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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用模型预测控制的混合动力汽车模式切换动态协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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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传统协调控制策略或模型预测控制(MPC)方法能够解决离合器模式切换的平顺性, 但其改善效果不
显著, 且缺乏深入的细化研究. 因此, 为了改进混合动力汽车有离合器结合的模式切换过程中的平顺性, 本文基于
MPC制定有离合器模式切换过程的动态协调控制策略. 在对混合动力系统有离合器模式切换模型进行简化的基础
上, 开展MPC在模式切换动态协调控制过程的原理描述, 以减小有离合器模式间切换的冲击度进行基于MPC动态
协调控制策略设计, 并对不同权重下的冲击度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通过实验验证, 其结果表明采用MPC的模式切换
协调控制最大冲击度从26.3 m/s3 下降至9.26 m/s3 , 降低了64.8%, 明显的抑制了模式切换过程中的冲击度, 有效的改
善了模式切换的平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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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ing traditional coordination control strategy or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 to solve the ride comfort problem during mode transition, however,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non-significant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and the lack of in-depth detailed research. In this paper, a dynamic coordination control strategy involving the clutch mode
transition process based on MPC is formulated to ameliorate the ride comfort of the mode transition process with clutch
engagement for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On the basis of simplifying mode transition model with clutch in hybrid system,
the principle description of MPC on mode transition coordination control is carried out to reduce the jerk of mode transition
with clutch which is employed to perform the design of dynamic coordination control strategy based on MPC, and then
the comparison of jerk under different weighting factors is performed. Through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jerk of mode transition coordination control using MPC was declined from 26.3 m/s3 to 9.26 m/s3 , and
64.8% decreased, which effectively suppresses the jerk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 transition and improves the ride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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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合动力汽车通过其特有的结构及良好的匹配和
优化控制, 成为了当今最具有实际开发意义的新能源
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拥有多个工作模式, 在模式切换

的过程中, 会引起传动系统的冲击和振动, 因而在混
合动力汽车传动系统中, 运用适当的动力耦合方式和
控制策略能使混合动力汽车工作模式切换时间短、冲
击小, 进而提升整车的平顺性. 通过对能量的分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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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切换过程中的转矩协调控制可以实现多模式混
合动力系统的优点.
此前, 已有大量的文献对混合动力系统的能量管
理进行了研究[1–7] , 此处不再赘述. 混合动力系统控制
问题的研究除了在能量管理策略及效率最优化等稳
态过程控制方面, 还应聚焦于对多个动力源及传动系
统的协调控制的研究. 如: 文献[8]基于车轮转速差,
通过PID闭环控制计算电机补偿转矩来进行协调控
制; 文献[9–10]采用PID闭环控制法进行动态协调控
制, 降低模式切换过程中的转矩波动.
不难发现, 车辆的驾驶性研究包含了传动系统的
振动、换挡及其过程中的协调控制. 如: 文献[11]利用
最短路径随机动态规划控制器解决了发动机启动和
换档完成时间的变化, 优化了平顺性; 文献[12]采用
双电机耦合动力系统来开发模式切换过程中的控制
策略进而实现最优系统效率下能量传递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 提高乘坐舒适性; 文献[13–14]采用基于模型
预测控制的转矩协调控制策略来解决纯电动模式切
换到混合驱动模式过程中的冲击问题, 通过不断滚动
优化的思想使模式切换过程达到最优的平顺性; 文献
[15] 针对混合动力客车纯电动模式切换到混合驱动模
式过程采用自适应模糊滑磨控制, 显著地提高了切换
过程的平顺性; 文献[16]提出了一种包含发动机转矩
前馈和反馈估计及基于驱动轴转矩估计的主动阻尼
反馈补偿的动态协调控制策略以抑制动力传动系统
的冲击和振动, 进而能有效地改善驾驶舒适性; 文献
[17]通过离合器和电机最优控制策略从而利用有限的
电机和电池功率解决发动机启动控制时的最优驾驶
性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预测控制(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和发动机启动协调控制的模式切换
协调控制策略, 对有离合器结合的模式切换进行协调
控制. 首先在启动发动机时利用发动机启动协调策略
适当提升电机转矩; 接着运用MPC协调发动机和电机
的转矩、转速以减小模式切换过程中的冲击度, 改善
模式切换的平顺性.

图 1 混合动力系统
Fig. 1 Hybrid electric powertrain system

2.1

发动机数值建模

本文采用实验数据建模法, 根据后续需要和篇幅
限制, 简单例出发动机油耗模型和转矩模型. 根据数
值插值法, 发动机的油耗数值模型的转速、转矩和比
油耗的关系如下:
wt
1
Q=
be Pe dt,
(1)
6
3.6 × 10 ρ 0
式中: Q为燃油消耗量; be 为燃油消耗率; Pe 为发动机
输出功率; ρ为燃油密度.
后续研究中发动机的转矩响应特性及其重要. 利
用插值法得到不同发动机需求转矩和转速下发动机
节气门开度, 如式(2), 得到节气门开度模型如图2所
示. 进而再通过插值法得到不同节气门开度下发动机
的输出转矩, 如式(3):

α = αTe input /Te max , ne ,

(2)

Te = Te (α, ne ),

(3)

式中: α为节气门开度; Te input 为发动机输入转矩;
Te max 为发动机最大转矩; ne 发动机转速; Te 为发动
机输出转矩.

2 混合动力系统建模
本文研究的混合动力系统采用单排行星齿轮机构
进行动力耦合, 结构[18] 如图1所示. 发动机输出轴经
单向离合器和湿式多片离合器, 与行星齿轮机构的齿
圈连接; 电机转子和行星齿轮机构的太阳轮连接; 系
统动力由行星齿轮机构的行星架输出, 再依次传递给
变速器、差速器和车轮.
混合动力系统通过控制电机和发动机的开启与关
闭、单向离合器和湿式多片离合器的啮合与分离可以
实现多种驱动模式: 纯电动驱动、发动机单独驱动、
混合驱动、行车充电.

图 2 发动机节气门开度模型
Fig. 2 Engine throttle ope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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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机及电池数值建模
将电机和控制器综合为一个整体, 考虑电机快速
响应的特性, 用一阶传递函数来得到电机的输出转矩:
1
Tm =
Tm req ,
(4)
τm · s + 1
式中: Tm 为电机转矩; τm 为时间常数; Tm req 为电机
需求转矩.
电机驱动功率为电池的输出功率, 如式(5)所示.
建模中电池荷电状态(state of charge, SOC)的估算可
由式(6)−(7)联合算出, 电池的内阻模型如图3所示;
此外, SOC和电动势E的关系曲线如图4(a)所示, 通过
实验可得SOC和充放电内阻关系如图4(b)所示.
Tm · nm
Pm =
,
(5)
ηm (Tm , nm )
式中: Pm 为电机驱动功率; nm 为电机转速; ηm (Tm ,
nm )为电机效率, 可利用插值法得到, 如图5所示.
√
V0 − Vt
,
(6)
Vt = Pm (t) · Rd , Id (t) =
Rd
wt
Id (i)di
SOC(t) = SOC0 − 0
,
(7)
Qc

(b) 充放电内阻与SOC关系
图 4 SOC与电动势、内阻的关系曲线
Fig. 4 The relation curve of SOC, electromotive force and
internal resistance

式中: Vt 为电池输出电压; Rd 为电池内阻; Id 为电池
工作电流; SOC0 为电池初始荷电状态; Qc 为电池容
量.

图 5 电机效率模型
Fig. 5 Motor efficiency model

2.3
图 3 Rint模型
Fig. 3 Rint model

动力耦合机构数值建模

本文采用单排行星齿轮机构作为动力耦合机构,
根据转矩平衡和杠杆原理[19] , 简单列出忽略系统摩
擦、行星齿轮机构的转矩关系如式(8)所示:
1+ρ
−Tc = (1 + ρ) · Tr =
Ts ,
(8)
ρ
式中: Tc 为行星架转矩; Tr 为齿圈转矩; Ts 为太阳轮转
矩; ρ为行星机构特性参数.
变速器采用5档AMT变速器, 1档对应的传动比为
3.67; 2档对应的传动比为2.05; 3档对应的传动比为
1.31; 4档对应的传动比为0.96; 5档对应的传动比为
0.78.

3 混合动力系统模式切换模型简化

(a) 电压与SOC关系

本文根据文献[10, 12, 14, 20]的模式切换过程分析
和分类, 可将模式切换过程分为3类: 有离合器结合过
程的模式切换、有离合器分离过程的模式切换、无离
合器动作的模式切换. 因后两类模式切换只需要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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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和电机的转矩进行协调控制, 就能提高模式切换
的平顺性, 因此采用传统协调控制策略[21–22] 即可, 此
处不再叙述. 第1类模式切换可分为3种: 纯电动模式
切换到发动机单独驱动模式, 纯电动模式切换到混合
驱动模式, 纯电动模式切换到行车充电模式, 如图6所
示.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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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PC的
的模式切换协调控制
MPC在
在协调控制中的应用原理描述

模式切换过程中离合器的结合过程是一个多动作
过程, 包括分离、滑磨和结合, 离合器的结合需要主动
端和从动端的转速能尽可能一致且离合器在结合的
过程中如果未协调好转矩将带来很大的冲击度. 模式
切换有两个步骤, 第1步是运用发动机启动协调控制
策略启动发动机, 即电机的转矩需要适当提高, 补偿
发动机的起动阻力矩, 如式(10)所示:

Tm = Treq + Tef .

(10)

第2步是利用模型预测控制对发动机和电机的转
矩、转速进行协调控制. 模型预测控制的基本思想是
利用已有的模型、系统当前的状态和过去的控制量去
预测系统未来的输出, 未来的控制量根据一定的优化
条件进行有优化求解, 以得到未来的控制量序列, 在
每一个控制周期结束后, 系统根据当前状态重新预测
系统下一时刻的输出. 因此模型预测控制在实现过程
中有3项关键步骤, 包括预测模型、滚动优化和反馈校
正.
MPC的原理是通过预测模型、滚动优化和反馈校
正的方法进行预测控制[23] , 如图8所示.

图 6 模式切换过程分类
Fig. 6 Mode transition process classification

本文研究的混合动力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离合器
的一侧与发动机相连接, 另一侧与电机相连接, 最后
通过行星排耦合后对外输出转矩. 为了便于控制器的
控制, 将离合器两端的动力传动系统简化为如图7所
示的等效模型.

图 7 等效模型

图 8 模型预测控制原理

Fig. 7 Equivalent model

Fig. 8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principle

混合动力汽车传动系统的动力学方程为

J1 ω̇m = Tm − Tcl − Cm ωm − T̄r ,
J2 ω̇e = Te + Tcl − Ce ωe .

(9)

式中: J1 = Jm + Jc + mR2 /(i20 i2g ); J2 = Je 表示为离
合器左右两端的等效转动惯量; Je , Jm , Jc 分别为发
动机的转动惯量、电机转动惯量、离合器转动惯量;
Tm , Te , Tcl , T̄r 分别为电机转矩、发动机转矩、离合
器传递转矩、离合器轴上传递的车轮阻力矩; Cm , Ce
分别为电机和发动机的阻尼系数; ωm , ωe 为电机和发
动机转速.

在预测时域[k, k + kp ]内, 每个离散点结合当前测
量值和预测模型, 通过求解满足目标函数及各种约束
的优化问题, 得到一组控制序列up 并将其第一个元素
作为当前时刻的实际控制量, 使得预测输出能跟随参
考轨迹. 每时刻的离散点都重复上一时刻的优化过程,
进行滚动优化. 每时刻的离散点执行完以后都对下时
刻的控制进行修正, 然后进行优化.

4.2

基于MPC的
的协调控制策略制定

依据离合器两端的动力传动系统等效模型及MPC
的原理, 本文的转矩协调控制需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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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合器两端的转速为ωm , ωe , 在离合器结合时
发动机和电机的转速需要尽可能达到一致, 以免造成
大冲击; 因此冲击的衡量指标可以表示为∆ω = ωm
− ωe , 为了提高驾驶性, 则要求尽快达到∆ω = 0的期
望值.
2) 为了保证动力响应以及转矩波动, 要求转矩变
化率不要太大, 使得转矩能平缓增大.
根据控制需求, 选择电机转速ωm 、发动机转速ωe
以及电机和发动机的转速差ωm − ωe 作为状态变量;
选择电机转矩Tm 、发动机转矩Te 、离合器传递转矩
Tcl 为控制变量; 车轮阻力矩T̄r 为系统可测干扰. 因此
系统动力学的状态空间表达式为
{
ẋ = Ac x + Bcu u + Bcd d,
(11)
y = Cc x,
其中:
x = [ωm ωe ωm − ωe ], u = [Tm Te Tcl ], d = T̄r ,


 1
1 
−Cm
0
0
0
−

 J
 J1
J1 

 1



1
1
,

−Ce 
Ac =  0
,
B
=

cu


0
0


J
J
J


2
2 
2
0 0
0
0
0 1




1
1 0 0
−J 
1



Bcd = 
 , Cc =  0 1 0  .
 0 
0 0 1
0
在控制的过程中, 需要对系统进行离散化. 因此使
用前向欧拉法将连续的系统进行离散化处理. 将式
(11)转化为
{
x(k + 1) = Ad x(k) + Bdu u(k) + Bdd d(k),
y(k + 1) = Cd x(k),
(12)
式 中: Ad = I + Ac t, Bdu = Bcu t, Bdd = Bcd t, Cd
= Cc , 其中I 为3 × 3的单位矩阵, t为系统的取样时间.
本文用Np 表示预测时域, 用Nc 表示控制时域; 且
二者满足Nc 6 Np 的关系. 为了推导预测动力传动系
统的未来输出的方程, 下面根据模型预测控制的基本
原理, 做如下的假设[24] .

假 设 1 在控制时域外, 系统的控制量相等. 当
控制时域大于预测时域时, 在控制时域外, 控制效果
无法预测, 通常情况下, 控制效果趋向于变差, 且计算
量也会增加. 因此假设控制时域外, 控制量相等, 即
u(k + Nu ) =
u(k + Nu + 1) = (k + Nu + 2) = · · · =
u(k + Np − 1).

(13)

假 设 2 由于可测干扰在当前时刻对未来值是
未知的, 因此假设可测干扰在当前时刻k 时刻之后相
等,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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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 = d(k + 1) = d(k + 2) = · · · =
d(k + Np − 1).

(14)

根据预测方程计算未来的输出为

y(k + 1|k) = ψx(k) + Θu(k) + Λd(k),

(15)

式中: k + i(i = 1, 2, 3, · · · , Np )表示在k 时刻对k + i
时刻的预测;




Cd Bdd
Cd A d




 Cd Ad Bdd + Cd Bdd 
 Cd A2d 


..

,

ψ=
 ..  , Λ = 

.
.




Np


∑
Np
i−1
Cd Ad
Cd Ad Bdd
i=1

Θ=




Cd Bdu
0
···
0
 Cd Ad Bdu

C
B
·
·
·
0
d du



.
..
..
..


.
.
.
Np −1
Np −2
Np −Nc
Cd Ad
Bdu Cd Ad
Bdu · · · Cd Ad
Bdu

目标函数可描述为

J(y(k), u(k), ∆u(k)) =
2

2

∥Q(y(k + 1|k)−yref (k+1))∥ +∥R∆u(k+1)∥ ,








(16)

q 0 0
r 0 0




其中: Q =  0 q 0  , R =  0 r 0  , 式中: Q和
0 0 q
0 0 r
R分别为转速控制的权重矩阵和控制量增量的权重矩
阵; q 和r分别为权重系数; ∆u(k + 1)为k + 1时刻的
控制增量; yref (k + 1)为k + 1时刻的参考输入.
系统的约束条件如式(17)–(18)所示. 对控制量进
行约束, 即对发动机、电机和离合器的转矩进行约
束[25] .
{
µmin 6 µ(k) 6 µmax ,
(17)
∆µmin 6 ∆µ(k) 6 ∆µmax .
对状态量进行约束, 即对电机转速、发动机转速以
及电机和发动机的转速差进行约束:


 ωm min 6 ωm 6 ωm max ,
(18)
ωe min 6 ωe 6 ωe max ,

 0 6 ω − ω 6 6000.
m
e
在整车模式切换完成后离合器锁止, 两轴转速相
同. 因此在选择系统参考模型时, 将电机单独驱动且
离合器锁止时的系统作为参考模型, 此时电机的转速
作为参考转速[26] . 参考模型的状态方程如式(19)所示:

(J1 + J2 )ω̄˙ m = T̄m − Tef − T̄r ,

(19)

式中: ω̄m 为参考电机转速; T̄m 为由电机驱动的驾驶员
需求转矩; Tef 为发动机的阻力矩.
在模式切换完成后转速相等的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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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 ωm − ω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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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因此系统的参考输入如式(21)所示:

yref = [ω̄m , ω̄m , 0].

(21)

基于所设计的模式切换协调控制, 本文先以等效
燃油消耗最小策略(equivalent consumption minimization strategy, ECMS)为基础策略对需求转矩进行转矩
分配, 接着运用发动机启动协调控制策略启动发动机
并通过MPC进行模式切换过程中的协调控制, 因而,
离合器结合过程中的模式切换总体协调控制流程如
图9所示.

图 9 模式切换协调控制流程
Fig. 9 Mode transition coordination control flow

5 模式切换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MPC的有效性, 分别设置不同权重系数
进行仿真实验验证. 图10为转速控制权重q 分别为1,
2, 3, 4时不同控制量增量权重r下的电机和发动机转
速对比. 由图10可以看出, 相同转速控制权重q , 控制
量增量权重r越大, 电机和发动机转速相等耗费的时
间越长, 即离合器滑磨时间越长; 相同控制量增量权
重r, 转速控制权重q 越大, 电机和发动机转速相等耗
费的时间越短, 即离合器滑磨时间越短. 利用电机和
发动机转速相得时耗费的时间长短来选择权重, 很难
选取适当的权重.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需对不同
权重下的冲击度进行对比, 选取冲击度低的一组权重
系数.

图 10 不同权重的转速对比
Fig. 10 Speed comparison under different weights

图11为不同权重系数时模式切换过程冲击度对
比. 由图11可以看出在q = 1, r = 3时, 在模式切换
过程的冲击度最小, 最大冲击度为9.7518 m/s3 . 其他
不同比例的权重组合, 冲击度都比该组大. 由图可见,
权重q 和r的比例太大引起的冲击度大于1/3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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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权重的冲击度对比
Fig. 11 Jerk comparison under different weights

图12和图13为选取权重系数q = 1, r = 3时, 从
纯电动模式切换到混合驱动模式的仿真结果, 图中对
采用 MPC 控制和未采用 MPC 控制进行对比.

图 12 有无采用MPC转速转矩对比
Fig. 12 The comparison of speed and torque whether or not to
use M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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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抑制了冲击度, 最大冲击度为10.96 m/s , 而未协
调 下 的 最 大 冲 击 度 为19.45 m/s3 , 因 此 降 低 了
43.65%.
3

图 13 有无采用MPC冲击度对比
Fig. 13 The comparison of jerk whether or not to use MPC

从图12(a)中可以看出采用基于MPC的协调控制
策略, 从离合器滑磨到结合的时间为0.57 s, 而未采用
MPC协调控制策略的时间为0.16 s; 从图12(b)可以看
出未采用协调控制策略时, 切换时间短, 发动机需要
在短时间内达到切换后的转矩, 并且电机转矩处于较
高值, 因此导致整车的总转矩突然增大, 造成了很大
的冲击度. 其冲击度的大小如图13所示, 采用MPC协
调控制能让发动机转矩平缓上升, 并且控制发动机和
电机的转速相同或接近时, 结合离合器, 避免造成很
大的冲击度.

(a) 协调控制前的转矩

从图13可以看出, 未采用MPC协调控制时, 最大
冲击度达到26.3 m/s3 ; 而采用MPC协调控制时, 最大
冲击度仅为9.26 m/s3 , 因此冲击度降低了64.8%.
为进一步验证所制定的协调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进行了硬件在环实验验证, 图14为D2P硬件在环实验
系统.

(b) 协调控制后的转矩

图 14 D2P硬件在环实验系统
Fig. 14 D2P hardware-in-the-loop experimental system

利用硬件在环实验系统, 对模式切换过程采用的
协调控制策略进行实验验证. 以模式切换中的纯电动
模式切换到发动机单独驱动模式为例进行验证, 结果
如图15所示. 整车在127.7 s发出模式切换的指令后,
在协调控制下, 电机2没有立即退出工作, 而是对发动
机的阻力矩进行转矩补偿, 然后再逐渐退出工作. 有

(c) 协调控制前的冲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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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静, 刘爽, 李琳辉, 等.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车速预测及整车控制
策略. 控制理论与应用, 2017, 34(5): 564 – 574.
[6] SUN C, HU X, MOURA S J, et al. Velocity predictors for predictive
energy management 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 2015, 23(3): 1197 – 1204.
[7] CHEN S Y, HUNG Y H, WU C H, et al. Optimal energy management
of a hybrid electric powertrain system using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pplied Energy, 2015, 160: 132 – 145.
[8] HU Minghui, CHEN Shuang, ZENG Jianfeng. Coordinated control
for mode-shift of dual-motor coupling powertrain.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7, 53(14): 59 – 67.
(胡明辉, 陈爽, 曾剑峰. 双电机耦合系统驱动模式切换控制策略研
究. 机械工程学报, 2017, 53(14): 59 – 67.)

(d) 协调控制后的冲击度
图 15 纯电动模式切换到发动机单独驱动模式
Fig. 15 Motor-only mode to engine-only mode

6 结论
1) 本文针对混合动力系统模式切换过程中的平
顺性问题, 研究了采用行星耦合机构的混合动力系统,
并对模式切换过程进行了分类, 构建了基于模型预测
控制的模式切换协调控制策略, 通过协调发动机和电
机的转矩、转速以减小模式切换过程中的冲击度, 改
善模式切换的平顺性.
2) 在MATLAB/simulink仿真平台上对本文所构
建的模式切换动态协调控制策略进行仿真验证, 并对
不同权重下的冲击度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且进一步通
过D2P实验系统进行硬件在环实验验证, 结果充分证
明了所提出的模式切换控制策略能有效的抑制模式
切换过程中的冲击度, 提高模式切换平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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