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45432.5

(22)申请日 2019.09.05

(71)申请人 上海理工大学

地址 200093 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516号

(72)发明人 刘明康　朱信达　余军　苏林　

李康　方奕栋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邦德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1312

代理人 余昌昊

(51)Int.Cl.

B60H 1/00(2006.01)

B60H 1/04(2006.01)

B60H 1/14(2006.01)

F25B 30/02(2006.01)

B60L 58/27(2019.01)

B60L 58/26(2019.01)

B60K 11/02(2006.01)

B60H 1/32(2006.01)

B60H 1/22(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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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

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包括：三换热器热

泵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系统、电机电控热管理

系统。乘员舱的热泵空调系统为新型的三换热器

热泵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系统与热泵空调系统

换热构成二次回路，电池热管理系统通过电子膨

胀阀调节和电子水泵实现不同的控温需求，通过

三通阀的切换实现不同的模式功能。三电热管理

系统的热管理功能由两个三通阀、五个电磁阀和

一个单向阀控制。电机电控散热时既可以通过低

温水箱独立散热，也可以与电池串联后通过低温

水箱共同散热。本发明的电动汽车整车热管理系

统综合了乘员舱热管理、电池热管理、电机电控

热管理的功能，可以实现全范围工况的热管理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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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其包括：三换热

器热泵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系统、电机电控热管理系统；

所述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包括：压缩机(27)、室内蒸发器(1701)、室外换热器

(1702)、室内冷凝器(1703)、气液分离器A/D(28)，所述气液分离器A/D(28)连接于压缩机

(27)、压缩机(27)连接于室内冷凝器(1703)，室内冷凝器(1703)连接于并联的第一电子膨

胀阀(1201)、第一电磁阀(1101)，并联的第一电子膨胀阀(1201)、第一电磁阀(1101)另一端

连接于室外换热器(1702)，所述室外换热器(1702)连接于室内蒸发器(1701)，所述室内蒸

发器(1701)安装有带截止功能的热力膨胀阀(26)，所述室外换热器(1702)在制冷模式过冷

段出口与室内蒸发器(1701)的进口之间的第一管路安装有第一单向阀(1501)，所述室外换

热器(1702)在制热模式下出口与室内蒸发器(1701)的进口之间的第二管路安装有第四电

磁阀(1104)，室外换热器(1702)的出口与过冷段进口之间安装有第三电磁阀(1103)，室内

冷凝器(1703)的出口与第一单向阀(1501)的输出端之间安装有第二电磁阀(1102)，室内蒸

发器(1701)、室内冷凝器(1703)设置于汽车空调箱内；

所述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第五电磁阀(1105)、第六电磁阀(1106)、第七电磁阀

(1107)、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液-液板式换热器(23)、第一电子水泵(1401)、第一副水箱

(1601)、水PTC(19)、电池液冷板(22)、第二三通阀(1302)、第二单向阀(1502)，所述液-液板

式换热器(23)连接于第二管路，液-液板式换热器(23)的制冷剂进口安装有第二电子膨胀

阀(1202)，所述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并联有第五电磁阀(1105)，液-液板式换热器(23)的

冷却液出口连接有第一副水箱(1601)，所述第一副水箱(1601)连接于第二单向阀(1502)，

所述液-液板式换热器(23)的冷却液进口连接有第一电子水泵(1401)，所述第一电子水泵

(1401)连接于第二三通阀(1302)，所述第二三通阀(1302)一个端口连接于水PTC(19)、另一

个端口连接于第七电磁阀(1107)和电池液冷板(22)之间，所述水PTC(19)连接于第六电磁

阀(1106)、第七电磁阀(1107)之间；

所述电机电控热管理系统包括：电控液冷板(20)、电机液冷板(21)、第一三通阀

(1301)、低温水箱(18)、第二副水箱(1602)、第二电子水泵(1402)、第八电磁阀(1108)、第九

电磁阀(1109)，电控液冷板(20)连接于电机液冷板(21)，电机液冷板(21)连接于第二电子

水泵(1402)，第二电子水泵(1402)连接于第八电磁阀(1108)，第八电磁阀(1108)另一端连

接于第二单向阀(1502)和电池液冷板(22)，所述电控液冷板(20)连接于第一三通阀

(1301)，第一三通阀(1301)一个端口连接于低温水箱(18)、另一个端口连接于第二副水箱

(1602)第一端，所述低温水箱(18)连接于第二副水箱(1602)第二端，所述第九电磁阀

(1109)、第六电磁阀(1106)连接于第二副水箱(1602)第一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汽车空调箱内设置有风PTC(25)；

所述汽车空调箱处安装有鼓风机(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室外换热器(1702)处设置有冷却风扇(29)。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该系统包括乘员舱制冷模式、电池冷却模式、电机电控冷却模式、乘员舱制热模式、

电机电控余热利用模式、乘员舱除湿除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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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乘员舱制冷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第一电磁阀(1101)与第三电磁(1103)阀开

启，第二电磁阀(1102)与第四电磁阀(1104)关闭，空调模式下室外换热器(1702)作为冷凝

器，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后，通过第一电磁阀进入室外换热器(1702)中冷凝，

作为冷凝器的室外换热器出口的两相制冷剂通过第三电磁阀回到室外换热器持续过冷，再

通过带截止功能的热力膨胀阀节流降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在室内蒸发器(1701)中蒸发，

吸收乘员舱中的热量，最后通过气液分离器A/D后返回压缩机完成循环。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池冷却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通过第二三通阀调整流向，使电池独立进行循

环冷却，冷却液在液-液板式换热器中与经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节流后的低温制冷剂换

热，冷却液被降温，后通过第一电子水泵(1401)将冷却液送至电池液冷板为电池冷却降温，

冷却液升温后继续在液-液板式换热器中与制冷剂回路换热后进行循环。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机电控冷却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关闭，第九电磁

阀开启，使冷却液不经过电池热管路回路，冷却液通过第二电子水泵到达电机液冷板和电

控液冷板，为电机电控降温冷却，通过第一三通阀调整流向，冷却液流入低温水箱并在其中

散热，冷却液降温后通过第九电磁阀进行循环。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乘员舱制热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

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关闭，第四电磁阀开启，乘员舱制热模式下室外

换热器作为蒸发器，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进入室内冷凝器，向乘员舱供热，

再通过第一电子膨胀阀节流降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在室外换热器蒸发，吸收环境中的热

量，最后通过气液分离器A/D后回到压缩机完成循环。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机电控余热利用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

在低温天气下，第六电磁阀、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第九电磁阀均开启，通过第一三

通阀、第二三通阀调整流向，使电机电控回路和电池回路串联，收集机电控运行时产生的余

热，此时不开水PTC，冷却液不通过低温水箱散热。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乘员舱除湿除霜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

第二电磁阀和第四电磁阀开启、第一电磁阀和第三电磁阀关闭，乘员舱除湿除霜模式

下室外换热器作为蒸发器，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进入室内冷凝器冷凝，向乘

员舱供热，后通过三通管分为两路，其中一路经第一电子膨胀阀节流降压后再室外换热器

蒸发吸热，另一路经过第二电磁阀后，经热力膨胀阀节流后再室内蒸发器内进行蒸发除湿

除雾过程，使车内气流中的水分得到冷凝，最后制冷剂气体通过气液分离器A/D后回到压缩

机完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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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热管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

三电热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不断消耗，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电动汽车正在迅

速发展并逐渐替代传统燃油汽车，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电动汽车

的研究和生产当中。

[0003] 电动汽车与燃油汽车的驱动动力不同，两者空调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

燃油汽车的空调系统的制冷压缩机是经由发动机的传动皮带轮带动运转，而电动汽车空调

的压缩机直接换成直流变频压缩机，直接用车载蓄电池进行驱动。电动汽车在冬天时也没

有发动机余热对车室内进行供暖，因此，和燃油汽车的空调只需要实现夏季制冷不同，电动

汽车的空调还需要考虑冬季采暖的问题。然而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是有限的，在冬天空调

系统占据相当一部分能量，考虑到电动汽车的续航问题，这就更加需要空调系统能够做到

节能高效。

[0004] 相比于传统燃油发动机热管理系统，电动热管理系统更复杂和高端，部件数量增

加。传统燃油发动机热管理一般采用结构简单且技术成熟的水冷却系统。相比而言，电动系

统的热管理更为复杂，零部件数量更多且高端。研究表明：电动汽车只有在20～25℃时才能

发挥最佳能力，当电池工作温度高于45℃时，电池的使用时间就会明显缩短，60℃时，电池

会有爆炸的风险。而当电池的工作温度过低时，又会使充电时间大大增加。

[0005] 总的来说，电池需要维持在适宜的温度区间内，使得其容量和使用寿命不至于出

现大幅衰减。电机电控等其余热源需要散热，在低温环境条件下，还需要对余热进行利用，

以对乘员舱和电池进行辅助加热。综合考虑，需要完善的热管理系统，实现所需要的功能，

本文基于以上思路，设计了一套包含热泵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系统、电机电控热管理系统

的热管理系统，系统组成具有独特性，功能全面，是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高效型热管理系

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

电热管理系统。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

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其包括：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系统、电机电控热管理

系统；

[0008] 所述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包括：压缩机(27)、室内蒸发器(1701)、室外换热器

(1702)、室内冷凝器(1703)、气液分离器A/D(28)，所述气液分离器A/D(28)连接于压缩机

(27)、压缩机(27)连接于室内冷凝器(1703)，室内冷凝器(1703)连接于并联的第一电子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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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阀(1201)、第一电磁阀(1101)，并联的第一电子膨胀阀(1201)、第一电磁阀(1101)另一端

连接于室外换热器(1702)，所述室外换热器(1702)连接于室内蒸发器(1701)，所述室内蒸

发器(1701)安装有带截止功能的热力膨胀阀(26)，所述室外换热器(1702)在制冷模式过冷

段出口与室内蒸发器(1701)的进口之间的第一管路安装有第一单向阀(1501)，所述室外换

热器(1702)在制热模式下出口与室内蒸发器(1701)的进口之间的第二管路安装有第四电

磁阀(1104)，室外换热器(1702)的出口与过冷段进口之间安装有第三电磁阀(1103)，室内

冷凝器(1703)的出口与第一单向阀(1501)的输出端之间安装有第二电磁阀(1102)，室内蒸

发器(1701)、室内冷凝器(1703)设置于汽车空调箱内，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通过第一电

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第四电磁阀、第一电子膨胀阀和带截止功能的热力膨胀阀

的通断来切换空调模式、热泵模式和除湿加热模式；

[0009] 所述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第五电磁阀(1105)、第六电磁阀(1106)、第七电磁阀

(1107)、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chiller(23)、第一电子水泵(1401)、第一副水箱(1601)、

水PTC(19)、电池液冷板(22)、第二三通阀(1302)、第二单向阀(1502)，所述chiller(23)连

接于第二管路，chiller(23)的制冷剂进口安装有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所述第二电子膨

胀阀(1202)并联有第五电磁阀(1105)，chiller(23)的冷却液出口连接有第一副水箱

(1601)，所述第一副水箱(1601)连接于第二单向阀(1502)，所述chiller(23)的冷却液进口

连接有第一电子水泵(1401)，所述第一电子水泵(1401)连接于第二三通阀(1302)，所述第

二三通阀(1302)一个端口连接于水PTC(19)、另一个端口连接于第七电磁阀(1107)和电池

液冷板(22)之间，所述水PTC(19)连接于第六电磁阀(1106)、第七电磁阀(1107)之间；

[0010] 所述电机电控热管理系统包括：电控液冷板(20)、电机液冷板(21)、第一三通阀

(1301)、低温水箱(18)、第二副水箱(1602)、第二电子水泵(1402)、第八电磁阀(1108)、第九

电磁阀(1109)，电控液冷板(20)连接于电机液冷板(21)，电机液冷板(21)连接于第二电子

水泵(1402)，第二电子水泵(1402)连接于第八电磁阀(1108)，第八电磁阀(1108)另一端连

接于第二单向阀(1502)和电池液冷板(22)，所述电控液冷板(20)连接于第一三通阀

(1301)，第一三通阀(1301)一个端口连接于低温水箱(18)、另一个端口连接于第二副水箱

(1602)第一端，所述低温水箱(18)连接于第二副水箱(1602)第二端，所述第九电磁阀

(1109)、第六电磁阀(1106)连接于第二副水箱(1602)第一端。电机电控的多种功能切换可

以通过切换第一三通阀和第二三通阀的流动方向来实现，电机电控可以与电池独立散热，

也可串联通过低温水箱共同散热，还可以实现水PTC的加热功能和电机电控的余热利用功

能。

[0011]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汽车

空调箱内设置有风PTC(25)；所述汽车空调箱处安装有鼓风机(24)。

[0012]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室外

换热器(1702)处设置有冷却风扇(29)，冷却风扇置于室外换热器后端。

[0013] 本发明中，热泵空调系统包含三个换热器和风PTC，通过不同阀门的通断来控制空

调和热泵模式，室外换热器在空调和热泵模式下分别做冷凝器和蒸发器；水PTC可以直接供

给乘员舱热量，也可以在电机电控余热利用模式时将余热供给乘员舱。

[0014] 本发明中，冷却液的冷源来自chiller与制冷剂回路的冷量，第二电子膨胀阀可以

根据电池散热的冷量和控温需求来调节开度，第五电磁阀避免了热泵模式下第二电子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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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带来的二次节流问题；第一电子水泵串联在冷却液回路中，实现冷却液的流量调节；第一

三通阀和第二三通阀流动方向的切换可以实现电池与电机电控回路的复合功能，以进行独

立散热、联合散热、电机电控余热利用等功能。

[0015] 在恶劣天气下，水PTC电加热器为冷却液供热，可利用水PTC为电池进行预热，使电

池迅速达到电池运行时的适宜温度，解决汽车在低温工况下的冷启动问题；也可通过风PTC

为乘员舱辅助加热，解决冬季热泵系统制热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汽车在冬季低温运行时

车窗表面极易结霜雾，而HVAC模块在制热吹脚模式下运行，此时也可通过暖风水箱进行车

窗表面的除湿除雾过程，保证乘员舱驾驶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016] 在恶劣天气下，电机电控回路与电池回路串联，收集电机电控运行时产生的余热，

既可单独为电池加热，也可同时为乘员舱辅助供热，此时不开水PTC，冷却液不通过低温水

箱散热。这种模式使电池始终保持最佳的温度状态，实现能量的多级利用，提高热管理系统

在恶劣天气下的能效，进而提高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

[0017]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该系统包

括乘员舱制冷模式、电池冷却模式、电机电控冷却模式、乘员舱制热模式、电机电控余热利

用模式、乘员舱除湿除霜模式。

[0018]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乘员

舱制冷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第一电磁阀(1101)与第三电磁(1103)阀开启，第二电磁阀

(1102)与第四电磁阀(1104)关闭，空调模式下室外换热器(1702)作为冷凝器，高温高压制

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后，通过第一电磁阀进入室外换热器(1702)中冷凝，作为冷凝器的

室外换热器出口的两相制冷剂通过第三电磁阀回到室外换热器持续过冷，再通过带截止功

能的热力膨胀阀节流降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在室内蒸发器(1701)中蒸发，吸收乘员舱中

的热量，最后通过气液分离器A/D后返回压缩机完成循环。

[0019]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电池

冷却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通过第二三通阀调整流向，使电池独立进行循环冷却，冷却液在

chiller中与经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节流后的低温制冷剂换热，冷却液被降温，后通过第

一电子水泵(1401)将冷却液送至电池液冷板为电池冷却降温，冷却液升温后继续在

chiller中与制冷剂回路换热后进行循环。

[0020]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电机

电控冷却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关闭，第九电磁阀开启，使冷却液

不经过电池热管路回路，冷却液通过第二电子水泵到达电机液冷板和电控液冷板，为电机

电控降温冷却，通过第一三通阀调整流向，冷却液流入低温水箱并在其中散热，冷却液降温

后通过第九电磁阀进行循环。

[0021]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乘员

舱制热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

[0022] 第一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关闭，第四电磁阀开启，乘员舱制热模式下

室外换热器作为蒸发器，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进入室内冷凝器，向乘员舱供

热，再通过第一电子膨胀阀节流降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在室外换热器蒸发，吸收环境中的

热量，最后通过气液分离器A/D后回到压缩机完成循环。

[0023]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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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控余热利用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

[0024] 在低温天气下，第六电磁阀、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第九电磁阀均开启，通过第

一三通阀、第二三通阀调整流向，使电机电控回路和电池回路串联，收集机电控运行时产生

的余热，此时不开水PTC，冷却液不通过低温水箱散热。

[0025] 本发明提供的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中，所述乘员

舱除湿除霜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

[0026] 第二电磁阀和第四电磁阀开启、第一电磁阀和第三电磁阀关闭，乘员舱除湿除霜

模式下室外换热器作为蒸发器，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进入室内冷凝器冷凝，

向乘员舱供热，后通过三通管分为两路，其中一路经第一电子膨胀阀节流降压后再室外换

热器蒸发吸热，另一路经过第二电磁阀后，经热力膨胀阀节流后再室内蒸发器内进行蒸发

除湿除雾过程，使车内气流中的水分得到冷凝，最后制冷剂气体通过气液分离器A/D后回到

压缩机完成循环。

[0027] 该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工况条件以及各种组件的热管理需求来完成多种热管理

模式的切换，功能覆盖范围广，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可满足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需

求，能量利用效率高，整体系统的设计紧凑且成本相对较低。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为：乘员舱的热泵空调系统为新型的三换热器热

泵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系统与热泵空调系统换热构成二次回路，电池热管理系统通过电

子膨胀阀调节和电子水泵实现不同的控温需求，通过三通阀的切换实现不同的模式功能。

三电热管理系统的热管理功能由两个三通阀、五个电磁阀和一个单向阀控制。电机电控散

热时既可以通过低温水箱独立散热，也可以与电池串联后通过低温水箱共同散热。在恶劣

天气下，水PTC可为电池辅助加热，风PTC则对乘员舱辅助加热；同时，该系统可回收电机电

控设备运行时的余热，利用这部分余热为电池和乘员舱辅助供热。整个热管理系统可以根

据不同的环境工况、各部分组件的热管理需求进行模式的切换，阀门的控制可操作性强、部

件组成紧凑，成本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结合示意图对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1] 参见图1，纯电动汽车用集成乘员舱热泵空调及三电热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该系

统”)，其包括：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电池热管理系统、电机电控热管理系统，乘员舱热泵

空调系统采用新型的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

[0032] 在图1中，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包括：压缩机27、室内蒸发器1701、室外换热器

1702、室内冷凝器1703、气液分离器A/D28。室外换热器1702处设置有冷却风扇29，所述气液

分离器A/D28连接于压缩机27、压缩机27连接于室内冷凝器1703，室内冷凝器1703连接于并

联的第一电子膨胀阀1201、第一电磁阀1101，并联的第一电子膨胀阀1201、第一电磁阀1101

另一端连接于室外换热器1702，所述室外换热器1702连接于室内蒸发器1701，所述室内蒸

发器1701安装有带截止功能的热力膨胀阀26，所述室外换热器1702的制冷模式过冷段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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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室内蒸发器1701的进口之间的第一管路安装有第一单向阀1501，所述外换热器1702的制

热模式下出口与室内蒸发器1701的进口之间的第二管路安装有第四电磁阀1104，室外换热

器1702的出口与过冷段进口之间安装有第三电磁阀1103，室内冷凝器1703的出口与第一单

向阀1501的输出端之间安装有第二电磁阀1102，室内蒸发器1701、室内冷凝器1703设置于

汽车空调箱内，汽车空调箱内设置有风PTC25，并且，汽车空调箱处安装有鼓风机24。乘员舱

热泵空调系统采用新型的三换热器热泵空调系统，主要通过四个电磁阀、一个电子膨胀阀

和一个带截止功能的热力膨胀阀的通断来完成空调模式、热泵模式和除湿加热模式的切

换。

[0033] 继续参见图1，所述电池热管理系统包括：第五电磁阀1105、第六电磁阀1106、第七

电磁阀1107、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chiller(液-液板式换热器)23、第一电子水泵1401、第

一副水箱1601、水PTC19、电池液冷板22、第二三通阀1302、第二单向阀1502。所述chiller23

连接于第二管路，chiller23的制冷剂进口安装有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所述第二电子膨胀

阀1202并联有第五电磁阀1105，chiller23的冷却液出口连接有第一副水箱1601，所述第一

副水箱1601连接于第二单向阀1502，所述chiller23的冷却液进口连接有第一电子水泵

1401，所述第一电子水泵1401连接于第二三通阀1302，所述第二三通阀1302一个端口连接

于水PTC19、另一个端口连接于第七电磁阀1107和电池液冷板22之间，所述水PTC19连接于

第六电磁阀1106、第七电磁阀1107之间。电池热管理系统采用二次回路系统，即二次回路中

的冷却液通过chiller与热泵空调系统主回路中的制冷剂进行换热，来实现电池的散热或

加热。

[0034] 在图1中，所述电机电控热管理系统包括：电控液冷板20、电机液冷板21、第一三通

阀1301、低温水箱18、第二副水箱1602、第二电子水泵1402、第八电磁阀1108、第九电磁阀

1109，电控液冷板20连接于电机液冷板21，电机液冷板21连接于第二电子水泵1402，第二电

子水泵1402连接于第八电磁阀1108，第八电磁阀1108另一端连接于第二单向阀1502和电池

液冷板22，所述电控液冷板20连接于第一三通阀1301，第一三通阀1301一个端口连接于低

温水箱18、另一个端口连接于第二副水箱1602第一端，所述低温水箱18连接于第二副水箱

1602第二端，所述第九电磁阀1109、第六电磁阀1106连接于第二副水箱1602第一端。电机电

控热管理系统通过电磁阀的切换可以实现独立散热、与电池热管理回路复合散热/加热等

功能。

[0035] 在恶劣天气下运行时，通过乘员舱内的风PTC满足车辆在冷启动时的供热问题，通

过热泵空调系统的除湿加热模式解决运行中的除霜除雾问题，二次回路中的水PTC可对电

池、电机电控进行预热；同时，收集电机电控组件运行时的余热，用于乘员舱和电池供热，实

现能量的多级利用，解决了电动汽车目前在低温工况下运行的诸多问题。

[0036] 该系统包括乘员舱制冷模式、电池冷却模式、电机电控冷却模式、乘员舱制热模

式、电机电控余热利用模式、乘员舱除湿除霜模式。

[0037] 下面描述的是本发明中乘员舱制冷模式、电池冷却模式、电机电控冷却模式。

[0038] 所述乘员舱制冷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第一电磁阀1101与第三电磁1103阀开启，

第二电磁阀1102与第四电磁阀1104关闭，空调模式下室外换热器1702作为冷凝器，高温高

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后，通过第一电磁阀进入室外换热器1702中冷凝(通过调节空

调箱风门使室内冷凝器内不换热)，作为冷凝器的室外换热器出口的两相制冷剂通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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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回到室外换热器持续过冷，提高与外界环境的散热量，再通过带截止功能的热力膨

胀阀节流降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在室内蒸发器1701中蒸发，吸收乘员舱中的热量，最后通

过气液分离器A/D后返回压缩机完成循环。

[0039] 所述电池冷却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通过第二三通阀调整流向，使电池独立进行

循环冷却，冷却液在chiller中与经第二电子膨胀阀1202节流后的低温制冷剂换热，冷却液

被降温，后通过第一电子水泵1401将冷却液送至电池液冷板为电池冷却降温，冷却液升温

后继续在chiller中与制冷剂回路换热后进行循环。

[0040] 所述电机电控冷却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第七电磁阀、第八电磁阀关闭，第九电磁

阀开启，使冷却液不经过电池热管路回路，冷却液通过第二电子水泵到达电机液冷板和电

控液冷板，为电机电控降温冷却，通过第一三通阀调整流向，冷却液流入低温水箱并在其中

散热，冷却液降温后通过第九电磁阀进行循环。

[0041] 在低温天气下，若第六、第八、第九电磁阀关闭，第七电磁阀开启，调节第一三通阀

和第二三通阀，利用水PTC为冷却液加热从而单独对电池进行预热，使电池迅速升温，达到

电池运行的适宜温度；若第六、第七、第八电磁阀开启、第九电磁阀关闭，使电池、电机电控

回路串联，利用水PTC同时对电池电机电控进行预热，解决汽车在低温工况下的冷启动问

题，提高热管理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汽车在低温运行时车窗表面极易结霜雾，而HVAC模

块在制热吹脚模式下运行，此时通过空调箱内的风PTC辅助加热，同时进行车窗表面的除湿

除雾过程，保证乘员舱驾驶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042] 下面描述的是本发明中乘员舱制热模式、电机电控余热利用模式。

[0043] 所述乘员舱制热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乘员舱热泵空调系统处于热泵模式)：第一

电磁阀、第二电磁阀、第三电磁阀关闭，第四电磁阀开启，乘员舱制热模式下室外换热器作

为蒸发器，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进入室内冷凝器，向乘员舱供热，再通过第

一电子膨胀阀节流降压，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在室外换热器蒸发，吸收环境中的热量，最后通

过气液分离器A/D后回到压缩机完成循环。

[0044] 在低温天气下，热管理系统具有电机电控余热利用模式，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电

磁阀均开启，通过第一三通阀和第二三通阀调整流向，使电机电控回路与电池回路串联，收

集电机电控运行时产生的余热，此时不开水PTC，冷却液也不通过低温水箱散热。这种模式

可使电池始终保持最佳的温度状态，进而改善电动汽车的续航问题。

[0045] 下面描述的是本发明中乘员舱除湿除霜模式、电机电控余热利用模式。

[0046] 其中，所述乘员舱除湿除霜模式的工作模式如下(乘员舱热泵空调系统处于除湿

加热模式)：第二电磁阀和第四电磁阀开启、第一电磁阀和第三电磁阀关闭，乘员舱除湿除

霜模式下室外换热器作为蒸发器，高温高压制冷剂气体从压缩机排出，进入室内冷凝器冷

凝，向乘员舱供热，后通过三通管分为两路，其中一路经第一电子膨胀阀节流降压后再室外

换热器蒸发吸热，另一路经过第二电磁阀后，经热力膨胀阀节流后再室内蒸发器内进行蒸

发除湿除雾过程，使车内气流中的水分得到冷凝，最后制冷剂气体通过气液分离器A/D后回

到压缩机完成循环。

[0047] 上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对本发明起到任何限制作用。任何所属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对本发明揭露的技术方案和

技术内容做任何形式的等同替换或修改等变动，均属未脱离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内容，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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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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