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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

测量装置及标定方法，所述运行状况参数包括制

动力，所述装置包括：底盘测功机、防护桩、拉力

传感器。所述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标定方

法包括：将车辆停放于车辆底盘测功机转鼓之

上；将液压传感器接入轮缸油管中；启动车辆并

加速至70km/h；踩下制动踏板至一半；通过车辆

底盘测功机及拉力传感器数据计算出车辆运行

状况参数的间接测量结果；将间接测量结果与轮

缸油压进行对比；根据对比结果对间接测量进行

标定。本发明适合使用底盘测功机间接测量车辆

制动力的标定，并使间接测量结果更加准确；保

证可以通过底盘测功机测得参数求出车辆制动

力，同时又能保证间接测量精度与直接测量精度

相近，大大提高车辆制动力测量的便捷性、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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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于与被检车辆车轮相接触的底盘测功机，后防护桩，后拉力传感器，后防护桩固定在

底盘测功机后侧；后拉力传感器经缆绳连接在后防护桩与被检车辆的后端之间；

在被检车辆达到70km/h后进行刹车的状态下，通过获取底盘测功机上的转鼓压力FTL、

杠杆长度LT、转鼓半径RT，车轮半径RV、车辆主动轴半径DVF以及后拉力传感器的读数FVF，得

出车辆运行状况参数的间接测量结果制动力F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

桩设有便于拉力传感器牵拉固定的缆绳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拉力传感器包括拉力传递部分、力敏器件和信号输出部分，力敏器件两侧设有拉力传递部

分，拉力传递部分均设有缆绳连接孔，力敏器件的输出端部连接信号输出部分，信号输出部

分为屏蔽线缆输出，用于外界信号线连接。

4.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的标定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A将车辆停放于车辆底盘测功机转鼓之上；并通过缆绳将后拉力传感器、被测车辆、防

护桩连接拉紧；

B将液压传感器接入被测车辆轮缸油管中测实际的液压制动力；

C启动车辆并加速至70km/h；

D踩下制动踏板至一半；

E通过获取车辆底盘测功机及拉力传感器的测试数据，计算出车辆运行状况参数的间

接测量结果制动力；

F将间接测量结果制动力与步骤B轮缸油压进行对比；

G根据对比结果对间接测量制动力进行标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的标定方法，其特征在

于：获取底盘测功机及拉力传感器的测试数据包括：底盘测功机上的转鼓压力FTL、杠杆长度

LT、转鼓半径RT，获取车辆参数包括车轮半径RV、车辆主动轴半径DVF，获取后拉力传感器的读

数FVF。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的标定方法，其特征在

于：对步骤A中拉力传感器上产生的读数进行后续补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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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及标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辆运行状况参数测量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

量装置及标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运行状况参数与汽车的运行安全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制动力等参数。2015年

我国汽车保有量达1.72亿辆，大量的汽车事故都是因为制动力不达标造成的，特别是对于

货物运输车辆，因其造成的事故往往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与经济损失，因此更应着重关注制

动力检测。

[0003] 专利201410578676.9使用接受模块和判断模块检测车辆制动是否存在问题，但未

提及检测模块，仅使用某种直接测量方法对车辆刹车信号及主缸压力信号的合理性及相互

间的同步性进行诊断，未对测量场景作要求，比如是否需要测功机；专利201510028605.6使

用不含动力总成的车辆模型与基础台架模块上的动力总成构成半实物虚拟整车，通过动力

总成单元状态信息和道路模型输出的路况信息计算阻力矩并由测功单元实现，该专利虽然

使用测功机，但仅用于模拟车辆，不能对真实车辆进行运行状况参数的有效测量，无法对整

车进行实测；专利201410384563.5根据制动踏板位移信号计算出制动力矩，虽然制动踏板

位移与制动力矩存在一定关系，但由于每一辆车辆的制动踏板高度可调，且不同品牌型号

车辆其两者关系不一定相同，所以要对每一辆车辆进行标定。

[0004] 目前底盘测功机已广泛应用于车辆的检测维修，但底盘测功机并不能完全反映车

辆的制动力，也没有应用于这些参数的间接测量，如何利用底盘测功机来间接测得参数算

出车辆制动力，从而精确获取车辆实际运行状况参数，以有效避免制动力不达标引起的车

辆安全事故发生，这方面的技术至今未有开发研究。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

装置及标定方法，提高了车辆运行状况参数测量的便捷性与可靠性，实现制动力间接测量。

[0006] 本发明目的，可通过以下的技术措施来实现：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

置，包括：

[0007] 用于与被检车辆车轮相接触的底盘测功机、后防护桩、后拉力传感器，后防护桩固

定在底盘测功机后侧，后拉力传感器经缆绳连接在后防护桩与被检车辆的后端之间；

[0008] 在被检车辆达到70km/h后进行刹车的状态下，通过获取现有车辆底盘测功机上的

转鼓压力FTL、杠杆长度LT、转鼓半径RT，车辆上的车轮半径RV、车辆主动轴半径DVF以及后拉

力传感器的读数FVF，得出车辆运行状况参数的间接测量结果制动力FS。

[0009] 所述防护桩设有缆绳孔，便于拉力传感器的牵拉固定。

[0010] 所述拉力传感器包括拉力传递部分、力敏器件和信号输出部分，力敏器件两侧设

有拉力传递部分，拉力传递部分均设有缆绳连接孔，力敏器件的输出端部连接信号输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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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信号输出部分为屏蔽线缆输出，用于外界信号线连接。

[0011] 一种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的标定方法，包括：

[0012] A将车辆停放于车辆底盘测功机转鼓之上；并通过缆绳将后拉力传感器、被测车

辆、防护桩连接拉紧；

[0013] B将液压传感器接入被测车辆轮缸油管中测实际的液压制动力；

[0014] C启动车辆并加速至70km/h；

[0015] D踩下制动踏板至一半；

[0016] E通过车辆底盘测功机及拉力传感器数据计算出车辆运行状况参数的间接测量结

果。

[0017] F将间接测量结果与轮缸油压进行对比；

[0018] G根据对比结果对间接测量进行标定。

[0019]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适合使用底盘测功机间接测量车辆制动力的标定，并使间接测量结果更加

准确；保证可以通过底盘测功机测得参数求出车辆制动力，同时又能保证间接测量精度与

直接测量精度相近，大大提高车辆制动力测量的便捷性、有效性。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总体布局示意图；

[0022] 图2是单滚筒汽车底盘测功机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防护桩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拉力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标定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27] 参见图1，本实施例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包括底盘测功机101、后防护

桩102、后拉力传感器103，底盘测功机101用于与被检车辆车轮相接触，后防护桩102固定在

底盘测功机后侧的地面上；后拉力传感器103经缆绳连接在后防护桩102与被检车辆的后端

之间；防护桩通过缆绳与拉力传感器相连接，用于避免车辆脱离转鼓。

[0028] 如图2，上述两个防护桩均有由地脚螺栓301、主体302、缆绳孔303构成，所述地脚

螺栓301将防护桩主体302固定于地面，缆绳孔303置于防护桩主体上，便于缆绳连接固定；

[0029] 如图3，上述两个拉力传感器可使用上海狄佳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的S型拉压力传感

器DJSX-50，包括拉力传递部分401、力敏器件402和信号输出部分403，力敏器件402两侧设

置拉力传递部分，拉力传递部分均设有缆绳连接孔，力敏器件的输出端部连接信号输出部

分403，信号输出部分为屏蔽线缆输出，用于外界信号线连接。

[0030] 如图4，本实施例中选用的现有底盘测功机101由压力传感器201、杠杆202、变速箱

203、转鼓204、速度传感器205、离合器206、电涡流测功机207、轴承座208、联轴器209、皮带

轮210和飞轮211组成，压力传感器201通过杠杆202与电涡流测功机207相连接，转鼓204与

被测车辆轮胎相接触,上述转鼓采用单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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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5为上述车辆运行状况参数间接测量装置的标定流程图，具体的实施步骤如

下：

[0032] 步骤501将待测汽车行驶到测功机101的转鼓204上，使待测汽车的前轮接触在转

鼓204上；

[0033] 步骤502分别用缆绳将汽车后部与拉力传感器103的拉力传递部分401相连；

[0034] 步骤503通过缆绳将后拉力传感器103与防护桩连接，并尽力使缆绳绷紧，使拉力

传感器达到300N，此时车辆仍静止，此时存在的拉力读数需要通过后续补偿计算处理；

[0035] 步骤504将拉力传感器103的信号输出部分403连接到采集装置；

[0036] 步骤505用液压传感器接入待测汽车轮缸油管中，用于测实际的液压制动力，即油

压

[0037] 步骤506启动车辆并向前加速至70km/h，踩下制动踏板至一半，保持；

[0038] 步骤507获取此时车辆底盘测功机及拉力传感器的测试数据，其中包括，转鼓压力

FTL和后拉力传感器读数FVF，杠杆长度LT、转鼓半径RT、车轮半径RV、车辆主动轴半径DVF均可

提前测得。根据上述获得的参数计算出车辆运行状况参数的间接测量结果制动力FS，制动

力FS为实时变化的量，其推算过程如下：

[0039] ①已知转鼓压力FTL，后拉力传感器读数FVF，杠杆202长度LT、转鼓半径RT、车轮半径RV和车

辆主动轴半径DVF，求制动力FS，即有

其中车轮转矩TV＝-LTFTLRV/RT，式中RT、LT、RV、DVF一经测量则可看作常量，从而有FS＝FS(FTL,

FVF)，即FS可由FTL,FVF两个变量求出。由于轮缸油压与施加在刹车片上正压力成正比，刹车

片上正压力与摩擦力成正比，所以制动力FS与油压存在线性关系；

[0040] ②设间接测量油压FS'，由于上述计算所得的制动力FS与油压存在线性关系，即制

动 力 F S 与 间 接 测 量 油 压 F S ' 存 在 线 性 关 系 ，则 间 接 测 量 油 压

其中a表示一次项系数，即斜率，b表示常数项，

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线性回归拟合方程中的 分别为a、b的估算值，则有

为间接测量油压估算值。

[0041] 步骤508将间接测量油压估算值 与从步骤505制动轮缸处直接测得的油压 进

行对比，两者均为“时间——压力”曲线，根据对比结果对间接测量制动力FS进行标定。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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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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