，始终都有 IAV ZEYA 

的帮助。“该工具专门用于商用车的整体能

量仿真，”IAV 的仿真工程师兼整车仿真专家 

Dennis Jünemann 博士解释说。“我们将自

己的库与商用车专用子系统结合使用，例如

带有拖车或十二挡换挡逻辑的汽车纵向动力

系统。”IAV 以单个商用车子系统的子模型为

基础，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创建了整个商用车

（例如卡车或农用拖拉机）的基本模型。它

们无需重大修改便能够适应客户项目的特定

要求，这意味着 IAV 进行的准备工作为客户

节省了大量时间。

与特定领域仿真工具的轻松组合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该工具得到了极大的增

强：一方面，其优化的总线结构使子模型之

间的连接更加良好。另一方面，仿真专家改

进了信号管理，确保实现低误差建模。“这

对于商用车领域的复杂模型至关重要，也是

不同团队之间合作的重要前提，”Jünemann 

解释说。“特别是对于新的动力总成，我们必

须以无错误信号传输为前提，对不同的工具

进行组合。”通常，IAV ZEYA 与燃料电池模

型、氢燃烧模型（与 GT-Power 协同仿真）

或电池电力驱动相连。

“鉴于动力总成的复杂性，当今快速且高质

量的仿真已不可或缺，”Jünemann 总结

道。“我们之所以开发 IAV ZEYA，是因为

市场上没有以此为目的的商业工具。借助集

成的界面，我们可以跨领域使用它，并且通

过仿真，能够很好地应对所有的新问题。通

过与综合部和测试部的同事进行合作，我们

还可以发挥协同效应，以最佳的方式对我们

的模型进行验证确认。”

联系方式：

dennis.juenemann@iav.de 

christoph.danzer@iav.de

从而能够确保实现 2025 年的目标。由于具有可替换的驱

动系统，因此该方案对快速、高度的市场渗透依赖较低。

同时，对于 CO2 法规不太严格的市场来说，HED 可以长

期作为基本引擎使用。不过应注意与 HED 系统复杂性相

关的成本风险。 

继续发展内燃机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从长远来看，有望实

现以油井到车轮 (well to wheel) 或生命周期作为考量基础

引入 CO2 排放目标。这将使 e-fuel 的使用成为可能，从

而在功能强大且高效的 HED 发动机中形成 CO2 的闭环。

需要适应性车队策略

为了实现欧盟商用车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制定适应

性车队策略，这取决于制造商的技术组合。现在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需要采用整体系统方法来限制不断增多的技术变

体所产生的成本。2030 年目标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车辆造型尺寸（空气动力学）、动力总成技术（HED 的

开发）以及 ZEV 目标开发的组合使用。不过，对所有潜在

可能的实际利用需要立法者进行充分考量。氢和 e-fuel 作

为即用型 (drop-in) 燃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至关

重要的是，所实施的解决方案必须得到客户的认可，因为

只有实际卖出去的车辆才能为资产负债表增光添彩。有一

点非常明确：“仅柴油机”策略是不会带来成功的！

联系方式：

hubertus.ulmer@iav.de 

tobias.toepfer@iav.de 

tom.george@iav.de

车队方案 1

车队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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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
卡车

对于欧洲卡车司机来说，前面的新鼻子可能是让他们最

为震惊的创新设计。由于法律法规的变化，它的长度现

在可以达到 80 至 90 厘米，这意味着未来在欧洲道路上

行驶的卡车将更像美国卡车。当然，还是会有区别：“与

往常一样，欧洲车型的前轴位于驾驶员较为后面的高度位

置，”IAV 商用车项目工程师 Olaf Jacob 说。“此外，欧

盟版本的轴距比美国卡车的轴距短。而且，后者仅适用于

双后桥 6x4 配置，这在美国很常见。”

在卡车的开发中，IAV 专家兼设计师 Nils Poschwatta 以以

下推动力为指引：降低 CO2 排放和车辆尺寸新规。“许多制

造商目前正在寻找可以减少燃油消耗的解决方案，”Jacob 

说到。“而这正是未来卡车彰显无数创新之所在。”

实现更佳空气动力学性能的造型尺寸

例如，与以前常见的前部设计相比，欧盟版本的鼻子和前

部车身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有了极大的进步。这两种版本都

对挡风玻璃进行了倾斜和弯曲处理，以优化车辆周围的气

流。但是，需注意避免产生副作用：新设计既不应导致向

外看时产生透镜效应，也不应导致驾驶室过热，避免给空

调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必要时，散热器格栅上的活动挡

板会打开，这也有助于改善空气动力学性能。最后一点，

取消传统的后视镜也可以降低行驶阻力。现在传统后视镜

的功能已被卡车两侧的摄像头所取代，这些摄像头从卡车

的两侧伸出来并且几乎不会阻碍气流。此外，基于摄像头

的系统视野更广，从而带来更高的安全性。

进一步拉低的挡风玻璃和较低的护栏线都有助于提高可见

度。此外，未来卡车还将安装行人检测传感器，以提高交

通安全性。同时还将集成其它的辅助系统，例如距离雷达

和紧急制动系统。夜视系统最优化是防止事故发生的另一

个因素，而未来卡车上安装的 LED 矩阵大灯能够做到这一

点。甚至是牵引车的灯带，其作用也将不仅仅是美观：它

围绕整个驾驶室布置，还可以用作日间行车灯、转向信号

灯和位置指示器。

可接纳不同的动力总成

未来卡车可以使用不同的动力总成进行操作，从而使其可

越来越严格的 CO2 限制以及车辆注册法规的变更：这些是

当前卡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IAV 以自己独有的卡车设计展

望未来，并已为美国和欧洲市场开发了两种版本。

17CO2 & 汽车   |   商用车16 商用车   |   CO2 & 汽车



Nils Poschwatta

在基尔的 Muthesius 应用科学大学学习

工业设计之后，Nils Poschwatta 在沃

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设计公司工作了八

年。在这期间，他打造了多款概念车和

量产车的内饰，包括 IROC、Scirocco 

和 Beetle。自 2009 年以来，他一直担

任 Modus GmbH 的董事总经理，负责 

Poschwatta 汽车部门。

以长久适应未来市场的需求。“这可以是一种高效的柴油

发动机，在未来几年可能会主导长途运输。”Jacob 说

道。“但是，当然，布局亦设计为可接纳其它替代品，例

如燃料电池、氢发动机或电池电力驱动系统等。”为了进

一步提高效率，可随时为卡车安装废热回收系统和相变冷

却系统，从而减少前部的进气口数量。 

对于 IAV 来说，未来卡车为与潜在客户进行洽谈提供了基

础。“一方面，该设计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另一方面，它

适合日常使用，并且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做好了进行标准生产

“别害怕不同寻常

的解决方案！”

N
ils Poschwatta 与 IAV 专家一起

设计了 IAV 未来卡车。在一次采

访中，他向我们讲解了就设计而言

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卡车才能在

将来一展所长。

通常您的设计主要是针对小汽车和摩

托车。那么对您来说，开发设计卡车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对我来说商用车并不是新鲜事物了，虽然到

目前为止，我只开发过轻型卡车整车，并且

只做过重型卡车的内饰概念设计。因此，IAV 

卡车项目是我第一次为重型卡车设计内饰。

这让我有机会为未来的欧版卡车进行造型设

计，而不是在现有包装上“仅”进行形式上

的更改。将在新样式中嵌入尽可能多的创新，

并在其中整合新的功能概念。我必须要使设

计符合当前的法律规定，并且还要满足空气

动力学的要求。有两个版本，欧盟版本和美

国版本。在项目进行期间，我与来自 IAV 专

家部门的许多同事一起工作。尽管 IAV 是一

家大型公司，但我们沟通起来始终简洁高效，

并能够快速地将所有要求付诸实施。这是一

项对精确度要求相当高的工作！

新设计与现有卡车有何不同？

在欧盟版本的车型中，最引人注意的新特征无

疑是前面的鼻子。它确保了更佳的碰撞表现，

其径向底座优化了空气动力学性能，并且使车

辆的外貌焕然一新。到目前为止，欧盟的卡车

往往看上去更像是“滚动的货架”。美国版本

的车型同样有着更优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表

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两种车型的挡风玻

璃倾斜得更多，并增加了一个坚固的底座，使驾

驶室和前部车身更像一个单元。不仅视觉上美

观同时还极具功能性的一大亮点是延伸到前面

以及格栅周围的灯带，其沿侧面继续延伸，并绕

过后部再次闭合。它可用作前区的日间行车灯，

并构成了卡车的前脸特征，而这通常由主大灯

定义。此外，它还承接了卡车的多种相关功能，

并可以通过可自由编程的 RGB LED 与周围环

境进行通讯。另一个创新的概念是（驾驶室）

入口高度。我们使用滑动门，这种形式在卡车

中尚未使用。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改善踏步台

阶或使进入驾驶室更为方便，还改善了停放的

卡车之间的通达性。

这样的卡车真的能制造出来并上市销

售吗？

是的，当然能。在设计之初我们就注重使每

一项内容都符合要求，确保车辆得到合法注

册。我特别注意不要在设计上出现问题，我

希望遵循能够通过审批的标准。而事实证明：

在符合法律要求的同时，你依然能够打破传

统，取得创新。这也是我对所有卡车制造商

的愿望：尝试通过创新满足规范，不要害怕

不寻常的解决方案！

联系方式：

poschwatta.de

的准备。“我们的一大优势是能够不受现有设计的束缚，

可以自由发挥，”Jacob 总结道。“目前，我们正将未来

卡车作为与 OEM 和供应商进行讨论的基础。它展现了 IAV 

有能力进行整体商用车的开发，并且与此同时，能够对物

流过程中不同的使用场景做出充分考量。”

联系方式：

olaf.jacob@iav.de 

robert.dolan@iav-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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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M 在选择技

术时需确保实现

最佳的终端用户

价值”

在
美国，相关的立法趋势使商用车制造商倍

感压力。Bob Dolan（商用车和政府项目

总监）在一次采访中报告了使该市场如此

特别的原因，以及 IAV Inc. 和德国 IAV 如何为客户在制定

技术决策和开发产品方面提供支持。 

当前的美国商用车 (CV) 市场是怎样的？

美国市场可以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重型和中型公路产品是

最受认可的，并且受到最严苛的法规要求的约束。非公路

产品的范围包括从改装的公路产品到排量超过 19 升的实际

工业发动机，这些产品已用于多种不同的专业应用，例如

固定式、轮式、履带式和船用。美国政府是商用车市场的

一个分部，包括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和国防部。而且，初

创公司（又称创新公司）构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商用车

分部，其高效的 CO2 和零排放解决方案已迅速进入演示阶

段。这一分部的特点是，投资界迅速将资金注入高时速团

队，而这些团队缺乏实现其目标所需的内部资源。IAV Inc. 

在美国的这四个商用车分部都进行着积极的商业活动。

提议的法规对您的客户有什么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当前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发布了很多措

施，而几乎每条措施都对我们客户的开发计划造成了复杂

的影响。例如，美国环保署 (EPA) 准备实施降低颗粒物 (PM) 

的要求，从 0.01 克/制动马力小时 (g/bhp-hr) 降至 2024 年

的  0.005 g。同时，还考虑将“可用的发动机寿命”从  

10 年或 435000 英里大幅延长至 18 年或 850000 英里，

并将与排放相关的保修期从 5 年或 350000 英里延长至  

14 年或 800000 英里。请记住，温室气体第 2 阶段仍在实

施阶段，以实现 CO2 减排。还有种尚未公开的可能，EPA 

正在考虑将目前的自愿性 CARB 超低 NOx 计划列为 50 个

州的强制性规定。单独地，这些举措中的每一项都促使我

们的客户投入到开发活动中。而从总体上看，这些举措的

推出突显了 IAV 及类似公司的重要性，客户需要我们在技

术选择和应用上为他们提供帮助，同时需要我们的专业人

员提供工程支持，以确保客户实现自己的目标。

美国的客户是否已准备好为环保解决方案支付更

多的钱？

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我可以简明的回答：很少。与乘

用车行业不同，商用车客户根本不会出于冲动或情绪化

而做出购买决定。总拥有成本 (TCO) 是车队经理在指定

设备时的主要考虑因素。为了说明市场挑战的严峻性，

可以以美国 8 级长途卡车普遍采用的 24 个月租赁模式为

例；TCO 考量表明，CO2 减排设备的附加成本在 24 个月

或 200000 英里内收回。相较于每加仑 2.50 美元的超低硫

柴油，这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通常只有通过新的立法

才能推动生产商采用变革较大的技术。考虑到竞争局面，

这凸显了汽车制造商在选择技术时，既要能满足未来法规

要求又要能使终端用户实现最佳价值的需求。像 Nikola 这

样的创新公司，寻求以创新方式应对新技术 – TCO 挑战。

他们将车辆租赁、H2 燃料和所有维护成本合并为单一租赁

付款，该租赁付款相当于全国清洁柴油卡车平均运营成本 

0.95 美元/英里。

在向新技术过度时，你们如何为客户提供支持？

我们有许多构建块，它们将使未来的商用车更加环保。以

我们的燃料电池开发足迹为例：IAV 为电池堆栈开发配备

了最先进的测试设施。现在，将该构建块与包括 IAV 电气

化动力总成功能的众多构建块结合起来，您会看到我们如

何在组件、子系统和整个系统开发方面进行定位以满足客

户的需求。另一个例子是车队仿真，它可以基于特定应用

的驾驶周期对单个技术和组合技术进行研究，以确定实现

符合法规要求的销售加权车队解决方案所需的技术组合。

除了直接的工程支持外，IAV Inc. 位于密歇根州诺斯维尔

的工厂还配备了四个中型和重型复杂瞬态排放测试单元，

我们极富才能的员工为美国客户的发动机产品开发活动、

后处理系统校准活动、OBD 开发和合规性测试提供支持。

美国的 IAV Inc.和德国的 IAV GmbH 之间会进行

哪些合作？

他们在商用车方面进行着出色的合作。实际上，许多商用

车客户都是全球参与者，我们能够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为

客户提供 IAV 团队服务。IAV 全球商用车团队以稳健且协

调一致的客户战略计划为行动力，我们经常进行定期沟

通，我们高效地利用相同的工作方法、协调获取材料、进

行深入的技术交流，进行市场营销和运用社交媒体，并且

我们在内部使用相同的项目管理工具。包括所有服务团队

在内，IAV 在全球拥有 8000 多名员工，并且幸运地，这

其中包括 300 多名商用车专家。因此，在满足全球客户需

求方面，我们有多种选择。我们提供双向支持，并且工作

关系非常的融洽。

联系方式：

robert.dolan@iav-usa.com

“我们有许多构建块，它

们将使未来的商用车更加

环保。”

Robert Dolan，IAV 商用车和	
政府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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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电驱动测
试台

创新型卡车信息 

娱乐系统 电动汽车正在加速发展。几乎所有制造商都准备在接下来的

几年在市场上推出新款电动汽车。且这一势头越发强盛。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这意味着对适用测试台的需求将不断增

长，用来对高压组件和电力驱动进行评估测试。传统的测

试台可进行所需测试，但是测试台的可用时间很少且相对

昂贵。为了解决这一方面的冲突，我们开发了 IAV Auros。

它是一种针对电驱动的移动测试系统，该系统易于运输，

并且包含高压测试所需的所有功能。使用我们的系统，

所有配有 63 安电源的房间都可成为潜在的高压测试台。

虽然该移动测试平台体积小巧，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性能。

它可以控制并监视单个电机或背靠背运作的双电机。因此

可以对机械功率高达 150 kW 的驱动马达（例如电动汽车

或混合动力的牵引驱动）进行测试而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不需要昂贵的测试台，例如用于耐久性测试的测试台。IAV 

Auros 可作为特定项目的定制服务包进行订购，也可作为

全功能测试台解决方案进行购买。 

联系方式：

auros@iav.de

灵活、有效且经济实用：借助 IAV 

Auros，我们为电驱动和辅助单元

提供移动测试台自动化。

未
来的商用车信息娱乐系统必

须能够调和 OEM、商用车

所有者和驾驶员之间不同的

需求。尽管现在许多驾驶舱仍以简化为主，

但未来属于明智的集成解决方案。IAV 能够

在架构、测试、集成以及用户界面等方面为

车辆制造商提供建议帮助。

无线电、导航系统、物流软件计算机：许多

卡车驾驶舱都装有各种不同的设备，其中一

些源自乘用车。“但这并不是理想的情况，

因为商用车需要自己的解决方案 — 例如，

在运输途中进行订单管理。”IAV 高级系统

架构师 Torsten Herrmann 说。“最好不要

简易拼凑，而要以明智的方式整合一切。”

但是，OEM、物流公司和驾驶员的要求存在

差异，因此必须进行协调。例如，OEM 想

要的是一种容易识别的设计以及多种变体，

从简单的收音机到长途车使用的信息娱乐系

统。另外，还需要有灵活的架构，使其能够

集成来其它外部供应商的模块。这很重要，

例如，为了记录冷藏卡车的冷链合规性或为

了能够从驾驶舱控制结构体。

“IAV 为整个开发链

提供全程支持 — 从

最初的研究、原型、

目标群体测试、HMI 
规范到 HMI 系列开发

和测试。”

这并不总是能满足客户的要求，例如货运代

理。“他们的车队通常有几个品牌的车辆，

每个制造商都为他们提供了自己的车队解决

方案，”Herrmann 说。“但是，这对希望

在车队中的所有车辆上使用统一系统的用

户没有帮助。因此，OEM 最好提供可以互

接的接口，使任何第三方解决方案都可以

作为开放平台连接到该接口。”

22 电子   |   商用车 商用车   |   确认 23



另一方面，对于驾驶员来说，卡车是他们轮

子上的家。驾驶时间也是生活的时间，因

此，信息娱乐系统必须同时满足两种功能：

一方面，它是工作的助手，但同时，也负责

路上娱乐。就具体情况来说，采用什么样的

设备取决于驾驶员实际在商用车上花费的时

间 — 长途运输时在卡车上的时间较多，而

送货服务时在车上的时间则较少。

灵活的“多盒”架构

因此，未来是属于模块化 E/E 架构的，该架

构将工作场所的逻辑域（例如高级驾驶员辅

助系统 ADAS、驾驶员仪表板和显示器）以

及用于集成第三方软件模块的域（例如物

流、车身制造商）与娱乐域分离开来。这

是满足不同的安全性和耐用性要求的最佳方

法。相应的硬件应包括几个可以根据特定要

求进行组合的盒子。鉴于商用车领域通常为

小批量生产，这种“多盒式”设计比“多合

一”设计更加灵活。“我们在此类架构问题

上为客户提供建议，但我们也进行商用车信

息娱乐系统的测试和集成，”Herrmann 说。

在人机界面 (HMI) 方面，大尺寸、可自由编

程的显示器正成为潮流，近年来在乘用车领

域也呈现同样的趋势。这种显示界面能够提

供更大的灵活性，且必须以直观方式进行操

作。在许多地方有的驾驶舱里面仍然有许多

的开关，而使用这种显示器能够大幅降低开

关的数量。此外，能够适应不同客户不同需

求的 HMI 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在这一方

面，IAV 为整个开发链提供全程支持 — 从最

初的研究、原型、目标群体测试、HMI 规范

到 HMI 系列开发和测试，”IAV 的 UX、HMI 

和仪表部门负责人 Marcus Heinath 博士

说。“我们能够从一个来源涵盖许多主题，

从而为我们的客户省去了大量的工作。”

联系方式：

torsten.herrmann@iav.de 

marcus.heinath@iav.de

andreas.gross@iav.de

可选式测试管理

商
用车的一大特点在于其种类

的丰富性。鉴于涉及的数量

较小，因此定制化的测试管

理不可或缺。IAV 在整个开发过程中都使用

了影响分析，以尽可能减少与安全测试和汽

车确认相关的工作。

牵引车中不同数量的轴、多种多样的上部结

构、或者相同动力总成安装在不同的底盘中：

商用车领域的多样性远比乘用车领域更为明

显。”我们需要应对的是许许多多的机械变

体，”IAV 功能安全和概念部门负责人 Rene 

Zschoppe 说道。“这意味着同样的基础车

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车身，例如翻斗卡车或

起重机。”而与此同时，开发成本只能分摊

在数量小得多的车辆上。因此，需要一种能

够避免不必要的工作并尽可能重新利用现有

成果的方法。

仅进行真正必要的测试

这适用于整个开发过程，甚至可一直到批量

生产即将开始前，即安全测试和确认调查都

已提上日程之时。“我们使用影响分析来明

确所进行的更改会产生哪些影响，例如对安

全概念的影响，”Zschoppe 解释说。“除

其它因素外，在基于所得结果的基础上，可

以确定究竟需要对车辆衍生品进行哪些测试，

并在测试执行阶段主要专注于这些测试。例

如，如果修改了上部结构，可能无需对动力

总成做相应更改，但我们必须对制动、电子

稳定控制系统 (ESC) 和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的变化进行详细测试。

在影响分析中，IAV 的专家会仔细研究每一

处变化，并决定根据当前标准这一变化是

否引起了新的测试需求，以及如何最有效地

执行这些测试：根据从影响分析得出的验证

和确认目标，虚拟方法通常是显而易见的选

择。尽管它们不能代替每一个真实的测试，

但只有少数测试目标完全排除了使用虚拟方

法的可能性。 

“相对便宜且快速的虚拟方法非常有用，特别

是在开发项目的早期阶段。”IAV 的自动驾驶

确认和自动化部门负责人 Thorsten Scheibe 

说。而且，可以轻松扩展它们，使其能够在

调查中对超出其实际限制的参数空间进行智

能检查。“这意味着其结果可以覆盖更广泛

的应用范围，因此，可以减少已调查部分因后

续变更所需的测试工作。”Scheibe 说道。

“对于每个客户，我们都针对已确定的验证

和确认目标开发了不仅有效而且高效的测试

管理系统。”Zschoppe 补充说。当然，IAV 

还考虑了当前的标准，例如在功能安全领

域。随着 ISO 26262 标准的修订，汽车装

配商在这方面需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必须

亲自进行危害和风险评估，并为其供应商提

供其开发工作的要求规范。“最后，装配商

必须检查是否已经达到指定的目标。因此，

功能安全性现在可以更好地集成到开发过程

中。”Zschoppe 说。“通过我们量身定制的

测试管理系统，我们能够帮助汽车制造商、

装配商和供应商以最小的工作消耗满足所有

的规范要求，”Scheibe 补充道。

联系方式：

rene.zschoppe@iav.de 

thorsten.scheibe@iav.de

“对于每个客户，我们都

针对已确定的验证和确认

目标开发了不仅有效而且

高效的测试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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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性的提高，针对汽车的犯罪活动也更加多元化。

因此安全保障日益成为制造商及其供应商的重中之重。此

外，联合国法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 IAV 正积极应对这

一挑战。

让黑客无可乘之机

没
有驾驶员愿意经历这样的事情：2015 年，

《连线》(Wired) 杂志的两名黑客展示了坐

在沙发上对吉普切诺基进行远程攻击。两

人从远程控制了车辆，关闭了发动机，停用了制动，并对

车子的转向进行干预。这怎么可能呢？汽车控制单元架构

未能得到 Wi-Fi 和移动通信方面的周全保护，而遭受攻击

的另一个原因是软件更新的安全性不足。一系列安全缺陷

使两名黑客通过无线电控制了车辆。

如今，许多汽车制造商及其供应商都不得不面对安全保障

的问题：根据《2020 年上游安全全球网络安全报告》，

在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已知的网络安全攻击数量增

加了七倍。这是因为随着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将汽车作

为攻击的目标以及对汽车实施攻击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

无论是通过车钥匙、Wi-Fi、蓝牙还是与移动通信联网的物

流系统，仅略举几例。而且在将来，这一问题可能还会扩

大而不是缩小：今天，越来越多的功能正在域计算机上组

合。将来，这些将至少部分外包给云，这也为网络攻击创

建了新的攻击目标。 

将安全保障与安全性相结合

如何预防？重要的一步是将安全保障与安全性（即网络

安全保障和车辆安全性能）结合起来。攻击者只需要找

到一种攻击车辆的方法便可进行攻击，而开发人员则需

要了解所有这些方法并为它们提供防护。这意味着远程

攻击能够有针对性地渗透到汽车的安全系统中，如上例

所示。因此，安全性与安全保障密切相关，虽然过去通

常将它们分开考虑。

IAV 在以下方面具有
特殊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 

•	 建立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	 威胁与风险分析

•	 创建流程级、产品级和信息级	

网络安全概念 

•	 具有域分离的汽车架构设计

•	 密切关注黑客发展、CVE 和 

CWE（尤其是 FOSS 软件）

信息

•	 渗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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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所有动力总

成和能源类型做

好准备
IAV 的测试台产品组合堪称完美。无论是内燃

机、燃料电池驱动系统还是电池电动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家都可以对所有推进系统进行测试，因

为他们已经面向未来做好了万全的测试准备。例

如，在我们的 Stollberg 电动车卓越中心配备了

电动车轴测试单元和电池测试台。在 Gifhorn，

我们有两组测试氢驱动的设施。而在柏林，我们

可以对合成燃料进行测试。

“无缝测试是

关键”

I
AV 测试中心和动力总成系统开发高级

副总裁 Andreas Geistert 谈到了 IAV 的

测试台和即将面世的各种类型的商用车

动力总成。

是什么让 IAV 的测试台如此出众？

首先，我们在柏林、Gifhorn、Stollberg 和

密歇根州的 Northville 四个地点都配备有测

试台，用来测试各种组件和鉴定多种性能等

级。这使我们能够满足所有客户的要求。我

们还通过运行在现实条件下与冷却液或机油

调节相关的真实驾驶参数将测试台与仿真方

法结合起来，并始终使用最先进的测量技术。

你们提供哪些服务？

从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我们为客户提供全

程支持。如果客户有需要，我们甚至可以陪

同他们进行认证。这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

无间断的连续服务。我们始终与专家部门的

同事紧密合作，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 工程

与经验的紧密互动。国际市场上也是一样：

凭借我们在美国的测试台以及与其他国家/地

区合作伙伴的合作，我们始终在客户触手可

及的地方。

联合国也对此进行了干预，以进一步改善汽车的网络安全

保障：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了有关网络安全保障和

软件更新的综合法规，现在制造商和供应商必须遵守这些

法规，因为这些法规自 2022 年开始将与型式认证相关，

自 2024 年开始将影响所有新的注册。

共同的责任

新法规的重点是促进制造商、分包商、供应商以及潜在的

第三方在将来共同负责提高汽车系统的安全保障。在这种

情况下，所有参与方都必须证明他们符合官方要求的安全

保障原则。将来，汽车架构的设计必须满足这样的要求：

即使一个组件被攻克，也无法通过该被攻克的组件去攻击

下一个组件。此外，在将来，公司还应采用数字方式对汽

车整个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进行监控，并相应地对突发事

件做出及时应对。

网络安全要求

车辆具有：

•	 配备了域分离的架构

•	 对关键汽车系统的安全保护，例如对以

下方面有影响的系统：

	- 外部接口

	- 安全性（包括纵向和横向加速）

	- 可用性（包括防盗保护）

	- 型式认证

	- 排放

	- 个人信息

•	 操纵检测（入侵检测）

•	 通过的渗透测试

网络安全要求公司：

•	 建立网路安全管理系统 (CSMS)

•	 引入程序和责任人（职能角色）

•	 对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进行安全保障

管理

•	 识别、评估风险并积极应对风险

•	 监控攻击、威胁和漏洞（例如，黑客入

侵成功案例、量子计算机）

•	 持续评估上述措施的有效性

•	 始终做好应对（检测到的和有威胁的）

攻击的准备

•	 即使在 EOP（车型停产）之后也可以快

速部署安全补丁

UN-ECE WP.29: 
网络安全新规 (CS) 

汽车开发的艰巨任务

这对于所有相关方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包括 IAV。例

如，必须检查所有与安全保障相关的 ECU，并且必须添加

例如专用的通信安全模块（如 Autosar SecOC – 安全车载

通信）等功能配置。新标准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客户流程：

这意味着风险分析将成为未来每个系统和每个功能的核心。 

IAV 已经在努力解决这种复杂性并着手实施新标准。例如，

目前 IAV 正在与客户一起重新定义流程和角色。我们还通

过安全培训和风险分析来扩展员工的方法专业知识，这已

成为我们日常开发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在实施该指令方面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目标很明确：我们不会给黑客留下

一丁点儿的可乘之机。

联系方式：

jean.wagner-douglas@iav.de 

friedhelm.laubenstein@iav.de 

hauke.petersen@iav.de

您如何评价你们对新的动力系统的测

试能力？

我们可以测试所有的动力系统，无论它们是

由柴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合成燃料还

是氢气驱动。当然，我们还配有针对电池驱

动的测试台，如需要，我们可以使用真正的

电池进行测试。因此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

的种类多样的商用车驱动系统，我们已经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联系方式：

andreas.geistert@ia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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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全程 

数字化

最适合这个客户？哪种电池尺寸最为合适？车辆在实际运

用中将如何使用？那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公司将可以优

化其客户的总拥有成本。

使“长途司机”职业更具吸引力

驾驶员也同样受到商用车数字化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场所

正在发生改变，并且越来越成为一个移动的办公室。“将

来，他们会在挡风玻璃上看到消息，例如，优化路线规划

的消息，”Schultalbers 说到。驾驶员、车辆和后勤计划

构成的网络协作正普遍愈发强大，而这正是该网络的一部

分：为了尽可能避免空载，将对订单和车队进行实时同

步，并借助人工智能的支持。”这将不仅提高车队的盈利

能力，而且还将提高“长途司机”这一职业的吸引力：长

途司机正加速从司机转变为物流经理，技术的发展为他们

配备了工具装备，使他们能够在物流链中以最佳方式定位

自己和他们的公司 — 鉴于该领域缺乏新的人才，这是一

个重要的信号。

自动驾驶将对整个物流业产生重大影响。4 级 和 5 级的高

度自动化驾驶功能可能会首先进入商用车的标准生产，因

为这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在“HEAT”（汉堡电力自

动运输）资助项目中，IAV 展示了如何将自动驾驶公交车

整合到主要城市的交通中。这些经验也可以运用到其它商

用车和应用场景中。

“目前我们收到许多有关数字化方面的咨询，我们可以在

整个开发链中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并且可以一直延伸到

为车队运营管理提供支持。”Schultalbers说“形势已很明

显：数字化方法和流程正向商用车奔涌而来。IAV 拥有高度

多样化的技术套件，可用于多种领域。从客户的反响可以

看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联系方式：

matthias.schultalbers@iav.de

数字化大趋势也是商用车行业的一个重要主题 — 从新车

开发到驾驶员的工作场所再到自动驾驶。IAV 使用最先进

的数字工具，并向客户提供模块化技术套件，从而为客户

创建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用于商用车替代驱动的虚拟工具

这也适用于在原本为柴油发动机设计的现有汽车平台中

安装电动传动系统。商用车平台的使用寿命通常在 20 到 

25 年之间，因此即使平台的计划使用寿命已过了一半，

切换到“零排放”驱动系统仍然值得去做。“在这里，

我们也使用数字工具，例如整合新的动力总成，检查对

整车的影响，以及对虚拟耐久测试中的各个变体进行确

认。”Schultalbers 说。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实地车队数据进入开发流程，为

验证确认和安全防护提供支持。而且它也可以为商用车

客户提供预见性维护信息。“所带来的好处包括可以对故

障的严重性、优先级和起源点进行确定，并在必要时对车

辆可用性限制进行预测，”Schultalbers 说。“仪表板可

以为车队操作员提供所有车辆状况的总体概览，从而防止

故障的发生。这使我们能够计划车间停工并提高车辆利用

率。”最后，未来的汽车可以针对各自的应用场景进行优

化定制，并且可对重要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哪种驱动

数量小、变化大、对可靠性和耐用性的要求特别高：商用

车对开发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在应用和防护等问

题上。“我们无法在原型真实环境测试中测试所有种类的

车辆变体，”IAV 动力总成机电一体化执行副总裁兼 CDO 

Matthias Schultalbers 解释说。因此多年来，虚拟开发方

法以及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一直在这里起着核心作用。”

这样中期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并且无论哪种车辆变体都

能始终保持优良的品质，这可以为 IAV 客户带来实实在在

的益处，即使这些变体不能建造为测试车辆。“这对现在

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课题，”Schultalbers 说到。

IAV 的工程师使用数字孪生方法来验证和确认 ECU（电子

控制单元）或整个 ECU 网络。但是越来越多的功能开发和

校准活动也正在转移到虚拟空间中。“随着商用车动力总

成的电气化，这种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IAV 商用车电

动车业务开发总监 Florian Brandau 说。“毕竟，我们所

面临的是要积极应对高度的技术创新性，以便我们可以更

好地掌握数字工具。”

“形势已很明显：数字化

方法和流程正向商用车奔

涌而来。IAV 拥有高度多样

化的技术套件，可用于多

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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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移动的新动力

电
驱动是减少  CO2 排放的重要工具。然

而，由于其能量密度低，电池尚未成为

许多商业应用的首选。因此，不同的商

用车驱动系统的混合使用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氢气将作为

能源载体发挥关键作用。但是，重要的是采取跨领域视角

并快速做出开发决定。 

除柴油外，电池电力驱动和氢气也将在未来的商用车中发

挥关键作用，后者将用作内燃机的燃料或燃料电池的能源

供给。“未来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灰色的。”IAV 商用车

高级副总裁 Jörn Seebode 博士说。“对于商用车来说，

我们面对的不同的应用程序和使用情况如此之多，以至于

没有一种最佳驱动系统能够适用于所有商用车种类。在哪

种情况下哪种驱动是最佳的，这是由具体应用场景中所需

的特定负载集合来确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以技术视角对这

方面进行公开讨论如此重要的原因。”

欧盟的 CO2 规范增加了制造商的压力，也给氢能源移动出

行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它可以有效地应用于电池电力驱动

系统存在系统性缺陷的地方，例如长途重物运输。从技术

上讲，氢内燃机和燃料电池已准备就绪，可以针对商用车

进行标准生产，并且在几年内，其总拥有成本 (TCO) 也将

达到与柴油同等的水平。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各不相同：就

排放而言，燃料电池表现更好，因为它不释放氮氧化物、

颗粒或碳氢化合物，因此不需要排气后处理系统。但是在

某些应用中，内燃机则更具优势。这也使其成为短期内对

于碳中和商用车应用来说比较受欢迎的候选者。 

利用现有技术

而且，它与柴油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并不要求全新

的技术。氢燃烧发动机可以比燃料电池更快地投入批量生

产，因为它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和产能。这也将使我们能

够保持与 OEM 和供应商的价值创造，”Seebode 说。 

“燃料电池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也可以利用一些组件，

例如用于冷却或供气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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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原则上商用车的替代驱动是可用的，但仍然缺乏足够

的燃料补给基础设施：在德国，大约需要 1500 个加氢站才

能使新能源更具吸引力。多年来，“绿色”来源的氢气供

应一直在增长，通过电解将多余的风能或太阳能转化为富

能气体，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氢的生产。但是，也存在对能

量载体的竞争。“氢不仅仅是汽车行业中绝对需要的能量

载体，而且还是化学工业中重要的原材料。”IAV 动力总成

高级开发高级副总裁 Marc Sens 解释道。因此，我们必须

保证足够的氢生产能力，以便将来也可以稳定地供应汽车

领域。”“在这方面，IAV 也正考虑分布式制氢解决方案，

例如使用合成气制氢，而合成气又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有机

废物制得。”Sens 补充说道。

需要跨领域思维

因此，就整体系统和流程而言，跨越所有领域进行思考变

得愈发重要：例如，未来必须进一步提高电解槽的效率，

才可以通过绿色电力获得尽可能多的氢气。IAV 可以在这

方面以及其它方面为客户提供支持：“一方面，我们在移

动领域拥有专业知识，非常了解车队运营商的需求，”燃

料电池和氢能移动部门主管 Ralf Wascheck 说。“但是我

们还可以提供风力发电和制氢领域的工程技术，因此可对

整个价值链进行充分考量。这种对所有相关领域进行全面

思考的方法使我们能够为每一位用户开发出理想的移动出

行理念。”“将来，当立法者要求进行生命周期分析 (LCA) 

需考虑生态足迹的所有影响因素时，这种跨越所有领域

进行全面思考的方法将变得更加重要。”Sens 补充道。

但是，OEM 也需要贡献一臂之力，帮助氢能移动出行取

得突破。“他们必须为客户提供新的理念，向客户出售

移动出行的概念，而不仅仅是车辆，”Wascheck 说道。 

“像 Nikola 或 Hyundai 这样的先锋公司就是这样做的，而

这种无所不包的一揽子方案是成功的关键。这些事例已经

表明，在接下来的几年，变化的发生将不是线性的，而是

颠覆性的。”IAV 为 OEM 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以帮助他

们成功应对严峻的形势变化。

时不我待

“氢能移动对于未来的商用车不可或缺，”Seebode 总结

道。“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因为对环保能源

载体氢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Wascheck、Seebode 

和 Sens 都一致认为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开发市场潜力。 

“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四到五年内未能向市场上推出氢能

汽车，那对我们来说将是为时已晚。”Seebode 说。“因

此，我们希望与客户一起深入推进这一项目，并尽快将解

决方案付诸生产。”

联系方式：

joern.seebode@iav.de 

marc.sens@iav.de 

ralf.wascheck@iav.de

Gifhorn 和 
Karlsruhe 拥有 
相似的思维理念

I
AV 与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 大学卡尔

斯鲁厄理工学院 (KIT) 的活塞发动机研

究所 (IFKM) 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氢燃

烧工艺。在一次采访中，Thomas Koch 教

授（KIT 活塞发动机研究所所长）和 Reza 

Rezaei 博士（IAV 商用车高级燃烧开发经

理）讲述了他们的合作。

IAV 和 KIT 具体在研究什么？

Rezaei：我们通常与大学紧密合作，学习最

新的方法并积累专业技术知识，以便日后运

用在客户项目中。IAV 和 KIT 在重型应用的

氢燃烧工艺开发领域已经进行了大约两年的

合作。为了实现目标，我们对重型单缸发动

机进行了实验研究。

为什么现在正是进行此类研究的正确

时机呢？

Koch：针对重型汽车的政治和立法趋势正在

朝着进一步收紧全球 NOx 和 CO2 排放限值的

方向发展。减少 CO2 排放的一种方法是使用

氢气作为替代燃料。然而，这也带来了许多

挑战，例如燃烧异常或排气后处理系统的开

发，与柴油发动机相比，需大大简化排气后

处理系统，以符合实际驾驶排放标准 (RDE)。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透彻了解发动

机内部的氢燃烧过程，并需要进行大量的研

究来优化这一过程。

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

Rezaei：作为合作的一部分，我们研究了两

升重型单缸发动机的氢气燃烧过程。在定义并

实施了避免爆震和提前点火的优化措施后，

我们能够将指示的平均压力（作为扭矩和功

率的度量）提高到 19 bar 以上。此外我们还

成功开发并实施了许多措施，例如通过消气

和排气再循环最大程度地减少氮氧化物。

Koch：我们目前正在开发氢直喷技术，以

进一步减少燃烧异常，提高发动机性能并降

低氮氧化物。第一步，我们提出了一种高达  

50 bar 的喷射压力构想。下一步，我们将

共同研究 200 bar 以上的氢气高压喷射和

扩散燃烧。

与 IAV 的合作是如何运作的？

Koch：从大学的角度来看，进行可信任的

交流、深入的讨论和批判性分析非常重要。

只有对分析结果进行批判性分析，工程师才

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研究和开发都

适用。Gifhorn 和 Karlsruhe 拥有相似的思

维理念，这在建设性合作中使我们双方都

受益匪浅。

联系方式：

ifkm.kit.edu

reza.rezaei@iav.de

Thomas Koch 教授，KIT  
活塞发动机研究所所长

“氢能移动对于未来的

商用车不可或缺。但在

这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可

以浪费，因为对环保能

源载体氢的竞争将会越

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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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V Teslin：最大化提升

测试和评估效率 

目
前在将数据存储在驱动器

或多个数据库中之前，通

常 使 用 多 种 工 具 （ 例 如 

Excel、Word 或 PowerPoint）对功能或

耐用性测试的数据进行记录。这个过程不仅耗

费时间还容易出错，而且即使花费了大量的人

力也很难对不同的耐久测试进行比较分析。 

IAV Teslin 弥补了这些缺陷。该智能工具可

以管理中央服务器数据库中的数据，并可以

在客户端（Windows 或 Linux PC）上直观

地使用，方便进行后续分析、比较和报告。

为 OEM、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工作的组件所

有者和诊断专家从而能够大大提高效率，并

提高测试期间和之后的评估可能性。除了标

准化的数据记录，该工具还根据客户或项目

需求提供了灵活的附加件。此外，IAV Teslin 

可以生成各种格式的半自动化报告，并且可

以轻松比较不同测试程序中的测试样本。通

过接口可以将该工具顺利地整合到现有系统

环境中。 

非汽车行业的客户，在产品测试后或耐久测

试后对他们的产品进行诊断或评估时，也将

从这些优势中受益。IAVTeslin 自 2014 年以

来已在 IAV 投入使用且富有成效。经过不断

的优化，它已在众多客户项目中证明了自己

的价值。 

感兴趣？希望为您快速安排在线演示且无附

加义务，只需联系 teslin@iav.de。

展望未来：新

技术的成本收

支平衡

O
EM 希望为客户提供环保型汽车，同时降低客户

的总拥有成本 (TCO)。零排放汽车可作为解决

方案，但是新技术在初期常常比现有技术更加

昂贵。借助 TCO 计算器，IAV 可以计算出对于某一具体使

用情况，哪种驱动最为划算，从而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

将来，许多驱动选项将彼此竞争以获得买家的青睐。因

此，最大的问题是：在未来几年，车辆制造商及其客户 

（例如车队运营商）应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能具备提供或

利用最佳 TCO 方案的能力？回答这一问题绝非易事，因为

有些信息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例如某一能源的价格以及

国家补贴将会如何变化。

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用来计算不同方案从而使人们能

够进行客观比较的工具。IAV 的 TCO 计算器正具备这样

的能力：输入方面，它需要诸如卡车的购置费用和基于

距离的通行费成本之类的数据。然后可以将其用于检验

各种可能的情况，并根据当前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做出产

品开发或购买决策。

CO2 价格情景分析

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是将来 CO2 的价格。“这主要取决于

立法者，因此这是最大的政治影响因素。”IAV 商用车电

动车业务开发总监 Florian Brandau 说。“可以肯定的是，

柴油将变得更加昂贵，但没人知道事情的具体走向，因为

未来的政治动荡和全球油价可能会对此产生重大影响。专

家们预测，到 2030 年，每吨 CO2 的价格将在 60 欧元至 

170 欧元之间，中值每吨 120 欧元。对于柴油而言，这意

味着：十年后，每升柴油的成本将提高 19 至 54 分钱。中

值为每升增加 38 分。根据电力结构的不同，电池电动车也

会受到 CO2 成本的影响。

相应的价格分析预测，到 2030 年，外部资源（例如高速

公路）的电价为每千瓦时 24 至 28 分钱；预测中值为每千

瓦时 26 分。另一方面，氢的成本预计到 2030 年将大大下

降：今天，它的价格为每公斤 9.50 欧元；到 2030 年，预

计价格将在每公斤 4 到 6 欧元之间，预测中值为每公斤  

5 欧元多一点。比较来看：就能含量而言，一公斤氢等于

约 3 升柴油，但是燃料电池效率更高，使得二者的效用

系数大概为 4.5 升柴油比一公斤氢。“这就是为什么与柴

油相比，每公斤不到五欧元的氢气价格是不可思议的低门

槛。”IAV 的预测基于对公共信息的亲身研究。

不过，TCO 计算中还包括其它因素。对于不同类型的驱

动，驾驶员的人工费用没有差异，而对于电池电动或燃料

电池汽车，维修和保养费用较低。购置成本则相反：电池

电动和燃料电池商用车目前的价格是柴油车的三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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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热管理的整体方法

热管理对电动汽车尤为重要，因为必须对组件

的便利性、范围、充电系统、操作策略和温

度控制的要求进行协调。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冬天，驾驶员在车子启动时想要一个温暖

的驾驶室，但同时电池也应尽快达到 20 至  

35 度的最佳温度范围。辅助电加热器可以加

快储能单元预热的速度，但这是以牺牲温度

范围为代价的。

IAV 运用整体仿真方法，依靠经验丰富的员

工队伍（从硬件和系统开发到应用保障），

对电动力商用车进行主动热管理。我们的专

家使用商购和专有工具，将相变冷却、相变

材料等新技术或新设计的热管理系统应用于

批量生产。“始终将重点放在系统优化上，

例如，通过使用空调来控制组件温度。”IAV 

动力总成能源与热管理经理 Ronny Mehnert 

解释道。

联系方式：

ronny.mehnert@iav.de

此，国家应在过渡时期内补贴这些新技术，以抵消额外的

成本。”Brandau 说。“例如，可以通过免收通行费来做

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从长远来

看，即使没有国家援助，新型发动机也一定能够收回成本。

就 TCO 而言，到 2024 年在许多应用中柴油机

将落败。

根据上述前提以及立法者在购置和通行费方面可能采取的补

贴策略，以及根据当前所知的信息，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到 2024 年，在许多应用中电动汽车将比柴油机更为便宜，

而四年后燃料电池汽车也将如此。在这十年中，两种替代

驱动系统之间的竞争也将决出胜者：自 2029 年开始，燃料

电池可能在长途运输上比电池电动版本更便宜。其原因之

一是能量存储：商用车的电池笨重且昂贵，此外还必须将

高差异性转换为小批量生产。“而燃料电池能够在路途中

补充燃料，因此特别适合长途运输的重型卡车，”Brandau 

说道。“但是，如果您自己发电或可以非常便宜地购买电

力，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电池电力版本会更便

宜。”但重要的是，一旦某个参数发生变化，替换驱动的 

TCO 曲线就会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检查

所有前提条件并在必要时重新调整它们的原因。

当前情况下的 TCO 计算器的数字表明，在未来十年内可以实

现交通转向。“就汽车而言，变化将发生的非常快，因为新车型

已经推出，例如大众汽车的 ID.3。”“根据 ADAC 从 2020 年 

9 月开始的研究，其总拥有成本已经低于柴油或汽油发动机

的总拥有成本。”因此降低商用车领域的驱动系统成本也很

重要。“目前成本仍然太高了，我们已经有了革命性的进展，

但是一切都还非常新。”Brandau 说道。“对于柴油机来说，

另一方面正以进化的方式对成熟的基础设计进行进一步的开

发，这意味着所需的工作将更少。”

基础模块作为开发蓝图

对于 OEM 而言，将新技术快速推向市场至关重要。否则，

他们可能会失去竞争力并面临来自新竞争者的挑战。“但是

与 IAV 合作，我们的客户不必从头开始，”Brandau 说。 

“我们拥有基础模块，可以作为电动汽车入门的蓝图。这

样，客户便无需自己动手做所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一起快

速制定所需的解决方案，为大货生产做好充分的准备。”

联系方式：

florian.brandau@iav.de 

rico.resch@iav.de

“但是与 IAV 合作，我们的

客户不必从头开始。我们

拥有基础模块，可以作为

电动汽车入门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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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特殊任务

的成熟电池系统

作
业机通常只小批量生产，其它商用车在使

用寿命期间可进行电动力改造。在这两种

情况下，都需要一个模块化的电池和电池

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灵活地适应各自的要求，并且无需

费力即可集成。IAV 具有技术上成熟的解决方案，除其它

外，能够实现多种电压和功率水平。

“对于卡车等体积相对较大的情况，OEM 可以自己满足

电池和电池管理系统的需求，”IAV 电池系统开发负责人 

Thomas Henke 博士解释说。“但是，此类产品不适用于

作业机器和特殊机器。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解决方案，

可以将电池系统轻松集成到商用车中，无论是在新车中还

是作为翻新车的解决方案。

电池单元模块来自成熟的制造商，可提供各种电压和功率

等级。它们可用于满足各种性能要求（例如，在能含量、

最大输出或快速充电能力方面），并且通过使用多个电池

包，始终可以最佳地利用给定的安装空间。IAV 开发的电

池管理系统 (BMS) 能够支持不同的电池拓扑：最多可以选

“我们因此开发了一种解

决方案，可以将电池系统

轻松集成到商用车中。”

择在车辆中并联或串行连接四个电池组。另外，每个电池

组又可以在内部细分为四个分电池，每个分电池最多具有 

112 个电池单体，因此可以实现高达四兆瓦的系统输出。

已推出第四代电池管理系统

除了灵活的电池拓扑之外，IAV 的电池管理系统还允许使用

可互换的电池：如果能量存储单元为空，则可以在例如停

车场中快速、轻松地用已充电的电池将它们替换。BMS 在

技术上也很成熟：“我们从事电动传动系统已有 15 年的历

史了，因此我们的电池管理系统已进入第四代，”Henke 

说道。“将来，我们希望对其进行扩展，为其引入其它功

能，例如，使用人工智能确定电池老化情况。目的还在于

将 IAV 解决方案的生态足迹降至最小。与电池制造商和回

收公司一起，我们的目标是在优化电池生产的同时，能够

保证最大程度地提高回收率。

“我们的解决方案已经在轻型商用车的原型中使用，并且

我们正在与其他客户进行业务沟通，”Henke 总结道。 

“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为批量生产做好准备，从而缩小当

前作业机以及特殊机器的电池系统的差距。”

联系方式：

thomas.henke@iav.de

michael.clauss@iav.de

最大程度降低

废 气 再 循 环 

积碳

废
气再循环 (EGR) 是减少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

的有效、可靠的方法。但是，它可能导致 

EGR 冷却器和 EGR 旁通阀产生积碳。IAV 

会详细检查和模拟该过程，从而使专家们能够在 EGR 的最

佳利用方面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支持。

柴油发动机在任何操作条件下都必须遵守严格的氮氧化物

排放限值。废气再循环可以降低燃烧室中的温度，因此可

替代 SCR 系统或作为 SCR 的辅助。但是，除了燃油消耗

略高之外，它还具有另一个不利的副作用：它导致 EGR 冷

却器和 EGR 旁通阀积碳，并干扰发动机中的热力过程。

“最大的问题是长链碳氢化合物，特别是在低负载下，它

们会结垢并粘在 EGR 冷却器上，”IAV 动力总成动力与热

管理经理 Ronny Mehnert 解释说。“这导致横截面减小，

并干扰控制系统。最后可导致组件完全失效。”废气中的

烟灰还会给 EGR 组件带来压力：它会沉积在壁上并减小横

截面，从而损害组件的功能并缩短其使用寿命。

测试与仿真相结合

IAV 希望缓解该问题，因此正在对所涉及的过程进行详细的

检查。EGR 管中碳氢化合物和烟尘的测量结果可作为精确

积碳模拟的输入值。通过将测试和模拟结合起来，专家可

以预测哪些区域特别危险，以及如何控制或消除积碳。结

果表明，例如，在低温下（例如在低负荷运行中），EGR 

率从 25% 增至 30% 会导致沉积物增加一倍。耐久性测试

可用于确定 EGR 组件在不同条件下能正常运行多长时间。

“不能彻底避免积碳，”Mehnert 说。“但是可以采取一

些措施：例如，我们可以告诉客户在发动机图的哪些区域

中有足够的免费资源来再生 EGR 组件。这样，我们可以消

除百分之十的积碳。当然，也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通过

使用智能校准来避免特别关键的图区域。”

整个 OEM 车队一瞥

IAV 已经在客户项目中运用了它的研究成果，例如 EGR 

组件和系统的最佳几何设计和热设计。“我们还研究了

整个的 OEM 车队，并向他们指明具有特别关键驱动概念

的车辆，这些车辆在应用过程中仍有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潜

力，”Mehnert 说。“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废气再循环系

统得到最佳的利用，从而使他们的柴油发动机更加环保。”

联系方式：

ronny.mehnert@iav.de 

philipp.zumpf@ia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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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uel 将是我

们的理想燃料”

对于非公路汽车来说，其所面临的特殊挑战是什

么呢？

不言而喻，非公路领域与公路领域有着极大的不同，主要

是因为其丰富的多样性。非公路领域中的机器有些是截然

不同的，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负载曲线，而发动机必须满

足这些负载曲线。变体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很难控制和

把握。另一个问题是坚固性：我们必须应对强劲的制动和

加速过程，在不发达地区使用机器也会产生较重的负载。

此外，还有使用寿命方面的要求：我们的机器已使用了十

年或更久，我们必须保证其使用寿命超过 20 年。停机时

间也特别重要，因为故障会给客户、也可能给我们带来很

高的成本。

为什么 Liebherr 动力总成特别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因为我们在非公路用机器方面拥有多年的经验，并且从一

开始就进行各种产品开发，以满足这一领域的全部要求。

例如，对于我们的发动机，我们始终关注后续应用，例如

特殊的动力外送装置。当然，公路领域中有许多竞争对手

将他们的发动机转换为非公路应用，但这只有通过做出让

步才能实现。我们从一开始就为非公路应用设计发动机。 

现在尤其在城市中正在推动“绿色”解决方案。

以电池为动力的非公路车是否可以作为其中一个

选项？

一些小众的市场有其存在的必要。例如，相对较小的挖掘

机或轮式装载机。在围封的公司场所，可以通过电缆对机

器进行电气化操作（例如，在回收场中）。在 Liebherr，

我们实施了两个项目，其中包括：一台重 55 吨的钻机和

一台混合动力混凝土搅拌机，其中卡车由柴油发动机驱

动，而滚筒则由电动驱动。这样可以在卸载点关闭发动

机，而工作可以继续但却不会产生烟气。由于电动汽车

的本质特点，其天生就在非公路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它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解决方案。

氢被认为是一种大有前景的替代燃料。它适合非

公路用车吗？

对我们来说，氢是一种在未来非常有希望的能源载

体。Liebherr 正处于氢燃料发动机的预开发阶段，我们已

经在测试台上对其进行了测试。其中包括确定最佳燃烧过

程和可达到的功率密度。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将新的

引擎集成到我们的机器中。我们也在研究燃料电池，但在

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某些限制，例如，输出功率超过 150 千

瓦时外围设备变得非常复杂。而当前，在坚固性方面还有

一些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氢气供应建立必要的基

础设施也很重要。

在您看来，还有哪些比较吸引人的替代燃料？

从机器和传动系统制造商的角度来看，e-fuel 将是理想的

选择，因为我们只需要对我们的发动机做最小的调整即

可。油箱的空间要求也类似 – 氢气甚至电池动力则相反。

我们对 CNG 和 LNG 并不感兴趣，因为它们几乎不会减少 

CO2的排放。

Liebherr Machines Bulle 如何看待其汽车的数

字化？

我们其它部门的同事已经在着手进行数字化！作为发动机

制造商，我们通过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知识转化为对

客户有用的 KPI 来助力数字化进程。对我们来说，最重

要的问题永远是：我们如何为最终客户增加机器的收益？

例如，能够简单方便地对不可避免的服务停机时间进行规

划。如果我们更早知道发动机的状况，我们也可以更快地

提供备件。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对诊断进行优化。这些是

我们在 Liebherr 借助数字化的帮助正在推进的问题。

数字化对于开发也很有用，尤其是对于产品种类众

多的情况。你们已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个机会？

由于高度的差异性，我们面临着非常特殊的情况，必须走

自己的路。有些机器我们只出售几十台，如果我们要在内

部对它们进行开发和确认，则首先必须自己建造和测试这

些机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发出

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总结出关于整个领域的结论，并在人工

智能的帮助下，仅用一些变体便可满足众多的应用需求。

仿真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非公路车的业务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Liebherr 

是如何调整自己适应这一形势的？

Liebherr 已是全球性公司。我们在全球共有 48049 名员

工，分布在我们的 140 多家公司中，足迹遍布每个大洲。

我们通常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合资企业，以加强我们在

某些行业的影响力。 

联系方式：

liebherr.com

“我们已经开发出的方法可

以让我们总结出关于整个领

域的结论，并在人工智能的

帮助下，仅用一些变体便可

满足众多的应用需求。”

Liebherr Machines Bulle 公司的董事总经

理 UlrichWeiß 在一次采访中报告了非公路

领域的特点、可能的替代燃料以及数字化

对他们公司的重要性。

Ulrich Weiß，Liebherr Machines 
Bulle 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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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V 将数据收集和评估用于高级任务：

联系方式：sebastian.elgeti@iav.de

有关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预见性维

修和视情维修的更多信息，请观

看此视频。

深入了解您的车辆

许
多具有电池电力或燃料电池驱动系统的新

兴小型商用车队并不提供对车辆数据的远

程访问。IAV 的 DiSA 远程服务监控系统弥

合了这一差距：该系统可以轻松进行改装并提供来自现场

的重要数据，这些数据可用来优化现有车队的运作以及开

发下一代环保驱动系统。 

如今，物流业的车队管理人员以及公交车运营商都通过其

车辆的互联功能来获取有关车辆的位置和路线或“健康状

况”的信息。“另一方面，电池驱动的车队或带有燃料电

池驱动的车队通常尚未相互连接。”IAV 商用车电动车业

务开发总监 Florian Brandau 说。“但是往往对于这些新

的动力传动系统来说，来自现场的信息尤为重要，例如，

为了了解它们的实际使用情况、增加车辆的利用率或更好

地确定下一代车辆。”

借助 IAV 的 DiSA 远程服务监控系统，可以快速、经济地

弥补这一差距。该解决方案由一个小型的、相互连接的

控制单元组成，该控制单元安装在车辆中，可以作为 IoT 

单元（物联网）访问车辆数据。然后，数据通过移动通

信（3G、LTE 或 5G）传输到云端，并在云端进行处理。

用户可以在 PC、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上查看所有信息。

直接访问车辆内部通信

IAV 解决方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深入观察”车辆

内部。“例如，您可以立即看到电动传动系统或制动器

是否运转良好。”IAV 诊断软件和 IT 解决方案部门负责

人 Thorsten Schröder 博士解释说。“远程服务监控系

统提供了有关以下方面的详细信息：它们的使用频率是多

少？它们是否在不利的操作地点运行？压缩空气系统是否

发生了泄漏？”用于车队管理的常规产品无法准确了解车

辆的具体细节。此外，在利基应用中，车队管理产品在带

有电驱动的商用车中通常根本不可用：OEM 无法将他们的

标准解决方案整合到这些应用中，因此车队运营商只能依

赖第三方供应商。

“如果是由 IAV 提供的动力总成和诊断，DiSA 远程服务

监控系统将囊括大多数数据，”IAV 高级诊断和数字产品

生命周期高级技术顾问 Alexander Roy 博士解释道。这是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车辆内部通信总线上的消息可以细分

到最小细节，并且所有可用信息都可用来做详细的分析。

如果出现技术问题，则会在云端自动生成服务单，并在 

DiSA 远程服务中心列出。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除了车

辆数据外，还可以记录其它信息：例如摄像头拍到的图

像，以防止恶意破坏。

可在任一云端对数据进行评估。IAV 提供的应用程序负责

接收并安全存储数据，这些数据将用于数据分析和预见

性诊断以及条件和结果的图形可视化。即使车辆暂时不

在线上，也可以在云端查看和评估最新数据：车队运营

商无需对 IT 技术进行前期的投资，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立即使用这些技术。

前端使信息易于访问

对信息的访问由前端提供，可以通过浏览器灵活显示所有

结果，并且可以根据客户的设计规范做出调整。例如，

用户可以立即看到车辆当前所在的位置、车辆是否有缺

陷以及其距离下次检查还有多长时间。根据所选择的测

量数据汇总，也可对单个车辆或整个车队实施预见性诊

断。这意味着一般来说，可轻松地对任何服务或维护需

求做出事先诊断。

借助 DiSA 远程服务监控系统，驾驶员还可以对节能驾驶

方式进行比较，或根据车外温度确定电池电量消耗。“我

们的解决方案还会对电池尺寸是否正确做出判断，这是影

响后续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Brandau说“通过所有这

些评估，车队运营商可以降低他们的 TCO 并避免出现故

障。反过来，较高的车队利用率对于创新型系统的推广

和运营商的利润也至关重要。”

无缝工程支持一直到标准生产

DiSA 远程服务监控系统已经在柏林的一个公交车队中投

入使用。该车队配备了由 IAV 开发的可改装的电池电动驱

动系统“商用车模块化 E 动力总成”，实现了电气化。有

许多其他潜在客户对此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们的

服务是为常规运行而设计的，不是开发工具，”Schröder 

强调说。“它展现了 IAV 能够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提供

无缝工程 —— 从设计开始一直到现实环境下的运行支持，

再到最后的细节。”远程服务监控系统还可用于监控保修

索赔，评估供应商的质量。尤其是在使用创新的动力总成

以及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此类信息对于持续取得进

步至关重要。

联系方式：

alexander.roy@iav.de 

thorsten.schroeder@iav.de

florian.brandau@iav.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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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观看我们在 YouTube 
上的视频获取更多信息！

IAV 产品：让商用

车移动变得简单

除
了工程服务外，IAV 还提供

产品解决方案，使 OEM 和

最终客户能够以干净利落、

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商用车的电气化和自动

化。“商用车模块化 E 动力总成”和自动公

交车 HEAT 是电动出行和自动驾驶的最高水平

范例，对于小批量的生产需求也极具吸引力。

从咨询和工程设计到可量产的产品：IAV 的产

品组合涵盖了商用车领域的所有开发步骤。 

“ 这 使 我 们 能 够 为 客 户 提 供 精 准 的 服

务，” IAV 产品解决方案主管  Utz-Jens 

Beister 说。“因此，OEM 和最终客户以及

公共汽车或物流公司可以在不进行繁重的开

发工作的情况下实现其车辆的电动化或为车

辆安装自动驾驶功能。此外，未来的工程项

目也将受益于我们的产品专业知识。”

 

商用车的模块化 E 动力总成：适用于

不同场景的可改装 e-drive

对于供应商、市政公司以及公交车和车队运

营商而言，IAV 的商用车模块化 E 动力总成

是进入电动时代的便捷方法。动力总成解决

方案可定制，作为套件提供，其涵盖了许多

不同的应用场景，并可调节以适合每个用户

的特定需求。组件套件不仅可以批量生产，

还可以轻松地对量产的产品进行修改以适应

不同的安装空间和性能要求。这使其成为一

个经济性的解决方案，即使对于小批量生产

以及现有车辆的改装亦是如此。

“在每个项目开始时，我们都会与客户一

起明确驱动系统在实践中必须满足哪些要

求，”IAV 车辆动力学业务开发主管 Jens 

Granel 说道。“然后，我们遵循使用户从中

获得最大收益的原则来配置系统，除其它因

素外，我们还会考虑可用的安装空间以及所

需的驱动功率和范围。这样我们能够确保车

辆在使用时能够实现最大效益，例如在有效

载荷或乘客人数方面。”

在使用模块化电气套件使商用车电气化方

面，IAV 担当着系统集成商和零件供应商的

角色。这包括由 IAV 各领域的专家人员对所

有驱动组件（包括电机、电池、电力电子设备

和控制单元）进行规范确定、审批和采购。

为此，IAV 与成熟可靠的行业合作伙伴进行合

作，确保技术的先进性和组件条件的最优性。

此外，IAV 还负责全部的工程事宜，例如针对

整个系统的通信和功能安全的工程事项。在

这方面，IAV 进行的在不同行业之间跨学科

合作以及对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需求的考虑，

对 IAV 的客户来说大有裨益。但是，专家们

的任务并不会随电动力总成零件包的交付而

结束：IAV 还在客户运营方面为客户提供专

业支持。这也确保了配备 IAV 电驱动单元的

车辆能够实现非常低的总拥有成本 (TCO) 和

服务成本。

IAV 的商用车模块化电动套件最近已在观光

巴士中投入实际使用。正在规划在市政车辆

和送货车辆中实施更多应用 — 既可作为原始

设备也可以作为翻新解决方案。

HEAT：自动驾驶汽车通用平台

作为 HEAT（汉堡电力自动运输）研究与开

发项目的一部分，IAV 正在与德国航空航天

中心、Hamburger Hochbahn AG、汉堡经

济、运输与创新部门、西门子 和 IKEM（气

候保护、能源和交通研究所）等合作伙伴一

起开辟全新的领域，目标是将自动穿梭巴士

整合到像汉堡这样的大都市的日常道路交通

中。该 HEAT 车将在公共场所的现实条件下

进行测试，最初将能够以最高 25 km/h 的速

度进行自动驾驶。

确认。在合作内部，IAV 还为整个系统（包

括穿梭巴士、基础设施、控制中心和高分辨

率地图）的规范、集成、调试和确认做出了

决定性的贡献。

尽管 HEAT 专为自动乘客运输而设计，但它

也可以适用于其它部署方案。例如，该技术

也适用于无人驾驶送货或物流车辆。“HEAT 

提供了一个将自动驾驶带入商用车领域的平

台，在这里有大量有用的应用实例和一个明确

的商业案例。”Lemke 总结说。HEAT 项目还

提供了对移动价值链的重要见解。因此，IAV 

不仅获得了开发自动穿梭巴士的能力，而且

还获得了必要时对它们进行操作的能力。

联系方式：

jens.granel@iav.de 

utz-jens.beister@iav.de 

veit.lemke@iav.de

位于汉堡 HafenCity 区的测试路段长 1.8 公

里。在这段路程中，小巴将停在五个站点，其

中三个是常规 HVV 站点，两个是专为 HEAT 

设置的新站点。“为了能够在测试轨道上安

全行驶，巴士采用了板载传感器，并与沿测

试路段安装的其它传感器、光信号系统以及

中央控制中心 HOCHBAHN 进行持续不断

的通信，”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执行经理 

Veit Lemke 说道。“从 2020 年第四季度

开始，HEAT 将能够运载乘客。”

通过将穿梭巴士集成到整个系统中，可以

在复杂且高度动态的交通环境中提高巴士

的性能，并实现诸如自动穿过交叉路口的功

能。“HEAT 在自动出行领域具有多个非常独

特的技术亮点，尤其是当其与基础设施的对

象数据结合使用时。”Lemke 说。

在 HEAT 项目中，IAV 负责开发整个车辆。这

包括车身、电气/电子、底盘、驱动和自动驾

驶等部分 —— 从穿梭巴士特性的定义，到结

构、硬件、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的系

统和功能的要求再到系统和整个车辆的验证

“我们确保车辆在使

用时能够实现最大效

益，例如在有效载荷

或乘客人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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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我不这么认为。的确，目前德国只

有约 85 个加氢站。但是，德国政府和欧盟都

有意愿为将来氢的运输和存储做出投资。因

此，从中期来看，将会为能量载体氢建立更

多的补给站。智能的部门耦合在这方面将起

到重要作用：多余的绿色电力生产的本地氢

气非常适合作为加氢站的供应源。

Brandau：在需求端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燃

料电池驱动和氢动力内燃发动机可能会在未

来几年内投入批量生产，并帮助能源载体取

得突破 —— 首先是通过大型车队和枢纽，这

就要求进行加氢站的建设。在价格方面，氢

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由于工业和相关产能

的巨大需求，氢的价格将继续下降，这将使

替代燃料更具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

在五年内，首先在城市和高速公路沿线建立

足够的网络。

Töpfer：你没有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当

然，即将到来的 CO2 排放限制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毕竟，它要求到 2025 年排放量应

比 2019 年下降 15%，到 2030 年进一步下

降 15%。但是，这为创新型公司提供了历史

性机遇：他们可以重新调整自身并占领新的

市场份额。在可预见的市场动荡中，赢家将

此外...

新的 CO2 法规过于严格。这危

及德国和欧洲的商用车行业！

燃料电池因缺乏基础设施建设

而得不到发展！

Brandau：情况并不是那样的。当然，目前

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购买价格仍明显

高于柴油商用车。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激励

措施以加速技术的变革。但是，到 2024 年，

电动汽车的总拥有成本 (TCO) 将达到收支平

衡。对于燃料电池汽车，我预计将在这个十

年期结束时实现。较低的运营成本，诸如燃

料和维护费用等，也将有助于电动车的发展。

George：另外，例如现代卡车等第一批商业

车型如今已经到位，可以实现具有成本效益

的运营。现代卡车在瑞士免收通行费，其他

新入局的参与者注重“运输即服务”，这将

为用户和提供商都带来回报。因此，技术变

革已经全面展开，我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

进步后技术不会比现在更贵。

对于运输公司、公共运输和

消费者来说，技术变革将是

昂贵的！

George：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情况。目前，这

份工作确实很辛苦，薪水也相对较低，但是将

来可能会改变。自动驾驶可以减轻压力，因为

车辆甚至可以在路上的大部分时间自行驾驶。

但同时，由于仍然存在自动驾驶不适用的情

况，因此自动驾驶无法完全取代人工驾驶。

Töpfer：驾驶员还将承担新的任务。他们将

在一个令人振奋的交互式环境中负责配送、调

度和车队管理，这将使工作变得更加有趣。

我认为，将来驾驶员将成为运输经理。冠状

病毒的出现也让我们看到在许多领域“远程

工作”都是可行的。为什么在自动驾驶的卡

车中就不可以呢？

联系方式：

tom.george@iav.de 

florian.brandau@iav.de 

tobias.toepfer@iav.de

没有人想再当卡车司机了……

是那些尽早决定制定清晰的可持续发展路线

并坚定地付诸实施的人。 

George：到 2030 年减排 30% 才只是开始。

从长远来看，我预计将转向“从油井到车轮”

方法和生命周期评估方法。不要忘记：我们

的目标仍然是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到那

时创新的产品和完整的解决方案将变得更加

重要。在这一行业，面向未来的领域将创建

许多工作岗位。简而言之：CO2 法规是在较

高水平上展示德国和欧洲商用车行业创新能

力的重要推动力。

Tobias Töpfer， 
商用车仿真与确认经理

Tom George， 
商用车业务开发总监

Florian Brandau， 
商用车电动车业务开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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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我们的网站 iav.com/events 上找到	
我们的最新活动信息，期待您的参与。

期待与您相见！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IAV GmbH
Carnotstraße 1
10587 Berlin
GERMANY
电话：+49 30 3997-80
传真：+49 30 3997-89790
commercialvehicles@iav.com
www.ia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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