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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与电源相关的运行成本的电动车辆控

制

(57)摘要

本公开涉及基于与电源相关的运行成本的

电动车辆控制。响应于从外部的源，例如，用户或

网络，接收的能量成本或价格，插电式混合动力

电动车辆操作发动机和/或牵引马达。车辆可包

括：电池；发动机；电动马达；存储器，用于存储电

池充电点；控制器，响应于仲裁标准修改电池充

电点以控制从发动机给电池充电。仲裁标准可至

少部分地基于发动机的燃料成本。仲裁标准可至

少部分地基于电力成本。仲裁标准还可包括车辆

的位置。控制器可基于仲裁标准改变使用发动机

给电池充电与使电池放电以驱动牵引马达之间

的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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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包含：

电池；

发动机；

电动马达，电连接到电池；

存储器，用于存储电池充电设置点、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

控制器，用于基于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控制发动机和电动马达的操作，其中，控制器至

少部分地基于燃料成本、电力成本或车辆的位置修改电池充电设置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辆，其中，控制器被配置为：响应于燃料成本或电力成

本中的至少一个的变化，改变与既不使用发动机给电池充电又不从电池汲取电力相关联的

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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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与电源相关的运行成本的电动车辆控制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用于基于与至少两种不同的动力源关联的成本来控制插电式电动车

辆的运行的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PHEV)包括用于储存电力的牵引电池，所述电力供用于

推进车辆的牵引马达使用。电力可由外部动力源(诸如，电网)或车载动力源(诸如，燃料电

池或内燃发动机)提供。在一些车辆结构中，车载动力源可单独向车轮提供扭矩或与牵引马

达联合向车轮提供扭矩，而在其它车辆结构中，车载动力源仅用于向电池和/或牵引马达提

供电力。例如，确定是使用牵引电池、另外的动力源还是使用这两者驱动车辆的车辆运行策

略通常由制造商在设计和开发期间确定，以获得期望的燃料经济性、车辆性能，并将牵引电

池保持在期望的运行参数内。虽然可向驾驶员提供以纯电动模式、纯发动机模式或多种混

合动力运行模式运行的选择，但是这些模式通常被设计为在由选择的运行模式所施加的约

束下获得最佳燃料经济性。

发明内容

[0003] 当燃料成本相对于电力成本低时，用于控制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车辆、系

统和方法会较大程度使用燃烧燃料的发动机。如果电力成本与燃料成本相比相对低，则可

增多插电式充电的使用。

[0004] 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可包括牵引电池、发动机(例如，内燃发动机)以及

电动马达。可通过马达或通过插电到电源给电池充电。车辆还可包括用于存储电池充电点

的存储器，在电池充电点处内燃发动机提供用于产生电力给牵引电池充电的原动力。车辆

还可包括控制器，用于响应于仲裁标准而修改电池充电点以控制从发动机给电池充电。在

示例中，仲裁标准可至少部分地基于发动机的燃料成本。在示例中，仲裁标准可至少部分地

基于电力成本。在示例中，仲裁标准包括车辆的位置。在示例中，控制器可改变既不使用内

燃发动机给电池充电又不从电池汲取电力的死区，并可使用仲裁标准改变这个死区。

[0005] 一种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控制方法可包括：存储电池充电点，在该电池充电点处

响应于燃料价格相对于电力成本的仲裁，发动机开始给牵引电池充电并输出电池充电点，

以控制从发动机给牵引电池充电。在示例中，改变步骤可包括使用燃料成本和电力价格中

的至少一个作为仲裁标准。在示例中，改变步骤包括使用车辆的位置作为仲裁标准的输入。

[0006] 一种用于控制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方法可包括：在与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中的至

少一个关联的第一牵引电池充电点处操作发动机；响应于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中的至少一

个的变化，在与第一牵引电池充电点不同的第二牵引电池充电点处操作发动机。在示例中，

所述方法还可包括：从无线网络接收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中的至少一个。

[0007] 在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可包括：响应于车辆的位置而修改第一牵引电池充电点和

第二牵引电池充电点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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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在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可包括：减小电池荷电状态阈值，在所述阈值之下，使用发

动机功率给牵引电池充电。

[0009] 在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可包括：响应于燃料成本相对于电力成本增大，增大电池荷

电状态阈值，在所述阈值之上，请求牵引电池功率给牵引马达供电。

[0010] 在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可包括：增大电池荷电状态阈值，在所述阈值之下，使用发

动机功率给牵引电池充电。

[0011] 在示例中，所述控制方法可包括：响应于燃料成本相对于电力成本减小，增大电池

荷电状态阈值，在所述阈值之上，请求牵引电池功率给牵引马达供电。

[0012] 一种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控制方法可包括：通过车辆控制器接收电力成本

和燃料成本；响应于接收的电力成本和燃料成本，延迟牵引电池充电请求和牵引电池放电

请求中的一个。

[0013] 在示例中，延迟牵引电池充电请求可包括：响应于燃料成本相对于电力成本增大，

减小电池荷电状态阈值，在所述阈值之下，请求发动机功率给牵引电池充电。

[0014] 在示例中，延迟牵引电池充电请求可包括：响应于燃料成本相对于电力成本减小，

增大电池荷电状态阈值，在所述阈值之下，请求发动机功率给牵引电池充电。

[0015] 在示例中，接收电力成本和燃料成本可包括：从无线网络周期性地接收电力成本

和燃料成本。

[0016] 在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可包括：显示提示输入电力成本和燃料成本的驾驶员界面。

[0017] 在示例中，在给牵引电池充电的同时，电力成本和燃料成本响应于车辆的位置而

变化。

[0018] 在示例中，所述方法还可包括：响应于车辆的位置，通过增大电池荷电状态阈值而

延迟牵引电池充电请求，在所述阈值之下，请求发动机功率给牵引电池充电。

[0019] 将清楚的是，上面的方法中的任何方法可由在此描述的车辆执行。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具有电池包的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示例。

[0021] 图2是由电池单元以及电池单元监视和控制系统组成的电池包布置。

[0022] 图3是示例中的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示意图。

[0023] 图4是描绘了用于示例性的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系统或方法的操作的曲线图。

[0024] 图5示出用于示例性的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操作曲线图。

[0025] 图6示出用于示例性的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操作曲线图。

[0026] 图7示出用于控制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系统或方法的操作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在此描述了本公开的实施例。然而，应理解，所公开的实施例仅为示例，其它实施

例可以以多种和替代形式实施。附图不一定按比例绘制；可夸大或最小化一些特征以显示

特定部件的细节。因此，在此所公开的具体结构和功能细节不应解释为限制，而仅为用于教

导本领域技术人员以多种形式应用本发明的代表性基础。如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将理

解的，参考任一附图说明和描述的多个特征可与一个或更多个其它附图中说明的特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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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生未明确说明或描述的实施例。说明的特征的组合提供用于典型应用的代表实施例。

然而，与本公开的教导一致的特征的多种组合和变型可以期望用于特定应用或实施方式。

[0028] 关于购买和操作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PHEV)，能量价格的波动正在对汽车用

户造成种种挑战。在较高的汽油价格的时间段期间，用户趋向于青睐燃油效率较高的车辆

(包括PHEV)超过较大但效率较低的车辆。然而，在电力价格相对较高的地区，运行PHEV的成

本可使运行成本增大并减少成本节约。例如，PHEV策略控制在什么样的运行条件下使用发

动机或除了牵引电池以外的动力源，该PHEV策略由制造商在开发和测试期间确定以满足多

个目标，例如，燃料效率、车辆性能和电池需要。例如，这些策略通常不考虑与不同能源(诸

如，电力和汽油)关联的运行成本。本公开描述了以下的系统和方法：通过基于关联的能源/

燃料源的成本控制车辆的运行，成本高效地使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或具有两种车载

能源或燃料源的任何其它车辆。

[0029] 响应于电力和燃料(例如，汽油、柴油、天然气、丙烷、煤油、生物柴油等)的价格变

化，可通过调节基于发动机的电池电力请求而影响PHEV的运行成本。在此描述的方法致力

于以下方面：在电能比燃料便宜的时间段期间，通过增多从外部的电源汲取的(例如，使用

插电式充电器从电网汲取的)能量的量而降低成本，在电力成本比燃料成本高时，通过增多

来自用于推进车辆和/或给电池充电的发动机的能量的量而降低成本。

[0030] 图1描绘了混合动力电动车辆102(例如，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的示例。插电

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102可包含机械连接至混合动力传动装置106的一个或更多个电动马

达104。此外，混合动力传动装置106机械连接至发动机108。发动机108可以是消耗可燃燃料

(例如，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气、丙烷等)的内燃发动机。混合动力传动装置106还可以机械

连接至驱动轴110，驱动轴110机械连接至车轮112。当发动机108开启时电动马达104能向车

轮提供扭矩。电动马达104消耗电能以提供用于推进车辆102的扭矩。当发动机108关闭时电

动马达104能提供减速能力。电动马达104可以被构造为发电机并且能通过回收在摩擦制动

系统中通常将作为热量损失掉的能量而提供燃料经济性效益。由于在特定条件下混合动力

电动车辆102可以以电动模式运转，所以电动马达104还可以减少污染排放。

[0031] 牵引电池或电池包114储存电动马达104可以使用的能量。车辆电池包114通常提

供高电压直流(DC)输出。牵引电池通常操作在100V以上，这相比传统的车辆电池额定电压

12-24V是增大的电压。尽管没有在国家电气 (National  Electrical )中明确

地限定，但是低电压通常指小于60V的直流(DC)电压和通过均方根(RMS)计算的30V的交流

(AC)电压，而虽然这个约定可由于地理区域或应用情况而改变，但是超过这个阈值的电压

通常被认为是高电压。与传统的车辆电池相比，牵引电池还具有较大的电流容量。这种增大

的电压和电流供电动马达104使用，以将储存在电池中的电能转换成扭矩形式的机械能，所

述机械能用于提供车辆推进。

[0032] 电池包114电连接至电力电子(power  electronic)模块116。电力电子模块116还

电连接至电动马达104并且在电池包114和电动马达104之间提供双向传输能量的能力。例

如，典型的电池包114可以提供DC电压而电动马达104的运转可能需要三相AC电。电力电子

模块116可以将DC电压转换为电动马达104需要的三相AC电。在再生模式中，电力电子模块

116将来自作为发电机的电动马达104的三相AC电转换为电池包114需要的DC电压。在此描

述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纯电动车辆或者使用电池包的任何其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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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电池包114除了提供用于推进的能量之外，还可以提供用于其它车辆电子系统的

能量。典型的系统可以包括将电池包114的高电压DC输出转换为与其它车辆负载兼容的低

电压DC供电的DC/DC转换器模块118。其它高电压负载(比如压缩机和电加热器)可以直接连

接至从电池包114引出的高电压总线。在典型的车辆中，低电压系统电连接至12V电池120。

纯电动车辆可以具有类似的配置只是没有发动机108。

[0034] 电池包114可通过外部电源126(例如，电网127)以一定率值而再充电，所述一定率

值是能够充电的每千瓦时的电力，所述电力被供应到车辆102的电池114。电池电荷储存状

态可测量为荷电状态(SOC)。外部电源126可以经由充电端口124通过电连接向车辆102提供

AC或DC电。充电端口124可以是配置为从外部电源126向车辆102传输电力的任何类型的端

口。充电端口124可以电连接至电力转换模块122。电力转换模块可以适配来自外部电源126

的电力以向电池包114提供适合的电压和电流水平。在一些应用中，外部电源126可以配置

为向电池包114提供适合的电压和电流水平并且电力转换模块122可能不是必需的。在一些

应用中，电力转换模块122的功能可以设置在外部电源126中。车辆发动机、变速器、电动马

达、电池、电力转换器件以及电力电子器件可由动力传动系统控制模块(PCM)128控制。

[0035] 除了示出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辆，图1如果去除发动机108则可示出电池电动车辆

(BEV)。同样，图1如果去除组件122、124和126则可示出传统的混合动力电动车辆(HEV)或动

力分流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图1还示出包括电动马达、电力电子模块116、DC/DC转换器模

块118、电力转换模块122和电池包114的高电压系统。高电压系统包括电池包和高电压组

件，高电压组件包括汇流条、连接器、高电压线、电路中断装置。

[0036] 可以通过多种化学配方构建电池包中的各个电池单元。典型的电池包化学物质可

包括但不限于铅酸、镍镉(NiCd)、镍金属氢化物(NIMH)、锂离子或锂离子聚合物。图2示出了

N个电池单元模块202简单串联配置的典型电池包114。电池单元模块202可包含单个电池单

元或并联电连接的多个电池单元。然而，电池包可以由串联、并联或它们组合连接的任意数

量的独立电池单元以及电池单元模块组成。典型系统可以具有监视并控制电池包114的性

能的一个或更多个控制器，例如，电池控制模块(BCM)208。BCM  208可以监视多个电池包水

平特性，比如由电流传感器测量的电池包电流206、电池包电压210以及电池包温度212。例

如，电流传感器可利用基于物理原理的多种方法来检测电流，电流传感器包括霍尔效应IC

传感器、变压器或电流钳、使电压与经过的电流成正比的电阻器、光纤(利用干涉仪来测量

由磁场产生的光的相位变化)或罗氏线圈(Rogowski  coil)。在电池单元正在充电或放电使

得进入或流出电池单元的电流超过阈值的事件中，电池控制模块可通过使用诸如熔断器或

断路器的电路中断装置(CID)而使电池单元断开连接。

[0037] 除了电池包的水平特性外，还可存在测量和监视的电池单元的水平特性。例如，可

以测量每个单元的端子电压、电流和温度。系统可利用传感器模块204来测量一个或更多个

电池单元模块202的特性。该特性可包括电池单元电压、温度、寿命、充电/放电循环的次数

等。通常，传感器模块将测量电池单元电压。电池单元电压可以是单个电池的电压或并联或

串联电连接的一组电池的电压。电池包114可利用多达NC个传感器模块204来测量所有电池

单元202的特性。每个传感器模块204可以将测量结果传输至BCM  208以进一步处理和协调。

传感器模块204可以将模拟或数字格式的信号传输至BCM  208。电池包114还可包含电池配

电模块(BDM)214，BDM  214控制电流流入电池包114和从电池包114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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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图3是可包括多个模块的混合动力电动车辆102的示意图，所述多个模块可包括用

于执行指令和方法步骤的处理电路以及用于存储数据和/或指令的存储器装置(也被称作

非瞬态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附图中说明的一些或全部操作可作为实用工具、程序、子程

序或其它软件而被包含在任何期望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中。此外，可通过计算机程序实

施操作，计算机程序可以以多种形式(活动和不活动)存在。例如，它们可作为软件程序存

在，所述软件程序由源代码、对象代码、可执行代码或其它格式的代码中的程序指令组成。

示例性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包括传统的计算机系统的RAM、ROM、EPROM、EEPROM、磁盘或光

盘以及磁带或光学磁带。因此，应理解的是，能够执行上述功能的任何电子装置或模块都可

执行那些功能，所述电子装置或模块包括专用电子电路、电路、集成电路或芯片等。一旦电

路存储指令或用指令给电路加载，电路就变成用于执行该指令的专用机器。根据特定应用

和实施方式，可连接各种模块或者可以按照除了示出的次序或顺序以外的次序或顺序执行

功能。类似地，虽然没有明确示出，但是在特定操作状况下或在特定应用中，一个或更多个

功能或模块可被重复和/或被省略。

[0039] 在一个实施例中，示出的模块主要通过存储在计算机可读存储装置或存储器中并

由电路以及一个或更多个基于微处理器的计算机或控制器执行的软件、指令或代码实施，

以用于基于可用能源的成本控制车辆的运行。在一个实施例中，能量价格模块301从外部网

络302接收能量价格信息。在另一个实施例中，能量价格信息由用户经由驾驶员界面提供。

能量价格信息包括适用于在特定应用中使用的一个或更多个能源的价格。在示出的代表性

实施例中，能量价格信息包括用于内燃发动机的燃料价格和电力价格。这种价格信息可被

周期性地供应或更新，在一些实施例中时间间隔可由用户选择或指定，所述时间间隔可以

是(例如)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等。能量价格信息可从互联网或其它数据库下载。信息还

可被加载到移动通信装置(例如，移动电话)中，然后通过用户经由驾驶员界面电子地或手

动地输入到车辆中。在另一个示例中，能量价格数据库存储在车辆外部的电子系统中。

[0040] 可以以软件和/或硬件的方式实现(如之前所描述的)的控制器305接收能量价格

信息和用户输入，以致动控制器305确定电力设置点(power  set  point)。控制器305操作为

基于来自外部的源的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来仲裁一个或更多个车辆能源的选择和控制。控

制器305使用计算电路和存储器电路确定以下内容：当来自外部的源的燃料价格相对低于

电力价格时，是否通过使马达作为发电机运转并给电池充电和/或提供流向用于推进车辆

的牵引马达的电流而从内燃发动机供应更多的电能。燃料价格可能是一加仑或一升汽油的

零售价格、折扣价格、批发价格或其它价格体系。电力价格可能是一千瓦时电力的电网零售

价格。当然，根据特定的应用或实施方式，能量成本信息可以以各种格式或单位表示并可转

换成各种其它等同的格式或单位。例如，在基于由卫星导航系统(例如，GPS)或蜂窝信号提

供的位置期间可自动地获得能量成本信息，并且所获得的能量成本信息在再补充燃料或再

充电期间与成本信息关联。例如，可基于识别的位置或与充电站交换的信息而提供或表示

能量成本信息。例如，其它类型的电源可包括充电站和/或工作场所处的充电速率，所述充

电速率可由千瓦-时或由充电或连接到充电站的时长(分钟或小时)表示。基于控制器仲裁

的确定或燃料成本与电能成本之间的相对成本差，控制器305设置或制定基于能量的电池

电力请求曲线307。例如，在需要电能给电池充电的任何时候或当存在燃料成本或电力成本

的价格变化时，控制器305可设置曲线307。根据曲线307和控制器305，电池放电极限被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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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电池电力仲裁模块309。

[0041] 车辆输入模块303从用户和车辆中的传感器接收各种输入。示例性的输入包括加

速器踏板输入(可代表用户的动力请求)和制动踏板输入(可代表用户的停车或减速请求)。

车辆输入模块303可与车辆通信器交互或与车辆通信器集成到一起，并可接收来自车载传

感器或从外部的源下载的数据或信号。另外的驾驶员界面输入也是可能的。示例包括车辆

性能参数选择、电动马达用法、电池设置、出行信息等。档位选择或自动变速器档位(PRNDL)

还可设置为到模块303的车辆输入。到模块303的输入可选择性地发送到控制器305、电池电

力仲裁模块309和混合动力电动车辆协调和优化模块311。驾驶员界面可包括一种或更多种

输入和/或输出装置(例如，具有可编程的输入的触摸屏、开关、按钮、旋钮等)，以手动地输

入能量价格信息和/或基于能量成本控制各种用户设置，所述用户设置影响发动机和/或马

达的控制。

[0042] 除了接收来自模块303的车辆输入和来自设置曲线307的电池放电极限的输入之

外，电池电力仲裁模块309还接收外部温度作为输入。电池电力仲裁模块309使用其输入确

定期望的电池电力。期望的电池电力输出到协调和优化模块311。将意识到，电池电力仲裁

模块309以及HEV协调和优化模块311可以是电力电子模块116的一部分。HEV协调和优化模

块311可向电动马达104和发动机108发送信号以控制这二者的操作。

[0043] 图4是电力请求曲线307的曲线图，曲线307基于发动机以从车辆内的车载动力源

提供电力。曲线图的X-轴是荷电状态(SOC)，Y-轴是请求的电池电力。在示例中，在曲线307

上的某一设置点处，发动机驱动马达以产生用于储存在电池中的电能或用于将电流直接供

应到另一个马达以推进车辆。曲线307是如用多个设置点(这里，四个明显的设置点411、

412、413和414)示出的线性函数。在零电力的下饱和极限设置点411与零电力的上饱和极限

(ZPUSL)设置点412之间存在不从电池请求能量的死区(deadband)。零电力的下饱和极限

(ZPLSL)设置点411与电池电力的下饱和极限(BPLSL)设置点413之间的区域通过发动机108

给电池114充电，例如，充电请求。在本示例中，电池电力的下饱和极限(BPLSL)范围开始于

设置点413并延伸到零电力的SOC。这是可由车辆控制系统请求的最低电力，并且相对于设

置点411与413之间的电池电力请求斜率它处于较低的SOC处。在本示例中，电池电力的上饱

和极限开始于设置点414。这是可由车辆控制系统请求的最大电力，并且相对于设置点412

与414之间的电池电力请求斜率它要求较高的SOC。在示例中，设置点411可设置在30％的

SOC和零电力处。在示例中，设置点412可设置在70％的SOC和零电力处。在示例中，设置点

413可设置在10％的SOC和负10kW处。在示例中，设置点414可设置在80％的SOC和正10kW电

力处。

[0044] 图5是电力曲线307’的曲线图，曲线307’基于发动机以在车辆内提供电力，其与图

4的示例不同之处是存在燃料定价和/或电力定价差异。在图5中示出的代表性示例中，燃料

价格相对于图4的燃料价格增大。因此，当在此描述的系统在本模块中实施时，该系统使电

池电力请求曲线或函数变化。从默认的零电力的下饱和极限设置点411和默认的零电力的

上饱和极限设置点412变化为零电力的下饱和极限设置点511和零电力的上饱和极限设置

点512。在本示例中，零电力请求处的死区的长度增大。在示例中，零电力的下饱和极限设置

点511设置在15％的SOC处，即，比图4的设置点411(例如，30％的SOC)低。在示例中，当燃料

价格增大时，零电力的下饱和极限设置点可减小一半。在示例中，零电力的上饱和极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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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512设置在85％的SOC处，即，比图4的设置点412(例如，70％的SOC)高。在示例中，当燃料

价格增大时，零电力的上饱和极限(ZPUSL)设置点512可以以大约20％的率值从70％的SOC

增大到85％的SOC。在示例中，在Y-轴上，设置点513和514可保持与设置点413和414相同。电

池电力的下饱和极限(BPLSL)设置点513可在X-轴上减小为小于10％的SOC，而可从发动机

请求的电池的最大充电电力将保持不变。电力请求函数从512到514的斜率可与电力请求函

数示出在设置点412与414(图4)之间的斜率保持相同。电池电力的上饱和极限(BPUSL)设置

点514可在X-轴上增大到90％的SOC，而可从电池请求的最大电力将保持不变。充电请求函

数从511到513的斜率可与充电请求函数示出在设置点411与413(图4)之间的斜率保持相

同。燃料价格增大可相对于电力价格或燃料价格自身的绝对变化。

[0045] 图6是电力曲线307”的曲线图，曲线307”基于发动机以在车辆内提供电力，其与图

4和图5的示例的不同之处是存在燃料定价和/或电力定价的进一步的差异。在图6中示出的

代表性示例中，燃料价格相对于图4和图5的上述的两个示例的燃料价格减小。因此，当在此

描述的系统在本模块中实施时，该系统使电池电力请求曲线或函数变化，以使用更多的燃

料给电池充电并驱动车辆。在本示例中，死区相对于以上的两个示例减小。零电力的下饱和

极限设置点611增大，零电力的上饱和极限设置点612减小。这将增大基于发动机的电池电

力，以用于给电池充电和驱动电动马达。在示例中，零电力的下饱和极限设置点611设置在

45％的SOC处。在示例中，零电力的上饱和极限设置点612设置在55％的SOC处。因此，不从内

燃发动机请求电力的状态(例如，死区)仅在45％的SOC和55％的SOC范围内。即，死区的范围

是图5的示例的死区的范围的七分之一。这个曲线307”还可修改设置点613和614。电池电力

的下饱和极限设置点613可在X-轴上增大为大于10％的SOC，而可从发动机请求的电池的最

大充电电力将保持不变。在示例中，设置点613设置在42.5％的SOC处。电力请求函数从611

到613的斜率可与电力请求函数示出在设置点411与413(图4)之间的斜率保持相同或可具

有比设置点411与413之间的斜率大的斜率。电池电力的上饱和极限设置点614可在X-轴上

减小到57.5％的SOC，而可从电池请求的最大电力将保持不变。充电请求函数从612到614的

斜率可与充电请求函数示出在设置点412与414(图4)之间的斜率相同或可比设置点412与

414之间的斜率大。燃料价格增大可相对于电力价格或燃料价格自身的绝对变化。

[0046] 以上的示例示出针对驱动车辆或给电池充电的发动机电力需求的固定点。在本公

开的范围内，设置点是可调节的，以再调节死区。车辆的用户可调节用于产生电力的发动机

的使用。例如，在示例中，不管价格如何(例如，由于环境的关系或基于车辆的位置)，用户都

可选择车辆使用发动机产生更多的电力。

[0047] 图7是用于基于车辆的能量成本控制车辆操作的方法700的流程图，所述车辆具有

两种或更多种能源(例如，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辆具有用于发动机的燃料和用于牵引马

达的电力，所述电力从发动机提供或从外部电池充电源提供)。在701处，车辆的模块(电路、

电子器件、软件等)存储默认的电力请求，默认的电力请求限定发动机对车辆的电负载的贡

献。在示例中，在发动机的默认设置中其电力请求可由图4中示出的曲线图表示。在702处，

开始基于能量成本的控制。用户可(例如)在车辆上的界面处选择这个特征或在与车辆通信

的外部装置(例如，计算机、移动电话、平板电脑或其它通信装置)处选定这个特征。

[0048] 在703处，接收一个或更多个能源的能量成本。车辆可从操作者经由车辆或驾驶员

界面接收能量或燃料成本或者从网络电子地或无线地接收能量或燃料成本。在另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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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远离车辆的计算装置处接收燃料成本，并通过计算装置使用有线连接和/或无线连接

将燃料成本传输到车辆内的接收器。在704处，接收电力成本。例如，可通过车辆从有线或无

线网络(例如，使用WiFi、蓝牙(Bluetooth)、CDMA或类似的通信协议的互联网)接收电力成

本、经由连接到充电站的充电线接收电力成本、或经由驾驶员界面或远程的计算装置(例

如，移动电话)从用户接收电力成本。在另一个示例中，通过远离车辆的计算装置接收电力

成本。成本还可与特定的地理区域或位置关联，例如，与车辆的用户的家庭和工作位置关

联。在从外部的源给电池充电期间成本还可与车辆自身的位置有关。在705处，计算成本变

化。当前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与一个或更多个以前的成本作比较，以前的成本可存储在位

于车辆上的存储器中或计算装置中。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可彼此作比较，以选择更多地使

用较低成本的能源。

[0049] 在706处，确定是否存在燃料成本增大。如果是，则车辆可减少使用消耗燃料的发

动机，而青睐由外部动力源和再生制动提供的储存在电池中的电能。在示例中，改变发动机

提供电力的函数，例如，从图4的曲线307变化到图6的曲线307”、从图5的曲线307’变化到图

4的曲线307或者图6的曲线307”，以减小提供电力给电池充电或推进车辆的燃料的使用，例

如，发动机触发为产生电力的SOC增大和/或推进车辆的SOC减小并且死区减小。然后，过程

流程可返回到步骤703处。如果在706处，燃料成本或电力成本不增大，则在708处，确定燃料

成本或电力成本是否减小。如果否，则程序返回到步骤703处。如果燃料成本已减小，则在

709处，增多在车辆中提供电能(特别是向电池提供电能)的燃料的使用。在示例中，改变发

动机提供电力的函数，例如，从图6的曲线307”变化到图4的曲线307或者从图5的曲线307’，

以增多提供电力给电池充电的燃料的使用，例如，发动机触发为产生电力的SOC减小，并且

死区增大。

[0050] 虽然方法700示出关注燃料成本的策略，但是同样类型的过程可用于电力成本。接

收电力成本。如果电力成本降低，则增多来自外部的源的电力的使用。如果电力成本升高，

则可增多燃料的使用。燃料成本和电力成本是由程序、系统、模块和装置所使用的仲裁标

准，用于确定是增多燃料的使用、减少燃料的使用、增多外部电力的使用还是减少外部电力

的使用。

[0051] 在此描述了某些系统、装置、应用或程序包括许多模块或机构。模块或机构可以是

具有显著功能的单元，所述单元可向其它模块提供信息并从其它模块接收信息。因此，描述

的模块可被看成可通信地连接。模块还可发起与输入或输出装置的通信，并可基于资源(例

如，信息的集合)操作。为了适用于各个实施例的特定实施方式，模块可实现为硬件电路、光

学组件、单个或多个处理器电路、存储器电路、软件程序模块和对象、固件及其组合。

[0052] 在此公开的程序、方法或算法可通过可包括任何现有的可编程电子控制单元或专

用的电子控制单元的处理装置、控制器或计算机而使用/实施。类似地，程序、方法或算法可

存储为通过控制器或计算机以多种形式执行的数据和指令，包括但不限于将信息永久地存

储在不可写的存储介质(比如ROM设备)中并且将信息可替代地存储在可写的存储介质(比

如软盘、磁性数据带式存储器、光学数据带式存储器、CD、RAM装置、FLASH装置、MRAM装置和

其它的磁性介质和光学介质)中。程序、方法或算法还可在软件可执行的对象中实施。可替

代地，可以使用适当的硬件部件整体地或部分地实施该程序、方法或算法，硬件部件可以是

(比如)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状态机、控制器或任何其它硬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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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设备，或者硬件、软件和固件部件的结合。

[0053] 虽然上文描述了示例性实施例，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实施例描述了权利要求包含

的所有可能的形式。说明书中使用的词语为描述性词语而非限制性词语，并且应理解，在不

脱离本公开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作出各种改变。如之前所描述的，可以组合多个实

施例的特征以形本发明的可能没有明确描述或说明的进一步的实施例。

[0054] 尽管已经描述了多个实施例就一个或更多个期望特性来说提供了优点或相较于

其他实施例或现有技术应用更为优选，但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应该认识到，取决于具体

应用和实施方式，可以对一个或更多个特征或特性折衷以达到期望的整体系统属性。这些

属性可包括但不限于：成本、强度、耐用性、生命周期成本、可销售性、外观、包装、尺寸、可维

修性、重量、可制造性、易于装配性等。因此，被描述为在一个或更多个特性方面不如其它实

施例或现有技术实施方式更合意的实施例不在本公开的范围之外，并且可期望这些实施例

用于特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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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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