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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系统在具有动力源

和自动变速器的车辆或机器中实现，所述动力源

和自动变速器由在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入

轴之间提供流体联接的变矩器进行连接。当轴以

大致相同的速度旋转时，操作地连接到变矩器的

锁止离合器被锁定。当机器的运行状态指示变速

器降挡将发生，诸如当与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相比

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指

示降挡将发生时，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系统解

锁锁止离合器。在降挡变速器和解锁变矩器之

前，传动系辅助行车制动器为机器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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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机器的制动系统，所述机器具有带有动力源输出轴的动力源、具有变速器

输入轴的变速器、操作地连接至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的变矩器，以及操

作地连接至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并且具有LUC解锁位置和LUC锁定位置

的锁止离合器(LUC)，在所述LUC解锁位置处，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相对

于彼此自由旋转，且在所述LUC锁定位置处，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锁定在

一起旋转，所述制动系统包括：

制动输入装置；

制动力装置，其响应于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来施加制动力，以降低所述机器的机器

地面速度；

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其操作地连接至所述制动输入装置以检测所述制动输入装

置的移位并传输具有对应于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的感测量的移位的移位值的制动输入装置

移位信号；

速度传感器，其操作地连接至所述机器的部件以检测指示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部

件的速度，并传输具有对应于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速度值的机器地面速度信号；以及

电子控制模块(ECM)，其操作地连接至所述锁止离合器、所述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

和所述速度传感器，所述电子控制模块被编程为：

基于来自所述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的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信号中的所述移位

值来检测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

基于来自所述速度传感器的所述机器地面速度信号中的所述速度值来确定所述机器

的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

将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与用于存储在与所述电子

控制模块相关联的存储器中的所述变速器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进行比较，

基于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与所述变速器降挡

进度表的比较来确定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是否会

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以及

当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将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时，

将LUC控制信号传输到所述锁止离合器以使得所述锁止离合器移动到所述LUC解锁位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动系统，其中当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

面速度的组合在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上时，所述电子控制模块被编程为确定所述变速器

将降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动系统，其中所述电子控制模块被编程为当所述当前机器

地面速度在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上并且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大于对应于所述当前机

器地面速度的换挡进度表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时确定所述变速器将降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动系统，其中所述电子控制模块被编程为当所述制动输入

装置移位在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上并且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小于对应于所述制动输

入装置移位的换挡进度表机器地面速度时确定所述变速器将降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动系统，其中所述速度传感器是操作地连接至所述变速器

的变速器输出轴以检测当前变速器输出速度并且传输具有对应于所述当前变速器输出速

度的所述速度值的变速器输出速度信号的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其中所述电子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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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编程为基于所述变速器输出速度信号中的所述速度值来确定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动系统，其中所述电子控制模块被编程为：

将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与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位进行比较；以及

当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大于所述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时，确定所述制动输入装置

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是否会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动系统，其中所述变速器具有用于将扭矩从所述变速器输

入轴传输到所述变速器的变速器输出轴的多个传动比，并且其中所述电子控制模块被编程

为：

确定所述变速器的所述多个传动比中的一个当前传动比；

确定与所述变速器的所述多个传动比中的所述一个当前传动比相对应的所述变速器

降挡进度表的一部分；

将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和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所述组合与用于所述多个传动

比中的所述一个当前传动比的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所述部分进行比较；以及

基于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与用于所述多个传

动比中的所述一个当前传动比的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所述部分的比较，确定所述制动

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是否会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

8.一种机器，包括：

具有动力源输出轴的动力源；

具有变速器输入轴和变速器输出轴的变速器；

操作地连接至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的变矩器；

操作地连接至所述变矩器的锁止离合器(LUC)，所述锁止离合器具有LUC解锁位置和

LUC锁定位置，在所述LUC解锁位置处，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相对于彼此

自由旋转，在所述LUC锁定位置处，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锁定在一起旋

转；以及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动系统，其中所述速度传感器操作地连接至所述变速器输出

轴。

9.一种用于控制变矩器的锁止离合器(LUC)的接合以辅助制动来使机器减速的方法，

其中所述变矩器可操作地连接到动力源的动力源输出轴以及变速器的变速器输入轴，并且

所述锁止离合器可操作地连接到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并且具有LUC解

锁位置和LUC锁定位置，在所述LUC解锁位置处，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相

对于彼此自由旋转，在所述LUC锁定位置处，所述动力源输出轴和所述变速器输入轴锁定在

一起旋转，所述方法包括：

检测制动输入装置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

确定所述机器的当前机器地面速度；

将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和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组合与用于所述变速器的变速

器降挡进度表进行比较；

基于所述组合与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比较，确定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

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是否将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以及

当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将导致所述变速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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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时，使所述锁止离合器移动到所述LUC解锁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当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

所述组合在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上时，确定所述变速器将降挡。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当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在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上

并且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大于对应于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换挡进度表制动输入装

置移位时，确定所述变速器将降挡。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当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在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上

并且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小于对应于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换挡进度表机器地面速

度时，确定所述变速器将降挡。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确定所述机器的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包括：

感测变速器的变速器输出轴的变速器输出速度；以及

将所述变速器输出转速转换为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包括：

将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与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位进行比较；以及

当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大于所述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时，确定所述制动输入装置

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是否会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变速器具有多个传动比，并且其中将所述当

前机器地面速度和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所述组合与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进行比较

并确定所述组合是否将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包括：

确定所述变速器的所述多个传动比中的一个当前传动比；

确定与所述变速器的所述多个传动比中的所述一个当前传动比相对应的所述变速器

降挡进度表的一部分；

将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和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所述组合与用于所述多个传动

比的所述一个当前传动比的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所述部分进行比较；以及

基于所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与用于所述多个传

动比中的所述一个当前传动比的所述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所述部分的比较，确定所述制动

输入装置移位和所述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所述组合是否会导致所述变速器降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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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变速器控制的制动减速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总体涉及车辆和机器中的制动，并且更具体地涉及整合到用于车辆或机器

的制动策略中以减少车辆或机器的制动器的使用和过热的变矩器和可控锁止离合器。

背景技术

[0002] 诸如轮式装载机等的工作机械包括传动系以驱动诸如车轮、履带等的牵引装置以

将工作机械推进到工作表面上。在一种典型的传动系布置中，诸如内燃机的动力源通过变

矩器操作地连接至自动变速器。变速器反过来操作地连接至将牵引装置转动以在工作表面

上推动机器的车轴。自动变速器通过替代手动变速器的手动离合器的变矩器连接至动力

源。变矩器是允许动力源以低速运行的流体联接，诸如当动力源空转时，而不流体联接到变

速器。在变矩器内产生较大的流体压力的较高的动力源速度下，加压流体驱动变速器并将

来自动力源的旋转动力传输给由变速器提供的旋转驱动负载以驱动变速器和牵引装置来

推动机器。变矩器可以包括锁止离合器，该锁止离合器可以被锁定，使得动力源输出轴和变

速器输入轴以相同的速度旋转，并且被解锁以允许轴以不同的速度旋转。1990年10月9日授

予Kato等人的标题为“用于车辆的制动装置(Brake  Device  for  a  Vehicle)”的美国专利

第4,961,484号中提供了变矩器和锁止离合器布置的一个实例。

[0003] 现有机器还包括制动力装置，该制动力装置将制动力施加到机器上的部件上，诸

如牵引装置安装在其上的车轴上。响应于机器的操作员在机器的操作台内移动制动输入装

置，制动力装置向部件施加制动力。制动力降低了机器在工作表面上的地面速度，最终降至

变速器降挡至较低挡位的位置。在这些布置中，如果必要的话，在检测到制动输入装置移位

不久之后立即解锁锁止离合器，并且由于变矩器中的滑动，传动系在制动期间在机器上提

供最小的减速力。结果，制动力装置提供机器的大部分延迟，使得机器的制动力装置和接合

部件经历与制动机器相关联的磨损和发热。

发明内容

[0004] 在本公开的一个方面中，公开了一种机器。该机器包括具有动力源输出轴的动力

源、具有变速器输入轴和变速器输出轴的变速器、操作地连接至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

入轴的变矩器以及操作地连接至变矩器的锁止离合器(LUC)。LUC具有其中动力源输出轴和

变速器输入轴相对于彼此自由旋转的LUC解锁位置，和其中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入轴

锁定在一起旋转的LUC锁定位置。该机器还包括制动输入装置、响应于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来

施加制动力以减小机器的机器地面速度的制动力装置、操作地连接至制动输入装置以检测

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并且传输具有对应于制动输入装置的感测量移位的移位值的制动输入

装置移位信号的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操作地连接至变速器

输出轴以检测当前变速器输出速度以及传输具有对应于当前变速器输出速度的速度值的

变速器输出速度信号的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以及操作地连接至LUC、制动输入装置位置

传感器和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的电子控制模块(ECM)。ECM被编程为基于来自制动输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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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位置传感器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信号中的移位值来检测制动输入装置的制动输入装置

移位、基于来自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的变速器输出速度信号中的速度值来确定机器的当

前机器地面速度、将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与用于存储在与ECM相

关联的存储器中的变速器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进行比较、基于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

器地面速度的组合与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比较来确定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

速度的组合是否会导致变速器降挡，并且当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

将导致变速器降挡时，将LUC控制信号传输到LUC以使得LUC移动到LUC解锁位置。

[0005] 在本公开的另一方面中，公开了一种用于控制变矩器的锁止离合器(LUC)的接合

以辅助制动来使机器减速的方法。变矩器操作地连接至动力源的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的

变速器输入轴，并且LUC操作地连接至叶轮和涡轮，并且具有其中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

入轴相对于彼此自由旋转的LUC解锁位置和其中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入轴锁定在一起

旋转的LUC锁定位置。该方法包括检测制动输入装置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确定机器的当前

机器地面速度、将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和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组合与用于变速器的变速器降

挡进度表进行比较、基于组合与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比较来确定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

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是否会导致变速器降挡，并且当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

度的组合将会导致变速器降挡时，导致LUC移动到LUC解锁位置。

[0006] 在本公开的另一方面中，公开了一种用于机器的制动系统。该机器具有带有动力

源输出轴的动力源、具有变速器输入轴的变速器，操作地连接至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

入轴的变矩器以及操作地连接至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入轴并且具有其中动力源输出

轴和变速器输入轴相对于彼此自由旋转的LUC解锁位置和其中动力源输出轴和变速器输入

轴锁定在一起旋转的LUC锁定位置的锁止离合器(LUC)。该制动系统包括制动输入装置、响

应于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来施加制动力以减小机器的机器地面速度的制动力装置、操作地连

接至制动输入装置以检测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并且传输具有对应于制动输入装置的感测量

移位的移位值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信号的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操作地连接至机器的

部件以检测部件的速度的指示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并传输具有对应于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

速度值的机器地面速度信号的速度传感器，以及操作地连接至LUC、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

器和速度传感器的电子控制模块(ECM)。ECM被编程为基于来自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的

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信号中的移位值来检测制动输入装置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基于来自速

度传感器的机器地面速度信号中的速度值来确定机器的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将制动输入装

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与用于存储在与ECM相关联的存储器中的变速器的变速

器降挡进度表进行比较、基于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与变速器降挡

进度表的比较来确定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是否会导致变速器降

挡，并且当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将导致变速器降挡时，将LUC控制

信号传输到LUC以使得LUC移动到LUC解锁位置。

[0007] 其他方面由本专利的权利要求限定。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可以在工作表面上行进的示例性车辆或机器的侧视图；

[0009] 图2是包括变矩器的图1的车辆或机器的传动系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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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图3是图1的车辆或机器的电气和控制部件的示意图；以及

[0011] 图4是具有图1的车辆或机器的变速器的示例性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制动输入装

置移位对变速器输出速度/地面速度的曲线图；以及

[0012] 图5是可由图1的车辆或机器的电子控制模块执行的根据本公开的制动减速和变

速器控制例程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图1示出了可以横穿作业现场的工作表面的轮式装载机形式的示例性车辆或机器

10。尽管示出了轮式装载机，但是在此讨论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可以在可以推进

到工作表面上的任何其他适当类型的工作车辆或机器中实施。机器10包括支撑机器主体14

的框架12，并且框架12被牵引装置16支撑在工作表面上方。如图所示，牵引装置16包括多个

车轮，但牵引装置16可以是任何其他适当的装置，诸如具有履带、半履带的底架或履带、车

轮或其他牵引装置的组合。

[0014] 机器10由包括动力源18(诸如发动机)的动力传动系驱动，该动力源18操作地连接

至变速器20，变速器20反过来又操作地连接至车轮16。变速器20将由发动机18产生的动力

传输到车轮16以旋转车轮16并将机器10推进到工作表面上。变速器20可以是具有一系列齿

轮和离合器(未示出)的任何自动变速器，其中离合器选择性地接合齿轮以获得具有相应齿

轮比的多个前进和后退驱动齿轮，以提供机器10在工作表面上行进并执行工作功能所必需

的一定范围的速度和转矩输出。

[0015] 操作员可以在操作员站22处控制机器10的运动以及机器10的其他操作。受控操作

可以包括机器10的速度控制、制动、转向、负载卸载、机具的致动等。操作员站22可具有多个

用于输入发动机18、变速器20和机器10的其他系统的命令的操作员输入装置24。操作员输

入装置24可以包括发动机节气门、制动踏板26、变速杆、方向盘28、机具升降和铰接控制、图

形用户界面等。与每个操作员输入装置24相关联的传感器检测操作员对操作员输入装置24

的操纵并且传输由电子控制模块(ECM)30接收和处理的相应的输入装置传感器信号。与本

公开特别相关的是当制动输入装置(诸如制动踏板26)移位以引起制动力施加以降低机器

10的地面速度时从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传感器传输的制动输入装置传感器信号。制动输入装

置传感器信号可以由ECM  30评估，以根据下面更详细讨论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来

确定何时可以并且应该由传动系施加制动辅助。

[0016] 机器10还在机器10在工作场地内操作并横穿工作表面时收集并记录与机器10的

操作有关的操作数据。机器10可以包括独立操作的各种传感器32或者作为其他控制和监视

系统的部件来自动监视机器10在工作表面上的行进和在工作现场内的机器操作的执行期

间的各种操作数据。监视运行数据的传感器32可以包括检测机器、发动机和变速器速度的

速度传感器，以及感测沿着传动系的各点处的转矩和/或车轮16的滚动阻力的转矩传感器。

一些操作数据可以被直接监视，而其他数据可以从监视的参数中导出或计算。

[0017] 图2示出了机器10从发动机18到车轮16的传动系的示意图。发动机18可以包括诸

如飞轮34的旋转能量存储装置，并且具有从其延伸的动力源输出轴36。变速器20包括位于

输入端的变速器输入轴38和位于输出端的变速器输出轴40。变速器20的前进和倒退驱动齿

轮具有相应的传动比，用于传输变速器输入轴38处的输入速度和扭矩作为变速器输出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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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期望输出速度和扭矩。变速器输出轴40又操作地连接至差速器42，所述差速器将变速

器输出扭矩传输到可操作地连接并推进车轮16的车轴44。一个或多个制动力装置46操作地

连接至车轴44、车轮16或传动系的其他移动部件。响应于通过操作员实现的制动输入装置

26的移位，制动力装置46能够选择性地致动，以施加制动力对车轮16减速以及相应地减慢

机器10的机器地面速度。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制动力装置46通过机械联动装置或电缆操作

地连接至制动输入装置26，使得制动输入装置26的移位被转换成制动力装置46的相应的运

动。在液压制动系统中，制动输入装置26操作地连接至制动缸，使得制动输入装置26的移位

增加制动缸中的压力以移动活塞并且继而接合制动力装置46。制动力装置46可以替代地或

者作为ECM  30的补充来控制，诸如在防抱死制动系统中。

[0018] 如图2所示，机器10包括变矩器50，其允许发动机18以低发动机速度运转，诸如当

发动机18空转时不流体地联接到变速器20。在更高的发动机转速在变矩器50内产生更大的

流体压力时，变矩器50用作到变速器20的流体联接，该变速器20将来自发动机18的旋转动

力传输到由变速器20呈现的旋转驱动负载以驱动变速器20和轮16推动机器10。

[0019] 所示的变矩器50包括叶轮52、涡轮54和定子56。叶轮52可以如在图2的示意图中所

示的那样以与其上可操作地连接的动力源输出轴36相同的速度旋转。涡轮54操作地连接至

变速器输入轴38，使得变速器输入轴38可以与涡轮54一起并且以与涡轮54相同的速度旋

转。叶轮52的旋转可以在变矩器50内产生流体动力学流体联接并且因此旋转涡轮54和变速

器输入轴38。定子56可以介于叶轮52和涡轮54之间，并且在机器10的操作期间可以在必要

时可靠且有效地改变叶轮52和涡轮54之间的流体流动。定子56示出为相对于叶轮52和涡轮

54固定在适当位置，但是在替代实施例中可以沿一个方向固定并且可以在相反方向上旋

转，或者设置有定子离合器，该定子离合器可以选择性地接合以将定子56固定就位或释放

定子56以自由旋转。

[0020] 变矩器还包括可操作地连接在叶轮52和涡轮54之间的锁止离合器58。锁止离合器

58可致动以选择性地接合并锁定叶轮52和涡轮54以一起旋转。在诸如车辆加速期间，锁止

离合器58可以处于锁止离合器(LUC)解锁位置，在该位置期望叶轮52和涡轮54之间的不同

旋转。相反，锁止离合器58可以处于LUC锁定位置以在叶轮52和涡轮54接近相同速度旋转时

物理地连接，诸如当车辆以恒定速度巡航时，并且由此有效地将液力变矩器50变成纯粹的

机械联接而没有滑动，并且增加了效率而不是液力联轴器所呈现的液压损失。

[0021] 操作员输入装置24、ECM  30和传感器32是用于机器10的机器控制系统的部件。参

照图3，示出了机器10的传动系的电气和控制部件的示例性布置，其中各种控制部件被集成

到制动系统中。ECM  30能够使用存储在ECM  30处的软件来处理从操作员输入装置24和传感

器32接收到的信息，并将命令和控制信号输出到发动机18和机器10的致动器。ECM  30可以

包括用于执行指定程序的处理器60，该指定程序控制和监视与机器10相关联的各种功能。

处理器60可以操作地连接至存储器62，该存储器62可以具有用于存储程序的只读存储器

(ROM)64和作为用于执行存储在ROM  64的程序的工作存储区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M)66。所

示的存储器62被集成到ECM  30中，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存储器62可以与ECM  30分

离但是在机器10上，和/或远离ECM  30和机器10，同时仍然与ECM  30相关联并由ECM  30访

问，以在机器10的操作期间根据需要将信息存储在存储器62中并且从存储器62检索信息。

虽然示出了处理器60，但也可以并考虑使用其他电子部件，诸如微控制器、专用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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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C)芯片或任何其他集成电路器件。尽管在此提供的讨论涉及传动系控制系统的功能

性，但ECM  30可以被配置为控制机器10的操作的其他方面，例如转向、倾倒负载、致动机具

等。此外，ECM  30可以共同地指代多个控制和处理装置，机器10的动力传动系控制系统和其

他系统的功能可以跨过其分布。例如，操作员站22、发动机18和制动系统可各自具有与主

ECM  30通信的一个或多个ECM。如本文所述的巩固和分配ECM  30的处理的这种变化被考虑

为具有用于根据本公开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

[0022] 操作员输入装置24具有相应的传感器装置，其感测操作员的输入动作并且操作地

连接至ECM  30以发送具有对应于操作员的输入的值的传感器信号。响应于操作员操纵操作

员站22中的操作员输入装置24，传感器装置将传感器信号传输到ECM  30。与本公开相关，传

感器装置感测诸如油门踏板或制动踏板26之类的控制的移位并且传输具有对应于操作员

输入装置24的移位的值的传感器信号。传感器信号可以由ECM  30用来控制机器10的相应部

件或系统，诸如发动机18或制动系统，或者执行与其他部件和系统的操作和控制相关的进

一步处理取决于操作员输入，诸如变速器20和锁止离合器58的控制，如下面进一步讨论的。

[0023] 用于操作员输入装置24的传感器可以包括操作地连接至速度输入装置的速度输

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0，诸如油门踏板、操纵杆或其他类型的速度控制装置，其由操作员操纵

以指示希望增加或降低机器10的地面速度和/或动力。速度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0检测速

度输入装置移位并且将速度输入装置移位信号以与速度输入装置移位相对应的值传输到

ECM  30。用于操作员输入装置24的传感器还可以包括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2，该制动

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2操作地连接至制动输入装置，诸如制动踏板26或由操作员操纵的其

他输入装置，以引起制动力被施加以减少机器10的地面速度。类似于速度输入装置位置传

感器70，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2检测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并且将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信号

以对应于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值传输到ECM  30。

[0024] 传感器32可以包括提供关于机器10的传动系的当前操作状态的信息的传感器。通

常，这种传感器32可以包括传输对应于机器10的各种旋转部件的旋转速度、负载和角度位

置的信号的速度、扭矩和位置传感器。与当前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特别相关的是部

件速度传感器。因此，ECM  30可以操作地连接至动力源输出速度传感器74、变速器输入速度

传感器76、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78和车轴速度传感器80以及其他速度感测装置。动力源

输出速度传感器74操作地连接至动力源输出轴36，并且传输具有指示动力源输出轴36和叶

轮52的旋转速度的值的动力源输出速度信号。变速器输入速度传感器76操作地连接至变速

器输入轴38并且传输具有指示变速器输入轴38和涡轮54的转速的值的变速器输入速度信

号。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78操作地连接至变速器输出轴40并且传输具有指示变速器输出

轴40的旋转速度的值的变速器输出速度信号。车轴速度传感器80操作地连接至车轴44并且

传输具有指示车轴44和车轮16的旋转速度的值的车轴速度信号。

[0025] ECM  30还操作地连接至各种输出和控制装置，所述输出和控制装置可以是用于推

进和制动的机器10的操作和可控制元件，除了其他机器功能，其基于来自操作员输入装置

24和传感器32而被控制。输出和控制装置包括发动机调速器82。发动机调速器82可以集成

到发动机18中并且可以是机械调速器，以软件实现的电子调速器或其他适当的传统发动机

输出控制机构和控制策略。如图所示，发动机调速器82可以接收来自ECM  30的动力源控制

信号，以使得发动机调速器82增加、减少或保持发动机输出速度和/或动力，如来自速度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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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0的速度输入装置移位信号所指示的。在替代实施例中，发动机调速器

82可具有单独的ECM，并直接从速度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0接收速度输入装置移位信号并

处理信号以控制发动机18。在其他实施例中，机械发动机调速器82可以经由联动装置、线缆

或其他连接机构操作地连接至速度输入装置，以直接响应操作员对速度输入装置的操纵。

[0026] 变速器20包括一个变速器致动器84或多个致动器84，当发动机18的发动机输出速

度和机器10的地面速度响应于操作员对速度输入装置的操纵而增加并减小时，致动器84操

作用于接合和分离变速器20的离合器以在可用挡位和相应传动比之间切换。变速器升挡进

度表可存储在存储器62中并由ECM  30访问以确定何时在合适的时间从一挡升挡至下一较

高挡，以最大化机器10的性能。变速器升挡进度表可以包括由变速器20执行的每个升挡的

部分(1-2、2-3、3-4等)。ECM  30可以使用诸如来自动力源输出速度传感器74的发动机输出

速度和来自变速器输出速度传感器78的变速器输出速度或来自车轴速度传感器80(机器地

面速度从中导出)的车轴速度的输入，结合变速器升挡进度表来确定何时升挡至下一挡。变

速器降挡进度表还可存储在存储器62中并由ECM  30用于确定何时在合适的时间从一挡降

挡至下一较低挡。变速器降挡进度表还可以包括用于每个降挡的部分，并且ECM  30可以使

用类似的感测速度来确定何时将控制信号传输到变速器致动器84以执行降挡。ECM  30还可

以使用来自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2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来确定何时使变速器致动器

84执行降挡。下文结合本公开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进一步讨论变速器降挡进度

表。

[0027] 诸如电子离合器压力控制(ECPC)阀的锁止离合器致动器86控制锁止离合器58的

锁定和解锁。ECPC阀仅是示例性的，并且锁止离合器58可以由任何适当的离合器致动器机

构控制。ECM  30被编程为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的一部分，以将LUC控制信号传输到

LUC致动器86，以在LUC锁定位置和解锁位置之间移动锁止离合器58。因此，当机器10达到巡

航速度并且ECM  30确定叶轮52和涡轮54以大致相同的速度旋转时，ECM  30可将LUC控制信

号传输到LUC致动器86以设定锁止离合器58处于LUC锁定位置，用于通过动力源输出轴36直

接驱动变速器输入轴38。当操作条件指示要或将要经历高转矩负载或存在导致机器10减速

的其他因素时，ECM  30将向LUC致动器86发送LUC控制信号以解锁锁止离合器58。这种条件

可以包括针对机器10的外部或内部因素，诸如当操作员引起制动输入装置26的移位以使机

器10减速时。下文将进一步讨论ECM  30对制动输入装置26的移位的响应，以使LUC致动器86

解锁锁止离合器58作为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的一部分。

[0028] 有多种策略可以确定何时执行自动变速器的降挡。2001年7月31日授予Gaugush等

人的标题为“在制动期间用于变速器控制的方法和装置”的美国专利第6,269,295号提供了

一个实例。Gaugush等人专利教导了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各方面，其中制动踏板位置、机器

地面速度、发动机输出速度、当前挡位和最低操作挡位被评估以确定是否应该执行降挡。然

而，该参考文献没有讨论确定在机器或车辆的操作期间何时可以锁定或解锁锁止离合器。

[0029] 图4呈现示出用于替代降挡策略中的机器10的示例性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一部分

的曲线图100。曲线图100的X轴表示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其表示为最大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

百分比。Y轴表示以每分钟转数表示的变速器输出速度(TOS)和/或以千米/小时表示的机器

地面速度。曲线图100上的第一线102表示用于从第三挡降挡至第二挡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

的一部分，并且第二线104表示用于从第四挡降挡至第三挡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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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102、104仅是示例性的，并且变速器降挡进度表100可基于特定机器10的操作要求而变

化。

[0030] 通常，对于给定的挡位，当当前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的组合从

上方穿过对应的线102、104并到线102、104的左侧到下方并且到线102、104的右侧时将发生

降挡。以第四挡位线104为例，当制动输入装置26未移位时，当变速器输出速度降到1200rpm

以下和/或机器地面速度降到16.8kph(10.44mph)以下时将执行降挡。当制动输入装置26发

生移位时，变速器输出速度或机器地面速度最初保持不变。因此在线104上方和左边的点

108处不发生降挡。点108处于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线110下方的制动致动的死区内，其中

制动输入装置26被移位，但制动力装置46尚未将制动力施加到车轴44和/或车轮16。第二点

112超出死区，但机器10没有减速到将触发降挡至第三挡的变速器输出速度或机器地面速

度。

[0031] 随着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制动力增加，变速器输出速度和机器地面速度减小，直

到组合与线104在诸如点114的点处相交。在点114处，ECM  30确定应该降挡至第三挡，并将

控制信号传输至变速器致动器84，以使变速器离合器将变速器20换挡至第三挡。取决于传

感器74、76、78、80的采样率，机器10的减速率以及操作员压下制动输入装置26的速度，ECM 

30直到诸如在线104的下方或右边的点116处的组合出现才可以确定应该发生降挡。此时，

ECM  30将传输变速器控制信号以使变速器致动器84将变速器20降挡至三挡，然后开始评估

相对于由线102表示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第三挡位部分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以及变速器

输出速度和机器地面速度。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本文讨论的降挡策略是具有变速器降

挡进度表的策略的示例，该变速器降挡进度表没有解决变矩器中的锁止离合器的锁定和解

锁，并且根据本公开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符合可以被整合到其中。

[0032] 工业实用性

[0033] 在先前已知的机器中，当制动输入装置26移位时，制动力装置46提供大部分制动

力以使机器10减速。变矩器50允许动力源输出轴36和变速器输入轴38之间的相对旋转，因

此动力传动系提供最小的减速力以使机器10减速。即使当锁止离合器58被锁止时，当前机

器10也配置成在制动输入装置26的相对最小移位之后解锁锁止离合器58。在一些先前的实

施方式中，不管机器地面速度、发动机输出速度、变速器输出速度或当前传动装置如何，锁

止离合器58在固定量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之后解锁。在锁止离合器58被解锁的情况下，使

用制动力装置46来独立地接合车轴44和/或车轮16会导致部件过热和过早失效。

[0034] 在根据本公开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中，当驾驶员通过保持锁止离合器58

锁定直到操作状况指示变速器20将降挡来让制动输入装置26移位时，传动系用于辅助机器

10减速。这允许传动系保持较长时间的直接驱动并且提供增加的减速，这减少了制动力装

置46、车轴44和车轮16的磨损和加热。由于传动系辅助行车制动器并且较少的热量传输至

车轴44，因此延长了车轴44的使用寿命，因此制动性能得到改善。

[0035] 图5是LUC解锁例程120的流程图，该LUC解锁例程120可存储在存储器62中并由ECM 

30执行以在当操作员移位制动输入装置26以控制锁止离合器58的解锁来减少机器10的机

器地面速度。例程120可以使用制动输入装置移位，机器地面速度和变速器降挡进度表(诸

如上面描述的那些或类似的进度表)来确定解锁锁止离合器58的最佳时间，使得变速器可

以施加持续至少一段时间的减速力以辅助制动力装置46并减少由制动部件产生的摩擦和

说　明　书 7/9 页

11

CN 108692018 B

11



热量。例程120可以在方框122处开始，在方框122处，ECM  30确定锁止离合器58是否被锁定。

如之前所讨论的，当变速器输入速度大致等于动力源输出速度时，ECM  30可将LUC控制信号

传输到LUC致动器86以锁定锁止离合器58。ECM  30可以保持指示锁止离合器58是锁定还是

解锁的LUC状态，或者可以在例程120的执行期间确定锁止离合器58的当前状态。如果ECM 

30在方框122处确定锁止离合器58被解锁，则控制可以返回到例程120的开始，直到锁止离

合器58被锁定用于直接驱动变速器20。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方框122处的比较

可以省略，并且ECM  30可以在机器10被操作时连续执行下面描述的处理。

[0036] 如果ECM  30确定锁止离合器58被锁定在方框122处，或者如果方框122被省略，则

控制传递到方框124，其中ECM  30评估来自制动输入装置位置传感器72的制动输入装置移

位信号以确定操作员是否正在将制动输入装置26移位。如果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信号指示没

有移位，则操作员不指挥制动力来对机器10减速。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可以传递回方框124

以继续监视用于操作员输入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信号。如果在方框124处ECM  30确定制动

输入装置26正被操作员移位，则控制可以传递到方框126，其中ECM  30可以确定制动输入装

置移位信号是否指示制动输入装置26是移位超过预定的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在一些实

施方式中，当制动输入装置26的移位仅在图4的曲线图100上的线110的左侧的死区内时，可

能不需要或期望解锁锁止离合器58并且制动力装置46尚未施加摩擦以使机器10减速。因

此，当由操作员创建制动输入装置26的这种最小移位时，ECM  30可以将控制传递回方框

124。取决于实施方式，方框124和初始移位检测可以被省略，并且可以执行比较制动输入装

置26的任何移位与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单个步骤。

[0037] 如果ECM  30确定在方框126处的制动输入装置26的移位大于最小制动输入装置移

位，则控制可传递到方框128，其中ECM  30确定变速器20的当前传动装置。如上面关于图4的

变速器降挡进度表图100所讨论的，从较高挡位到较低挡位的每个降挡具有不同的降挡进

度表，例如由线102、104所示的那些。ECM  30确定当前传动装置，从而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

正确部分可用于决定是否解锁锁止离合器58。当ECM  30执行升挡或降挡时，当前传动装置

可以存储在存储器62内的可搜索的数据结构中。在ECM  30是专用于机器10的制动系统的制

动ECM  30并且单独的ECM  30可以控制变速器20的实施方式中，当发生变速器换挡或者在执

行方框128期间可由制动ECM  30从变速器ECM  30请求当前传动装置时，ECM  30可以被配置

为传输当前传动装置到制动ECM  30。

[0038] 在方框128处确定了当前传动装置之后，控制传递到方框130，其中ECM  30确定机

器10的当前机器地面速度。ECM  30可以使用适当的传感器信号来导出当前机器地面速度。

例如，ECM  30可以使用来自变速器输出速度信号的变速器输出速度并且如曲线图100的Y轴

上所示从每分钟转数转换成每小时公里数。或者，可以使用来自车轴速度传感器80的车轴

速度信号的车轴速度和车轮16的车轮直径来计算当前机器地面速度。

[0039] 在方框128、130处分别确定当前传动装置和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并且从制动输入装

置移位信号已知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情况下，控制可以传递到方框132，其中将当前机器地

面速度和当前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与变速器降挡进度表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将出现降挡。在

如上所述的图4的示例性变速器降挡进度表中，当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机器地面速度的组

合在例如像点114那样的第四挡的线104上或者在像点116的线104的下方或右侧时将发生

降挡。对应于在机器10中实施的特定降挡策略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可以存储在存储器6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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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包含对应于线路102、104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和机器地面速度的图、阵列或其他可搜

索的数据结构。

[0040] ECM  30可以被编程为在图上搜索当前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如果当前制动输入装置

移位在用于当前传动装置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的部分中找到，则如果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小

于或等于对应于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机器地面速度就发生降挡。如果在变速器降挡进度表

图上没有找到当前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则ECM  30可以使用当前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任一侧

上的映射入口并内插以导出变速器降挡应当发生的机器地面速度，并以相似的方式比较导

出的机器地面速度与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当然，ECM  30可以被编程以搜索用于当前机器地

面速度的变速器降挡进度表图并且将相应的制动输入装置移位与当前制动输入装置移位

进行比较，并且如果当前制动输入庄主移位大于或等于来自变速器降挡进度表图的制动输

入装置移位，则确定将发生变速器降挡。基于在机器10中实施的降挡策略和变速器降挡进

度表，在方框132处执行的用于比较的其他替代方法可以根据需要实施，并且在根据本公开

的策略中考虑这样的比较。

[0041] 在方框132处执行比较之后，控制传递到方框134，其中ECM  30确定机器10是否处

于降挡点。如果比较指示当前机器地面速度和当前制动输入装置移位的组合在变速器降挡

进度表的对应线102、104的上方或左侧，诸如在图4中的点108、112处，降挡还没有发生，并

且可以保持锁定的锁止离合器58的直接驱动以辅助机器10减速。在变速器降挡之前，控制

可以传递回方框124以继续监视制动输入装置移位。如果组合在线102、104(点114)上或线

102、104(点116)的下方和右侧，则机器10处于降挡点并且控制可以传递到方框136，其中

ECM  30将LUC控制信号传输到LUC致动器86，以分离和解锁锁止离合器58，并允许动力源输

出轴36和变速器输入轴38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0042] 在此处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下保持锁止离合器58尽可能长时间是最佳

的，用于在机器10上提供减速力并且由此减少制动力装置46上的磨损和撕裂和对车轴44

和/或车轮16的热传递。然而，如果在变速器降挡发生时锁止离合器58被锁止，那么直接驱

动可能导致伴有高水平减速度或颠簸的剧烈换挡，这对于机器10的操作员而言可能是不舒

服的。根据本公开的制动减速和变速器控制策略通过由传动系识别最佳时间以释放锁止离

合器58来消除颠簸和驾驶员不舒适来最大化减速辅助，同时提供平稳的降挡，即变速器降

挡被执行的时间。解锁锁止离合器58通常在执行变速器降挡时花费较少时间，因此锁止离

合器58在较低挡位接合之前持续可靠地解锁。

[0043] 尽管前面的内容阐述了许多不同实施例的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本专利的法律范

围由在本专利最后部分提出的权利要求书的陈述所限定。该详细描述应被解释为仅是示例

性的，且不描述每个可能的实施例，因为描述每个可能的实施例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不实

际的。可以使用现代技术或者在本专利的申请日之后开发出的技术来实施大量替代的实施

例，但这仍属于定义本专利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

[0044] 还应该理解的是，除非在此明确地定义术语，否则无意明确地或通过暗示地限制

该术语的含义超出其一般或普通含义，并且该术语不应被解释为限制在基于本专利任何部

分所做出的任何陈述(除了权利要求的语言之外)的范围内。尽管在本专利中均以符合单一

意义的方式来涉及本专利所附的权利要求书中叙述的任一术语，这是为了清晰起见以便不对

读者引起混乱，但并不意图隐含地或者相反地来将这种权利要求术语限制为该单一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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