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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的

控制方法，旨在避免搭载动力换挡变速器的车辆

在升挡时出现功率循环和减速现象，在换挡过程

中采取仅控制一个离合器处于滑摩状态，另一个

离合器只处于结合或分离状态，以此在同样实现

动力不中断的条件下，使得动力换挡过程的控制

更加简便精确，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动力升挡控

制过程中出现的功率循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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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是按如下步骤进行：

步骤1、在低挡离合器油压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增大高挡离合器上的油压，使其克服空

行程并进入转矩传递阶段；

步骤2、在所述转矩传递阶段，降低低挡离合器上的油压至临界滑摩油压，同时不断增

大高挡离合器上的油压，使其做滑摩运动并处于滑摩状态；

在所述滑摩状态中，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以补偿高挡离合器的滑摩功损失，而所述

低挡离合器的油压仍然保持不变；

步骤3、当高挡离合器的油压达到转矩传递阶段结束时的油压时，快速降低所述低挡离

合器的油压为0，使所述低挡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同时控制所述高挡离合器传递的转矩等

于阻力矩以避免产生功率循环现象；

步骤4、继续增大所述高挡离合器的油压，使得离合器的主、从动片的转速达到相同时，

所述高挡离合器由滑摩状态变为结合状态，以完成动力升挡；

步骤5、在动力升挡完成时刻，控制高挡离合器的油压跃升，以增加高挡离合器的结合

裕度，同时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和步骤2中，低挡离合器所保持不变时的油压为低挡离合器保持同步结合运

动的锁止油压p6，并通过式(1)得到：

式(1)中：iL为升挡前低挡位的传动比；kL为升挡前低挡离合器静摩擦力矩的比例系数，

TL为升挡前低挡位传递的转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中，转矩交接阶段结束时的油压p2是通过式(2)得到：

式(2)中：iL为升挡前低挡位的传动比，iH为升挡后高挡位的传动比，kH为升挡后高挡离

合器静摩擦力矩的比例系数，TL为升挡前低挡位传递的转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临界滑摩油压是按如下过程确定：

步骤a、设定动力换挡变速器低挡位传动时输入转速为n1，输出转速为n2，则低挡位传动

时有

令低挡位传动时低挡离合器油压为p6，试验测试离合器油压的单位变化差值为Δp，则

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为p6-m·Δp；

步骤b、控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入转速为n1保持不变，当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为

p6-m·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为n2保持不变；当第m+1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为

p6-(m+1)·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不为n2；当第m+2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为

p6-(m+2)·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也不为n2，则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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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Δp为低挡离合器的临界滑摩油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发动机所提高输出功率至PB是通过式(3)得到：

PB＝PA+PS                  (3)

式(3)中，PA为升挡前发动机的输出功率，PS为高挡离合器在转矩同步阶段结束时滑摩

损失功率，并通过式(4)得到：

式(4)中：iL为升挡前低挡位的传动比，iH为升挡后当高挡位的传动比，PA为升挡前发动

机的输出功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5中所述发动机所降低的输出功率PC为拖拉机的阻力功率Pf和发动机的后备功

率Pb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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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的控制方法，旨在实现搭载动力升挡变速器

的车辆在动力升挡的同时避免出现功率循环和减速现象。

背景技术

[0002] 动力换挡变速器在工程车辆和农用车辆中广泛采用，在之前所采用的机械换挡变

速器由于换挡过程中必须通过分离主离合器中断发动机动力，导致车辆工作挡位对作业机

组工作阻力变化的响应滞后、作业质量出现波动，同时还不利于充分发挥发动机有效功率，

影响了车辆及作业机组的生产效率。基于双离合器的动力换挡变速器，不仅在动力换挡过

程中无明显动力中断现象，还具有换挡响应快等特征，得到了广泛地推广使用。

[0003] 目前基于双离合器动力换挡变速器的控制策略的常用几种方案中，离合器先分后

合方案存在较长的动力中断过程，不满足动力换挡过程动力不中断的要求；而离合器双滑

摩方案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换挡控制策略，通过控制两个离合器的同时滑摩，实现

动力不中断，但这种形式的换挡控制策略在换挡过程中不仅需要同时对两个离合器的油压

进行精确控制，还要考虑由于换挡过程中油压控制不合理而产生的功率循环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弥补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

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以期通过控制离合器油压和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实现升挡过程中

的动力不中断并且避免出现功率循环问题。

[0005] 本发明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的特点是按如下步骤

进行：

[0007] 步骤1、在低挡离合器油压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增大高挡离合器上的油压，使其克

服空行程并进入转矩传递阶段；

[0008] 步骤2、在所述转矩传递阶段，降低低挡离合器上的油压至临界滑摩油压，同时不

断增大高挡离合器上的油压，使其做滑摩运动并处于滑摩状态；

[0009] 在所述滑摩状态中，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以补偿高挡离合器的滑摩功损失，而

所述低挡离合器的油压仍然保持不变；

[0010] 步骤3、当高挡离合器的油压达到转矩传递阶段结束时的油压时，快速降低所述低

挡离合器的油压为0，使所述低挡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同时控制所述高挡离合器传递的转

矩等于阻力矩以避免产生功率循环现象；

[0011] 步骤4、继续增大所述高挡离合器的油压，使得离合器的主、从动片的转速达到相

同时，所述高挡离合器由滑摩状态变为结合状态，以完成动力升挡；

[0012] 步骤5、在动力升挡完成时刻，控制高挡离合器的油压跃升，以增加高挡离合器的

结合裕度，同时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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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发明所述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的特点也在于，

[0014] 所述步骤1和步骤2中，低挡离合器所保持不变时的油压为低挡离合器保持同步结

合运动的锁止油压p6，并通过式(1)得到：

[0015]

[0016] 式(1)中：iL为升挡前低挡位的传动比；kL为升挡前低挡离合器静摩擦力矩的比例

系数，TL为升挡前低挡位传递的转矩。

[0017] 所述步骤3中，转矩交接阶段结束时的油压p2是通过式(2)得到：

[0018]

[0019] 式(2)中：iL为升挡前低挡位的传动比，iH为升挡后高挡位的传动比，kH为升挡后高

挡离合器静摩擦力矩的比例系数，TL为升挡前低挡位传递的转矩。

[0020] 所述步骤2中临界滑摩油压是按如下过程确定：

[0021] 步骤a、设定动力换挡变速器低挡位传动时输入转速为n1，输出转速为n2，则低挡位

传动时有

[0022] 令低挡位传动时低挡离合器油压为p6，试验测试离合器油压的单位变化差值为Δ

p，则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为p6-m·Δp；

[0023] 步骤b、控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入转速为n1保持不变，当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

压值为p6-m·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为n2保持不变；当第m+1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

压值为p6-(m+1)·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不为n2；当第m+2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

值为p6-(m+2)·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也不为n2，则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

p6-m·Δp为低挡离合器的临界滑摩油压。

[0024] 所述步骤2中，发动机所提高输出功率至PB是通过式(3)得到：

[0025] PB＝PA+PS               (3)

[0026] 式(3)中，PA为升挡前发动机的输出功率，PS为高挡离合器在转矩同步阶段结束时

滑摩损失功率，并通过式(4)得到：

[0027]

[0028] 式(4)中：iL为升挡前低挡位的传动比，iH为升挡后当高挡位的传动比，PA为升挡前

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0029] 所述步骤5中所述发动机所降低的输出功率PC为拖拉机的阻力功率Pf和发动机的

后备功率Pb之和。

[0030]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体现在：

[0031] 1、本发明动力换挡变速器在升挡过程中，控制一个离合器处于滑摩状态，另一个

离合器只处于结合或分离状态，使得动力换挡过程的控制更加简便精确。

[0032] 2、本发明动力换挡变速器在升挡过程中，通过控制离合器的油压，并在高挡离合

器增压过程中提高发动机输出功率，补偿离合器的滑摩功损失，实现动力不中断升挡过程。

[0033] 3、本发明通过控制高、低挡离合器的状态以及传递的转矩，即在低挡离合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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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挡离合器滑摩时，控制高挡离合器传递的转矩等于阻力矩，可有效地避免由于广泛采用

的双滑摩动力换挡控制方案在升挡过程中出现的功率循环现象。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动力换挡段动力学模型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动力升挡高低挡离合器油压控制规律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动力升挡发动机输出功率控制规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实施例中，一种避免动力换挡变速器升挡功率循环的控制方法，在换挡过程中

采取仅控制一个离合器存在滑摩状态，另一个离合器只存在结合或分离状态，以此在同样

实现动力不中断的条件下，使得动力换挡过程的控制更加简便精确，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

双滑摩方案在动力升挡控制过程中出现的功率循环现象。具体的说，参阅图1，以L挡升H挡

为例，结合图2和图3，并按如下步骤进行：

[0038] 步骤1、低挡离合器A上油压保持p6不变，增大高挡离合器B上的油压至p1，使高挡离

合器B克服空行程并进入转矩传递阶段；

[0039] 低挡离合器A所保持不变时的油压称为低挡离合器A保持同步结合运动的锁止油

压p6，并通过式(1)得到：

[0040]

[0041] 式(1)中：iL为L挡的传动比；kA为低挡离合器A上静摩擦力矩的比例系数，TA为离合

器A上传递的转矩。

[0042] 步骤2、在转矩传递阶段，降低低挡离合器A上的油压至临界滑摩油压p5，同时不断

增大高挡离合器B上的油压，使其做滑摩运动并处于滑摩状态；

[0043] 其中，临界滑摩油压是按如下过程确定：

[0044] 步骤a、设定动力换挡变速器低挡位传动时输入转速为n1，输出转速为n2，则低挡位

传动时有

[0045] 令低挡位传动时低挡离合器油压为p6，试验测试离合器油压的单位变化差值为Δ

p，则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为p6-m·Δp；

[0046] 步骤b、控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入转速为n1保持不变，当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

压值为p6-m·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为n2保持不变；当第m+1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

压值为p6-(m+1)·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不为n2；当第m+2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

值为p6-(m+2)·Δp时，动力换挡变速器输出转速也不为n2，则第m次降低低挡离合器油压值

p6-m·Δp为低挡离合器的临界滑摩油压。

[0047] 在滑摩状态中，提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由PA至PB，以补偿高挡离合器B上的滑摩功

损失，而低挡离合器A上的油压仍然保持为p5；

[0048] 通过式(2)得到发动机所提高的输出功率PB：

[0049] PB＝PA+P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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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式(2)中，PA为升挡前发动机的输出功率，PS为高挡离合器在转矩同步阶段结束时

滑摩损失功率，并通过式(3)得到：

[0051]

[0052] 式(3)中：iL为L挡的传动比，iH为H挡的传动比，PA为升挡前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0053] 步骤3、当高挡离合器B上的油压达到转矩交接阶段结束时的油压p2时，快速降低

低挡离合器A上的油压为0，使低挡离合器A处于分离状态，同时控制高挡离合器B上传递的

转矩等于阻力矩以避免产生功率循环现象；

[0054] 其中，转矩交接阶段结束时的油压p2是通过式(4)得到：

[0055]

[0056] 式(4)中：iL为L挡的传动比，iH为H挡的传动比，kB为高挡离合器B上静摩擦力矩的

比例系数，TA为抵挡离合器A上传递的转矩。

[0057] 在转矩交接阶段结束时，存在如式(5)所示的关系式：

[0058]

[0059] 在转速交接阶段继续增大高挡离合器B上的油压，存在如式(6)所示的关系式：

[0060]

[0061] 即转速交接阶段控制高挡离合器B继续增加油压，变速器的输出转矩Tout不断增

大，输出转速ωv不断增加，拖拉机并不会由于低挡离合器A的分离而出现动力中断或者减

速现象。

[0062] 式(5)和(6)中：iL、iH分别为L挡、H挡的传动比，TA、TB分别为离合器A、B上的传递转

矩，Tout为变速器的输出转矩。

[0063] 步骤4、继续增大高挡离合器B上的油压至p3，使得高挡离合器B上的主、从动片的

转速达到相同时，高挡离合器B由滑摩状态变为结合状态，以完成动力升挡；

[0064] 步骤5、在动力升挡完成时刻，控制高挡离合器B上的油压由p3跃升至p4，以增加高

挡离合器B上的结合裕度，同时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至PC；

[0065] 其中，发动机降低输出功率至PC是通过式(7)得到：

[0066] PC＝Pf+Pb    (7)

[0067] 式(7)中：Pf为拖拉机的阻力功率，Pb发动机的后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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