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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布置在车辆的传动系中的

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具有至少一

个太阳轮（14、80）、至少一个阶梯式行星轮（16、

22）、至少一个齿圈（34、36）和驱动轴（12）以及输

出轴（40）。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能

够通过至少一个阶梯式行星轮（16、22）切换到第

一挡的切换状态或第二挡的切换状态中并且反

之亦然。第一齿圈（34）配设有第一制动器（30）并

且第二齿圈（36）配设有第二制动器（32）。根据对

所述制动器的操纵，在切换状态中，通过能够动

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而存在在牵引运行

中的至少一股力矩流或存在在滑行运行中的至

少一股力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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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布置在车辆的传动系中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具有至少一个太

阳轮（14、80）、至少一个阶梯式行星轮（16、22）、至少一个齿圈（34、36）和驱动轴（12）以及输

出轴（40），其特征在于，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能够通过至少一个阶梯式行星

轮（16、22）切换到第一挡的切换状态或第二挡的切换状态中并且反之亦然，其中，第一齿圈

（34）配设有第一制动器（30）并且第二齿圈（36）配设有第二制动器（32），根据对所述制动器

的操纵，在切换状态中，通过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而存在在牵引运行中的至

少一股力矩流或存在在滑行运行中的至少一股力矩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行星架（38）

容纳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22）并且与输出轴（40）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挡传

动机构具有第二太阳轮（80），所述第二太阳轮与输出轴（40）连接，阶梯式行星轮（16、22）围

绕所述第二太阳轮环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制

动器（30）和所述第二制动器（32）相互分开地被独立地操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制

动器（30）和所述第二制动器（32）相互耦联地作为双制动器（42）被促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制

动器（30）和所述第二制动器（32）通过切换套筒（44）耦联，所述切换套筒通过具有蜗杆传动

装置的致动器（48）在双向的移动路径（46）内移动并且操纵所述第一制动器（30）或所述第

二制动器（3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在第一挡的

切换状态中和在第二制动器（32）的闭合位置中，在通过驱动轴（12）负荷引入时存在在牵引

运行中的力矩流。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在第一挡的

切换状态中和在第二制动器（32）的闭合位置中，在通过输出轴（40）负荷引入时，存在在滑

行运行中的力矩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在第二挡的

切换状态中和在第一制动器（30）的闭合位置中，在通过驱动轴（12）负荷引入时存在在牵引

运行中的力矩流。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在第二挡

的切换状态中和在第一制动器（30）的闭合位置中，在通过输出轴（40）负荷引入时，存在在

滑行运行中的力矩流。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在驻车止

动装置的切换状态中，第一制动器（30）和第二制动器（32）处于闭合位置中。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挡

传动机构以相对于差速传动机构（72）轴平行的布置方式（66）布置在电运行的车辆的驱动

车桥（68）中。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挡

传动机构布置在垂直于电运行的车辆的驱动车桥（68）的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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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特征在于，所述多挡

传动机构以同轴的布置方式集成到电运行的车辆的驱动车桥（68）中，所述车辆的电机实施

为空心轴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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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其布置在车辆的传动系中，具有

至少一个太阳轮和至少一个阶梯式行星轮，并且此外具有至少一个齿圈（Hohlrad）、驱动轴

以及输出轴。

背景技术

[0002] DE  10  2014  112  602  A1  涉及一种用于车辆的电驱动装置，所述电驱动装置具有

转矩矢量分配单元。电驱动装置包括具有转子的第一电机和传动机构，其中，传动机构具有

可借助于第一电机驱动的传动机构输入端和两个传动机构输出端以用于驱动两个配属于

车辆车桥的输出轴。此外，设置有一种转矩矢量分配单元，其具有第二电机和叠加传动机

构。该叠加传动机构借助于转矩矢量分配单元在两根输出轴之间产生差动力矩。第一电机

的转子的旋转轴线轴平行于叠加传动机构的中心轴线延伸。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本发明提出一种能够动力切换的（lastschaltbar）多挡传动机构，其布置在

车辆的传动系中，具有至少一个太阳轮、至少一个阶梯式行星轮、至少一个齿圈、驱动轴以

及输出轴。根据本发明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能通过至少一个阶梯式行星轮切换

到第一挡的切换状态或第二挡的切换状态中，并且反之亦然，其中，第一齿圈配设有第一制

动器，并且第二齿圈配设有第二制动器。根据对其的操纵，在各个切换状态下存在在第一挡

的切换状态下或在第二挡的切换状态下的力矩流。可以在滑行和牵引方向上传递力矩，并

且在状态之间的所有切换都可以被实施为动力切换。

[0004] 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解决方案的特征尤其在于，通过使用两个制动器，这些制动器

可以或者相互耦联地操纵或者可以单个地操纵，可以在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

多挡传动机构的牵引运行和滑行运行（Schubbetrieb）中实现动力切换。由此尤其可以避免

滑行中断或再生中断。此外，不需要同步；也就是说，可以在两个制动器作为双制动器进行

切换时借助于仅仅一个致动器来引起简单的促动（Aktuierung）。

[0005] 在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改进方案中，该多挡传动机

构包括行星架，在该行星架上容纳有至少两个阶梯式行星轮，其中，行星架直接与输出轴连

接。

[0006] 作为对上述的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实施变型方案

的替代方案，该多挡传动机构可以包括第二太阳轮，该第二太阳轮与输出轴连接，并且阶梯

式行星轮围绕其环绕。

[0007] 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包括第一制动器以及第二制动

器。这些制动器可彼此独立地通过单独的执行器来操纵，这在控制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

动机构时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度。作为替代方案存在这种可行方案，即第一制动器和第二制

动器相互耦联地用作双制动器。例如，第一制动器和第二制动器可以通过切换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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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ltmuffe）彼此耦联。所述制动器经由具有蜗杆传动装置的致动器在双向的移动路径

中移动并且或者在第二制动器松开的情况下操纵第一制动器，或者在第一制动器松开的情

况下操纵第二制动器。

[0008] 在两个制动器作为双制动器的实施变型方案中，仅需要一个致动器。

[0009] 此外，按照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第一挡的切换状态中和在第二制动器

的闭合位置中，在通过驱动轴负荷引入（Lasteinleitung）时，通过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

动机构而存在在牵引运行中的力矩流。在第一挡的切换状态中和在第二制动器的闭合位置

中，在通过输出轴负荷引入时，存在在滑行运行中的力矩流，例如在下坡行驶中，在该情况

下电运行的车辆的电池可以通过将动能转换为电能来充电。

[0010] 在根据本发明提出的可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改进方案中，在第二挡的切换状态

和第一制动器的闭合位置中，在通过驱动轴负荷引入时产生在牵引运行中的力矩流。在第

二挡位的切换状态和第一制动器的闭合位置中，在通过输出轴负荷引入时，存在在滑行运

行中的力矩流，例如在电运行的车辆的回收模式中通过下坡行驶。

[0011] 此外，在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中，由此来实现驻车止动装置的切换状态，

即不仅第一制动器而且第二制动器转换到其闭合状态中并且保持在那里。因此整个能够动

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锁止。

[0012] 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例如可以在电运行的车辆的驱

动车桥（Antriebsachse）中以相对于差速传动机构轴平行的布置方式布置。

[0013] 此外，也存在这样的可行方案，即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

构在垂直于电运行的车辆的驱动车桥的位置之后予以使用。在此需要锥齿轮对，该锥齿轮

对形成90°转向。

[0014] 在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改进方案中，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也可

以以同轴的布置方式集成到电运行的车辆的驱动车桥中。在该实施变型方案中，电运行的

车辆的电机尤其实施为空心轴电机，这对于电运行的车辆的电动车桥组件带来结构空间优

势。

[0015] 根据本发明提出的方案以有利的方式通过使用两个制动器实现了能够动力切换

的多挡传动机构在牵引运行中以及在滑行运行中的动力切换。尤其是在换档过程期间不会

出现滑行/回收中断。两个制动器可以各自独立地操纵；此外，在一种有利的实施变型方案

中也存在这种可行方案，即两个制动器例如通过切换套筒相互耦联，从而在该实施变型方

案中可以省去致动器。此外，在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可以以特别简单的方式通过

在两个制动器闭合时锁止传动机构来同时引起驻车止动功能。

[0016] 双向的能够动力切换的根据本发明提出的多挡传动机构例如可以作为车桥驱动

装置集成到用于在电运行的车辆的传动系中使用的结构单元、如电驱动车桥。一方面，存在

这样的可行方案，即，将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以相对于电运行

的车辆的驱动车桥轴平行的布置方式或轴垂直的布置方式布置。在轴平行的布置方式中，

可以通过正齿轮级（Stirnradstufe）实现连接，在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

传动机构的轴垂直的布置方式中，通过补偿90°转向的锥齿轮布置方式实现连接。根据本发

明提出的双向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也可以集成到差速传动机构中，此外存在如

下可行方案，即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可以与转矩矢量分配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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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0017] 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另一有利方面在于，通过设计

为多挡传动机构，可以使用较小的驱动单元，以便能够满足所提出的驱动要求。

[0018] 行星轮传动机构在所有传动机构类型中具有最高的功率密度，因此传动机构轻且

非常紧凑。两个挡位能够实现所使用的电机的更为有效的运行。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借助于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其中示出：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实施变型方案，其带有

第一和第二制动器，

图2示出了第一和第二制动器在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上利用通过致动器对其

进行的操纵而实现的耦联，

图3示出了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一种实施变型方案，其

具有第二太阳轮，

图4示出根据图1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实施变型方案相对于车辆的驱动

车桥轴平行的布置方式，并且

图5示出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第二实施变型方案相对于电运行的车辆的驱

动车桥轴平行的布置方式。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描述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不仅可以使用在电运行的车辆的传

动系中，而且也可以使用在部分电动化的车辆中，这些车辆具有传统的内燃机并且配备有

换挡传动机构。

[0021] 由根据图1的图示得知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第一

实施变型方案。

[0022] 根据图1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包括如下驱动轴12，在该驱动轴上容

纳第一太阳轮14。第一阶梯式行星轮16和至少一个另外的第二阶梯式行星轮22围绕第一太

阳轮14环绕。第一阶梯式行星轮16包括第一级18和第二级20。类似的情况适用于在图1中示

出的第二阶梯式行星轮22，该第二阶梯式行星轮具有第一级24和另一第二级26，其中，第二

级26可具有比第二阶梯式行星轮的第一级24更少的齿数。

[0023] 如由根据图1的图示进一步得知，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22的第一级18或24一方面

围绕第一太阳轮14环绕并且另一方面在第一齿圈34之内环绕。类似的情况适用于第二齿圈

36，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或22的第二级20或26分别在所述第二齿圈内环绕。

[0024] 第一制动器30配设给第一齿圈34，而另一第二制动器32配设给第二齿圈36。此外

如由图1得知，至少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或22容纳在行星架38上，该行星架与能够动力切换

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输出轴40连接。

[0025] 图2示出了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在图1中示出的第一实施变型方案，

其具有两个制动器30或32。在图1中示出的实施变型方案中，两个制动器30或32能彼此独立

地被操纵，也就是说，分别需要一个致动器来操纵。与此相对，在图2中示出一种变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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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动器30和第二制动器32例如通过切换套筒44彼此耦联并且作为双制动器42进行促

动。这意味着，仅需要一个例如具有蜗杆传动装置的致动器48，以便使切换套筒44根据双向

的移动路径46 （如在图2中示出的那样）进行移动。通过根据图2的双制动器42要么闭合第

一制动器30，其中第二制动器32处于打开状态，要么闭合第二制动器32，其中第一制动器30

处于打开状态。在此有利的是，仅需要一个致动器48。

[0026] 在根据同一个第一实施方案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第一挡中，力流

从驱动轴12出发延伸到第一太阳轮14上。通过该第一太阳轮，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22通过

第一级18和第二级26的齿部来驱动。通过行星架38实现到输出轴40上的输出。在第一档中，

第二制动器32闭合且第二齿圈36锁止。由此，第一阶梯式行星轮16的第二级20的齿部和第

二阶梯式行星轮22的第二级26的齿部在静止的第二齿圈36的齿部上滚动。

[0027] 在根据图1和图2中示出的实施变型方案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的第二

挡中的力流从驱动轴12出发通过第一太阳轮14延伸到第一阶梯式行星轮16和第二阶梯式

行星轮22或其第二级20或26上，输出装置从该处通过行星架38延伸到输出轴40上。在此，第

一齿圈34通过制动器30予以固定。

[0028] 倒挡在倒过来驱动电机时从输出轴40出发经由行星架38在阶梯式行星轮16、22的

第一级18、24上进行到第一太阳轮14上。从那里，通过第一太阳轮14实现到驱动轴12上的输

出。在倒挡中，存在与在第一挡中仅具有电机的相反的旋转方向的相同的力流。在这种情况

下，第一制动器30打开，而第二制动器32占据其闭合位置52。

[0029] 图3示出了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第二实施变型方

案。

[0030] 在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在图3中示出的另外的第二实施变型方案中

使用第二太阳轮80。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或22的第二级20或26围绕其环绕的第二太阳轮80

直接与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输出轴40连接。类似于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

机构10的第一实施变型方案，第二实施变型方案具有驱动轴12以及第一太阳轮14。此外，类

似于根据图1的图示，为两个齿圈34、36分别配设有相对于第一齿圈34的第一制动器30或相

对于第二齿圈36的第二制动器32。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或22容纳在行星架38上。根据能够

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另一种第二实施变型方案的行星架38相对于根据能够动力

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第一实施变型方案的行星架38略微改动，如在图2中示出的那样。

[0031] 此外，在根据图3的图示中还表明，第一制动器30和第二制动器32通过切换套筒44

彼此连接。切换套筒44又借助于例如能够设有蜗杆传动装置的致动器48在双向的移动路径

46之内移动。通过促动作为双制动器42的两个制动器30或32，与分开地操控第一制动器和

第二制动器32相比省去了致动器。在促动作为双制动器42的两个制动器30、32时，要么闭合

第一制动器，其中第二制动器32处于打开状态，要么第一制动器30处于打开状态，而第二制

动器32闭合。

[0032] 由根据图4的图示可获知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

利用正齿轮级70来驱动驱动车桥68的差速传动机构72。

[0033] 在图4中示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以相对于车辆的驱动车桥68轴平

行的布置方式66布置。根据图4中的图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驱动通过驱

动轴12进行，第一太阳轮14容纳在该驱动轴上。该第一太阳轮与至少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2400072 A

7



或22啮合，所述阶梯式行星轮分别具有第一级18、24以及第二级20、26。至少两个阶梯式行

星轮16或22又与第一齿圈34啮合，第一齿圈又配设有第一制动器30，第一制动器支撑在能

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壳体28上。第一阶梯式行星轮18以及第二阶梯式行星轮22

的两个第二级20或26在第二齿圈36的内部环绕。至少两个阶梯式行星轮16或22容纳在行星

架38上，所述行星架又与输出轴40连接。第一阶梯式行星轮16以及第二阶梯式行星轮22的

两个第二级20或26在第二齿圈36内部环绕，第二制动器32配设给该第二齿圈，该第二制动

器本身同样支撑在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壳体28上。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

机构10的输出轴40与正齿轮级70的输入齿轮连接。

[0034] 差速传动机构72包括保持架74，车桥输出装置（Achsabtrieb）76从该保持架开始

朝向驱动车桥68延伸到车辆的在这里未示出的被驱动的车轮。

[0035] 图5示出根据其第二实施变型方案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其呈相对

于车辆的驱动车桥68轴平行的布置方式66。

[0036] 在图5中示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以相对于车辆的驱动车桥68轴平

行的布置方式66布置并且通过正齿轮级70来驱动差速传动机构72。差速传动机构72包括保

持架74，车桥输出装置76从该保持架延伸出去。所述车桥输出装置驱动车辆的在图5中未示

出的被驱动的车轮。

[0037] 在图5中示出的能够动力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是指根据本发明提出的能够动力

切换的多挡传动机构10的第二实施变型方案，如其在图3中示出的那样。能够动力切换的多

挡传动机构10的第二实施变型方案与其第一实施变型方案的区别在于，设置有第二太阳轮

80，该第二太阳轮直接作用到输出轴40上，该输出轴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用于正齿轮级

70的驱动轴起作用。

[0038] 本发明不限于这里描述的实施例和其中强调的方面。相反，在通过权利要求说明

的范围内可实现处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行动范围内的多个改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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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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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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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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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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