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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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718977.0

(22)申请日 2017.08.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55428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09

(73)专利权人 东风汽车公司

地址 430056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风大道特1号

(72)发明人 章国光　雷君　都亚博　付丽　

王恒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开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2104

代理人 俞鸿

(51)Int.Cl.

B60K 6/442(2007.01)

B60K 6/547(2007.01)

B60K 6/36(2007.10)

B60K 6/40(2007.01)

B60L 50/16(2019.01)

(56)对比文件

CN 102844210 A,2012.12.26,

CN 205168164 U,2016.04.20,

JP H0891065 A,1996.04.09,

CN 206201957 U,2017.05.31,

WO 2017110427 A1,2017.06.29,

审查员 刘亚运

 

(54)发明名称

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

动力传动系统，电机输入轴上固连有电机输入齿

轮，发电机输入轴上固连有发电机输入齿轮，发

动机上固连有发动机输入齿轮，发动机输入齿轮

与发电机输入齿轮啮合，主减速器上固连有减速

器齿轮，发动机输入轴上空套有与电机输入齿轮

啮合的双联齿轮，发电机输入轴上连接有与减速

器齿轮啮合的发电机齿轮组，双联齿轮与减速器

齿轮之间通过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传递动力。

通过齿轮空套及同轴安装布置，减小尺寸，通过

发动机与电机在各种工况下的配合工作，使得发

动机、驱动电机均能够在高效率区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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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包括驱动电机(1)、与驱动电机(1)连接

的电机输入轴(2)、发电机(3)、与发电机(3)连接的发电机输入轴(4)、发动机(5)、与发动机

(5)连接的发动机输入轴(6)、驱动轴(7)和设置于驱动轴(7)上的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机输入轴(2)与所述发动机输入轴(6)之间通过第一齿轮组传递动力；所述发动机输入

轴(6)与所述驱动轴(7)之间通过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传递动力；所述发动机输入轴(6)

与所述发电机输入轴(4)之间通过第二齿轮组传递动力；所述发电机输入轴(4)与所述传动

装置之间通过第三齿轮组传递动力；

所述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包括发动机输出轴(18)、设置于发动机输入轴(6)和发动

机输出轴(18)上的低挡齿轮组和高挡齿轮组以及设置于发动机输出轴(18)上的同步器

(22)，所述同步器(22)位于低挡齿轮组与高挡齿轮组之间；所述发动机输出轴(18)与传动

装置之间通过第四齿轮组传递动力。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齿轮组包括固连于电机输入轴(2)上的电机输入齿轮(9)和空套在发动机输入轴(6)上、

与电机输入齿轮(9)啮合的第一齿轮(1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低

挡齿轮组包括空套在发动机输入轴(6)上的第一齿轮(13)和空套在发动机输出轴(18)上于

第一齿轮(13)啮合的低挡齿轮(20)。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

挡齿轮组包括空套在发动机输入轴(6)上的第二齿轮(14)和空套在发动机输出轴(18)上与

第二齿轮(14)啮合的高挡齿轮(2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

动装置为主减速器(8)；所述第四齿轮组包括固连于发动机输出轴(18)上的发动机输出齿

轮(19)和固连于主减速器(8)上与发动机输出齿轮(19)啮合的减速器齿轮(1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齿轮组包括固连于发动机输入轴(6)上的发动机输入齿轮(11)和固连于发电机输入轴

(4)上与发动机输入齿轮(11)啮合的发电机输入齿轮(10)。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

动装置为主减速器(8)；所述第三齿轮组包括空套于发电机输入轴(4)上的第三齿轮(16)和

固连于主减速器(8)上与第三齿轮(16)啮合的减速器齿轮(12)，所述第三齿轮(16)连接有

第一离合器(15)。

8.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齿轮(13)连接有第二离合器(17)。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驱

动电机(1)、发电机(3)和发动机(5)均位于驱动轴(7)的前方，所述发电机(3)位于发动机

(5)的同侧或异侧，所述驱动电机(1)位于发动机(5)的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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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合动力汽车的传动结构技术领域，具体地指一种混合动力汽车的多

模式动力传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节能与环保已经成为汽车技术发展的两大主题，近年来，实现降低油耗和排放的

混合动力汽车，得到了开发应用，并在商用化、产业化进程上发展迅速，目前已量产的混合

动力汽车有丰田普锐斯、三菱OUTLANDER  PHEV、比亚迪秦等等。

[0003] 目前，汽车混合动力装置有多种方案，各自存在优缺点。例如，上海纳铁福传动有

限公司的“混合动力汽车用动力总成”(中国专利号CN205439956U)，为双电机多模式方案。

发电机通过第一齿轮组与内燃机相连接，内燃机与第一齿轮组之间设有离合器，第一齿轮

组通过第二齿轮组与左驱动轮，右驱动轮连接，第一齿轮组与第二齿轮组之间设有断开机

构，第二齿轮组通过同步器相连接。该方案可解决混合动力汽车高速电机成本高、汽车加速

能力差和爬坡能力低的缺点，改善性能。但该方案轴系太多、尺寸太大，不利于整车布置，同

时发动机动力输出时只有一个挡位，不利于经济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背景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利于整车布置、具有多

种挡位的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

[0005] 为实现此目的，本发明所设计的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包括驱动

电机、与驱动电机连接的电机输入轴、发电机、与发电机连接的发电机输入轴、发动机、与发

动机连接的发动机输入轴、驱动轴和设置于驱动轴上的传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输

入轴与所述发动机输入轴之间通过第一齿轮组传递动力；所述发动机输入轴与所述驱动轴

之间通过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传递动力；所述发动机输入轴与所述发电机输入轴之间通

过第二齿轮组传递动力；所述发电机输入轴与所述传动装置之间通过第三齿轮组传递动

力。

[0006] 具体的，所述第一齿轮组包括固连于电机输入轴上的电机输入齿轮和空套在发动

机输入轴上、与电机输入齿轮啮合的第一齿轮。

[0007] 具体的，所述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包括发动机输出轴、设置于发动机输入轴和

发动机输出轴上的低挡齿轮组和高挡齿轮组以及设置于发动机输出轴上的同步器，所述同

步器位于低挡齿轮组与高挡齿轮组之间；所述发动机输出轴与传动装置之间通过第四齿轮

组传递动力。

[0008] 具体的，所述低挡齿轮组包括空套在发动机输入轴上的第一齿轮和空套在发动机

输出轴上于第一齿轮啮合的低挡齿轮。

[0009] 具体的，所述传动装置为主减速器；所述高挡齿轮组包括空套在发动机输入轴上

的第二齿轮和空套在发动机输出轴上与第二齿轮啮合的高挡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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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具体的，所述第四齿轮组包括固连于发动机输出轴上的发动机输出齿轮和固连于

主减速器上与发动机输出齿轮啮合的减速器齿轮。

[0011] 具体的，所述第二齿轮组包括固连于发动机输入轴上的发动机输入齿轮和固连于

发电机输入轴上与发动机输入齿轮啮合的发电机输入齿轮。

[0012] 优选的，发动机输入轴与传动装置之间连接有第一离合器。

[0013] 具体的，所述传动装置为主减速器；所述第三齿轮组包括空套于发电机输入轴上

的第三齿轮和固连于主减速器上与第三齿轮啮合的减速器齿轮，所述第三齿轮连接有第一

离合器。

[0014] 优选的，发动机输入轴与电机输入轴之间以及发动机输入轴与发动机输出轴之间

均连接有第二离合器。

[0015] 优选的，所述第一齿轮连接有第二离合器。

[0016]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驱动电机、发电机和发动机均位于驱动轴的前方，所述发电机

位于发动机的同侧或异侧，所述驱动电机位于发动机的异侧。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齿轮空套及同轴安装布置，减小尺寸，通过发动机与电

机在各种工况下的配合工作，使得发动机、驱动电机均能够在高效率区间工作，发动机由发

电机带动点火，发动机动力能够更多的介入驱动车辆行驶，提高车辆的动力性，同时降低了

油耗。

[0018] 车辆起步时纯电驱动，同步器与低挡齿轮连接，此时驱动电机动力通过低挡齿轮、

同步器传递至输出轴；当车辆车速超过某一设定值后，由发动机驱动车辆行驶，此时发电机

带动发动机点火，然后发电机输入轴的离合器结合，发动机动力通过发电机输入轴传递至

减速器齿轮，从而驱动车辆；车辆高速行驶时，由驱动电机高挡驱动车辆，此时同步器与高

挡齿轮结合，驱动电机动力通过高挡齿轮、同步器传递至驱动轴，驱动车辆；当车辆行驶所

需动力大于驱动电机或者发动机动力时，车辆并联驱动，此时离合器结合，同步器与低挡齿

轮或高挡齿轮结合，低速时驱动电机与发电机共同驱动车辆，中高速时驱动电机与发动机

共同驱动车辆；当动力电池组电量不足时，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给电池组充电，此时车

辆在串联模式下行驶。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中动力传动系统的一种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中动力传动系统的另一种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驱动电机，2—电机输入轴，3—发电机，4—发电机输入轴，5—发动机，

6—发动机输入轴，7—驱动轴，8—主减速器，9—电机输入齿轮，10—发电机输入齿轮，11—

发动机输入齿轮，12—减速器齿轮，13—第一齿轮，14—第二齿轮，15—第一离合器，16—第

三齿轮，17—第二离合器，18—发动机输出轴，19—发动机输出齿轮，20—低挡齿轮，21—高

挡齿轮，22—同步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3] 如图1所示的混合动力汽车的多模式动力传动系统，包括驱动电机1、与驱动电机1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7554280 B

4



连接的电机输入轴2、发电机3、与发电机3连接的发电机输入轴4、发动机5、与发动机5连接

的发动机输入轴6、驱动轴7和设置于驱动轴7上的主减速器8；发电机3位于发动机5的同侧，

驱动电机1位于发动机5的异侧。电机输入轴2上固连有电机输入齿轮9，发电机输入轴4上固

连有发电机输入齿轮10，发动机5上固连有发动机输入齿轮11，发动机输入齿轮11与发电机

输入齿轮10啮合，主减速器8上固连有减速器齿轮12。

[0024] 发动机输入轴6上空套有与电机输入齿轮9啮合的双联齿轮，双联齿轮包括空套在

发动机输入轴6上的第一齿轮13和第二齿轮14，第一齿轮13与电机输入齿轮9啮合，第一齿

轮13连接有第一离合器15。双联齿轮与减速器齿轮12之间通过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传递

动力。发动机输出轴18上固连有发动机输出齿轮19，发动机输出齿轮19与减速器齿轮12啮

合，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连接于发动机输出轴18上。同步器高低挡切换机构包括空套在

发动机输出轴18上的低挡齿轮20和高挡齿轮21，低挡齿轮20与第一齿轮13啮合，高挡齿轮

21与第二齿轮14啮合，低挡齿轮20与高挡齿轮21之间设有同步器22。发电机输入轴4上连接

有与减速器齿轮12啮合的发电机齿轮组，发电机齿轮组包括空套在发电机输入轴4上的第

三齿轮16，第三齿轮16与减速器齿轮12啮合。

[0025] 如图2所示，为实现发动机5三个挡位的驱动，第三齿轮16连接有第二离合器17。

[0026] 本发明的传动系统的各工作模式的工作状态如下：

[0027] 纯电动模式：在纯电动模式下，有两个挡位可以选择，第一离合器15、第二离合器

17均处于分离状态(若选用图1所示的连接方式，则第一离合器15处于分离状态即可)，同步

器22与低挡齿轮20或高齿轮21结合，驱动电机1的电机输入齿轮9、双联齿轮、低挡齿轮20或

高挡齿轮21传递给发动机输出轴18，最终通过发动机输出齿轮19传递给主减速器8驱动车

辆，此时发动机5和发电机3不工作。

[0028] 发动机驱动模式：有三个挡位可以选择。第二离合器17结合，同步器22与低挡齿轮

20或高挡齿轮21结合，发动机5的动力通过发动机输入轴6、双联齿轮、低挡齿轮20或高挡齿

轮21传递至发动机输出轴18，最终通过发动机输出齿轮19和减速器齿轮12传递至主减速器

8驱动车辆，通过切换同步器22与高挡齿轮21或低挡齿轮20结合，发动机5可以实现两个挡

位切换；第一离合器15结合，离合器17断开，发动机5的动力通过发动机输入齿轮11和发电

机输入齿轮10输出至发电机输入轴4，通过第三齿轮16和减速器齿轮12传递至主减速器8驱

动车辆，此时发动机5通过三个挡位驱动车辆(若采用图1所示的连接方式，则发动机驱动模

式只有通过发电机输入齿轮10输出至主减速器8来驱动车辆这一种模式)。

[0029] 串联驱动模式：当动力电池组的电量低于某一数值后，发动机5带动发电机3发电，

给动力电池组充电，第一离合器15和第二离合器17断开(若选用图1所示的连接方式，则第

一离合器15处于分离状态即可)，同步器22与低挡齿轮20或高挡齿轮21结合，由驱动电机1

通过电机输入齿轮9、双联齿轮、低挡齿轮20或高挡齿轮21传递至发动机输出轴18，最后通

过发动机输出齿轮19驱动减速器齿轮12，从而将动力传递至主减速器8，驱动车辆。

[0030] 并联驱动模式：第二离合器17结合，发动机5的动力与驱动电机1的动力在双联齿

轮耦合后传递至发动机输出轴18最后通过发动机输出齿轮19、减速器齿轮12传递至主减速

器8驱动车辆，发动机5与驱动电机1共同驱动车辆；高速时，第一离合器15结合，同步器22与

高挡齿轮21结合，发动机1与驱动电机3动力在发动机输出轴18上耦合同后同通过发动机输

出齿轮19传递至主减速器8共同驱动车辆。此时发电机3可给驱动电机1充电，同时可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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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至减速器齿轮12驱动车辆。

[0031] 若采用图1所示的连接方式，则车辆在加速和爬坡时，车辆所需功率、扭矩超过驱

动电机1的额定值时，发动机5与驱动电机1一起工作，发动机5的动力和驱动电机1的动力在

发动机输出齿轮18上耦合后传递到主减速器8，驱动车辆行驶，发动机5的多余动力带动发

电机3发电。此时，第一离合器15结合，同步器22与高挡齿轮20或低挡齿轮21结合，通过同步

器22选择不同的挡位，驱动电机3能够在高效区间工作。

[0032] 再生回收模式：在汽车滑行或制动减速时，发电机3进行能力再生，将车辆的动能

转换为电能，储存到动力电池组中。此时，第一离合器15和第二离合器17断开(若选用图1所

示的连接方式，则第一离合器15处于分离状态即可)，同步器22与低挡齿轮20或高挡齿轮21

结合。

[0033] 驻车发电模式：在必要的时候，如动力电池组电量较低时，可以由发动机5只驱动

发电机3发电，向动力电池组充电。此时，第一离合器15结合，第二离合器17断开(若选用图1

所示的连接方式，则第一离合器15处于分离状态即可)。

[0034] 倒挡模式：驱动电机1反转，同步器22与低挡齿轮20结合，第一离合器15断开，驱动

电机1的动力通过双联齿轮和抵挡齿轮20传递至发动机输出轴18最后通过发动机输出齿轮

19、减速器齿轮12传递至主减速器8驱动车辆。

[0035] 本发明的混合动力传动装置，发动机5与驱动电机1在各种工况下的配合工作，能

够使发动机5、驱动电机1大多时候都在高效区间工作，且换挡过程中无动力中断；双联齿轮

空套在发动机输入轴6，能够缩短传动装置轴向尺寸，整体结构紧凑，便于布置；发动机5由

发电机3带动点火，发动机5的动力能够更多的介入驱动车辆行驶，提高车辆的动力性，同时

降低了油耗。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结构做任何形式上的

限制。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

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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