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验检车中心试验能力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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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万山公司拥有孝感汽车试验场、整车性能及专项试验仪器设备、

动力传动系统试验台、道路模拟试验台、大吨位油气弹簧试验台、制

动系统试验台、质量质心试验台、扭转试验、高低温试验箱、负荷拖

车、六分力试验系统等大型试验场地设施和设备，占地 1000 余亩，

试验室面积近 6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 400 余台套，总资产约 4 亿元

人民币，专职试验人员 20 余人。 

二、整车试验 

1.孝感汽车试验场 

孝感汽车试验场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陡山乡和邹岗镇鹞子

山区域，107 国道以东 4.2 公里处，距离孝感市约 32km，距孝昌县约

17km，京珠高速公路（口子镇互通）在孝昌县境内南北贯通，107国

道与京珠高速公路联络线东西贯通，交通便利。 

试验场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长约 1400m，南北宽 340～700m，

占地面积约 984亩。一期总投资 1.12亿元人民币，于 2009 年建成投

入使用。试验场二期拓展项目 2013 年 4 月获国防科工局批复，总投

资 1.14 亿元，于 2014 年 12月开工建设，2017 年竣工。建设有进场

路、高速环道、碎石环道、越野环道、综合性能试验路、ABS试验路、

噪声试验广场、操纵稳定性场坪、标准坡道、通过性设施、综合调控

楼及维修厂房等设施。试验道路及设施均按超重型特种越野车辆试验

要求建设，可以满足轴荷不大于 15t、总重不大于 120t 的车辆进行

试验。 

 



 

 

 

图 1  孝感汽车试验场总图 

孝感汽车试验场先后获得工信部公告产品检验场地资质、交通部

运营车辆燃油消耗量检测场地资质及道路运输车辆达标车型检测机

构道路试验环境设施能力资质。主要试验场地设施参数如下： 

高速环道：水泥混凝土路面，呈椭圆形，总长 3.34km，直线段

长度 780m、路面宽 10m，弯道半径 220m、路面宽 12m。最大设计轴荷

15t、路面承载 120t，最高设计时速 120km/h。直线段纵坡不大于 0.1%、

拱度不大于 2%。 

综合性能试验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总长 1.752km，直线段长度

1230m、路面宽 10m。 

ABS 性能路：包括低附着系数路面和高附着系数路面两种，总长

1500m（与综合性能路合建），路面宽 20m，其中低附着系数路面为陶

瓷材料铺装，全长 260m，附着系统不大于 0.3。 

噪声试验广场：测试区域路面为特殊噪声吸附材料铺装，为 20m



 

 

×20m 正方形，其余加速路段借用直线性能路段。 

操纵稳定性场坪：圆形广场，水泥混凝土路面，直径 160m。 

标准坡道：坡度分别为 20%、30%、40%、60%，其中 40%、60%坡

道路面为浆砌毛石，其余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过渡段曲率半径均按超

长多轴重型越野车设计。 

通过性试验设施：包括涉水池、垂直障碍（0.4m、0.5m、0.6m）、

水平壕沟（0.75m、2.5m、3.0m）、侧坡（30%、40%）、凸岭、弹坑等

试验设施。 

碎石环道：由整齐石块路、比利时石块路、搓板路、扭曲路、卵

石路、鱼鳞坑路、长波路、短波路、碎石路组成，总长 3km。 

越野环道：总长 2.8km，随山就势铺筑而成，路基换填压实、路

面采用级配碎石，包括陡坡、弯道等。 

2.整车试验仪器设备 

技术中心拥有进行整车性能试验的仪器设备，精度指标均满足或

高于相关国家标准要求，主要包括 GPS 速度仪（VOBX 3i、INDAS100）、

大功率柴油机流量计（FCS-D-570）、操纵稳定性试验设备（转向力角

仪、陀螺仪等）、平顺性试验设备（加速度传感器、车载数据采集分

析系统）、噪声测试设备、ABS 性能试验设备、整车质量参数质心位

置测试设备、负荷拖车等。 

3.试验项目 

技术中心能够完成的整车标准试验项目如表 1： 

 

 



 

 

表 1 

试验类别及名称  
现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动力性  

试验  

最高车速试验  汽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 GB/T12544-2012 

加速性能试验  汽车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GB/T12543-2009 

爬陡坡试验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T12539-1990 

最低稳定车速试验  
汽车最低稳定车速试验方法

GB/T12547-2009 

燃料经济

性试验  

等速行驶燃料消耗量

试验  商用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GB/T12545.2-2001 多工况燃料消耗量试

验  

通过性  

试验  

垂直障碍试验  

汽车地形通过性试验方法

GB/T12541-1990 

水平壕沟试验  

涉水试验  

凸岭试验  

弹坑试验  

水网稻田试验  

灌木丛林试验  

沙漠地带试验  

IV 级公路通过性试验  

侧坡行驶试验  

平顺性  

试验  

随机输入平顺性试验  
汽车平顺性试验方法 GB/T4970-2009 

脉冲输入平顺性试验  

制动性能

试验  

行车制动试验  

商 用 车 制 动 系 统 技 术 要 求 及 试 验 方 法

GB/T12676-2014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21670-2008 

驻车制动试验  

行车制动部分失效试

验  

应急制动试验  

热制动效能试验  

涉水恢复性试验  无  

防抱制动系统性能试

验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13594-2003 

转向性能

试验  
最小转弯直径试验  

汽车最小转弯直径、最小转弯直径通道圆

和外摆值测量方法 GB/T12540-2009 

操纵稳定

性试验  

蛇行试验  

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6323-2014 

 

转向回正性能试验  

转向轻便性试验  

稳态回转试验  

转向盘阶跃输入试验  

转向盘脉冲输入试验  

环保性能

试验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试

验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1495-2002 



 

 

试验类别及名称  
现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匀速行驶车内噪声试

验  
汽车车内噪声测量方法 GB/T18967-2002 

参数测量

试验  

主要外形尺寸参数测

量  

汽 车 主 要 尺 寸 参 数 测 量 方 法

GB/T12673-1990 

质量参数与质心高度

测量  

汽 车 质 量 （ 重 量 ） 参 数 测 定 方 法

GB/T12674-1994 

两 轴 道 路 车 辆  重 心 位 置 的 测 定

GB/T12538-2003 

侧翻稳定角测量 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GB/T14172-2009 

密封性能

试验  

驾驶室防雨密封性试

验  
军用专用汽车通用规范 GJB1777-1993 

客车防雨密封性限值及试验方法

QC/T476-2007 

三防驾驶室密封性试

验  

上装舱体、箱体密封

性试验  

其他整车

性能试验  

滑行试验  汽车滑行试验方法 GB/T12536-1990 

牵引性能试验  汽车牵引性能试验方法 GB/T12537-1990 

技术状况行驶检查  汽车技术状况检查方法 GB/T12677-1990 

汽车热平衡能力道路

试验  

汽车热平衡能力道路试验方法

GB/T12542-2009 

车 速 限 制 系 统 项 目

(强检 A5) 

车 辆 车 速 限 制 系 统 技 术 要 求

GB/T24545-2009 

车速表项目 (强检 38) 汽车用车速表 GB15082-2008 

汽车转向性系统项目

(强检 48)  
汽车转向系统 GB17675-1999 

机动车喇叭装车性能

（强检 41）  

《机动车用喇叭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5742-2001 

可靠性试

验  
可靠性行驶试验  

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方法 GB/T 

12678-1990 

军用越野车设计定型试验规程

GJB4527-2002 

军用专用车辆定型试验规程

GJB1106A-2012 

新能源汽

车试验  

可靠性试验  

混 合 动 力 电 动 汽 车 定 型 试 验 规 程 GB/T 

19750-2005 

电 动 汽 车  定 型 试 验 规 程 GB/T 

18388-2005 

性能试验  

燃 料 电 池 电 动 汽 车 最 高 车 速 试 验 方 法

GB/T 26991-2011 

电 动 汽 车 动 力 性 能 试 验 方 法 GB/T 

18385-2005 

混 合 动 力 电 动 汽 车 动 力 性 能 试 验 方 法

GB/T 19752-2005 



 

 

试验类别及名称  
现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能量消耗试验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试验方

法 GB/T 18386-2005 

重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试验

方法 GB/T 19754-2015 

涉水及浸泡试验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三部分：人员触电

防护 GB/T 18384.3-2015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GB/T 28382-2012 

三、专项试验 

拥有汽车产品研制验证试验设备：各类传感器品种齐全，如车轮

六分力传感器（8 套）、加速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等。拥有多套专用数据采集分析设备和相关

软件，如 96 通道 LMS 数据采集分析系统、64 通道 EDAQ 数据采集分

析系统（2 套）、扭矩遥测系统（4套）等。可在车辆研制过程中进行

如下试验（表 2）： 

 

 

表 2 

序号  试验项目及名称  备注  

1 车轮六分力测试 

同时测试多个车轮在各种路面和工况下行驶时

地面作用在车轮上三个方向的力和力矩随时间

变化历程，为台架试验和仿真计算提供依据。  

2 结构件模态试验 测试大型结构件动态特性。  

3 应变测试 
测试车辆运行过程中应变时间历程，进行强度

校核或解决强度不足问题。  

4 传动系统扭矩测试 测试车辆运行过程中传动轴扭矩。  

5 振动测试 测试车辆运行过程中各部件的振动。  

6 
温度、压力、位移等多参

数测试 
 

7 负荷模拟试验 
采用负荷拖车对试验车辆施加可调节的载荷，

测试车辆特定性能。  

四、试验台架 

1. 质量质心试验台 



 

 

 

图 2  质量质心试验台 

质量质心测试台（JT120）由机械结构、液压系统、测控系统等

部分组成，台面由 16 块称重板组成。测试时，车辆每个车轮位于一

块称重板上，显示器和计算机能够显示相应的承载质量，自动计算并

显示轴荷、总重等质量参数。通过输入车辆轴距、轮距等参数，计算

机软件可以计算出车辆质心的水平位置，通过侧翻一定的角度，可以

测试车辆的质心高度。 

该试验台主要用于车辆质量参数、质心位置参数测定以及车辆静

侧翻稳定性试验。 

技术参数： 

车辆长度≤20m 

车辆最大总质量≤120t 

车辆最大轴荷≤15t 

轴数：最大 8 轴； 

整车最大翻转角度：45° 

每块称重板（包括侧倾状态法向力测量）精度     0.1%F.S±1e 

角度测量精度（º）  0.1±1e 

质心位置测量精度   1% 



 

 

2.扭转试验台 

 

 
 

                 

    

 

 

 

图 3  扭转试验台（静扭） 

扭转试验台由扭力机、传感器及控制系统组成。 

具有能力强（50000Nm）、转速稳、精度高（测量精度 0.25%）等

特点。可实现试验自动控制，可设定目标转角或目标扭矩，同时带有

扭矩保护功能。 

能够完成汽车传动系统零部件静扭试验及驻车制动器制动力矩

测试。 

3.制动系统试验台 

 

图 4  制动系统试验台 

制动系统试验台由机座与防护罩、主驱动系统、低速驱动系统、



 

 

惯量模拟系统、尾座系统、制动系统、通风冷却系统、测量控制系统

及计算机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 

    主驱动系统驱动电机为直流电机，额定功率：316kW；额定转速：

360r/min；最高转速：1200r/min。 

    惯量模拟系统可在 200 kg·m2～5000 kg·m2 无级控制，控制精

度在 1%以内，可以模拟不同车型制动器的转动惯量。 

    测量控制系统可实时监测制动力矩（力矩测量精度 0.5%）、制动

器温度、制动压力、制动时间等参数，最大制动力矩 40000Nm。 

制动系统试验台具有如下功能： 

    a.能够按照《货车、客车制动器台架试验方法》（QC/T479-1999）

进行制动器磨合试验、效能试验、热衰退恢复试验和制动衬片/衬块

磨损试验，试验过程中能够测量制动初速度、制动末速度、制动减速

度、制动力矩、制动管路压力、制动器及摩擦片温度、制动次数等参

数。 

b.能够按照《汽车驻车制动器性能台架试验方法》（QC/T237 

-1999）进行驻车制动器台架试验。试验过程中能够测量制动力矩、

制动管路压力、制动器及摩擦片温度等参数。 

c.能够进行制动器疲劳强度试验。 

d.模拟汽车空载及满载状态以不同车速运行时，制动器的制动性

能试验检测。 

4.步入式高低温环境试验仓 



 

 

 

图 5  步入式高低温环境试验仓 

 步入式高低温试验仓由试验仓（门）、制冷机组系统、控制智能

检测系统、电器保护系统等部分组成。主要用于被试件（汽车、电子、

兵器、船舶、航空、航天等）的温度、湿度耐受性模拟试验、产品性

能试验，以验证被试件对温度湿度的适应性和耐受性，以及相应温湿

度条件下，被试件的性能和可靠性。 

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内部空间：4.0m(长)×4.5m(宽)×3.0m（高）³ 

温度范围： +70～-41℃； 

温度分辨率： 0.1℃ 

温度均匀性： ≤2℃ 

升温速率：   -41～70℃  ≤6h ;全程平均(重型车驾驶室)。  

降温速率：   70～-41℃  ≤6h ;全程平均(重型车驾驶室)。  

5. 温湿度振动三综合试验箱 



 

 

 

图 6  温湿度振动三综合试验箱 

温湿度振动三综合试验箱为容积 1m³的综合环境试验箱，可以单

独提供高温、低温、湿度等环境模拟条件，用于航空、航天、汽车、

造船、军事、信息、电子等领域的材料、元器件、组件、部件和仪器

仪表及小型设备等的环境试验和可靠性测试：高温/低温贮存试验、

高低温循环试验、高低温湿热交变试验、恒定湿热试验等。也可以与

振动台配合完成温度振动、温度湿度振动、温度湿度振动电应力等综

合试验。 

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试验箱内容积：≥1000L； 

温度范围：-70℃～+150℃； 

温度波动：≤±0.5℃； 

温度均匀度：≤2℃； 

温度偏差：≤±2℃； 

最大升温速率（+20℃～+150℃）：≥1.5℃/min； 

最大降温速率（+20℃～-60℃）：≥1.0℃/min； 

升、降温速率控制：能够通过设置精确控制和监视温度变化速率； 

湿度范围：25%～98%RH。 

湿度偏差：≤±5%； 



 

 

风速：≤1.7m/s（±10%）； 

振动额定正弦推力：2940N  (300kgf)； 

振动额定随机推力：2940N  (300kgf)； 

额定冲击推力：5880N  (600kgf)； 

最大加速度：980m/s2   (100G)； 

最大速度：2m/s； 

最大位移：40mm； 

最大载荷：120kg； 

频率范围：2～5000Hz； 

软件：要求能够按 GJB 150.16A 及 GB/T28046.3 的要求完成相关

振动试验，包括正弦扫频、随机振动等。 

6. 驱动桥加载试验台 

 

 

 

 

 

 

图 7 驱动桥加载试验台 

该试验台主要包括驱动单元（输入驱动测功机系统）、贯通输出

端加载单元（输出负载测功机系统 1）、2 个轮边加载单元（输出负载

测功机系统 2、3）和自动控制测试系统软件等组成。总体布局示意

图如下： 



 

 

 

图 8 试验台机械结构图 

整个试验台外廓尺寸 15米×12 米，输入电机额定功率 403kW，最

高转速 3300rpm，额定扭矩 2199N.m；贯通输出端加载单元额定功率

304kW，额定扭矩 2525N.m，最高转速 3300rpm；轮边加载单元输出端

额定功率 215kW，额定扭矩 2566N.m，最高转速 3300rpm。 

 驱动桥加载试验台可以进行如下试验项目： 

    稳态疲劳试验：通过调节和控制试验总成输出端的扭矩和转速，

实现不同输入工况的稳态疲劳试验； 

传动效率试验； 

差速器总成功能检测试验及疲劳试验：功能检测试验是控制输入

端的转速为恒定值，同时分别控制两输出端的转速。疲劳试验是控制

输入端的转速及扭矩为恒定值，同时分别控制两输出端的转速和扭

矩。 

扭矩环测量精度：0.05%FS  

控制柜： 

转速测量精度:±1rpm 

扭矩测量精度:±0.1%FS； 

驱动单元（输入

驱动测功机系

统） 

贯通输出端加载单元

（输出负载测功机系统

1） 

 

轮边加载单元

（输出负载测

功机系统2） 

轮边加载单元（输出

负载测功机系统3） 



 

 

转速控制精度:±2rpm； 

扭矩控制精度:±0.3%FS。 

7. 变速器试验台 

 

图 9  变速器加载试验台 

变速器加载试验台主要包括驱动单元（输入驱动测功机系统）、加

载单元（输出负载测功机系统）和自动控制测试系统软件等组成，试

验件与电机之间采用传动轴连接，电机与试验件之间安装非接触式扭

矩测量设备，试验台基本机械结构如图 21所示。 

 

图 10  变速器加载试验台机械结构图 

试验项目： 

（1）变速器疲劳寿命试验:通过定义试验总成输入端及输出端电

机的转速或扭矩，实现不同档位的变速器疲劳寿命试验； 

（2）液力自动变速器性能试验，主要试验项目有： 

输入端 
输出端 



 

 

a）定输入扭矩牵引试验； 

b）定道路负载条件下的反拖试验； 

c）空载运行损失试验； 

d）模拟发动机全油门条件下的性能试验； 

e）行驶道路负载条件下的性能试验； 

f）以发动机制动扭矩为负载的反拖扭矩试验； 

（3）传动效率试验，在不同转速、扭矩及温度情况下的效率测试。 

试验台尺寸： 

a）整个试验台外廓尺寸不超过 12m×3m。 

b）驱动单元输出轴中心距离减震底板上平面 870mm，驱动单元在

x 方向（输出轴向方向，下同）调节范围±200mm。 

c）加载单元输出轴中心距离减震底板上平面 870mm，加载单元在

x 方向调节范围±200mm。 

技术参数： 

a）驱动电机参数： 

额定输入功率≤800 Kw 

额定输入转速≤2178 r/min 

最大输入转速≤3500 r/min 

额定输入扭矩≤3500 N.m 

最大输入扭矩≤8827 N.m 

冷却方式：水冷。 

b）负载电机参数： 

额定输出功率≤1025 kW 

额定输出转速≤1186 r/min 

最大输出转速≤3800 r/min 

额定输出扭矩≤8000 N.m 

最大输出扭矩≤18021 N.m 



 

 

冷却方式：水冷+风冷 

c)精度 

转速测量精度：±1rpm  

扭矩测量精度：±0.05%FS 

转速控制精度：±1rpm 

扭矩控制精度： ±0.2％FS。 

8.动力传动系统综合试验台 

 

图 11  动力传动系统综合试验台 

该试验台为全进口成套设备，由国际知名公司 AVL 提供。 

试验台主要包括输入电力测功机系统、轮边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

4 套（含工业齿轮箱）、贯通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 1 套（含工业齿轮

箱）和自动控制测试系统软件等组成。 

试验台基本结构形式为：  



 

 

 

图 12  试验台基本结构示意图 

驱动额定功率：600kW,驱动额定扭矩：3150Nm；输出额定功率：

660/800kW，输出额定扭矩：3500/5500N.m；最大输入转速：3000rpm；

最大输出转速：5500/4000rpm；输出变速比：10/3/或 6.36/1.2；过

载能力：0.25、60s/15min。 

驱动扭矩灵敏度：30kHz ，驱动特种公差：<±0.1%，输出扭矩

灵敏度：5kHz，驱动特种公差：<±0.2%。 

可进行的试验项目如下： 

发动机与传动系统匹配试验 

由发动机或电机作为动力源,与液力自动变速器（或手动变速

器）、分动器、驱动桥（主减速器、轮边减速器）等部件构成的系统

进行匹配试验，台架配置示意图如下。 

 

 

 

 

 

 

 

输入电力测功机系统： 

贯通输出电力测功机系

统 

轮边输出电力测功机系

统 



 

 

 

 

 

 

 

 

 

 

图 13  发动机与传动系统匹配试验示意图 

b.变速器性能及开发试验、稳态疲劳试验 

试验件为独立的液力自动变速器总成，台架配置简图如下。 

试验件为独立的液力自动变速器总成，试验件油温冷却系统单独

配置，台架配置简图见图 14。主要试验项目有：定输入扭矩牵引试

验、定道路负载条件下的反拖试验、空载运行损失试验、模拟发动机

全油门条件下的性能试验、行驶道路负载条件下的性能试验、以发动

机制动扭矩为负载的反拖扭矩试验、传动效率试验、自动变速器 TCU

开发标定,验证试验等。 

 

图 14   变速器稳态疲劳试验试验置 

    c.分动器性能试验、稳态疲劳试验 

输出 输入 



 

 

试验件为独立的分动器总。此时，贯通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作为

输入，两台轮边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作为输出。试验件油温冷却系统

单独配置，台架配置简图如下。 

 

图 15  分动器试验台架配置 

d.轮边减速器试验 

用轮边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四台电机组合成二套台架，进行轮边

减速器耐久测试和效率检测，台架配置简图如下。 

 

图 16  多件轮边减速器稳态试验 

e.非贯通桥与轮边减速器试验 

试验件为由非贯通桥与轮边减速器构成的驱动系统，主要试验项

输出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入 



 

 

目为耐久测试，台架配置简图如下。 

 

图 17  非贯通桥与轮边减速器试验台架配置 

f.非贯通桥试验 

试验件为独立的非贯通桥总成，台架配置简图如下。 

 

图 18  非贯通桥试验台架配置 

试验主要试验项目包括：传动效率试验、差速器总成功能检测试

验、疲劳试验。 

    g.液力变矩器试验 

试验件为独立的液力变矩器总成，台架配置简图如下。 

输出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出 

输入 



 

 

 

图 19 液力变矩器试验台架配置 

试验主要试验项目包括： 

牵引工况性能试验； 

零速工况性能试验； 

反传工况性能试验； 

反转工况性能试验； 

匹配牵引性能试验； 

工作载荷条件下的性能试验和滑行条件下的性能试验。 

h.贯通式驱动桥试验 

试验件为独立的贯通式驱动桥。此时由贯通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

作为输入，三台轮边输出测功机系统作为输出，台架配置简图如下。 

 

图 20 贯通式驱动桥稳态试验 

液力变矩器 

输入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入 



 

 

   j.轮边减速器与非贯通式驱动桥试验 

试验件为独立的轮边减速器和独立的非贯通式驱动桥，独立的轮

边减速器试验由两台轮边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完成；独立的非贯通式

驱动桥由两台轮边输出电力测功机和贯通输出电力测功机系统完成。

试验项目为耐久试验或效率测试，台架配置简图如下。本结构要求两

台架同时或分时进行试验。 

 

图 21  轮边减速器与非贯通式驱动桥稳态试验 

9.整车道路模拟 

建设有超重型特种车辆道路模拟试验室，建筑面积 1040平方米，

总投资近 4000 万元，由整车道路模拟试验台、零部件扭转疲劳试验

台、水平往复试验台、油气弹簧试验台组成。 

道路模拟试验台：液压油源总流量 1000L/h，工作压力 28MPa，

液压伺服作动器最大推力 160KN，作动器行程±150mm，激振频率 0～

100Hz，位移控制精度：1%，迭代精度：RMS MEAS/RMS TARGET ≥95%。

车辆轴数≤5 轴，车辆轴距：最小 1200mm，车辆最大轴荷≤20t。 

扭转疲劳试验台：动态扭矩≤50000N.m，单侧扭转角度≤ 50°，

频率：0～40Hz。静态扭矩：±64000N.m ，角度范围：±50°，角度

传感器精度：1%，扭矩传感器精度等级：0.2级。 

输出 

输出 

输入 

输出 

输入 



 

 

水平往复试验台：额定推力（三种）：60kN、40kN、25kN，频率：

0～100Hz，行程：±125mm，位移控制精度：1%。 

油气悬架试验台：动态推力≤400kN ，空载运行速度<1.5m/s，

频率：0～40Hz。静态推力：±500kN ，工作行程：±200mm，位移传

感器精度：1%，载荷传感器精度：1%。 

主要开展多轴车辆道路载荷模拟试验、驾驶室疲劳试验、传动轴

疲劳试验、扭杆弹簧疲劳试验、油气弹簧及悬架性能与疲劳试验等。 

 

 

 

 

 

图 22  驾驶室、油箱振动疲劳试验 

 

 

 

 

 

 

图 23  扭杆、油气弹簧疲劳试验 



 

 

 

图 24 悬架系统性能及疲劳试验 

 

 

 

 

 

 

图 25  整车道路模拟试验 

10.负荷加载系统（负荷拖车） 

图 26  负荷拖车 



 

 

该负荷加载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及控制系统均为进口设备，底盘为

具备一定越野能力的自制底盘。系统由 PAU（吸功单元）、传动系统、

控制系统、电源系统、散热系统、自行越野底盘及高度可调拖钩组成。 

同时，负荷加载系统具备控制简单，连接方便，保障安全等特点；

负荷加载系统具有自行能力，能够自行到达试验地点。 

负荷加载系统能够按照《汽车热平衡能力道路试验方法》

（GB/T12542-2009）给试验车辆（以下简称被试车辆）施加可无级调

节控制的稳定负荷，可以进行发动机最大扭矩工况、发动机额定转速

工况、模拟爬坡工况等三种热平衡能力试验。 

能够按照《汽车牵引性能试验方法》（GB/T12537-90）对被试车

辆施加可无级调节控制的稳定负荷，最大牵引力可达 300KN，适用于

各类商用车及重型、超重型牵引车的牵引性能试验。 

11.三电试验室 

11.1 HIL 试验台(硬件在环测试台) 

 

 

 

 

 

 

图 27  HIL 试验台 

试验台能够实时运行被控对象模型，模拟 BMS/MCU/VCU所需的各

种输入信号，采集各个电控系统的输出信号，从而实现被控对象模型

与各个电控系统的闭环控制仿真，满足对 BMS/MCU/VCU功能逻辑、网

络通信和故障诊断功能的测试需求。系统可实现 2 套 HIL系统的同时



 

 

独立运行，也可实现联合仿真。 

试验台功能： 

（1）能够仿真各种整车工况，可实现被测控制器的功能测试； 

（2）具有故障注入功能，可实现对被测控制器的故障诊断测试； 

（3）具有 CAN 通讯仿真功能，可实现被测控制器的通讯测试； 

（4）基于图形化操作软件，可实现手动测试、自动测试等功能； 

（5）指定软硬件版本的控制器进行项目实施；同时经过硬件、

模型的简单配置后可实现其他变型控制器的测试； 

（6）系统基于模块化设计，具有较好的扩展性； 

（7）两套 HIL 系统联合运行测试时，需保证系统间的同步性和

实时性。 

（8）针对 VCU，可完成如下测试： 

a.系统上下电测试； 

b.能量管理功能测试（含柴电机组控制）； 

c.扭矩分配功能测试； 

d.手动驾驶模拟功能测试； 

e.自定义驾驶循环工况测试； 

f.与其他 ECU 的协控功能测试； 

g.系统诊断功能测试； 

h.安全监控功能测试（双控制器） 

i.系统通讯功能测试； 

j.控制策略开发验证。 

（9）针对 BMS，可完成如下测试： 



 

 

a.采集单体电压，多点温度，总电流，端电压，总线电压，蓄电

池电压等； 

b.估算 SOC，估算电池老化状态，对充放电进行功率限制，电池

热管理控制； 

c.故障诊断及安全保护策略； 

d.被动均衡； 

e.绝缘电阻检测； 

f.CAN 通信收发； 

g.控制系统的各个模式转换，进行自检，预充电控制，主回路上

下电控制，记录关键数据等。 

（10）针对 MCU，可完成如下测试： 

a.相电流传感器信号、电机温度传感器信号、位置传感器信号采

集； 

b.电机逆变器驱动功能验证 

c.扭矩转速模式切换； 

d.扭矩响应及跟踪情况； 

e.故障诊断功能。 

（11）两套 HIL系统可联合运行测试。 

11.2 充放电试验台及三综合试验台 

 

 

 

 



 

 

 

 

 

 

 

 

 

图 28  充放电试验台及三综合试验台 

充放电试验台具有能量回馈、精度高、电压范围宽等优点。采用

两级变换，IGBT 式电路方式，纯数字化电源。直流输出特性具有高

精度及高动态响应特性，并具有向电网回馈能量的功能，直流电压范

围宽适应不同产品。同时支持多路并联，可根据需求定制不同电流和

功率。主要应用于：电池充电测试、电池放电测试、充放电过程中电

压、电流、温度监测和过程中过充、过放保护监测、电池工况模拟测

试等。 

试验台功能： 

（1）电池包循环寿命试验；  

（2）电池包容量试验； 

（3）电池包充/放电特性试验； 

（4）电池包脉冲充/放电特性试验；  

（5）电池包荷电保持能力试验； 

（6）电池包充放电效率试验； 

（7）电池包过充/过放承受能力试验；  



 

 

（8）电池包一致性测试评价试验。 

技术参数： 

（1）交流电源输入电压：380 VAC ±10%，频率 50Hz±3Hz； 

（2）功率因数：≥0.99； 

（3）功率：单通道 80kW，双通道 160kW （并联）； 

（4）输出直流电压范围：24 -800V； 

（5）电流上升/下降响应：10ms（0-90% ）； 

（6）充放电转换时间：20ms（-90%—90%）； 

（7）能量反馈：全功率段能量回馈； 

（8）环境温度：-10 ℃—40 ℃。 

三综合试验台，既可检验电池随整车在行驶过程中的振动对电池

的结构强度、装配有效连接可靠性等；也能在湿热及振动等恶劣环境

下对电池进行综合考核，以保证整车的可靠性。 

振动试验系统由台体、冷却单元、数字功放、水平滑台、垂直扩

展台面、控制仪组成；温湿度试验系统由箱体、制冷系统、温度电热

循环系统、湿度补水系统、控制系统、安全保护系统组成。振动试验

系统与温湿度试验系统通过软连接，形成综合试验台，使具备单独的

振动试验、温湿度试验以及湿热环境下的振动试验。 

性能指标： 

(1)振动台台面尺寸             ≥1200mm×1200mm 

(2)振动最大加速度             ≥3g 

(3)振动台最大推力             5000kgf 

(4)振动频率                   5Hz～500Hz 



 

 

(5)湿热箱净空尺寸             1600 mm×1400 mm×1200 mm

（D×W×H） 

(6)温度控制范围               -70℃～+150℃ 

(7)温度偏差                   ≤±2.0℃， 

(8)温度波动度                ±0.5℃ 

(9)升温速率                   -50→+85℃，2℃/min 

(10)降温速率                  +85→-50℃，2℃/min  

(11)湿度控制范围              10～98%R.H 

(12)湿度偏差                 +2/-3%R.H（>75%R.H）； ±

5%R.H（≤75%R.H） 

(13)噪声                      ≤85dB 

(14)振动台动圈负载            ≥500kg 

11.3 测功机试验台 

 

 

 

 

 

 

图 29  测功机试验台 

测功机试验台主要用于承担纯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参数匹配、功

能开发、功能验证、控制策略验证、电机性能等测试服务与技术服务。

该台架系统需要能够拓展搭建虚拟的整车环境，进而可以拓展为基于



 

 

三电 HIL的电驱动系统台架。 

试验台功能： 

（1）转速控制精度测试； 

（2）转矩控制精度测试； 

（3）转速响应时间测试； 

（4）转矩响应时间测试； 

（5）温升试验测试； 

（6）额定工况温升测试； 

（7）峰值温升测试； 

（8）指定工况温升测试； 

（9）超速试验测试； 

（10）最高工作转速试验测试； 

（11）堵转试验测试； 

（12）输入输出特性试验测试； 

（13）工作电压和工作状态测试； 

（14）外特性曲线测试； 

（15）效率测试； 

（16）高效区测试。 

技术参数： 

（1）控制精度 

a.转速控制精度：±1r/min； 

b.转速分辨力：±0.1r/min； 

c.测量范围：0～5000r/min； 



 

 

d.转速的测量值刷新频率：≥ 1 kHz； 

e.测功机最低稳定转速≤100 r/min； 

f.扭矩控制精度：≤±0.2％FS； 

g.扭矩测量精度：≤±0.05％FS。 

（2）测功电机主要参数 

a.额定功率：265 kW；  

b.恒扭矩转速范围： 0~1750 rpm； 

c.额定扭矩： 1446 N.m； 

d.最高转速：4500 rpm； 

e.恒功率转速范围：1750-2900 rpm； 

f.额定电流：460 A； 

g.额定电压：400 V。 

（3）模拟电池主要参数 

a.电压：380V±10%； 

b.频率：50Hz±3Hz； 

c.功率因数 ：≥0.99； 

d.电压范围 ：20-800V； 

e.额定电压：500V； 

f.额定电流：±500A； 

g.峰值电流：±700A； 

h.额定功率：250kW； 

i.峰值功率：350kW； 

j.峰值时间：60s。 



 

 

12. 整车性能试验室 

建设有中重型车辆性能试验室，由整车环境实验舱（大舱、小舱）、

阳光模拟装置及高低温型重型转毂试验台组成。 

整车环境实验舱，可以开展车辆等产品的静态高温高湿试验、高

低温贮存试验、高低温起动试验、风窗玻璃除霜试验、采暖性能试验

等环境模拟试验。 

 

 

 

 

 

 

 

 

图 30  中重型转毂试验室及环境试验舱（大舱） 

 

 

 

 

 

 

 

图 31  排放、低温及转毂试验室（小舱） 



 

 

大环境舱主要技术指标（中重型转毂试验室，门：宽*高 4m*4m）：  

a.试验仓内空尺寸（长*宽*高）：25m*7m*5.5m 

b.温度模拟范围：-45℃～+70℃ 

c.湿度模拟范围： 10%～98%（高温高湿点：温度 45℃、湿度

80%RH） 

d.温度控制精度：≤±1.0℃(无热负荷)  

                ≤±2.0℃(有热负荷) 

e.湿度控制精度：≤±5%RH 

f.阳光模拟装置可以开展车辆的阳光模拟试验，其主要技术指

标： 

光照面积：≥长 13m×宽 3m 

最大光照强度：≥1200W/m² 

光照均匀度：≤±10% 

光照调节范围：600W/m²～1200W/m² 

g.3.5t≤车重≤40t, 2t≤转毂轴荷≤20t。 

高低温型重型转毂试验台，可以模拟开展单轴驱动车辆台架动力

性试验、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试验，以及车辆道路循环模

拟试验；与整车环境实验舱联合试验，还可进行道路热平衡模拟试验、

单驱车辆动态高温高湿试验、热害试验等高低温环境的动态性能试

验。 

重型转毂主要技术技术指标（中重型转毂试验室）： 

a.电机/驱动器额定功率：560kW 

b.最大持续牵引力：40,000 N（0-≥50km/h） 



 

 

c.最大短时牵引力：52,000 N / 持续 60s 

d.牵引力测量精度：≤±0.1% FS 

e.转毂直径：72 吋 

f.最大转毂速度：≥160km/h 

g.最大允许轴重： 20000kg 

h.模拟惯量范围：1500～20,000kg·m2 

i.道路载荷模拟控制精度：≤±1% 或 9.8N 取大值（车重小于

9t） 

j.鼓风机最大风速不小于 120km/h，最大风量不超过 150000 

m3/h。 

小环境舱主要技术指标（排放、低温及转毂试验室。门：宽*高

3m*3.1m）：  

a.试验仓内空尺寸（长*宽*高）：15.4m*6m*4.1m 

b.温度模拟范围：-30℃～+43℃ 

c.湿度模拟范围： 5%～98% 

d.温度控制精度：≤±1.0℃(无热负荷)  

                ≤±2.0℃(有热负荷) 

e.湿度控制精度：≤±5%RH 

轻型转毂主要技术技术指标（排放、低温及转毂试验室） 

a.电机/驱动器额定功率：150 kW 

b.最大持续牵引力： 5200 N (0-≥100km/h) 

c.最大短时牵引力：7200 N (60s) 

d.牵引力测量精度：≤±0.1%FS 



 

 

e.转毂直径：48 吋 

f.最大转毂速度： 200km/h 

g.最大允许轴重： 2500kg 

h.模拟惯量范围：454～3500kg·m2 

i.道路载荷模拟控制精度：≤±1%F.S 或 10N 取大值 

j.鼓风机最大风速不小于 130km/h，最大风量不超过 100000 

m3/h。 

k.车重≤3.5t,转毂轴荷≤2.5t。 

     轻重型两套转毂系统、鼓风机独立运行。大小环境实验舱共用一

套新风系统、一套排气系统，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环境舱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