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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一

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包含：第一动力机构、第

二动力机构和传动轴系。第一动力机构为发动机

动力机构，第二动力机构的电机被动齿轮空套在

传动轴系的第一中间轴上，且可被第一中间轴上

同步器选择将驱动电机的动力经由电机轴、电机

主动齿轮、电机被动齿轮、第一中间轴输出。驱动

电机实现一挡或倒挡的动力驱动。本发明的一种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解决一挡与二挡传动比大

导致的发动机高效工作区域窄的问题，同时结构

简单、提升换挡平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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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第一动力机构、第二动力机构和传动轴

系；

所述第一动力机构包含发动机（1）及发动机驱动输出的曲轴（2）；

所述第二动力机构包含驱动电机（3）、电机轴（4）、电机主动齿轮（25）和与电机主动齿

轮（25）啮合的电机被动齿轮（26）；

所述传动轴系包括第一离合器（5）、第二离合器（6）、外输出轴（7）、内输入轴（8）、第一

中间轴（13）和第二中间轴（17）；所述第一离合器（5）与内输入轴（8）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离

合器（6）与外输入轴（7）固定连接，所述外输入轴（7）外套在内输入轴（8）外；

所述曲轴（2）通过第一离合器（5）和第二离合器（6）分别将发动机（1）的动力输入内输

入轴（8）和外输出轴（7）；

所述外输入轴（7）、内输入轴（8）上设置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第一中间轴（13）和

第二中间轴（17）上的被动齿轮对应啮合；

第二动力机构的电机被动齿轮（26）空套在第一中间轴（13）上，且可被第一中间轴上同

步器选择将驱动电机（3）的动力经由电机轴（4）、电机主动齿轮（25）、电机被动齿轮（26）、第

一中间轴输出；且驱动电机（3）实现一挡或倒挡的动力驱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输入轴（8）自左向右依次固定连接五挡主动齿轮（9）和三挡主动齿轮（10）；

所述外输入轴（7）自左向右依次固定布置二四挡主动齿轮（11）、六挡主动齿轮（12）；

所述第一中间轴（13）自左向右依次布置第一常啮合齿轮（14）、二挡被动齿轮（15）、二

挡电机同步器（16）和电机被动齿轮（26）；其中，第一常啮合齿轮（14）、二挡电机同步器（16）

固定在第一中间轴（13）上，二挡被动齿轮（15）和电机被动齿轮（26）空套在第一中间轴上；

二挡电机同步器（16）可切换选择二挡被动齿轮（15）或电机被动齿轮（26）；

所述第二中间轴（17）自左向右依次布置第二常啮合齿轮（18）、四挡被动齿轮（19）、四

六挡同步器（21）、六挡被动齿轮（20）、五挡被动齿轮（22）、三五挡同步器（24）和三挡被动齿

轮（23）；所述第二常啮合齿轮（18）、四六挡同步器（21）和三五挡同步器（24）固定在第二中

间轴（17）上；所述四挡被动齿轮（19）、六挡被动齿轮（20）、五挡被动齿轮（22）和三挡被动齿

轮（23）空套在第二中间轴（17）上；所述四六挡同步器（21）可切换选择四挡被动齿轮（19）或

六挡被动齿轮（20）；所述三五挡同步器（24）可切换选择五挡被动齿轮（22）或三挡被动齿轮

（2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五挡主动齿轮（9）与五挡被动齿轮（22）啮合；所述三挡主动齿轮（10）与三挡被动

齿轮（23）啮合；

所述二四挡主动齿轮（11）分别与二挡被动齿轮（15）和四挡被动齿轮（19）啮合；所述六

挡主动齿轮（12）与六挡被动齿轮（20）啮合。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特征在于：

外输入轴（7）和内输入轴（8）与发动机（1）的曲轴（2）同轴，所述第一中间轴（13）、第二

中间轴（17）、发动机（1）的曲轴（2）、驱动电机（3）的电机轴（4）平行布置且两两之间不同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离合器（5）和

第二离合器（6）均为湿式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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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合动力系统，具体涉及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混合动力汽车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其驱动电机在离合器与动力输入之间布

置，就是在DCT基础上让驱动电机在变速器内部介入，通常应该具有动力模式切换、发动机

与驱动电机相匹配等功能。现有技术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为匹配多个挡位之间传动比

具有一定差值，特别是一挡与二挡之间传动比差值较大，在挡位布置上由于考虑到一挡与

二挡传动比较大因素，使得最高和最低挡位的传动比范围很难设计得过大，导致发动机的

高效工作区域较窄；同时，需要布置一挡和倒挡传动齿轮，且倒挡往往接近一挡传动比，给

布置方案带来一定困难，往往需要以牺牲成本和动力性来满足整车性能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解决一挡与二挡传动比大导致的发动机

高效工作区域窄的问题，同时结构简单、提升换挡平顺性。

[0004] 本发明还公开了采用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汽车，解决一挡与二挡传动比大

导致的发动机高效工作区域窄的问题，同时结构简单、提升换挡平顺性。

[0005]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包含：第一动力机构、第二动力机构和传

动轴系；

所述第一动力机构包含发动机及发动机驱动输出的曲轴；

所述第二动力机构包含驱动电机、电机轴、电机主动齿轮和与电机主动齿轮啮合的电

机被动齿轮；

所述传动轴系包括第一离合器、第二离合器、外输出轴、内输入轴、第一中间轴和第二

中间轴；所述第一离合器与内输入轴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离合器与外输入轴固定连接，所述

外输入轴外套在内输入轴外；

所述曲轴通过第一离合器和第二离合器分别将发动机的动力输入内输入轴和外输出

轴；

所述外输入轴、内输入轴上设置主动齿轮，所述主动齿轮与第一中间轴和第二中间轴

上的被动齿轮对应啮合；

第二动力机构的电机被动齿轮空套在第一中间轴上，且可被第一中间轴上同步器选择

将驱动电机的动力经由电机轴、电机主动齿轮、电机被动齿轮、第一中间轴输出；且驱动电

机实现一挡或倒挡的动力驱动。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内输入轴自左向右依次固定连接五挡主动齿轮和三挡主动齿轮；

所述外输入轴8自左向右依次固定布置二四挡主动齿轮、六挡主动齿轮；

所述第一中间轴自左向右依次布置第一常啮合齿轮、二挡被动齿轮、二挡电机同步器

和电机被动齿轮；其中，第一常啮合齿轮、二挡电机同步器固定在第一中间轴上，二挡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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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和电机被动齿轮空套在第一中间轴上；二挡电机同步器可切换选择二挡被动齿轮或电

机被动齿轮；

所述第二中间轴自左向右依次布置第二常啮合齿轮、四挡被动齿轮、四六挡同步器、六

挡被动齿轮、五挡被动齿轮、三五挡同步器和三挡被动齿轮；所述第二常啮合齿轮、四六挡

同步器和三五挡同步器固定在第二中间轴上；所述四挡被动齿轮、六挡被动齿轮、五挡被动

齿轮和三挡被动齿轮空套在第二中间轴上；所述四六挡同步器可切换选择四挡被动齿轮或

六挡被动齿轮；所述三五挡同步器可切换选择五挡被动齿轮或三挡被动齿轮。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五挡主动齿轮与五挡被动齿轮啮合；所述三挡主动齿轮与三挡被

动齿轮啮合；

所述二四挡主动齿轮分别与二挡被动齿轮和四挡被动齿轮啮合；所述六挡主动齿轮与

六挡被动齿轮啮合。

[0008] 进一步地，外输入轴和内输入轴与发动机的曲轴同轴，所述第一中间轴、第二中间

轴、发动机的曲轴、驱动电机的电机轴平行布置且两两之间不同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离合器和第二离合器均为湿式离合器。

[0010] 本发明技术效果为：

1）取消一挡齿轮和倒挡齿轮，将驱动电机来直接作为一挡和倒挡使用，能够减少一挡

齿轮和倒挡齿轮，避开了一挡和二挡之间传动比范围大致使空间结构布置困难的缺陷，同

时降低成本、结构更容易布置。

[0011] 2）驱动电机具有低速启动阶段也能够平稳输出较大扭矩的特点，能够弥补发动机

怠速不稳定和低速扭矩小且容易熄火的缺点，使整车的工作性能可靠，驱动电机能够低速

输出较大扭矩能进一步提升整车的百公里加速性能。

[0012] 3）第一离合器和第二离合器为湿式离合器，使得两个挡位动力切换时平稳，减少

换挡冲击，避免换挡动力中断。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说明。

[0015] 参见图1，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包含：第一动力机构、第二动力

机构和传动轴系。

[0016] 第一动力机构包含发动机1及发动机驱动输出的曲轴2。

[0017] 第二动力机构包含驱动电机3、电机轴4、电机主动齿轮25和与电机主动齿轮25啮

合的电机被动齿轮26。

[0018] 传动轴系包括第一离合器5、第二离合器6、外输出轴7、内输入轴8、第一中间轴13

和第二中间轴17。第一离合器5与内输入轴8固定连接，第二离合器6与外输入轴7固定连接，

外输入轴7外套在内输入轴8外。

[0019] 曲轴2通过第一离合器5和第二离合器6分别将发动机1的动力输入内输入轴8和外

输出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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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内输入轴8自左向右依次固定连接五挡主动齿轮9和三挡主动齿轮10；

外输入轴7自左向右依次固定布置二四挡主动齿轮11和六挡主动齿轮12；

第一中间轴13自左向右依次布置第一常啮合齿轮14、二挡被动齿轮15、二挡电机同步

器16和电机被动齿轮26。其中，第一常啮合齿轮14、二挡电机同步器16固定在第一中间轴13

上，二挡被动齿轮15和电机被动齿轮26空套在第一中间轴上。二挡电机同步器16可切换选

择二挡被动齿轮15或电机被动齿轮26。

[0021] 第二中间轴17自左向右依次布置第二常啮合齿轮18、四挡被动齿轮19、四六挡同

步器21、六挡被动齿轮20、五挡被动齿轮22、三五挡同步器24和三挡被动齿轮23。第二常啮

合齿轮18、四六挡同步器21和三五挡同步器24固定在第二中间轴17上。四挡被动齿轮19、六

挡被动齿轮20、五挡被动齿轮22和三挡被动齿轮23空套在第二中间轴17上。四六挡同步器

21可切换选择四挡被动齿轮19或六挡被动齿轮20。三五挡同步器24可切换选择五挡被动齿

轮22或三挡被动齿轮23。

[0022] 五挡主动齿轮9与五挡被动齿轮22啮合，三挡主动齿轮10与三挡被动齿轮23啮合。

[0023] 二四挡主动齿轮11分别与二挡被动齿轮15和四挡被动齿轮19啮合，六挡主动齿轮

12与六挡被动齿轮20啮合。

[0024] 外输入轴7和内输入轴8与发动机1的曲轴2同轴，第一中间轴13、第二中间轴17、发

动机1的曲轴2、驱动电机3的电机轴4平行布置且两两之间不同轴。

[0025] 第一离合器5和第二离合器6均为湿式离合器。

[0026] 工作原理如下：

（一）纯电工作模式动力传递路线：

一挡动力传递路线：驱动电机3工作且正转，发动机1不工作，第一离合器5和第二离合

器6均断开，二挡电机同步器16与空套的电机被动齿轮26结合；动力通过驱动电机3的电机

轴4依次传递给电机主动齿轮25、电机被动齿轮26、二挡电机同步器16、第一中间轴13、第一

常啮合齿轮14，最终通过第一常啮合齿轮14将动力传递出去。

[0027] 倒挡动力传递路线：驱动电机3工作且反转，发动机1不工作，第一离合器5和第二

离合器6均断开，二挡电机同步器16与空套的电机被动齿轮26结合；动力通过驱动电机3的

电机轴4依次传递给电机主动齿轮25、电机被动齿轮26、二挡电机同步器16、第一中间轴13、

第一常啮合齿轮14，最终通过第一常啮合齿轮14将动力传递出去。

[0028] （二）纯发动机模式动力传递路线：

1）二挡动力传递路线：驱动电机3不工作，发动机1工作，第一离合器5断开，第二离合器

6结合，二挡电机同步器16与空套的二挡被动齿轮15结合；动力通过发动机1的曲轴2依次传

递给第二离合器6、外输入轴7、二四挡主动齿轮11、二挡被动齿轮15、二挡电机同步器16、第

一中间轴13、第一常啮合齿轮14，最终通过第一常啮合齿轮14将动力传递出去。

[0029] 2）三挡动力传递路线：驱动电机3不工作，发动机1工作，第一离合器5结合，第二离

合器6断开，三五挡同步器24与空套的三挡被动齿轮23结合；动力通过发动机1的曲轴2依次

传递给第一离合器5、内输入轴8、三挡主动齿轮10、三挡被动齿轮23、三五挡同步器24、第二

中间轴17、第二常啮合齿轮18，最终通过第二常啮合齿轮18将动力传递出去。

[0030] 3）四挡动力传递路线：驱动电机3不工作，发动机1工作，第一离合器5断开，第二离

合器6结合，四六挡同步器21与空套的四挡被动齿轮19结合；动力通过发动机1的曲轴2依次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576732 A

5



传递给第二离合器6、外输入轴7、二四挡主动齿轮11、四挡被动齿轮19、四六挡同步器21、第

二中间轴17、第二常啮合齿轮18，最终通过第二常啮合齿轮18将动力传递出去。

[0031] 4）五挡动力传递路线：驱动电机3不工作，发动机1工作，第一离合器5结合，第二离

合器6断开，三五挡同步器24与空套的五挡被动齿轮22结合；动力通过发动机1的曲轴2依次

传递给第一离合器5、内输入轴8、五挡主动齿轮9、五挡被动齿轮22、三五挡同步器24、第二

中间轴17、第二常啮合齿轮18，最终通过第二常啮合齿轮18将动力传递出去。

[0032] 5）六挡动力传递路线：驱动电机3不工作，发动机1工作，第一离合器5断开，第二离

合器6结合，四六挡同步器21与空套的六挡被动齿轮20结合；动力通过发动机1的曲轴2依次

传递给第二离合器6、外输入轴7、六挡主动齿轮12、六挡被动齿轮20、四六挡同步器21、第二

中间轴17、第二常啮合齿轮18，最终通过第二常啮合齿轮18将动力传递出去。

[0033] （三）混合动力模式动力传递路线：

动力总成仅在三挡、四挡、五挡、六挡具有混合动力模式，该模式下既有来自发动机1的

动力，也有来自驱动电机3的动力，这样模式下所列的四个挡位，发动机1的动力传递路线与

纯发动机模式动力传递路线相同，二挡电机同步器16与空套的电机被动齿轮26结合，则驱

动电机3部分的动力的传递路线相同都是通过电机轴4依次传递给电机主动齿轮25、电机被

动齿轮26、二挡电机同步器16、第一中间轴13、第一常啮合齿轮14，最终通过第一常啮合齿

轮14将动力传递出去。

[0034] 能量回收：车辆行驶减速或下坡时，驱动电机4变为发电状态，二挡电机同步器16

与空套的电机被动齿轮26结合，整车通过车轮将动力传递到第一常啮合齿轮14、第一中间

轴13、二挡电机同步器16、电机被动齿轮26、电机主动齿轮25、电机轴4，最终通过电机轴4转

动带动驱动电机3发电，实现能量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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