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底盘控制系统 
iBooster ‒ 不依赖真空源的机电伺服助力机构

节能型内燃机、新型驱动模式（例如滑行或纯电驱动）以及

现代驾驶员辅助功能需要不依赖真空源的模块化和可扩展的

制动系统方案。然而，目前广泛使用的传统真空助力器只能

实现有限的能量回收，而且制动踏板的输入力和真空助力器

的助力之比恒定，在整车开发设置完成后不能被调节。

特征

博世研发了一款不依赖真空源的机电伺服助力机构 iBooster，

可以满足现代制动系统的要求。iBooster 可用于所有动力系

统，尤其适用于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

现代内燃机和电动车无法为真空助力器提供足够的真空度，

因此必须依靠机械或电动真空泵来补充真空度。传统真空助

力系统工作所需的真空度是经过燃油消耗获得，而 iBooster

工作时完全不需要真空源。这意味着不再需要真空泵。就撤

除真空泵本身而言，就意味着能节约油耗并降低二氧化碳排

放。此外，各种节油技术（例如发动机暂时关闭的起 / 停或

惯性滑行功能）还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客户获益

▶  可升级的系统，它可以给混合动力或纯电动车辆

提供制动助力，并且它可以满足对动态建压性能

要求较高和对压力控制的精度要求苛刻的车辆的

制动系统要求

▶  通过软件调整助力性能曲线从而实现踏板感的可

调性 

▶  与 ESP® hev 系统组合使用时具有极高的协调能

力，可实现几乎 100% 的制动能量回收 

▶  通过省去非必要的硬件部件，降低了安装成本

▶  由于 iBooster 可以绕其中心轴旋转布置，安装方

式灵活， 相对传统真空制动助力器和真空泵的安

装空间，iBooster 节省了安装空间

▶  满足完全自动驾驶对于冗余制动系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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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ooster 可以绕其中心轴旋转布置，安装方式灵活。右舵

车的发动机舱布置不同于左舵车，正是得益于 iBooster 的

可旋转的灵活安装方式，iBooster 同样也适合于右舵车。

iBooster 和踏板、防火墙、电子稳定程序 ESP® 的界面或连

接方式与传统真空助力器相同。

可以通过设定 iBooster 的制动性能曲线软件来定义踏板感，

满足整车厂平台差异化的要求。因此，同一类型的 iBooster

可配置于同一整车平台的不同车型，以实现不同的踏板感。

主机厂可容易并快速地编制 iBooster 制动性能曲线程序。

通过该功能主机厂可对其同平台车型选配不同的驾驶模式。

从而驾驶员可根据喜好选择舒适型或“运动型”的制动踏板

感。

技术参数
 5.5 千牛（相当于 8 + 9″
 真空助力器的助力）
电压范围 >9.8 伏
所需安装空间 相当于 8+9″真空助力器
重量 约 5 千克
耗电量 < 1 A/10 巴（标准制动）
电机功率 300 瓦（机械）

跳增值

助力比

滞后

拐点压力

工作原理

iBooster 的工作原理与传统真空助力器类似 ：通过阀体控

制进入助力器后腔的空气产生踏板制动要求的助力。 在

iBooster 模式下，由集成在 iBooster 里的踏板行程传感器

探测助力器输入杆的位移，并将该位移信号发送至 iBooster

的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计算出电机应产生的扭矩要求，再由

二级齿轮装置将该扭矩转化为助力器阀体的伺服制动力。 助

力器阀体的输出力和助力器输入杆的输入力在制动主缸内共

同转化为制动液压。

失效安全模式及可行性

iBooster 采用了双安全失效模式。第一道安全失效模式将两

种故障情况考虑在内。如果车载电源不能满负载运行，那么

iBooster 则以节能模式工作，以避免给车辆电气系统增加不

必要的负荷，同时防止车载电源发生故障。万一 iBooster

发生故障，ESP® 系统会接管并提供制动助力。在上述两种

情况下，制动系统均可在 200 牛顿的踏板力作用下提供 0.4g

的减速度，在更大踏板力乃至完全减速时同样如此。

在第二道安全失效模式，如果车载电源失效，即断电模式下，

则可通过机械推动力式作为备用 ：驾驶员可以通过无制动助

力的纯液压模式对所有四个车轮施加车轮制动，使车辆安全

停止，同时满足所有法规要求。

助力器伺服力

可调整的踏板特性

BOZ_14_0947_Datenblatt_MPC2_iBooster_CN.indd   2 11.04.14   10:02



与 ESP® hev 系统组合使用时可实现最高达 0.3g 减速度的

能量回收。这是由于 iBooster 能够通过软件控制随时根据

液压条件调节助力器伺服力。这足以涵盖公路交通中大多数

的制动情况。如此高的制动能量回收水平使电动车辆的续航

里程增加高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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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

iBooster 完善了博世模块化制动系统组合，使相应的制动

系统能够根据所有车辆配置和客户要求进行量身定制。无论

车辆大小和驱动技术如何，也不管车辆配备辅助功能的程

度如何，博世都能提供最佳的成本优化解决方案。这对配有

多重驱动系统的车型来说尤为有利。例如，模块化系统可由

iBooster 或传统的真空制动助力器组成，在制动控制系统方

面，可选择标准的 ESP® 或专为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开发的

ESP® hev 系统。

再生制动

对于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而言，再生制动和效率是关键。在

保证车辆稳定性的条件下，发电机产生的再生制动扭矩应尽

可能得到充分利用。对于电动车来说，能量回收对于增加每

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具有显著的作用。对于混合动力车，特别

是在需要频繁制动和加速的市区交通内行驶时，再生制动可

降低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传统的真空助力器的液量变化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被控制，

即跳增值区域，该区域内的制动力矩可以被能量回收系统撤

销而不被驾驶员感觉到。对于制动液压超过跳增值的区域，

能量回收系统的制动液压的变化会被驾驶员感知而影响踏板

感。因此，只能实现小于 0.2 g 减速度的能量回收。

iBoosters 设计

输入推杆

 
助力器阀体 ( 带滑道 )

踏板行程传感器

回位弹簧

制动主缸

二级齿轮传动装置

直流无刷电机

电子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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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倍，并且可通过电子控制系统进行更加精确的调节。例

如，这对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是一个巨大优势。紧急情况下，

iBooster 可在约 120 毫秒内自动建立全制动压力。这不仅

有助于缩短制动距离，还能在碰撞无法避免时降低撞击速度

和对当事人的伤害风险。

此外，iBooster 还能支持自适应巡航控制（ACC）模式，帮

助司机进行舒适制动直至车辆完全停止 — 司机几乎察觉不

到振动和噪音。这对电动车来说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因为

环境噪声在这类车辆中会更加明显。

自动驾驶

与博世的 ESP® 结合，iBooster 能够为自动驾驶提供冗余制

动备份。iBooster 和 ESP® 均可通过机械推动力，帮助车辆

在任何减速情况下停止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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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驾驶员踩下制动踏板时，踏板行程传感器会计算驾驶员的

制动请求。ESP® hev 系统向发电机请求与踏板行程相一致

的制动扭矩并使车辆减速。由驾驶员脚部切换至制动系统的

液压容积暂时保存在 ESP® hev 的低压蓄能器内，这意味着

车轮制动不产生制动扭矩。如果发电机不能利用回收方式满

足制动请求（例如在车辆停稳前），低压蓄压器中的可用容

积将转移至车轮制动器，且车辆会通过传统制动进行减速。

iBooster 可不受减速水平影响而调整踏板感，并在整个制动

范围内传递一致的踏板感。

驾驶辅助

iBooster 还为驾驶辅助系统带来了很多的裨益。通过电机工

作，iBooster 能够实现主动建压，而无需驾驶员踩下制动踏

板。与典型的 ESP® 系统相比，获得所需制动力的速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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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Booster 进行制动能量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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