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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加速性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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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25）

摘要：在传统汽车加速时间计算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特性，提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计
算加速到一定速度所需的功率，并与拟合算法的计算结果以及实车道路试验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本
文提出的计算方法更接近试验结果，能为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加速性能计算提供更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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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on characteristic calculation of series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PENG Dengzhi, JING Dayong, ZHOU Zhenhua, WU Weixing
(Technical Center of Dong Feng Motor Coporation, Wuhan

430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traditional vehicle accelerating time and tak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series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into consideration, a new method is given to calculate the
needed power of series hybrid vehicel when accelerated to a certain speed. The result of this new method
is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of fitting method and vehicle field test.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the
method provided in this paper can offer a better reference to evaluate the accele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series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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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汽车在方便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大气污染、全球变暖及石油危

机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因此，纯电动汽车与混合动力汽车得到了大力发展。在纯电动汽车的关键技术尚
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国内外汽车厂商及科研人员对混合动力汽车做了大量研究。混合动力汽车
根据动力系统的组合分类，可分为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并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和混联式混合动力汽车[1]。
本文主要针对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进行研究。
汽车加速时间作为汽车加速性能的重要评价指标，在汽车设计阶段就需要纳入考虑。汽车在加速时，
需要动力系统提供大功率为汽车加速，因此在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选型中，一般将加速时所需功率作为
动力系统及电机选型的重要指标。不同于传统汽车，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动力系统由发动机发电机组
与动力电池两部分组成。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与驱动电机转速无关，仅与发电机达到最大输出功率的响应
时间有关。传统汽车加速时间的计算方法不能直接应用于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现有研究中，多采用拟
合速度与加速时间的方式，通过加速时间计算动力系统的需求功率[2]。但对实际车辆而言，动力系统所
提供的功率也随着加速时间变化。因此，在计算加速性能时，需要同时考虑动力系统能提供的功率和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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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系统所需功率的变化。
本文在传统汽车加速性能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动力系统特点，计算
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加速性能。同时也采用拟合速度与加速时间的方法计算动力系统的功率，最后将
二者的计算结果与实车道路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1

加速时间计算理论

1.1

传统汽车加速性能计算理论
汽车在行驶时，驱动力 Ft 与滚动阻力 Ff 、空气阻力 Fw、坡道阻力 Fi 及加速阻力 Fj 有如下关系[3]：
Ft = Ff + Fw + Fi + Fj，

（1）

加速时，不考虑坡道阻力 Fi. 根据《汽车理论》中 Ff 、Fw、Fj 的计算方法，加速时间为
tm = ∫

v2
v1

mδ

Peη i 1
− Cd Aρ v 2 − mgf
2
nr

dv，

（2）

其中，Pe 为发动机功率（kW）；n 为发动机转速（r/min）；i 为动力从发动机传递到车轮的总传动比；
r 为车轮滚动半径（m）； η 为整个系统的传递效率；m 为整车质量（kg）；g 为重力加速度（m/s2）；f 为滚
动摩擦系数；Cd 为空气阻力系数；A 为迎风面积（m2）； ρ 为空气密度（kg/m3）； δ 为旋转质量系数。
1.2

速度-加速时间拟合计算加速性能理论
在计算单纯由动力电池供能的车辆加速性能时，NG 等[2]提出了拟合速度与加速时间的方法来计算加

速时所需功率 Pa. 基于公开发表的车型速度与加速时间的关系拟合得到式（3），然后通过积分的方式求
取加速时所需的功率。

Pa =

mδ
tm

tm
⎡1 2
⎤ Cd Aρ tm 3
⎢ 2 vm + fg ∫ 0 vdt ⎥ + 2t ∫ 0 v dt，
⎣
⎦
m

（3）

x

⎛ t ⎞
其中， v = vm ⎜ ⎟ ，vm、tm 分别为加速后达到的速度和加速所需要的时间；x 为拟合函数中的参数，取
⎝ tm ⎠
值范围在 0.47～0.53，x 取值越小，加速越慢（百公里加速时间约 12 s），x 取值越大，加速越快（百公
里加速时间约 8 s）[2]。
在上述拟合公式的基础上，唐磊[4]提出在 tm 前一时刻加速度功率需求最大，并假定在 tm 到 tm−0.1 s 这
段时间内的加速度一致，则此时所需要的最大加速功率计算公式为
Pa =

x
mδ 2 ⎡ ⎛ tm − 0.1 ⎞ ⎤ Cd Aρ 3
vm ⎢1 − ⎜
vm + mgfvm .
⎟ ⎥+
0.1 ⎢ ⎝ tm ⎠ ⎥
2
⎣
⎦

（4）

采用拟合算法能方便积分求取加速时所需功率，因此，很多研究人员在设计中采用了该方法。但在
实际应用中，x 的取值范围因具体车型不同而变化较大，0～60 km/h 加速时间为 30 s，x 取值为 0.58[5]；
0～100 km/h 加速时间为 15 s，x 取值为 0.5[6]；0～100 km/h 加速时间为 15 s，x 值为 0.2[7].
1.3

基于传统算法的加速性能计算方法
传统的内燃机汽车的动力系统输出功率 P 直接与发动机转速（车速）相关，而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

由发电机与动力电池供能，提供的总功率 Ps 为发电机输出功率 Pg 与动力电池输出功率 Pb 之和，动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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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输出功率与时间 t 相关（如图 1 所示）。发电机输出功率 Pg 需要在一定时间后才能达到最大输出功率。
驱动电机的需求功率 Pq（加速时为电机的峰值功率）与电机转速相关（如图 2 所示），电机转速与车速
直接相关，而在加速过程中，车速与加速时间相关，整个系统使用的功率 P 为动力系统提供的功率与驱
动系统需求的功率中较小的值，即

{

}

P = min Ps , Pq .

图1

（5）

图2

动力系统输出功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 1 Power output changing with time by power system

电机转速与转矩及需求功率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of moter rotate, speed-torque and power

根据传统车加速时间计算方法，将式（5）代入式（2），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加速时间为
tm = ∫

v2

v1

mδ

Pη i 1
− Cd Aρ v 2 − mgf
nr 2

dv，

（6）

其中，n、 η 、i 分别为驱动电机的转速、驱动电机到车轮的传递效率与传动比。
由式（5）和式（6）可知，如在加速期间，动力系统所提供的功率 Ps 恒大于或等于驱动电机需求的
功率 Pq，则通过式（6）可方便地求取加速时间 tm.
如果动力系统所提供的功率 Ps 恒小于驱动电机需求的功率 Pq，则动力系统或驱动电机功率过大，增
加了系统的体积和质量，因此必须考虑在加速期间二者不同时刻大小关系不一致的情况。在该情况下，
采用式（6）计算加速时间，直接积分存在困难。
在 Matlab 中编制程序，以电机转速 n 为变量，可求取相应时刻的车速 V，根据电机的功率-转矩与
转速 n 的关系可求得相应时刻的功率 Pq 与转矩 Tq. 通过 Tq 与车速 V 求得该时刻的瞬时加速度，可求得
加速到车速 V 所需要的时间 t，根据图 1 的关系可求得该时刻动力系统所能提供的总功率 Ps，比较该时
刻的 Ps 与 Pq，取较小值计算电机所能使用的实际功率 P. 根据电机功率-转矩的关系求得该时刻的实际
转矩 T，最终求得实际加速时间 tm，这一过程中，变量电机转速 n 的步长越小，所求得的加速时间 tm 越
准确。对比求得的加速时间与设计要求，若不满足，则需要调整动力系统的发电机功率 Pg 与动力电池输
出功率 Pb 以及驱动电机功率 Pq，以满足设计要求。

2

计算结果
由于传统算法不适用于本车动力性计算，分别采用前文中的两种速度-加速时间拟合算法和本文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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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算某串联式混合动力越野车的加速性能。该车各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1
Tab. 1

某串联式混合动力越野车整车参数

Parameters of an off-road series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参数

值

参数

值

整车质量（满载）/kg

5 250

风阻系数

0.55

0～80 km/h 加速时间/s

10

动力电池最大放电倍率

8

车轮滚动半径/mm

480

旋转质量系数

1.2

迎风面积/m2

4.2

减速器速比

5

采用拟合速度与加速时间的方法计算所需的总功率。针对本车的速度与加速时间进行拟合，反求 x 值。
如图 3 所示，x=0.55 时，拟合曲线与车速-时间理论值
较为接近，故 x 取值为 0.55. 根据拟合式（3）及式（4），
结合表 1 中的相关参数，求得发电机输出功率 Pg 分别为
59.6，77.1 kW.
采 用 本 文 所 提 算 法 求 得 发 电 机 输 出 功 率 Pg 为
127.6 kW.
采用拟合算法与本文所提方法的计算结果有较大
误差，这是因为在使用拟合速度-加速时间方法求取加
速过程中的需求功率时，没有考虑到发电机输出功率在
加速初期不能达到峰值功率输出这一情况。因此，利用
该方法所计算的需发电机提供的功率值偏小。

3

图 3 车速的理论计算值与不同 x 取值的拟合曲线对比

加速性能试验验证
通过测量某串联式混合动力越野车 0～80 km/h 的

Fig. 3 Fitting curves comparsion of vehicle theoritical
calculation values with different x values

加速时间与加速过程中动力系统相关参数，验证计算结果。试验道路、环境风速、汽车载荷、人的坐姿
和车况等试验条件依据 GB/T12534—1990《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8]和 GB/T12543—2009《汽车加速
性能试验方法》[9]。本试验中用到的仪器设备及规格如表 2 所示。
表2

试验中使用的仪器设备

Tab. 2

Equipements in the test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数量

型号

1

被试车辆

1辆

某混合动力越野车

2

计时器

1台

3

车速仪

1台

AX.22 GPS 车速仪

通过样车整车控制器（vehicle control unit，VCU）可采集样车在实车道路试验过程中发动机的转速
及转矩、动力电池输出的电流及电压，以此为基础，可分别计算出加速过程中发动机与动力电池输出的
功率。二者随时间的变化分别如图 4、图 5 所示。
根据图 4 及图 5 的中数据，整车 0～80 km/h 加速时间约为 9.7 s，通过发动机、发电机输出功率为
132.3 kW，远大于采用拟合算法的计算值，且与采用本文提出的计算方法所计算的结果也有一定的误差，
误差主要源于对系统传递效率的简化，且未计算整车附件的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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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发动机输出功率
Output power of engine

Fig. 5

动力电池输出功率
Output power of battery

结论
采用速度与加速时间拟合算法并不适用于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其动力系统需求的功率估算误差较

大。本文在传统算法的基础上，根据串联式混合动力汽车自身特点，提出了新的计算方法，能更准确地
计算动力系统所需的功率，为动力系统总成选型提供重要依据。为进一步降低计算误差，需要对各总成
间的传递效率进行测试，对整车附件的能量消耗进行更加准确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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