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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x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介绍

   “为保持利润和竞争力，企业必须更快速地推出新产

品和改进已有产品，并降低开发成本。‘首次即正确’

乃关键所在。我们可以帮助您以创新的方式改进设计开

发过程中的所有环节，从而使产品方案设计到工程签收

的时间缩短60%”

                                                      —— Peter Poon博士，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Romax创始人



Romax 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

英国Romax科技公司在过去近30年里，致力于为全球尖端客户提供传动技术解决方案，如今又引领汽车传

动行业进入电动化时代，将先进的工程方法应用至电驱传动产品开发，系统化掌握电机和齿轮箱之间的相互

影响。为了推动电驱传动业务快速发展，Romax在杭州成立了“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New Energy 
Vehicle Propulsion Engineering Center, 简称“NeVPEC”），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新能源汽车客户提供更完善的

高端工程服务。

Romax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依托于英国总部的技术力量和万向双创示范基地，汇聚全球专家和本地资

源，专注于提高新能源汽车传动链机电集成设计和开发能力。不断进取与创新确保Romax的传动技术与服务处

于业界领先地位，位于英国诺丁汉总部的研发团队中，一半成员拥有博士学位，拥有数百篇论文、数十个专

利，与市场领先的汽车制造商、研发机构和大学有数十年的合作经验。背靠Romax全球技术力量，NeVPEC已

建立新能源汽车机电传动集成开发团队、先进机电耦合NVH分析团队、高级制造和测试团队；配备系统级传

动链CAE仿真平台、尖端的高速电驱传动系统试验设备、高转速电驱轴承试验设备、整车底盘试验设备等能力

与设施，为整个行业提供电驱传动产品开发、NVH问题解决、总成系统测试等服务。

Romax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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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

Romax设计团队的电机有限元分析

Romax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配备全球顶尖的传动技术专家、高精度仿真平台、工业互联网生态
系统、先进的传动及整车试验设备，推动汽车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网联化等相关技术发展，

打造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生态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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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 深入设计

• 试验能力：拥有世界领先的动力总成、整车底盘、

整车电子试验设备，配有LMS动力学模态NVH测量

仪器，全方位产品测试和性能验证能力；

• 交钥匙工程：具备电驱动力总成交钥匙服务能力，

包括：完整的设计、样机制造、机电集成、电力电

子、控制策略、动力总成耐久/效率/润滑/NVH试

验等。

• 人才能力：配备一流技术团队，在产品设计、机电耦合多物理场分析、高速电机设计与验证、机电系统

集成与验证方面，均由英国业界知名的的技术专家带队；

• 开发能力：先进的家族仿真平台可对新能源动力总成进行多物理场、高保真度的设计与分析，同时考虑

动力总成寿命、效率、热力学、冷却润滑、功率密度、NVH等性能的相互影响；

• 制造能力：具有完整的高速驱动电机和高精度汽车传动齿轮制造能力，具备齿轮刀具设计能力，配有材

料和热处理等工艺专家； 

NeVPEC工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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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PEC工程咨询服务

Romax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的咨询服务覆盖
电驱齿轮箱、高速电机、控制系统、动力总成交
钥匙工程等领域，包括：定制化产品设计、全套
精细化分析、样机制造、样机试验验证等。通过
完整、高效的设计规范和开发流程优化，我们的
技术能够让客户从概念设计阶段即可掌握系统
全局，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减少试验验证迭代次
数，迈向“首次即正确”的产品开发格局。

我们灵活的工程咨询服务能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

求，为合作伙伴提供专业知识、经验、技能，持

续解决产品开发周期中遭遇的挑战，适应车辆行
业电气化、高效化的迭代节奏，快速将产品推向
市场。

基于丰富的工程经验，我们的专家、研发团队、

技术领先的软件能为用户提供如下典型服务：

• 动力总成系统方案设计

• 动力总成系统详细设计与精细化分析

• 动力总成效率提升与优化

• 高速驱动电机设计与优化

• 机电集成系统动力学分析与性能验证

• 电驱动力总成试验方案、试验验证、试验数

据分析

• 电驱动力总成交钥匙服务，包括：产品设

计、样机制造、样机试验、装车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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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传动系统与整车测试服务

图：新能源整车电控系统 Lab-Car     

采用基于 DSPACE SCALEXIO 的电脑实时计算，新能源整车电控系统 
Lab-Car 仿真器有丰富的接口满足开发测试的需要。具有集成I/O 接口，
带有各种通讯接口（CAN，LIN，FlexRay）及 12V 电源供给。

Labcar 是自行开发的整车电控试验与测试台架，是电子控制单元、通讯
协议及硬件在环的调试与测试工具。Labcar 按照实车的尺寸制作的金属
框架，把整车线束、控制器以及执行部件按照在车辆的实际位置固定在
金属框架上，通过总线可以实时记录、观察控制系统的实际运转情况。 

LAB CAR 主要具有的功能： 

• 扭矩传递，扭矩路径的实现； 

• 高压安全的实现； 

• 部件的冷却功能； 

• 客舱加热功能； 

• 驾驶模式选择功能； 

• 车辆挡位选择功能； 

• 交流充电功能； 

• 直流充电功能； 

• 电池系统的管理和控制

（如接触器的命令和控制）； 

• 转向伺服系统（部分）； 

• ABS 制动系统（部分）；

• 仪表显示系统

（组合仪表及触 控显示屏）； 

• 门及后备箱开关系统； 

• 玻璃升降器模块； 

• 12V 低压电源网络； 

• 外部照明及车内照明功能； 

• 诊断系统功能。 

Romax新能源汽车传动工程中心，依托万向双创示范基地，配有业界领先的新能源传动
动力总成试验设备、整车底盘系统试验设备、NVH检测设备，再加上技术专家的资深的
经验、信号处理与数据分析能力、大数据挖掘能力，面向整个业界，为大家提供完善的
试验验证、数据分析等服务，也是完整交钥匙工程中的一个必备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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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动力总成测试台架-1

图：底盘测功机

图：动力总成测试台架-2

动力总成测试台架: 

AVL动力测试平台配备电力测功机系统和电池模拟器，能够满足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的开发需求。台架自动化控制系统、
整车模拟系统能够实现从零部件、整车到负载工况的模拟及虚拟电池部件模拟等。台架能够满足电机系统外特性、效率分
布特性、堵转、耐久、转速扭矩响应时间、温升、系统保护、路况模拟等性能测试。 

底盘测功机的主要功能有：

调节恒定牵引力、调节恒定速度、调节恒定加速度
和惯量和道路模拟。在道路模拟模式下系统软件按
照我国的汽车性能测试标准，完成下列试验测量参
数的采集、运算、显示、贮存、打印及绘图：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试验（GB/T18386） 

>制动能量回收试验（GB/T 18386） 

>燃油消耗量试验（GB/T12545） 

>最高车速试验（GB/T18385、GB/T12544 ） 

>加速性能试验（GB/T 18385、GB/T12543） 

>最低稳定车速（GB/T12547） 

>滑行试验（GB/T12536） 

>模拟爬坡试验（GB/T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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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PEC产品开发流程

系统详细设计/
子系统设计

系统方案设计 子系统详细设计/
零部件选型

零部件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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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软件

CONCEPT

结构布置图

较粗的箱体刚度网格

CAD FUSION

RomaxDESIGNER

齿轮激励

电动机激励

设计关键点

有限元分析 公差敏感性设计方案与结构设计方案与结构设计 有限元分析 公差敏感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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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激励

电动机激励

全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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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分析

静力学

效率 NVH

多体动力学模型

Dynamic FUSION

瞬态动力学

多体动力学分析机械场、电磁场耦合集成



客户简介

大众集团作为欧洲最大的汽车
制造商，旗下拥有12个著名品
牌，集团 2013年度销售额达
1970亿欧元，其位于卡塞尔
（Kassel）的生产基地年产400
万台变速器。

技术挑战

通过优化动力总成方案，提高制
造工艺的可靠性，同时提升产品
质量、降低成本。

解决方案

基于Romax仿真平台的计算、
分析和专家经验，优化电驱传动
系统设计，考察各关键公差对系
统性能的影响，并进行优化。

客户收益

采用系统级的动力总成分析来优
化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降低制
造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同时获
得较好的NVH 性能。

大众集团作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世界顶级汽车公司，旗下15000多名员
工，年产近1000万辆汽车，占世界乘用车销量的13%。位于卡塞尔的工厂是大
众集团主要的传动系统生产基地，年产近400万台手动和自动变速器、每年维
修350万台旧发动机和变速器、年产350万台排气系统，它同时也是欧洲最大
的铝镁合金铸造厂。

卡塞尔工厂的工程师将RomaxDESIGNER应用于新能源传动系统生产、制造
已有4年多经验。大众集团分析工程师Juri Kniss告诉我们“高效、可靠的机
电总成设计和生产流程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有些参数的制造成本较低，但
有些则成本很高。 为了降低成本，我们会研究制造公差变化对产品性能的影
响。Romax帮助我们解决挑战，RomaxDESIGNER 不仅可做单个零件分析，更
重要的是，可对整个动力总成系统进行详细分析，从而帮助我们解决设计和
制造方面的问题。”

客户案例分析——大众

大众汽车集团
电驱传动制造公差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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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RomaxDESIGNER软件，我们能快速、准确地分析齿轮制造公差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Juri Kniss，大众汽车集团计算工程师

 基于可靠性的设计优化

大众及大众集团旗下拥有源自欧洲7个国家的12个著
名品牌：大众乘用车、奥迪、西亚特、斯柯达、宾
利、布加迪、兰博基尼、保时捷、杜卡迪、大众商
用车、 斯堪尼亚和MAN。整个西欧将近四分之一的
汽车由大众集团生产。在卡塞尔工厂，工程师们使
用RomaxDESIGNER通过多种标准和非标方法研究变
速器生产制造工艺，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保证产品
质量。

Kniss表示“我们使用RomaxDESIGNER已经4年多
了。作为制造工厂，我们主要工作不是设计齿轮，
而是 关注齿轮箱的制造质量、量产的稳定性。借
助RomaxDESIGNER的帮助，我们可以快速、准确
地从动力总成整个系统角度研究齿轮制造公差的
敏感性。RomaxDESIGNER已是大众分析‘工具
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集群’中还包括
一些其他非传动系统专用的CAE软件）。工程师用
RomaxDESIGNER分析现有的齿轮设计，研究齿轮微
观修形公差对电驱动力总成NVH性能的影响。Romax
软件帮助我们快速建立系统模型，分析齿轮、轴、轴
承、箱体、电机及各零部件在系统中的相互影响。”

“最近我们使用RomaxDESIGNER分析电动汽车动力
总成，研究在三根轴、箱体变形、电机耦合影响下轴
承预紧量的选取问题。通过研究箱体轴承孔支撑刚度
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在齿轮箱制造工艺中设定合理的
轴承预紧量，确保产品的可靠性。通过台架试验对
标，已验证此方法的准确性，轴承预紧对齿轮箱影响
的试验结果与Romax分析结果十分吻合。”

 驱动电机定子过盈配合分析

在电动汽车动力总成项目中，大众还使用
RomaxDESIGNER分析电机定子和箱体的配合关系
对箱体变形的影响，进而研究箱体变形对齿轮和轴
承性能的影响。

电机定子采用过盈配合安装到箱体上，过盈配合引
起的箱体变形会导致轴承错位，将此错位量以轴承
预紧的方式应用到Romax 中进行仿真。Kniss表示“ 
在这个项目中，通过Romax软件帮助，我们可建立
非常详细的新能源动力总成系统模型，研究高速驱
动电机与箱体过盈配合对所有轴承的影响，箱体变
形导致轴不再对中，进而会导致轴上齿轮接触斑变
化，若不仔细分析，会影响齿轮疲劳寿命和NVH性
能。”

“我们把Romax分析的错位量提供给沃尔夫斯堡的
设计工程师，作为齿轮微观修形的基础，降低变速
器振动、噪音，并提高其耐久性。”

 电驱动力总成系统级仿真

Kniss总结道“对于卡塞尔生产基地而言，使用 
RomaxDESIGNER的主要收益在于，它能帮助工程
师快速、准确地建立复杂、完整的传动系统模型，
研究不同公差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从而采取不同的
生产控制策略，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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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简介

GKN是世界领先的汽车传动链零
部件制造商：全球拥有24000多
名员工，在22个国家设有45个制
造基地和3个研发中心。

项目挑战

开发一款动力更强、效率更高、
可靠性更好、振噪更低的电动汽
车变速器，开辟新的市场领域。

解决方案

GKN与Romax有长达十年
的紧密合作关系，GKN采用 
RomaxDESIGNER 对传动系统进
行建模和高级仿真分析，并通过
Romax专家咨询服务解决项目中
的技术难点。

客户收益

顶尖的“全系统”分析方法与“ 
首次即正确”的设计理念相结
合， 为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提
供更加快速、高效、低噪的齿
轮箱设计。试验结果表明，在
不降低耐久度和振噪性能前提
下，Romax 方法成功将齿轮箱整
体效率提升了 2%。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给汽车工程界带来巨大的技术创新，齿轮箱和传动链
技术首当其冲。作为世界领先的汽车传动链零部件制造商，GKN一直采用
Romax 软件和专家级技术服务不断优化电车变速器效率，同时保证变速器的
耐久度和振噪性能。

采用 RomaxDESIGNER 分析功率损失的原因、研究齿轮宏观和微观参数对效
率的影响、对传动系统进行优化。随后，GKN按照优化方案制造新样机，通
过 试验评估改进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在规定的扭矩和转速范围内，变速器
传动效率提高2%，而且并未牺牲耐久度和振噪性能。这就是GKN能够不断提
高产品性能的诀窍。

GKN传动链事业部

Romax助GKN设计低噪声、高效率的电动汽车齿轮箱

客户案例分析—— GKN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 ：新的市场契机 

GKN开发了最新型的传动轴和齿轮零部件技术。“四、五年前，电动汽车掀 
起 第一波热潮时，人人都在热议尽早开发出电动汽车技术” ，先进工程部副
总裁Theo Gassmann说，“事实上当时该技术还不成熟。例如，电池技术成
本高 昂，而且客户也没有广泛接受电动汽车，行驶里程受限的困扰也尤为突
出。因此当时的电动汽车市场进展非常缓慢。这导致车企们改变策略，积极
投身于开拓混合动力市场”。

“作为传动链技术领导者，GKN的传统型传动链和电车传动链业务发展迅
速。过去几年，我们借助全时四驱系统成功开发出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传动
系统。 尽管齿轮箱不是GKN的核心业务，但我们还是借助传动链方面的技术
特长，成功拓 展了产品线”，Gassmann继续说道，“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
的齿轮箱问题大 体上与传统变速箱类似：动力总成效率、耐久度和振动噪声
性能，而主要区 别则在于两者正拖与反拖间的载荷及应力循环不同。此外，
传动链技术本身也存在差异，比如，当你不得不提升电池容量时，你并不希
望把能量浪费在齿轮箱里。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振动噪声性能：纯电动汽车没
有发动机掩盖齿轮啮合噪声，而且齿轮箱必须重量较轻，因此设计早期就得
专注于提升NVH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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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期望值持续走高，对研发速度要求也越来越快，GKN必须实现‘首次即正确’，取得预期

的产品性能，Romax帮助我们实现此目标”。  —— Theo Gassmann，GKN先进工程部副总裁

Romax提升变速器效率的能力在GKN取得了实际验证。某
款PSA的乘用车，后桥采用电驱齿轮箱提供动力，前桥为  
传统发动机驱动。原始的齿轮箱设计经RomaxDESIGNER
分析后，进行齿轮参数优化、耐久度优化和振动噪声性 
能优化。GKN制造优化后的齿轮，并开展了大量测试。测 
试结果表明，不仅变速器整体传动效率得到提升，而且 
满足所有重要反拖工况下的能量回收要求，即全转速和 
扭矩范围内能量回收率达到。“通过计算齿轮、轴承、   
密封等部件及搅油所导致的功率损失，我们评估了齿轮箱
传动效率”，Grunwald博士说，“将计算效率值与一定转
速和扭矩下的实测摩擦力矩进行对比，我们获得了最终的
评估结果。RomaxDESIGNER全面的功能，允许我们用全
系统方法评估设计参数，在全扭矩和转速范围研究设计更
改对效率、耐久度和振噪性能的影响”。

他补充道：“我们和Romax专家共同工作多年，他们非常
专业、值得信赖，宝贵的经验让我们受益匪浅。从商业的
角度来看，我们希望对仿真问题有更加普遍的认识度， 
拥有贯穿产品寿命周期的设计方法。对于未来的项目和产
品，我们将不断提高全系统分析方法的要求，并将其拓展
到不同领域和产品线。此外，RomaxDESIGNER还集成了
其他软件包的功能，帮助我们节约大量时间。GKN全球多
个公司使用RomaxDESIGNER，还因为它 提供接口，使工
程师共享分析数据、诠释分析结果”。

Theo Gassmann还补充道：“我们正步入混合动力与电动
汽车的新纪元。开发真正高性能的产品需要有效地应用系
统性知识，将其贯穿于概念设计到批量生产的全过程，这
样才能找到最佳平衡点。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并
缩短研发周期，GKN的设计必须做到‘首次即正确’，以
达到产品性能要求，而Romax帮助我们实现此目 标，因此
我们能够不断改进设计流程、提升产品质量，以满足客户
需求”。

提高变速器效率的常规方法通常会影响其耐久度和振
噪性能；电动汽车没有发动机噪声，也使其变速器噪
声问题更加突出。另外，GKN急需提升混合动力四驱车
的电驱齿轮箱效率，迫使其寻找全新的设计方法。“
我们已与Romax合作多年，从最初在日本市场的合作逐
步拓展到德国和瑞典市场”，先进齿轮系统计算总监
ArturGrunwald 博士说，我们看到了全系统分析的价值：
先找到最佳收益点，再平衡整个系统的效率、耐久性及
振噪性 能。RomaxDESIGNER能实现精确的传动链建模
和分析， 而且通过咨询项目合作，我们的员工可以直接
与Romax专家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如何将软件功能发
挥极致，并将工程经验应用到实际项目中”。

“ 从产品概念设计到量产过程中，我们使用 
RomaxDESIGNER解决问题和优化系统性能。合格的单
个零件无法确保装配后不出现系统性问题——这正是我
们使用RomaxDESIGNER的原因：它可以帮你找到最大
的影响点和最佳收益点。RomaxDESIGNER是为数不多
能够胜任此类系统分析的软件。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系统
级分析，确定出设计中的关键参数，控制成本、实现最
大收益”。

GKN为什么选择Romax？

用“全系统方法”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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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业务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动力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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