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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

(57)摘要

一种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该变速

器包括壳体、输入轴、行星传动组件、内齿轮、离

合器、制动器、二级传动组件及差速器，所述输入

轴的输入端与驱动机构连接，其输出端与所述行

星传动组件连接，所行星传动组件通过所述离合

器与所述内齿轮固定连接，所述行星传动组件通

过所述制动器与所述壳体固定连接，所述内齿轮

与所述二级传动组件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二级传

动组件的输出端与所述差速器连接，所述驱动机

构输出的动力通过输入轴输出至行星传动组件

及内齿轮，再通过二级传动组件输出至差速器，

以实现高速档和低速档两档变速。本实用新型的

离合器和制动器单独工作，从而实现换档过程平

顺无冲击，无动力中断，且结构简单，动力传递效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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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该变速器包括壳体(10)、输入轴

(20)、行星传动组件(30)、内齿轮(40)、离合器(50)、制动器(60)、二级传动组件(70)及差速

器(80)，所述输入轴(20)的输入端与驱动机构(90)连接，其输出端与所述行星传动组件

(30)连接，所行星传动组件(30)通过所述离合器(50)与所述内齿轮(40)固定连接，所述行

星传动组件(30)通过所述制动器(60)与所述壳体(10)固定连接，所述内齿轮(40)与所述二

级传动组件(70)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二级传动组件(70)的输出端与所述差速器(80)连接，

所述驱动机构(90)输出的动力通过输入轴(20)输出至行星传动组件(30)及内齿轮(40)，再

通过二级传动组件(70)输出至差速器(80)，以实现高速档和低速档两档变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行星传动组件

(30)包括太阳轮(31)、行星轮(32)及安装所述行星轮(32)的行星架(33)，所述太阳轮(31)

与所述输入轴(20)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行星轮(32)分别与所述太阳轮(31)及内齿轮

(40)啮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内齿轮(40)通

过花键与所述二级传动组件(70)的输入端连接。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合器(50)为

湿式离合器，其设有钢片及摩擦片，所述离合器(50)的钢片通过花键与所述行星架(33)连

接，所述离合器(50)的摩擦片通过花键与所述内齿轮(40)连接，当所述离合器(50)的摩擦

片与钢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时，所述行星架(33)与所述内齿轮(40)固定连接，而实现高速

档变速。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动器(60)为

湿式制动器，其设有钢片及摩擦片，所述制动器(60)的摩擦片通过花键与所述行星架(33)

连接，所述制动器(60)的钢片通过花键与壳体(10)连接，当所述制动器(60)的摩擦片与钢

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时，所述行星架(33)与所述壳体(10)固定连接，而实现低速档变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传动组件

(70)包括二级主动轮(71)及与之啮合的二级从动轮(72)，所述二级主动轮(71)通过花键与

所述内齿轮(40)连接，所述二级从动轮(72)与所述差速器(80)固定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差速器(80)包

括行星齿轮(81)及分别与行星齿轮(81)连接的左驱动半轴(82)和右驱动半轴(83)，所述二

级从动轮(72)与所述差速器(80)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机构(90)

为电机，所述驱动机构(90)与所述输入轴(20)的输入端通过花键连接。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轮(31)的

齿数为Z1，所述内齿轮(40)的齿数为Z2，所述内齿轮(40)与所述太阳轮(31)的齿数比a为Z2/

Z1。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其特征在于，低速档变速时，所

述离合器(50)不工作，所述制动器(60)工作，所述行星传动组件(30)的传动比i1＝a；高速

档变速时，所述离合器(50)工作，所述制动器(60)不工作，所述行星传动组件(30)的传动比

i2＝1；倒档变速时，所述离合器(50)不工作，所述制动器(60)工作，所述行星传动组件(30)

的传动比i1＝‑a；空档时，所述离合器(50)和所述制动器(60)均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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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汽车动力传递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

变速器。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的传动系统普遍采用固定

速比变速器，这种传动方式结构简单、成本低。但采用固定速比变速器时，对驱动电机提出

较高的要求，既要在恒转矩区提供较高的瞬时转矩，又要在恒功率区提供较高的运行速度，

以满足汽车加速、爬坡与高速行驶的要求。同时固定速比变速器在最高和最低车速的负荷

条件下，驱动电机的效率下降的幅度较大，严重增加了电机、电控、电池的损耗。当电机达到

极限转速后无法继续上升，所以最高车速受到制约。而且固定速比变速器在汽车高速行驶

时，电机需要保持极高的转速，对噪音控制和续航里程方面都不利。

[0003] 为此，两档自动变速器应运而生，其不仅提高了汽车行驶的最高车速，还可以使驱

动电机始终工作在高效区域，相对固定速比变速器系统效率更高，因而可以使汽车获得更

长的纯电动续航里程。此外，低速档可以在汽车起步时拥有更好的加速水平，而高速档在满

足最高车速的同时降低了电机的工作转速，改善了整车NVH性能。然而，现有的两档自动变

速器存在结构复杂，动力传递效率低，换档过程容易出现动力中断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通过控制离合器和制动器单独工作实

现换档过程平顺无冲击，无动力中断，且结构简单，动力传递效率高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

动变速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该变速器

包括壳体、输入轴、行星传动组件、内齿轮、离合器、制动器、二级传动组件及差速器，所述输

入轴的输入端与驱动机构连接，其输出端与所述行星传动组件连接，所行星传动组件通过

所述离合器与所述内齿轮固定连接，所述行星传动组件通过所述制动器与所述壳体固定连

接，所述内齿轮与所述二级传动组件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二级传动组件的输出端与所述差

速器连接，所述驱动机构输出的动力通过输入轴输出至行星传动组件及内齿轮，再通过二

级传动组件输出至差速器，以实现高速档和低速档两档变速。

[0006] 所述行星传动组件包括太阳轮、行星轮及安装所述行星轮的行星架，所述太阳轮

与所述输入轴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行星轮分别与所述太阳轮及内齿轮啮合。

[0007] 所述内齿轮通过花键与所述二级传动组件的输入端连接。

[0008] 所述离合器为湿式离合器，其设有钢片及摩擦片，所述离合器的钢片通过花键与

所述行星架连接，所述离合器的摩擦片通过花键与所述内齿轮连接，当所述离合器的摩擦

片与钢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时，所述行星架与所述内齿轮固定连接，而实现高速档变速。

[0009] 所述制动器为湿式制动器，其设有钢片及摩擦片，所述制动器的摩擦片通过花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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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行星架连接，所述制动器的钢片通过花键与壳体连接，当所述制动器的摩擦片与钢

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时，所述行星架与所述壳体固定连接，而实现低速档变速。

[0010] 所述二级传动组件包括二级主动轮及与之啮合的二级从动轮，所述二级主动轮通

过花键与所述内齿轮连接，所述二级从动轮与所述差速器固定连接。

[0011] 所述差速器包括行星齿轮及分别与行星齿轮连接的左驱动半轴和右驱动半轴，所

述二级从动轮与所述差速器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12] 所述驱动机构为电机，所述驱动机构与所述输入轴的输入端通过花键连接。

[0013] 所述太阳轮的齿数为Z1，所述内齿轮的齿数为Z2，所述内齿轮与所述太阳轮的齿数

比a为Z2/Z1。

[0014] 进一步地，低速档变速时，所述离合器不工作，所述制动器工作，所述行星传动组

件的传动比i1＝a；高速档变速时，所述离合器工作，所述制动器不工作，所述行星传动组件

的传动比i2＝1；倒档变速时，所述离合器不工作，所述制动器工作，所述行星传动组件的传

动比i1＝‑a；空档时，所述离合器和所述制动器均不工作。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贡献在于，其有效解决了现有两档自动变速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

通过设置内齿轮，使驱动机构输出的动力通过输入轴输出至行星传动组件及内齿轮，再通

过二级传动组件输出至差速器，以实现高速档和低速档两档变速。由于本实用新型的离合

器和制动器单独工作，从而实现换档过程平顺无冲击，无动力中断，且结构简单，动力传递

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列实施例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对本实用新型不构成任何限

制。

[0019] 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的内齿轮输出的两档自动变速器包括壳体10、输入轴20、行

星传动组件30、内齿轮40、离合器50、制动器60、二级传动组件70及差速器80。该变速器用于

新能源汽车的传动系统，可实现换档过程平顺无冲击，无动力中断，且可提高动力传递效率

和车辆驾驶的舒适性。

[0020] 如图2所示，壳体10呈中空状，在壳体10内设有输入轴20、行星传动组件30、内齿轮

40、离合器50、制动器60、二级传动组件70及差速器80。为了便于变速器的组装，该壳体10可

由多个子壳体拼接而成，例如，可根据实际需要分别安装输入轴20、行星传动组件30、内齿

轮40、离合器50、制动器60、二级传动组件70及差速器80，然后再将多个子壳体通过螺栓连

接。输入轴20的输入端与驱动机构90连接，其输出端与行星传动组件30连接。本实施例中的

驱动机构90为电机，该驱动机构90通过花键(图中未示出)与输入轴20的输入端连接。

[0021] 如图1及图2所示，行星传动组件30分别与输入轴20的输出端、内齿轮40、离合器50

及制动器60连接，其用于将输入轴20输出的动力传递至内齿轮40或二级传动组件70。具体

地，该行星传动组件30包括太阳轮31、行星轮32及行星架33，其中，太阳轮31设于行星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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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部，其轴向与输入轴20的轴向相同，该太阳轮31与输入轴20的输出端固定连接，行星轮

32设有多个，多个行星轮32分别间隔均匀地设于行星架33上，并分别与太阳轮31及内齿轮

40啮合。本实施例中的行星轮32的数量为三个，当然，行星轮32的数量并不限于此，可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设置。行星架33用于安装行星轮32，该行星架33还分别与离合器50及制动器

60连接。本实施例中，三个行星轮32分别通过行星轴安装于行星架33上，且行星架33分别通

过花键与离合器50及制动器60连接。

[0022] 如图1及图2所示，内齿轮40设于行星传动组件30的外周，其分别与行星传动组件

30、离合器50及二级传动组件70连接，用于将行星传动组件30的动力传递至二级传动组件

70。具体地，如图2所示，该内齿轮40呈圆环状，其轴向与输入轴20的轴向相同，在内齿轮40

的内侧设有内齿圈，其用于与行星轮32啮合，在内齿轮40靠近驱动机构90的一端设有连接

部，该连接部用于与二级传动组件70连接。本实施例中，内齿轮40的连接部同花键与二级传

动组件70的输入端连接。内齿轮40远离驱动机构90的一端通过花键与离合器50连接，从而

使内齿轮40通过离合器50与行星传动组件30固定连接。

[0023] 如图1、图2所示，在行星架33远离驱动机构90一端的端部设有离合器50，该离合器

50分别与行星架33及内齿轮40连接，用于使行星架33与内齿轮40固定连接。具体地，该离合

器50为湿式离合器，其设有钢片及摩擦片，其中，离合器50的钢片通过花键与行星架33连

接，离合器50的摩擦片通过花键与内齿轮40连接，当离合器50工作时，通过液压油作用推动

离合器50中的活塞，使离合器50的摩擦片和钢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从而使行星架33与内

齿轮40固定连接，而实现高速档变速。

[0024] 如图1、图2所示，在壳体10内设有制动器60，该制动器60分别与壳体10及行星架33

连接，用于使行星架33与壳体10固定连接。具体地，该制动器60为湿式制动器，其设有钢片

及摩擦片，其中，制动器60的钢片通过花键与壳体10连接，其摩擦片通过花键与行星架33连

接，当制动器60工作时，通过液压油作用推动制动器60中的活塞，使制动器60的摩擦片和钢

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从而使行星架33与壳体10固定连接，而实现低速档变速。

[0025] 如图1、图2所示，在壳体10内设有二级传动组件70，其设于输入轴20靠近驱动机构

90一侧的外周，该二级传动组件70分别与内齿轮40及差速器80连接，用于将内齿轮40输出

的动力传递至差速器80。具体地，该二级传动组件70包括二级主动轮71及二级从动轮72，其

中，二级主动轮71设于输入轴20的外周，其通过花键与内齿轮40的连接部连接，在二级主动

轮71的外周设有外齿圈，其与二级从动轮72啮合。二级从动轮72设于壳体10内靠近差速器

80的一端，其一端设于与二级主动轮71外齿圈相配合的齿面，其另一端与差速器80固定连

接。本实施例中，二级从动轮72与差速器80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0026] 如图1、图2所示，在壳体10内设有差速器80，该差速器80与二级传动组件70连接，

其用于当汽车转弯行驶或在不平路面上行驶时，使左右车轮以不同转速滚动，即保证两侧

驱动车轮作纯滚动运动。具体地，该差速器80包括行星齿轮81、左驱动半轴82及右驱动半轴

83。其中，行星齿轮81与二级从动轮72固定连接，行星齿轮81还分别与左驱动半轴82及右驱

动半轴83连接。

[002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若太阳轮31的齿数为Z1，内齿轮40的齿数

为Z2，太阳轮的转速为n1，内齿圈的转速为n2，行星架的转速为n3；a为内齿圈齿数Z2与太阳轮

齿数Z1之比，即a＝Z2/Z1。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16343756 U

5



[0028] 当低速档变速时，离合器50不工作，制动器60工作，通过液压油作用推动制动器60

中的活塞，使制动器60的摩擦片和钢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从而将行星架33与壳体10固定

连接，此时，行星传动组件30的传动比i1＝a，该变速器的动力传递路线为：电机——输入

轴——太阳轮——内齿轮——二级主动轮——二级从动轮——左驱动半轴、右驱动半轴。

[0029] 当高速档变速时，离合器50工作，制动器60不工作，通过液压油作用推动离合器50

中的活塞，使离合器50的摩擦片和钢片相接触产生摩擦力，从而将行星架33与内齿轮40固

定连接，此时，行星传动组件30的传动比i1＝1，该变速器的动力传递路线为：电机——输入

轴——太阳轮、内齿轮——二级主动轮——二级从动轮——左驱动半轴、右驱动半轴。

[0030] 当倒档时，电机反转，离合器50不工作，制动器60工作，此时，行星传动组件30的传

动比i1＝‑a，该变速器的动力传递路线为：电机——输入轴——太阳轮——内齿轮——二

级主动轮——二级从动轮——左驱动半轴、右驱动半轴。

[0031] 当空档时，离合器50及制动器60均不工作。

[0032] 藉此，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内齿轮40，使驱动机构90输出的动力通过输入轴20输

出至行星传动组件30及内齿轮40，再通过二级传动组件70输出至差速器80，以实现高速档

和低速档两档变速。由于本实用新型通过液压方式控制离合器和制动器单独工作，从而实

现换档过程平顺无冲击，无动力中断，且结构简单，动力传递效率高。

[0033] 尽管通过以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揭示，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

限于此，在不偏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条件下，对以上各构件所做的变形、替换等均将落入本

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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