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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

系统，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多轴车辆通过性和燃

油经济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该驱动系统包括发动

机、发电机、电动机、行星排机构、动力电源、动力

切换装置、发电机控制驱动器、电动机控制驱动

器、液压马达、液压泵、液压阀组及液压蓄能器，

结合现有混联式混合动力技术和轮毂液压驱动

技术，并利用动力切换装置对发电机和电动机的

动力进行动力输出切换，提出一种多轴混合动力

车辆驱动系统，不仅能够充分发挥混联式混合动

力技术，使车辆提高其燃油经济性，而且还能利

用轮毂液压驱动系统和动力切换装置，使车辆全

轮驱动，最大程度上得到最大驱动力，提高了车

辆的通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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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包括发动机(14)、发电机(11)、电动机(7)、行星排

机构(9)、动力电源(4)、发电机控制驱动器(3)、电动机控制驱动器(5)、液压马达(1)、液压

泵(15)、液压阀组(16)及液压蓄能器(18)，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液压泵(15)与发动机的取力

器(13)连接，所述的液压马达为轮毂液压马达，所述的发电机输出轴(19)与行星排机构的

太阳轮轴(33)之间由动力切换装置(10)连接，所述的电动机输出轴(26)与行星排的齿圈

(23)之间由动力切换装置(8)连接，所述的发动机输出轴(22)与行星排的行星架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行星排

机构包括太阳轮(32)、行星轮(31)、行星架(30)、齿圈(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动力切

换装置(10)包括同步齿轮(20)、切换同步环(21)、切换齿轮(35)、同步齿轮(34)、太阳轮轴

(33)、主减速器(36)、差速器(37)；所述的动力切换装置(10)把发电机的动力在驱动桥与行

星排的太阳轮之间进行切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动力切

换装置(8)包括同步齿轮(24)、切换同步环(28)、切换齿轮(29)、同步齿轮(27)、主减速器

(38)、差速器(39)；所述的动力切换装置(8)把电动机的动力在驱动桥与行星排的齿圈之间

进行切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桥

的主减速器为双曲面齿轮减速器，所述的发电机输出轴为空心轴，所述的电动机输出轴为

空心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驱动系

统可以根据不同的行驶工况以不同的模式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六种模式，其一：后轴单独驱

动，整车工作在混联式混合动力模式下，此模式整车处于经济性工作状态下；其二：全轮驱

动，发电机、电动机、发动机分别驱动第三、第四、第五个驱动轴，轮毂液压驱动系统驱动前

两个驱动轴，此模式整车输出较大的驱动力；其三：前两个轴驱动，只有轮毂液压驱动系统

利用发动机进行工作，进入蠕行模式，整车出现意外故障时进入此模式；其四：制动能量回

收A模式，发电机空转、电动机和液压蓄能器根据制动强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制动能量回收，

整车在模式一并进行制动时进入此模式；其五：制动能量回收B模式，发电机、电动机和液压

蓄能器根据制动强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制动能量回收，整车在模式二进行制动时进入此模

式；其六：制动能量回收C模式，液压蓄能器根据制动强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制动能量回收，整

车在模式三进行制动时进入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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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汽车节能技术及新能源汽车领域，主要涉及一种多轴车辆驱动系统，

更确切的说，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机电液耦合的多轴车辆混合动力驱动系统，使其同时兼

备高通过性和良好燃油经济性的特点。

背景技术

[0002] 多轴车由于运载货物量大，工作环境复杂多变，为了提高多轴车的通过性，传统的

方法利用分动器把发动机的动力分给不同的驱动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选用较大功率的发

动机，而多轴车由于经常工作在长途路段，从而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可以看出，

传统多轴车在通过性和燃油经济性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矛盾。当前技术针对多轴车驱动

系统，主要是利用机械分动器的方式进行实现高通过性，同时液压辅助驱动系统也常常安

装在多轴车的前轴进行辅助驱动，但是这些驱动技术往往使得发动机在选取的时候功率过

大，对于经常运输的多轴车燃油经济性较差，即没有同时兼备良好的燃油经济性和高通过

性的特点。而利用机电液耦合混合动力驱动系统，配合轮毂液压驱动系统，电子无极变速系

统，电机动力切换装置，能够合理的解决了多轴车行驶过程中经济性和通过性之间的矛盾，

不仅可以充分提高燃油经济性，解决了多轴车行驶里程远燃油经济性差的缺点，而且还能

保证在排量小发动机的情况下，利用轮毂液压马达和电机动力的切换驱动方式，使得多轴

车实现分时多轴驱动，充分利用混合动力的优势，提高整车的通过性。

[0003] 现有的一些专利，如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  105459804B，公开日为2016年04月06

日，发明名称为“轮毂马达液压混合动力系统”，该发明在前轴采用液压轮毂马达驱动系统，

结合原有的后轴驱动系统形成混合动力系统驱动整车，解决了传统后驱重型车在低附着路

面上动力性差的缺点。中国专利公开号CN104648116A，公开日为2015年05月27日，发明名称

为“双模式行星混联系统及其控制系统”，该发明通过一套双模式行星混联系统，结合适当

的控制策略，尽可能的发挥了混联式混合系统的优势，提高了燃油经济性。

[0004] 综上所述，现有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一种是利用液压轮毂驱动技术实现增强

车辆的通过性，另外一种方向是利用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提高燃油的经济性，但是把两者

结合起来并运用到多轴混合动力汽车上的，同时兼备高通过性和良好燃油经济性特点的，

目前还尚未提出。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来弥补现有技术的不

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解决现有技术中多轴车辆通过性和燃油经济性两者之间的矛盾，结合

现有混联式混合动力技术和轮毂液压驱动技术，提出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不

仅能够充分发挥混联式混合动力技术，使车辆尽可能的提高燃油经济性，而且可以借助混

联式混合驱动系统中的发电机、电动机，结合轮毂液压驱动技术，使得多轴车实现分时全轮

驱动，在复杂多变的路况下尽可能的提高车辆的通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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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采用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包括发动机14、发电机11、电动机7、行星排机构

9、动力电源4、发电机控制驱动器3、电动机控制驱动器5、液压马达1、液压泵15、液压阀组16

及液压蓄能器18，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液压泵15与发动机取力器13的输出轴相连接，所述的

液压马达1为轮毂液压马达，所述的发电机输出轴19与行星排机构的太阳轮轴33之间由动

力切换装置10连接，所述的电动机输出轴26与行星排的齿圈23之间由动力切换装置8连接，

所述的发动机输出轴22与行星排的行星架连接。所述的行星排机构包括太阳轮32、行星轮

31、行星架30、齿圈23。所述的动力切换装置10包括同步齿轮20、切换同步环21、切换齿轮

35、同步齿轮34、太阳轮轴33、主减速器36、差速器37；所述的动力切换装置10把发电机的动

力在驱动桥与行星排的太阳轮之间进行切换。所述的动力切换装置8包括同步齿轮24、切换

同步环28、切换齿轮29、同步齿轮27、主减速器38、差速器39；所述的动力切换装置8把电动

机的动力在驱动桥与行星排的齿圈之间进行切换。所述的驱动桥的主减速器为双曲面齿轮

减速器，所述的发电机输出轴为空心轴，所述的电动机输出轴为空心轴。

[0008] 所述的驱动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行驶工况以不同的模式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六种

模式，其一：后轴单独驱动，整车工作在混联式混合动力模式下，此模式整车处于经济性工

作状态下；其二：全轮驱动，发电机、电动机、发动机分别驱动第三、第四、第五个驱动轴，轮

毂液压驱动系统驱动前两个驱动轴，此模式整车输出较大的驱动力；其三：前两个轴驱动，

只有轮毂液压驱动系统利用发动机进行工作，进入蠕行模式，整车出现意外故障时进入此

模式；其四：制动能量回收A模式，发电机空转、电动机和液压蓄能器根据制动强度进行不同

程度的制动能量回收，整车在模式一并进行制动时进入此模式。其五：制动能量回收B模式，

发电机、电动机和液压蓄能器根据制动强度进行不同程度的制动能量回收，整车在模式二

进行制动时进入此模式。其六：制动能量回收C模式，液压蓄能器根据制动强度进行不同程

度的制动能量回收，整车在模式三进行制动时进入此模式。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0] 1.在多轴车上运用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能够尽可能的提高整车的燃油经济性；

[0011] 2.利用动力切换装置，把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动力输出从混联式动力系统转换到驱

动单独驱动桥，并结合液压轮毂驱动系统，实现全轮驱动，使得整车获得最大的驱动力，进

而提高整车的通过性；

[0012] 3.采用机电液耦合的混合动力系统，在制动工况时，液压轮毂驱动系统能够利用

蓄能器实现制动能量回收，发电机和电动机也能实现制动能量回收；

[0013] 4.采用轮毂液压驱动系统，能够在系统出现故障或者部件失效的情况下，采取蠕

行控制模式，让发动机驱动轮毂液压驱动系统，能够驱动车辆缓慢行驶；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整体结构原理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动力切换装置和行星排传动结构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驱动桥的主减速器和差速器结构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后轴单独驱动的混联式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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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动力驱动下的动力切换装置和行星排动力传递示意；

[0019] 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后轴单独驱动的混联式混

合动力驱动下的驱动系统示意；

[0020] 图6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全轮驱动的混合动力驱动

下动力切换装置和行星排动力传递示意；

[0021] 图7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全轮驱动的混合动力驱动

下的驱动系统示意；

[0022] 图8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模式一下的能量流动示意

图；

[0023] 图9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模式二下的能量流动示意

图；

[0024] 图10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模式三下的能量流动示

意图；

[0025] 图11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模式四下的能量流动示

意图；

[0026] 图12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模式五下的能量流动示

意图；

[0027] 图13为本发明所述的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工作在模式六下的能量流动示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描述：

[0029] 参阅图1，多轴混合动力车辆驱动系统包含液压马达1、车轮2、发电机控制驱动器

3、动力电源4、电动机控制驱动器5、后驱动桥6、电动机7、电动机7、动力切换装置8、行星排

机构9、动力切换装置10、发电机11、离合器12、取力器13、发动机14、液压泵15、液压阀组16、

液压管路17、液压蓄能器18。其中液压马达1为轮毂液压马达；动力切换装置10把发电机的

动力在驱动桥与行星排的太阳轮之间进行切换；动力切换装置8把电动机的动力在驱动桥

与行星排的齿圈之间进行切换。

[0030] 参阅图2，展示了动力切换装置细节，动力切换装置10包括同步齿轮20、切换同步

环21、切换齿轮35、同步齿轮34、太阳轮轴33、主减速器36、差速器37；切换装置8包括同步齿

轮24、切换同步环28、切换齿轮29、同步齿轮27、主减速器38、差速器39；动和行星排传动结

构图。其中同步齿轮20和同步齿轮27分别空套在发电机动力输出轴19和电动机动力输出轴

26上，发电机动力输出轴19为空心轴，且发动机动力输出轴22从发电机动力输出轴19中心

穿过，并连接行星排的行星架，电动机动力输出轴26为空心轴，且行星排齿圈动力输出轴25

从电动机动力输出轴26中心穿过，并连接后驱动桥6。动力切换装置的动力切换原理类似于

传统机械变速器换挡原理，当切换同步环21向左拨动时，这时由于切换同步环的作用会使

得切换齿轮35带着空套着的同步齿轮20进行同步转动，即发电机的动力传递给了同步齿轮

20，从而驱动第三个驱动桥；当切换同步环21向右拨动时，这时由于切换同步环的作用会使

得切换齿轮35和同步齿轮34进行同步转动，即发电机的动力传递给了同步齿轮34，从而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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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行星排中的太阳轮32，和发动机及电动机组合成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当切换同步环28

向左拨动时，这时由于切换同步环的作用会使得切换齿轮29带着空套着的同步齿轮24进行

同步转动，即电动机的动力传递给了同步齿轮24，从而驱动行星排中的齿圈，和发动机和发

电机组合成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当切换同步环28向右拨动时，这时由于切换同步环的作

用会使得切换齿轮29和同步齿轮27进行同步转动，即电动机的动力传递给了同步齿轮27，

从而驱动第四个驱动桥。值得说明的是，当切换同步环21向左拨动时，发电机的动力驱动第

三个驱动桥时，这时行星排的太阳轮处于自由旋转状态，因此必须通过制动器(同步齿轮34

右)对太阳轮进行锁止，发动机才能借助行星排向后传递动力并驱动第五个后桥。

[0031] 参阅图3，驱动桥的主减速器和差速器认为是这两个动力切换装置的一部分，其中

动力切换装置10对应的驱动桥为图左所示，动力切换装置8对应的驱动桥为图右所示。36、

38为主减速器，37、39为差速器，其中主减速器36的输入端为同步齿轮20，主减速器38的输

入端为同步齿轮27。值得说明的是，由于主减速器为双曲面齿轮减速器，主减速器输入轴和

输出轴在空间上存在偏心距，因此在一定的大主减速器条件下差速器和主减速器输入轴

(即电动机动力输出轴或者电动机动力输出轴)之间不会产生干涉。

[0032] 参阅图4和图5，在图4中，从动力切换装置上可以看出，发电机动力输出轴带动行

星排的太阳轮，电动机动力输出轴带动行星排的齿圈，在图5中，即为根据图4动力切换装置

简化后的动力传动构型图。可以看出，在该模式下，后轴单独驱动，发动机、电动机、发电机

三个动力源通过行星排形成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其中轮毂液压驱动系统通过对液压阀组

进行控制，使得液压马达不输出能量也不吸收能量，液压马达处于旁通状态下；发电机的同

步齿轮与行星排的太阳轮同步，电动机的同步齿轮与行星排的齿圈同步，即发动机连接行

星架、发电机连接太阳轮、电动机连接齿圈，最终通过齿圈中心轴输出动力驱动第五个驱动

桥，发电机和电动机根据相应的工况配合发动机工作，利用混联式混合动力驱动系统的节

油优势，可以在多轴车整车工作情况下充分发挥其燃油经济性。正常情况下，车辆工作在该

模式下，尽可能的提高燃油经济性。

[0033] 参阅图6和图7，在图6中，从动力切换装置上可以看出，发电机切换动力，带动驱动

桥(第三个驱动桥)，电动机也切换动力，进而带动驱动桥(第四个驱动桥)，行星排中的太阳

轮被锁止，发动机经过行星排进行速比变换后带动第五个驱动桥，从图7中可以看到，动力

切换装置A即为图6中的虚线框A部分，发电机动力输出轴作为动力切换装置A的输入，第三

个驱动桥的两个半轴作为动力切换装置A的输出，动力切换装置B即为图6中虚线框B部分，

电动机动力输出轴作为动力切换装置B的输入，第四个驱动桥的两个半轴作为动力切换装

置B的输出；同时，液压轮毂驱动系统的加入，使得第一驱动桥和第二驱动桥被轮毂液压马

达驱动；可以看出，在该模式下，车辆处于全轮驱动状态，轮毂液压马达、发动机、发电机、电

动机分别驱动第一和第二驱动桥、第三驱动桥、第四驱动桥、第五驱动桥，在这种情况下，车

辆获得最大的驱动力，能够使得整车具有较强的通过性能。

[0034] 参阅图8，由于后轴单独驱动，发电机、电动机、发动机三动力源配合行星排，使得

整车工作在混联式混合动力模式下。在该模式下，发动机输出动力，电动机和发电机在整车

控制器逻辑控制下，不断的输出动力对电池放电或者发电对电池充电，然后通过行星排联

合发动机、电动机和发电机，组成整个混联式系统输出动力驱动第五个驱动桥。

[0035] 参阅图9，全轮驱动，轮毂液压驱动系统、发电机、电动机、发动机分别驱动第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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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驱动轴，因此，发电机和电动机输出动力对蓄电池放电，发动机输

出动力经过行星排输出动力，液压泵通过取力器取部分发动机动力，带动液压马达转动。

[0036] 参阅图10，液压驱动系统工作，此模式下液压泵通过取力器取部分发动机动力，带

动液压马达转动。混联式混合动力系统不工作。

[0037] 参阅图11，制动能量回收A模式，在模式一下制动而进入此模式。液压马达反向给

蓄能器充入能量，进而为下一次驱动液压马达提供额外的能量来源。同样，混联式混合动力

系统通过电动机发电，而与发动机相连接的行星架锁止，发电机空转，不发电也不耗电。

[0038] 参阅图12，制动能量回收B模式，在模式二下制动而进入此模式。液压马达反向给

蓄能器充入能量，进而为下一次驱动液压马达提供额外的能量来源。发电机通过第三个驱

动桥反向带动而发电，电动机通过第四个驱动桥反向带动而发电。

[0039] 参阅图13，制动能量回收C模式，在模式三下制动而进入此模式。液压马达反向给

蓄能器充入能量，为下一次驱动液压马达提供额外的能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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