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衍生品和系统开发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www.porsche-engineering.com

Porsche Engineering 杂志
2019 年 
第 1 期



如果形式追随功能，
那它最好更快一些。

全新保时捷911。
第八代 911， 动感一如既往。配备 3.0 升六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功率高达331kW (450PS)。搭载升级后的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 (PASM)，
实现运动性与舒适性的平衡。风格鲜明的一体式条形尾灯和更宽轮距，

是它标志性的造型。详见 www.porsche.com/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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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司管理层的新成员，我在此致以热情的问候。 
在本期杂志中，让我们一起展望汽车行业历史上具有纪念意
义的一次转变。虽然电动汽车、互联和高度自动化驾驶正在
为汽车行业带来一场革命，但我们同时应一如既往地以高质
量继续研发传统技术。

对最终客户而言，市场上有不计其数的车型和互联功能
可供选择，但同时，开发人员面对的复杂性也逐渐提高。我
们的产品必须满足不同市场的客户需求和法律要求。 

因此，本期杂志也将重点探讨“复杂性”这一主题。衍
生品和系统开发业务领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智能的开发
方法和工具以及对整车的透彻理解积极推进了衍生品的日益
多样化。当然，坚持高超的质量标准和效率同样必不可少。
在“趋势与技术”专栏中，我们将阐述如何应对来自汽车互
联以及采用 5G 技术的驾驶辅助系统等多方面的挑战。本期
杂志还将与您分享充电基础设施的最新发展趋势、新款保时
捷 911 的技术亮点以及自主机器人探月等精彩内容。

我们如何战胜所有这些挑战？答案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成功因素——人。 

我们的工程师并不认为未来的多重挑战是一种威胁， 
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机遇。一次从各种可能性中找
出一条坦途的机遇，一次完美主义与实用主义碰撞出火花的
机遇。让我们用热情去理解，去思考，去发展，与我们的客
户共同塑造成功的未来。

此致
Peter Schäfer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彼得·舍费尔博士（Dr. Peter Schäfer）
保时捷工程集团总经理

关于保时捷工程集团：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早在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于 1931 年创建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时，便已遵循这样
的高要求。这也为今天保时捷的客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为客户开展每一个项目时，都深感责任重大，不能懈怠。保时捷工程的业务范围
从各个组件的设计一直延伸到整车开发的规划和执行。除汽车行业外，也扩展至其他领域。

全新 Cayenne Coupé 车型（第 1 页）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261–212 g/km 
油耗（综合）：11.4–9.3 l/100 km

全新 911 Carrera S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208–205 g/km 
油耗（综合）：9.1–8.9 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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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成功研发：关于保时捷 Cayenne Coupé 衍生产品开发与合作的访谈。

12 全新 Coupé 车型： 
保时捷 Cayenne 全新
衍生车型研发中的挑
战和解决方案。

30 高速联网：5G 网络下可实现的新型驾驶功能。 44 完美匹配：将自动变速箱应用在 KTM X-BOW 中。

48 大电流充电：因一款全新的直流
能量计而得以实现。

档案资料

10-29

KTM X-BOW  
（运动和驾驶）

二氧化碳排放量 
（综合）： 

228.8–200.9 g/km; 
油耗（综合）： 
9.8–8.6 l/100 km

新款 Cayenne  
Coupé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 
（综合）： 

261–212 g/km; 
油耗（综合）： 
11.4–9.3 l/100 km



参与人员 12 约翰内斯·温特哈根（Johannes 
Winterhagen）非常关注能源、汽
车和生产主题，并为《法兰克福
汇报》（F.A.Z.）等报社供稿。

30 理查德·巴克豪斯（Richard 
Backhaus）是一名专业记者， 
他关注汽车方面的主题已超 
过 20 年。

30 弗洛里安·穆勒（Florian 
Müller）：是一名来自维也纳 
的插画家，他为本刊设计创作
了关于未来驾驶方式的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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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M X-BOW  
（运动和驾驶）

二氧化碳排放量 
（综合）： 

228.8–200.9 g/km; 
油耗（综合）： 
9.8–8.6 l/100 km

新款 Cayenne  
Coupé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 
（综合）： 

261–212 g/km; 
油耗（综合）： 
11.4–9.3 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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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月上之人
机器人和自动驾驶：参观位于不来梅的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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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闻

纳尔德奥测试中心

新任总经理，先进技术，积极参与当地社会

安东尼奥·格拉提斯（Antonio Gratis）
自 2018 年 11 月起在位于意大利普利
亚大区（Apulien）的纳尔德奥技术中
心（NTC）担任董事总经理。格拉提
斯曾在依维柯（Iveco）、宝马格意大
利阿方西内分公司（Bomag Alfonsine）
与宝马格法亚集团（Bomag Fayat 
Group）任职。

从技术方面来看，位于普利亚大
区的纳尔德奥技术中心是未来发
展的绝佳场地：自 2019 年 1 月以
来，建筑工人已清除了测试轨道上

的沥青，并为长约 13 公里的圆形
跑道铺设了新的路面。此外，工人
们还安装了一套全新的专利护栏系
统。沿着整条跑道还将铺设长达 
26 公里的电缆与长达 91 公里的光
缆。这些电缆与光缆能够助力开展
新的测试，例如关于高级驾驶员辅
助系统（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连通性与电动汽车领域
的测试。除了圆形的“汽车圆形跑
道”（Car Circular Track）外，占地
面积巨大的“汽车动态平台”（Car 
Dynamic Platform）也将采用新的路

面。为此，总共将使用约 10 万吨沥
青，并将安装超过 30 万平方米的土
工格栅以防止沥青开裂。

纳尔德奥技术中心的品牌形象中同
样包含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的自觉性。
自 2019 年起，纳尔德奥技术中心成
为纳尔德奥足球俱乐部青年队的主办
方：“Turbo 新人”是一项支持和促
进体育青年人才的项目。该项目的第
一个活动是为当地多达 200 名儿童组
织了一场足球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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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保时捷工程研讨会（Tongji Porsche Engineering Symposium）

汽车底盘专家会议

2018 年 11 月 21 日，保时捷工程集团与上海同济大学合作，首
次举办了一场针对底盘技术的研讨会。本次活动在上海全新揭
幕的保时捷体验中心举行，来自工业和科学界的专家们在 15 场
专业讲座中介绍了底盘领域的最新发展和见解。与会者们还有机
会在保时捷体验中心的赛道上亲身体验时新的底盘技术。保时
捷工程集团为中国客户提供项目服务已超过 20 年，并于 2015 
年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子公司。

保时捷俄斯特拉发（Ostrava）分部

保时捷在捷克展开数字化攻势 

保时捷工程集团正在扩建其数字技术。2018 年
中期，工程服务提供商在捷克俄斯特拉发设立了
新的办事处。目前，约有 30 名软件和硬件研发
人员活跃在未来底盘控制系统和电动汽车智能充
电解决方案等领域。比如他们正在为新一代电动
汽车高压充电基础设施研制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案。

选择俄斯特拉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地点靠
近捷克俄斯特拉发及布尔诺（Brno）的多家高校，
并与波兰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高校距离较近。保
时捷工程集团也将借此延续其传统：与高校合作
一直以来都是公司发展战略的基石。

俄斯特拉发的新址也为于 2001 年设立的布拉格分
部提供大力支持。保时捷工程集团于 1996 年开始
与捷克技术大学机械工程系建立合作，并将此作
为保时捷向捷克迈出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条纽带经过不断扩大与加强，目前在布拉格的
保时捷工程集团办事处已有超过 200 多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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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学生竞赛

未来出行解决方案

未来出行解决方案：这正是保时捷工程集团邀请学生于 
2019 年 4 月 6 日和7日在罗马尼亚参加竞赛的主题。竞
赛包括电动汽车入网技术、逆向工程、动态驾驶员辅助
系统和电池充电系统等领域。由两到三名参赛者组成的
竞赛团队，在保时捷工程集团专业导师的帮助下，在两
天时间内制定出解决方案并展示设计成果。评审团从创
造力、潜在用途、可实施性和汇报本身的质量，来评估
参赛提案。竞赛在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的保
时捷工程集团罗马尼亚分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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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

通电首秀

维也纳发动机峰会（Wiener Motorensymposium）

所有领域的专业知识

保时捷工程集团今年首次参展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位于“集成
能源”（Integrated Energy）展区的展位占地 100 平方米，让参
观者对灵活的模块化充电站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快速
充电解决方案外，保时捷工程集团研发的适合 919 Hybrid 的高
压电池和 2017 年款原创跑车也首次亮相。

2019 年  4 月  1–5 日 
https://www.hannovermesse.de

保时捷工程集团在本年度参加了著名的内燃机和驱动 
技术会议“维也纳发动机峰会”。会上展示了内燃机、
混合动力系统和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多项展品。 

2019 年  5 月  15–17 日 
https://wiener-motorensymposium.at

保时捷  Taycan

动力灵魂，电力十足

作为保时捷首款全电动跑车，保时捷 
Taycan 已于今年投入生产。两台永磁同步
电动机（PSM）的系统功率超过 600 马力 
（440 千瓦），使 Taycan 的百公里加速时
间短于 3.5 秒，两百公里加速也只需不
到 12 秒。可在无功率损失的情况下接
连进行多次加速。这款全轮驱动车型采
用 800 伏架构。根据新标欧洲循环测试
（NEDC），在快速充电网络上充电大约四
分钟，所提供能量可供其行驶 100 公里，
其最大续航里程超过 5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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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的艺术

全新 Cayenne Coupé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261–212 g/km 
油耗（综合）：11.4–9.3 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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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初见新车型 
全新 Cayenne Coupé 诞生的故事

18 “掌控复杂性”
 工程艺术和积极踊跃的团队访谈

22 形式遵循性能
 全新的 Cayenne Coupé 车型

32 精湛节能技术的转移
内燃机如何在摩托车或手持设备中变得更加高效

成功的衍生车型研发包含许多方面：采用时新的方法和
流程、通力合作的伙伴关系、精湛技术的转移。最重要
的是：在注重细节的同时兼顾全局。保时捷的最新力作

便是此方面的佼佼者：全新保时捷 Cayenne Coupé。



12 衍生品和系统开发

天空从未如此之近：Cayenne Coupé 绝美的玻璃天窗开启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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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进一步扩展 Cayenne 家族：辉煌的第三代 SUV 系列迎来更
具运动感的新成员——Cayenne Coupé。以出色的基础车型为起点，
保时捷工程集团领导了这一全新衍生车型的研发。特别之处在于，
研发团队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化模拟方法来减少实体样车数量，并针 

对全新的独特玻璃车顶研发出新的生产和安装工艺。

初见新车型
文字：Johannes Winterhagen 摄影：Matthias Just和Tobias Kem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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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 Cayenne Coupé 有着动感十足的线
条和独特的设计元素，明显与标准版 

Cayenne 不同。2.16 平方米的固定全景玻璃天窗
是它的标准配置，0.92 平方米的观景面积则为所
有乘客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空间感。如有需求，也
可选择配备廓形碳纤维车顶。此外，它还拥有第
三代 Cayenne 车系的所有技术亮点——强劲动力、
创新悬架系统、数字化显示和操作设计以及全面
的连通性，每一点都令人赞叹。

这一款全新衍生车型的研发工作主要由保时
捷工程集团完成。从最初的“设计确定”阶段开
始，保时捷工程集团就负责领导整体车型的研发，
包括除少数零部件之外的所有汽车组件。其研发
工作范围不仅限于对技术特性的验证，还包括全
程为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大众工厂进行
的量产阶段提供支持。

早在 2016 年 2 月交付设计理念时，新车型
的核心技术概念就已确定，并通过了后期量产基
本可行性的检测；外观造型也初步确定，并在后
续研发过程中对细节进行调整。在整个研发过程
中，可制造性分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虽
然整体的设计概念已经大致决定了玻璃天窗的尺
寸，但具体的几何细节则是在考虑到如何与车身
连接等情况下，由保时捷工程集团在进一步研发
过程中确定的。

凭借为集团内外众多客户提供项目研发服务
的经验，保时捷工程集团得以快速接管项目结构
并在已有研发进程基础上继续推进。这些步骤在
车型概念确定之前就已妥善完成，以确保最终成
果的顺利交付。其中包括确定所谓的同步工程团
队，即明确划分成员对各个组件的责任。由于该
项目规模可观，因此项目管理的重点是协调众多
专家彼此之间的工作配合。在研发过程中，保时
捷工程集团采用保时捷IT系统，员工主要在自己
的服务器上工作，并在规定日期前上传数据。

无样车研发，仍然确保优异性能 

通过全程使用数字化研发工具，保时捷能够
不断减少所需实体样车的数量。在此背景下，衍
生车型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于实体样车
及其制造工具，从而能取得更好的时间优势和经
济效益。在不生产样车的前提下进行验证——这

一看似艰巨的任务主要采用数字化工具完成，但两
个人工搭建的分别用于底盘和电气/电子设备的辅
助支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者的必要性在于它
能够在研发早期阶段就确定车辆尺寸对电磁兼容
性的要求，因为即使是微小的几何形状变化也可
能会改变电磁屏蔽情况。 

在 Cayenne Coupé 的研发过程中，保时捷工程
团队一共制作了 10 辆数字化样车，并运用它们

在 Cayenne Coupé 
的研发过程中，

保时捷工程团队一
共制作了 10 辆数

字化样车，并运用
它们提前对不同车

型的整体车辆特
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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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讨论：专家利用
硬件和 CAD 数据向 
项目管理人员介绍玻
璃车顶遮阳卷帘的各
个细节。从左至右： 
尤尔根·奥森福特 

（Jürgen Ossenfort）、 
赫尔曼·斯图尔姆

（Hermann Sturm）、 
赫尔穆特·弗露勒 

（Helmut Fluhrer）、 
马尔科·施密特

（Marco Schmidt） 
以及霍尔格·鲁迪

（Holger Rudy）。

检测：声学专家 
本亚明·伯纳德

（Benjamin Bernard） 
正在准备一个用于测
试的零部件（下图）。

Cayenne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 
261–207 g/km
油耗（综合）： 
11.4–9.1 l/100 km

全新 Cayenne Coupé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 
261–212 g/km;
油耗（综合）： 
11.4–9.3 l/100 km



精密的误差管理
为了达到规定的误差要求，Cayenne Coupé 的研发
使用了一种参考点系统。这一系统贯穿从车顶到
车身主体再到最终装配的整个生产过程。

16 衍生品和系统开发

提前对不同车型的整体车辆特性进行分析。其中，
汽车碰撞安全性验证这尤其重要的一环完全在有
限元模拟的帮助下完成。由于玻璃在碰撞时情况
特殊，因此需要预先通过替代性实验对汽车的玻
璃天窗尤其是粘合处进行调整。对车身主体刚性
的检测结果也只是体现在数字上。在这些计算结
果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单独改进措施，例如进行额
外加固或更改连接点。

需要进行车身结构空间检测的原因众多，比如
电路铺设等，为此，工程师在研发过程中采用了物
理 DCA（设计-检查-建造）模型。尤其对于后座区
域来说，要在车顶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乘客有足够的
头部活动空间，这一检测就十分重要。

应对所有情况：保时捷工程集团的研发工作范围还包括各种检测以及耐久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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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拟模型未能提供足够精确的结果，因
此在替代性实验的帮助下完成汽车的气动声学
设计。在实验期间，工程师们在位于魏斯阿赫

（Weissach）的保时捷风洞中对一辆粘土模型车进
行了测试，借此能够很快识别出由车身外壳轮廓
产生的潜在声源。气动声学实验也体现了无样车
研发方式的局限性：车身内部的音响效果还是只
能通过真实的驾驶才能确定。

在验证上述模拟结果的准确性时，工程师仅采
用了由量产工具制造的零部件在布拉迪斯拉发生产
基地组装的预产车辆。与采用样车的研发方式相
比，第一批预产车辆的生产约提前了三个月。保
时捷工程集团的研发工作范围还包括后续的寒热
环境测试。在进行第一次寒冷环境测试时，研发
人员专门针对新车型模拟了误用情况，以测试玻
璃天窗的性能。在温度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大面
积玻璃表面的边缘尤其可能由于生产过程中形成
的固有应力而出现应力开裂的情况。通过加强对
固有应力的控制，工程师在 Cayenne Coupé 的早
期研发阶段就实现了优异的玻璃性能，因此测试
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应力开裂。此外，除了保时捷
规定的常规检测项目之外，保时捷工程团队还对
新车型进行了耐久性测试。 

玻璃天窗带来的挑战

在研发中，尺寸约 1.8 × 1.3 米、且由于车顶
曲线向下倾斜导致弯曲半径较大的玻璃天窗可谓是
一项特殊的技术挑战。因此，工程师选择与供应商 
合作，为复合安全玻璃以及包括遮阳卷帘在内的整
个车顶共同研发合适的生产和组装工艺。

具体生产工艺是先分别切割两片玻璃并打磨其
边缘，然后采用压弯工艺打造出弧形线条。之后将
把聚乙烯醇缩丁醛（PVB）薄膜放置于两片玻璃之
间，并在高压釜中生产出耐久粘合的复合物。然后
对车顶玻璃进行两层包边发泡处理，其中内层用于
固定遮阳卷帘支架并确保其密封性。此工艺步骤
以前从未被应用于生产这种尺寸的玻璃车顶，因
此需要用到的工具也必须重新设计。 

保时捷工程集团的研发人员尤其注重整车装
配时的误差管理。比如 Cayenne Coupé 的研发就
使用了一种参考点系统，贯穿从车顶到车身主体
再到最终装配的整个生产过程，由此实现了无需

返工的安装工艺。为了安装重达 30.4 千克的玻璃
天窗，研发人员不得不专门设计一台合适的机械
手。这台机械手能将车顶玻璃水平抬起至车身主
体上方，使其自由悬浮，在定心销的帮助下准确
定位并将其嵌入车身外壳。 

针对玻璃车顶的碰撞安全性、温度特性以及
机械强度，研发人员预先通过数值模拟和零部件
实验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很早就决定采用环绕两
圈的胶粘式接缝来固定玻璃车顶，以确保最高的
稳定性。总体而言，针对天窗的测试在很大程度
上与挡风玻璃的研发过程类似，但还有一项补充，
即在相应的测试道路上进行了碎石击打的实验。此
外，由于车顶几何形状特别，遮阳卷帘的轴和牵引
杆均呈弯曲状，因此还对它进行了超过 15,000 次
自动循环的耐久性测试。

这是保时捷历史上技术最先进的玻璃车顶，
其背后隐藏了多少细节工作，大概只有 Cayenne 
Coupé 的驾驶者才能体会到了。这种细致甚至延
续到了售后服务中——针对需要更换玻璃车顶的
情况，保时捷工程集体也准备了对应的拆卸方案：
类似于挡风玻璃，先使用切割丝分开粘合剂，然后
再将玻璃车顶取下。

结语

繁复的细节工作、数字化模拟方法的智能应
用、始终专注于全局的目光：保时捷工程集团借
助优秀的工具，为保时捷 Cayenne 全新衍生车型的
研发探索新的方法和工艺。成果：一个高度复杂，
但仍然圆满完成的项目。但更重要的成果是：全
新的保时捷 Cayenne Coupé。

 综述

全新 Cayenne Coupé 的研发工作主要由保时捷工程集团完成。在车型概念确定之后， 
保时捷工程集团负责领导包括几乎所有汽车组件在内的整体车型研发。其中，玻璃天窗
是一项特殊的挑战。保时捷工程集团采用的研发方法也极具创新精神：在开发衍生车 
型时，保时捷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于由工具生产出的实体样车。因此，验证任务主要
采用数字化工具完成，两个人工搭建的分别用于底盘和电气/电子设备的辅助支架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省略样车构建阶段——全新的 Cayenne Coupé 是这种创新方式的有力证明。

与供应商合作， 
为玻璃车顶共同
研发全新的生产

和组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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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衍生产品开发是一门艺术——这是一门重新设计现有车辆，
却不改变其本质的艺术。在此期间，开发人员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如果以模拟
方法代替整个样车生产阶段，并仅在量产工具的基础上进行试验，那么则需要技术
方面的专业知识、紧密协作以及有效的项目管理。保时捷 SUV 产品系列主管汉斯-
尤尔根·沃勒（Hans-Jürgen Wöhler）、保时捷车身研发部门主管米谢尔·塞泽勒

（Michael Schätzle）和保时捷工程集团总经理彼得·舍费尔（Peter Schäfer）共同讨
论了 Cayenne Coupé 跑车的工程师如何胜任以上工作。

采访：Johannes Winterhagen 摄影：Frederik Laux

“掌控复杂性”

对许多人而言，911 是最能代表保时捷的车型
系列……

   汉斯-尤尔根·沃勒：毋庸置疑，保时捷 911 是保
时捷品牌的核心产品。然而在此期间，SUV 产
品系列中的 Macan 和 Cayenne 皆对保时捷的成
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保时捷不仅推出了更多车型系列，
而且在产品系列中还提供各式各样的款型。

   沃勒：究其根本，911 跑车的成功其实有一部
分归因于保时捷能够在一个产品系列中为客户
提供尽可能多的不同款型。因此，我们也要增
加 SUV 车型系列中的多样性，从而提高我们在
这个不断增长的细分市场中的份额，才能实现
持续成功。如今，我们发布全新车型 Cayenne 

Coupé，这是一款将 SUV 的日常实用性与跑车的
驾驶特性完美结合的产品。

您如何定义“衍生产品”这个概念？
     米谢尔·塞泽勒：当我们针对基础车型对车身进

行改造时会使用这个概念。保时捷的一大特点
是每一款驱动装置从视觉上来看都有不同之处，
因此车身也需要相应地作出变化。

   彼得·舍费尔博士：在这个问题上，衍生产品的
复杂程度可能存在极大差异。保时捷 Cayenne 
Coupé 采用了全新的车身设计，这在保时捷此 
前的任何车型上都不曾使用过。

开发这样一款衍生产品需要付出多少额外支出？
   沃勒：这取决于它相比基础车型的变化程度有多

2.16 m2
这是 Cayenne Coupé 车型 
的全景玻璃车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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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由于车身、驱动装置和汽车底盘上的变动
在部分程度上相互制约——例如，为了实现更
强大的动力需要提供足够的冷却能力——因此
很难对此作出概括说明。理想状况下，如果确
定了基础车型的规格，它的衍生产品也就随之
确定。但是：市场与我们的开发周期并不一致，
因此在必要时我们需要更快地做出反应。对于
我们工程师来说，开发出一款衍生产品是一项
特别令人振奋的工作。

这听起来很复杂，主要是因为车辆审批的法律
要求有所增多。 

   塞泽勒：一方面，所有因素都变得更加复杂。但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如今的开发流程也更加
简单且一致。这样就可以彼此平衡，从而实现

我们自己的目标：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多的多
样化产品。 

   塞弗：若不是模拟技术的大量运用，如今多种多
样的车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Cayenne Coupé
的开发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完全
省略了第一个样车制造阶段。试验几乎完全仅
在基于量产工具的车辆上进行。

   沃勒：诚然，只有当在开发过程中拥有相应的专
业技术时才能成功进行试验。对我们而言，这
是将有关 Cayenne Coupé 的大量开发工作交给保
时捷工程集团的根本原因。

顺利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关
键是否在于精密的技术项目管理？

   塞弗：它不仅有关项目管理，还有关具备广度和

总结：汉斯-尤尔根·沃勒、彼得·舍费尔博士
与米谢尔·塞泽勒，（从左至右）共同回顾研发 

Cayenne Coupé 时的合作点滴。

Cayenne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 
261–207 g/km 
油耗（综合）： 
11.4–9.1 l/100 km

全新 Cayenne Coupé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 
261–212 g/km;  
油耗（综合）： 
11.4–9.3 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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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的技术专业知识。因为在开发过程中总会
发生许多意料之外的事——这时人们就需要技
术专业知识才能快速解决出现的问题。

   沃勒：没有专业知识无法成事，没有灵活的项目
管理照样是行不通的。我们三位坐在这里仅仅
代表我们紧密协作的团队。我认为这是一项综
合性工作。

在 Cayenne Coupés 开发过程中的哪个阶段，您
最能体会到这种异常紧密的合作？

   塞泽勒：在开发汽车后盖板时，同时也是保时捷
所完成的最浩大且最艰难的一部分工作，与一
项按部就班的任务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在
开发后盖板以及设计碰撞安全性时，我们展开
了紧密的协作。从项目管理到与布拉迪斯拉发
（Bratislava）的生产工厂进行协调，保时捷工程
集团尽可能独立解决了其他所有问题。

   沃勒：更值得注意的是，Cayenne 与大众集团其
他车型共用一个平台——因此这款衍生产品无
法与其他品牌的专业技术彻底脱离。

您所克服的最大技术挑战是什么？
   塞泽勒：应该是空气动力学，其中声学、设计和

行驶动力学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目标冲突。 
   塞弗：在这类情况下，我们其实处在一个充斥着

复杂相互作用的世界。为了快速制定有关如何

“一方面，所有因素都变得更加复
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如今
的开发流程也更加简单且一致。这
样就可以彼此平衡，从而实现我们
自己的目标：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

多多样化产品。”

米谢尔·塞泽勒

“没有专业知识无法成事，没有灵
活的项目管理照样是行不通的。
我们三位坐在这里仅仅代表我们

紧密协作的团队。”

汉斯-尤尔根·沃勒



21Porsche Engineering 杂志 1/2019 “掌控复杂性”

解决现有目标冲突的建议，我们必须在跨学科
团队中密切合作。尤其当涉及影响行驶阻力与
汽车车型审批的问题时，时间十分紧迫。毫无
疑问，空气动力学便属于这样的问题。

   沃勒：这展现了真正的工程师艺术。有时我们
也能收获极大的惊喜。例如当我们使用量产工
具制作完成第一批样车时，我们立即上路行驶，
并且效果不错。

除了技术方面以及具体的发展目标，保时捷同
样追求延续品牌经典的驾驶体验。您三位对此
有何理解？

   塞泽勒：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衍生产品的底盘与
驱动装置通常来自一款品质极高的基础车型。
对于基础车型的衍生产品而言，重要的是整体
结构协调一致。

   沃勒：诚然，研发人员的想法是无穷无尽的。如
果基础车型由于发展历时太久而无法带来新的
东西，衍生产品也可以推动新的进步。人们可
以感受到 Cayenne Coupé 的底盘明显变得更具运
动性。

   塞弗：为了满足客户认为重要的驾驶体验，没有
什么方式比一起坐进汽车并实地驾驶更加行之有
效。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我们一直十分拿手。

最后，让我们一起放眼未来：电气化发展趋势
为衍生产品的研发过程带来了哪些变化？

   沃勒：客户还会要求蓄电池电力驱动汽车拥有各
式各样的车身与驱动装置衍生产品——这也保
证了多样性。而与此同时，功能的数量也在不
断增加。我们作为研发人员的任务是掌控这种
复杂性。

   塞泽勒：在过渡时期中，我们的一部分客户选择
配备内燃机的汽车，其他客户则青睐纯电动汽
车。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全方位满足
这两种客户的需求。 

   塞弗：在整车研发和衍生产品研发之外，保时
捷工程集团还致力于自动驾驶、数字化与电动

汽车等未来领域，这是集团的一项战略。多年
以来，我们通过例如建立专业化海外工厂来做
好全方位准备——如今，我们正在这些领域大
展拳脚。我们的目标是，在不参考特定车型的
情况下开发出各种保时捷典型的功能。反过来
这又是高效开发衍生产品的先决条件。但最重
要的成功因素是积极上进、能力卓越，且日复一
日在团队中出色完成工作的员工们。 

 135 mm
在车速达到 90 km/h 时， 
扰流板展开 135 mm， 

从而增加后桥的接触压力。

米谢尔·塞泽勒（Michael Schätzle）是保时捷车
身研发部门负责人。此前他曾负责所有保时捷车
型的被动安全性，2013 年之前曾担任保时捷整
车项目负责人并对 911 跑车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斯-尤尔根·沃勒（Hans-Jürgen Wöhler）自 
2013 年起担任保时捷SUV产品系列负责人。因
此，他对 Cayenne 和 Macan 的所有车型均负有
全部技术和经济责任。

彼得·舍费尔博士（Dr. Peter Schäfer）自 2018 
年年中起担任保时捷工程集团总经理。此前，
他负责保时捷股份公司魏斯阿赫开发中心的底
盘研发工作，后来负责整车研发。

“但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积极上进、能力卓越，且日复
一日在团队中出色完成工作的员工们。”

彼得·舍费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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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开阔：标配全景玻璃车顶是新款 Cayenne Coupé 的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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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Cayenne Coupé 不仅具有张扬出色的外形，在功能方面也 
有诸多特色，例如独立式的后排座椅和两种不同的车顶设计。

形式遵循 
性能

全新 Cayenne Coupé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261–212 g/km
油耗（综合）：11.4–9.3 l/100 km

性能强大：全新 Cayenne Coupé 搭载 3.0 升六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输出功率可达 250 kW（340 PS），峰值扭矩为 450 Nm。旗舰 
车型 Cayenne Turbo Coupé 搭载 4.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输出功率高达 404 kW（550 PS），峰值扭矩为 77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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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设计：后方明显更加向下倾斜的车顶线条使 Cayenne 
这款全新 Coupé 车型外形更加流畅，也使其成为该系列中
最具运动感的车型。固定的车顶扰流板更是突出了 Coupé 
车型的流线型侧影，加强了这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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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动感：另一种车顶型号——廓形碳纤维车
顶采用中心冲压工艺制造而成，带来类似于保
时捷 911 GT3 RS 的经典跑车外观。这是运用
在跑车上的三大轻质组件之一。

应有尽有：全面的标配设备包括带有倒车摄像
头的前后停车辅助系统。全新的八向电动调节
式运动型座椅带有一体式头枕，带来极佳舒适
性的同时也能提供理想的侧向支撑。

光线充足：全景玻璃天窗营造出独特的空间感，
集成的遮阳卷帘可防止阳光照射或冷气入侵。这
款全新 Coupé 车型的另一个特点是标配的独立式
后排座椅。也可以选择安装 Cayenne 车系著名的 

2+1 舒适后座系统，无需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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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节能技 
术的转移

应用于手持电器的直
喷技术可降低能耗和
排放，并提高性能。

水冷技术可有效
节能，适用于几
乎所有重型机车。

可变压缩比帮助
摩托车将效率提
升 4-8 个百分点。

除了船艇外，四轮摩
托车也将受益于采用水
冷技术的节能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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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发动机不仅出现在众多汽车中，它还推动着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船艇、小型电器或者固定式机械设备的运转。
在这些领域里，相关法规越发严苛，客户要求也越来越高。
保时捷工程集团将经过汽车检验的成熟技术带入非汽车领域。

部门主管克劳斯·富奥斯（Klaus Fuoss）说：“到 
2020 年，一氧化碳排放量每公里不超过 1,000 毫
克，碳氢化合物不超过 100 毫克，与 2005 年汽车
限值持平。”而氧化氮每公里最大排放量仅 60 毫
克，与 2009 年汽车限值一致。

小型电器（手持和非手持）如电锯、割草机等

也有着类似的趋势。依据美国和欧盟标准，手持电

器将根据不同的气缸容量，每次使用时最多排放 
50-72 克碳氢化合物和氧化氮（混合）。非手持
电器每千瓦时排放量则介于 8-10 克之间。

除法规制定者外，客户的要求也越发严苛。以

大功率摩托车为例，“一方面客户希望通过提高转

数提升功率，另一方面却追求低转数下的更佳驾

汽油发动机在汽车领域有着令人惊叹

的发展史：最初的发展动力源于人

们对高功率和舒适度的追求，而后在更严苛的能

耗和排放标准下，它逐步演变为如今复杂的技术

系统，针对使用目的达到了高程度的优化。多项

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其中包括缸内直喷、

废气处理、小排量化和混合动力化。即使电动汽车

乃未来的潮流，2050 年预计七成汽车依然将通过
汽油发动机来驱动，其中大部分为搭载电动发动

机的混合动力车。

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和船艇在未来很长时间

也将沿用汽油发动机。而在这些领域内，法规日

益严苛，客户要求也更高。“欧盟极大幅度降低

了摩托车的排放限值，”保时捷工程集团发动机

60 
毫克

是 2020 年摩托车每
公里氧化氮的最大排
放量，与 2009 年汽
车的排放限值持平。

作者：Christian B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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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性能。”富奥斯说道。而在发展中国家，节能

结实的轻便型摩托车依然是许多人的选择，它们 
也将以更低成本的技术满足更严苛的废气标准。

劳动工具的使用者也希望获得更好的保护：德

国工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规定每立方米空气中一

氧化碳含量不超过 35 毫克。这一无味气体会聚积
在如沟槽等地方，具有毒性。废气中的碳氢化合

物也隐患无穷：它们不仅散发着让人很不舒适的

气味，还含有致癌的苯环。

汽油发动机也应该更为洁净——不仅在汽 
车中。但非汽车领域的企业并不像汽车制造商那样

拥有充裕的研发资金。“因此将汽车的成熟技术转

移到其他应用中备受追捧，”富奥斯说：“其中 

影响最深远的是摩托车制造商，因为与摩托车相

关的法规往往迟于汽车 6-8 年。”汽车中很多技
术如今也陆续出现在高造价的摩托车中，例如通

过增压器进行机械增压。

一切技术尽在掌握

保时捷工程集团深谙汽油发动机领域的节能

环保技术，可协助非汽车领域的企业将这些技术

应用在相关产品中，并将比如低成本和减重等特

殊要求纳入考量。但并非每一种技术都适宜于每

一种产品。“我们必须针对不同情况精准地分析，

从经济层面来衡量是否有实现目标的必要性。”富

奥斯说道。为了更好地作出判断，保时捷工程集团

的专家们对运用在摩托车、手持和非手持电器中

的技术进行检验：可替代能源、直喷技术、废气

再利用、可变配气机构、可变压缩、小排量化或

者适度小排量化、电气化和水冷技术。

使用替代燃料，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快 
方式，例如以甲烷取代汽油：因为氢原子和碳原子

的有利比例，发动机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降低 25%。 
通过电解从再生电和甲烷处理中获得的再生 CH4 ，

更是一种“气候中性”的气体。此外，替代能源

中所含危害健康的物质更少。“从技术层面来看，

这些替代能源取代汽油绝对有意义。”富奥斯表

示道，“发动机所需改动也极小。”

直喷技术在非汽车领域也蕴藏着无穷潜力，甚

至适用于电锯。因为可准确定时和精确碳化，该

技术能有效降低能耗和排放量，其中碳氢化合物

排放量的降幅尤为明显。这一已经过摩托车和摩

托艇检验的技术，未来也可运用在手持和非手持

电器中。“研发成本在合理范围内，因此而增加

的 100-200 克重量即使对于手持电器也是可接受
的。”富奥斯认为：“直喷技术何时并以怎样的速

度进入这一领域，取决于未来的排放限值。”

这一技术尤其适合与废气再处理系统结合使

用。三元催化器已应用在摩托车中，以降低碳氢

化合物、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原则上，

它们也可以帮助手持电器、固定式机械设备变得

更为环保。但一切都有代价：废气温度的控制往

往伴随性能的降低，此外的能耗也会相应提高。 
“三元催化器中昂贵的贵金属增加了成本，”富奥

斯解释说，“在手持和非手持电器中，废气再利

用虽然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但只有在相应法

规出台后，这一技术才能走向现实。”

日益严苛的排放标准
与汽车领域一样，摩托车、手持和非手持电器的一
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也越
发严苛，因此引入汽车领域的节能技术势在必行。

分析
在汽车领域内，并非所有
技术都能有效转移到其他
领域中。精确分析可以帮
助人们厘清，哪些转移有
意义，哪些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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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功率的摩托车，可变配气机构是一项

非常有意思的技术。它让负荷变化更为灵活，从

而提升性能，降低排放和能耗。但因为成本过高，

这一技术无法在手持和非手持电器中推广。而对

于摩托车，可变压缩比也可以带来类似的效力。富

奥斯说：“如果能将效率提升百分之七至八，对

于未来摩托车非常具有吸引力。”此外，还可以

借助米勒循环和增压显著减少排放。“在手持和

非手持电器领域，该技术仍然过于复杂且昂贵。”

对于摩托车的小排量化或者适度小排量化，也将

如汽车一样实现更低的能耗。

电动驱动的续航里程有限

电力驱动可以帮助摩托车和工作电器实现

零排放。但这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运行时间。 

“电动摩托车虽然在加速方面表现良好，但是目

前续航能力有限，不适合长途驾驶。”富奥斯解 
释说，“因此目前还很难断言，它们是否能取得成

功。”如果想要电动运行手持和非手持电器，则必

须购买更多电池以确保充足的运行时间。这将导致

成本的大幅飙升。”

水冷技术可帮助内燃机有效节能，现在几乎所

有的重型机车中（如摩托车、船艇和四轮摩托车） 
都能找到它的身影。简化的水冷系统也零星地出

现在小型设备中，但因成本和重量而无法推广。

简言之，依保时捷工程集团专家之见，汽油发

动机在汽车之外的领域依然有很广的用途。因此， 
将汽车中成熟且经济的节能技术引入新的应用中，

可谓意义深远。

性能  

油耗量/二氧化碳  

排放

繁复性/重量 

成本效率

额外所需 电控单元 电控单元 闭环 Lambda 
控制

增压、直喷 涡轮增压
油箱、混合气

配置
电子器件、 
电池

摩托车的应用
动力户外 大众市场 

 
潜力巨大， 
但还未引入

城市交通

手持电器的应用 纯电动

非手持电器的应用 混合动力

应用相关的分析必不可少
并非汽车领域的每项节能技术都适宜于引入到其他领域。在不 
同的情况下，成本、重量或安装空间等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本地排放 非常适宜

 不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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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能汽车打造高速网络

1

转向辅助系统

2

自动代客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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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无线网络能够为机器之间安全、无延迟的数据传输提供保障。对于全自
动驾驶功能而言，由于该功能对车辆本身与基础设施及其他车辆之间的信息

流具有极高的要求，因此 5G 无线网络也将在该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Richard Backhaus 插图：Florian Müller

4

超车辅助系统

3

列队行驶

31Porsche Engineering 杂志 1/2019 为智能汽车打造高速网络



!

!

今天，由无线网络传输的数据量正在不

断扩大，主要是因为机器对机器的通

信（M2M 通信）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在汽车领域， 
全自动驾驶是推动这一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对

于当前已实现高度网络化的汽车行业，每小时传

输的数据量还处于千兆字节（GB）范围，而到了
2025 年，每小时可传输的数据量就将达到多个兆
兆字节（TB）。

5G 网络在处理大量数据方面将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相比于 3G 和 4G 或LTE无线网络，5G 网
络更能够满足 M2M 通信的特点和性能要求。5G 
网络的数据传输速率更高，可达到 20 GB /s，远
远高于目前的 1 GB/s。此外，5G 网络的延迟时间
（提交查询和获得响应之间的时间差）也从10 毫秒
减少到只有1毫秒，这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几乎实时
的数据传输。这一点对于机器人远程控制或自动

驾驶功能等许多技术应用都具有决定意义，因为

只有强大的实时网络系统才能够实现这些新功能。

但是，传统的网络拓扑结构通常都以中央计算

机中心为基础，因此 5G 网络在理论上节省的时间
远不足以抵消各基站之间因较远的数据传输路程而

造成的延迟。因此，为了实现最短的延迟，5G 网
络采用分散式解决方案，即每个基站均配备一台独

立的计算机，用于接收数据、处理数据以及自主发

送数据。这就形成了多个单独的微云计算，即所

谓的“Cloudlet”，这种方法也被称为移动边缘计
算（Mobile Edge Computing），即云端和计算机都
位于移动网络的边缘。此外，5G 网络中的机器在
需要时可以直接相互建立通信，而不再需要通过

基站进行中转，从而进一步缩短了数据传输时间。

5G 网络还具有另一个优点：与 4G 相比，5G 
网络在每个无线小区内可以覆盖更多的终端设

备。5G 网络可为用户应用程序设置优先级并相应
地调整数据传输速度，在必要时也能够调整传输负

载。对响应时间要求更高的应用程序将比其他数据

得到更快的传输，例如私人用户的视频流。

原则上，自动驾驶功能的设计出于安全原因必

须确保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可能的事件只能由

车辆自身的辅助系统进行处理和掌控，无论高速公

路、州县公路还是市内道路均应如此。在极端情况

下，例如能见度较差或交通状况较复杂时，车辆

可以与基础设施或其他车辆交换数据（即所谓的 
C2X 通信），由此显著提高车载辅助系统的性能。

覆盖整条道路

保时捷工程公司旗下“Connected Car”部门
负责人 Jaime Arveras 表示，“汽车传感器技术目
前只能覆盖车辆周围最远 300 米的范围。借助其
他车辆和基础设施的传感器数据，信息可以覆盖

整条道路。由此，车辆的行驶机动性能够更好地

根据需求进行调整，也能够及早识别危险情况。”

这种方式为驾驶辅助系统开辟了新前景，例如

在 C2X 通信的帮助下，转向辅助系统在车辆转向
之前就能识别出转向之后的路面上是否有行人， 
或者该道路是否因事故而被封路。

转向辅

助系统
在未来，车辆与道路基础

设施之间可以随时通过 5G 
或 WLAN 进行信息交换，
从而避免车辆在转弯时发

生事故。

1

摄像头
交通信号灯

5G 
发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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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车场等封闭的空间里，C2X 通信可以实现
所谓的“自动代客泊车”。车主在停车场入口处下

车，将车辆交给中央停车场管理系统，系统将车

辆全自动行驶至停车位，并在车主返回取车时再

将其行驶回来。C2X 通信的另一个应用实例目前
正处于测试阶段，即协调多辆汽车以极小的间距

前后行驶。这种“列队行驶”（Platooning）可以
更好地利用前车的背风面，这一点在多辆商用车

辆在高速公路上列队行驶时尤其能够降低燃油消

耗。高速通信是列队行驶必不可少的条件，当队

列中的任何一部车辆刹车时，都必须确保信号能

够毫无延迟地发送到后续车辆，以便自动启动刹

车功能，从而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

5G 移动网络能够远距离快速、安全地传输数
据，尤其适合用于 C2X 通信。除了 5G 移动网络之
外，原始设备制造商也可以采用基于 WLAN 的标
准 ITS-G5 作为替代技术方案。这种技术方案的实
施在现有基础设施中较为简单，例如交通信号灯。

此外，该技术接口标准的定义已经非常完善，并且

已进入可批量投放的阶段。大众公司计划从 2019 
年开始为新车型配备 WLAN-C2X 通信功能。亚琛
工业大学汽车学院网络与测试团队主管 Dominik 
Raudszus 表示：“这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从中
期来看，更有可能是首先建立一种混合系统，将

两者的路径叠加使用。但从长远来看，未来的移

动网络终将淘汰所有其他数据传输方式。” 

保时捷股份公司网络连接部门的开发工程师 
Kai Schneider 目前正在研发基于 5G 网络的 C2X 方
案，他提到：“基于 5G 网络的 C2X 通信将取代
今天通过传感器尚无法实现的驾驶者之间的彼此

协调。它的优点很多，例如在高速公路上能够确

保快速流畅的车辆变道。高舒适度的全自动驾驶

功能必须能够顺畅地融入到所处的交通状况中，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车辆之间的高速通信。”

即使全自动驾驶功能距离全面推广还有一段

差距，但是高速 5G 网络已经为车辆带来了一些
全新的驾驶辅助功能。例如在驾驶者的视线被对

4,000
亿美元：中国计划至  

2020 年投资 4,000 亿美 
元用于 5G 网络的扩建。

车主在停车场入口处下车，将车辆

交给停车场中央管理系统，系统将

车辆全自动行驶至停车位，在车主

返回取车时再将其驶至入口处。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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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车辆干扰的情况下，驾驶者可以通过辅助系统

更好地了解路面情况；前方行驶的卡车可以将路

面的视频图像实时发送到后车的显示器上，这样

后车驾驶员也能够从视频中看到前方路段的情况。

跨行业联盟推动 5G 网络实施

由电信运营商、汽车制造商和科研院所组成的

跨行业联盟开展了多个项目，专门对 5G 技术在自
动驾驶领域的应用进行研究。德国电信 5G 汽车项
目负责人 Johannes Springer 博士表示：“只有结合
各种技术，并且让车内和车外的一切建立通信，才

能让车辆具有预判性的行驶功能，及早识别危险，

并有效地从 A 行驶到 B。”德国在该领域最大的一
个倡议是“5G-ConnectedMobility”项目，爱立信、
宝马集团、德国铁路、德国电信、西班牙电信德国

公司、沃达丰、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德国 5G 实验室
（5G Lab Germany）、联邦公路研究所（BASt）和
联邦网络局（BNetzA）均参与到该项目中。德国
的 A9 高速公路被官方设为“高速公路数字化测
试区域”，该项目在此搭建了一套测试网络。除

此之外，该领域还涌现出大量规模较小的独立项

目。例如，沃达丰为亚琛工业大学的阿尔登霍芬检

测中心装备了 5G 研究网络。德国电信在汉堡和劳
奇兹赛车场配备了 5G 测试网络。德国电信与赛车
场运营商 DEKRA 共同在面积达到 545 公顷的场地
上打造了全欧洲最大的自动驾驶功能测试场。在

意大利的纳尔德奥，保时捷工程公司与多家制造

商共同致力于测试场地的进一步开发，以推动网

络化驾驶功能的测试。

与 3G 和 4G 网络相比，德国目前计划推广的 
5G 标准的频率更高，达到 2 GHz 和 3.6 GHz。5G 
网络的数据传输速率也更快，但由于物理上的限

制，其传输距离较短。因此在网络建设方面，必

须比 3G 和 4G 安装更多的基站。如果主管部门没
有制定关于网络覆盖范围的相关规定，则基站的

建设通常将由网络运营商根据当地需求自行管理，

也就是说，只有在数据交换量较大并且具有经济

效益的地方，运营商才会安装基站。对于自动驾

3G 
42 MBit/s

德国自 2004 年开始启用
UMTS系统（通用移动通
信系统），该系统最初允

许以最高 384 KBit/s 的速
度传输语音和数据。手

机上网的时代就此开启。

随着该系统的进一步发

展，数据传输速度提高

至 7.2 MBit/s，之后达到 
42 MBit/s。

4G 
1,000 MBit/s
当前的智能手机标准 
是德国于 2010 年正式 
启用的LTE 网络（长期 
演进技术）。该网络

的传输速度最高可达 
1,000 MBit/s，但实际 
上由于网络容量有限， 
传输速度通常只能达 
到 50 Mbit/s。

5G 
20 GBit/s

第五代数字移动通信至今

还是尚未实现的梦想。5G 
网络的传输速度将有可能

达到 20 GBit/s，而延迟时
间最多不超过1毫秒，这一
点对于机器之间的通信尤

为重要，例如用于道路交

通或工业应用中。

计算能力分散化
为了实现最短的延迟，5G 网络采用分散
式解决方案，即每个基站均配备一台独

立计算机，这就形成了多个单独的微云

计算，即所谓的“Cloudlet”。

云端计算

服务器设备与传感器

设备与传感器

Cloud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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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 5G 组件的国际兼容性，必须在全
球范围内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标准。2018 年 6 月，
权威标准制定组织——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颁布了历史上首个 5G 标准，这也是 
5G 网络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驶来说，需要沿着交通道路（高速公路、联邦公

路、州县公路以及市内道路）建成超高速高性能

的数据网络。

目前德国已启动5G频谱使用许可的拍卖，首
轮拍卖定于 2019 年初举办，所得款项将划拨为用
于德国数字化基础设施扩建的投资基金。根据目前

的计划，德国首个 5G 无线小区将于 2020/2021 年
度并入常规网络。之后，5G 网络的进一步扩展将
根据需求开展。在美国，首批网络供应商计划于 
2019 年为终端客户推出 5G 产品，而美国的第一轮
频谱拍卖预计将于 2020 年才完成。中国在5G网络
建设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根据 Analysis Mason 
分析公司的一项研究，中国目前已拥有超过 35 万
个支持 5G 通信的基站，是美国的 10 倍。根据中国
当前的五年计划，到 2020 年，政府计划投资 4000 
亿美元用于 5G 网络的扩建。

 总结

自动驾驶功能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是交通中需要传输的数

据量更为庞大。新的 5G 移动网络将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该网络专为机器之间的通信而设计，其延迟

时间仅为1毫秒左右。5G 网络也为车辆带来全新的驾驶
辅助系统，例如超车辅助系统，它能让驾驶者利用前方

行驶车辆的视频图像。

响应快速

超车辅助系统

在 5G 网络中，提交查询和
获得响应之间的时间差不

超过1毫秒，不到目前所需
延迟时间的十分之一。

后方行驶的车辆能够接收到前方行

驶卡车的视频图像。后车的驾驶者

能够立刻看出当前无法超车。

4

发射器

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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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乱边缘 
寻求创造力

客座作者

克劳斯·迈因策尔
（Klaus Mainzer）博士教

授是慕尼黑科技大学 
“卓越荣誉”称号获得者， 

图宾根大学资深教授， 
其著作包括《复杂性》 

（Komplexität）（UTB 
2008）、《人工智
能——机器何时接手
世界？》（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ann über
nehmen die Maschinen?） 

（Springer出版社， 
第 2 版，2019）

照片：Udo Keller 
基金会/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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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是一个极为前沿的研究
领域。我们能否从自然秩序与
自我组织的产生学到如何掌控
我们的技术与社会系统中的复
杂过程？

复杂的系统中包含许多
元素，从它们之间的

相互作用中能够产生集体规则与模式。
复杂性研究专注于探索这些动态过程
中所包含的法则——从自然界中复杂的 
原子、分子与细胞系统，到复杂的社会与
经济系统。复杂性研究致力于跨学科探讨
如何通过一个复杂系统中诸多元素的相互
影响（例如材料中的分子、生物体中的
细胞或市场和组织中的人）发展出规则
与结构——或产生混乱与动荡。如果初始
条件最微小的变化便能激起其他方面的
敏感反应，这样一个系统可以被称作混
乱。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蝴蝶效应”， 
因为在不稳定的天气条件下，蝴蝶翅膀
的轻微扇动可能会引发全球天气变化。

市场与公司都是复杂的经济系统的
代表。在市场与公司中，人们在不同的
职位上相互作用。汽车行业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其产品和商业模式近年来发生

了巨大变化。除了完成传统车辆研发任务
之外，汽车公司还格外关注数字化与人工
智能这两个飞速发展的领域。愈来愈繁多
的产品种类和技术增加了复杂性。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类似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经典物理学，以及经
济系统中，这种复杂性迄今为止尚未得
到重视。相反地，人们通常会采纳一种
线性平衡动态化。根据这种动态化，经
济力量的自由自我组织应当能够自动带
来“国家的繁荣”（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然而，作为一个不断与其他市
场和自然交换物质、能源和信息的开放系
统，市场经济无法实现最终的平衡状态。 
类似于一个生物生态系统，市场经济同
样处于持续变化中，并且会敏感地对边
缘条件中最微小的变化作出反应。此外，
一个经济系统中的实际操作者是具有学习
能力的人类：消费偏好的短期波动、生产
行为的不灵活反应，以及原材料与地产市
场中的投机行为都为经济系统中的敏感反
应提供了绝佳的例子。这种高反馈系统被
称为“非线性”。只有这种非线性模型能
够展示出，两个处于竞争关系的产品在盈
利增加且获得积极反馈的情况下，如何受
到偶然初始波动的极大影响。初期阶段微
小的市场优势（例如在某一区域更大的市
场占有率、政治关联、更好的“关系”）
能够在竞争过程中不断变大，并促使这一
产品实现突破。由此，一项技术能够更加
简单地获得更为显著的成功，虽然在初期
还不能预言这种发展趋势。

即便一项技术标准（例如一种电脑
操作系统）从专业角度来看并非最佳解
决方案，但最终依然能够得到大众认可。

非线性动态表示，最佳选择方案并不是
凭空自动产生的——无论是在进化中、经
济中还是政治中。我们应当知道，在竞争
初期注意不要低估情况中最微小的变化，
或放弃初步尝试。

对人类的理解力而言，掌控整个流
程中的一切细节有些要求过高——例如
在由激增的复杂性所决定的系统发展中。
因此机器学习愈来愈多地应用在生产与
销售中，以便能够训练机器人等系统元
件与人类的协同合作，从而完成自己的
任务（工业 4.0）。

然而，未来市场将继续主要依赖于
推动公司创新潜力的人类活动。当我们
能够利用复杂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时，复
杂性管理才是成功的。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的是“混乱边缘”的行为：对企业而言，
最重要的是找出公司如何在不稳定边缘
顺着它的典型波动进行移动，以激发创
新推动力。因为在“混乱边缘”处，能够 
发展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创造力。

例如一个发展稳健的企业周围会围
绕着许多初创公司，由此会引发结局未
知的创新型波动。公司在混乱边缘有约
束地进行运营——这是硅谷的成功秘诀。
对此前获得成功的路径过度依赖，束手
束脚而不思求新的公司最终将被超越并
走向消亡。此外，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历
史事例展示了人们如何在混乱边缘得以
幸存并获得成功：共产主义下的中国在
可控制的前提下一步步开放了资本主义
自由贸易区，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
繁荣。相比之下，前苏联在其计划经济
末期变得僵化不堪，并最终走向灭亡。

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找
出公司如何在不稳定的边缘
顺着它的典型波动进行移动，

以激发创新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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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独立驱动各个车轮的电动车实现了驱动力可调
节的分布式驱动，让车辆即使在极端条件下也可
保持稳定行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扭矩控制系统
能准确识别异常状况并立即作出反应。保时捷工
程集团专门为此研发出一套适用于电动 SUV 的解
决方案并完成了相应的测试。无需额外的传感器，

仅由软件控制。

轻车熟路 
雪中飞舞

文字：Constantin Gillies 摄影：Tobias Hab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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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控制，这种控制方式的响应速度要比机械离
合器快得多。智能软件只需几毫秒就能完成驱动
力的分配，使车辆始终保持稳定行驶。

保时捷工程集团所研发的就是这种用于四
轮驱动的纯电动 SUV 的扭矩控制系统。该软件
可用于不同的车体结构和电机排列方式，当然也
适用于其他车型的电动汽车。保时捷工程师们首
先研发出了驱动力的基本分配系统，即用于控制
前桥和后桥驱动力分配比例的软件。在车辆直线
行驶并且车身重量分布均匀的情况下，分配比可
控制在 50/50。当驾驶员加速时，软件会切换到
全后轮驱动，或者在急弯时切换到全前轮驱动。 

“即使坐在副驾驶位置，也能感觉到车辆明显更加
稳定，”功能研发人员雷扎克说。由于这种性能
优化是纯电子控制的，理论上甚至可以为驾驶员
提供更多配置，例如一种快速的跑车冲刺模式， 
或是一种舒缓的巡航模式。

该控制软件的第二项任务是让扭矩与车轮速
度相匹配。在这方面，该软件的算法遵循着一个
很简单的原则——所有车轮的旋转速度应当尽可
能一致。在干燥的高速公路路面上很容易实现这

一目标，但在积雪的山路上就要困难很多。例如，
当前轮接触到冰面时，在没有电子控制干预的情
况下，前轮可能会打滑。但扭矩控制系统会立刻识
别到这种异常情况，并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改变
打滑车轮的扭矩，使其更慢地旋转以保持抓地力。 
在传统内燃发动机车辆中也有类似的技术，即转

四驱电动
汽车

的每个车轮都配备独立的
电机。因此能够极为灵活

地调节车辆的驱动力。

只需 1 毫秒
软件就能重新分配传输至
各个车轮的驱动力。这远
远快于传统驱动系统的机

械式解决方案。

更多选择
由于驱动力的优化完全由
电子控制，驾驶员将拥有
更多驾驶模式选择，例如
运动模式或平稳驾驶模式。

 让所有驾驶者心惊胆战的一种路况是，
在一条积雪覆盖的道路上，前方突然

出现一个急弯，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刹车减速。一般
的车辆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很难躲过车辆打滑的危
险。车尾向一侧甩出，整个车身不受控制地打转，
最终陷落到路旁的沟渠中。但在这次测试中，结
果却完全不同。驾驶员正常地转向，SUV 轻松进
入弯道，甚至没有任何减速。如果这时看一眼车速
表，弯道速度高达 80 km/h，很明显普通汽车绝对
做不到这一点。这辆在冬季环境下测试的 SUV 是一
辆四驱电动汽车，每个车轮一台电机。 

在此之前，这种驱动技术仅用于火星探测 
器上；如今，它终于走入了日常生活，这要归功于
保时捷工程集团为量产电动 SUV 研发的扭矩控制系
统。这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开创性工作。“许多
地方都必须完全从零开始，”保时捷工程集团功能
研发团队主管马丁·雷扎克博士（Dr. Martin Rezac）
说。这还不是唯一的挑战：研发人员只能通过软件
来优化车辆的驾驶性能，不允许加装任何额外的传
感器，必须使用现有控制设备。也就是说，研发人
员必须通过应用程序来优化驾驶稳定性。

纯电子控制扭矩

与汽油和柴油车相比，配备多台电机的四驱
电动汽车具有极大的优势，其前后桥以及四个车
轮都配备独立的电机，因此驱动力可以极为灵活
地进行分配。保时捷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的乌尔夫·
辛泽（Ulf Hintze）解释说：“这就像是在每个车
桥或每个车轮上安装一个独立的油门踏板一样。” 
传统的四轮驱动车辆只安装了一台发动机，需要通
过中央差速器将驱动力分配到前后桥。前后桥的
扭矩比通常是固定的，例如前桥三分之一，后桥
三分之二。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扭矩比是可变的，
但需要额外的机械装置（摩擦多片式离合器）， 
而且反应比较迟缓。而电动汽车的扭矩可实现纯

“可以明显感觉到车辆 
更加稳定。”

马丁·雷扎克博士 
保时捷工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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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的精确分配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行车方向如何，车轮只能传输一定大小的动力。这意味着，车轮
上加载的驱动力或制动力越大，可传输的侧向力就越小。电子扭矩控制系统正是利用了
这一原理，例如系统可以降低车轮的驱动力，从而使车辆保持所需的行驶方向。

情境2：车辆进入左转弯道。后轮行驶在光滑路
面上，因此车辆的尾部开始打滑（实线箭头）。 
软件完全取消后轮的驱动扭矩，以减缓后轮
打滑的程度。此外，软件将大量扭矩分配至左
前轮，从而产生与车辆打滑相抵消的扭转力。

情境3：驾驶员想要驶入左转弯道，但前轮
发生打滑，汽车保持直线行驶（前方箭头）。 
软件降低前轮的驱动力，并将大量扭矩分
配至左后轮，以产生进入左转弯道的扭转力 

（虚线箭头）。  

情境1：驾驶员希望全力加速，但右前轮的摩
擦力较小（例如路面积水或结冰），因此车身
开始打滑。这时系统可将驱动扭矩分配到另一
侧的后方（深色箭头）。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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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功能
确保行驶稳定性和安全性：

基本分配
视车桥负荷情况在四个车

轮之间分配驱动力。

扭矩调节
在难以驾驶的路面上， 
控制系统可以立即将动 
力分配到需要最大抓地 

力的车轮上。

横向动力控制
在转向不足和转向过度等
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

速感应式限滑差速器，也被称为“Visko Lok”。 
该组件通过齿轮和液压装置来确保车轮都不会比
其他车轮旋转得更快。但机械装置的响应速度总
会比较迟缓。在电动 SUV 中，控制软件承担了差速
器的作用，而且响应速度更快，也完全不会磨损。 

扭矩控制系统的第三个功能，也可能是最重要
的功能，是对汽车横向动力的控制，即避免车辆出
现危急情况。正如本文开篇所描述的情景：湿滑的
路面、狭窄的弯道、极高的车速。没有扭矩控制
系统的车辆很容易陷入转向不足、操纵不灵的险
境。也就是说，尽管驾驶员猛打方向盘，但车辆
却继续以丝毫未减的速度直线向前滑行。而电动
SUV的控制软件却可以立即避免这种转向不足的
情况。在左转弯时，软件会控制左后轮减速，同
时让右后轮加速，直到车辆回到稳定的行驶状态。
同样，当出现转向过度（车尾侧向甩出）时，系统
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在扭矩控制发挥作用时，驾
驶员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这些微妙而又快速的活动。
对于该系统的效果，辛泽总结说：“感觉就像是
在轨道上行驶，SUV开起来就像跑车一样敏捷。” 

观察者模块时刻守望

行驶状态检测器（研发人员称其为“观察者”） 
是控制软件作出所有干预决策的基础。这个软件
模块时刻监控着多项因素——方向盘转向的角度、
驾驶员踩踏油门的力度以及车辆围绕垂直轴旋转
的程度。这些数据均由一个偏航传感器提供。观
察者将当前的实际行驶状态与车辆的动态模型进

行比较，该动态模型代表了车辆在正常条件下的
目标状态。如果观察者检测到偏差，例如转向不足
或转向过度，则控制软件将进行干预。例如，当车 
辆进入弯道的角度并不符合当前方向盘的转角和
车速，则系统将有选择性地对单个车轮减速，直到 
车辆回到正确的行进方向。

虽然传统的驾驶稳定程序（ESP）也能够达到
此目的，但四驱电动汽车的安全系统的功能明显
更强。传统的 ESP 系统只能够减速，而四驱电动
汽车却可以对单个车轮加速，这样，车辆就像是
被“拉回”到正确的方向，并且车速也不会有丝
毫降低。此外，与 ESP 系统的液压控制相比，四驱 
电动汽车的控制方式更加柔和，再也没有防抱死
系统让人熟悉的颠簸跌撞感。

雷扎克表示：“车辆状态观察者的研发是最
艰难的挑战。”这耗费了研发人员大量精力，其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汽车对自身的状况知之甚少。
它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速度，只能通过车轮旋转
来推断，但这在冰雪路面上尤其困难。因此，观察
者必须利用纵向和横向加速度等额外的信息来估
计车辆的速度。此外，车身重量分布的信息同样
模糊不清。虽然车辆悬架能够检测每个车轮上的
负荷，但这些数据也不具有确定性，最多只能用
作参考。例如，当减震器察觉后桥重量增加，其
原因可能是车辆停在了斜坡上，也可能只不过是
后备箱装的东西太多。 

我们能获得的车辆数据十分贫乏。更困难 
的是，根据客户的要求，车辆上不允许安装额外
的传感器，因此 SUV 项目对软件研发人员的创造
力提出了极大的考验。“观察者必须能够估计出
车辆的重要参数，”雷扎克解释说。为此，研发
人员利用了不同寻常的数据源。例如，扭矩控制
系统的一个传感器可检测车辆的倾斜角度，而该
传感器本身的作用是用来自动调节车前灯的角度。 

“这就像是在每个车桥或
每个车轮上安装一个独
立的油门踏板一样。” 
乌尔夫·辛泽，保时捷工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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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驱动技术的局限性是电动四驱汽车面临
的另一个障碍。例如，单台电机可能无法完全转
换动力电池输出的功率。研发人员也必须将此类
限制考虑在内。“在此情况下，系统的控制范围
将相应缩小，”辛泽解释说。每个车桥上不再有 
100% 的扭矩可供使用，而是只有 60%。这也是扭
矩控制系统必须考虑的因素。尽管如此，该项目
的所有参与者都确信：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是值得
的，因为未来搭载四台电机的电动车将成为一种
常态。而且如果汽车能够轻车熟路般在雪中飞舞，
他们的工作必将赢得众多驾驶者的认可。

电子稳定
程序对比
四驱电动

汽车
典型的电子稳定程序

（ESP）只能制动。四驱
电动汽车除此之外还能
对单个车轮加速。这样，
车辆就像是被“拉回”
到正确的方向，并且车
速也不会有丝毫降低。

研发人员不仅需要研制出整个软件包，还要
通过实地试驾进行校准。另外，这个项目的时间
也并不充裕，只有两个冬天可供他们在一条冰冻
的河流上进行试驾。保时捷工程师们在测试中 
发现，虽然电动汽车的电机具有响应时间短这一巨
大优势，但有时也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电机控
制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可能产生振动，”与团
队一起参与试驾的辛泽说。在某些情况下，软件在
极短时间内多次切换车辆前后桥之间的扭矩比例， 
从而导致电机转速明显提高。经过校准团队和
马丁·雷扎克领导的研发团队的密切合作，工程 
师们很快发现可以通过调整控制软件的方式来解
决这一问题。 

这种项目的最大挑战正体现在这些细节工作
中。由于该控制软件将用于量产车，因此研发人员
必须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测试，无论看起来
有多么不可思议。例如，如果传感器报告的数据存
在错误，扭矩控制系统必须决定是在忽视该数据源
的情况下继续运行，还是必须关闭。

 综述

保时捷工程集团为四轮驱动的电动 SUV 研发出一套扭矩
控制系统，可在各类情况下使稳定性和安全性达到最佳
状态，并且无需安装额外的传感器。该系统只需几毫秒
就能在四个车轮之间优化分配驱动力，从而使车辆稳定
行驶。保时捷工程集团不仅研发出了相关软件，而且在
仅有的两个冬天里通过实地试驾对其进行了校准。该软
件适用于各种车体结构和电机排列方式。

左转弯道试驾记录
横摆角速度曲线图展示了车辆在弯道中开始围绕其轴旋转的时间点。图 2 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驾驶员所期望的横摆角速
度（虚线）和测得的横摆角速度（实线）。图 1 中的四条曲线（红色、橙色、深蓝色、浅蓝色）显示了四个车轮的驱动扭
矩，其上方的黑色曲线是油门踏板的位置。可以看出，车辆首先处于转向不足的状态。大约 9 秒钟后，后桥打滑，车辆开
始偏离方向。从 10.5 秒开始，车辆趋于稳定，进入适度的转向不足行驶状态。驱动扭矩主要分布在右侧的两个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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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st Burger 摄影：KTM

完美匹配

2018 年起，知名摩托车生产商KTM旗下 
的一款概念型跑车 X-BOW 开始采用由保时
捷工程集团应用部门研发的自动变速箱。 
其中一项挑战在于：既有组件必须能实 

现完美协作。最终的事实证明，X-BOW 跑
车与保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配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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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目睹过 X-BOW 概念型跑车真容的人，
都会对它难以忘怀：奥地利知名生产

商KTM所推出的 X-BOW 是一款不同寻常的跑车。
实际上，来自奥地利茵维尔特尔（Innviertel）下
属城镇马迪霍芬（Mattighofen）的 KTM 公司以生
产摩托车而闻名。但从 2008 年起，KTM 公司同
样携小批量 X-BOW 跑车积极参与四轮赛车运动。
凭借独特的设计，这款跑车迅速征服了大批车迷

的心，并随即推出了公路版。即便如此，它并未

丧失自己的赛车特性：例如这款跑车未装备例如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ESP）等任何电子驱动辅助设
备，而且制动防抱死系统（ABS）仅供选装。当然，
驾驶者可以使用与膝盖同高的离合器和换挡杆直接

对 X-BOW 跑车进行手动换档。

这一情况在不久前发生了改变：自 2018 年
4 月起，X-BOW 可选配六速自动变速箱，而且还
可以进行改装。自动变速箱版跑车的研发动力其

实源于销售。“在中国或美国等国家举办发布会

时，我们发现许多对此感兴趣的客户无法操控车

辆。”KTM 跑车公司副总裁尤尔根·谷姆平戈
（Jürgen Gumpinger）说道。这些客户们并没有学
过如何进行手动换挡。因此，为了能够在这些地

区成功推广 X-BOW 跑车，KTM 公司需要为其安
装自动变速箱。

KTM公司最终决定采用大众集团研发的双离合
器变速箱。早在 2003 年，这款名为 DSG（即直接
换挡变速箱）的双离合器变速箱便作为首款双离合

器变速箱开始大批量生产与销售。这项技术来源于

赛车运动，是保时捷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发
成果，并被应用在赛车上。2008 年，保时捷 PDK 
双离合器变速箱批量运用在保时捷 911 Carrera 中。
鉴于大众集团内外的丰富经验，KTM 公司委托保
时捷工程集团负责 X-BOW 跑车中的变速箱应用。

这项挑战具有运动精神，而且不仅仅是因为

时间紧迫。保时捷团队必须尽力使这辆已成型的

赛车中无法变更的既有部件实现完美协作，例如

发动机、变速箱以及相应的控制单元。如果其中

任何一个部件不能协作，那么整辆汽车也就宣告

失败。“这类项目的核心技术难点在于，新的变

速箱必须能够与现有控制单元彼此协作。”保时

捷工程集团变速箱测试负责人扬-皮特·穆勒-蔻

瑟（Jan-Peter Müller-Kose）博士说道，“如何让
这些部件实现电子集成，为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

挑战。”在项目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些状况，例

如当操作闪光灯控制杆时，汽车喇叭开始鸣响。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既有部件完全无法察觉自己

被安装在了另一辆车上，并且这辆车最终能够凭

借个性化变速箱应用方案具备赛车特性。”对于

这个不同寻常的项目，穆勒-蔻瑟博士如此解释道。

电子传动辅助技术

直接换挡变速箱控制软件对工程技术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因为对于小批量生产而言，从头开

始设计全新变速箱并不可行。因此，团队最终决

定在其中套用大批量生产中的软件，而它在一个

全新环境中也应当能够实现同样的效果——即在

包含典型换挡操作过程的典型赛车驾驶环境中作

出正确反应。另一项难点在于，该软件至今所处

理的数据可能并不会出现在 X-BOW 这种跑车上。
例如在这款跑车上，通常提供有关车轮转速信息

的制动防抱死系统只是选装选项。因此需要采用

另一种解决方案来获取所需的信息——当然是以

标准变速箱软件可以理解的格式。

最终，团队通过网关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此

便能够以正确的格式使 X-BOW 跑车的变速箱控制
单元、档位选择器和仪表板组件彼此交换信息。 

“每一个驾驶过 X-BOW  
跑车的人都会由衷赞叹： 

驾驶感觉太爽了！”

尤尔根·谷姆平戈  
KTM 跑车公司副总裁

231 km/h
这是 KTM X-BOW 跑车可达

到的最高时速。

1,984 cm³
这是带汽油直喷和废气涡

轮增压的直列四缸汽油发

动机所具备的排量大小。

3.9 秒
这是 X-BOW 从静止提速至 
100 km/h 所需要的时间。

KTM X-BOW（运动和驾驶）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 
228.8–200.9 g/km;  
油耗（综合）： 
9.8–8.6 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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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不同组件组合在一起，数据寻址会出现不

一致的问题。”穆勒-蔻瑟博士解释道，“此外， 
传感器测量值所处的值域会使系统中的其他组件

无从入手。”

在意大利进行实际测试

在实际测试开始之前，保时捷工程集团的专家

们通常依靠复杂的研发与仿真工具来完成这些项

目。然而由于时间的限制，专家们在处理 X-BOW 
项目时采用“直接动手”的方案，并且样机很早

就进入了测试阶段。事实证明，整个项目进展得

十分顺利：这些组件彼此完美协作，并发挥出自己

的作用。然而，真正的样机测试其实是在位于意大

利普利亚大区的纳尔德奥技术中心进行的。“在纳

尔德奥技术中心，保时捷工程集团模拟经典赛道建

造了一条测试车道。”穆勒-蔻瑟博士说道。只有
在那里才有可能对变速箱换档策略与赛车条件下的

发动机和汽车特性进行最佳匹配。因此，最终调整

和结尾验收都在纳尔德奥技术中心进行。

变速箱测试人员从现场的跑车驾驶中即时收

集测量信息，并将其发回德国，以便电气设备部

门的同事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这些员工负

责检验变速箱控制器和变速杆的电气集成以及它

们与车辆其余部分的协作。例如，他们需要分析

信号是否能顺利交换，以及控制器功能是否能够

可靠运行，之后将结果再次发回纳尔德奥技术中

心。如有必要，测试人员将进行更改，并在跑道

上再次验证这个结果。通过这种方式，工作团队

花费数周时间反复测试基础功能，并最终对驾驶

机动性作出了优化。

由于手动变速箱改为双离合变速箱，在转弯时

后桥上不仅没有了扭矩中断，而且也不再需要变速

档位的手柄。最终结果便是在提高车辆操控性的同

时实现了更高的转弯速度。如今，驾驶者可以在转

弯时将手保持在方向盘上，这也使对赛车驾驶经

验不足的客户能够以更加富有动感、更快速且更

安全的方式驾驶车辆。最终结果达到了所有项目

参与者的预期。总结：X-BOW 与双离合器变速箱
的“联姻”堪称珠联璧合。正如 KTM 跑车公司副
总裁谷姆平戈先生所说：“每一个驾驶过 X-BOW 
跑车的人都会由衷赞叹：驾驶的感觉太爽了！”

纯粹的驾驶乐趣：凭借其引人注目的设计，KTM 公司的跑车 
（这里是带有手动变速器的版本）迅速赢得了一众车迷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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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推：直流电能表（下）
是首款经认证的直流充电站
电能表，功率高达 350 千瓦。 
液晶显示器可显示所充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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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直流充电桩，电动汽车只需几分钟即可
完成再充电。迄今为止，针对直流充电桩还
未出现符合校准法规的电表。保时捷工程集团
（Porsche Engineering）首次填补了这项空白。

作者：Monika Weiner 摄影：Verena Müller

精准的测量技术 
确保快速充电

热 爱驾驶跑车的人，都不希望在加油
时耗费太长时间。只需等待约四分

钟的时间，驾驶者就可以为保时捷 Taycan 电动跑车
按照新欧洲行驶循环（NEDC）工况的标准充够足
以行驶 100 公里的电量。此外，电动车的购买者期
望能够使用用于快速充电的基础设施。

目前在德国绝大部分公开可用的电动汽车充
电桩提供交流电，并仅提供相对较低的充电功率。
使用这些充电桩，汽车电池充满电往往需要耗费数
个小时。而充电功率最高可达 350 千瓦的直流充
电桩速度要快得多，这就是所谓的“大功率充电”

（High Power Charging）。使用直流充电桩时，像 
Taycan 这样的电动跑车实际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
内为接下来的 100 公里行程充好电。

此外：直到最近还未出现经过批准并且符合德
国《测量和校准法》、能够结算充电期间电流消
耗的测量技术。为此需要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
院（PTB）的确认性评价与批准。该研究院负责考

核这项技术是否符合《测量和校准法》（MessEG）
以及《测量和校准条例》（MessEV）的要求。由于
目前没有经过认证的大功率直流电充电设施，并
且在保时捷 Taycan 发售之时尚不确定相关设施能
否投入使用，故而保时捷工程集团的专家们开发
出一套独有的系统：保时捷直流能量计（Porsche 
DC Energy Meter）是首款经过认证的直流充电站
电表，功率高达 350 千瓦。这款能量计为在保时
捷 Taycan 进入市场之前建好快速充电基础设施提
供了技术前提。

专 业 项 目 经 理 亚 历 山 大 · 施 耐 德 - 夏 普
（Alexander Schneider-Schaper）解释道：“我们面

临的挑战在于开发一套系统——但却不完全了解
它需要满足的要求。”在去年秋天还只有一件事
是确定的：每个充电桩用户都有权明确知道自己
在哪个时间点充了多少电量。尽管许多事情还不明
确，保时捷工程师也必须开始保时捷直流能量计的
研发。德国电气工程电子信息技术委员会（DKE）
作为德国标准化研究所（DIN）和德国电气工程师

只需几 
分钟

便可在直流快速充
电站为一辆电动跑
车充满行驶 100  公

里所需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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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读数规格

显示屏

电压测量 

准确性

电流测量

直流电能表数据一览

直流能量表符合 EN50470-1 和 EN 50470-3 电表标准 
以及常见的测量要求，例如电磁兼容性、温度和振动。 
遵照防护等级 IP30，直流能量表外壳可防止水分进入。

重量

温度范围

运行温度

零下 40 至零上 85°C
储存温度

宽  162 毫米 
高  82 毫米 
厚  55 毫米

直流能量计外壳

宽  130 毫米 
高  104 毫米 
厚  59 毫米

传感器外壳

电流读数的电压读数的

电压
电流
功率
能量

显示能耗 
持续时间 

时间 
日期 

用户识别

0 至 1000 伏

0 至 500 安

0.4 %0.5 %
530 克

零下 40 至零上 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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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开发期间还需要防止恶意篡改行为。”
施耐德-夏普说道。为了确保没有人能擅自打开传
感器或直流电能表，保时捷已经开发出严格密封
和铅封的外壳。2019 年，目前电动汽车应用领域
唯一的合格评定机构、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

（PTB）的许可将在确定项目批准的评估标准后实
行。除此之外，该研究院还研究了相关设计和功
能、环境兼容性以及充电桩与软件在符合《测量
与校准法》前提下的运转。

如此一来，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碍这项技
术的推出。“尽管仍缺乏相关法规与规范，但目
前的当务之急是在各地扩建基础设施。”施耐德-
夏普解释道，“在这一点上，德国可以把握机遇
发挥先锋作用，从而在本国建立起经过认证和批
准的技术。”

协会（VDE）的一个机构，在项目开始时便为相关
准则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准则还将由规则调查
委员会（REA）重新评估并递交给校准主管部门。 

在充电点或充电桩对电流消耗进行测量并不
是一件普通的小事。在一般家庭中，用户通常是
固定的，并且一般只需要每年读取一次电表，而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点的消费者不断在变换。每一
名公共充电点的用户都有权获知准确透明的结算
信息。由此，保时捷推出了针对保时捷直流能量
计研发的要求列表：它必须能够识别用户、记录
充电时刻，并测量充电期间的电流、电压和时间，
由此能够以千瓦时为单位计算电量。之后，所有
这些数据必须通过后端安全地传输给提供商，客
户将可从提供商处获得详细的账单。

另一项重大挑战是充电桩的狭窄安装空间。这
里的大部分空间都需要用来安装接线、带集成冷却
的充电电缆以及充电控制单元。为了能够放置额
外的技术部件，工程师开发了一个由两个部分组
成的系统，包括直流能量计和用于电流和电压测
量的传感器单元。传感器单元，它被放置在用电
车辆和充电桩之间的电流路径中，可以测量最高 
500 安培的电流和最高 1000 伏的电压。

与后端服务器连接

传感器将测量值传输到实际的直流能量表，而
能量表的体积不能大于一个 0.5 升饮料罐。能量表
会记录数据、计算出传输的能量数量、将其分类到
相应的客户数据中，并将整个数据包绑定到一个
已签名的元组上——这个数据包无法进行任何更
改。数据包之后可供后端操作员使用，操作员可
以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提供账单。用户可以通过一
个透明软件——例如某个应用程序——要求后端
操作员调阅数据、查看自己的充电地点以及已充
电量。用户在充电时也可以通过保时捷工程集团
研发的液晶显示器读取这些信息。

亚历山大·施耐德-夏普（Alexander Schneider-
Schaper）是保时捷工程集团家居充电管理器专
业项目经理。他代表保时捷公司参与到不同测
量和校准法规委员会的电动出行框架项目中。

撒尼·罗西拉（Sunny Rohilla）是保时捷工程
集团的能量技术开发工程师。这位微电子专家
负责开发用于直流充电站的高精度和紧凑型电
能表。

基利·纳普施泰克（Jiri Naprstek）是保时捷工
程服务有限公司布拉格分部的电子开发负责人。
他在充电基础设施领域内负责包括直流能量计
解决方案在内的多个项目的技术开发。

经过 PTB 
检验

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 
究院（PTB）检验电能 
表是否满足《测量和 
校准法》（MessEG）
和《测量和校准条例》
（MessEV）的要求。

项目团队：亚历山大·施耐德-夏普、撒尼·罗西拉、 
基利·纳普施泰克（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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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陨石坑中的相遇：弗兰克·克辛那教授与步行机器人“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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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不来梅，弗兰克·克辛那教授的团队致力于研究在太空
和水下作业的机器人。在远离地球的外太空，机器人必须能够

自行定位并做出决定——就像街道中的自动驾驶汽车一般。

月上之人

球在不来梅有一个分支机构。人造

陨石坑的斜面足有 9 米宽，从坑底
到顶部需要跨越 5.5 米的高度距离。想要从底部
爬上去的人，必须克服温度从 25 度升至 40 度的
变化。但人们通常只是观众，因为月球景观的作

用是为性格坚毅的宇航员提供训练场：在德国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的太空探索大厅，机器
人会练习如何对地球卫星进行独立探测。挑选这一

场地进行试验并不是没来由的：陨石坑及其周围环

境是卫星和行星上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因为它们

的斜坡包含来自不同时期的沉积层以及来自太阳

系的材料痕迹。此外，陨石坑的岩块能够提供许

多有关卫星和行星形成的信息。

攀爬机器人的发明者是弗兰克·克辛那教授

（Frank Kirchner），他是位于不来梅郊区的 DFKI 
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负责人，并与团队一起致力于

研究机器宇航员。克辛那教授在创造机器人时经

常受到生物学原型的启发，例如四足跑步机器人 
“查理”（Charlie），它看起来像一只猴子；或 
“螳螂”（Mantis），一种以螳螂为模型的六肢机
器人。目前，代号为“Coyote III”的机器人正在
人造月球景观中工作，这是一台灰橙色的探测车，

配备独特的星形轮子和扁平车身轮廓。

智能和自动机器人对于宇宙航行来说是不可

或缺的，因为它们不需要食物和氧气。此外，它

作者：Christian Buck
摄影：Cosima Hanebeck; DFKI

1920 年
捷克作家卡雷尔·恰

佩克（Josef Čapek）首
次发明了“机器人”

（Roboter）一词，对世界
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个词从“robata” 
一词衍生而来，原义为 

“劳动”或“强制劳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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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需要在任务结束后飞回地球。但是，这些机

器人必须能够、或者至少部分地能够在陌生的卫

星和行星上独立工作。至于它们能够取得多大的

成功，这可以在位于不来梅的塑料陨石坑中得到

证明。这个塑料陨石坑是由一家主要生产用于室

内攀登的攀岩墙的公司建造的。“陨石坑的原型

是阿波罗宇航员所拍摄的照片中位于月球南极的

一个陨石坑。”世界领先的自动宇宙和水下机器人

专家克辛那教授解释说。

为木星卫星研发的自主行驶潜艇

太空与海底世界所拥有的共同之处要比人们可

以想象的多得多。太阳系中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

木星卫星欧罗巴，在其冰层下面怀疑存在巨大的

液态水海洋——也就是可能形成生命的地方。为

此，来自不来梅的机器人专家们还建造了一个 8 
米深的水箱，他们可以在其中测试“欧罗巴探测

者”（Europa Explorer）机器人：名为“Teredo”的
管状钻头将穿透这颗卫星上3至15公里厚的冰层，
然后放出代号为“Leng”的水下机器人以进行海
洋研究。由于控制信号从地球传输至欧罗巴卫星

需要 33 到 53 分钟，因此，这艘鱼雷形的潜艇必
须能够自主运行。

毫无疑问，来自“太空城市”不来梅的研究小

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感器技术、传动机构和人工

智能等主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发展宇宙

航行——克辛那教授认为与其他领域互通有无同

样非常重要，例如对于那些在地球上的危险环境

中必须能自主运动的机器人。克辛那教授还兴致

勃勃地关注自动驾驶的发展，他自然对此有着特

别的看法。“对我来说，自动驾驶汽车是一个我

可以驾驶的机器人。”克辛那教授说。

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自

动驾驶汽车和位于遥远星球上的机器人都必须探测

和分析所处的周围环境，并利用这些信息独立做

出明智的决定。当然，月球和火星上没有交通信

号灯、交通指示牌或者会突然出现汽车或行人的

道路——但克辛那教授的机器人必须能够应对其

他突发情况，例如火星上的沙尘暴和龙卷风，或

者月球上剧烈改变的光照条件等。

无需地图即可定位

与自动驾驶汽车相比，机器人在执行任务期间

无需借助任何地形图。“精确到一米的卫星图像分

“对我来说，自动驾驶
汽车是一个我可以驾

驶的机器人。”
弗兰克·克辛那教授1939 年

西屋公司
（Westinghouse）在
纽约世博会上展示了
第一个类人型机器
人“Elektro”。

1942 年
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
西莫夫（Isaac Asimov）
制定出自己的“机器人
三定律”。定律之一便
是机器人不允许伤害任

何人类。

机器人AILA具备运动自
由度，每条臂拥有七个
关节，可充当移动操控

领域的研究平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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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仍然太差。”克辛那教授解释道，“这就是机

器人需要针对周围环境建立起自己的地图，并在

其中定位自己的位置的原因。”为此，科学家们

开发出了自定位与映射算法（Self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SLAM），这是一种用于在未知地形中
定位的概率方法。“这一切都始于下水道导航。”

克辛那教授回忆道，“下水道是一个很简单的环

境，因此我们能够非常好地测试这个新方法。”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自定位与映射算法同样
被用于开放地形和建筑物中。约 15 年前，自动行
驶汽车的自行定位功能首次投入使用。

自动驾驶汽车应在使用阶段继续学习

自定位与映射算法的基础是在动态情形下的

目标识别，机器人专家们很早便已开始推动这项

技术的发展。其中的挑战在于：即使摄像机发生

移动、环境条件因天气和光线改变而变化，这项

技术都必须可靠且正常地运转——无论是在火星

上还是在地球上都不例外。“在机器人技术中，目

标识别已十分成熟且稳定。”克辛那教授说道。 
“其中运用的数学知识与如今在汽车中所运用的一

样。”然而这种技术转移并不是一条单行道：近

年来，机器人开发者从智能手机热潮中获益匪浅，

智能手机为他们带来了廉价的摄像机。随着微处

理器的性能持续呈指数增长——这被称为摩尔定

律并同时受到汽车行业的推动——研究人员开发

出的机器人变得越来越智能化。

根据自己的研究，克辛那教授知道要求一辆

汽车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顺利行驶是多么苛

刻。但克辛那教授已经尝试乘坐了两辆测试车，并

表示“非常震撼”。作为对技术发展充满激情的一

名观察者，克辛那教授对这一主题也有自己的想

法。“自动驾驶汽车应该在投入使用的阶段进行

自主学习。”他建议说，“人们购买的车辆本身

具有基本经验，它在行驶过程中与其他车辆一起

继续学习发展。”那将是一次集体学习，就像现

在进入工业生产的协作机器人一样：这些车辆必

须适应许多不同的使用者，并与使用者彼此分享

他们的个人经历，例如通过云。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自动驾驶过于依赖单一

算法——但我们早已对这些算法了如指掌，其中

一部分算法甚至要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克
辛那教授说道，“更重要的是对知识进行组织。关

键是要将知识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联系起来——例

如通过集体学习。车辆自身必须是一个终身持续

以螳螂为原型的机 
器人 MANTIS 拥有六 

肢（见上图）。

机器人 Sherpa 是配 
备自动行驶机构的漫 
游机器人，它可灵活 
适应不同的地形和障 
碍状况（见下图）。

学习系统。”对此应当持续提出各种构想：克辛

那教授的团队正在研究“Dreams4Cars”这一欧盟
项目，旨在提高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与内在

图像或构想中提出的内容相似，控制软件应该能

够在模拟环境中不断播放真实的交通状况，从而

测试车辆的不同反应，以便它能够独自应对特殊

事件。来自不来梅的机器人专家们在找寻未来

月球到地球的道路时会有哪些奇思妙想，这一

切令人充满期待。

弗兰克·克辛那教授（Prof. Frank Kirchner）是自动化太
空和水下机器人领域的世界一流专家之一。他是德国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不来梅分部的发言人，并担任
拥有 100 多名员工的机器人创新中心的研究领域负责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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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提升：传感器可以侦测各类地表的声学剖面，并在湿滑道路上向驾驶员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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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员与其他道路使用人员常常会低估
雨天路面所暗含的风险。而正是由于

驾驶员总是低估路面湿滑的风险，下雨导致的道
路湿滑显然比积雪和结冰的路面更值得引起重视。
因此，新款保时捷 911 Carrera 标配有一套创新型
系统，可以识别路面湿滑并将之告知驾驶员。驾驶
员可以选择湿地模式这一驾驶程序——这个程序能
通过对不同的车辆系统有针对性的调整，在潮湿天
气中协助驾驶员保持驾驶稳定性。“湿地驾驶程序
的目标是让驾驶员在潮湿或打滑的路面上更加轻松
地驾驶高性能汽车。”来自保时捷公司底盘机电
一体化研发部门的伊夫·比雷特（Yves Billet）说， 

“此举的目的并非是提高驾驶性能，而是要增加在
困难路面上的驾驶稳定性。”

潮湿的道路让驾驶充满挑战性。为此，保时捷研发了
一套用于识别路面湿度的系统，并作为标准配置应用
到新款保时捷 911 Carrera 中。与新款 911 跑车一样全
新推出的驾驶程序湿地模式（WET）可根据需要为驾

驶员提供更高的稳定性保证。

路面上的耳朵
作者：Axel Nov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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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光反射。尽管通过这些方法可以积累许多
实用的知识和经验，但它们通常只能以原型或实
验室装置的形式出现。并且由于成本、重量或设计
等原因，这些方法无法实际运用到保时捷跑车中。

保时捷研发工程师对湿地模式的研究可以追
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一项准备工作。当时，
这项工作的内容是在欧洲研究计划“普罗米修斯” 

（欧洲高效率和安全交通计划，P R O g r a M m e 
for a European Traffic of Highest Efficiency and 
Unprecedented Safety，简称 Prometheus）的框架
内开发新的辅助系统。欧洲各国政府希望借此提
高效率、环境可持续性和道路安全性。保时捷为此
设计出一套湿度检测方案。但由于计算机容量和存
储容量过低且昂贵，这一方案无法批量投入使用。 

“那时有许多同事干劲十足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保时捷公司前期研发部门工程师米夏埃尔·乌特雷
纳（Michael Unterreiner）博士说，“但当时还无法
将这些功能实际投入使用。”

困难路况下的稳定性保证

如今，最先进的微芯片和软件能够确保湿地
模式作为一项独立的驾驶程序，通过各种调节系

这项世界创新科技背后包含了许多尖端技术，
并需要传感器与控制单元之间复杂精妙的相互配
合。湿地模式基于一种可通过声学传感器识别前
轮罩中飞溅的雨水的技术系统。这需要经历几个
步骤：为了识别道路状况，电子部件必须首先将
模拟传感器原始信号的频率范围限制在一定范围
内——这时存在最佳信噪比，以明确区分“检测
到湿滑”和“未检测到湿滑”这两种状况。在模
拟预处理之后，传感器信号将进行数字化处理。
由此便可推导出特征参数，它们能够明确指明路
面是潮湿还是干燥。同时，雨水传感器中的数据
也会传入控制装置。这些数据能够通过光学原理
对挡风玻璃上的水滴作出反应以触发雨刷，以使
传感器信号具备合理性。然而对于湿地模式而言，
最至关重要的是车轮罩传感器，因为即使大雨已
经停了，路面可能依然十分潮湿。

全球范围内的测试和认证驾驶

研发道路湿度检测中最大的技术难关是传感
器。这些传感器必须足够耐用，才能经受住每日
使用并在跑车中保持正常运转。此外，为了能够
长期且可靠地识别道路状况，传感器还需要拥有
超高的灵敏度。只有这样，即便在不同气候区域
的各种路面上，也能保证传感器的正常工作。对
车辆悬架控制系统的调节需要不同组件间的大量
配合，以便在潮湿路况下为最优驾驶机动性找到
合适的参数。

此外，研发工程师在世界各地进行了许多测试
和认证驾驶，目标是将所有可能遇到的路面声学剖
面代入系统算法中。对这些传感器而言，覆盖有砾
石或粗砂的路面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此外，在
高速行驶中还会产生其他声学效应，例如逐渐变
大的车轮滚动噪音以及车轮罩中的风噪声。”保
时捷底盘机电一体化研发部门负责人马库斯·甘
地可（Markus Gantikow）解释道，“对此，我们
必须在正确的时间找到合适的敏感度。”

独特方法

保时捷路面湿度检测与其他湿度检测方法有着
根本性不同。有些检测方法依靠侧视镜、散热器格
栅或车辆尾部的环视摄像头，它们可以感知轮胎上
特定的水溅模式和喷雾模式。这些信号可以与来
自轮胎信息系统或加速度传感器的信号模式相结
合，车载计算机会处理这些信号，以检测道路状
况。其他系统则依靠光学传感器技术，以识别路

雨水传声器
圆形表面的背面粘着

一个压电式传感器。它
好似一张薄膜，飞溅
的雨水会拍打在上面
而发出声响。压电式
传感器能够敏感地对
其上最轻微的变形作
出反应，并输出相应

的电压。

全球最新技术：车辆前轮罩中的声学传感器可检
测旋转飞溅的雨水。

全新 Carrera S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 
（综合）： 

208-205 g/km 
油耗（综合）： 

9.1-8.9 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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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气阀也会打开，而且进入高性能模式的车尾扰
流板也可以优化车辆前桥和后桥之间的空气动力
学平衡。在湿地模式这一驾驶程序中，“保时捷稳
定管理系统运动模式”（PSM Sport）、“保时捷
稳定管理系统关闭模式”（PSM Off）和“个性化”

（Individual）模式、“底盘运动”（Fahrwerk Sport）
设置选项以及运动响应按钮（Sport Response 
Button）将无法启用。

目前，湿地模式是保时捷 911 Carrera 的标 
准配置。它能在潮湿路况中（也包括雪地湿
滑路面上）为驾驶员提供更多的安全性保证。 

“在潮湿路面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保证驾驶员能
迅速且可靠地驾驶非常重要。”伊万·比雷特说， 

“借助合适的技术，我们可以更好地协助驾驶员应
对这些情况。”

准备就绪
一旦检测到路面湿滑状况，
系统便会准备好激活 PSM 
和 PTM 的响应功能。*

保时捷稳定管理系
统（PSM）

PSM 可确保在纵向和横向
动态极限范围内都达到极
高的主动驾驶安全性。

保时捷牵引力控制
管理系统（PTM）
PTM 可确保在两条车桥 
上实现快速且有针对性 

的动力分配。

统对车辆行驶产生影响。即使在已检测到的湿
滑路面上，该系统也能为保时捷稳定管理系统

（PSM）和保时捷牵引力控制管理系统（PTM）的
响应特性做好应对准备。与此同时，驾驶员接收
到已检测路面的相关湿度信息，然后便可以手动
切换到标配的湿地模式驾驶程序。湿地模式不会
自动启用或停用。

如果驾驶员通过中央控制台上方的按钮栏激
活湿地模式，或者在选装 Sport Chrono 组件时通
过模式开关激活湿地模式，那么保时捷稳定管理
系统、保时捷牵引力控制管理系统、空气动力学、
可选的保时捷扭矩引导系统升级版（PTV Plus）和
发动机响应特性等系统便会相应地进行调整。后者
可通过使油门特性曲线更加扁平化、变速控制器挂
入更高档位等实现。从时速 90 公里起，车辆的冷

安全抵达目的地：全新驾驶程序湿地模式（WET）使车辆在潮湿或湿滑路面上的行驶更加轻松自如。

*  杂志中的描述情形应以理想状况为基础，实际操作中可能因存在非理想状况而与描述情形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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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车身重量一直是保时捷最重视的课题之一。最新款保时捷 
911 车身的最大创新就是完全铝制的车身侧围。当然，还有其他
许多组件也更加轻量化。此外，在生产这款新型跑车时也应用了

创新的连接技术和可持续的制造工艺。

与生俱来的 
轻质结构

 全新的汽车车身采用多种材料组成。过

去，车身壳体还主要以冷轧钢板制成，

而现在却更多使用重量更轻的铝材。混合使用多种

材料（即“混合结构”）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减轻

重量，也就是轻质结构，而其最终目标绝不仅仅

是节省燃料。轻质结构与其他许多技术措施一样，

都有助于提高车辆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例如可转

向的后桥和增强乘客舱的强度等。

简单回顾一下保时捷 911 的历史，轻质结
构的发展就一目了然：在 2004 年，保时捷 911
（997 型）的车身还完全采用钢板制成，而 2011 年

的后续车型（991 型）的底盘和顶盖就已经开始
采用铝板。在最新款的 992 车型中，铝制底盘被
保留了下来。此外，研发人员还将钢材所占比例

继续降低了一半以上，目前钢材只占全车材质不

到 30%。同时，铝材的用量再次提高，以进一步
促进轻质结构。

功率重量比的原则：越低越好

“轻质”并不意味着“越轻越好”，决定性因素

是重量与发动机功率的比值，即“功率重量比”， 
其计算公式为质量除以最大驱动功率，单位为公

接近 30%
这是新款 911 中 
的钢材使用比例。  
不到上一代车型中钢 
材使用比例的一半。

文字：Jost Bu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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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结构的最佳状态： 
新款 911 主要采用铝材制成， 
以进一步减重。

全新 Carrera S 车型

二氧化碳排放量（综合）： 
208 - 205 g/km
油耗（市区）： 
9.1 - 8.9 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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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千瓦（kg/kW）。功率重量比越低越好。保时捷 
911 的发展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功率重量比一
直在显著降低。 

新款 911 不仅发动机功率更强，而且采用了
更加轻质化的结构，因此其功率重量比进一步降

低。“轻质结构已经渗入保时捷的基因，重量优

化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保时捷股份

公司车身结构研发部门总监因斯·克里斯特赖恩

（Jens Christlein）说道。最新款保时捷 911 的侧围
首次实现了完全以铝材制成，侧围总重量由此降低

了 12 公斤，稳定性却不受丝毫影响。侧围的研发
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铝

材的材料性能不如钢材。“如果在成型过程中对

铝材进行拉伸，就会很容易产生撕裂。因此，我

们在研发这些部件时必须投入更多精力，”克里

斯特赖恩解释说。研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套工

具是计算机辅助的拉伸模拟系统，研发人员用它

来测试材料的加工特性。

除此之外，所有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也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设计部门还是保时捷自己

的模具制造部门，各部门之间通力合作，在每周的

例会上都会对细节精雕细琢，直到满足所有设计

和质量要求，有时他们甚至会一毫米一毫米地去

追求极致的完美。克里斯特赖恩表示：“极具冲

钢板（冷轧） 

钢板（热轧） 

铝板 

挤压型材 

铸铝

铸钢

材料方案
可以用“铝多钢少”来概括新款 911（992 车型） 
的材料组合。车身侧围首次完全采用铝材，由此
减轻了 12 公斤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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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过程中形成极强的连接。Flowdrill 螺栓也具有

类似的功能，将螺栓高速旋转后压入材料中，此

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使材料变形，并由此形成可与

螺栓牢固相连的螺纹，从而实现材料的连接。

新款保时捷 911 的白车身在所有 911 系列产

品中有着最佳的功率重量比。尽管如此，保时捷

对轻质结构的追求并未就此停止，研发人员已经

在考虑新的方案，例如采用镁或碳等材料。但新

材料的应用完全取决于经济效益。轻质结构的终

极目标还远未达到，正如克里斯特赖恩所强调的， 
“在材料方面，我们每提出一次问题都会得到一个

新的答案。”

击力的外观和卓越的轻质结构，只有将两者彼此

结合的新款保时捷 911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

除了保时捷数十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外，新车型的

成功问世也离不开工程师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付

出。该项目从启动到投产花费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除了铝制侧围之外，新款 911 还采用了一系

列创新的轻质结构技术和方法。压铸件的广泛应

用为车身壳体的设计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例如

前桥减震器支架和后车身槽型外壳等部件，因为

压铸件的几何灵活性更高。此外，压铸件还可以

将许多功能集合到一个部件中，例如通过集成旋

入式圆顶或肋条对部件进行强化。在传统的板材

结构中通常需要多个部件相结合才能达到此效果，

其缺点除了增加生产复杂性之外还会增加整车的

重量。在新款 911 中，压铸件的优势在于完全由

轻质的铝材制成。

另外，新款 911 中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挤压铝

型材，例如前后底盘纵梁。“如果几何结构和周

边条件允许，挤压铝型材非常适合以较低的模具成

本制造较为复杂的结构，”克里斯特赖恩解释说。 
对于负荷能力等不同的要求，可通过改变材料厚

度来满足。

可持续的生产：热处理和喷涂工艺相结合

保时捷 911 的生产因为采用了另一项创新技

术而更具可持续性，那就是铸件热处理与喷涂工

艺相结合。铸件在铸造后，必须经过热处理才能

达到所需的材料特性。“刚从模具中取出的铸件

还不具备所需的韧性，而韧性则决定了车辆在发生

碰撞时部件将如何变形，”克里斯特赖恩解释说。

因此，热处理是铸件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但同

时也是非常耗时和耗能的环节。在新款 911 的制

造过程中，喷涂工艺产生的热量被收集并利用到

为铸件提供所需强度和韧性的工艺中。

随着车身壳体材料种类的增多，制造过程需

要用到的连接技术也更加多样化，例如钢材和铝

材的连接就无法使用传统的点焊，为此保时捷采

用了摩擦焊接技术。在此过程中，高速旋转的螺

栓逐渐接近叠放的两个板材，与板材接触后摩擦

产生的热量将其融化并压穿两层板材，然后在冷

重量阶梯的逆转
过去，保时捷 911 的车身曾一度越来越重。随着 991 车型的研发，车身
重量开始逐渐减轻。991 车型已经大幅度减轻了车身重量，而保时捷对
轻质结构的不懈追求让 992 车型的重量再次降低了 5%，的确令人惊叹。 

重
量

（
kg

）

300

(1993-1998)

993 车型
(1997-2006)

996 车型
(2004-2012)

997 车型
(2011-2018)

991 车型
(2018-)

992 车型

250

200

150

100

50

0

“优化车身重量一
直是保时捷最重 
视的课题之一。” 

因斯·克里斯特赖恩 
保时捷股份公司 

车身结构研发部门总监

+20%

+10%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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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思想者、钻研家和科技迷的推荐

丰富知识 扩展视野

↓

 Slush科技创投峰会：技术宅的盛宴

在Slush峰会上，初创公司和大型企业将共聚一堂，探讨软件开发和数字化
商业模式的当前发展趋势。如果您想了解IT行业的最新近况，就前往赫尔
辛基加入他们吧。 

Slush 2019
2019 年 11 月 21 日-22 日，赫尔辛基

互联网背 
后的女性

在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
发展进程中，除了男性，

也有格蕾丝·霍普（Grace Hopper）这样
的优秀女性的身影。这本书就讲述了她
的故事。

《宽带》（Broad Band）
克莱尔·埃文斯（Claire Evans）
Portfolio/Penguin 出版社 2018 年

↓  汽车电子设备

VDI 汽车电子设备大会（ELIV）为汽
车制造商和零件供应商提供宝贵的交
流平台，畅谈车用电子产品的最新发
展。创办于 80 年代中期的交流大会
如今将着重探讨高度自动化驾驶、智
能交通以及电动汽车领域内的实时趋
势和科技。除了各类讲座外，还有许
多创新产品和理念都将在此专业展览
会上展出。10 月 16 日至 17 日，保
时捷工程也将在那里恭候您的光临。

ELIV 2019
2019 年 10 月 16 日-17 日，波恩

标准参考书

这本手册对最新的
驾驶辅助系统及其
所需的传感器技术
和数据处理进行了

全面概述，目前已成为该领域内的 
权威著作。

《驾驶辅助系统手册》（Handbuch 
Fahrerassistenzsysteme）
出版人：赫尔曼·维纳 
（Hermann Winner）等

Springer Vieweg 出版社 2015 年

软件设计师 
的软技能

注意，双关语！这本给
程序员看的书无关编程，

而是讲解了与客户或同事打交道时所需
的“软”技能。眨眼也是其中之一。

《软技能》（Soft Skills）
约翰·索梅兹（John Sonmez）
Manning 出版社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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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消遣给藏在我们心底的童真

快来找保时捷！ 

认真工作的研发人员、风洞中的跑车、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以及保时捷在莱比锡的现代化
工厂：起源于德国施瓦本地区的保时捷如今
是全球广受青睐的品牌，辉煌的背后隐藏着

无数人的辛劳汗水。这本图画书绝对会点燃孩子们对这些故
事的兴趣。有太多值得探索的东西！

《保时捷画册》（Porsche Wimmelbuch）
施特凡·罗尔（Stefan Lohr）
Wimmelbuchverlag 出版社 2018 年

↓ 如果……，会怎么样？

比如，如果地球和它上面的所有东西突然停
止转动，但大气层仍保持速度不变，会发生
什么事？本书对这些看似荒谬的问题都作出
了科学解答。从头到尾都充满智慧和乐趣。

《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What if?）
兰道尔·门罗（Randall Munroe） 
Penguin 出版社 2016 年

拯救马克·沃特尼

宇航员马克·沃特尼（Mark Watney）
被困在了火星上。一场沙尘暴后，
从昏迷中醒来的他发现自己孤身一
人。现在他必须凭借着自己的科学

知识努力活下去——希望他能尽量支撑久一点，直到
来自地球的救援队抵达。

《火星救援》（The Martian）
安迪·威尔（Andy Weir）
Heyne 出版社 2014 年

↓

月亮的阴暗面

由萨姆·洛克威尔（Sam Rockwell）
饰演的宇航员萨姆·贝尔（Sam 
Bell）正在月球背面采集氦-3 元素，

用于地球的能源供应。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直到他
意外遇上了自己的克隆人。值得一看的经典影片。

《月球》（Moon）
导演：邓肯·琼斯（Duncan Jones）； 
DVD 出版：Koch 媒体有限公司（Koch Media）

儿童编程

在玩耍中学习编程：这是 Tynker 主要为孩子们提供的活动， 
当然也适用于成年人。作为领先的少儿编程学习平台， 
Tynker 让孩子们一边玩耍一边创建出各种应用程序和游戏。
在玩耍的同时，“顺便”学习编程逻辑和代码语言。原则
上，Tynker 适合七岁以上的儿童使用，但许多成年人也可 
以在这里学到不少东西。

https://www.tyn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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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时捷衍生产品的发展有着悠远的
历史。一个绝佳的例证就是飞机

发动机 PFM 3200，第一架配备此发动机的 
Cessna Skylane 飞机于 1983 年 8 月 9 日在阿
尔高（Allgäu）完成了首飞。以保时捷 911 车
型的发动机为基础，位于魏斯阿赫开发中心的
工程师遵循航空要求对其进行了调整，并设计
完成了这款具备 212 马力（156 千瓦）功率的
六缸发动机。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在该计划启
动仅两年后，即 1984 年 9 月，他们就获得了
联邦航空局的批准。第二年该计划又迎来了里
程碑式的发展：1985 年7月，配备 PFM 3200 
的 Mooney 飞机开启了环球之旅，两名飞行员
米夏埃尔·舒尔茨（Michael Schultz）和汉斯·
坎皮克（Hans Kampik）飞行了约 10 万公里。
他们在旅程中穿过格陵兰岛、加拿大、阿拉
斯加、古巴、智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澳
大利亚和日本。

在研发 PFM 3200 时，保时捷工程师尤为
重视通过设计让飞行更经济、更环保、更安
全。与传统飞机发动机相比，PFM 3200 的主
要优点是只使用普通汽油，噪音水平低，并
且用一个推力杆代替了三个控制杆来操控发
动机。《FlugRevue》杂志在 1984 年评论说，

 1983 年

1959 年 1985 年

1945/46 年

在这一天，保时捷 PFM 3200 型航空发
动机首次飞上蓝天。两年后，保时捷
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皮特·W·舒茨

（Peter W. Schutz）（左）和研发部门
主管赫尔穆特·博特（Helmuth Bott）

（右）为其洗礼。

滑雪爱好者们在 1945/46 年尽情享
受保时捷升降机带来的便利（上图是
比例为 1:12.5 的升降机技术图纸）。

从 1959 年起，船主可以驾驶搭载保时
捷 729 型船用推进器的船只在水面上
飞驰（左下方图片）。

这款发动机将“掀起一场革命”。这并不是
保时捷在航天领域的第一项创新发明：早在 
1909 年 11 月底，在维也纳附近发射的一枚
银灰色飞船就配备了拥有 100 马力的超强六
缸发动机——而这正是由费迪南德·保时捷

（Ferdinand Porsche）设计的。

而且，除汽车外的更多地面应用也不断从
保时捷的专有技术中一次又一次受益。举例 
来说，由保时捷打造的一台升降机在 1945/46 
赛季令滑雪者们欢喜不已：由 Sauter 公司委
托研发的升降机由两个带滑轮的支撑杆组成， 
中间是一根已张紧的 25 毫米宽的坚固麻绳。
其中一个滑轮由一个 14 马力（10 千瓦）功
率的大众汽车发动机通过蜗轮蜗杆传动装置
和分离式离合器驱动。

1959 年，公司推出的船用驱动设备 729 拥
有 52 马力（38 千瓦），其基于保时捷 356 车
型的 1.6 升四缸发动机设计完成。“保时捷汽
车可在全球所有赛道和道路上高速且令人信赖
地肆意奔驰。保时捷船用驱动设备也同样高速
且令人信赖。”该公司曾这样为该设备宣传。 
费迪南德·保时捷自己也使用过一艘配备 729 
驱动设备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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