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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

动系统，包括空气压缩机、空气处理单元、前轴储

气筒、后桥储气筒、复合储气筒、行车制动阀、驻

车制动阀、右前ABS电磁阀、前轴右气室、左前ABS

电磁阀、前轴左气室、行车继动阀、中桥右继动

阀、中桥左继动阀、驻车继动阀、右后ABS电磁阀、

左后ABS电磁阀、中桥右气室、中桥左气室、后桥

右气室、后桥左气室、第一三通、第二三通、第三

三通、第四三通和第五三通；本实用新型提升了

气体纯净度、提高了制动系统压力、缩短了制动

反应时间进而提升了整车制动性能。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9521675 U

2019.10.22

CN
 2
09
52
16
75
 U



1.一种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动系统，包括空气压缩机（1）、空气处理单元（2）、前轴储气

筒（3）、后桥储气筒（4）、复合储气筒（5）、行车制动阀（6）、驻车制动阀（7）、右前ABS电磁阀

（8）、前轴右气室（9）、左前ABS电磁阀（10）、前轴左气室（11）、行车继动阀（12）、中桥右继动

阀（13）、中桥左继动阀（14）、驻车继动阀（15）、右后ABS电磁阀（16）、左后ABS电磁阀（17）、中

桥右气室（18）、中桥左气室（19）、后桥右气室（20）、后桥左气室（21）、第一三通（31）、第二三

通（32）、第三三通（33）、第四三通（34）和第五三通（35）；其特征是：

所述空气压缩机（1）的出气口与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一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2）

的第三接口与后桥储气筒（4）的第三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四接口与前轴储气筒

（3）的第一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五接口与复合储气筒（5）的第四接口相连，前轴

储气筒（3）的第二接口与行车制动阀（6）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储气筒（4）的第一接口与行

车制动阀（6）的第一接口相连，后桥储气筒（4）的第二接口与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一接口相

连，复合储气筒（5）的第一接口与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三接口相连，复合储气筒（5）的第二

接口与第二三通（32）的第一接口相连，复合储气筒（5）的第三接口与第三三通（33）的第一

接口相连，行车制动阀（6）的第二接口与行车继动阀（12）的第二接口相连，行车制动阀（6）

的第四接口与第一三通（31）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制动阀（7）的第一接口与第三三通（33）

的第三接口相连，驻车制动阀（7）的第二接口与驻车继动阀（15）的第四接口相连，右前ABS

电磁阀（8）的第一接口与第一三通（31）的第三接口相连，右前ABS电磁阀（8）的第二接口与

前轴右气室（9）的第一接口相连，左前ABS电磁阀（10）的第一接口与第一三通（31）的第一接

口相连，左前ABS电磁阀（10）的第二接口与前轴左气室（11）的第一接口相连；

行车继动阀（12）的第四接口与驻车继动阀（15）的第六接口相连，行车继动阀（12）的第

五接口与左后ABS电磁阀（17）的第一接口相连，行车继动阀（12）的第六接口与右后ABS电磁

阀（16）的第一接口相连；

中桥右继动阀（13）的第一接口与第二三通（32）的第三接口相连，中桥右继动阀（13）的

第二接口与中桥右气室（18）的第一接口相连，中桥右继动阀（13）的第三接口与第五三通

（35）的第二接口相连；

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一接口与第二三通（32）的第二接口相连，中桥左继动阀（14）的

第二接口与中桥左气室（19）的第一接口相连，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三接口与第四三通

（34）的第二接口相连；

驻车继动阀（15）的第二接口与中桥右气室（18）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15）的第

三接口与中桥左气室（19）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15）的第五接口与第三三通（33）的

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15）的第七接口与后桥左气室（21）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

阀（15）的第八接口与后桥右气室（20）的第二接口相连；

右后ABS电磁阀（16）的第二接口与第五三通（35）的第一接口相连，左后ABS电磁阀（17）

的第二接口与第四三通（34）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右气室（20）的第一接口与第五三通（35）

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左气室（21）的第一接口与第四三通（34）的第一接口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动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复合储气筒（5）具

有前后两腔，其前腔设有第一接口与第二接口，其后腔设有第三接口与第四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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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车辆制动系统，具体地说是一种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动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近年来基建和公路货运对重型商用车的需求量逐年增

加，重型商用车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参与者。由于重型商用车载重量大，车速快，其制动性

能的优劣极大的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

[0003] 受到空压机、各种阀类等零部件限制及系统的结构匹配原因，现有重型商用车气

压制动系统的系统压力基本采用0.85MPa，气压制动系统没有更高的系统压力。因此，对于

高速、重载的重型商用车，没有足够的制动力矩，达不到国家法规要求的制动性能，特别是

紧急制动时，不能产生足够大的制动减速度，制动距离过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能提升气体纯净度、

提高制动系统压力、缩短制动反应时间进而提升整车制动性能的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动系

统。

[0005]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所述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动系统，包括空气压

缩机、空气处理单元、前轴储气筒、后桥储气筒、复合储气筒、行车制动阀、驻车制动阀、右前

ABS电磁阀、前轴右气室、左前ABS电磁阀、前轴左气室、行车继动阀、中桥右继动阀、中桥左

继动阀、驻车继动阀、右后ABS电磁阀、左后ABS电磁阀、中桥右气室、中桥左气室、后桥右气

室、后桥左气室、第一三通、第二三通、第三三通、第四三通和第五三通；

[0006] 所述空气压缩机的出气口与空气处理单元的第一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的第三

接口与后桥储气筒的第三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的第四接口与前轴储气筒的第一接口相

连，空气处理单元的第五接口与复合储气筒的第四接口相连，前轴储气筒的第二接口与行

车制动阀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储气筒的第一接口与行车制动阀的第一接口相连，后桥储

气筒的第二接口与行车继动阀的第一接口相连，复合储气筒的第一接口与行车继动阀的第

三接口相连，复合储气筒的第二接口与第二三通的第一接口相连，复合储气筒的第三接口

与第三三通的第一接口相连，行车制动阀的第二接口与行车继动阀的第二接口相连，行车

制动阀的第四接口与第一三通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制动阀的第一接口与第三三通的第三

接口相连，驻车制动阀的第二接口与驻车继动阀的第四接口相连，右前ABS电磁阀的第一接

口与第一三通的第三接口相连，右前ABS电磁阀的第二接口与前轴右气室的第一接口相连，

左前ABS电磁阀的第一接口与第一三通的第一接口相连，左前ABS电磁阀的第二接口与前轴

左气室的第一接口相连；

[0007] 行车继动阀的第四接口与驻车继动阀的第六接口相连，行车继动阀的第五接口与

左后ABS电磁阀的第一接口相连，行车继动阀的第六接口与右后ABS电磁阀的第一接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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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0008] 中桥右继动阀的第一接口与第二三通的第三接口相连，中桥右继动阀的第二接口

与中桥右气室的第一接口相连，中桥右继动阀的第三接口与第五三通的第二接口相连；

[0009] 中桥左继动阀的第一接口与第二三通的第二接口相连，中桥左继动阀的第二接口

与中桥左气室的第一接口相连，中桥左继动阀的第三接口与第四三通的第二接口相连；

[0010] 驻车继动阀的第二接口与中桥右气室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的第三接口与

中桥左气室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的第五接口与第三三通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

动阀的第七接口与后桥左气室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的第八接口与后桥右气室的第

二接口相连；

[0011] 右后ABS电磁阀的第二接口与第五三通的第一接口相连，左后ABS电磁阀的第二接

口与第四三通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右气室的第一接口与第五三通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

左气室的第一接口与第四三通的第一接口相连。

[0012] 所述复合储气筒具有前后两腔，其前腔设有第一接口与第二接口，其后腔设有第

三接口与第四接口。

[0013]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14] 1、制动系统压缩气体更加纯净，避免因空压机窜油等情况引起的干燥器失效；

[0015] 2、系统压力提高至1MPa，增加了最大制动力矩；

[0016] 3、三个继动阀作用于后行车制动，缩短了制动反应时间；

[0017] 4、系统压力的提高，可以减少储气筒的容量，降低成本，便于整车布置；

[0018] 5、采用快插接头，提高了管路的密封性及可靠性，同时大幅提高装配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系统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1] 本实用新型的重型商用车的高效制动系统，包括空气压缩机1、空气处理单元2、前

轴储气筒3、后桥储气筒4、复合储气筒5、行车制动阀6、驻车制动阀7、右前ABS电磁阀8、前轴

右气室9、左前ABS电磁阀10、前轴左气室11、行车继动阀12、中桥右继动阀13、中桥左继动阀

14、驻车继动阀15、右后ABS电磁阀16、左后ABS电磁阀17、中桥右气室18、中桥左气室19、后

桥右气室20、后桥左气室21、第一三通31、第二三通32、第三三通33、第四三通34和第五三通

35；

[0022] 所述空气压缩机1的出气口与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一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2的

第三接口与后桥储气筒4的第三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四接口与前轴储气筒3的第

一接口相连，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五接口与复合储气筒5的第四接口相连，前轴储气筒3的第

二接口与行车制动阀6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储气筒4的第一接口与行车制动阀6的第一接

口相连，后桥储气筒4的第二接口与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一接口相连，复合储气筒5的第一接

口与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三接口相连，复合储气筒5的第二接口与第二三通32的第一接口相

连，复合储气筒5的第三接口与第三三通33的第一接口相连，行车制动阀6的第二接口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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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继动阀12的第二接口相连，行车制动阀6的第四接口与第一三通31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

制动阀7的第一接口与第三三通33的第三接口相连，驻车制动阀7的第二接口与驻车继动阀

15的第四接口相连，右前ABS电磁阀8的第一接口与第一三通31的第三接口相连，右前ABS电

磁阀8的第二接口与前轴右气室9的第一接口相连，左前ABS电磁阀10的第一接口与第一三

通31的第一接口相连，左前ABS电磁阀10的第二接口与前轴左气室11的第一接口相连；

[0023] 行车继动阀12的第四接口与驻车继动阀15的第六接口相连，行车继动阀12的第五

接口与左后ABS电磁阀17的第一接口相连，行车继动阀12的第六接口与右后ABS电磁阀16的

第一接口相连；

[0024] 中桥右继动阀13的第一接口与第二三通32的第三接口相连，中桥右继动阀13的第

二接口与中桥右气室18的第一接口相连，中桥右继动阀13的第三接口与第五三通35的第二

接口相连；

[0025] 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一接口与第二三通32的第二接口相连，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

二接口与中桥左气室19的第一接口相连，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三接口与第四三通34的第二

接口相连；

[0026] 驻车继动阀15的第二接口与中桥右气室18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15的第三

接口与中桥左气室19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15的第五接口与第三三通33的第二接口

相连，驻车继动阀15的第七接口与后桥左气室21的第二接口相连，驻车继动阀15的第八接

口与后桥右气室20的第二接口相连；

[0027] 右后ABS电磁阀16的第二接口与第五三通35的第一接口相连，左后ABS电磁阀17的

第二接口与第四三通34的第三接口相连，后桥右气室20的第一接口与第五三通35的第三接

口相连，后桥左气室21的第一接口与第四三通34的第一接口相连。

[0028] 所述复合储气筒5具有前后两腔，其前腔设有第一接口与第二接口，其后腔设有第

三接口与第四接口。

[0029] 工作时，从空气压缩机1产生的压缩空气通过制动钢管连接到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

一接口。所述空气处理单元2集成有油水分离器、空气干燥器和四回路保护阀功能，空气处

理单元2包括6个气路接口，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一接口为空气压缩机进气口，空气处理单元

2的第二接口为外部气源进气口，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三接口、第四接口、第五接口与第六接

口分别对应整车的四个回路，其中行车制动为双回路，四个气路出口的具体连接方式为：

[0030] （1）后桥制动回路（第一回路），包括供气回路和控制回路。

[0031] 供气回路的具体连接结构为：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三接口通过管路连接后桥储气

筒4的第三接口，后桥储气筒4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一接口，行车继

动阀12的第六接口通过管路连接右后ABS电磁阀16的第一接口，行车继动阀12的第五接口

通过管路连接左后ABS电磁阀17的第一接口，右后ABS电磁阀16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第五三

通35的第一接口，第五三通35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中桥右继动阀13的第三接口，第五

三通35的第三接口通过管路连接后桥右气室20的第一接口，左后ABS电磁阀17的第二接口

通过管路连接第四三通34的第三接口，第四三通34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中桥左继动阀

14的第三接口，第四三通34的第一接口通过管路连接后桥左气室21的第一接口，中桥右继

动阀13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中桥右气室18的第一接口，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二接口通

过管路连接于中桥左气室19的第一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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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复合储气筒5为双腔储气筒，其中前腔为后桥制动用气腔，后腔为辅助制动用气

腔。复合储气筒5的前腔的第一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三接口，复合储气筒

5的前腔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第二三通32的第一接口，第二三通32的第二接口通过管

路连接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一接口，第二三通32的第三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中桥右继动阀13

的第一接口。其中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一接口和第三接口互通，后桥储气筒4给行车继动阀12

的第一接口供气的同时，可通过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三接口给复合储气筒5的前腔充气，当车

辆行车制动时，复合储气筒5反过来给行车继动阀12的第三接口、中桥右继动阀13的第一接

口、中桥左继动阀14的第一接口供气。

[0033] 控制回路的具体连接结构为：后桥储气筒4的第一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行车制动

阀6的第一接口，行车制动阀6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行车继动阀12的第二接口。

[0034] （2）前轴制动回路（第二回路）的具体连接结构为：

[0035] 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四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前轴储气筒3的第一接口，前轴储气筒

3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行车制动阀6的第三接口，行车制动阀6的第四接口通过管路

连接于第一三通31的第二接口，第一三通31的第三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右前ABS电磁阀8的

第一接口，第一三通31的第一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左前ABS电磁阀10的第一接口，右前ABS

电磁阀8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前轴右气室9的第一接口（即进气口），左前ABS电磁阀

10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前轴左气室11的第一接口（即进气口）。

[0036] （3）驻车制动回路，包括供气回路和控制回路。

[0037] 供气回路的具体连接结构为：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五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复合储

气筒5的后腔的第四接口，复合储气筒5的后腔的第三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第三三通33的第

一接口，第三三通33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驻车继动阀15的第五接口，第三三通33的

第三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驻车制动阀7的第一接口。

[0038] 控制回路的具体连接结构为：驻车制动阀7的第二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驻车继动

阀15的第四接口。行车继动阀12的第四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驻车继动阀15的第六接口。

[0039] 驻车继动阀7是一种差动式继动阀。

[0040] （4）驻车制动回路的具体连接结构为：

[0041] 空气处理单元2的第六接口通过管路连接于离合器、空气座椅及驾驶室悬置高度

阀等装置的进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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