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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

动系统的润滑系统。所述系统包括壳体，其具有

电动机并且支撑车轮，所述壳体在其中具有空

间；输入齿轮和输出齿轮，所述输入齿轮和输出

齿轮设置在所述壳体中；两个中间齿轮，所述两

个中间齿轮的每一个设置有与输入齿轮啮合的

第一齿轮和与输出齿轮啮合的第二齿轮，第二齿

轮的节圆直径与第一齿轮的节圆直径不同，第一

齿轮和第二齿轮一体地并且同心地联接在一起；

泵齿轮，其与输入齿轮啮合；轴承板，其可旋转地

支撑输入齿轮、输出齿轮和中间齿轮；盖板，其构

造成提供润滑泵的由泵齿轮驱动的部分；第一润

滑油供应部分，其由所述盖板和所述中间板设

置，以润滑所述输出齿轮和所述中间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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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所述润滑系统包括：

壳体，所述壳体具有联接至其第一侧的电动机并且将车轮支撑在所述壳体的外周表面

上，所述壳体在其中具有空间；

输入齿轮，其直接连接到壳体中的电动机；

输出齿轮，其与所述输入齿轮平行地布置；

两个中间齿轮，所述两个中间齿轮的每一个包括与输入齿轮啮合的第一齿轮以及与输

出齿轮啮合的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的节圆直径与所述第一齿轮的节圆直径不同，第一

齿轮和第二齿轮一体地并且同心地联接在一起；

泵齿轮，其与输入齿轮啮合；

轴承板，其可旋转地支撑所述壳体的第一侧上的输入齿轮、输出齿轮和两个中间齿轮；

盖板，其与所述轴承板重叠，在所述轴承板与所述盖板之间插置有中间板；

润滑泵，其布置在所述盖板上，所述润滑泵构造为由泵齿轮驱动以泵送润滑油；以及

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其由所述盖板和所述中间板设置，以用从所述润滑泵排出的润

滑油来润滑所述输出齿轮和所述中间齿轮的第一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进一步包括第二

润滑油供应部分，所述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布置在所述壳体中，以利用从所述润滑泵排出

的润滑油来实现所述输出齿轮和所述中间齿轮的第二侧的润滑。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其中，所述润滑泵

具有转子，所述转子布置为在所述轴承板上能够旋转；

所述盖板具有流动路径形成凹槽，所述流动路径形成凹槽用于形成所述润滑泵的入口

侧流动路径和出口侧流动路径以及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

所述中间板覆盖所述盖板的形成凹槽的流动路径，以形成所述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以

及润滑泵的入口侧流动路径和出口侧流动路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其中，所述第一润

滑油供应部分包括：

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其从润滑泵的出口侧流动路径连接至上侧，所述第一输出齿

轮润滑部分具有在与所述输出齿轮的第一侧相对应的位置处延伸的空间，用以存储润滑

油；以及

第一中间齿轮润滑部分，其从所述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的一侧向下延伸，以将润滑

油提供到与两个中间齿轮中的每一个的第一侧相对应的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其中，

油底壳布置在所述壳体中；

滤油器布置在所述壳体中，以能够过滤来自所述油底壳的润滑油；并且

第一连接管布置在所述壳体与所述轴承板之间，使得经过所述滤油器的润滑油供给至

所述润滑泵的入口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其中，在所述润滑

泵的出口侧与所述壳体的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之间布置有第二连接管，在所述第二连接管

中具有油道。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其中，所述第二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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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油供应部分包括：

第二输出齿轮润滑部分，其构造成将通过第二连接管供应到所述壳体中的润滑油输送

到与所述输出齿轮的第二侧相对应的位置；以及

第二中间齿轮润滑部分，其从连接到来自第二连接管的第二输出齿轮润滑部分的流动

路径分支到两侧，所述第二中间齿轮润滑部分构造为将润滑油输送到与所述两个中间齿轮

的第二侧相对应的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其中，所述壳体的

第二侧包括行星齿轮减速机构，所述行星齿轮减速机构构造成对来自所述输出齿轮的旋转

力的速度进行进一步减小，以将力传递至所述车轮。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其中，所述电动机

位于所述盖板的外侧，所述电动机的旋转轴在依次穿过所述盖板、所述中间板和所述轴承

板之后联接至所述输入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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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当通过例如卡车或大型客车的商用车辆中的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实现车辆

的驱动力时，可以减小动力传动系统所占据的空间，其显著优点在于易于在低底盘的大型

客车等中实现。

[0003] 如上所述，为了通过使用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来实现商用车辆的驱动力，必

须将由电动机产生的驱动力以相对较大的减速比减速，以传递至驱动轮，并且车辆必须配

备紧凑的构造，以确保车辆可安装性。

[0004] 在以紧凑的构造布置多个齿轮以实现较大的减速比的同时，如上所述的轮毂电动

机动力传动系统需要润滑系统以适当地润滑这些齿轮和轴承，从而确保其平顺且稳定的操

作。

[0005] 上述内容仅旨在帮助理解本发明的背景，并且不旨在表示本发明落入本领域技术

人员已知的相关技术的范围内。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该润滑系统

可以通过充分且有效地润滑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中的齿轮和轴承来最终确保轮毂电

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稳定的耐久性，所述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包括多个齿轮和轴承，

以便在较小而且紧凑的空间中实现较大的减速比。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存在一种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所

述润滑系统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具有联接至其第一侧的电动机并且将车轮支撑在所述壳

体的外周表面上，所述壳体在其中具有空间；输入齿轮，其设置成直接连接到所述壳体中的

电动机；输出齿轮，其与所述输入齿轮平行地布置；两个中间齿轮，所述两个中间齿轮中的

每一个包括与输入齿轮啮合的第一齿轮和与输出齿轮啮合的第二齿轮，第二齿轮的节圆直

径与第一齿轮的节圆直径不同，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一体地并且同心地联接在一起；泵齿

轮，其与输入齿轮啮合；轴承板，其可旋转地支撑所述壳体的第一侧上的输入齿轮、输出齿

轮和中间齿轮；所述盖板与所述轴承板重叠，中间板插置在所述盖板与所述轴承板之间，所

述盖板构造为提供润滑泵的构造为由泵齿轮驱动的部分以泵送润滑油；以及第一润滑油供

应部分，其由所述盖板和所述中间板设置，以用从所述润滑泵排出的润滑油润滑所述输出

齿轮和所述中间齿轮的第一侧。

[0008] 所述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进一步可以包括第二润滑油供应

部分，所述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设置在所述壳体中，以利用从所述润滑泵排出的润滑油来

实现对所述输出齿轮和所述中间齿轮的第二侧的润滑。

[0009] 所述润滑泵的转子可以设置为在轴承板上能够旋转；所述盖板可以设置有流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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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形成凹槽，所述流动路径形成凹槽用于形成所述润滑泵的入口侧流动路径和出口侧流动

路径以及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所述中间板可以覆盖所述盖板的形成凹槽的流动路径，以

形成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以及润滑泵的入口侧流动路径和出口侧流动路径。

[0010] 所述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可以包括：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其从润滑泵的出口

侧流动路径连接至上侧，所述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具有在与所述输出齿轮的第一侧相对

应的位置处延伸的空间，用以存储润滑油；以及第一中间齿轮润滑部分，其从所述第一输出

齿轮润滑部分的每一侧向下延伸，以将润滑油提供到与两个中间齿轮中的每一个的第一侧

相对应的位置。

[0011] 油底壳可以设置在所述壳体中；滤油器可以设置在所述壳体中，以能够过滤来自

所述油底壳的润滑油；以及第一连接管可以设置在所述壳体与所述轴承板之间，使得经过

所述滤油器的润滑油供给至所述润滑泵的入口侧。

[0012] 在所述润滑泵的出口侧与所述壳体的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之间可以设置有用作

油道的第二连接管。

[0013] 所述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可以包括：第二输出齿轮润滑部分，其构造成将通过第

二连接管供应到所述壳体中的润滑油输送到与所述输出齿轮的第二侧相对应的位置；以及

第二中间齿轮润滑部分，其从连接到来自第二连接管的第二输出齿轮润滑部分的流动路径

分支到两侧，所述第二中间齿轮润滑部分构造为将润滑油输送到与所述两个中间齿轮的第

二侧相对应的位置。

[0014] 所述壳体的第二侧可以设置有行星齿轮减速机构，所述行星齿轮减速机构构造成

对来自所述输出齿轮的旋转力的速度进行进一步减小，以将力传递至所述车轮。

[0015] 所述电动机可以位于所述盖板的外侧，所述电动机的旋转轴可以在依次穿过所述

盖板、所述中间板和所述轴承板之后联接至所述输入齿轮。

[0016] 本发明可以通过充分且有效地润滑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中的齿轮和轴承而

最终确保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稳定的耐久性，所述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包括多

个齿轮和轴承，以便在较小而且紧凑的空间中实现较大的减速比。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示出应用了本发明的润滑系统的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构造的截面

图；

[0018] 图2是沿着图1中的线II-II所截取的截面图；

[0019] 图3是示出本发明的主要部件的分解视图；

[0020] 图4是示出本发明的润滑系统的油道的三维视图；以及

[0021] 图5是示出本发明的润滑系统的油道在与图4相反的方向上的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参照图1至图5，本发明的用于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包括：壳体HG、

输入齿轮IN、输出齿轮OUT、两个中间齿轮G、泵齿轮PMG、轴承板BP、盖板CP以及第一润滑油

供应部分OS1，所述壳体HG具有联接至其第一侧的电动机M并且将车轮W支撑在外周表面上，

所述壳体HG在其中具有空间；所述输入齿轮IN设置成直接连接到壳体HG中的电动机M；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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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齿轮OUT与输入齿轮IN平行地布置；两个中间齿轮G分别设置有与输入齿轮IN啮合的第

一齿轮G1和与输出齿轮OUT啮合的第二齿轮G2，第二齿轮G2的节圆直径与第一齿轮G1的节

圆直径不同，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一体地并且同心地联接在一起；所述泵齿轮PMG与输入齿

轮IN啮合；所述轴承板BP可旋转地支撑壳体HG的第一侧上的输入齿轮IN，输出齿轮OUT和中

间齿轮G；所述盖板CP与轴承板重叠，中间板MP插置在盖板CP与轴承板BP之间，所述盖板CP

构造为提供润滑泵PM的一部分，所述润滑泵PM构造为由泵齿轮PMG驱动，从而泵送润滑油；

所述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OS1由盖板CP和中间板MP设置，用以利用从润滑泵PM排出的润滑

油来润滑输出齿轮OUT和中间齿轮G的第一侧。

[0023] 另外，本发明的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润滑系统进一步包括第二润滑油供应

部分OS2，该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OS2设置在壳体HG中，以利用从润滑泵PM中排出的润滑油

来润滑输出齿轮OUT和中间齿轮G的第二侧。

[0024] 换而言之，在本发明的润滑系统中，当由轴承板BP、中间板MP和盖板CP设置的润滑

泵PM通过接收来自泵齿轮PMG的驱动力而旋转以泵送润滑油的时候，通过经由第一润滑油

供应部分OS1和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OS2来平顺地润滑输出齿轮OUT、中间齿轮G以及支撑齿

轮的轴承的两端，从而确保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的平顺运行和稳定的耐久性。

[0025] 作为参考，壳体HG的第二侧设置有行星齿轮减速机构PG，该行星齿轮减速机构PG

构造成对来自输出齿轮OUT的旋转力的速度进行进一步的减速，以将力传递至车轮W。

[0026] 行星齿轮减速机构PG构造为通过太阳轮S连接至输出齿轮OUT，齿圈R被固定，并且

行星架C与车轮轮毂WB一起连接至车轮W而进行减速。

[0027] 因此，当电动机M的旋转力传递到输入齿轮IN的时候，通过第一齿轮G1和输入齿轮

IN进行第一次减速，通过输出齿轮OUT和第二齿轮G2进行第二次减速，然后，通过行星齿轮

减速机构PG进行第三次减速。因此，轮毂电动机动力传动系统实现了相对较高的减速比。

[0028] 电动机M位于盖板CP的外侧，并且电动机M的旋转轴在依次穿过盖板CP、中间板MP

和轴承板BP之后联接至输入齿轮IN。

[0029] 润滑泵PM的转子RT设置成在轴承板BP上可旋转。盖板CP设置有流动路径形成凹槽

1，以提供润滑泵PM的入口侧流动路径INL和出口侧流动路径OTL以及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

OS1。中间板MP覆盖盖板CP的流动路径形成凹槽1，以提供润滑泵PM的入口侧流动路径INL和

出口侧流动路径OTL以及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OS1。

[0030] 换而言之，轴承板BP和盖板CP起到润滑泵PM的泵壳体HG的作用，并且通过在盖板

CP中配备有流动路径形成凹槽1并且用中间板MP覆盖所述凹槽1，来提供构造润滑泵PM所需

的流动路径。

[0031] 因此，中间板MP设置为使得覆盖流动路径形成凹槽1的部分形成为提供封闭平面，

并且润滑泵PM的入口侧和出口侧与稍后会描述的第一连接管P1和第二连接管P2所连接的

部分处设置有薄板，该薄板具有在其中形成有孔的结构。

[0032] 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OS1构成为包括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OR1以及两个第一中

间齿轮润滑部分GR1，所述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OR1从润滑泵PM的出口侧流动路径连接至

上侧，并且具有在与输出齿轮OUT的第一侧相对应的位置处延伸以存储润滑油的空间；所述

两个第一中间齿轮润滑部分GR1从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OR1的两侧向下延伸，以向与两个

中间齿轮G的第一侧相对应的位置提供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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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因此，通过储存在第一输出齿轮润滑部分OR1中的润滑油，从而在将润滑油连续不

断地且平顺地供给至输出齿轮OUT的第一侧时进行润滑。此外，两个中间齿轮G的第一侧还

可以分别利用由第一中间齿轮润滑部分GR1提供的润滑油来确保稳定的润滑性能。

[0034] 同时，在壳体HG中设置有油底壳SMP；在壳体HG中设置有滤油器FL，从而能够对来

自油底壳SMP的润滑油进行过滤；第一连接管P1设置在壳体HG与轴承板BP之间，使得经过滤

油器FL的润滑油可以供应到润滑泵PM的入口侧。

[0035] 换而言之，存储在壳体HG的油底壳SMP中的润滑油经过滤油器FL并且通过第一连

接管P1而被供给至润滑泵PM，如图3中的箭头所示。

[0036] 在润滑泵PM的出口侧与壳体HG的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OS2之间设置有用作油道的

第二连接管P2。

[0037] 换而言之，润滑泵PM的出口侧必须同时向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OS2和第一润滑油

供应部分OS1供润滑油。为了向设置在壳体HG中的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OS2供润滑油，必须

通过第二连接管P2进行供润滑油。

[0038] 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OS2可以包括第二输出齿轮润滑部分OR2和第二中间齿轮润

滑部分GR2，所述第二输出齿轮润滑部分OR2构造为将通过第二连接管P2供应到壳体HG中的

润滑油输送到与输出齿轮OUT的第二侧相对应的位置；所述第二中间齿轮润滑部分GR2从连

接到来自第二连接管P2的第二输出齿轮润滑部分OR2的流动路径的两侧分支，以将润滑油

输送到与两个中间齿轮G的第二侧相对应的位置。

[0039] 换而言之，通过第二连接管P2接收的来自润滑泵PM的润滑油输送至第二输出齿轮

润滑部分OR2以润滑输出齿轮OUT的第二侧，并且输送至第二中间齿轮润滑部分GR2的润滑

油用于润滑两个中间齿轮G的第二侧。

[0040] 因此，始终通过第一润滑油供应部分OS1和第二润滑油供应部分OS2向输出齿轮

OUT和两个中间齿轮G供给足够的润滑油，以确保润滑性能。由于输出齿轮OUT和中间齿轮G

位于输入齿轮IN和泵齿轮PMG的上方，因此进行润滑并且向下流过输出齿轮OUT和中间齿轮

G的润滑油可以充分润滑输入齿轮IN和泵齿轮PMG。

[0041] 尽管出于说明的目的已公开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案，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各种修改、增加和替代是可能的，并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中所公开的本发明的范围和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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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0

CN 111379844 A

10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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