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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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917749.5

(22)申请日 2019.09.26

(71)申请人 吉孚汽车技术(浙江)有限公司

地址 321000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龙潭路

589号仙华基地1#-1科研楼404

(72)发明人 张化东　任华林　郑勇　杨加丰　

(74)专利代理机构 芜湖安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4107

代理人 朱顺利

(51)Int.Cl.

F16H 3/66(2006.01)

F16H 3/72(2006.01)

F16H 57/023(2012.01)

F16H 57/037(2012.01)

 

(54)发明名称

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

包括驱动电机、发动机、第一离合器、第二离合

器、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外齿圈和制动器，拉

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包括与制动器连接的行星

架、与第一离合器连接的第一太阳轮、与第二离

合器连接的第二太阳轮、与外齿圈连接的内齿圈

以及设置于行星架上的第一行星齿轮和第二行

星齿轮，内齿圈和第一太阳轮与第一行星齿轮的

一端相啮合，第二行星齿轮与第一行星齿轮的另

一端相啮合且第二行星齿轮与第二太阳轮相啮

合。本发明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采用单电机

加发动机双输入驱动原件，成本降低且完全满足

现有混合动力变速箱的相关功能，方便实现工作

模式的切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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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包括驱动电机、发动机、输出轴、设置于输出轴上的输出从

动齿轮和与输出从动齿轮相啮合且与差速器总成连接的差速器从动齿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与所述发动机连接的第一离合器、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的第二离合器、拉维娜式行星

齿轮机构、外齿圈、制动器以及设置于所述输出轴上且与外齿圈相啮合的输出主动齿轮，拉

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包括与制动器连接的行星架、与第一离合器连接的第一太阳轮、与第

二离合器连接的第二太阳轮、与外齿圈连接的内齿圈以及设置于行星架上的第一行星齿轮

和第二行星齿轮，内齿圈和第一太阳轮与第一行星齿轮的一端相啮合，第二行星齿轮与第

一行星齿轮的另一端相啮合且第二行星齿轮与第二太阳轮相啮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离合器通过扭

转减震器与所述发动机连接，所述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位于第一离合器和所述第二离合

器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齿圈的直径

大于所述输出主动齿轮的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一所述的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太阳

轮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二太阳轮的直径，第一太阳轮与所述第一离合器的从动盘固定连接，

第二太阳轮与所述第二离合器的从动盘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所述的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在纯电驱动模

式下工作时，控制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述第二离合器结合，由所述

驱动电机输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所述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在纯发动机驱动模式下工作时，

控制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述第一离合器结合，控制所述第二离合器

分离，由所述发动机输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所述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在行车充电模式下工作时，控制

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述第一离合器和所述第二离合器结合，由所述

发动机输出动力，且发动机输出的一部分动力用于拖动驱动电机转动以进行发电，发动机

输出的另一部分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所述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在混动助力模式下工作时，控制

所述制动器松开，所述行星架可转动，控制所述第一离合器和所述第二离合器结合，由所述

发动机和所述驱动电机输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9.根据权利要求1至8任一所述的变速箱，其特征在于：在制动能量回收模式下工作时，

控制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述第二离合器结合，利用所述驱动电机进

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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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变速箱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汽车越来越多汽车成了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是汽车的尾气

排放也成为了环境污染的原因。为了改善日益恶化的汽车排放问题，国家已实行了相关措

施强制汽车厂商往小排量，轻量化，新能源方向发展。混合动力是目前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

过渡新能源方案。混合动力汽车一般都需要动力耦合机构来协调发动机与电机的动力输

出，还能选择动力输出模式，使发动机工作在经济区，并且兼顾了车辆的动力性和舒适性。

[0003] 现有混合动力耦合系统主要有行星轮式和离合器式。行星轮式混合动力耦合系统

的结构相对简单，模式较多，但是控制复杂。离合器式混合动力耦合系统的运行模式简单明

了，控制比较简单，驾驶模式的变换通过控制不同离合器的接合和断开来实现，但由于有时

需要驱动电机直接驱动汽车，进行驱动电机设计匹配时，驱动电机的功率、体积都会选择相

对较大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国内外的一些小区内行车倡导绿色出行，车辆在小

区内行驶时要求零排放及无噪声。因此，具有适时纯电动模式也应是混合动力汽车的不可

或缺的功能之一。

[0004] 而且现有混合动力变速箱大部分采用双电机加发动机三种驱动原件结构，成本高

且变速箱整体体积较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之一。为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用

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目的是降低成本。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包括驱动

电机、发动机、输出轴、设置于输出轴上的输出从动齿轮、与输出从动齿轮相啮合且与差速

器总成连接的差速器从动齿轮、与所述发动机连接的第一离合器、与所述驱动电机连接的

第二离合器、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外齿圈、制动器以及设置于所述输出轴上且与外齿圈

相啮合的输出主动齿轮，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包括与制动器连接的行星架、与第一离合

器连接的第一太阳轮、与第二离合器连接的第二太阳轮、与外齿圈连接的内齿圈以及设置

于行星架上的第一行星齿轮和第二行星齿轮，内齿圈和第一太阳轮与第一行星齿轮的一端

相啮合，第二行星齿轮与第一行星齿轮的另一端相啮合且第二行星齿轮与第二太阳轮相啮

合。

[0007] 所述第一离合器通过扭转减震器与所述发动机连接，所述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

位于第一离合器和所述第二离合器之间。

[0008] 所述外齿圈的直径大于所述输出主动齿轮的直径。

[0009] 所述第一太阳轮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二太阳轮的直径，第一太阳轮与所述第一离合

器的从动盘固定连接，第二太阳轮与所述第二离合器的从动盘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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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在纯电驱动模式下工作时，控制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述第

二离合器结合，由所述驱动电机输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0011] 在纯发动机驱动模式下工作时，控制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

述第一离合器结合，控制所述第二离合器分离，由所述发动机输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0012] 在行车充电模式下工作时，控制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述第

一离合器和所述第二离合器结合，由所述发动机输出动力，且发动机输出的一部分动力用

于拖动驱动电机转动以进行发电，发动机输出的另一部分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0013] 在混动助力模式下工作时，控制所述制动器松开，所述行星架可转动，控制所述第

一离合器和所述第二离合器结合，由所述发动机和所述驱动电机输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

[0014] 在制动能量回收模式下工作时，控制所述制动器制动，所述行星架被固定，控制所

述第二离合器结合，利用所述驱动电机进行发电。

[0015] 本发明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采用单电机加发动机双输入驱动原件，成本降低

且完全满足现有混合动力变速箱的相关功能，方便实现工作模式的切换控制；本发明的变

速箱结构紧凑，零部件数量少，方便布置，大大减少占用的轴向布置空间。

附图说明

[0016] 本说明书包括以下附图，所示内容分别是：

[0017] 图1是本发明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变速箱工作于纯电动驱动模式的动力传递路线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变速箱工作于纯发动机驱动模式的动力传递路线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的变速箱工作于行车充电模式的动力传递路线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的变速箱工作于混动助力模式的动力传递路线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的变速箱工作于制动能量回收模式的动力传递路线图；

[0023] 图中标记为：1、发动机；2、扭转减震器；3、第一离合器；4、制动器；5、第二离合器；

6、电子泵；7、驱动电机；8、变速器壳体；9、第二太阳轮；10、第一太阳轮；11、行星架；12、内齿

圈；13、外齿圈；14、驻车轮；15、输出轴；16、输出主动齿轮；17、输出从动齿轮；18、差速器总

成；19、离合器壳体；20、差速器从动齿轮；21、第一行星齿轮；22、第二行星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

说明，目的是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整、准确和深入的理

解，并有助于其实施。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在下述的实施方式中，所述的“第一”和“第二”并不代表结构和/或

功能上的绝对区分关系，也不代表先后的执行顺序，而仅仅是为了描述的方便。

[0026]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混合动力的变速箱，包括驱动电机7、发

动机、输出轴15、设置于输出轴15上的输出从动齿轮17、与输出从动齿轮17相啮合且与差速

器总成18连接的差速器从动齿轮20、与所述发动机连接的第一离合器3、与所述驱动电机7

连接的第二离合器5、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外齿圈13、制动器4以及设置于输出轴15上且

与外齿圈13相啮合的输出主动齿轮16，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包括与制动器4连接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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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11、与第一离合器3连接的第一太阳轮10、与第二离合器5连接的第二太阳轮9、与外齿圈

13连接的内齿圈12以及设置于行星架11上的第一行星齿轮21和第二行星齿轮22，内齿圈12

和第一太阳轮10与第一行星齿轮21的一端相啮合，第二行星齿轮22与第一行星齿轮21的另

一端相啮合且第二行星齿轮22与第二太阳轮9相啮合。

[0027] 具体地说，如图1至图6所示，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用于将来自发动机和/或驱动

电机7的动力传递至输出主动齿轮16，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位于第一离合器3和第二离合

器5之间。驱动电机7具有驱动和发电功能。驱动电机7与蓄电池电连接，可以为蓄电池充电，

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用于将来自发动机的动力传递至驱动电机7，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

构也可以用于将来自差速器总成18的动力传递至驱动电机7。拉维娜式行星齿轮机构、第一

离合器3、第二离合器5、外齿圈13和输出主动齿轮16设置于变速器壳体8中，第一太阳轮10

与第一离合器3连接，第一离合器3通过扭转减震器2与发动机连接，第一离合器3用于控制

发电机与第一太阳轮10的结合与分离。第二太阳轮9与第二离合器5连接，第二离合器5用于

控制驱动电机7与第二太阳轮9的结合与分离，第一太阳轮10与第二太阳轮9为同轴设置。第

一行星齿轮21和第二行星齿轮22为可旋转的设置于行星架11上，第一行星齿轮21设置多个

且所有第一行星齿轮21均匀分布在第一太阳轮10的四周，第二行星齿轮22也设置多个且所

有第二行星齿轮22均匀分布在第二太阳轮9的四周，第一行星齿轮21位于内齿圈12和第一

太阳轮10之间且第一行星齿轮21与内齿圈12和第一太阳轮10相啮合，第二行星齿轮22位于

第一行星齿轮21和第二太阳轮9之间且第二行星齿轮22与第一行星齿轮21和第二太阳轮9

相啮合，且内齿圈12和第一太阳轮10与第一行星齿轮21的一端相啮合，第二行星齿轮22与

第一行星齿轮21的另一端相啮合。

[0028] 如图1至图6所示，外齿圈13与内齿圈12为同轴固定连接，外齿圈13的直径大于输

出主动齿轮16的直径，输出轴15设置于变速器壳体8上，输出主动齿轮16与输出轴15为同轴

固定连接。第一太阳轮10的直径大于第二太阳轮9的直径，第一太阳轮10与第一离合器3的

从动盘固定连接，第一离合器3的主动盘与扭转减震器2固定连接，第二太阳轮9与第二离合

器5的从动盘固定连接，第二离合器5的主动盘与驱动电机7的转子固定连接。输出从动齿轮

17与输出轴15为同轴固定连接，输出从动齿轮17的直径小于差速器从动齿轮20的直径，输

出从动齿轮17与差速器从动齿轮20相啮合，差速器从动齿轮20与差速器总成18固定连接，

差速器总成18用于输出变速箱的动力至车辆的半轴，从而带动车轮转动，产生驱动车辆行

驶的驱动力。制动器4设置在变速器壳体8内部，制动器4用于控制行星架11的固定与松动。

第一离合器3、第二离合器5和制动器4的结构属于现有技术，故在此不再赘述。

[0029] 如图1和图2所示，在纯电驱动模式下工作时，控制制动器4制动，行星架11被固定，

控制第二离合器5结合，由驱动电机7输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具体地，发动机停止工作，控

制第二离合器5结合，控制制动器4制动，此时行星架11因制动器4制动而处于固定状态，行

星架11不能转动，驱动电机7产生的动力经第二离合器5传递到第二太阳轮9上，然后动力再

依次经第二行星齿轮22、第一行星齿轮21、内齿圈12、外齿圈13、输出主动齿轮16、输出轴

15、输出从动齿轮17和差速器从动齿轮20传递至差速器总成18，最后经半轴传递到车轮上。

[0030] 如图1和图3所示，在纯发动机驱动模式下工作时，汽车处于高速低扭矩工况，控制

制动器4制动，行星架11被固定，控制第一离合器3结合，控制第二离合器5分离，由发动机输

出动力驱动汽车行驶。具体地，驱动电机7停止工作，发动机工作，控制第一离合器3结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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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动器4制动，此时行星架11因制动器4制动而处于固定状态，行星架11不能转动，发动机

产生的动力经第一离合器3传递到第一太阳轮10上，然后动力再依次经第一行星齿轮21、内

齿圈12、外齿圈13、输出主动齿轮16、输出轴15、输出从动齿轮17和差速器从动齿轮20传递

至差速器总成18，最后经半轴传递到车轮上。

[0031] 如图1和图4所示，在行车充电模式下工作时，控制制动器4制动，行星架11被固定，

控制第一离合器3和第二离合器5结合，由发动机输出动力，且发动机输出的一部分动力用

于拖动驱动电机7转动以进行发电，发动机输出的另一部分动力驱动汽车行驶。具体地，当

蓄电池的电量不足时，需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发动机工作，控制第一离合器3和第二离合器5

结合，控制制动器4制动，此时行星架11因制动器4制动而处于固定状态，行星架11不能转

动，发动机产生的一部分动力经第一离合器3传递到第一太阳轮10上，然后动力再依次传递

至第一行星齿轮21、内齿圈12、外齿圈13、输出主动齿轮16、输出轴15、输出从动齿轮17和差

速器从动齿轮20传递至差速器总成18，最后经半轴传递到车轮上；发动机产生的另一部分

动力经第一离合器3传递到第一太阳轮10上，然后动力再依次经第一行星齿轮21、第二行星

齿轮22、第二太阳轮9和第二离合器5传递至驱动电机7，从而发动机拖动驱动电机7运转，使

驱动电机7进入发电工作模式，由驱动电机7对蓄电池进行充电。

[0032] 如图1和图5所示，在混动助力模式下工作时，扭矩需求较大，控制制动器4松开，行

星架11可转动，控制第一离合器3和第二离合器5结合，由发动机和驱动电机7输出动力驱动

汽车行驶。具体地，发动机和驱动电机7工作，控制第一离合器3和第二离合器5结合，控制制

动器4松开，此时行星架11因制动器4松开而处于自由状态，行星架11可以转动，驱动电机7

产生的动力经第二离合器5传递到第二太阳轮9上，然后该动力再依次传递至第二行星齿轮

22、第一行星齿轮21和内齿圈12，发动机产生的动力经第一离合器3传递到第一太阳轮10

上，然后该动力再依次传递至第一行星齿轮21和内齿圈12，驱动电机7产生的动力和发动机

产生的动力在内齿圈12上进行耦合，来自内齿圈12的动力再依次经外齿圈13、输出主动齿

轮16、输出轴15、输出从动齿轮17和差速器从动齿轮20传递至差速器总成18，最后经半轴传

递到车轮上。

[0033] 如图1和图6所示，在制动能量回收模式下工作时，控制制动器4制动，行星架11被

固定，控制第二离合器5结合，利用驱动电机7进行发电。具体地，控制第二离合器5结合，控

制制动器4制动，此时行星架11因制动器4制动而处于固定状态，行星架11不能转动，车辆所

需的制动能量通过车轮传输给差速器总成18，并依次通过差速器从动齿轮20、输出从动齿

轮17、输出轴15、输出主动齿轮16、外齿圈13、内齿圈12、第一行星齿轮21、第二行星齿轮22、

第二太阳轮9和第二离合器5传递至驱动电机7，从而发动机拖动驱动电机7运转，使驱动电

机7进入发电工作模式，由驱动电机7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实现能量回收。

[0034]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

式的限制。只要是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

经改进，将本发明的上述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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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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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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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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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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