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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新能源汽车最优效率实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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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并联混合动力汽车驱动系统的实时效率, 降低燃油消耗,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效率最优的协调控制
策略. 根据不同驱动模式下电池的充放电状态, 建立了充放电状态下驱动系统的等效燃油消耗模型, 在分析电池效
率和发动机效率的基础上, 得到驱动系统效率的统一表达式, 进而通过建立不同功率需求不同荷电状态下系统最优
效率的功率分配系数图谱, 设计了系统效率最优的协调控制策略, 协调控制策略根据优化的功率分配系数在发动机
和电机间进行力矩分配, 协调控制策略可以离线计算并实时执行. 两种工况循环下的仿真结果表明效率最优控制
策略能有效地提高混合动力系统实时效率和燃油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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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owertrain efficiency in real-time and reduce the fuel consumption, a coordinated
control strategy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o maximize the powertrain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situation of the battery under different driving mode, the equivalent fuel consumption models a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deep analysis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CE) and the battery, a unified expression of the total
efficiency is put forward, further a map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factor under different power requirement and different
state of charge (SOC) is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total efficiency formula acquired, a coordinated control strateg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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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和对于清洁能源的使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汽车制造商加强了对于新能源汽
车的研究, 新能源汽车将会逐步取代传统汽车的地位.
因此开发有效的新能源汽车控制策略提高整车效率
以降低燃油消耗成为目前新能源汽车控制的研究重
点. 燃油效率和排放主要由以下两个因素控制: 1) 传
动系统中零部件的结构及效率, 2) 多能源系统的能量

管理策略[1–2] . 为了提高燃油效率降低排放, 现有大量
文献中设计了各种能量控制策略, 如基于模糊的控制
策略, 基于规则的控制策略, 基于动态规划的控制策
略等等. 基于规则的控制策略通过反复试验的方法,
根据工程经验不断地调整参数的预设初值[3] , 虽然这
种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系统的能效并且被广泛采用,
但是一旦系统的参数值固定, 控制策略不能保证系统
在各种工况下总是以最优效率工作. 基于模糊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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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策略虽然能够有效地处理模型的不确定性, 但是
模糊规则的确定主要依靠工程经验, 缺乏系统的设计
方法, 而且不能保证控制的精度[4] . 基于动态规划的
全局优化控制策略能够对诸如发动机转矩, 电机转矩
等控制参数提供全局优化方法[5–6] , 但是这种控制策
略需要事先知道完全工况信息, 而且需要进行大量复
杂运算, 以至于不能实际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实时在
线控制. 也有文献中针对各种结构的新能源汽车设计
了等效燃油消耗控制策略(equivalent control strategy,
ECMS)[7–8] , 虽然这些控制策略可以实时的进行计算
并取得良好的燃油经济性, 但是这些控制策略过度依
赖于燃油和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等效因素, 电池的电
荷状态(state of charge, SOC)也不能保持平衡. 系统等
效燃油消耗最小可以通过使传动系统效率最优来实
现, 这种方法不仅更直观, 而且不依赖燃油和充放电
过程中的等效因素, 因为构成传动系统的各个部件效
率是可以确定的, 进而这种方法能清楚地体现能量的
损失, 同时这种方法不依赖未知的工况, 只依赖于当
前的功率需求和SOC状态, 因此能够被高效的实时执
行.
因为大部分的能量损失都发生在发动机处, 目前
文献中的方法都强调发动机的优化而忽视了电池在
充放电过程中的能量损失, 或者是粗略考虑了这部分
损失, 在这些控制方法中SOC都被作为约束条件被限
制在上下限的范围内, 一些文献虽然研究了传动系统
的综合效率, 但目的是为了获取优化规则而不是最大
化传动系统瞬时效率[9–11] . 也有一些文献强调了传动
系统的总效率, 但是为了实现控制算法并进行仿真结
果的大致评估[12–13] . 针对以上问题, 对一类具有行星
齿轮结构的并联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的总传动效率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获得了传动系统的传动效率的统
一表达形式, 根据系统传动效率表达式, 得到了系统
效率实时最优的控制图谱, 这种控制图谱易于实时执
行, 并且可以事先离线计算, 对控制算法没有时间的
要求.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系统传动效率最优的控
制策略, 控制策略实施过程中可以快速读取控制图谱
数据.

2 车辆模型
本文研究的并联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结构如图1
所示.

图 1 驱动系统结构
Fig. 1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powertrain

驱动系统主要包括发动机、永磁同步电动机(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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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力耦合机构和变速机构. 动力耦合机构为一单
排行星齿轮组, 发动机通过离合器与行星齿轮组的齿
圈连接, 永磁电机的转子与行星齿轮的太阳轮连接,
系统的动力输出通过行星齿轮的行星架输出到驱动
系统的变速箱.
根据图1所示的新能源汽车并联结构, 驱动系统的
驱动模式可以分为以下5种驱动方式: 1) 发动机单独
驱动; 2) 纯电动模式; 3) 混合驱动模式; 4) 行车充电
模式; 5) 再生制动模式. 为了实现驱动系统的实时最
优效率, 根据动力电池在驱动过程中的充放电状态,
把系统的驱动模式分为两大类: 充电模式和放电模式.
充电模式包括前述的状态4)和5), 放电模式包括前述
的1), 2)和3). 在放电模式下, 即便SOC的值很低, 控制
策略也不对电池进行充电.

效率分析

3
3.1

充电状态下的驱动系统效率

车辆中低速行驶时, 发动机处于一种轻载状态, 这
种情况下, 如果电池的SOC低于预设值, 发动机的部
分能量被用来向电池充电, 由于充电过程中的能量最
终都来自于燃油, 因此动力电池可以看作是一个等效
燃油箱[14] , 这种情况下的系统等效模型如图2所示.

图 2 充电模式下系统效率等效模型
Fig. 2 System efficiency model under charging situation

燃油箱的能量输出和发动机的能量输出具有如下
关系:

Pe = ηe Pf−e ,

(1)

式中: Pe 是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Pf−e 是燃油箱的输出
功率, ηe 是发动机的效率. 假设发动机输出能量中用
来给动力电池充电部分的功率为Pg , 发电机的输入功
率和动力电池的输入功率具有如下关系:

Pbc = Pg ηg ηbc , Pg < 0,

(2)

式中: Pbc 是电池的充电输入功率, ηbc 是电池的充电
效率, ηg 是发电机的效率. 等效油箱的输入功率可被
定义为
Pg ηg ηbc
Pbc
=
.
Pb−e =
(3)
ηe
ηe
变速箱处的需求功率为
Pe Pg ηg ηbc
+
,
P =
ηe
ηe

(4)

式中P 是燃油箱箱变速箱实际传输的功率. 在充电状
态下系统的总传动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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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Pr
=
, Pg < 0.
P
Pe /ηe + Pg ηg ηbc /ηe

(5)

3.2 放电状态下的传动系统效率
在电池放电的状态下, 发动机或(和)电池的功率
输出会驱动车辆运行, 电池的放电功率和电机的输出
功率具有如下关系:
Pg
Pbd =
, Pg > 0,
(6)
ηbd ηg
式中: Pbd 是电池的放电功率; Pg 是电机的输出功率;
ηbd 是电池的放电效率, 它是SOC、放电功率和环境温
度的函数; ηg 是电机及相关逆变器的效率, 它是输出
力矩和电机转速的函数. 电机是由电池驱动, 储存在
电池中的能量来自: 1) 发动机通过发电机给电池的充
电; 2) 来自于制动系统的能量再生. 首先考虑来自发
动机给电池充电的能量, 与充电状态类似, 电池可以
被看作是一个等效燃油箱, 电机可看作是等效发动机,
系统的等效模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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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i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率, ηm−a 可以按照下式进行计
算:
3600
ηm−a =
.
(11)
bm−a E
如果考虑到再生制动的影响, 由于制动而产生的
能量也会被储存在电池中, 这也会增大电池的平均输
入功率, 但这部分输入能量并不消耗任何的燃油, 因
此这种情况下系统的平均热效率会提高, 为了反映再
生制动产生的能量对电池等效油箱的影响, 定义等效
发动机的当量平均燃油消耗率为
bm−a
,
ba =
(12)
Kb
式中: ba 是等效发动机的当量平均燃油消耗率, Kb 是
再生制动能量回收的影响系数, 等效发动机的平均效
率可被定义为
3600
ηa =
.
(13)
ba E
考虑式(11)和式(12), 式(13)可进一步表示为

ηa = Kb ηm−a .

图 3 放电模式下系统效率等效模型
Fig. 3 System efficiency model under discharging situation

考虑到等效发动机的当量平均燃油效率, 电池等效油
箱的实际输出功率为
Pbd
Pk−b =
.
(15)
ηa
将式(6)代入式(15),

Pk−b =

等效油箱的输出功率为

Pbd
,
(7)
ηm−a
式中: ηm−a 为等效发动机的平均效率, Pk−b 是等效油
箱的输出功率. 式(7)可进一步表示为
Pg
Pk−b =
,
(8)
ηbd ηg ηm−a
Pk−b =

ηm−a 通过平均燃油消耗率计算, 这种燃油消耗被发动
机用来向电池充电, 它可以被定义为单位时间内发动
机因充电所消耗的额外燃油量与蓄电池输入的平均
功率之比. 电池在被充电的过程中接收的输入功率为
n w ti
∑
Pgi ηgi ηbi dt
i=1 0
(9)
P̄b =
,
n
∑
ti
i=1

式中: P̄b 是电池的平均输入功率, Pgi 是在时刻i由发
动机给电池充电所消耗的功率, ηgi 和ηbi 分别是i时刻
发电机的效率和电池的充电效率, 所以等效发动机的
平均燃油消耗为
n w ti
∑
Pgi bei dt
i=1 0
,
(10)
bm−a = ∑
n
ti × P̄b
i=1

式中: bm−a 是等效发动机的平均燃油消耗率, bei 是时

(14)

Pg
,
ηbd ηg ηa

因此在放电状态下系统的传动效率为
pr
.
ηds =
Pe Pg
+
ηbd ηa
ηe
ηg

(16)

(17)

发动机效率
发动机的能量来自于燃油箱, 燃油的化学能通过
发动机被转化为机械能, 这个过程中发动机的燃油效
率为
Te ωe
ηe =
,
(18)
ṁf Qf
式中: Te 和ωe 分别是发动机的输出力矩和转速, ṁf 是
燃油的流量速率, Qf 是燃油的热值, 这个过程中发动
机的效率可表示为:
Pe
,
(19)
ηe (Pe , ωe ) =
ṁf (Pe , ωe )Qf
3.3

对于给定输出功率P , 发动机效率ηe 可以通过测量燃
油的流量速率获得, 发动机效率不仅取决于燃油的流
量速率, 同时还取决于发动机的转速, 图4为发动机的
静态燃油消耗曲面.
为了研究发动机在不同功率和不同转速情况下的
效率, 在不同转速下, 加载发动机以获得不同功率输
出, 同时测得系统的燃油消耗量, 就能计算出发动机
在不同转速和不同输出功率下的效率. 图5直观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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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发动机输出功率和发动机效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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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效率优化. 发动机输出效率可以被简单地表示
为
Pe
ηe (Pe ) =
.
(20)
ṁf (Pe )Qf

3.4

驱动系统总效率

充电状态下和放电状态下驱动系统效率公式如
式(5)和式(17)所示, 考虑到永磁电机在两种模式下的
不同工作状态(电动机或发电机), 电池的功率可以表
示为


 Pg ηg , Pg < 0,
Pb = Pg
(21)

 , Pg > 0.
ηg
图 4 发动机燃油消耗曲面
Fig. 4 Fuel consumption curve of ICE

结合式(5)和式(17), 驱动系统的效率可以被统一表示
为

Pr


, Pg < 0,


P
Pb ηbc
e


+

 ηe
ηe
ηtot =
(22)

Pr



, Pg > 0.


P
Pb

 e+
ηe
ηbd ηα
为了能够反映电池的实时效率, 定义

图 5 不同输出转矩下发动机效率
Fig. 5 ICE efficiency for different out-put power

根据已经测得的发动机效率图, 发动机在一定输
出功率情况下, 使得发动机效率最高的发动机理想转
速可以得到, 这一关系如图6所示.

图 6 最优效率下发动机转速与输出功率关系
Fig. 6 ICE rotation speed for out-put power to achieve
maximum efficiency

图6所描述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和理想转速(实现最
大效率)的关系是不依赖于任何控制策略的. 以被用

ηb =

Pc
Voc · Ibat
Voc


=
, Pg < 0,
ηbc = P = V · I
V
in
bat
(23)


ηbd = Pd = V · Ibat = V , Pg > 0,
Pout
Voc · Ibat
Voc
式中: Pc , Pd 为电池充放电时的实时功率, Voc 为电池
的开路电压, V 为电池的端电压输出. 考虑到DC–DC
的效率问题, 式(23)可进一步表示为

Voc


ηdc−dc , Pg < 0,
 ηbc =
V
ηb =
(24)


 ηbd = Voc ηre ηdc−dc , Pg > 0,
V
式中: ηdc−dc 为DC–DC的工作效率, ηre 为校正系数.
为了简化式(23)以便于后续优化, 电池电压可以用电
流和SOC的函数V = f (I, SOC)来表示, 而Voc 对应
的电流为0, 所以Voc = f (SOC). 进而电流可以表示
为Pg 的函数:

Pg · ηdc−dc


, Pg < 0,

V
I=
(25)
V



, Pg > 0.
Pg · ηdc−dc
由式(24)和式(25)电池效率可进一步表示为

Voc · I


, Pg < 0,
 ηbc =
Pg · v
ηb =

P ·v

 ηbd = g
, Pg > 0,
Voc · I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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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Pg < 0时, v = 1; Pg > 0时, v = ηre . 式(26)可
进一步简化为

 η = 1 , P < 0,
bc
g
ηb =
η∗
(27)

∗
ηbd = η , Pg > 0.
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效率的定义, 无论在充电状态还
是放电状态下, 电池的效率ηb 都应在[0, 1]的范围内,
但是式(27)中的η ∗ 严格意义上讲并不代表效率, η ∗ 定
义如下式:

η ∗ (Pb , SOC, Eb ) =
Pg · v
2Pg RSOC
√ 2
=
.
Voc · I
(Eb − Eb − 4Rsoc × Pg )Eb

(28)

在充电过程中η ∗ ∈ [1, +∞], 因此结合放电状态下η ∗
的取值, η ∗ ∈ [0, +∞]. 这里把电池的效率表示为η ∗
的形式, 是为了简化后面的优化过程, 利用式 (27),
式(22)可被简化为

Pr


, Pg < 0,

Pb
Pe



+ ∗

 ηe
η ηe
ηtot =
(29)


Pr


, Pg > 0.


 Pe + Pb

ηe
η ∗ η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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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 = Eb − Ib × RSOC .

(34)

电池内阻的计算可参考文献[15].

Pg = Ib × Vb ,

(35)

Pg 为发电机(或电动机)的输出功率, 式(27)中的ηb 可
以通过下式计算:
ηb =
√ 2

(E
−
Eb − 4Rsoc × Pg )Eb

b

, Pg < 0,
ηbc =

2Pg RSOC

2Pg RSOC


√ 2
, Pg > 0.
ηbd =
(Eb − Eb − 4Rsoc × Pg )Eb
(36)
电池的参数如表1所示. 得到的电池效率如图8所示.
表 1 电池参数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ttery
序号

参数

值

1
2
3
4
5

电压
容量
极化常数
内阻
放电电流

200 V
20 Ah
0.0607 V/Ah
0.1075 Ω
8.6957 A

作为动力源的电池功率和发动机功率可被表示为需
求功率Pr 的一部分:
Pr
Pe + Pb = .
(30)
ηt
假定

α=
ηb∗ =

Pe
,
Pr
{
ηe η ∗ , Pg < 0,
ηa η ∗ , Pg > 0.

(31)
(32)

式(22)可被进一步简化为

ηtot (α, Pr , SOC) =

ηe ηb∗
.
αηb∗ + (1 − α)ηe

图 8 不同功率下电池的效率

(33)

3.5 电池效率
本文用到的电池模型如图7所示.

Fig. 8 Battery efficiency for varying power demand

4 控制策略
效率协调控制策略
已经得到驱动系统效率表达式(33), 并且分析了表
达式中的相关参数Pr , SOC和α, 为了根据式(33)系统
的实时最优效率来控制整车的驱动方式, 需要确定参
数的α值:
4.1

CCS : [α] = f (Pr , SOC),
图 7 电池模型
Fig. 7 Battery model

显然, 电池的电动势Eb , 内阻RSOC 和输出电压Vb
有如下关系:

(37)

Pccs 表示协调控制策略优化问题, CCS(coordinated
control strategy)为协调控制策略; max ηtot 表明: 在α
的取值范围内根据式(25), 通过搜索Pe 和SOC的范围
使得ηtot 最大; 0 6 α 6 Pe−max /Pr 表明α的取值范围
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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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策略的基本思想是根据α的值, 协调发动机和
电机的功率分配以使得驱动系统的效率ηtot 最优, 因
此驱动系统的优化问题可以定义为

max ηtot ,
α
Pccs:
(38)
0 6 α 6 P
/
P
.
e−max r
该优化问题可以通过穷举搜索的迭代过程得以实
现, 穷 举 搜 索 的 范 围 为: Pe ∈ [0, 50 kW], Pb ∈ [0,
50 kW] 和 SOC ∈ [0.50, 0.80]. 具体的方法是: 1) 建
立发动机的最优效率下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转速
的图谱, 从0 kW到50 kW以步长1 kW加载发动机, 发
动 机 的 转 速 从 1000 r/min 以 步 长 25 r/min 增 加 到
6000 r/min, 发动机的效率ηe 可以被认为是发动机输
出功率Pe 和转速ωe 的函数, 根据已经测得的发动机效
率(图5), 发动机在一定输出功率情况下, 使得发动机
效率最高的发动机理想转速可以得到(图6); 2) 建立一
定SOC水平下电池效率和输出功率的图谱, SOC的迭
代处理从0.5到0.8, 步长值设为0.01, 电池的输出功率
迭 代 处 理 从0 kW 到50 kW, 步 长 值 设 为1 kW(图8);
3) 根据式(25)计算不同离散状态下系统的最优效率
值. 这样可以建立最优效率下发动机输出功率和电池
输出功率的一份查找表格, 以供CCS确定控制方式,
从而找到驱动系统在不同Pe , Pb 和SOC状态下的最优
效率. 根据上述表格的建立过程, 数据表格的精度: 发
动机转矩: 1 kW; 转速: 25 r/min; SOC: 0.01. 根据整车
的功率需求, 功率分配系数α和响应的系统最优效率
可构成系统最优效率图谱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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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优. 由图9看到, 功率分配系数几乎不受电池SOC
的影响, 在所有功率需求下, 通过α的选择所得到的系
统效率几乎都高于30%. α确定后, 可以得到驱动系统
的最优效率控制图谱(最优效率查找表), 控制策略可
根据图谱中的数据决定发动机和电机之间的功率分
配以实现效率最优.
根据查找表的建立过程, 三维查找表的大小为
50 × 50 × 50, 最坏的情况下, 查找的过程基于最优效
率, 根据需求功率遍历整个查找表获得. 实际执行过
程中采用C代码三重循环于STM32F103控制器实现.
基于控制芯片的72 M时钟频率, 完整地进行一次查找
表的遍历约需要10.5 ms(依据循环次数和机器周期而
得), 实际上需求功率的变化也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突
变, 因为功率的需求仅和当前需求状态的前一状态需
求有关[16] , 因此把查找表搜寻的范围可限制在功率:
+/ − 2 kW, SOC: +/ − 0.05的范围内, 查找会因此被
限制在25 × 10 × 10的范围内, 这样实际执行查找表
的时间不会超过20 µs, 而反映需求功率变化的油门开
度的变化不会小于10几个毫秒, 因此本文所建议的控
制方法足以保证控制实时性的要求.
为了确定数据表格在设定步长下所引起的最大误
差, 在0∼60 kW的功率需求范围内以步长1 kW加载车
轮, 测量不同SOC状态下发动机和电池的输出功率,
并和最优效率下查找表格中的数据对比以确定数据
表格的最大误差. 图10记录了在需求功率下, 测得的
发动机和电池输出功率, 以及最优效率下由控制策略
获得的发动机和电池输出功率.

图 9 最优效率下功率分配系数

图 10 电池和发动机实际输出功率

Fig. 9 Power factor with best efficiency

Fig. 10 Real output power of battery and ICE

图9中的6条曲线分别是当SOC为0.5, 0.6和0.8时,
不同功率需求下, 功率分配系数α和相对应的系统最
大效率. 由图9可看出, 最优效率控制策略在低功率需
求时, 选择纯电动方式驱动, 当需求功率从16 kW到
25 kW时, 选择发动机单独驱动模式驱动, 当需求功率
更高时, 选择混合驱动模式, 当需求功率从 6 kW 到
16 kW时, 同样选择混合驱动模式驱动以使得系统效

由图10可以看出, 不同需求功率下, 电池的输出功
率和查找表中的数据吻合度较高, 误差小于4.8%, 最
大输出误差在功率需求约为45 kW时, 理想的电池输
出 功 率 为 27.45 kW, 实 际 测 得 电 池 的 输 出 功 率 为
27.33 kW. 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误差小于5.1%, 最大误
差 出 现 在 功 率 需 求 为 30 kW 时, 理 想 输 出 功 率 为
27.10 kW, 实际输出为28.40 kW. 综合电池和发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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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输出功率误差, 可知本文所建议三维数据查找表
的误差小于5%.
所建议的效率最优控制方法是基于实验获得的三
维数据查找表格, 数据表格是根据系统构成的发动机
效率模型和电池效率模型通过离线实验获得的, 因此
该数据表格的鲁棒性是和系统模型紧密相关的. 而在
本文所建议的模型中并未考虑到系统老化, 环境温度
变化等因素, 而这些因素会影响到数据表格的鲁棒性,
为了提高数据表格的鲁棒性和普适性, 实践中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在控制器的存储器内多存储一些不同参
数的数据表格以备用. 此外, 可以通过重构系统模型
引入相关参数, 如建立包括环境温度的电池效率模型.
当然, 数据表需要根据模型通过实验重新获得, 数据
表的更新可以采用无线数据传送下载到控制器的存
储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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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图中存在的一些明显的短时负功率, 是因为再
生制动模式的存在.

(a) BCS控制策略的功率特性

4.2 基线控制策略
基线控制策略是一种最常用的控制策略, 其基本
思想是根据不同的驱动模式, 把运行参数限制在一定
的范围内, BCS控制策略下, 电机将工作在以下情况
下: 1) 当车速小于最小的预设车速, 系统工作在纯电
动模式; 2) 如果需求功率大于发动机可提供的最大功
率, 电机将提供额外的功率需求; 3) 当制动时, 电机要
对电池进行充电; 4) 当发动机工作在低效率区时, 电
机将会驱动整车; 5) 当电池SOC低于预设值(SOCmin
= 50)时, 发动机要对电池充电, 进入行车充电模式.

5 结果
为了验证效率最优控制策略的性能, 上述的两种
控制策略在新标欧洲循环工况 (new Europe driving
cycle, NEDC)工况下进行了仿真实验. NEDC 工况具
有明显区别的高速和低速特征, 所以这种典型工况是
具有代表性的. 为了验证两种控制策略的燃油经济性,
分别在NEDC和美国城市循环工况(urban dynamometer driving schedule, UDDS)工况下对CCS控制策略进
行了验证.

5.1 功率特性
图 11 描述了 NEDC 工况下, 用 BCS 控制策略和
CCS控制策略驱动系统的功率特性.
因为BCS控制策略根据不同的驱动模式确定发动
机和电机之间的功率分配, 由图11可看出, 在循环工
况刚开始时, 车辆处于低速运行的状况, 发动机的效
率很低, BCS选择用纯电动模式驱动整车, 当需求功
率大于发动机可提供的最大功率时, 电机将提供额外
的功率需求, 图中负转矩的存在意味着发动机不但要
驱动整车, 还要对电池进行充电. 而CCS控制策略是
运用已经获得的功率分配因数进行功率分配, CCS的
控制目的是获得驱动系统的最优效率, 所以由图11看
出, 这种控制在驱动模式发生切换时并没有明显的边
界, 而发动机和电机总是协调工作已获得系统的最优

(b) CCS控制策略的功率特性
图 11 控制策略的功率特性
Fig. 11 Power characteristic under CCS and BCS

5.2

电池特性和发动机特性

图 12 描述了 BCS 和 CCS 控制时的发动机特性.
BCS控制下发动机的工作点分布比较分散, 而CCS控
制下发动机的工作点是相对集中的. 这是由于BCS更
多的是关注驱动模式的切换, 而CCS则是进行效率最
优的控制. 图13描述了BCS和CCS控制时的电池特性.
由图13可以看到, BCS控制下电池的充放电效率
具有明显的边界, 而CCS控制下电池的充放电效率的
边界没有BCS控制时明显, 这是因为CCS控制时, 发
动机总是和电机一起协调工作以获得驱动系统的最
优效率.

(a) BCS控制策略的发动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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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消耗(或是盈余). 本文采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计
算这部分燃油消耗, 即恢复最终SOC值到最初的SOC
值所消耗的燃油. 在实际的工况下, 很难保证最终的
SOC值等于最初的SOC值, 但是为了客观的评价燃油
消耗, 有必要让这两个值相等. 如果最终的SOC值高
于最初的SOC值, 意味着如果让两者相等, 系统的燃
油消耗会有盈余, 也即等效燃油消耗会少(充电情况),
这种情况下的燃油消耗和SOC的变化可以定义为

SOCc = [(ṁf,s − ṁf,e )/Ibat,s ] · 72000,
(b) CCS控制策略的发动机特性
图 12 发动机工作特性
Fig. 12 Working performance of ICE

(39)

式中的下标代表发动机和电池的工作点, 参数 72000
(Qmax = 20 × 3600 As) 用 来 把 单 位 kg/As 转 化 为
kg/SOC. 如果最终的SOC值低于最初的SOC值, 意味
着如果让两者相等, 系统的燃油消耗会有增加, 也即
等效燃油消耗会多(放电情况), 这种情况下的燃油消
耗和SOC的变化可以定义为

SOCd = (ṁf,s /Ibat,e ) · 72000.

(40)

根据式(33)和式(34), 可以计算出

SOCc = 1.03 kg/SOC, SOCd = 1.38 kg/SOC.
等效燃油消耗可以按下式计算:

m + SOC · ∆SOC, ∆SOC < 0,
f
c
ceq =
mf + SOCd · ∆SOC, ∆SOC > 0,
(41)
(a) BCS控制策略的电池效率

式中∆SOC = SOCinitial − SOCfinal . 虽然这种计算
SOCc 和SOCd 的方法不够精确, 但足以验证控制策略
的燃油经济性. 图14给出了UDDS和NEDC路况下BCS
和CCS控制下实际燃油消耗和等效燃油消耗的仿真
结果.

(b) CCS控制策略的电池效率
图 13 电池效率特性
Fig. 13 Battery efficiency characteristics

5.3

燃油经济特性

CCS控制的目的在于实时保证系统的最优效率,
也就意味着CCS控制时, 系统的燃油消耗应该最小.
为了比较不同控制策略下系统的燃油消耗, 被用来进
行充电的燃油消耗(或是由于再生制动而节省的燃油
消耗)的因素应该被考虑进来. 等效燃油消耗应该包
括两部分: 实际的燃油消耗以及补偿SOC损失部分的

图 14 燃油和等效燃油消耗(初始SOC: 0.5)
Fig. 14 Fuel consumption and equivalent fuel consumption
for BCS and CCS (initial SOC: 0.5)

6

结论

在分析了混合电动汽车驱动模式的基础上, 根据
电池的充放电状态, 把所有驱动模式分为充电状态下
和放电状态下两种类型. 根据两种状态下系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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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得到系统的统一效率表达式. 通过离线实验, 获
得不同功率需求不同SOC水平下系统效率最优的功
率分配系数控制图谱, 并由此设计了系统效率最优控
制策略. 仿真结果表明, 效率最优控制策略能够实时
进行效率最优控制, 避免电池的过度使用, 有效的提
高系统的燃油经济性. 结果表明, UDDS工况下, CCS
控制下系统的燃油经济性提高了8%, 而在NEDC工况
下, 系统的燃油经济性提高了11%.

[10] BALAJI S, SIMONA O, STEPHEN Y. An optimal regulation strategy
with disturbance rejection for energy management of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Automatica, 2014, 50(1): 128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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