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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动公交传动系统布置方式直接影响着整车的动力性和经济性ꎬ同时对电机的参数选择

有较大的影响ꎮ 采用多档传动系统可以提高电动公交车性能ꎬ降低对电机的要求ꎬ延长续驶里

程ꎮ 根据 Ｃｒｕｉｓｅ 的仿真要求ꎬ建立了纯电动公交车的整车、电机、离合器、变速器、车轮和驾驶室

的数学模型ꎮ 对“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的传动系统进行了动力性和经济性的仿真ꎬ并与“电

机直驱”和“电机＋两挡变速器”的传动系统动力性和经济性进行了对比ꎮ 对比表明“电机＋离合

器＋五挡 ＡＭＴ”方案明显优于其他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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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根据我国国情ꎬ大力发展纯电动汽车对于合理利用资

源、改善环境、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以

及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加强我国能源安全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１] ꎮ 电动汽车牵引电机具有较宽的工作范围ꎬ电
机低速时恒转矩和高速时恒功率的特性更适合车辆运行

需求ꎮ 但是采用电机直驱的传动方式ꎬ不仅提高了对牵引

电机性能的要求ꎬ而且会使电机长时间工作在低效率区

域ꎬ浪费电池能量致使续驶里程减少ꎮ 为了提高整车性

能ꎬ必须对其动力传动系统进行优化ꎬ保证电动汽车牵引

电机既在恒转矩区提供较高瞬时转矩ꎬ又在恒功率区提供

较高运行速度[２－３] ꎮ
我国在电动汽车驱动系统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

方向:一是研制低转速大型电机直接驱动代替传统驱动系

统ꎬ以增加运行可靠性ꎻ二是研制专用变速器与常见的永

磁或者异步电机匹配ꎬ达到运行要求ꎬ包括“电机直驱”、
“电机＋减速器”、“电机＋少挡变速器”、“电机＋离合器＋多
挡变速器” ４ 种方式ꎮ 下面以某纯电动客车为例ꎬ借助

Ｃｒｕｉｓｅ 对其动力传动系统的优化匹配进行研究ꎮ

１　 Ｃｒｕｉｓｅ 建模仿真分析

１.１　 纯电动客车基本参数

本文所讨论的纯电动客车为 １２ｍ 后置后驱型大型电

动公交车ꎬ整车的动力系统由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离合

器、五挡 ＡＭＴ、主减速器、差速器、半轴和驱动轮组成ꎮ 采

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和磷酸铁锂电池ꎬ电机与电池参数如

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电机与电池基本参数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

峰值功率 / ｋＷ １５０
额定功率 / ｋＷ ８０

最高转速 / ( ｒ / ｍｉｎ) ２ ８００
额定转速 / ( ｒ / ｍｉｎ) ２ ２００
最大转矩 / (Ｎ∙ｍ) ６００
额定转矩 / (Ｎ∙ｍ) ３５０

额定电压 / Ｖ ３８０
电池组容量 / (Ａ∙ｈ) 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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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整车数学模型

整车(Ｖｅｈｉｃｌｅ)模块是整车模型的主要部件之一ꎬ该模块

包含车辆的基本数据ꎬ如相关的尺寸和质量参数ꎮ 每个模型

中有且仅有一个 Ｖｅｈｉｃｌｅ 模块ꎮ 在计算动态轮载荷时要考虑

动态因素ꎬ如加速度、空气阻力和滚动阻力等的影响[４－６]ꎮ
１)整车质量

计算瞬时整车质量时ꎬ当前状态下的车辆负载起决定

性作用ꎮ 本文中的车辆没有额外负载ꎬ因此可按照负载固

定的情况来计算ꎬ此时整车质量表示为:
ｍａｃｔ ＝ｍ( ｚｌｏａｄ) (１)

式中:ｍａｃｔ表示整车质量ꎬｋｇꎻｍ( ｚｌｏａｄ)表示在某负载下的整

车质量ꎬｋｇꎮ
由插值法得到 ３ 种负载下的整车质量ꎬ空载时的整车

质量为整车最小质量ꎬ半载时的整车质量为最大质量与最

小质量的平均值ꎬ满载时的整车质量为整车最大质量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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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质心位置

车轮载荷分配取决于惯性点的位置ꎬ
ｈｃｏｇꎬａｃｔ ＝ｈｃｏｇ( ｚｌｏａｄ)
ｌｃｏｇꎬａｃｔ ＝ ｌｃｏｇ( ｚｌｏａｄ){ (３)

式中:ｈｃｏｇꎬａｃｔ为实际的质心垂直高度ꎬｍｍꎻｈｃｏｇ( ｚｌｏａｄ)为负载

为 ｚｌｏａｄ时的质心垂直高度ꎻｌｃｏｇꎬａｃｔ为实际的质心水平距离ꎬ
ｍｍꎻｌｃｏｇ( ｚｌｏａｄ)为负载为 ｚｌｏａｄ时的质心垂直高度ꎮ

空载、半载和满载 ３ 种负载状态下的质心实际高度和

水平距离由插值法来确定[７] ꎮ
３)阻力

阻力根据参考变量的不同有 ５ 种情况:固定值、与速

度成函数关系、与速度成一定曲线关系、与速度无关的函

数、与速度无关的曲线ꎮ 本文采取与速度有关的函数来计

算行驶中的各种阻力ꎮ

Ｆｒｅｓ ＝
ｍａｃｔ

ｍｒｅｆ
ｃＡ＋

ｍａｃｔ

ｍｒｅｆ
ｃＢｕａ＋

ｃｗＡ
ｃｗꎬｒｅｆＡｒｅｆ

ｃＣｕ２
ａ (４)

式中:Ｆｒｅｆ 为阻力ꎬＮꎻ ｃＡ、 ｃＢ、 ｃＣ 为预设定值ꎬ本文取 ｃＡ ＝
０.００７ ６ꎬｃＢ ＝ ０.０００ ０５６ꎬｃＣ ＝ ０ꎮ

按照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结构在 Ｃｒｕｉｓｅ 中进行建立

整车模型ꎬ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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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 Ｃｒｕｉｓｅ 的整车模型

２　 仿真结果对比

本文用到的计算任务包括:循环行驶工况(ｃｙｃｌｅ ｒｕｎ)、

爬坡性能( 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稳态行驶工况(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ｄｒｉｖｅ)、满负荷加速性能(ｆｕｌｌ ｌｏａ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和巡航行驶

工况(ｃｒｕｉｓｉｎｇ) [８] ꎮ
循环行驶工况的主要作用是计算循环工况中电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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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能耗的情况ꎬ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定义行驶工况ꎮ 行驶

循环可以是和时间相关的ꎬ也可以是和路程相关的ꎮ
爬坡性能用于计算车辆的最大爬坡度ꎮ 不同挡位下

的最大爬坡度也可以得到ꎮ 此外ꎬ可以定义不同的测量

点ꎬ用于输出在该车速下的计算结果ꎮ
稳态行驶工况用于计算稳定行驶时车辆的能耗ꎮ 该

任务计算每一挡位下ꎬ整个电机转速范围内车辆的性能ꎮ
另一个功能是计算理论和实际最高车速ꎬ这是通过改变主

传动比实现的ꎬ在结果中也输出了获得理论最高车速的传

动比变动系数ꎮ
满负荷加速性能用于计算加速性能ꎬ包括最大加速度

计算(每一个挡位下的最大加速度)、原地起步加速性能

(通过定义测量点计算连续换挡条件下车辆原地起步的

加速性能)和超车加速性能(在一定挡位下从一定的起始

车速加速到给定的目标车速时的加速性能)ꎮ
巡航行驶工况与循环工况计算非常相似ꎮ 主要差别

在于:巡航行驶工况的行驶规范中定义的是与距离相关的

速度限制ꎬ且不允许超速ꎮ 循环运行的行驶规范中定义的

速度是行驶的目标速度ꎮ 另一个不同点是巡航行驶工况

计算中车辆的加速度不能超出定义的最大加速度和最大

减速度ꎮ 本文中用来仿真车辆在 ４０ ｋｍ / ｈ 匀速行驶时的

能耗ꎮ
本文将相同的电机用于“电机＋离合器＋五挡变速器”、

“电机直驱”和“电机＋两挡变速器”３ 种驱动系统配置方

式ꎬ对三种配置方式的仿真结果进行比较ꎬ能够直观地看出

各种驱动系统配置方式的优势与劣势ꎮ 其中两挡变速器的

传动比为 １.３１ 和 ２.５８８ꎮ 计算结果的对比分析如下ꎮ

２.１　 电机效率的对比

将按照不同传动系配置方式的系统ꎬ在中国典型城市

公交车循环行驶工况下行驶得到的电机效率数据导出到

Ｍａｔｌａｂ 中作对比ꎬ如图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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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种配置方式下的电机效率对比

从图 ２ 中可以明显看出ꎬ“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
驱动系的电机效率最高ꎬ其次为“电机＋两挡变速器”ꎬ最
低的为“电机直驱”ꎮ 这说明在使用相同电机的情况下ꎬ
“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的配置方式经济性更好ꎮ

２.２　 爬坡度和最高车速的对比

将按照不同传动系配置方式的车辆行驶时能够达到

的爬坡度数据导出到 Ｍａｔｌａｂ 中作对比ꎬ如图 ３ 所示ꎮ
从图 ３ 中可以明显看出ꎬ按照“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配置驱动系的车辆ꎬ其最大爬坡度远高于“电机＋两
挡变速器”和“电机直驱”ꎮ 另外ꎬ从图中还可以看出ꎬ“电
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配置驱动系的车辆最高车速可达

到 １００ ｋｍ / ｈ 以上ꎬ而“电机直驱”最多只能达到 ８０ ｋｍ / ｈ
左右ꎬ“电机＋两挡变速器”仅能达到 ６０ ｋｍ / ｈ 左右ꎮ 这说

明在使用相同电机的情况下ꎬ“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
的配置方式在爬坡度方面和最高车速方面的性能最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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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 种配置方式下的爬坡度对比

２.３　 ０~ ５０ ｋｍ / ｈ 加速时间的对比

同样ꎬ将按照不同传动系匹配方式的系统ꎬ在中国典

型城市公交车循环行驶工况下行驶得到的 ０ ~ ５０ ｋｍ / ｈ 加

速时间的数据导出ꎬ用 Ｍａｔｌａｂ 作图对比ꎬ对比结果见图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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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０~ ５０ ｋｍ / ｈ 加速时间对比图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ꎬ“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配置

方式的汽车加速时间最短ꎬ“电机直驱”所用时间最长ꎬ说
明“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的配置方式的汽车加速性

能最好ꎮ
从几项动力性指标可以看出ꎬ“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配置方式的汽车性能都比其他两种配置方式的性

能优越得多ꎬ因此想要提高车辆的动力性ꎬ增加车辆的挡

位数是一种可行的办法ꎮ

２.４　 基于工况的百公里能耗对比

基于中国典型城市公交循环行驶工况的百公里能耗

量可以通过在当前工况行驶下电池剩余电量来反映ꎬ即电

池的 ＳＯＣꎬ对比结果见图 ５ꎮ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ꎬ按照“电机直驱”配置驱动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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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电池 ＳＯＣ 对比图

车辆ꎬ其 ＳＯＣ 最高ꎬ也就是基于工况的能耗最低ꎬ其次是

“电机＋两挡变速器”ꎬ能耗最高的是“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ꎮ 这是因为每一个传动元件都有一定的机械效率

和能量损失ꎬ传动系统元件越多ꎬ传递效率越低ꎬ传递能耗

越大ꎮ

３　 结语

本文利用 Ｃｒｕｉｓｅ 软件进行了纯电动客车的动力系统

匹配研究ꎬ计算了车辆在中国典型城市公交循环行驶工况

下的电机效率、爬坡度、最高车速、加速时间、匀速百公里

能耗等指标ꎬ并将“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的各项动力

性指标和经济性指标与“电机直驱”和“电机＋两挡变速

器”进行了对比ꎮ 如表 ２ 所示ꎮ “电机 ＋离合器 ＋五挡

ＡＭＴ”的驱动系统配置方式ꎬ在动力性方面远优于“电机

直驱”和“电机＋两挡变速器”ꎬ而在经济性方面虽然略有

劣势ꎬ但是差距比较小ꎮ 因此综合考虑车辆动力性和经济

性两方面的需求ꎬ“电机＋离合器＋五挡 ＡＭＴ”的传动系统

配置方式是最合理的ꎬ不但能保证最高车速、最大爬坡度

和加速时间等动力性要求ꎬ而且能耗较低ꎬ续驶里程符合

公交车要求ꎮ

表 ２　 仿真结果对比

对比指标
电机＋离合器
＋五挡 ＡＭＴ

电机
直驱

电机＋两
挡变速器

最大爬坡度 / (％) １９.７７ ４.２２ ９.９６

最高车速 / (ｋｍ / ｈ) １０２ ８１ ６１

０~５０ ｋｍ / ｈ 加速时间 / ｓ １８.９６ ３０.３５ ２２.４９

基于工况的 ＳＯＣ 变化值 / (％) ３.０４ ２.９６ ３.０２

参考文献:
[１] 陈安红. 谈我国城市电动公交客车的开发[ Ｊ] . 重型汽车ꎬ

２００５(３)ꎬ１５￣１７.
[２] 周保华. 电动汽车传动系统参数设计及换挡控制研究:[Ｄ].

重庆:重庆大学ꎬ２０１０.
[３] 刘清虎ꎬ郭孔辉. 动力参数的选择对纯电动汽车性能的影响

[Ｊ] .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３ꎬ３０(３):６２￣６４.
[４] 姜辉. 电动汽车传动系统的匹配及优化[Ｄ]. 哈尔滨:哈尔滨

工业大学ꎬ２００６.
[５] 刘灵芝ꎬ张炳力ꎬ汤仁礼. 某型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参数匹配

研究[Ｊ] .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７ꎬ３０(５):
５９１￣５９３.

[６] 姬芬竹ꎬ高峰.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和传动系统的参数匹配

[Ｊ] .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６ꎬ３４(４):３３￣３７.
[７] 杨祖元ꎬ秦大同ꎬ孙冬野. 电动汽车传动系统参数设计及动力性仿

真[Ｊ].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２ꎬ２５(６):１９￣２２.
[８] 秦洪艳ꎬ江发潮. 电动客车 ＡＭＴ 控制策略的 Ｃｒｕｉｓｅ 和 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联合仿真研究[Ｊ] . 机械传动ꎬ２０１６(６):４７￣５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９ ２１



(上接第 １７３ 页)

参考文献:
[１] 李莉. 转向力矩特性的分析与 ＥＰＳ 助力控制策略的研究

[Ｄ]. 上海:同济大学ꎬ２００６:３９￣４４.
[２] ＳＨＩ ＧｕｏｂｉａｏꎬＬＩＮ Ｙｉꎬ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ꎬ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ｌｉｎｅ ｔｙｐｅ ａｓｓｉｓ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 [Ｓ.Ｉ.]: ＳＡＥꎬ２００４.

[３] 向铁明ꎬ易际明ꎬ方遒.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助力特性曲线的设

计[Ｊ] . 西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９ꎬ ２８(３):３５－３８.
[４] 任夏楠ꎬ邓兆祥. 驾驶员理想转向盘力矩特性研究[ Ｊ] . 中国

机械工程ꎬ２０１４ꎬ２５(１６):２２６１￣２２６.
[５] 陈伟. 基于 ＡＤＡＭＳ 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助力特性研究[ Ｊ] .

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ꎬ２００９(７):１１￣１４.
[６] 欧阳伟ꎬ周兵ꎬ范璐. ＥＰＳ 新型助力特性曲线设计与研究[ Ｊ] .

机械科学与技术ꎬ２０１３ꎬ ３２(１１):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７] ＬＥＥ Ｍ Ｈꎬ ＨＡ Ｓ Ｋꎬ ＣＨＯＩ Ｊ Ｙꎬ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ｒ￣

ｉｎｇ ｆｅｅｌ ｏｆ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ｙ ｔｏｒｑｕｅ ｍａｐ ｍｏｄ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５ꎬ
１９(３) : ７９２￣８０１.

[８] 张昕ꎬ施国标ꎬ林逸. 电动助力转向中间位置转向感觉分析

[Ｊ] . 公路交通科技ꎬ２００９ꎬ２６(７) :１３９￣１４８.
[９] 赵景波ꎬ周冰ꎬ贝绍轶. 电动汽车 ＥＰＳ 系统阻尼工况 Ｂａｎｇ－

Ｂａｎｇ－ＰＩＤ 控制[Ｊ] . 电机与控制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５(１１) :９５￣１００.
[１０] 任夏楠ꎬ邓兆祥. 驾驶员理想转向盘力矩特性研究[Ｊ] . 中国

机械工程ꎬ２０１４ꎬ２５(１６):２２６１￣２２６.
[１１] 任夏楠ꎬ邓兆祥. 汽车 ＥＰＳ 助力特性设计方法研究[Ｊ] . 机械

科学与技术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３(８): １２２５￣１２３２.
[１２] 何清华ꎬ何智成ꎬ方华ꎬ等. 某微型客车 ＥＰＳ 系统车速感应系

数设计与评价研究[Ｊ] . 机械科学与技术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３):４０４￣
４０８.

[１３] 宗长富ꎬ麦莉ꎬ王德平. 基于驾驶模拟器的驾驶员所偏好的

转向盘力矩特性研究[ Ｊ] . 中国机械工程ꎬ２００７ꎬ１８( ８):
１００１￣１００５.

[１４] 赵景波ꎬ周冰ꎬ李秀莲ꎬ等. 电动汽车 ＥＰＳ 助力特性的设计及

试验[Ｊ] . 电机与控制学报 ２０１１ꎬ５ (１２) :９６￣１０２.
[１５] ＳＨＡＲＰ Ｒ Ｓꎬ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Ｒ.Ｏｎ ｃａｒ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ｔｏｒｑｕｅｓ ａｔ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ｓ[Ｃ] / / Ｐｒｏｃ.ＩｍｅｃｈＥ Ｐａｒｔ Ｄ: Ｊ.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３ꎬ２１７( ２) : ８７￣９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０８ １７

７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