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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源动

力限制方法，属于混合动力汽车控制技术领域，

包括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下限确定及电机可输

出转矩的上下限确定。该动力源动力限制方法，

综合考虑了电池、电机的使用条件、故障状态及

自身特性对于电池充放电功率、电机输出扭矩的

限制，能够有效延长电池、电机的使用寿命及提

高电池、电机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又尽可

能地输出较大动力，以保证动力性及燃油经济

性，对于行车过程中乘客及车辆部件安全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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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源动力限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下限，

1.1：采集电池最大温度信号、电池荷电状态、电池过压信号、电池过温信号、电池母线

电压信号、电池故障信号、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电机故障信号；

1.2：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具体为：

若当前时刻电池的最大温度大于一标定阈值或小于一标定阈值，或电池荷电状态小于

一标定阈值，或电池出现过压时，则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零；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

但当前时刻电池出现过温，则由电池的最大温度查温度-可允许最大放电电流曲线得到电

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否则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标定的最大放电电流值Dhcurmax；

1.3：由1.2步计算得到的动力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乘以当前时刻的电池母线电压即为当

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

1.4：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具体为：

若当前时刻电池的最大温度大于一标定阈值或小于一标定阈值，或电池荷电状态大于

一标定阈值，或电池出现过压时，则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零；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

但当前时刻电池出现过温，则由电池的最大温度查温度-可允许最大充电电流曲线得到电

池的最大充电电流；否则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标定的最大充电电流Chcurmax；

1.5：由1.4步计算得到的动力电池最大充电电流乘以当前时刻的电池母线电压，并乘

负一，即为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_raw；

1.6：若当前时刻电池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或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

障，或电机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则将1.3步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与标定

的功率限制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两者比较的最小值，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否则

直接将1.3步计算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

1.7：若当前时刻电池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或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

障，或电机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则将1.5步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_raw与标定

的功率限制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两者比较的最大值，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否则

直接将1.5步计算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raw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

1.8：为防止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1.6步得到

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last得到差值Uh，若差

值Uh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h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h小于斜率

限制下限Slp_l，则ΔUh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h为差值Uh，将可允许差值ΔUh加上

上一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

1.9：为防止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的电池可

输出功率下限Pl减去上一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last得到差值Ul，若差值Ul大于斜率

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l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1小于斜率限制下限Slp_

l，则ΔUl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l为差值Ul，将可允许差值ΔUl加上上一时刻的电

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last则为当前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

第二步，计算当前时刻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下限：

2.1：采集当前时刻电机转速信号、电池故障信号、电机故障信号、电机温度信号以及电

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fin及下限Pl_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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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及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确定电机的发电转矩限制值

Tgen_limr，具体为：

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查电机发电外特性表得到外特性限制的电机发电转矩Tgen_curv，由

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除以电机转速得到电池功率限制的电机发电转矩Tgen_bat，若电机

转速小于零，则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为Tgen_curv与Tgen_bat两者比较的最小值，若电机

转速大于等于零，则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为Tgen_curv与Tgen_bat两者比较的最大值；

2.3：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及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确定电机的电动转矩限制值

Tmot_limr，具体为：

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查电机电动外特性表得到外特性限制的电机电动转矩Tmot_curv，由

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除以电机转速得到电池功率限制的电机电动转矩Tmot_bat，若电机

转速小于零，则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为Tmot_curv与Tmot_bat两者比较的最大值，若电机

转速大于等于零，则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为Tmot_curv与Tmot_bat两者比较的最小值；

2.4：为防止电机转速高时电机转矩过大影响电机的轴承寿命，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查

表得到电机的机械强度系数，分别乘以2.2步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m_limr与2.3步得

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得到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与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

Tmot_lim；

2.5：由接收的故障信号限制发电转矩得到最终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Fin，具体为：

当电机故障信号为零转矩故障时，则Tgen_LimFin为零，当电机故障信号为转矩限制故障

时，则需限制2.4步中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不能大于标定的电机故障转矩限

制值，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为正数，也不能小于负的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并作为Tgen_LimFin

的值，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则将2.4步中计算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直接作为

Tgen_LimFin的值；

2.6：由接收的故障信号限制电动转矩得到最终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nFin，具体为：

当电机故障信号为零转矩故障时，则Tmot_LimFin为零，当电机故障信号为转矩限制故障

时，则需限制2.4步中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不能大于标定的电机故障转矩限

制值，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为正数，也不能小于负的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并作为Tmot_LimFin

的值，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则将2.4步中计算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直接作为

Tmot_LimFin的值；

2.7：确定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下限，具体为：

若2.5步中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Fin大于零，则Tgen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出转

矩的上限Th_raw，2.6步中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下限

Tl_raw，否则，Tgen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下限Tl_raw，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作为

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限Th_raw；

2.8：由当前时刻电机温度查标定的电机温度-转矩曲线得到电机温度限制的电机可输

出转矩上限Th_temp和电机温度限制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temp，则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限

Th为2.7步中得到的Th_raw与Th_temp两者比较的最小值，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下限Tl为2.7步中

得到的Tl_raw与Tl_temp两者比较的最大值；

2.9：为防止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2.8步中得

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last得到差值Uh，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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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Uh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h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h小于斜

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h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h为差值Uh，将可允许差值ΔUh加

上上一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fin；

2.10：为防止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2.8步中

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last得到差值Ul，

若差值Ul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l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l小于

斜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l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l为差值Ul，将可允许差值ΔUl

加上上一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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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源动力限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合动力汽车能量管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管理动力电池功率界

限及电机转矩界限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全球能源紧张、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长的时代，传统内燃机汽车由于其高污染

和高能源消耗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时代的要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迫在眉睫。由于新

能源汽车中纯电动汽车电池续驶里程、能量密度等技术限制有待突破，混合动力汽车成为

当前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主流。

[0003] 混合动力汽车由多个能量源构成，多个能量源和动力系统各部件通过相互配合实

现不同的工作模式，满足驾驶员的需求。正常情况下，出于节约燃油、保护环境的考虑，混合

动力车辆尽量通过电池驱动电机为车辆行驶提供动力。但在很多情况下，电池、电机所能够

输出的最大动力不仅受到其自身特性的影响，也受到使用条件的限制，如果以高于预定上

限的速率或电压充电，则电池可能遭受内部损害或降低性能，另外，电池通常具有内阻，该

内阻随温度相反地变化，当使用恒定电池充电时，电池两端的电压降与温度有关的内阻成

比例地变化，因此与较高充电温度相比，低温时也必须限制充电电流，以确保增大的电压降

不超过电池的上限，放电时类似。此外，当电池荷电状态过高或过低、电池单体过压或电池

出现故障时，也应该限制电池的充放电功率；同理，在电机温度过高或存在故障时，不同程

度地限制电机的需求扭矩也是十分必要的。

[0004] 在专利《一种混合动力车辆电池通讯故障的处理方法及系统》(申请公布号为

CN107804314)中公布了一种当电池通讯发生故障时，限制电池的充放电功率的控制方法，

对电池通讯状态进行监测，若电池通讯发生故障，则限制电池的充放电功率在阈值范围内，

同时还控制发动机启动，通过发动机为驱动电机或整车输出轴提供动力。但仅考虑到了电

池通讯发生故障时的情况，还未制定在电池的使用条件恶劣时对电池充放电功率的限制方

法。

[0005] 在专利《在混合动力车电池放电受限时改变运行模式的方法和系统》(授权公告号

为CN104228816)中公布了一种当电池放电受到限制时控制发动机工作模式改变的方法，在

驱动电机工作并且电池放电受到限制时确定是否要进行发动机工作运行模式的改变，但未

给出明确的电池电机动力限制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源动力限

制方法，基于使用条件及自身特性对动力电池及电机的输出动力进行限制，避免动力电池

及电机工作在恶劣使用条件下，延长其使用寿命及使用时的安全性。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源动力限制方法主要包括

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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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第一步，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下限，

[0009] 1 .1：采集电池最大温度信号、电池荷电状态、电池过压信号、电池过温信号、电池

母线电压信号、电池故障信号、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电机故障信号；

[0010] 1.2：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具体为：

[0011] 若当前时刻电池的最大温度大于一定阈值(可标定)或小于一定阈值(可标定)，或

电池荷电状态小于一定阈值(可标定)，或电池出现过压时，则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

零；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但当前时刻电池出现过温，则由电池的最大温度查温度-可允许

最大放电电流曲线得到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否则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标定的最大

放电电流值Dhcurmax；

[0012] 1.3：由1.2步计算得到的动力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乘以当前时刻的电池母线电压即

为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

[0013] 1.4：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具体为：

[0014] 若当前时刻电池的最大温度大于一定阈值(可标定)或小于一定阈值(可标定)，或

电池荷电状态大于一定阈值(可标定)，或电池出现过压时，则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

零；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但当前时刻电池出现过温，则由电池的最大温度查温度-可允许

最大充电电流曲线得到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否则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标定的最大

充电电流Chcurmax；

[0015] 1 .5：由1.4步计算得到的动力电池最大充电电流乘以当前时刻的电池母线电压，

并乘负一，即为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_raw；

[0016] 1.6：若当前时刻电池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或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为功率限

制故障，或电机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则将1.3步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与

功率限制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可标定)两者比较的最小值，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

Ph，否则直接将1.3步计算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

Ph；

[0017] 1 .7：若当前时刻电池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或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为功率

限制故障，或电机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则将1.5步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_raw

与功率限制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可标定)两者比较的最大值，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

Pl，否则直接将1.5步计算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raw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

[0018] 1.8：为防止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1.6步

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last得到差值Uh，

若差值Uh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h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h小于

斜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h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h为差值Uh，将可允许差值ΔUh

加上上一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

[0019] 1 .9：为防止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的电

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减去上一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last得到差值Ul，若差值Ul大于

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l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l小于斜率限制下限

Slp_l，则ΔUl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l为差值Ul，将可允许差值ΔUl加上上一时刻

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last则为当前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

[0020] 第二步，计算当前时刻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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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1：采集当前时刻电机转速信号、电池故障信号、电机故障信号、电机温度信号以

及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fin及下限Pl_fin；

[0022] 2.2：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及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确定电机的发电转矩限制

值Tgen_limr，具体为：

[0023] 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查电机发电外特性表得到外特性限制的电机发电转矩

Tgen_curv，由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除以电机转速得到电池功率限制的电机发电转矩

Tgen_bat，若电机转速小于零，则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为Tgen_curv与Tgen_bat两者比较的

最小值，若电机转速大于等于零，则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为Tgen_curv与Tgen_bat两者比

较的最大值；

[0024] 2.3：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及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确定电机的电动转矩限制

值Tmot_limr，具体为：

[0025] 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查电机电动外特性表得到外特性限制的电机电动转矩

Tmot_curv，由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除以电机转速得到电池功率限制的电机电动转矩

Tmot_bat，若电机转速小于零，则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为Tmot_curv与Tmot_bat两者比较的

最大值，若电机转速大于等于零，则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为Tmot_curv与Tmot_bat两者比

较的最小值；

[0026] 2.4：为防止电机转速高时电机转矩过大影响电机的轴承寿命，由当前时刻电机转

速查表得到电机的机械强度系数，分别乘以2.2步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与2.3

步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得到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与电机电动转矩限

制值Tmot_lim；

[0027] 2.5：由接收的故障信号限制发电转矩得到最终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Fin，具

体为：

[0028] 当电机故障信号为零转矩故障时，则Tgen_LimFin为零，当电机故障信号为转矩限制

故障时，则需限制2.4步中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不能大于电机故障转矩限制

值(正数，可标定)，也不能小于负的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并作为Tgen_LimFin的值，若上述条

件均不满足，则将2.4步中计算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直接作为Tgen_LimFin的值；

[0029] 2.6：由接收的故障信号限制电动转矩得到最终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具

体为：

[0030] 当电机故障信号为零转矩故障时，则Tmot_LimFin为零，当电机故障信号为转矩限制

故障时，则需限制2.4步中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不能大于电机故障转矩限制

值(正数，可标定)，也不能小于负的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并作为Tmot_LimFin的值，若上述条

件均不满足，则将2.4步中计算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直接作为Tmot_LimFin的值；

[0031] 2.7：确定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下限，具体为：

[0032] 若2.5步中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Fin大于零，则Tgen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

出转矩的上限Th_raw，2.6步中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

下限Tl_raw，否则，Tgen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下限Tl_raw，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

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限Th_raw；

[0033] 2.8：由当前时刻电机温度查电机温度-转矩曲线(可标定)得到电机温度限制的电

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temp和电机温度限制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temp，则电机可输出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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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限Th为2.7步中得到的Th_raw与Th_temp两者比较的最小值，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下限Tl为

2.7步中得到的TI_raw与Tl_temp两者比较的最大值；

[0034] 2.9：为防止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2.8步

中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last得到差值

Uh，若差值Uh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h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h

小于斜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h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h为差值Uh，将可允许差值

ΔUh加上上一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

Th_fin；

[0035] 2.10：为防止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2.8

步中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last得到差

值Ul，若差值Ul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l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

Ul小于斜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l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l为差值Ul，将可允许差

值ΔUl加上上一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

Tl_fin。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7] ⑴本发明综合考虑了电池、电机的使用条件、故障状态及自身特性对于电池充放

电功率、电机输出扭矩的限制，能够有效延长电池、电机的使用寿命及提高电池、电机使用

过程中的安全性；

[0038] ⑵本发明提出的电池及电机动力限制方法尽可能地输出较大功率，以保证动力性

及燃油经济性。

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004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电池温度-可允许最大放电电流曲线。

[004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电池温度-可允许最大充电电流曲线。

[0042]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电机转速-机械强度因子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4] 一种混合动力汽车动力源动力限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45] 第一步，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下限，

[0046] 1 .1：采集电池最大温度信号、电池荷电状态、电池过压信号、电池过温信号、电池

母线电压信号、电池故障信号、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电机故障信号；

[0047] 1.2：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具体为：

[0048] 若当前时刻电池的最大温度大于80℃或小于-15℃，或电池荷电状态小于4％，或

电池出现过压时，则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零；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但当前时刻电池

出现过温，则由电池的最大温度查温度-可允许最大放电电流曲线得到电池的最大放电电

流，如图2所示；否则动力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为标定的最大放电电流值Dhcurmax；

[0049] 1.3：由1.2步计算得到的动力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乘以当前时刻的电池母线电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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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

[0050] 1.4：计算当前时刻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具体为：

[0051] 若当前时刻电池的最大温度大于80℃或小于-15℃，或电池荷电状态大于75％，或

电池出现过压时，则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零；若上述条件均不满足，但当前时刻电池

出现过温，则由电池的最大温度查温度-可允许最大充电电流曲线得到电池的最大充电电

流，如图3所示；否则动力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为标定的最大充电电流Chcurmax；

[0052] 1 .5：由1.4步计算得到的动力电池最大充电电流乘以当前时刻的电池母线电压，

并乘负一，即为当前时刻动力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_raw；

[0053] 1.6：若当前时刻电池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或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为功率限

制故障，或电机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则将1.3步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与

功率限制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可标定)两者比较的最小值，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

Ph，否则直接将1.3步计算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raw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

Ph；

[0054] 1 .7：若当前时刻电池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或整车控制器故障信号为功率

限制故障，或电机故障信号为功率限制故障，则将1.5步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_raw

与功率限制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可标定)两者比较的最大值，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

Pl，否则直接将1.5步计算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raw作为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下限Pl；

[0055] 1.8：为防止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1.6步

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last得到差值Uh，

若差值Uh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h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h小于

斜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h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h为差值Uh，将可允许差值ΔUh

加上上一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

[0056] 1 .9：为防止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的电

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减去上一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last得到差值Ul，若差值Ul大于

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l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l小于斜率限制下限

Slp_l，则ΔUl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l为差值Ul，将可允许差值ΔUl加上上一时刻

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last则为当前时刻的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

[0057] 第二步，计算当前时刻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下限：

[0058] 2.1：采集当前时刻电机转速信号、电池故障信号、电机故障信号、电机温度信号以

及电池可输出功率的上限Ph_fin及下限Pl_fin；

[0059] 2.2：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及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确定电机的发电转矩限制

值Tgen_limr，具体为：

[0060] 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查电机发电外特性表得到外特性限制的电机发电转矩

Tgen_curv，由电池可输出功率下限Pl_fin除以电机转速得到电池功率限制的电机发电转矩

Tgen_bat，若电机转速小于零，则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为Tgen_curv与Tgen_bat两者比较的

最小值，若电机转速大于等于零，则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为Tgen_curv与Tgen_bat两者比

较的最大值；

[0061] 2.3：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及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确定电机的电动转矩限制

值Tmot_limr，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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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由当前时刻电机转速查电机电动外特性表得到外特性限制的电机电动转矩

Tmot_curv，由电池可输出功率上限Ph_fin除以电机转速得到电池功率限制的电机电动转矩

Tmot_bat，若电机转速小于零，则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为Tmot_curv与Tmot_bat两者比较的

最大值，若电机转速大于等于零，则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为Tmot_curv与Tmot_bat两者比

较的最小值；

[0063] 2.4：为防止电机转速高时电机转矩过大影响电机的轴承寿命，由当前时刻电机转

速查转速-机械强度因子曲线(如图4所示)得到电机的机械强度系数，分别乘以2.2步得到

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r与2.3步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r，得到电机发电

转矩限制值Tgen_lim与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

[0064] 2.5：由接收的故障信号限制发电转矩得到最终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Fin，具

体为：

[0065] 当电机故障信号为零转矩故障时，则Tgen_LimFin为零，当电机故障信号为转矩限制

故障时，则需限制2.4步中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hen_lim不能大于电机故障转矩限制

值(正数，可标定)，也不能小于负的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并作为Tgen_LimFin的值，若上述条

件均不满足，则将2.4步中计算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直接作为Tgen_LimFin的值；

[0066] 2.6：由接收的故障信号限制电动转矩得到最终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具

体为：

[0067] 当电机故障信号为零转矩故障时，则Tmot_LimFin为零，当电机故障信号为转矩限制

故障时，则需限制2.4步中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不能大于电机故障转矩限制

值(正数，可标定)，也不能小于负的电机故障转矩限制值，并作为Tmot_LimFin的值，若上述条

件均不满足，则将2.4步中计算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直接作为Tmot_LimFin的值；

[0068] 2.7：确定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下限，具体为：

[0069] 若2.5步中得到的电机发电转矩限制值Tgen_LimFin大于零，则Tgen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

出转矩的上限Th_raw，2.6步中得到的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

下限Tl_raw，否则，Tgen_LimFin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下限Tl_raw，电机电动转矩限制值Tmot_LimFin

作为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上限Th_raw；

[0070] 2.8：由当前时刻电机温度查电机温度-转矩曲线(可标定)得到电机温度限制的电

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temp和电机温度限制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temp，则电机可输出转矩

的上限Th为2.7步中得到的Th_raw与Th_temp两者比较的最小值，电机可输出转矩的下限Tl为

2.7步中得到的Tl_raw与Tl_temp两者比较的最大值；

[0071] 2.9：为防止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2.8步

中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last得到差值

Uh，若差值Uh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h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Uh

小于斜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h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h为差值Uh，将可允许差值

ΔUh加上上一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Th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上限

Th_fin；

[0072] 2.10：为防止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波动过大，对其进行斜率限制，用当前时刻2.8

步中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减去上一时刻得到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last得到差

值Ul，若差值Ul大于斜率限制上限Slp_h，则可允许差值ΔUl为斜率限制上限Slp_h，若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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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小于斜率限制下限Slp_l，则ΔUl为斜率限制下限Slp_l，否则ΔUl为差值Ul，将可允许差

值ΔUl加上上一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Tl_last即为当前时刻的电机可输出转矩下限

Tl_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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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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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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