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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

车模式选择方法，所述的行车模式选择方法还包

括上一次断电保存模式，在新上电时优先选择；

即：在该模式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择上一次断

电保存模式；上电默认会根据电池SOC、上一次断

电保存模式来确认上电默认模式；然后根据电池

SOC、温度和故障状态、电机状态和温度、后驱两

档状态和DCDC情况来判断电驱是否正常。采用上

述技术方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下一次上电

后自动默认在上一次断电时保存好的模式；加入

电池电量限制，避免切换逻辑不完整的现象；控

制逻辑简单，模式清晰，能源使用合理，真正达到

节油减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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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所述的混合动力汽车包括HEV模式、EV

模式、动力模式HEV-SPORT、纯油跛行模式、纯电跛行模式；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行车模式选择方法还包括上一次断电保存模式，在新上电时优先选择；即：在该

模式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择上一次断电保存模式；上电默认会根据电池SOC、上一次断电

保存模式来确认上电默认模式；

然后根据电池SOC、温度和故障状态、电机状态和温度、后驱两档状态和DCDC情况来判

断电驱是否正常；

根据前驱换挡状态确定油驱是否正常，通过车速、燃油条件分别限制电驱和油驱的进

入条件，得到EV允许标志位、HEV允许标志位、EV跛行允许标志位和纯油跛行允许标志位；

如果在EV模式时，EV允许标志位清零，HEV允许标志位置位则直接由EV模式跳转到HEV

模式，反之则不允许。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出现后驱传感器故障或者两次后驱换挡超时时，进入纯油跛行模式；

油箱液位低于C_CAN_Fuel  Volume_LIMIT时进入纯电跛行；

油箱液位高于C_CAN_FuelVolume_LIMIT_HYS时可以进入HEV或者S模式。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其特征在于：

加入SOC限制滞环；

当SOC高于c_mot_mode_soc时进入EV模式；

当SOC低于c_mot_mode_soc_hys则进入HEV模式或者纯油模式；

当SOC高于c_jingji_mode_soc进入HEV模式；

当SOC低于c_oil_limp_soc则进入纯油模式；

如果进入纯油跛行则需要SOC高于c_oil_stop_limp_soc才能退出纯油模式；

断电后在上电时会重新选择模式；

EV模式进入还需要车速限值，低于C_MODE_MOT_VS_LIMIT则不进入电驱模式。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其特征在于：

加入电池温度限制滞环，其标志位lc_mot_mode_bms_T_limit_off置1关闭功能；

控制EV模式进入条件：当电池温度大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或者低于c_mot_

mode_bms_T_limit_low_hys时则退出EV模式进入HEV或者纯油；

当电池温度低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_hys，

且高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_low时则可以进入EV模式。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其特征在于：

电池完成上电的处理：SOC有值时间超过c_soc_safe_time2或者BMS上电时间超过c_

soc_safe_time后lv_bms_ok一直有值；

加入当电池温度或者发动机水温低于C_BMS_TEMPER_LIMIT_LOW，或者电池温度高于46

℃，或者电池出现报警大于1级且小于C_BMS_ERR_LIMIT，只要出现其中一个，则等待BMS_

ERR_self_time后就会切换到纯油模式，不再切入其他模式；

当电机电压低于110V，或者MCU温度高于80℃、或者电机温度高于140℃出现其中一个，

则等待MCU_ERR_self_time后就会切到纯油模式，不再切入其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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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控制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种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面对节能与环保的双重压力，汽车工业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新能源汽车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是传统燃油车到纯电动汽车的一个过渡产品。

[0003] 传统汽车和纯电汽车在行车过程中只会存在单一的行车模式。而在混合动力汽车

中，就会存在多种行车模式，主动切换的有纯电动模式，经济模式以及动力模式；被动切换

的有纯油跛行模式，纯电跛行模式。

[0004]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属于新能源汽车，比传统汽车技术较为复杂。

[0005] 在现有技术中，没有断电保存当前模式，在下一次上电后还需要重新选择模式。

[0006] 现有技术在模式选择会存在切换逻辑不完整，如在纯电模式下如果没有电量限

制，电池一直放电，会导致电池过放。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真正做到能源使用合

理，达到节油减排的目的。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9] 本发明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所述的混合动力汽车包括HEV

模式、EV模式、动力模式HEV-SPORT、纯油跛行模式、纯电跛行模式；

[0010] 所述的行车模式选择方法还包括上一次断电保存模式，在新上电时优先选择，即：

在该模式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择上一次断电保存模式，上电默认会根据电池SOC、上一次

断电保存模式来确认上电默认模式；

[0011] 然后根据电池SOC、温度和故障状态、电机状态和温度、后驱两档状态和DCDC情况

来判断电驱是否正常；

[0012] 根据前驱换挡状态确定油驱是否正常，通过车速、燃油条件分别限制电驱和油驱

的进入条件，得到EV允许标志位、HEV允许标志位、EV跛行允许标志位和纯油跛行允许标志

位；

[0013] 如果在EV模式时，EV允许标志位清零，HEV允许标志位置位则直接由EV模式跳转到

HEV模式，反之则不允许。

[0014] 当出现后驱传感器故障或者两次后驱换挡超时时，进入纯油跛行模式；

[0015] 油箱液位低于C_CAN_Fuel  Volume_LIMIT时进入纯电跛行；

[0016] 油箱液位高于C_CAN_FuelVolume_LIMIT_HYS时可以进入HEV或者S模式。

[0017] 加入SOC限制滞环；

[0018] 当SOC高于c_mot_mode_soc时进入EV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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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当SOC低于c_mot_mode_soc_hys则进入HEV模式或者纯油模式；

[0020] 当SOC高于c_jingji_mode_soc进入HEV模式；

[0021] 当SOC低于c_oil_limp_soc则进入纯油模式；

[0022] 如果进入纯油跛行则需要SOC高于c_oil_stop_limp_soc才能退出纯油模式；

[0023] 断电后在上电时会重新选择模式；

[0024] EV模式进入还需要车速限值，低于C_MODE_MOT_VS_LIMIT则不进入电驱模式。

[0025] 加入电池温度限制滞环，其标志位lc_mot_mode_bms_T_limit_off置1关闭功能；

[0026] 控制EV模式进入条件：当电池温度大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或者低于c_

mot_mode_bms_T_limit_low_hys时则退出EV模式进入HEV或者纯油；

[0027] 当电池温度低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_hys，

[0028] 且高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_low时则可以进入EV模式。

[0029] 电池完成上电的处理：SOC有值时间超过c_soc_safe_time2(10ms)或者BMS上电时

间超过c_soc_safe_time后lv_bms_ok一直有值；

[0030] 加入当电池温度或者发动机水温低于C_BMS_TEMPER_LIMIT_LOW，或者电池温度高

于46℃，或者电池出现报警大于1级且小于C_BMS_ERR_LIMIT，只要出现其中一个，则等待

BMS_ERR_self_time后就会切换到纯油模式，不再切入其他模式；

[0031] 当电机电压低于110V，或者MCU温度高于80℃、或者电机温度高于140℃出现其中

一个，则等待MCU_ERR_self_time后就会切到纯油模式，不再切入其他模式。

[0032] 本发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下一次上电后自动默认在上一

次断电时保存好的模式；加入电池电量限制，避免切换逻辑不完整的现象；当电驱异常时，

可以用油驱跛行模式，这样就保证了车辆在路上某个模式出现故障时，可以用别的模式跛

行；控制逻辑简单，模式清晰，能源使用合理，真正达到节油减排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功能模块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的算法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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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发明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整、准确和深入的理

解。

[0036]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为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现有技术

中的车辆共有五种模式，即：HEV模式、EV模式、动力模式HEV-SPORT、纯油跛行模式、纯电跛

行模式。本发明是给各种模式添加上限制条件，符合条件即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进入合理

的行车模式。

[0037]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并克服其缺陷，实现节油减排的的发明目的，本发

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38] 本发明采用MATLAB中的simulink工具。

[0039]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行车模式选择方法，还包括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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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保存模式，在新上电时优先选择，即：在该模式允许的情况下，优先选择上一次断电保

存模式，上电默认会根据电池SOC(动力电池电量)、上一次断电保存模式来确认上电默认模

式；

[0040] 然后根据电池SOC、温度和故障状态、电机状态和温度、后驱两档状态和DCDC情况

来判断电驱是否正常；

[0041] 根据前驱换挡状态确定油驱是否正常，通过车速、燃油条件分别限制电驱和油驱

的进入条件，得到EV允许标志位、HEV允许标志位、EV跛行允许标志位和纯油跛行允许标志

位；

[0042] 如果在EV模式时，EV允许标志位清零，HEV允许标志位置位则直接由EV模式跳转到

HEV模式，反之则不允许。

[0043] 在本发明作出改进时，需要加入很多的判断条件，在重新上电时是否还能继续上

一次断电时的模式。主要技术的要点是整个模式选择的逻辑，包括各个模式下应该采用什

么判断条件。

[0044] 具体地：

[0045] 当出现后驱传感器故障或者两次后驱换挡超时时，进入纯油跛行模式；

[0046] 油箱液位低于C_CAN_Fuel  Volume_LIMIT时进入纯电跛行；

[0047] 油箱液位高于C_CAN_FuelVolume_LIMIT_HYS时可以进入HEV或者S模式。

[0048] 加入SOC限制滞环；

[0049] 当SOC高于c_mot_mode_soc时进入EV模式；

[0050] 当SOC低于c_mot_mode_soc_hys则进入HEV模式或者纯油模式；

[0051] 当SOC高于c_jingji_mode_soc进入HEV模式；

[0052] 当SOC低于c_oil_limp_soc则进入纯油模式；

[0053] 如果进入纯油跛行则需要SOC高于c_oil_stop_limp_soc才能退出纯油模式；

[0054] 断电后在上电时会重新选择模式；

[0055] EV模式进入还需要车速限值，低于C_MODE_MOT_VS_LIMIT则不进入电驱模式。

[0056] 加入电池温度限制滞环，其标志位lc_mot_mode_bms_T_limit_off置1关闭功能；

[0057] 控制EV模式进入条件：当电池温度大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或者低于c_

mot_mode_bms_T_limit_low_hys时则退出EV模式进入HEV或者纯油；

[0058] 当电池温度低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_hys，

[0059] 且高于c_mot_mode_bms_T_limit_low时则可以进入EV模式。

[0060] 电池完成上电的处理：SOC有值时间超过c_soc_safe_time2(10ms)或者BMS上电时

间超过c_soc_safe_time(10ms)后lv_bms_ok一直有值；

[0061] 加入当电池温度或者发动机水温低于C_BMS_TEMPER_LIMIT_LOW，或者电池温度高

于46℃，或者电池出现报警大于1级且小于C_BMS_ERR_LIMIT(1级最严重报警，由标志位LC_

BMS_ERR_TO_ENGLIMP置1开启此功能)，只要出现其中一个，则等待BMS_ERR_self_time

(10ms)后就会切换到纯油模式，不再切入其他模式；

[0062] 当电机电压低于110V，或者MCU温度高于80℃、或者电机温度高于140℃出现其中

一个，则等待MCU_ERR_self_time(10ms)后就会切到纯油模式，不再切入其他模式。

[0063] 如图1、图2所示，相关标定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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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c_mot_limp_soc：SOC低于此值自动切换到油驱模式；

[0065] c_mot_mode_soc_hys：电驱模式SOC限制滞环；

[0066] MCU_ERR_self_time：单位10ms，MCU控制器电压低、温度高、电机温度高时延迟时

间判断；

[0067] BMS_ERR_self_time：单位10ms，电池出现问题时的延迟时间；

[0068] FD_ERR_self_time：后驱两档箱换挡超时延迟时间判断，单位10ms；

[0069] VB_LOW_LIMIT：VB电压值小于此值判断DCDC未工作；

[0070] DC_ERR_self_time：DCDC未工作延迟时间判断，单位10ms；

[0071] AMT_ERR_self_time：AMT故障延迟时间判断，单位10ms；

[0072] c_mot_mode_soc：电驱模式SOC限制，高于此值走纯电模式；

[0073] c_jingji_mode_soc：经济模式SOC限制，低于此值不能切经济模式，高于可以切经

济模式；

[0074] c_soc_safe_time2：SOC有值的等待时间，单位10ms；

[0075] c_soc_safe_time：BMS上电时间延迟，单位10ms；

[0076] lc_mot_mode_bms_T_limit_off：温度限制关闭标定量，置1关闭；

[0077] c_mot_mode_bms_T_limit：退出电驱模式的温度限值，高于此值退出电驱；

[0078] c_mot_mode_bms_T_limit_low_hys：退出电驱模式的温度限值，低于此值退出电

驱；

[0079] c_mot_mode_bms_T_limit_hys：进入电驱模式的温度限值，低于此值进入电驱；

[0080] c_mot_mode_bms_T_limit_low：进入电驱模式的温度限值，高于此值进入电驱；

[0081] C_BMS_TEMPER_LIMIT_LOW：进入纯油跛行的电池温度限值，水温和电池温度低于

值；

[0082] LC_BMS_ERR_TO_ENGLIMP：开启电池报警跳转到纯油模式的功能标志位，置1开启；

[0083] C_BMS_ERR_LIMIT：电池报警高于1级低于此值就进入油驱；

[0084] C_CAN_FuelVolume_LIMIT：油箱液位限值，低于此值进入纯电跛行；

[0085] C_CAN_FuelVolume_LIMIT_HYS：油箱液位限值，高于此值进入正常模式；

[0086] 相关观测量：

[0087] ModeChoose_int：模式初始选择值，1代表经济，2代表动力，3代表纯电，4代表纯

油；

[0088] ModeChoose_control：模式控制选择值；

[0089] ModeChoose_BL：模式最终选择值；

[0090] lv_mode_motor：纯电驱动模式选择；

[0091] lv_mode_jingji：经济驱动模式选择；

[0092] lv_limp_oil：纯油坡行模式选择；

[0093] lv_limp_mot：纯电坡行模式选择；

[0094] lv_bms_ok：BMS发送有效的SOC值可以判断初始模式；

[0095] lv_soc_low1：初始进入经济模式的SOC要求；

[0096] Adp_read_27：上一次记录模式选择值；

[0097] 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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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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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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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