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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

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本发明的方

法包括步骤(a)建立二自由度的车辆动力学简化

模型和车辆质心位置在惯性空间下的坐标模型；

(b)建立车辆轮胎的侧向力的简化模型；(c)建立

车辆转向系统的转向柱动力学模型；(d)建立差

动辅助系统作用下的驾驶员模型。本发明通过安

装在转向柱上的转角传感器和扭矩传感器检测

检测方向盘的角位移和作用于方向盘的力矩，将

检测结果与车速、期望路径相结合，并考虑驾驶

员特性按照一定的控制算法控制轮毂电机输出

相应的差动力矩来辅助驾驶员更好的驾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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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a)建立二自由度的车辆动力学简化模型和车辆质心位置在惯性空间下的坐标模型；

(b)建立车辆轮胎的侧向力的简化模型；

(c)建立车辆转向系统的转向柱动力学模型；

(d)建立差动辅助系统作用下的驾驶员模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a)所述的二自由度的车辆动力学简化模型：

车辆质心位置在惯性空间下的坐标模型：

式中，m为整车的质量；Vx和Vy分别为车辆质心的纵向以及侧向速度， 为车辆质心的侧

向加速度；Fyf和Fyr分别为车辆前后横向轮胎力；Fxfr和Fxfl分别为车辆左前轮胎和右前轮胎

的纵向轮胎力；r和 分别为车辆的横摆角速度和横摆角加速度；Iz为绕Z轴的转动惯量及横

摆转动惯量；lf和lr分别为车辆质心到前后轴的距离；Mc为左前轮胎和右前轮胎之间的不同

纵向轮胎力产生的直接横摆力矩；Tc为差动辅助系统在转向系上提供的差动驱动力矩；ls为

车辆前轮轮距的一半；rσ为车辆的主销偏移距；X和Y分别为车辆质心的纵向和侧向位置；

为车辆的横摆角,β为车辆的质心侧偏角；Vr和Vf分别为车辆后轮和前轮的速度；Fxr和Fxf分

别为车辆前轮纵向轮胎力之和和车辆后轮纵向胎力之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b)所述的车辆轮胎的侧向力的简化模型：

式中，Cf和Cr分别为车辆前轮胎和后轮胎的转弯刚度；αf和αr分别为车辆前轮胎和后轮

胎的滑移角度；δf为车辆前轮的转向角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c)所述的车辆转向系统的转向柱动力学模型：

式中，Js和Bs分别为车辆转向系统的等效转动惯量和等效阻尼；θs为车辆转向柱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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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和 分别为车辆转向柱的转向角速度和转向角加速度；Td为驾驶员施加在方向盘上

的扭矩；Ts为扭矩传感器测得的转向柱扭矩； 为在转向助力作用时驾驶员从道路(转向感

觉)接收的一部分扭矩反馈；rp和ln分别为转向系统中小齿轮的半径和转向节臂的长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d)所述的差动辅助系统作用下的驾驶员模型：

式中，Td ,s和Td ,c分别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作用在方向盘上的期望扭矩和差动辅助

系统工作时驾驶员手臂为了适应方向盘而产生的额外扭矩；kds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转

向动作的控制增益；θsw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作用在方向盘上的期望转向角；Yp为车辆

质心的期望侧向位置；Jd、Bd和kd分别为差动辅助系统工作时驾驶员在放松状态下手臂阻抗

模型的等效转动惯量，等效阻尼和等效刚度特性；a0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中的固定常数；

Te和Tp分别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的延迟时间和预瞄时间；Gh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的转

向比例增益；Te、Tp和Gh都是描述单点预瞄驾驶员特性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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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系统与共享控制模型建模方法，

属于智能驾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数量的急剧上升和道路交通环境日益复杂，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驾驶员操

作失误引起的交通事故。统计资料表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交通事故由驾驶员因素造成，其

中包括驾驶时间过长，疲劳过度导致不能集中注意力以及心理素质不够导致危险时刻操作

不当等等，因此对驾驶员辅助系统的研究尤为重要。

[0003] 轮毂电机独立驱动车辆作为一种潜在的车辆结构，受到广大研究学者的青睐。由

于轮毂驱动车辆的电机可以为车辆运动控制提供独立且灵活的驱动，以获得精确的扭矩响

应。故选择具有更好驱动冗余和灵活性的差动转向作为辅助转向系统。

[0004] 车辆的转向系统由机械转向系统，方向盘转角传感器，扭矩传感器，电子控制单

元，车速传感器，差动辅助系统控制器，转向助力电机及其减速机构，轮毂驱动电机等组成。

差动辅助转向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安装在转向柱上的转角传感器和扭矩传感器检测方

向盘的角位移和作用于方向盘的力矩，将检测结果与车速、期望路径相结合，并考虑驾驶员

特性按照一定的控制算法控制轮毂电机输出相应的差动力矩来辅助驾驶员更好的驾驶车

辆。

[0005] 差动辅助系统工作时，差动力矩产生转向角的同时会有力矩反馈到方向盘上干扰

驾驶员。故需要考虑驾驶员手臂阻抗模型的等效转动惯量，等效阻尼和等效刚度特性，从而

减少了对驾驶员操作的影响，解决了差动辅助系统与驾驶员共享控制的问题。

[0006] 因此，需要一种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系统与共享控制模型建模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

系统与共享控制模型建模方法，该方法通过安装在转向柱上的转角传感器和扭矩传感器检

测检测方向盘的角位移和作用于方向盘的力矩，将检测结果与车速、期望路径相结合，并考

虑驾驶员特性按照一定的控制算法控制轮毂电机输出相应的差动力矩来辅助驾驶员更好

的驾驶车辆。

[0008]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9] 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0] (a)建立二自由度的车辆动力学简化模型和车辆质心位置在惯性空间下的坐标模

型；

[0011] (b)建立车辆轮胎的侧向力的简化模型；

[0012] (c)建立车辆转向系统的转向柱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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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d)建立差动辅助系统作用下的驾驶员模型。

[0014] 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步骤(a)所述

的二自由度的车辆动力学简化模型：

[0015]

[0016] 车辆质心位置在惯性空间下的坐标模型：

[0017]

[0018] 式中，m为整车的质量；Vx和Vy分别为车辆质心的纵向以及侧向速度， 为车辆质心

的侧向加速度；Fyf和Fyr分别为车辆前后横向轮胎力；Fxfr和Fxfl分别为车辆左前轮胎和右前

轮胎的纵向轮胎力；r和 分别为车辆的横摆角速度和横摆角加速度；Iz为绕Z轴的转动惯量

及横摆转动惯量；lf和lr分别为车辆质心到前后轴的距离；Mc为左前轮胎和右前轮胎之间的

不同纵向轮胎力产生的直接横摆力矩；Tc为差动辅助系统在转向系上提供的差动驱动力

矩；ls为车辆前轮轮距的一半；rσ为车辆的主销偏移距；X和Y分别为车辆质心的纵向和侧向

位置； 为车辆的横摆角,β为车辆的质心侧偏角；Vr和Vf分别为车辆后轮和前轮的速度；Fxr

和Fxf分别为车辆前轮纵向轮胎力之和和车辆后轮纵向胎力之和。

[0019] 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步骤(b)所述

的车辆轮胎的侧向力的简化模型：

[0020]

[0021] 式中，Cf和Cr分别为车辆前轮胎和后轮胎的转弯刚度；αf和αr分别为车辆前轮胎和

后轮胎的滑移角度；δf为车辆前轮的转向角度。

[0022] 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步骤(c)所述

的车辆转向系统的转向柱动力学模型：

[0023]

[0024] 式中，Js和Bs分别为车辆转向系统的等效转动惯量和等效阻尼；θs为车辆转向柱的

转向角度； 和 分别为车辆转向柱的转向角速度和转向角加速度；Td为驾驶员施加在方向

盘上的扭矩；Ts为扭矩传感器测得的转向柱扭矩； 为在转向助力作用时驾驶员从道路(转

向感觉)接收的一部分扭矩反馈；rp和ln分别为转向系统中小齿轮的半径和转向节臂的长

度。

[0025] 所述的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与共享控制系统建模方法，步骤(d)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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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动辅助系统作用下的驾驶员模型：

[0026]

[0027] 式中，Td ,s和Td ,c分别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作用在方向盘上的期望扭矩和差动

辅助系统工作时驾驶员手臂为了适应方向盘而产生的额外扭矩；kds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

员转向动作的控制增益；θsw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作用在方向盘上的期望转向角；Yp为

车辆质心的期望侧向位置；Jd、Bd和kd分别为差动辅助系统工作时驾驶员在放松状态下手臂

阻抗模型的等效转动惯量，等效阻尼和等效刚度特性；a0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中的固定

常数；Te和Tp分别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的延迟时间和预瞄时间；Gh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

的转向比例增益；Te、Tp和Gh都是描述单点预瞄驾驶员特性的参数。

[0028] 有益效果：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0] 由于本发明根据二自由度的车辆动力学简化模型、车辆质心位置在惯性空间下的

坐标模型、车辆轮胎的侧向力的简化模型、车辆转向系统的转向柱动力学模型以及建立差

动辅助系统作用下的驾驶员模型，建立考虑驾驶员特征的差动辅助转向系统与共享控制模

型。在模型中，考虑了差动辅助系统与驾驶员之间会相互干扰，故将驾驶员的一种手臂阻抗

模型的等效转动惯量，等效阻尼和等效刚度特性代入差动辅助系统模型建立中。减少或去

除驾驶员与差动辅助系统之间的相互干扰，提升驾驶员的驾驶体验，同时也提高行车安全

性。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二自由度车辆简化模型图。

[0032] 图2是是配备差动辅助系统的车辆转向机构图。

[0033] 图3是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图。

[0034] 图4是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系统与驾驶员的共享路径跟踪控制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6] 参照图1-4。

[003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考虑驾驶员特性的差动辅助转向系统与共享控制模型建立方

法，主要对转向系统中扭矩传递的分析，然后考虑驾驶员手臂对差动辅助力矩反应时手臂

阻抗特性，建立共享控制模型，用来减少或去除驾驶员与差动辅助系统之间的干扰。

[0038] 本发明采用仅考虑横向和横摆运动的二自由度车辆简化模型，忽略车辆侧倾，垂

直和俯仰运动，并假设车辆纵向速度是恒定的。根据绝对坐标系给出车辆的位置坐标系，其

中X和Y分别表示车辆在绝对坐标系中的纵向位置和侧向位置。

[0039] 通过车辆在平整道路上的受力分析，根据车辆受力平衡和力矩平衡，建立横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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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摆运动的车辆动力学模型以及车辆质心位置在惯性空间下的坐标模型，具体表示如下：

[0040]

[0041]

[0042] 式中，m为整车的质量；Vx和Vy分别为车辆质心的纵向以及侧向速度， 为车辆质心

的侧向加速度；Fyf和Fyr分别为车辆前后横向轮胎力；Fxfr和Fxfl分别为车辆左前轮胎和右前

轮胎的纵向轮胎力；r和 分别为车辆的横摆角速度和横摆角加速度；Iz为绕Z轴的转动惯量

及横摆转动惯量；lf和lr分别为车辆质心到前后轴的距离；Mc为左前轮胎和右前轮胎之间的

不同纵向轮胎力产生的直接横摆力矩；Tc为差动辅助系统在转向系上提供的差动驱动力

矩；ls为车辆前轮轮距的一半；rσ为车辆的主销偏移距；X和Y分别为车辆质心的纵向和侧向

位置； 为车辆的横摆角,β为车辆的质心侧偏角；Vr和Vf分别为车辆后轮和前轮的速度；Fxr

和Fxf分别为车辆前轮纵向轮胎力之和和车辆后轮纵向胎力之和。

[0043] 进一步地，轮胎与地面的作用力是影响车辆性能的主要因素，本发明考虑当侧偏

角小于4度，侧向加速度小于0.4g时，轮胎的侧向力可假设与侧偏角之间呈线性关系，故车

辆轮胎的侧向力的简化模型可表示如下：

[0044]

[0045] 式中，Cf和Cr分别为车辆前轮胎和后轮胎的转弯刚度；αf和αr分别为车辆前轮胎和

后轮胎的滑移角度；δf为车辆前轮的转向角度；

[0046] 由于机械转向系统动力学分析较复杂，更进一步地，本发明将对转向柱的动力学

进行重点分析，车辆转向系统的转向柱动力学模型如下：

[0047]

[0048] 式中，Js和Bs分别为车辆转向系统的等效转动惯量和等效阻尼；θs为车辆转向柱的

转向角度；和 分别为车辆转向柱的转向角速度和转向角加速度；Td为驾驶员施加在方向

盘上的扭矩；Ts为扭矩传感器测得的转向柱扭矩； 为在转向助力作用时驾驶员从道路(转

向感觉)接收的一部分扭矩反馈；rp和ln分别为转向系统中小齿轮的半径和转向节臂的长

度。

[0049] 更进一步地，当差动辅助系统工作时，驾驶员的转向扭矩被认为由两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是驾驶员根据道路情况施加的期望方向盘转向扭矩，第二部分是差动辅助系统工作

时驾驶员握住方向盘手臂产生的扭矩。故差动辅助系统作用下的驾驶员模型可以表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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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式中，Td ,s和Td ,c分别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作用在方向盘上的期望扭矩和差动

辅助系统工作时驾驶员手臂为了适应方向盘而产生的额外扭矩；kds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

员转向动作的控制增益；θsw为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员作用在方向盘上的期望转向角；Yp为

车辆质心的期望侧向位置；Jd、Bd和kd分别为差动辅助系统工作时驾驶员在放松状态下手臂

阻抗模型的等效转动惯量，等效阻尼和等效刚度特性；a0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中的固定

常数；Te和Tp分别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的延迟时间和预瞄时间；Gh为单点预瞄驾驶员模型

的转向比例增益；Te、Tp和Gh都是描述单点预瞄驾驶员特性的参数。

[0052] 上述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等同替换，这些对本发明

权利要求进行改进和等同替换后的技术方案，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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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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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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