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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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145200.0

(22)申请日 2018.09.29

(71)申请人 吉泰车辆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 215028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长

路88号2.5产业园G1栋1001室

(72)发明人 吴春耘　梁志海　张兴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艾普利德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32297

代理人 陆明耀

(51)Int.Cl.

B60K 6/36(2007.10)

B60K 6/38(2007.01)

B60K 6/24(2007.01)

B60K 6/26(2007.10)

 

(54)发明名称

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了一种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

速器驱动系统，包括差速器，差速器的主减速齿

轮可由混动驱动组件驱动，混动驱动组件包括相

互平行的第一输入轴、第二输入轴以及第一输出

轴，第一输入轴与发动机连接，另一端与第二输

入轴连接；第二输入轴与辅助电机连接，离合器

与空套在第二输入轴上的第二空心轴固接，第二

空心轴与第一空心轴连接；第一空心轴通过齿轮

组件与第一输出轴连接，第一输出轴上设有第一

相连齿轮；还包括第二输出轴，第二输出轴通过

齿轮组件由第一空心轴驱动，第二输出轴上设有

第二相连齿轮。本发明主要体现在：结构简单，设

计精巧，在三个挡位中均能实现并联混动，动力

性能好，节油性能好，极大提高驾驶舒适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09203964 A

2019.01.15

CN
 1
09
20
39
64
 A



1.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包括差速器（100），所述差速器（100）的主减

速齿轮（101）可由混动驱动组件或/和纯电驱动组件驱动，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动驱动组件

至少包括设置在所述差速器（100）一侧相互平行的第一输入轴（1）、第二输入轴（2）以及第

一输出轴（3），所述第一输入轴（1）的一端与发动机（14）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一传动组件与

第二输入轴（2）连接；所述第二输入轴（2）通过离合器（4）的主动端（41）与辅助电机（22）的

转子刚性连接，所述离合器（4）的从动端（42）与空套在所述第二输入轴（2）上的第二空心轴

（5）固接，所述第二空心轴（5）通过第二传动组件与空套在所述第一输入轴（1）上的第一空

心轴（6）连接；所述第一空心轴（6）通过齿轮组件与所述第一输出轴（3）传动连接，所述第一

输出轴（3）上设有与所述主减速齿轮（101）相啮合的第一相连齿轮（31）；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差速器（100）另一侧与所述第一空心轴（6）平行的第二输出轴（7），

所述第二输出轴（7）通过所述齿轮组件由所述第一空心轴（6）驱动，所述第二输出轴（7）上

设有与所述主减速齿轮（101）相啮合的第二相连齿轮（7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一输入轴（1）上的第一主动传动齿轮（11），以及固设在所述第

二输入轴（2）上的第一从动传动齿轮（21），所述第一主动传动齿轮（11）和第一从动传动齿

轮（21）相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二空心轴（5）上的第二主动传动齿轮（51），以及固设在所述第

一空心轴（6）上的第二从动传动齿轮（61），所述第二主动传动齿轮（51）和第二从动传动齿

轮（61）相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输入轴（1）的一端依次通过减震盘（12）和飞轮（13）与所述发动机（14）的电机轴固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

组件至少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一空心轴（6）上的二挡主动齿轮（62）和双联齿轮（63），以及空

套在所述第一输出轴（3）上与所述二挡主动齿轮（62）相啮合的二挡从动齿轮（32）和与所述

双联齿轮（63）相啮合的三挡从动齿轮（33），所述二挡从动齿轮（32）和三挡从动齿轮（33）之

间还设有设置在所述第一输出轴（3）上的二三同步器（34），所述二三同步器（34）可选择地

与所述二挡从动齿轮（32）或三挡从动齿轮（33）传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齿轮

组件还包括空套在所述第二输出轴（7）上与所述双联齿轮（63）相啮合的一挡从动齿轮

（72），以及位于所述一挡从动齿轮（72）一侧设置在所述第二输出轴（7）上的一挡同步器

（73），所述一挡同步器（73）可与所述一挡从动齿轮（72）传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纯电

驱动组件包括设置在变速箱内相互平行的第三输入轴（8）和第三输出轴（9），所述第三输入

轴（8）的一端通过连接组件与主驱动电机（81）连接，所述第三输入轴（8）和第三输出轴（9）

之间通过第三传动组件连接，所述第三输出轴（9）上设有与所述主减速齿轮（101）相啮合的

第三相连齿轮（9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

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主驱动电机（81）电机轴上的主动连接齿轮（83），以及固设在所述第三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203964 A

2



输入轴（8）上的从动连接齿轮（84），所述从动连接齿轮（84）与所述主动连接齿轮（83）啮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

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三输入轴（8）上的第三主动传动齿轮（82），以及固设在所述第

三输出轴（9）上的第三从动传动齿轮（92），所述第三从动传动齿轮（92）和所述第三主动传

动齿轮（82）啮合。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输出轴（7）上还固设有一驻车棘轮（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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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合动力汽车技术领域，具体而言，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混合动力的三

挡变速器驱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面对能源和环保的压力，许多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鼓励混合动力车辆及

其相关配套系统的开发和推广。混合动力汽车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动力源联

合驱动的车辆，其中混合动力电动车需要至少有一种动力源提供电能。油电混合动力车是

最早接受开发，目前发展最为广泛和成熟的混合动力车，其以传统的使用发动机的燃油汽

车为基础，增加电动机作为第二动力驱动力，根据不同的工况适当地选择驱动模式。

[0003] 如公布号CN108382188A公布了一种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系统，包括发动机、第一电

机、第二电机、变速器和双离合器；所述变速器包括一挡齿轮对、二挡齿轮对、三挡齿轮对和

变速器输出轴，其中一挡齿轮对由一挡动力动力输入齿轮和一挡动力输出齿轮组成，二挡

齿轮对由二挡动力输入齿轮和二挡动力输出齿轮组成，三挡齿轮对由三挡动力输入齿轮和

三挡动力输出齿轮组成；所述一挡动力输出齿轮、二挡动力输出齿轮和三挡动力输出齿轮

均固定于所述变速器输出轴上；所述发动机与第一电机的转子刚性连接，所述第一电机与

所述双离合器的主动盘通过第一输入轴刚性连接，所述三挡动力输入齿轮可转动地设置于

所述第一输入轴上，并且与所述双离合器的第一从动盘固定；所述双离合器的第二从动盘

与所述第二电机的转子通过第二输入轴传动连接，并且所述二挡动力输入齿轮和一挡动力

输入齿轮均可转动设置于所述第二输入轴上，并且所述第二输入轴上设置有换挡机构，所

述变速器的换挡机构可选择地将动力传递至一挡动力输入齿轮或二挡动力输入齿轮。

[0004] 上述混合动力汽车动力系统存在如下缺陷：1、第二电机以两个挡位驱动，发动机

以三个挡位驱动，这样导致混动模式下，发动机和第二电机不能满足所有挡位，不能很好地

满足动力性和经济性要求；2、第一电机需反拖发动机启动直至发动机至高效经济区，而第

一电机与发动机采用同轴设计，则需要匹配更大规格的第一电机，增加企业成本，同时，也

增加了设计难度，如何将更大规格的第一电机放置原空间内也成为难题；3、驱动系统结构

复杂，占用空间大、搭载不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

驱动系统。

[0006]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一种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包括差速器，所述差速器的主减速齿轮可

由混动驱动组件或/和纯电驱动组件驱动，所述混动驱动组件至少包括设置在所述差速器

一侧相互平行的第一输入轴、第二输入轴以及第一输出轴，所述第一输入轴的一端与发动

机连接，另一端通过第一传动组件与第二输入轴连接；所述第二输入轴通过离合器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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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与辅助电机的转子刚性连接，所述离合器的从动端与空套在所述第二输入轴上的第二空

心轴固接，所述第二空心轴通过第二传动组件与空套在所述第一输入轴上的第一空心轴连

接；所述第一空心轴通过齿轮组件与所述第一输出轴传动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上设有与

所述主减速齿轮相啮合的第一相连齿轮；

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差速器另一侧与所述第一空心轴平行的第二输出轴，所述第二输出

轴通过所述齿轮组件由所述第一空心轴驱动，所述第二输出轴上设有与所述主减速齿轮相

啮合的第二相连齿轮。

[0007] 优选的，所述第一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一输入轴上的第一主动传动齿轮，

以及固设在所述第二输入轴上的第一从动传动齿轮，所述第一主动传动齿轮和第一从动传

动齿轮相啮合。

[0008] 优选的，所述第二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二空心轴上的第二主动传动齿轮，

以及固设在所述第一空心轴上的第二从动传动齿轮，所述第二主动传动齿轮和第二从动传

动齿轮相啮合。

[0009] 优选的，所述第一输入轴的一端依次通过减震盘和飞轮与所述发动机的电机轴固

接。

[0010] 优选的，所述齿轮组件至少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一空心轴上的二挡主动齿轮和双联

齿轮，以及空套在所述第一输出轴上与所述二挡主动齿轮相啮合的二挡从动齿轮和与所述

双联齿轮相啮合的三挡从动齿轮，所述二挡从动齿轮和三挡从动齿轮之间还设有设置在所

述第一输出轴上的二三同步器，所述二三同步器可选择地与所述二挡从动齿轮或三挡从动

齿轮传动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齿轮组件还包括空套在所述第二输出轴上与所述双联齿轮相啮合的

一挡从动齿轮，以及位于所述一挡从动齿轮一侧设置在所述第二输出轴上的一挡同步器，

所述一挡同步器可与所述一挡从动齿轮传动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纯电驱动组件包括设置在变速箱内相互平行的第三输入轴和第三输

出轴，所述第三输入轴的一端通过连接组件与主驱动电机连接，所述第三输入轴和第三输

出轴之间通过第三传动组件连接，所述第三输出轴上设有与所述主减速齿轮相啮合的第三

相连齿轮。

[0013] 优选的，所述连接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主驱动电机电机轴上的主动连接齿轮，以

及固设在所述第三输入轴上的从动连接齿轮，所述从动连接齿轮与所述主动连接齿轮啮

合。

[0014] 优选的，所述第三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三输入轴上的第三主动传动齿轮，

以及固设在所述第三输出轴上的第三从动传动齿轮，所述第三从动传动齿轮和所述第三主

动传动齿轮啮合。

[0015] 优选的，所述第二输出轴上还固设有一驻车棘轮。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1、结构简单，设计精巧，在三个挡位中均能实现并联混动，动力性能好，节油性能好，极

大提高驾驶舒适性；

2、辅助电机采用偏置，不与发动机处于在同一轴上，通过第一传动组件满足反拖发动

机所需的转速、扭矩等，即可选用更小规格的辅助电机，降低成本，同时，便于设计布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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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更加合理；

3、车辆启动时，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以主驱动电机进行驱动，驱动车辆至发动机可在

高效经济区工作的车速时，辅助电机预先启动发动机并使其在高效经济区车速中介入驱

动，实现并联混动，并可逐渐代替主驱动电机驱动，可极大地降低油耗，大大地节省成本；

4、在发动机换挡过程中主驱动电机补充动力差值保证系统换挡时动力不中断，提升驾

驶的舒适性；

5、将传统意义上的倒挡去掉，通过主驱动电机倒转即可实现倒挡；

6、在主驱动电机单独工作的情况下，如电池包电量低于一定的设定值，辅助电机启动

发动机，发动机启动至高效经济区通过辅助电机发电直接驱动主动电机或为电池包充电，

当停车状态下发动为电池包补充电量；

6、车辆制动时，通过主驱动电机进行回收能量，避免能量的浪费；

7、发动机可在任一挡位上均可工作，实现较大范围的介入，适用于更多复杂的工况；

9、辅助电机在发动机并联介入系统工作时，可产生负载使发动机尽量逼近高校区工

作，且产生的负载可用于发电，更节能。

[0017] 10、本系统更紧凑，重量轻、体积小，有利于整车搭载。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图1：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将结合附图所示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这些实施方式并

不限于本发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这些实施方式所做出的结构、方法、或功能上的

变换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2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揭示了一种基于混合动力的三挡变速器驱动系统，包括差速器

100，所述差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可由混动驱动组件或/和纯电驱动组件驱动，所述差

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与汽车的轮毂连接。

[0021] 本发明中，所述混动驱动组件至少包括设置在所述差速器100一侧相互平行的第

一输入轴1、第二输入轴2以及第一输出轴3，所述第一输入轴1的一端依次通过减震盘12和

飞轮13与所述发动机14的电机轴固接，为发动机提供惯性及稳定输出。所述第二输入轴2的

一端通过离合器4的主动端41与辅助电机22的转子刚性连接，所述第一输入轴1和第二输入

轴2之间通过第一传动组件传动连接。

[0022] 当所述离合器4处于分离状态时，启动所述辅助电机22，所述辅助电机22转动通过

所述离合器4的主动端41驱动上所述第二输入轴2转动，从而通过第一传动组件和第一输入

轴1反拖发动机14启动，直至转动至经济高校区，以节省油耗。另外，所述辅助电机采用偏

置，不与所述发动机14处于同一轴上，通过第一传动组件满足反拖所述发动机14所需的转

速、扭矩等，即可选用更小规格的所述辅助电机22，降低成本，同时，便于设计布局，使布局

更加合理。进一步的，所述第一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一输入轴1上的第一主动传动齿

轮11，以及固设在所述第二输入轴2上的第一从动传动齿轮21，所述第一主动传动齿轮1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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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动传动齿轮21相啮合。

[0023] 所述离合器4的从动端42与空套在所述第二输入轴2上的第二空心轴5固接，所述

第二空心轴5通过第二传动组件与空套在所述第一输入轴1上的第一空心轴6连接。具体的，

所述第二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二空心轴5上的第二主动传动齿轮51，以及固设在所

述第一空心轴6上的第二从动传动齿轮61，所述第二主动传动齿轮51和第二从动传动齿轮

61相啮合。

[0024] 本发明中，所述第一空心轴6通过齿轮组件与所述第一输出轴3传动连接，所述第

一输出轴3上设有与所述主减速齿轮101相啮合的第一相连齿轮31，所述第一相连齿轮31转

动时可驱动所述主减速齿轮101同步转动。另外，所述差速器100的  另一侧设有与所述第一

空心轴6平行的第二输出轴7，所述第二输出轴7通过齿轮组件由所述第一空心轴6驱动，所

述第二输出轴7上设有与所述主减速齿轮101相啮合的第二相连齿轮71，所述第二相连齿轮

71转动时可驱动所述主减速齿轮101同步转动。

[0025] 下面简单阐述一下所述齿轮组件的具体结构：所述齿轮组件至少包括固设在所述

第一空心轴6上的二挡主动齿轮62和双联齿轮63，以及空套在所述第一输出轴3上与所述二

挡主动齿轮62相啮合的二挡从动齿轮32和与所述双联齿轮63相啮合的三挡从动齿轮33，所

述二挡从动齿轮32和三挡从动齿轮33之间还设有设置在所述第一输出轴3上的二三同步器

34，所述二三同步器34可选择地与所述二挡从动齿轮32或三挡从动齿轮33传动连接。所述

齿轮组件还包括空套在所述第二输出轴7上与所述双联齿轮63相啮合的一挡从动齿轮72，

以及位于所述一挡从动齿轮72一侧设置在所述第二输出轴7上的一挡同步器73，所述一挡

同步器73可与所述一挡从动齿轮72传动连接。本发明中所述第二输出轴7上还固设有一驻

车棘轮74，当然，驻车棘轮74亦可设置在其他位置，本发明不做具体限定。

[0026] 进一步的，所述纯电驱动组件包括设置在变速箱内相互平行的第三输入轴8和第

三输出轴9，所述第三输入轴8的一端通过连接组件与主驱动电机81连接。进一步的，所述连

接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主驱动电机81电机轴上的主动连接齿轮83，以及固设在所述第三输

入轴8上的从动连接齿轮84，所述从动连接齿轮84与所述主动连接齿轮83啮合。所述第三输

入轴8和第三输出轴9之间通过第三传动组件连接，所述第三传动组件包括固设在所述第三

输入轴8上的第三主动传动齿轮82，以及固设在所述第三输出轴9上的第三从动传动齿轮

92，所述第三从动传动齿轮92和所述第三主动传动齿轮82啮合。所述第三输出轴9上设有与

所述主减速齿轮101相啮合的第三相连齿轮91。

[0027] 本发明的第一设计要点在于：车辆在由所述主驱动电机单独驱动时，可将车辆驱

动至高效经济器，待车辆进入高效经济区工作的车速时，所述辅助电机预先启动所述发动

机后，所述离合器闭合，并使其在高效经济区车速中介入驱动，实现并联混动，并可逐渐代

替主驱动电机驱动，可极大地降低油耗，大大地节省成本。同时，所述发动机在换挡过程中，

所述主驱动电机可补充动力差值保证系统换挡时动力不中断，提升驾驶的舒适性。

[0028] 本发明的第二设计要点在于：所述辅助电机为永磁同步电机，为汽车起动发电一

体机，通过离合器设置在所述第二输入轴2上，就是直接以某种瞬态功率较大的电机替代传

统的电机，在车辆起步阶段时反拖发动机启动，直至发动机转动至高效经济区，所述离合器

闭合，所述发动机介入驱动，实现并联混动，并可逐渐代替主驱动电机驱动，可极大地降低

油耗，大大地节省成本。当刹车时，所述辅助电机61是回馈制动，回馈制动又称再生发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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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以回收制动能量的节能效果。总之这是一种介于混合动力和传统汽车之间的一种成

本低廉的节能和环保方案。

[0029] 本发明中的第三设计要点在于：通过该设计，在混动过程中实现所述第三输出轴9

和第一输出轴3或第二输出轴7上的两个功率相加。又因为功率是衡量汽车最高速度的物理

量，功率越大的汽车的最高速度也越大，其爬坡性能以及加速性能也愈好。同时，所述第三

输出轴9和第一输出轴3或第二输出轴7均有单独的驱动装置驱动，可以彼此独立的输出贡

献扭矩。

[0030] 下面简单阐述一下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当车辆处于倒挡时，所述离合器4处于分离状态，所述主驱动电机81启动并反转，所述

发动机14不进行动力输送，其动力传动路线如下：所述主驱动电机81—主动连接齿轮83—

从动连接齿轮84—第三输入轴8—第三主动传动齿轮82—第三从动传动齿轮92—第三输出

轴9—第三相连齿轮91—差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完成动力传输。

[0031] 当车辆处于纯电驱动状态时，所述离合器4处于分离状态，所述主驱动电机81启

动，其动力传动路线如下：所述主驱动电机81—主动连接齿轮83—从动连接齿轮84—第三

输入轴8—第三主动传动齿轮82—第三从动传动齿轮92—第三输出轴9—第三相连齿轮

91—差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完成动力传输。同时，所述辅助电机22可启动，反拖所述

发动机14转动。

[0032] 当车辆处于一挡混动状态时，所述离合器4处于结合状态，所述发动机14启动，其

动力传递路线如下：发动机14—第一输入轴1—第一主动传动齿轮11—第一从动传动齿轮

21—离合器4—第二主动传动齿轮51—第二从动传动齿轮61—第一空心轴6—双联齿轮

63—一挡从动齿轮72—第二输出轴7—第二相连齿轮71—差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完

成动力传输。同时，所述主驱动电机81也可启动，其动力传动路线如下：所述主驱动电机

81—主动连接齿轮83—从动连接齿轮84—第三输入轴8—第三主动传动齿轮82—第三从动

传动齿轮92—第三输出轴9—第三相连齿轮91—差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完成动力传

输。此时，所述第三相连齿轮91的转速等于所述第二相连齿轮71的转速。

[0033] 当车辆处于二挡混动状态时，所述离合器4处于结合状态，所述发动机14启动，其

动力传递路线如下：发动机14—第一输入轴1—第一主动传动齿轮11—第一从动传动齿轮

21—离合器4—第二主动传动齿轮51—第二从动传动齿轮61—第一空心轴6—二挡主动齿

轮62—二挡从动齿轮32—第一输出轴3—第一相连齿轮31—差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

完成动力传输。同时，所述主驱动电机81也可启动，其动力传动路线如下：所述主驱动电机

81—主动连接齿轮83—从动连接齿轮84—第三输入轴8—第三主动传动齿轮82—第三从动

传动齿轮92—第三输出轴9—第三相连齿轮91—差速器100的主减速齿轮101，完成动力传

输。此时，所述第三相连齿轮91的转速等于所述第一相连齿轮31的转速。

[0034] 当车辆处于三挡混动状态时，其动力传递路线与二挡混动状态时的状态雷同，就

不做过多赘述。另外，本发明中，挡位的排布只是本发明中的一个实施例，以便于理解。当

然，也可为其他方式排布，其他方式排布均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畴，因此，不做过多赘述。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1、结构简单，设计精巧，在三个挡位中均能实现并联混动，动力性能好，节油性能好，极

大提高驾驶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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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辅助电机采用偏置，不与发动机处于在同一轴上，通过第一传动组件满足反拖发动

机所需的转速、扭矩等，即可选用更小规格的辅助电机，降低成本，同时，便于设计布局，使

布局更加合理；

3、车辆启动时，离合器处于分离状态，以主驱动电机进行驱动，驱动车辆至发动机可在

高效经济区工作的车速时，辅助电机预先启动发动机并使其在高效经济区车速中介入驱

动，实现并联混动，并可逐渐代替主驱动电机驱动，可极大地降低油耗，大大地节省成本；

4、在发动机换挡过程中主驱动电机补充动力差值保证系统换挡时动力不中断，提升驾

驶的舒适性；

5、将传统意义上的倒挡去掉，通过主驱动电机倒转即可实现倒挡；

6、在主驱动电机单独工作的情况下，如电池包电量低于一定的设定值，辅助电机启动

发动机，发动机启动至高效经济区通过辅助电机发电直接驱动主动电机或为电池包充电，

当停车状态下发动为电池包补充电量；

6、车辆制动时，通过主驱动电机进行回收能量，避免能量的浪费；

7、发动机可在任一挡位上均可工作，实现较大范围的介入，适用于更多复杂的工况；

9、辅助电机在发动机并联介入系统工作时，可产生负载使发动机尽量逼近高校区工

作，且产生的负载可用于发电，更节能；

10、本系统更紧凑，重量轻、体积小，有利于整车搭载。

[0036] 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含一

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将说

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0037] 上文所列出的一系列的详细说明仅仅是针对本发明的可行性实施方式的具体说

明，它们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技艺精神所作的等效实施方式

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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