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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

向系统及模式切换方法，属于智能汽车无人转向

领域，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包括前置转矩/转角传

感器、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车速传感器、人机

共驾型转向控制器、模式切换控制器、转向电机、

转向轴、减速机构、齿轮齿条机构及横摆角速度

传感器；通过对现有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简单改

造，在原有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上加装后置转矩/

转角传感器，实现人驾和机驾两种模式下转矩转

角信号的实时获取，为两种模式下的转向电机的

工作提供极大便利；同时根据前置转矩/转角传

感器和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的信号，可以简单

快速的判断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并可以实现两

种转向模式之间的自动、安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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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

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车速传感器(3)、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模式切换控制器(5)、

转向电机(6)、转向轴(7)、减速机构(8)、齿轮齿条机构(9)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

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包括信号调理模块、微处理器及驱动模块，所述信号调

理模块用于调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及车速传感器(3)的

信号，去除信号中较大的干扰和杂波；所述微处理器用于产生控制转向电机(6)的控制策

略；所述驱动模块是通过微处理器发出的PWM信号调整比例线圈中的电流大小，从而驱动转

向电机(6)工作；

所述模式切换控制器(5)包括信号调理模块、微处理器及输出模块，所述信号调理模块

用于调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及车速传感器(3)的信号，去

除信号中较大的干扰和杂波；所述微处理器用于产生模式切换控制策略；所述输出模块是

根据微处理器发出的高低电平信号，把相应的工作模式传输给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

所述转向轴(7)与齿轮齿条机构(9)通过齿轮啮合，所述转向轴(7)从上至下依次安装

有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减速机构(8)及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所述减速机构(8)

与转向电机(6)通过联轴器连接；所述转向电机(6)与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导线

连接，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电流控制转向电机(6)；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

制器(4)还通过导线分别与车速传感器(3)、模式切换控制器(5)连接，分别用于产生电动助

力转向控制策略、判断人机驾驶模式的切换时间；

所述模式切换控制器(5)通过导线分别与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

感器(2)、车速传感器(3)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相连，采集转矩/转角值、车速以及横摆

角速度值，用于判断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并将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通过高低电平信号传

输给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

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导线与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

传感器(2)及车速传感器(3)相连，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采集前置转矩/转角

传感器(1)的转矩/转角信号与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或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的转

矩/转角信号与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分别对转向电机(6)控制，实现人驾模式转向控

制或机驾模式转向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人机共

驾型转向控制器(4)包含两种转向模式，即人驾模式和机驾模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其特征在于，在人驾模式

下，转向电机(6)充当助力电机，辅助驾驶员进行人工转向；在机驾模式下，转向电机(6)充

当驱动电机，实现无驾驶员参与的自动转向操作。

4.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模式切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根据模式切换控制器(5)采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

器(2)的转矩/转角信号以及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计算当前车速下的理想横摆角速

度值

步骤2)，根据模式切换控制器(5)采集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计算当前车速下的

横摆角速度值的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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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由当前车速下的横摆角速度值的上限值 得到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

度值的安全值，同时得到系统认为可以进行两种转向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当前车速下横摆

角速度值的安全域；

步骤4)，从机驾模式切换到人驾模式的过程中，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和

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的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差；同时判断横摆角速度传感器

(10)检测到的当前横摆角速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中，从而确定是否可以实现机

驾模式到人驾模式的切换；

步骤5)，从人驾模式切换到机驾模式的过程中，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的

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值；同时判断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的转矩值是否维持在3秒

以上以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检测到的当前横摆角速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

中，从而确定是否可以实现人驾模式到机驾模式的切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模式切换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值为 其中k为当前车速

下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系数，安全系数k是经过大量仿真和试验获取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模式切换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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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及模式切换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汽车无人转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及模式切换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智能汽车是集环境感知、规划决策、多等级辅助驾驶等多领域高新技术于一体的

复杂系统，智能汽车技术的发展必将经历从部分驾驶功能自主化到完全自主驾驶，从高速

公路等简单环境自动驾驶到各种道路自动驾驶的不断前进的历程。德国大陆集团推出的智

能汽车计划分为三步：到2016年实现部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监控系统，驾驶员要随时准备

接手驾驶，目标是实现30km/h以内的自动驾驶；到2020年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不需要监控系

统，但驾驶员要在规定时间内接手驾驶；到2025年实现完全自动驾驶，不需要监控系统，驾

驶员也无需接手驾驶。2015年底美国加州公布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城市中行驶管理草案，对

智能汽车的转向系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必须兼容自动转向和人工转向双重操控模式。

[0003] 同时，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lectric  Power  Steering  system，简称EPS)由电机直

接提供助力，通过合适的综合控制方法，能十分方便的调节系统助力特性，在汽车中得到了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代表着当今汽车助力转向系统的发展方向。当前欧美日等国家的新车

EPS装车率已超过40％，其中日本小车EPS装车率已达到80％。EPS由于在主动安全性、环保

节能、电子集成控制、可靠性、结构紧凑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成为智能汽车转向系统人

工转向操控模式必然的选择。

[0004] 中国专利CN103895691A公开了一种商用车智能转向补偿装置，可以根据车辆行驶

状态，通过正反向补偿来减少转向不足或缓解转向过度，提高车辆操控灵敏性，但是只是涉

及人工转向的情况，并没有考虑自动转向的实现。

[0005] 中国专利CN101875370A公开了一种汽车自适应智能转向系统，可以在自动和手动

(舒适/智能/运动)转向模式下切换，但是切换过程需要按下手动/自动转向开关才可以进

行切换，尤其是从自动转向切换至手动转向的过程无法自动实现，智能化程度有待进一步

提高。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及模式切

换方法，在充分发挥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在人工转向优势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原有系统进行

改进，增加自动转向功能，实现智能汽车的人机共驾功能，并保证两种模式之间的安全智能

切换。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后

置转矩/转角传感器、车速传感器、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模式切换控制器、转向电机、转

向轴、减速机构、齿轮齿条机构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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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包括信号调理模块、微处理器及驱动模块，所述信号

调理模块用于调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及车速传感器的信号，去

除信号中较大的干扰和杂波；所述微处理器用于产生控制转向电机的控制策略；所述驱动

模块是通过微处理器发出的PWM信号调整比例线圈中的电流大小，从而驱动转向电机工作；

[0010] 所述模式切换控制器包括信号调理模块、微处理器及输出模块，所述信号调理模

块用于调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及车速传感器的信号，去除信号

中较大干扰的和杂波；所述微处理器用于产生模式切换控制策略；所述输出模块是根据微

处理器发出的高低电平信号，把相应的工作模式传输给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

[0011] 所述转向轴与齿轮齿条机构通过齿轮啮合，所述转向轴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前置

转矩/转角传感器、减速机构及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所述减速机构与转向电机通过联轴

器连接；所述转向电机与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通过导线连接，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

器通过电流控制转向电机；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还通过导线分别与车速传感器、模

式切换控制器连接，分别用于产生电动助力转向控制策略、判断人机驾驶模式的切换时间；

[0012] 所述模式切换控制器通过导线分别与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后置转矩/转角传感

器、车速传感器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相连，采集转矩/转角值、车速以及横摆角速度值，用于

判断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并将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通过高低电平信号传输给人机共驾型

转向控制器；

[0013] 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通过导线与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后置转矩/转角传

感器及车速传感器相连，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通过采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的转

矩/转角信号与车速传感器的车速信号或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的转矩/转角信号与车速传

感器)的车速信号，分别对转向电机控制，实现人驾模式转向控制或机驾模式转向控制。

[0014] 上述方案中，所述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包含两种转向模式，即人驾模式和机驾

模式。

[0015] 上述方案中，在人驾模式下，转向电机充当助力电机，辅助驾驶员进行人工转向；

在机驾模式下，转向电机充当驱动电机，实现无驾驶员参与的自动转向操作。

[0016] 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模式切换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7] 步骤1)，根据模式切换控制器采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

的转矩/转角信号以及车速传感器的车速信号，计算当前车速下的理想横摆角速度值

[0018] 步骤2)，根据模式切换控制器采集车速传感器的车速信号，计算当前车速下的横

摆角速度值的上限值

[0019] 步骤3)，由当前车速下的横摆角速度值的上限值 得到当前车速下横摆

角速度值的安全值，同时得到系统认为可以进行两种转向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当前车速下

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域；

[0020] 步骤4)，从机驾模式切换到人驾模式的过程中，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和

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的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差；同时判断横摆角速度传感器检测到

的当前横摆角速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中，从而确定是否可以实现机驾模式到人

驾模式的切换；

[0021] 步骤5)，从人驾模式切换到机驾模式的过程中，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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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值；同时判断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的转矩值是否维持在3秒以

上以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检测到的当前横摆角速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中，从而

确定是否可以实现人驾模式到机驾模式的切换。

[0022] 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值为 其中k

为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系数，安全系数k是经过大量仿真和试验获取的。

[0023] 进一步，所述步骤3)中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域为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对现有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简单改造，在原有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上加装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实现人驾和机驾两种模式下转矩转角信

号的实时获取，为两种模式下的转向电机的工作提供极大便利；同时根据前置转矩/转角传

感器和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的信号，可以简单快速的判断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并可以实

现两种转向模式之间的自动、安全切换。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模式切换方法的流程图；

[0027] 图3为机驾模式向人驾模式切换时，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模式切换原

理框图；

[0028] 图4为人驾模式向机驾模式切换时，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模式切换原

理框图。

[0029] 图中：1-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3-车速传感器；4-人机

共驾型转向控制器；5-模式切换控制器；6-转向电机；7-转向轴；8-减速机构；9-齿轮齿条机

构；10-横摆角速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如图1所示，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包括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

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车速传感器3、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模式切换控制器5、转向电机

6、转向轴7、减速机构8、齿轮齿条机构9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

[0032] 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包括信号调理模块、微处理器及驱动模块，信号调理模块

用于调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及车速传感器3的信号，去除信号

中较大的干扰和杂波；微处理器用于产生控制转向电机6的控制策略；驱动模块是通过微处

理器发出的PWM信号调整转向电机6比例线圈中的电流大小，从而驱动转向电机6工作；

[0033] 模式切换控制器5包括信号调理模块、微处理器及输出模块，信号调理模块用于调

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及车速传感器3的信号，去除信号中较大

干扰的和杂波；微处理器用于产生模式切换控制策略；输出模块是根据微处理器发出的高

低电平信号，把相应的工作模式(人驾或机驾模式)传输给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

[0034] 转向轴7与齿轮齿条机构9通过齿轮啮合，转向轴7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前置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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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角传感器1、减速机构8及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减速机构8与转向电机6通过联轴器连

接；转向电机6与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导线连接，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电流

控制转向电机6；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还通过导线分别与车速传感器3、模式切换控制器

5连接，分别用于产生电动助力转向控制策略、判断人机驾驶模式的切换时间；

[0035] 模式切换控制器5通过导线分别与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

2、车速传感器3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相连，采集转矩/转角值、车速以及横摆角速度值，用

于判断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并将当前车辆的转向模式通过高低电平信号传输给人机共驾

型转向控制器4；

[0036] 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导线与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

器2及车速传感器3相连，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采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的转矩/

转角信号与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或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的转矩/转角信号与车速传

感器3的车速信号，分别对转向电机6控制，实现人驾模式转向控制或机驾模式转向控制。

[0037] 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包含两种转向模式，即人驾模式(人工转向)和机驾模式

(自动转向)；在人驾模式(人工转向)下转向电机6充当助力电机，辅助驾驶员进行人工转

向；在机驾模式(自动转向)下，转向电机6充当驱动电机，实现无驾驶员参与的自动转向操

作。

[0038] 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工作过程为：

[0039] 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通过采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的转矩/转角信号与车

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或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的转矩/转角信号与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

号；经信号调理模块去除干扰和杂波后的信号传输给微处理器，微处理器通过接收的转矩/

转角信号与车速信号产生控制转向电机6的控制策略，并发出PWM信号调整转向电机6比例

线圈中的电流大小，从而驱动转向电机6工作；转向电机6经过减速机构8输出转矩给转向轴

7，带动齿轮齿条机构9工作，从而使得车轮产生转向运动；

[0040] 当转向模式需要切换时，模式切换控制器5通过采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和后

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的转矩/转角值、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的横摆角

速度值，经信号调理模块去除干扰和杂波后传输给微处理器，微处理器产生模式切换控制

策略并发出高低电平信号，把相应的转向模式传输给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

[0041] 从机驾模式切换到人驾模式的过程中，模式切换控制器5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角

传感器1和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的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差；同时判断横摆角速度传

感器10检测到的当前横摆角速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中，从而确定是否可以实现

人驾模式到机驾模式的切换；若可以切换，则模式切换控制器5向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

发出指令，从而实现机驾模式到人驾模式的切换；

[0042] 从人驾模式切换到机驾模式的过程中，模式切换控制器5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角

传感器1的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值；同时判断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的转矩值是否维

持在3秒以上以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检测到的当前横摆角速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

全域中，从而确定是否可以实现人驾模式到机驾模式的切换；若可以切换，则模式切换控制

器5向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发出指令，从而实现人驾模式到机驾模式的切换。

[0043] 如图2所示，一种人机共驾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模式切换方法的流程图，包括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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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步骤1)，根据模式切换控制器5采集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后置转矩/转角传感

器2的转矩/转角信号以及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计算当前车速下的理想横摆角速度值

[0045]

[0046] 其中，V为车速，m/s； δ为车轮转向角，°；Cαf、Cαr分别为前后轮的侧向刚度，

N/rad；m为车辆的总质量，kg；lf、lr分别为车辆质心到前、后轮的纵向距离，m；L为轴距(已

知)，m；R为转弯半径(已知)m；

[0047] 又

[0048]

[0049] 其中， 为方向盘转角，可由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获取，由式(2)计算得出车轮转

向角δ；车速V根据车速传感器3获取。

[0050] 步骤2)，根据模式切换控制器5采集车速传感器3的车速信号，计算当前车速下的

横摆角速度值的上限值

[0051]

[0052] 其中，μ为轮胎—路面附着系数，假定当前轮胎—路面附着系数为0.7；g为重力加

速度，m/s2；V为车速，m/s。

[0053] 步骤3)，由当前车速下的横摆角速度值的上限值 得到当前车速下横摆

角速度值的安全值：

[0054]

[0055] 其中k为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度值的安全系数，安全系数k是经过大量仿真和试验

获取的，本发明经过大量仿真和试验获取的安全系数k＝0.85；

[0056] 同时得到系统认为可以进行两种转向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当前车速下横摆角速

度值的安全域为

[0057] 步骤4)，如图3所示，从自动转向到人工转向的过程中，①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角

传感器1和后置转矩/转角传感器2的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差；如果存在转矩差，证明

驾驶员试图控制方向盘，希望将自动转向切换到人工转向；②同时判断横摆角速度传感器

10检测到的当前横摆角速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中；同时满足上述①、②两个条

件，即可实现从自动转向到人工转向的自动切换，模式切换控制器5向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

器4发出指令，使转向电机6输出助力转矩；反之，如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和后置转矩/转

角传感器2无转矩差或不满足当前横摆角速度值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中的条件，助力转

向系统则维持当前转向模式不变。

[0058] 步骤5)，如图4所示，从人工转向切换到自动转向过程中，①通过检测前置转矩/转

角传感器1的转矩值，判断是否存在转矩值；如果不存在转矩值且维持3秒以上，认为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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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控制方向盘的意愿，即没有试图将人工转向切换到自动转向；②同时判断前置转矩/转

角传感器1的转矩值是否维持在3秒以上以及横摆角速度传感器10检测到的当前横摆角速

度值是否处于横摆角速度安全域中；同时满足上述①、②两个条件，即可实现从人工转向到

自动转向的自动切换，模式切换控制器5向人机共驾型转向控制器4发出指令，使转向电机6

输出驱动转矩；反之，如前置转矩/转角传感器1无转矩值或不满足当前横摆角速度处于横

摆角速度安全域中的条件，助力转向系统则维持当前转向模式不变。

[0059] 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设计思想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使本领域内的技术

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所以，凡依

据本发明所揭示的原理、设计思路所作的等同变化或修饰，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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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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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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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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