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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发 了 1套基 于天然 气发动机 的 串联 式混合 动力 系统 APU，并针 对 APU 起 动过程提 出 了带 电控 离合 

器的结构设计，该结构保证了发动机起动的平顺可靠。试验表明，APu起动过程为 7．2 S，其中离合器脱开过程 

0．85 S，接合过程 1．2 s，实现 了预期 目标。APU应 用在 整车上时 ，整 车燃油经济性和排放性能均得到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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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动力技术是解决汽车能源和污染问题 的重 

要途径。混合动力系统根据结构可以分为串联式、 

并联式和混联式。串联式混合动力系统发动机与车 

辆完全机械解耦，其运行工况不受汽车行驶工况的 

影响，可始终控制在优化的工作区稳定运行，最适合 

负载频繁变化 的城市公交车_】]。 

串联式混合动力系统的核心部件包括辅助动力 

单元(APU)、储能单元和电动机等，其中APU是系 

统的主要能量来源 ，它的选 型和匹配对系统性能的 

影响很大。此外 ，在混合动力系统中应用制动能量 

回收策略和怠速停机策略可以大幅提高系统的燃油 

经济性L2 ]，但也需要一些能量分配策略和系统结构 

设计方面的变化 。 

本研究为一辆 12 m串联式混合动力城市客车 

开发了一套基 于天然气 发动机 的 APU，并优化 了 

APU结构 ，在发动机和发电机之间增加离合器来保 

证 APU起动的可靠平顺，最后对该 APU系统进行 

了台架和实车试验 ，验证其性能 。 

80 kW。发动机输出功率至 APU输 出功率 的转换 

效率为 8O ～85 ，因此对发动机的基本要求为标 

定功率大于 87 kW，峰值功率大于 100 kW，功率 

50 kw附近有较高效率。因此，本研究最终选择 

4CT180天然气发动机，该机标定功率 132 kw，标 

定功率转速 2 300 r／rain，最大扭矩 680 N ·m，最大 

扭矩转速 1 500 r／min，排放达到欧 Ⅲ标准。发动机 

的优化工况 区域 为 1 200～1 500 r／min，在此 区间 

内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 106 kw，满足设计要求。 

发 电机的选取必须与发动机的输出相匹配。交 

流永磁同步电机具有效率高、功率密度大的特点，适 

合用 作 APU 的 发 电 机。本 研 究 选 择 Stamford 

UC274C发电机，其标定状态为 100 kVA，380 V， 

152 A(最大电流)，50 Hz，1 500 r／rain，励磁输人为 

42 V，5 ，输入轴可承受转矩大于 700 N ·m。发 

电机的输出还需经过整流器 由交流变为直流后才是 

APU 的输 出，本研究选择了效率较高的不可控整流 

器，可传递功率 120 kw。 

1 选型与匹配 2 APU结构设计 

根据整车的功率要求来选择发动机和发电机。 

通常用于 12 m城市客车的天然气发动机为 170～ 

190 kw 的 6缸机 ，采用 串联式混合 动力系统之后 ， 

发动机只工作在优化的工况区域，对发动机最大功 

率的要求可以降低很多。 

经仿真计算，APU系统所需的平均功率约为 

4O kw，标定功率不低于 7O kw，峰值功率不低于 

串联式混合动力系统中，APU的输出与驱动电 

机、动力电池通过电系统耦合在一起，因此，各部件 

机械结构相对独立 ，可 以分开设计。APU 的结构设 

计主要考虑发动机和发 电机之间的连接方式。 

传统 APU的结构设计比较简单，多采用发动 

机输出轴一过渡连接盘一发电机输入轴的形式直接 

连接发动机和发电机。由于发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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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约 1 kg·m )，接近发动机曲轴转动惯量的 

10倍，直连方式会致使发动机无论何时都要承受额 

外负担。起动时，由于转动惯量增大，发动机可能出 

现“起不来”的现象，严重时还会烧毁起动电机；而怠 

速时 ，发动机需多驱动一个 巨大的转子 ，会有能量 

损失 。 

对于 串联式混合动力城市客车来说，发动机工 

作在怠速工况的时间很长，APU直连方式造成的能 

量损失累计起来就很大。若采用怠速停机策略降低 

系统能耗，发动机需频繁起停，其起动必须平顺可 

靠，而直连方式难以保证这一点。 

针对上述问题 ，本研究提 出了一种发动机和发 

电机非直接连接的结构(见 图 1)。发动机和发电机 

之间增加了 1个电控离合器，APU可以在离合器脱 

开的情况下空载起动发动机，再通过电控系统控制 

离合器平顺接合，使发动机驱动发电机输出能量。 

若发动机需长期处于怠速状态，APU也可以脱开离 

合器以减少能量损失 。 

图 1 APU构型 图 

2．1 电控离合器系统结构 

电控离合器系统结构见 图 2，由气路部分、控制 

部分 、机械部分和气动部分组成。 

气路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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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控离合器系统结构简图 

气路部分包括电动压气机、高压气罐、减压阀、 

进气阀和进排气两位三通阀。压气机可以将高压气 

罐内的空气压力保持在0．6～O．8 MPa，气罐出口与 

减压阀相连，确保后面气路中气体压力保持不变，便 

于控制计算。进气阀为常闭阀A，需要时才打开让 

高压气体通过。进排气两位三通阀包括常开阀 B 

和排气阀c，两者配合控制可以调节进入驱动活塞 

气缸的气体压力。 

气动部分主要是 1个高压气驱动的活塞，调节 

气缸的气压 ，可以改变活塞输 出力的大小 。活塞 的 

有效驱动直径可 以由式 (1)确定 ，式 中，D i 为活塞 

的最小直径 ，F 为脱开离合器所需 的最小力，户 

为气缸内气体能达到的最大压力。 

D i 一 ／4F i 
√̂户⋯ ·7c。 (1) 

机械部分 的拨叉与驱动活塞的推杆铰链 ，推杆 

的初始位置和极限位置分别对应 了离合器的接合和 

脱开状态。 

控制 部分 的转 速传 感器 为整 车 控制单 元 

(VCU)提供发动机转速信息 ，VCU 根据该信息选 

择离合器接合／脱开的时机；位置传感器与拨叉相 

连，为 VCU 提供离合器 的状态信息。VCU 的输 出 

经驱动电路可直接控制常闭阀 A、常开阀B和排气 

阀 C的开闭，调节驱动活塞的气缸压力，从而控制 

离合器 的接合与脱开 。 

2．2 APU起动控制 

APU 的起动控制需与 电控离合器系统的控制 

相配合，起动过程可以分为 3步：脱开离合器、发动 

机起动至平稳工况和接合离合器。起动过程要求离 

合器脱开迅速可靠 ，接合平稳 ，对发动机 冲击尽可 

能小 。 

APU发出起动指令后，离合器首先脱开，其过 

程为 VCU向常闭阀 A输出高电平信号，使其打开， 

高压气体通过常闭阀 A 和常开阀 B进入气缸推动 

活塞运动，使离合器脱开。脱开过程所用时间与高 

压气压力以及活塞有效截面积有关。气体压力越 

高 ，截面越大 ，活塞作用力越大 ，离合器脱 开所用时 

间越短。此外，从常闭阀 A到活塞气缸的气路长度 

也会对脱开时间有影响。 

发动机在离合器脱开后起动，起动成功后， 

APU发出接合离合器指令。接合过程可以分为 

3个阶段(见图3)[43。第一阶段，离合器压盘与发动 

机飞轮没有接触，分离轴承位移增加，但离合器不传 

递扭矩；第二阶段，压盘与飞轮开始接合，随着分离 

轴承位移增加，离合器传递的扭矩也增加；第三阶 

段，压盘与飞轮完全接合，离合器传递的扭矩不再增 

加。接合过程控制目标是尽可能缩短第一、第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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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时间，同时保证第二阶段接合转矩的上升不要 

过快，减少对发动机的冲击。 

图 3 离合器接合过程 

离合器控制过程中，首先关闭常开阀 B以形成 

常开阀 B至活塞气缸 的封闭回路 ，之后调节排气阀 

C的开闭频率，控制气缸内气压降低的速度，实现三 

阶段接合过程。 

APU起动过程 的控制 阀信 号时序见 图 4。To 

时刻是起动过程的起始时刻，T0～T 离合器脱开， 

T ～ T 发动机起动 ，丁 ～丁3，T。～T ，T4～丁5分 

别为离合器接合过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排气 

阀C上输出不同占空比的信号。 

常闭阀A 

—  

]  
i l广一 —— 

常开阀B—{ i 

排气阀 i 厂_]删舢咖一 

图4 离合器控制阀信号时序图 

3 试验验证 

3．1 APU起动过程验证 

在试验 台架上验证 APU起动过程。试验前先 

标定离合器分离轴承位置与离合器状态之间的关 

系，以离合器完全脱开时分离轴承的位置作为零点， 

压盘与飞轮刚开始接触 时分离轴承位移 为 8 mm， 

压盘与飞轮完全接合时分离轴 承位移为 16 mm，分 

离轴承的最大位移为 18 mm。 

APU接到起动指令后，首先发出脱开离合器指 

令(见图5)，高压气进入驱动活塞气缸，推动分离轴 

承从离合器接合位置运动至离合器完全脱开，整个 

过程持续 0．85 s。 

当离合器进入脱开状态后 ，APU 向发动机发 出 

起动指令 。发动机 5 s内可 以完成起动 ，进入 怠速 

状态 ，转速为 700 r／min左右。 

图 5 离合器脱开 曲线 

第 6 S起 ，APU发出接合离合器指令(见图 6)。 

分离轴承的动作在接合过程中经历了先快、后慢、再 

快的过程，与前文所述离合器接合过程 3个阶段相 

符。由于第三阶段分离轴承位移对发动机的扭矩输 

出没有影响，所以认为离合器的接合过程到第二阶 

段结束就已完成 ，总共需要 1．2 S。离合器接合过程 

对发动机的冲击使发动机转速下降 200 r／min左 

右 ，在可接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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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离合器接合 曲线 

第 7．2 S起，发动机飞轮与离合器压盘完全接 

合，APU起动过程完成，可以向发电机发出励磁信 

号 ，APU对外输出能量。 

3．2 APU整车性能试验 

将 APU装配在一辆串联式混合动力城市客车 

上 ，在实际道路条件下与一辆 同类型普通天然气城 

市客车做对 比试验。对 比车型采用 130 kW 6缸天 

然气发动机，5挡手动变速器，车身尺寸与混合动力 

客车相同。混合动力客车由于增加了电机、动力电 

池等设备，整备质量较对比车型略重。气耗试验时， 

两车采用同样的城市公交驾驶循环，且保证混合动 

力客车的动力电池测试前后 SOC保持不变。排放 

试验 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在 台架上进行 ，测试工况 由 

道路工况反推得到。 

啪啪瑚 伽姗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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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示出 APU整车测试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 

出，由于整备质量增加，串联式混合动力城市客车动 

力性不如普通天然气客车，但还能满足城市公交运 

行工况。混合动力客车的燃气消耗量和排放均低于 

普通客车，表明该 APU系统运用在整车上时，可以 

降低燃油消耗和减少排放。 

表 1 整车测试结果 

整车类型 混合动力客车 普通天然气客车 

最高车速／km·h一1 72 85 

最大爬坡度／ 20 3O 

O～5O km ·h 加速时间／S 15 17 

燃气消耗量／kg·km 0．289 9 0．391 3 

NO 比排放量／g·(kW ·h) l_58 6．81 

CO比排放量／g·(kW ·h) 0．85 2．67 

HC比排放量／g·(kW ·h) 1．71 2．97 

4 结论 

程 0．85 S，接合过程 1．2 S，对发动机冲击保持在可 

接受范围内，满足整车控制要求； 

b)该 APU应用在整车上，与同类型普通天然 

气城市客车相比，燃气消耗量降低了 26 ，N 排 

放降低 70 ，CO排放降低 65 9／5，HC降低 4O％，具 

有节能减排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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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U起动过程需 7．2 S，其中离合器脱开过 

APU Structure Design for Series Hybrid Power System 

YANG Yu—ping，YANG Fu—yuan，HE Hua 

(Department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An auxiliary power unit(APU)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eries h~brid power system of natural gas engine．For 

．
ne APU problem of starting process，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electronic—controlled clutch was put forward，which assured the 

stable and reliable starting of engine．Test results show that，with the APU，the starting time is 7．2 S，which includes the 

0．85 S disengagement and 1．2 S engagement of clutch．W hen the APU is applied to the vehicle，the fuel economy and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vehicle are improved． 

Key words：series hybrid power system；auxiliary power unit；electronic-controlled clutch [编辑：袁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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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用于美国新型地面战车的德国MT88 1柴油机 

2009年 9月，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上将彼得 ·基亚雷利(Peter Chiarelli)宣布，将用新的步兵输送车替代 Ml13装甲车。希 

亚雷利声称，发展新型地面战斗车辆(GCV)“将是我们坚持执行的最重要作战发展和采购决策之一”，目的是在任何战场上均 

能够有效作战，并具有升级到满足未来作战要求的能力。 

现役的 Ml13装甲人员输送车将在未来十年逐步被淘汰。未来，美国陆军将积极发展地面战斗车辆，陆军现代化建设为 

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国防部长罗伯特 ·盖茨(Robert Gates)呼吁“汲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验教训”。 

MTU公司正在通过努力，希望 881系列柴油机用作 GCV动力。MTU公 司最近表示，该发动机 已经在 美国通过 了 NATO 

AEP～5耐久性试验 。 

881系列柴油机是 MTU公 司为重型车辆开发的 880系列发动机产品中的一部分。 目前，880系列中 V型 12缸的 

MT883Ka一524柴油机 已用作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战车动力，标定功率高达 2 016 kW。881系列为水冷 V型 8缸柴油机，总 

排量18．24 L，缸径 144 mm，行程140 mm，标定功率800 kw，标定功率转速 3 000 r／min，最大扭矩 3 342 N·m，最大扭矩转速 

2 000 r／min。 

881系歹ll采用双涡轮增压器，每个缸排一个增压器；配用博世高压共轨燃油系统。该发动机外形尺寸为长 1 107 mm，宽 

973 mm，高 742 mm，干质量 1 400 kg。 

[张然治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