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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纯电动轻卡中，不同的换挡策略对于汽车的能耗有着很大的影响。依据模糊神经网络控制理论，

基于传统的两参数换挡规律，采用具有两输入单输出的 Sugeno 模糊推理结构，建立了 ANFIS 换挡策略，通

过具体的样本数据对换挡策略进行训练，在 Cruise 中搭建纯电动轻卡的整车模型作为仿真环境，代入整车

参数进行仿真，得到仿真结果，并与传统模糊换挡策略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ANFIS 换挡策略能有效地

改善车辆的操作稳定性和经济性能，并在能耗上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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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ure electric light truck, different shift strategies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energy consumption. Sugeno fuzzy inference 

structure with two inputs and one output is adopted to establish ANFIS shifting strategy based on fuzzy neural network control 

theory and traditional two parameters shift rules. Through specific sample data, the shift strategy is trained. In Cruise, pure electric 

light truck model is built as simul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parameters of the whole vehicle are substituted for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obtain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fuzzy shift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NFIS shift strate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vehicl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has been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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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汽

车行业面临着转型，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一种趋

势，用于短途运输的轻型卡车在汽车总量中占有

很大比重，开发纯电动轻卡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有

着积极意义。在纯电动轻卡的开发过程中，采用

自动换挡技术可以提高车辆的使用性能，自动换

挡技术的关键问题在于换挡策略的制定，即根据

车辆参数，确定车辆运行状态中的最佳挡位。

传统的自动换挡控制策略分为单参数（车

速），两参数（车速、油门开度），三参数（车速、

油门开度、加速度）换挡规律。其中，两参数换

挡规律运用较为成熟，但传统的两参数换挡规律

是建立在被控对象精确模型上的。由于卡车工作

环境复杂、操纵控制非常复杂，建立其精确的数

学模型极其困难。近年来，随着智能控制理论的

发展，智能控制技术在汽车上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其中模糊控制和神经网络控制在汽车自动换挡控

制策略的制定中已逐渐得到应用。吉林大学吕欢

欢等 [1] 基于模糊控制理论，建立了车辆坡道换挡

过程的模糊换挡控制系统并进行了仿真。吉林大

学葛江城等 [2] 针对车辆自动变速系统的非线性，

应用模糊逻辑控制理论，设计了能反映驾驶员意

图的车辆换挡模糊控制器，并利用遗传算法对模

糊控制器的参数进行了优化。李秀兰等 [3] 以多尺

度小波神经网络为基础构建了换挡模型，并利用

数据对建立的模型进行了实验验证。模糊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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