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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

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包括：电机模型仿

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台架测试

得出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输出扭矩对比的

测试数据；根据台架测试数据使用智能优化算法

修正电机性能参数。本发明在理论电机模型仿真

得出用于扭矩控制Id、Iq表基础之上，根据测试

得出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扭矩数据，使用智

能优化算法优化修正Id、Iq表，保证控制扭矩精

度的同时节约了大量的用于扭矩标定的时间和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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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1)电机模型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根据电机理论模型和实际使用要

求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各转速下扭矩以λN.m步进对应的Id、Iq表,其中1<λ<20；

2)台架测试得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输出扭矩对比的测试数据：台架根据得出的Id、

Iq表在电机各转速下根据电机外特性选择足够的扭矩测试点进行测试，并记录电机控制扭

矩和台架实测的电机实际输出扭矩；

3)根据台架测试数据使用智能优化算法修正电机性能参数：根据台架测试数据的数量

和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输出扭矩之间的数值关系，选择合适的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输

出扭矩方程阶数，针对台架测试数据使用n次方程对电机控制扭矩和电机实际输出扭矩使

用智能优化算法进行拟合，其中0<n<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使用n次方程对电机控制扭矩和电机实际输出扭矩进行拟合的方法为：

a)设n次方程为：y＝axn+bxn-1+…l，其中x表示台架实测试扭矩，y表示电机控制扭矩；

b)根据测试数据和n次方程，采用使用智能优化算法进行行拟合，求解出a、b…l值。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根据确定的a、b…l值，求解出需要修订的x范围内的y值；根据x确定条件下的y值，修

正对应的Id、Iq表，得出修正后的Id、Iq作为电机扭矩控制的Id、Iq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根据确定的a、b…l值，使用y作为扭矩控制的中间变量，当控制扭矩y条件下，要求输

出扭矩为x时使用y值查找对应Id、Iq表的值作为实际的Id、Iq值控制变量。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智能优化算法包括但不限于极值优化算法、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蚁群算法、

差分进化算法、PSO算法、最小二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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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属于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控制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电动汽车电驱

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汽车使用电池中存储的电能作为唯一的能源供给，具有高效、节能、低噪音及

零排放等特点，在节能和环保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逐渐成为汽车行业的重要发

展趋势之一。电驱动系统作为电动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机械能与电能相互转化的

关键。

[0003] 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电机扭矩控制精度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实现：

[0004] 1、据理论电机模型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该方法缺点在于理论

电机模型与电机的实际模型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差异，再加上仿真不能完全模拟电机的实际

使用工况，由于这种差异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仿真得出的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与实

际值存在偏差；

[0005] 2、台架实际测试电机各状态下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该方法缺点在于台

架实际测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标定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目的是：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与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电动汽车电

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保证控制扭矩精度的同时节约时间和成本。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包括：

[0009] 1)电机模型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

[0010] 2)台架测试得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输出扭矩对比的测试数据；

[0011] 3)根据台架测试数据使用智能优化算法修正电机性能参数。

[0012] 优选的，步骤1)中，根据电机理论模型和实际使用要求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

电机各转速下扭矩以λN.m步进对应的Id、Iq表,其中1<λ<20。

[0013] 优选的，步骤2)中，台架根据得出的Id、Iq表在电机各转速下根据电机外特性选择

足够的扭矩测试点进行测试，并记录电机控制扭矩和台架实测的电机实际输出扭矩。

[0014] 优选的，步骤3)中，根据台架测试数据的数量和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输出扭

矩之间的数值关系，选择合适的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输出扭矩方程阶数，针对台架测试数

据使用n次方程对电机控制扭矩和电机实际输出扭矩使用智能优化算法进行拟合，其中0<n

<20。

[0015] 优选的，步骤3)中，使用n次方程对电机控制扭矩和电机实际输出扭矩进行拟合的

方法为：

[0016] a)设n次方程为：y＝axn+bxn-1+…l，其中x表示台架实测试扭矩，y表示电机控制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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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

[0017] b)根据测试数据和n次方程，采用使用智能优化算法进行行拟合，求解出a、b…l

值。

[0018] 优选的，根据确定的a、b…l值，求解出需要修订的x范围内的y值；根据x确定条件

下的y值，修正对应的Id、Iq表，得出修正后的Id、Iq作为电机扭矩控制的Id、Iq表。

[0019] 或者，根据确定的a、b…l值，使用y作为扭矩控制的中间变量，当控制扭矩y条件

下，要求输出扭矩为x时使用y值查找对应Id、Iq表的值作为实际的Id、Iq值控制变量。

[0020] 所述智能优化算法包括但不限于极值优化算法、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蚁群算

法、差分进化算法、PSO算法、最小二乘法。

[0021] 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2] 本发明在理论电机模型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Id、Iq表基础之上，根据测试得出

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扭矩数据，使用极值优化算法优化修正Id、Iq表，保证控制扭矩精

度的同时节约了大量的用于扭矩标定的时间和成本。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4] 图1为本发明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扭矩控制提高扭矩精度的方法，主要有以

下几点：

[0026] 1)电机模型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性能参数；

[0027] 2)台架测试得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输出扭矩对比的测试数据；

[0028] 3)根据台架测试数据使用智能优化算法修正电机性能参数。

[0029] 下面参照图1，以电动汽车电驱动系统使用三相交流同步电机、控制算法使用矢量

控制、智能优化算法采用最小二乘法为例做详细说明，

[0030] 1、根据电机理论模型和实际使用要求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的电机各转速下扭

矩以1N.m步进对应的Id、Iq表。

[0031] 2、台架根据得出的Id、Iq表在电机各转速下根据电机外特性选择足够的扭矩测试

点进行测试，并记录电机控制扭矩和台架实测的电机实际输出扭矩，如表1所示给出了某电

机某转速下部分测试数据。

[0032] 表1台架测试数据

[0033] 电机控制扭矩(N.m) 电机实际输出扭矩(N.m)

5 5.9

10 12.1

15 16.2

20 21.7

25 25.9

30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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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3、根据测试数据的数量和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输出扭矩之间的数值关系，选

择合适的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输出扭矩方程阶数，针对表1测试数据使用二次方程对电机

控制扭矩和电机实际输出扭矩进行拟合，具体方法如下：

[0035] (a)设二次方程为：y＝ax2+bx+c，其中x表示台架实测试扭矩，y表示电机控制扭

矩；

[0036] (b)根据测试数据和二次方程，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求解出a、b、c值。

[0037] 4、根据确定的a、b、c值，求解出5≤x≤30范围内以1N.m为步进的y值，如表2所示为

采用该方法理论计算部分数据。

[0038] 表2理论计算数据

[0039] 电机控制扭矩(N.m) 电机实际输出扭矩(N.m)

4 5

9 10

14 15

18 20

23 25

29 30

[0040] 5、根据x确定条件下的y值，修正对应的Id、Iq表，得出修正后的Id、Iq作为电机扭

矩控制的Id、Iq表。例如针对表2所示数据，电机控制扭矩在4N.m时电机实际输出扭矩为

5N.m，在这种条件下修改电机控制扭矩在5N.m条件下Id、Iq为Id、Iq未修正时4N.m条件下的

Id、Iq，得出修正后的Id、Iq。

[0041] 6、用于扭矩控制的Id、Iq表更新为上述方法修正后的Id、Iq表，台架实测数据如表

3所示。

[0042] 表3修正Id、Iq表后台架实测数据

[0043] 电机控制扭矩(N.m) 电机实际输出扭矩(N.m)

5 5.2

10 9.8

15 15.1

20 19.8

25 25.3

30 29.7

[0044] 本发明也可以使用y作为扭矩控制的中间变量，当控制扭矩y条件下，要求输出扭

矩为x时使用y值查找对应Id、Iq表的值作为实际的Id、Iq值控制变量。

[0045] 本发明的所述智能优化算法除了最小二乘法，还可以使用极值优化算法、遗传算

法、模拟退火算法蚁群算法、差分进化算法、PSO算法。

[0046] 本发明在理论电机模型仿真得出用于扭矩控制Id、Iq表基础之上，根据测试得出

电机控制扭矩与电机实际扭矩数据，使用极值优化算法优化修正Id、Iq表，保证控制扭矩精

度的同时节约了大量的用于扭矩标定的时间和成本。

[0047]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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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方案的精神实质所做的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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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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