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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

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及控制方法，包括硬

件电路和控制器；所述硬件电路包括超级电容器

组、双向DC-DC电路、串联网络、三相电压型逆变

器和永磁同步电机；所述超级电容器组由C1、C2、

C3、Cn组成，所述串联网络由蓄电池、限流电阻，

反向二极管、功率管SB组成；所述控制器分别与

双向DC-DC电路、串联网络、三相电压型逆变器连

接，根据电机的运行状态实时的产生控制信号用

以驱动控制电路中的开关器件。本发明提高了能

量回收效率，减小了体积，节约了成本，降低了能

量回收电路的复杂程度，非常适合用于电动汽车

储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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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硬件电

路和控制器；

所述硬件电路包括超级电容器组、双向DC-DC电路、串联网络、三相电压型逆变器和永

磁同步电机；所述超级电容器组由C1、C2、C3、Cn组成，所述串联网络由蓄电池、限流电阻，反

向二极管、功率管SB组成；

所述控制器分别与双向DC-DC电路、串联网络、三相电压型逆变器连接，根据电机的运

行状态实时的产生控制信号驱动控制电路中的开关器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的控制方

法为：硬件电路中，控制器实时监测直流母线电压，由C1、C2、C3、Cn组成的超级电容器组侧

电感电流和电机三相定子电流并根据电机的运行状态，通过模糊控制产生控制信号驱动双

向DC-DC电路、三相电压型逆变器中的功率开关器件，使电机启动，加速，巡航，减速制动时

的能量在超级电容器组和由蓄电池、限流电阻，反向二极管、功率管SB组成的串联网络进行

合理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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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及控制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储能技术、电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

制动能量回馈装置及其控制方法，适用于电动汽车、风力发电以及光伏发电的储能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电动汽车作为零排放、零污染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而再

生制动作为提高电能利用率的重要方法，也成为了国内外各研究机构和汽车开发商研究热

点之一。据美国研究机构对电动汽车的实际运行测试结果表明，拥有再生制动功能的电动

汽车在同等充电条件下，续驶里程将提高10％左右。传统纯电动汽车以蓄电池作为唯一的

能量源，会出现续驶里程短，动力性能不足等问题。传统的电池的功率密度低，充放电速度

慢，可循环充电寿命短，需要定期更换。而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储能器件，有着电池没

有的优点，大存储能力的超级电容器可以替代电池作为存储装置，相比电池，超级电容器不

仅功率密度高、充放电速度快、使用温度范围广，而且更加环保，它不像电池需要定期更换，

循环使用寿命长。超级电容器的出色性能使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作为电动汽车的

唯一动力源，也可以和可充电蓄电池、燃料电池等其他储能装置作为电动汽车的混合动力

源。此外，超级电容器在国防领域，在电能质量治理领域，也能凭借其瞬间释放大功率能量

的特点而有着广泛的使用价值。将蓄电池和超级电容双能量源融入到汽车当中，可以满足

纯电动汽车对比功率和比能量的双重要求，延长续驶里程，提高整车动力性能，制动能量回

收率大为提高。

[0003] 目前，电动汽车用电机主要包括开关磁阻电机、感应电机、无刷直流电机以及永磁

同步电机。相较于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没有电刷和机械换向器，使得电机结构简单、运

行可靠性高、转子发热量小、易于实现大容量化。相对于电励磁同步电机，永磁同步电机转

子利用永磁体替代了直流励磁绕组，省去滑环和炭刷，减小了转子损耗和发热，提高了电机

运行的可靠性和效率。对比感应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具有能量密度高、响应速度快、效率高

等优点；并且控制算法简单，易于实现高精度的控制。相对于无刷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

转矩脉动小，转矩特性好，在低速运行时更平稳。介于永磁同步电机具有高功率密度、高效

率、高转矩密度、良好的转矩平稳性、低振动噪声以及体积小、惯性低、响应快等特点，被广

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动力驱动电机。

[0004] 由于在电动汽车行驶过程中，需要频繁地加减速、启动和制动，因此一方面需要频

繁提供较大的瞬时功率满足启动的要求，一方面制动过程中相当部分的能量又只能无谓消

耗掉，因而启用某种能够同时解决好上述2个问题的储能源是很有必要的，当前从成熟度和

可靠性及成本的角度来看，采用蓄电池和超级电容组成混合能量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

时电动汽车用蓄电池的比功率有限，如果直接用蓄电池驱动电动机，会使得电机驱动性能

恶化，使用双向DC—DC变换器可以将电池电压更加稳定，从而提高电机驱动性能。一般来

说，双向DC—DC变换器可分为隔离型和非隔离型两种。由于隔离型DC—DC变换器结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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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磁芯容易饱和，所用元器件数量多，体积大，控制复杂。此外，效率也是影响DC—DC变

换器在电动汽车上运用的重要因素。非隔离型双向DC—DC变换器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性

能可靠等优点，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针对现有的电动汽车车载用能量回收装置的不足进行设计，提

出了一种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该装置既借鉴了已有的制动

能量回收系统拓扑结构，然而又合理的设计了超级电容器组和蓄电池双能量源结构和非隔

离型双向DC-DC变换器的有效结合以及模糊控制思想的运用，充分发挥超级电容充放电次

数多，速度快，循环寿命长的特点，提高了能量回收效率。使用较少的元器件，减小了体积，

节约了成本，降低了能量回收电路的复杂程度。能量回收系统采用非隔离型DC—DC变换器

和模糊控制策略，提高了能量回收的效率和精度，非常适合用于电动汽车储能系统。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一种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

置，包括硬件电路和控制器；

[0007] 所述硬件电路包括超级电容器组、双向DC-DC电路、串联网络、三相电压型逆变器

和永磁同步电机；所述超级电容器组由C1、C2、C3、Cn组成，所述串联网络由蓄电池、限流电

阻，反向二极管、功率管SB组成；

[0008] 所述控制器分别与双向DC—DC电路、串联网络、三相电压型逆变器连接，主要根据

电机的运行状态实时的产生控制信号，用以驱动控制电路中的开关器件。

[0009] 上述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的控制方法为：硬件电路

中，控制器实时监测直流母线电压，由C1、C2、C3、Cn组成的超级电容器组侧电感电流和电机

三相定子电流并根据电机的运行状态，通过模糊控制产生控制信号驱动双向DC-DC电路、三

相电压型逆变器中的功率开关器件，使电机启动，加速，巡航，减速制动时的能量在超级电

容器组和由蓄电池、限流电阻，反向二极管、功率管SB组成的串联网络进行合理的分配。

[0010] 本发明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可以实现电动汽车在

启动、加速、巡航、减速制动时能量在超级电容和蓄电池之间合理的分配，能量回收速率和

效率都较高，能够有效增加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本发明拓扑结构简单，没有使用变压器、复

杂的直流变换拓扑电路等笨重、昂贵的器件，整个装置成本低，重量小。本发明采用模糊控

制方法，相对于PI控制鲁棒性好，，只需监测超级电容器组、蓄电池、直流母线侧电压、电流

以及电机三相定子电流，根据选定的控制策略，产生合适的驱动信号，驱动功率开关器进行

电机运行状态正确的切换。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2] 1)没有使用变压器、复杂的直流变换拓扑电路等笨重、昂贵的器件，整个装置成本

低，重量小。

[0013] 2)可以实现电动汽车在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制动时能量在超级电容器组和蓄电

池之间合理的分配，能量回收速率和效率都较高，能够有效增加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0014] 3)采用模糊控制方法，相对于PI控制鲁棒性好，只需监测超级电容、蓄电池、直流

母线侧电压、电流以及电机三相定子电流，根据选定的控制策略，产生合适的驱动信号，驱

动由功率开关器件进行电机运行状态正确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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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4)使用本装置，永磁同步电机的运行效果稳定良好，启动和加速时超级电容提供

瞬时能量给电机，电机减速制动时超级电容吸收母线侧的脉动电流。蓄电池提供电机平稳

运行时所需的能量。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电机制动能量回收系统接口电路；

[0018] 图3为电机启动时的能量流动图；

[0019] 图4为电机加速时的能量流动图；

[0020] 图5为电机巡航时的能量流动图；

[0021] 图6为电机回馈制动的能量流动图；

[0022] 图7为电机定子三相电流；

[0023] 图8为电机启动，加速，巡航、减速时的转速波形；

[0024] 图9为定子交轴电流波形；

[0025] 图10为蓄电池端电压波形；

[0026] 图11为蓄电池的充放电电流波形；

[0027] 图12为超级电容的端电压波形；

[0028] 图13为超级电容的充放电电流波形；

[0029] 图14为直流母线端电压波形；

[0030] 图15为直流母线电流波形。

[0031] 图中：1.超级电容器组、2.双向DC—DC电路、3.串联网络、4.三相电压型逆变器、5.

永磁同步电机、6.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3] 如图1中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

装置，该装置由硬件电路和控制器组成。

[0034] 所述的硬件电路包括C1、C2、C3、Cn组成的超级电容器组1、双向DC—DC电路2，后并

接由蓄电池、限流电阻，反向二极管、功率管SB组成的串联网络3，三相电压型逆变器4，永磁

同步电机5；控制器6分别与双向DC—DC电路2、串联网络3、三相电压型逆变器4连接，主要根

据电机的运行状态实时的产生控制信号，用以驱动控制电路中的开关器件。

[0035] 上述电动汽车车载用基于双能量源的制动能量回馈装置的控制方法，硬件电路

中，控制器6实时监测直流母线电压，C1、C2、C3、Cn组成的超级电容器组1侧电感电流和电机

三相定子电流并根据电机的运行状态产生控制信号，双向DC—DC电路2、三相电压型逆变器

4中的功率开关器件，使电机启动，加速，巡航，减速制动时的能量在超级电容器组1和由蓄

电池、限流电阻，反向二极管、功率管SB组成的串联网络3进行合理的分配。

[0036]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中所涉及电路的具体工作方式，选择电机制动能量接口电

路为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工作原理，电路如图2所示。

[0037] 在该电路中，V1与V2的反并联二极管构成降压斩波电路，V2与V1的反并联二极管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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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升压斩波电路。当工作于降压模式时，V2总处于断态，V1正常开通关断，而与V2反并联的二

极管则在V1关断时为电感Lb中的电流提供续流通道。

[0038] 它的主要结构是由超级电容CU和蓄电池B组成的双能量源结构。该接口电路有几

种不同的运行状态。在蓄电池工作期间，蓄电池的端电压变化很小，而在超级电容工作时，

它的端电压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蓄电池有很强的放电容量，但是充电能力却很弱，这是由它

本身的电化学结构决定的。相比之下，超级电容具备很强大的充放电能力，充放电次数多，

速度快，循环寿命长。图2中UDC为直流母线电压，C为滤波电容，B为蓄电池，CU为超级电容，UU

为超级电容端电压，V1，D1，，V2，，D2，，Lb为双向DC-DC变换器组成器件，RB为蓄电池等效内阻，

RLi为限流电阻，DB为防止能量回馈到蓄电池的二极管。

[0039] 该功率电子接口电路可实现两种功能：一是超级电容接到母线，此时，超级电容被

置于低压侧，可以实现端电压的剧烈变化，充分发挥超级电容大电流充放电的能力；二是当

蓄电池通过与VB，，RLi，DB和RB串联之后在并接到直流母线。这种结构可以确保蓄电池的放电

电流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内，而没有充电电流流向蓄电池，从而提高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0040] 根据电机的不同运行状态，可以将该接口电路分为4种运行模式，分别如图3、图4、

图5、图6所示。图中的箭头代表电流方向。下面具体分析每一种模式的具体工作方式。

[0041] 1、电机启动瞬间，如图3所示，启动电流较大，此时必须充分利用超级电容比功率

高的特点，超级电容通过双向DC-DC变换器给电机提供启动电流，此时变换器处于Boost工

作状态。蓄电池通过限流电阻RLi并接到直流母线，保证母线电压的稳定，由于限流电阻的存

在，蓄电池的放电电流很小。

[0042] 2、电机加速时，如图4所示，相对于启动瞬间，电机所需要的能量变小，此时超级电

容和蓄电池同时工作。此时超级电容不会消耗过多的能量，蓄电池也不会产生过放电流。

[0043] 3、电机巡航运行时，如图5所示，电机的转速的变化很小，此时电机定子三相电流

在额定电流的范围内，蓄电池可单独提供所需的能量。

[0044] 4、电机减速制动时，电机的惯性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转换为电能回馈到直流母线，

此时，超级电容因具有大电流充电能力，可以吸收这部分能量，而蓄电池继续嵌位母线电

压。

[0045] 对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和储能系统进行联合仿真，仿真中的参数如下：电机额

定转速4000r/min，2对极，直轴电感为41.631mH，交轴电感为24.579mH。超级电容的初始电

压为100V，电容大小为1F，蓄电池的标称电压为400V，初始的荷电状态(SOC)为80％，内部电

阻为4Ω，缓冲电阻为0.1Ω，低压侧电感为75mH。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仿真时间为10s，在

6s时转速给定由4000r/min降为0r/min，模型中转速以设置的速率下降，如图8所示。图9显

示在制动时Iq电流由正值变为负值，且负值趋于大小稳定。由图7可知，制动时随着负的电

磁转矩(正比于Iq)的稳定，定子三相电流的幅值趋于稳定，且电流频率逐渐下降，与图3所

示永磁同步电机在稳定制动阶段定子三相电流的描述是一致的。由图10、图11看出，制动

时，蓄电池电压有所上升，但充电电流很小。图12、图13可知制动时母线侧向超级电容以恒

定电流充电，电压的大小提高幅度较大，图14、图15分别看出，制动过程母线电压基本保持

稳定，母线电流为脉冲充电电流。仿真结果与期望的目标是一致的，证明了永磁同步电机制

动能量回收系统的可行性、正确性。

[0046]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本发明所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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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各种更动与润饰。因此，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权利要求书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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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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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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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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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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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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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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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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