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426736.3

(22)申请日 2018.05.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6909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25

(73)专利权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装甲兵学院

地址 100000 北京市丰台区杜家坎21号

(72)发明人 彭虎　张进秋　张雨　黄大山　

张建　彭志召　孙宜权　王兴野　

姚军　赵明媚　李欣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高沃律师事务所 11569

代理人 王戈

(51)Int.Cl.

B60G 17/015(2006.01)

B60G 17/08(2006.01)

F16F 9/53(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588497 A,2012.07.18,

CN 104015582 A,2014.09.03,

CN 104776152 A,2015.07.15,

CN 105751847 A,2016.07.13,

CN 105751847 A,2016.07.13,

CN 204372028 U,2015.06.03,

CN 102889332 A,2013.01.23,

审查员 刘晓鸣

 

(54)发明名称

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及车辆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

及车辆。系统包括：磁流变阻尼器、电磁动作器和

控制器；所述磁流变阻尼器的一端连接所述车

体，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所述电磁动作器的一

端连接所述车体，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所述电

磁动作器包含电机，所述电机与所述控制器连

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电机的转动。采用

本发明的系统，可使包含磁流变阻尼器和电磁动

作器的并联悬挂系统组成主动控制工况、半主动

无馈能控制工况、半主动有馈能控制工况和被动

馈能工况4种工作状态，增加了悬挂工作模式的

多样性和不同路况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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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磁流变阻尼器、电磁动

作器和控制器；

所述磁流变阻尼器的一端连接车体，另一端连接车轮；

所述电磁动作器的一端连接所述车体，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所述电磁动作器包含电

机，所述电机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电机的转动；

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包括：第一上吊耳、保护罩、钢筒、活塞组件和第一下吊耳，所述第一

上吊耳一侧设置小孔，所述保护罩与所述第一上吊耳通过螺纹连接，所述保护罩用于防止

灰尘进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所述活塞组件与所述第一上吊耳固定连接；所述钢筒与所述

活塞组件固定连接，所述钢筒用于为所述活塞组件提供封闭空间；所述第一下吊耳分别与

所述钢筒和车轮连接；所述活塞组件包括：活塞杆、密封端盖、导向活塞、阻尼活塞、线圈、环

形密封圈、上工作腔、下工作腔、浮动活塞、补偿气室腔和充气阀，所述活塞杆与所述上吊耳

连接，所述活塞杆与所述密封端盖连接，所述密封端盖与钢筒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活塞与所

述活塞杆通过螺纹连接，所述导向活塞通过两道所述环形密封圈与所述钢筒密封；所述活

塞杆与所述阻尼活塞螺纹连接，所述线圈绕制在所述阻尼活塞上，并穿过所述阻尼活塞的

走线孔，再穿过所述活塞杆内部通孔后穿出，与供电设备连接；所述上工作腔和所述下工作

腔分别位于所述导向活塞的上下两侧，所述上工作腔和所述下工作腔内充满磁流变液，所

述磁流变液用于提供磁场强度；所述浮动活塞位于所述下工作腔室的下端，所述补偿气室

腔位于所述浮动活塞的下端，所述补偿气室腔内充满氮气，氮气通过所述充气阀充进补偿

气室腔内；

所述电磁动作器包括：第二上吊耳、齿轮组件、钢筒、电机和第二下吊耳，所述第二上吊

耳与所述车体连接，所述齿轮组件的上端与所述上吊耳连接，所述齿轮组件的下端与所述

钢筒连接，所述电机位于所述齿轮组件的一侧，所述电机与所述齿轮组件连接，所述第二下

吊耳的两端分别与钢筒和所述车轮连接；

所述电磁动作器工作于主动出力、馈能和无控制3种状态，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可工作于

被动阻尼和半主动控制两种状态，因此磁流变阻尼器和电磁动作器这两种元件组成的并联

悬挂系统可组成主动控制工况、半主动无馈能控制工况、半主动有馈能控制工况和被动馈

能工况4种工作状态，增加了悬挂工作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路况的适应性，并联悬挂系统的

切换控制策略为：

1)被动馈能(PER)模式

当 且RMS_fd≤[fd]时， 和fd的值均未超过阈值，认为此时乘坐舒适性较

好，且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较小，则切换至PER模式，无需减振，系统处于完全馈能状态；

2)半主动馈能(SER)模式

当 且RMS_fd＞[fd]时， 的值未超过阈值，但fd的值超过了阈值，认为此

时乘坐舒适性较好，但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变大；为提高行驶安全性，系统切换至SER模

式；系统处于半主动控制+馈能状态，半主动控制以降低fd，而馈能仍可进行能量回收；

3)半主动无馈能(SC)模式

当 且RMS_fd≤[fd]时， 的值超过了阈值，但fd的值未超过阈值，认为此

时乘坐舒适性较差，需要进行减振控制；由于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较小，因此只需进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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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控制即可，不再进行馈能，系统切换至SC模式；

4)主动控制(AC)模式

当 且RMS_fd＞[fd]时， 及fd均超过了阈值，认为此时乘坐舒适性较差，

需要进行减振控制；由于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也较大，需进行主动控制，系统切换至AC模

式；

及RMS_fd均为一段时间tgap内统计的均方根值，其中 为实际车身垂直加

速度， 为车身垂直加速度设定值，RMSfd为实际悬挂动行程，[fd]为悬挂动行程设定值，

根据判定逻辑的结果，满足车身垂直加速度和悬挂动行程两个条件后，切换到相应的并联

悬挂系统(PCES)工作模式，决定电磁动作器(EA)工作于主动控制或馈能模式，磁流变阻尼

器(MRD)工作于零磁场模式或变阻尼模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供

电设备，所述供电设备分别连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电磁动作器，所述供电设备用于

对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电磁动作器供电。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磁

流变阻尼器供电线，所述磁流变阻尼器供电线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供

电设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活塞上端开

设有第一磁流变液流通孔，所述第一磁流变液流通孔的直径为3mm；所述导向活塞下端开设

有第二磁流变液流通孔，所述第二磁流变液流通孔的直径为1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括：电

磁动作器供电线，所述电磁动作器供电线包括控制信号线和电磁动作器馈电线，所述控制

信号线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电磁动作器和所述控制器，所述电磁动作器馈电线的两端分别

连接所述电磁动作器和所述供电设备。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包括旋转伺

服电机和行星减速机，所述行星减速机的一端连接所述齿轮组件，另一端连接所述旋转伺

服电机，所述旋转伺服电机和所述行星减速电机通过花键固定连接。

7.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车辆，所述车辆包含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并联复

合式电磁悬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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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及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辆控制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及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悬挂系统用以支撑车体，缓和路面不平度对悬挂产生的冲击和振动，起到隔

振的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悬挂系统耗散能量就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

节能概念的提出及新能源技术的推广，如何回收悬挂系统振动能量成为了研究的热点。美

国环保署针对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能量的流向分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结果

显示减振耗散的发动机能量约为17.2％，吉林大学的于长淼等基于CarSim软件的仿真研究

表明，当某型四轮驱动的SUV车辆以10m/s的速度行驶于C级路面时，减振器以热能耗散的功

率占发动机输出功率的42.3％。随着新能源及全电车辆技术的推广和发展，若能采用能量

回收装置将悬挂振动能量进行回收，将可提高车辆的续航能力；与此同时，若能将原被动悬

挂换成可控悬挂，亦能提高车辆的乘坐舒适性，改善操纵稳定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003] 馈能式电磁悬挂系统直接通过电和磁的相互转换实现主动出力和馈能，能量的转

换迅速且直接，易于设计和实车应用。直线电机结构简单，可直接出力实现减振及馈能，但

出力有限，馈能功率密度不够高；旋转电机功率密度大，结构紧凑、出力大、可靠性好，但需

要一套运动转换装置将直线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齿轮齿条式结构易于设计和安装，传力

大且传动精确，因此，本发明采用齿轮齿条式结构。

[0004] 电磁作动器(Electric  Actuator,电磁动作器)是一种可根据电机的工作工况，在

主动控制和馈能之间切换的兼具减振及馈能特性的高效执行器。当电机工作于发电机状态

时，悬挂受路面不平度激励而往复运动，带动电机转子正反旋转，切割永磁体产生的磁感

线，使得电机线圈内产生电流，采用馈能电路及储能装置将该部分机械能转变而成的电能

加以回收，就起到了馈能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线圈内的电流会产生一个与电机转子旋转方

向相反的安培力，阻碍旋转运动，称之为电磁阻尼力。由馈能电路分析可知，电磁动作器结

构参数已定时，该电磁阻尼力的大小主要受外接电阻阻值影响。由于馈能电路本身是下层

控制回路，通过改变电磁阻尼力的方式对悬挂进行无源主动控制较为困难。

[0005] 由于电机自身的特性，低速条件下存在“死区”现象，即当速度低于某个值时，电机

并不发电和产生电磁阻尼力。若单独用电磁动作器代替原被动阻尼器，则会使悬挂存在低

速条件下的无阻尼状态；同时，当控制回路失效时，电磁动作器也并不产生电磁阻尼力，使

得悬挂不具备“失效-安全”特性，不符合减振要求。

[0006] 磁流变阻尼器(Magneto-rheological  Damper,磁流变阻尼器)是一种阻尼力可调

的智能阻尼器，通过给阻尼活塞上的线圈加电，改变阻尼缝隙内的磁场强度，从而改变流过

阻尼缝隙内的磁流变液(Magneto-rheological  Fluid,MRF)的黏度，实现变阻尼的功能；取

消加电之后，磁场消失，则MRF又恢复到零磁场状态，磁流变阻尼器恢复到黏滞阻尼力。磁流

变阻尼器设计灵活、安装方便、阻尼可调范围大、响应迅速且易于控制，是一种较为理想的

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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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吉林大学的刘松山在对设计的并联结构滚珠丝杠式电磁馈能悬架进行研究时发

现，要使电磁悬挂满足阻尼力及馈能要求，需要匹配较大功率的电机，但会增加尺寸和成

本，且惯量的增大对悬挂不利。将电磁作动器与阻尼可调的减振器进行复合式设计，可以通

过设计相应的能量管理策略改善减振及馈能的矛盾。重庆大学的王艳阳设计了一种内置磁

流变阻尼器，外置直线电机式的复合式电磁作动器结构，这种结构体积较大，复合式设计结

构复杂，且外置的直线电机在馈能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磁场会对内部的磁流变阻尼器工作产

生影响。此外，受限于直线电机较高的漏磁率和较低的发电效率，实际馈能功率一般仅为几

瓦，难以满足对较高馈能性能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及车辆，从而解决了减震和馈

能的矛盾性，增加了悬挂工作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路况的适应性。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10] 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所述系统包括：磁流变阻尼器、电磁动作器和控制

器；

[0011] 所述磁流变阻尼器的一端连接所述车体，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

[0012] 所述电磁动作器的一端连接所述车体，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所述电磁动作器包

含电机，所述电机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电机的转动。

[0013] 可选的，所述系统还包括：供电设备，所述供电设备分别连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

所述电磁动作器，所述供电设备用于对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电磁动作器供电。

[0014] 可选的，所述系统还包括：磁流变阻尼器供电线，所述磁流变阻尼器供电线的两端

分别连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供电设备。

[0015] 可选的，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包括：第一上吊耳、保护罩、钢筒、活塞组件和第一下吊

耳，所述第一上吊耳一侧设置小孔，所述保护罩与所述第一上吊耳通过螺纹连接，所述保护

罩用于防止灰尘进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所述活塞组件与所述第一上吊耳固定连接；所述

钢筒与所述活塞组件固定连接，所述钢筒用于为所述活塞组件提供封闭空间；所述第一下

吊耳分别与所述钢筒和车轮连接。

[0016] 可选的，所述活塞组件包括：活塞杆、密封端盖、导向活塞、阻尼活塞、线圈、环形密

封圈、上工作腔、下工作腔、浮动活塞、补偿气室腔和充气阀，所述活塞杆与所述上吊耳连

接，所述活塞杆与所述密封端盖连接，所述密封端盖与钢筒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活塞与所述

活塞杆通过螺纹连接，所述导向活塞通过所述两道环形密封圈与所述钢筒密封；所述活塞

杆与所述阻尼活塞螺纹连接，所述线圈绕制在所述阻尼活塞上，并穿过所述阻尼活塞的走

线孔，再穿过所述活塞杆内部通孔后穿出，与供电设备连接；所述上工作腔和所述下工作腔

分别位于所述导向活塞的上下两侧，所述上工作腔和所述下工作腔内充满磁流变液，所述

磁流变液用于提供磁场强度；所述浮动活塞位于所述下工作腔室的下端，所述补偿气室腔

位于所述浮动活塞的下端，所述补偿气室腔内充满氮气，氮气通过所述充气阀充进补偿气

室腔内。

[0017] 可选的，所述导向活塞上端开设有第一磁流变液流通孔，所述第一磁流变液流通

孔的直径为3mm；所述导向活塞下端开设有第二磁流变液流通孔，所述第二磁流变液流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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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径为10mm。

[0018] 可选的，所述系统还包括：电磁动作器供电线，所述电磁动作器供电线包括控制信

号线和电磁动作器馈电线，所述控制信号线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电磁动作器和所述控制

器，所述电磁动作器馈电线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电磁动作器和所述供电设备。

[0019] 可选的，所述电磁动作器包括：第二上吊耳、齿轮组件、钢筒、电机和第二下吊耳，

所述第二上吊耳与所述车体连接，所述齿轮组件的上端与所述上吊耳连接，所述齿轮组件

的下端与所述钢筒连接，所述电机位于所述齿轮组件的一侧，所述电机与所述齿轮组件连

接，所述第二下吊耳的两端分别与钢筒和所述车轮连接。

[0020] 可选的，所述电机包括旋转伺服电机和行星减速电机，所述行星减速电机的一端

连接所述齿轮组件，另一端连接所述旋转伺服电机，所述旋转伺服电机和所述行星减速电

机通过花键固定连接。

[0021]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22] 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车辆，所述车辆包含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并联

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

[0023]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例，本发明公开了以下技术效果：本发明公开的并联

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包括：磁流变阻尼器、电磁动作器和控制器；所述磁流变阻尼器的一端

连接所述车体，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所述电磁动作器的一端连接所述车体，另一端连接所

述车轮，所述电磁动作器包含电机，所述电机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

电机的转动。由于所述电磁动作器工作于主动出力、馈能和无控制3种状态，所述磁流变阻

尼器可工作于被动阻尼和半主动控制两种状态，因此磁流变阻尼器和电磁动作器这两种元

件组成的并联悬挂系统可组成主动控制工况、半主动无馈能控制工况、半主动有馈能控制

工况和被动馈能工况4种工作状态，增加了悬挂工作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路况的适应性。

附图说明

[002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结构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摩擦力-位移特性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摩擦力-速度特性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电磁阻尼力-速度特性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电磁阻尼系数-速度特性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主动出力特性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感应电动势与悬挂相对速度的关系图；

[0034]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力—位移特性图；

[0035] 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力—速度特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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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实物图；

[0037]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实物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及车辆，从而解决了减震和馈

能的矛盾性，增加了悬挂工作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路况的适应性。

[0040]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一种并联复合

式电磁悬挂系统，所述系统包括：磁流变阻尼器1、电磁动作器2和控制器3；

[0042] 所述磁流变阻尼器1的一端连接所述车体4，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5；

[0043] 所述电磁动作器2的一端连接所述车体4，另一端连接所述车轮5，所述电磁动作器

2包含电机6，所述电机6与所述控制器3连接，所述控制器3用于控制所述电机6的转动。

[0044] 所述系统还包括：供电设备7，所述供电设备分别连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电

磁动作器，所述供电设备用于对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电磁动作器供电。

[0045] 所述系统还包括：磁流变阻尼器供电线8，所述磁流变阻尼器供电线的两端分别连

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和所述供电设备。

[0046]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所述磁流变阻尼器1包

括：第一上吊耳11、保护罩12、钢筒13、活塞组件14和第一下吊耳15，所述第一上吊11耳一侧

设置小孔，所述保护罩12与所述第一上吊耳11通过螺纹连接，所述保护罩12用于防止灰尘

进入所述磁流变阻尼器1；所述活塞组件14与所述第一上吊耳11固定连接；所述钢筒13与所

述活塞组件14固定连接，所述钢筒11用于为所述活塞组件14提供封闭空间；所述第一下吊

耳15分别与所述钢筒13和车轮5连接。

[0047] 所述活塞组件包括：活塞杆、密封端盖、导向活塞、阻尼活塞、线圈、环形密封圈、上

工作腔、下工作腔、浮动活塞、补偿气室腔和充气阀，所述活塞杆与所述上吊耳连接，所述活

塞杆与所述密封端盖连接，所述密封端盖与钢筒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活塞与所述活塞杆通

过螺纹连接，所述导向活塞通过所述两道环形密封圈与所述钢筒密封；所述活塞杆与所述

阻尼活塞螺纹连接，所述线圈绕制在所述阻尼活塞上，并穿过所述阻尼活塞的走线孔，再穿

过所述活塞杆内部通孔后穿出，与供电设备连接；所述上工作腔和所述下工作腔分别位于

所述导向活塞的上下两侧，所述上工作腔和所述下工作腔内充满磁流变液，所述磁流变液

用于提供磁场强度；所述浮动活塞位于所述下工作腔室的下端，所述补偿气室腔位于所述

浮动活塞的下端，所述补偿气室腔内充满氮气，氮气通过所述充气阀充进补偿气室腔内。

[0048] 所述导向活塞上端开设有第一磁流变液流通孔，所述第一磁流变液流通孔的直径

为3mm；所述导向活塞下端开设有第二磁流变液流通孔，所述第二磁流变液流通孔的直径为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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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所述系统还包括：电磁动作器供电线，所述电磁动作器供电线包括控制信号线9和

电磁动作器馈电线10，所述控制信号线9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电磁动作器2和所述控制器3，

所述电磁动作器馈电线10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电磁动作器2和所述供电设备7。

[005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所述电磁动作器包括2：

第二上吊耳21、齿轮组件22、钢筒23、电机6和第二下吊耳24，所述第二上吊耳21与所述车体

4连接，所述齿轮组件23的上端与所述第二上吊耳21连接，所述齿轮组件22的下端与所述钢

筒23连接，所述电机6位于所述齿轮组件22的一侧，所述电机6与所述齿轮组件22连接，所述

第二下吊耳24的两端分别与钢筒23和所述车轮5连接。

[0051] 所述电机包括旋转伺服电机和行星减速电机，所述行星减速电机的一端连接所述

齿轮组件，另一端连接所述旋转伺服电机，所述旋转伺服电机和所述行星减速电机通过花

键固定连接。

[0052] 由于所述电磁动作器工作于主动出力、馈能和无控制3种状态，所述磁流变阻尼器

可工作于被动阻尼和半主动控制两种状态，因此磁流变阻尼器和电磁动作器这两种元件组

成的并联悬挂系统可组成主动控制工况、半主动无馈能控制工况、半主动有馈能控制工况

和被动馈能工况4种工作状态，增加了悬挂工作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路况的适应性。并联悬

挂系统(PCES)的切换控制策略如表1所示。表中的 及RMS_fd均为一段时间tgap内统

计的均方根值，其中 为实际车身垂直加速度， 为车身垂直加速度设定值，RMSfd

为实际悬挂动行程，[fd]为悬挂动行程设定值，根据判定逻辑的结果，满足车身垂直加速度

和悬挂动行程两个条件后，切换到相应的并联悬挂系统(PCES)工作模式，决定电磁动作器

(EA)工作于主动控制或馈能模式，磁流变阻尼器(MRD)工作于零磁场模式或变阻尼模式。

[0053] 表1切换控制策略

[0054]

[0055] 多模式切换控制过程采用逻辑判定方式，通关对 和fd两个指标与各自阈值之间

的大小关系的判定，决定系统工作于哪种模式。模式切换规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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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1)被动馈能(PER)模式

[0057] 当 且RMS_fd≤[fd]时， 和fd的值均未超过阈值，认为此时乘坐舒适

性较好，且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较小，则切换至PER模式，无需减振，系统处于完全馈能状

态。

[0058] 2)半主动馈能(SER)模式

[0059] 当 且RMS_fd＞[fd]时， 的值未超过阈值，但fd的值超过了阈值，认

为此时乘坐舒适性较好，但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变大。为提高行驶安全性，系统切换至

SER模式。系统处于半主动控制+馈能状态，半主动控制以降低fd，而馈能仍可进行能量回

收。

[0060] 3)半主动无馈能(SC)模式

[0061] 当 且RMS_fd≤[fd]时， 的值超过了阈值，但fd的值未超过阈值，认

为此时乘坐舒适性较差，需要进行减振控制。由于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较小，因此只需进

行半主动控制即可，不再进行馈能，系统切换至SC模式。

[0062] 4)主动控制(AC)模式

[0063] 当 且RMS_fd＞[fd]时， 及fd均超过了阈值，认为此时乘坐舒适性较

差，需要进行减振控制。由于悬挂撞击限位块的概率也较大，需进行主动控制，系统切换至

AC模式。

[0064] 在多模式切换控制策略的设计中，tgap的取值决定了多长时间执行一次切换控制

判断，若取值较小，切换过于频繁，对控制系统和执行器的寿命产生影响；若取值过大，切换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判定一次，又无法达到有效的切换控制效果。唐诗晨在对阻尼器阻尼多

模式切换控制过程中，设计的时间参考值为2s，由于阻尼器为半主动控制装置，阻尼的切换

无需太大调整，因此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执行多次切换，亦不会影响系统性能，2s的切换时间

参考值可满足设计需求。对直线电机与可调阻尼器的复合悬挂设计的多模式切换控制器，

根据经验给出的时间为5s，0～5s时间区间进行一次计算。越短的时间区间，对凸块及凹坑

等路况突发情形的滤波性能越差，但时间区间过长，数据又会过于平滑，无法体现当前路面

的真实情形，且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大幅增加，影响系统响应速度。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本

发明对统计时间区间设为10s，切换判断完成后确定切换到下一个工作状态。

[0065] 考虑以下情形，假如前一时刻PCES工作于SC模式，由于SC的存在，舒适性指标得到

了提高， 下降。下一时刻因为舒适性指标得到改善，切换控制器判定可适当降低对舒适性

的要求，而切换至PER或SER模式，但实际上仍处于需要SC的控制模式下，那么此时从SC模式

切换至PER或SER便是不对的。该问题会导致系统判定出现错误，导致系统的紊乱。

[0066] 若数据采集频率为f，则tgap区间内的数据个数为N＝f*tgap，每隔tgap时间段计算一

次 及fd的均方根值，并进行一次切换控制判断。若仅以时间间隔tgap作为切换控制的依据，

则控制器在计算的结果可能会在几个工作模式之间来回跳跃，不利于系统的稳定。基于此，

控制器计算出 及RMS_fd，分别与对应阈值进行比较之后，初次计算结果会使得到的

一个切换控制模式进入预备切换状态，而后在后一个tgap时间段内再进行下一次切换判断，

若连续m次判定结果为同一结果，则在第m次之后执行切换，否则不切换，若m次之内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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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则重新从不同的那一次计数，直到满足切换条件，这样可以增加切换控制系统的稳

定性。

[0067] 利用该并联电磁悬挂系统取代原被动减振器，在设计过程中应当满足以下需求：

[0068] a)基础阻尼力要求。原被动减振器的阻尼系数1600N.s/m，根据对悬挂的半主动控

制仿真可知，基础阻尼值越小，可调阻尼值越大，则在控制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控制效果越

好。因此，需要该并联电磁悬挂系统具备的基础阻尼值越小越好。并联电磁悬挂系统的基础

阻尼力主要包括磁流变阻尼器的黏滞阻尼力和电磁动作器的机械摩擦阻尼力两部分，由于

考虑到主动、半主动及馈能等多种工作工况，复合式结构的半主动或主动控制性能比单独

的半主动或主动执行器的控制性能稍差，为满足一定的控制性能，对基础阻尼的要求不大

于原被动阻尼的60％，即约960N.s/m。该基础阻尼值基本可满足系统失效情况下，悬挂对于

阻尼的需求，使系统具备“失效-安全”特性。

[0069] b)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可调能力需求。要保证磁流变阻尼器可有效执行半主动控

制，应当使其最大阻尼系数与原被动阻尼值的差值，不小于被动阻尼与基础阻尼的差值，即

被动阻尼1600N.s/m，若基础阻尼960N.s/N，则最大阻尼不小于2240N.s/m，假设电磁动作器

的机械摩擦阻尼值为480N.s/m，则磁流变阻尼器最大阻尼值应不小于1760N.s/m。

[0070] c)主动出力需求。主动出力由电磁动作器提供，消耗控制能量，主要是针对需要较

好的车辆行驶平顺性的场合。参照美军“枪骑兵”战车对主动悬挂作动器的设计要求，作动

器最大出力为车重的0.9倍，额定出力为车重的0.3倍。要匹配上述主动出力需求，需要较大

的电机功率，专利ZL201621110157.0“一种基于齿轮齿条结构的主动式电磁作动器”中提出

对于普通4轮车，电机功率需要约1000W。本发明中的并联电磁悬挂系统由于具有电磁动作

器和磁流变阻尼器两种装置，通过设计控制策略可使阻尼辅助主动控制，从而减小了对纯

主动控制力的需求。因此，对主动控制力的需求在“枪骑兵”设计要求的的基础上，缩减为主

动出力的60％。

[0071] 阻尼活塞采用导磁性较好的DT4电工纯铁，导向活塞、活塞杆及钢筒采用兼具强度

和一定导磁性能的45#钢，绕线采用铜质漆包线，绕线外部采用环氧树脂密封。磁流变阻尼

器部分关键部件尺寸如表2所示。

[0072] 表2磁流变阻尼器部分关键部件尺寸

说　明　书 7/13 页

10

CN 108569093 B

10



[0073]

[0074] 磁流变阻尼器与电磁动作器并联，磁流变阻尼器的控制分为有控制和无控制状

态，对磁流变阻尼器无控制状态下，磁流变阻尼器保留零磁场的黏滞阻尼力。有控制状态

时，悬挂往复运动带动磁流变阻尼器的活塞杆与钢筒产生直线往复相对运动，如果通过电

线给线圈供电，在导向活塞与阻尼活塞之间的阻尼缝隙内的磁场强度，则会改变MRF的黏

度，从而改变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力，起到衰减悬挂振动的目的，实现磁流变阻尼器半主动控

制。

[0075] 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力工作形式有剪切式、阀式和剪切阀式3种，该磁流变阻尼器的

内外置式活塞结构使磁流变液(Magneto-rheological  Fluid,MRF)在活塞两端压差的作用

下仅为流动模式，因此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力工作于阀式。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力包括黏滞阻

尼力和库仑阻尼力，阻尼力表达式为

[0076]

[0077] 式中：Fd为总阻尼力，单位N；F0为黏滞阻尼力，单位N；Ff为库仑阻尼力，单位N；η为

MRF零场粘度，单位Pa.s；L为有效阻尼缝隙长度，单位mm；Ap为活塞面积，单位mm2；h为阻尼缝

隙宽度，单位mm；D为活塞外径，单位mm；d为活塞杆直径，单位mm；τy为MRF剪切屈服强度，单

位kN/mm2；v为悬挂相对运动速度，单位m/s。

[0078] 电机采用MOTEC公司生产的HLM-9607H06LN型直流旋转伺服电机，该电机具有体积

小、能量密度大且易于控制等优点，满足电磁动作器对电机的选型需求。行星减速机采用与

电机配合的MOTEC-APE60-16型减速机，该型减速机具有传递力矩大及、结构紧凑且易于维

护等优点，通过减速比配比，满足对行星减速机的要求。电磁动作器关键部件尺寸如表3所

示。

[0079] 表3电磁动作器关键部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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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0081] 车辆行驶过程中受到路面不平度激励，悬挂产生往复运动，一方面带动电磁动作

器的齿条与钢筒之间产生直线往复相对运动，齿条带动齿轮产生往复旋转运动，齿轮通过

齿轮轴带动行星减速机的轴转动，行星减速机通过内部的行星运动，带动旋转伺服电机的

转轴转动，通过转子转动切割永磁体产生的磁场内的磁感线实现发电馈能，与此同时，发电

产生的电磁阻尼力通过相反的路径作用于悬挂，起到一定的减振作用，这种工作方式称之

为电磁动作器的无源主动控制。当电机作主动控制时，力矩及运动传递方向与馈能方向相

反，主动控制时消耗能量。悬挂振动信号通过传感器检测，数据采集仪之后给到控制器，通

过主动控制算法判断主动出力的大小和出力的时机，通过给电机线圈供电，电机产生的转

矩，经过行星减速机放大转矩，齿轮齿条将旋转运动变成悬挂直线运动，起到主动控制减振

的作用。

[0082] 不计传递效率，电机与悬挂系统之间的运动转换公式可表示为

[0083]

[0084] 式中，F为齿条往复运动输出力，单位N；T为齿轮扭矩，单位Nm；n为电机转速，单位

r/min；i为减速机构传动比；Rg为齿轮分度圆半径，单位m；vs为悬挂相对速度，单位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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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当电机作电动机主动出力时，设主动力为Fan，则

[0086]

[0087] 式中，I为供电电流，单位A；Kt为电机转矩常数，单位N.m/A。

[0088] 电机工作于馈能模式时，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电机发电过程中会产生阻碍

电机运动的安培力，称之为电磁阻尼力。电磁阻尼力用Fem表示，可表示为电磁阻尼系数cem

与vs的乘积，即

[0089] Fem＝cemvs    (3)

[0090] 电机感应电动势E为

[0091]

[0092] 由于电感较小，不考虑电感的影响，由基尔霍夫定律知

[0093] E＝I(Rin+Rout)    (5)

[0094] 式中：E为电机感应电动势，单位V；Rin为电机内阻，单位Ω；L为电机线圈电感，单位

H；Rout为负载可变电阻，单位Ω；I为回路电流，单位A。

[0095]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磁阻尼力和电机的主动出力是等效的，即Fan＝Fem。联立式

(1)-(5)可得电磁阻尼系数为

[0096]

[0097] 当电磁动作器参数确定时，cem仅受外接电阻值Rout的影响，且与之成反比例关系，

之后调节cem均以调节Rout的来实现。

[0098] 对设计的电磁动作器和磁流变阻尼器进行加工后，分别进行特性试验，验证是否

满足设计需求。其中，电磁动作器主要进行机械摩擦特性、电磁阻尼特性、主动出力特性及

反馈电压特性等4组试验，磁流变阻尼器主要进行阻尼力-位移示功特性试验。

[0099] 1)电磁动作器

[0100] a)机械摩擦特性

[0101] 电磁动作器基础阻力分为摩擦力Fm和惯性力Fi，其中，摩擦力主要是行星减速机和

电机产生的，而惯性力主要是电机转子通过行星减速机传动比放大之后的等效惯性质量产

生的。取悬挂相对位移50mm，相对速度0.05m/s、0.1m/s、0.2m/s、0.3m/s、0.4m/s和0.5m/s，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摩擦力-位移特性图。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摩擦

力-速度特性图。由图4和图5可知：

[0102] 0.05m/s相对速度稳态条件下，正向和负向最大基础阻力分别为165N和135N，估算

时取平均值约150N；最大速度0.5m/s条件下，基础阻力约为255N，此时对应的摩擦阻尼系数

510N.s/m，满足对摩擦力及基础阻尼系数限制的要求。

[0103] b)电磁阻尼特性

[0104] 参数已定的情况下，cem与Rout有关，Fem与Rout及vs有关。Rout分别取10Ω、20Ω、40Ω、

60Ω、80Ω及100Ω，vs取0.03m/s、0.05m/s、0.1m/s、0.2m/s、0.3m/s、0.4m/s和0.5m/s，图6为本

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电磁阻尼力-速度特性图。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电磁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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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速度特性图。由图6和图7可知：

[0105] 随着速度的增加，电磁阻尼力逐渐增大，在0.1-0.4m/s速度区间内基本呈线性增

加趋势，此阶段为恒阻尼区。在0.4-0.5m/s区间的某个点会达到额定功率，之后随着速度的

增加，阻尼力值恒定，进入恒功率区。Rout增加，而Fem逐渐减小，成反比例关系，随着外接电阻

值的增加，Fem成反比例减小，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实际最大Fem约1100N，与理论值相近，对

应阻尼系数最大约3000Ns/m，满足减振对阻尼的要求。

[0106] c)主动出力特性

[0107] 分别给电磁动作器加载电流为±0.2A、±0.5A、±1A、±2A、±3A、±4A、±5A、±6A

和±7A，将试验值与理论值比较，得到电磁动作器在不同电流下的主动出力特性，图8为本

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主动出力特性图。

[0108] 电流为正时，对应拉伸状态，电流为负时，对应压缩状态。由图8可得如下结论：

[0109] 1)试验值比理论值稍小，原因为静摩擦力对试验结果产生影响。试验值与理论值

基本吻合，呈线性分布，且拉伸和压缩时具有对称特性；

[0110] 2)电流在±5A以前试验值与理论值较吻合，之后比理论值稍低，表明在接近额定

功率阶段，电机的持续恒定主动出力特性略微下降，功率饱和。实际控制过程中不建议电流

加载到±5A以上，一是保护电机不过载，二是提高主动力效率；

[0111] 3)电机电流3A时，主动出力约为444N，电流7A时，主动出力约1000N。式(3)计算得

主动力与电流的关系为Fac＝160.4I，试验值拟合关系得Fac＝152.6I。由于摩擦及机械加工

精度等因素的影响，比理论值略小，考虑误差的条件下，可基本满足控制主动控制需求。

[0112] d)反馈电压特性

[0113] 取悬挂相对运动速度0.05m/s、0.1m/s、0.2m/s、0.3m/s、0.4m/s及0.5m/s，采用示

波器测试反馈电压值的变化，并存储于控制上位机，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感应电

动势与悬挂相对速度的关系图。

[0114] 理论计算得感应电动势E与vs的关系为E＝167.1vs，试验值拟合得两者关系为E＝

154.2vs，可得反电动势常数为28.7632V/krpm，略小于理论值，但可满足馈能需求。

[0115] 2)磁流变阻尼器

[0116] 取悬挂相对运动速度0.52m/s，振幅25mm，正弦激励条件下，加载电流分别为0A、

0.1A、0.25A、0.5A、1A、1.5A及2A，得到磁流变阻尼器示功图及阻尼力—速度特性曲线，图10

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力—位移特性图。图11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阻

尼力—速度特性图。

[0117] 电流为0时，最大阻尼力250N，电流2A时，最大阻尼力1400N，因此可计算得磁流变

阻尼器的黏滞阻尼系数为480.77N.s/m，可调库仑阻尼系数为2211.5N.s/m，则该磁流变阻

尼器的阻尼可调倍数为5.6，具备较好的阻尼可调性能，可满足并联电磁悬挂系统对零电流

下的低阻尼，以及对加载电流条件下的高阻尼减振需求。

[0118] 现有的馈能悬挂系统包括：直线电机式系统，齿轮齿条式系统、滚珠丝杠式系统、

行星齿轮式系统和液压传动式系统，其优缺点对比如表4所示：

[0119] 表4馈能悬挂优缺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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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

[0121]

[0122] 本发明提出的电磁动作器与磁流变阻尼器并联结构，可利用电磁动作器和磁流变

阻尼器各自的工作特性，多种实现不同工况的组合，且能通过协调减振和馈能的关系，达到

振动控制和能量回收的双重目的。通过设计多模式切换控制方法，可实现并联电磁悬挂系

统在不同路面及工况下执行不同的控制策略，增强了对行驶工况和需求的自适应性。概括

起来，具备的优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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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1)相比于纯电磁悬挂，该结构可解决单独的电磁动作器工作于馈能工况时，在低

速及控制失效状态下的阻尼不足特性，当系统失效时，仍可利用磁流变阻尼器的黏滞阻尼

充当被动阻尼器继续工作，使悬挂具备“失效-安全”特性，具备较好的可靠性；

[0124] 2)相比于液压式馈能悬挂，该结构无液压管路，不存在液压式结构存在的油液泄

露等问题，且安装体积比液压式结构小，易于保养维护；

[0125] 3)利用该并联电磁悬挂系统进行减振，可提高车辆乘坐舒适性、行驶平顺性及操

纵稳定性等性能；利用其进行馈能，可回收悬挂振动能量，起到节能的作用的同时，提高车

载电池的续航能力，减小车辆对于电能的依赖，满足一定的激励、行驶工况及控制条件，系

统可实现自供能；

[0126] 4)该并联电磁悬挂系统结构增加了悬挂工况的选择范围，对不同的路况和需求具

有更宽泛的适应性。通过设计并联电磁悬挂系统多模式切换控制方法，可根据对振动控制

或馈能等不同需求选择侧重于振动控制或者馈能，以满足不同行驶工况和驾乘需求；

[0127] 5)多模式切换控制方法可满足不同路况和行驶工况下对并联电磁悬挂系统减振

和馈能性能的需求，磁流变阻尼器和电磁动作器独立工作，避免了复合式一体化结构带来

的电磁互扰，提高了控制和系统的稳定性。

[0128] 图12为本发明实施例磁流变阻尼器实物图。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电磁动作器实物

图。

[0129] 一种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车辆，所述车辆包含并联复合式电磁悬挂系统。

[0130]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对于实施例公开的系统

而言，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相对应，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

明即可。

[0131]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

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

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

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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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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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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