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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自动变速器 AT 结构复杂。分析了自动变速器传动原理，使用转速矩阵、转矩矩阵构建传动系统

的功率流数学模型，基于矩阵理论的线性方程组求解算法，并使用 MATLAB 进行系统功率流求解，从而

获得各构件在各挡位的功率谱，为自动变速器动力性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形成了一套快速精确的自动

变速器功率流求解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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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automatic transmission is complicated, and its transmission principle is analyze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power flow of transmission system is built by using matrix method through speed matrix and torque matrix. Based on the 

linear equations solving algorithm of matrix theory, the equations of power flow is solved using MATLAB. And the power spectrum of 

each component in every gear is achieved,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ynamic analysis of automatic transmission. A 

quick and accurate program of the automatic transmission power flow solver is formed, and the working efficiency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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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对车辆动力性、经济型和舒适性要求

的提高，自动变速器技术正沿着多挡位、高效

率、轻量化方向发展 [1-2]。多自由度行星齿轮系

统传动效率高、功率密度大、换挡灵活、可靠性高，

拓宽了自动变速器家族的型谱，但此结构更加复

杂，而且对变速器的传动分析也变得更加困难。

自动变速器传动和功率分析一般采用图解法

或解析法 [3-4]。图解法虽较直观地说明一些问题，

但用于多自由度行星变速器分析并不方便。解析

法将行星机构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达，但多挡位、

多自由度行星变速器构件较多，变量多，求解困难。

矩阵法是解析法的一种高效求解，它可快速、精

确求解复杂系统的方程。

本文通过分析自动变速器的结构和传动原理，

基于矩阵理论进行了转速和转矩分析，构建传动

系统的功率流数学模型，并使用 MATLAB[5] 进行

系统功率流求解，从而获得各构件在各挡位的功

率谱，为自动变速器动力性分析，换挡策略设计

提供理论基础。

1  自动变速器传动原理

本文以一款新型 8 速自动变速器（8AT）为

研究对象 [6-7]。该变速器结构上有 3 组行星排、3

对圆柱齿轮、 5 个液压执行换挡元件，实现 8 个

前进挡和 1 个倒挡，零件少、布置紧凑，结构原

理图如图 1 所示。其主要特点是：双轴设计，3

个行星排和 3 对圆柱齿轮传动只使用 5 个换挡元

件，实现 8 个前进挡和 1 个倒挡非常灵活的换挡

逻辑，换挡逻辑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每个挡位都有 3 个离合器结合，

2 个离合器打开，形成固定的挡位。

离合器结合：以 5 挡为例，离合器 C1，C2，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11BAG09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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