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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动力耦合机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关键部件之一。设计了一种单电机单行星排动力耦合机构，

通过离合器和制动器能够实现 10 种工作模式。首先，根据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特点进行动力耦合机构

构型设计，并运用杠杆法分析了动力耦合机构转速转矩关系。然后，进行参数设计并建立动力耦合机构三

维模型。最后，对动力耦合机构进行有限元分析，经静态分析和模态分析表明：所设计的动力耦合机构能

够满足工作使用要求，且能够有效避免与外界激振频率发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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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wer split device is one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PHEV). In this paper, a novel power 

split device with single planetary gear set and single motor is designed. By the control of clutch and brake, it can obtain 10 modes.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EV, a power split device is proposed.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rotation and torque of the 

power split device is analyzed by lever method. Secondly, the parameters and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power split device 

are designed. Finally, the power split device is analyzed with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ccording to static and modal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it can meet working requirement and avoid resonance with external excitation freq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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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能源和环境问题日

益尖锐，开发油耗低、排放小的新能源汽车，越

来越引起当今汽车行业的关注 [1]。 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作为解决该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案，既能克

服纯电动汽车行驶里程短的弊端，又能减小传统

燃油车带来的排放污染问题。目前，所有的混合

动力系统构型分为两大类：行星齿轮机构类和离

合器类。行星齿轮机构类工作效率相对更高，因

此，行星齿轮机构类被广泛运用于混合动力耦合

机构设计中 [2]。行星齿轮机构运用于动力耦合机

构设计最高效的为应用于丰田 Prius 的 THS（Toyota 

Hybrid System）构型。随后各大汽车厂商为避开

丰田专利限制分别开发出新的构型，如：通用公

司 开 发 的 AHS(Allison Hybrid System) 构 型， 福 特

公司的 FHS(Ford Hybrid System) 构型，吉利公司的

CHS(China Hybrid System) 构型等。Miller[3] 对以上

构型的功率分流方式及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并

得出复合分流方式构型工作效率较高的结论。

动力耦合机构设计最常用方法为杠杆法 [4]，

该方法可以方便地得出发动机与电机之间的转矩

转速关系。王伟华 [5] 等运用杠杆法对双行星排动

力耦合机构进行了分析，将机构等效为四节点杠

杆模型，并对可能存在的构型进行了对比分析。

Son[6] 等对单行星排动力耦合机构进行分析，通

过对机构合理添加离合器和制动器，提出了新的

构型，并能够避开丰田专利的限制。朱福堂 [7] 提

出了一种单电机双行星排动力耦合机构构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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