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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

置，该装置利用汽车废气涡轮的能量给轮胎充

气，所述装置包括传动单元、用于驱动传动单元

移动的驱动单元、与传动单元连接的压气机以及

与压气机连接的储气罐，所述储气罐通过轮胎充

气管道与汽车轮胎连接，所述驱动单元驱动传动

单元与废气涡轮接触或分离。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通过液压装置控制从动轮与涡轮的结合

与分离，进而控制压气机的动力结合与切断，当

储能器内气压不足时，由压气机给储能器蓄能；

当轮胎内气压不足或突发下降，储能器迅速给轮

胎充气保证轮胎在刹车停车前能维持基本正常

胎压，进而保证汽车行驶方向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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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该装置利用汽车废气涡轮的能量给轮胎充气，其

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传动单元、用于驱动传动单元移动的驱动单元、与传动单元连接的

压气机以及与压气机连接的储气罐，所述储气罐通过轮胎充气管道与汽车轮胎连接，所述

驱动单元驱动传动单元与废气涡轮接触或分离，当传动单元与废气涡轮接触时，所述废气

涡轮通过传动单元带动压气机的主轴旋转，所述压气机将压缩空气输至储气罐中存储，当

轮胎内气压过低时，储气罐通过轮胎充气管道向轮胎内充气；

所述的传动单元为包括转轴以及滑动连接在转轴一端且与转轴同步旋转的从动轮；所

述的驱动单元包括与从动轮固定连接的前进液压缸和后退液压缸，所述前进液压缸用于驱

动从动轮与废气涡轮接触，所述后退液压缸用于驱动从动轮与废气涡轮分离；所述从动轮

和废气涡轮相对的侧面均设有摩擦片，通过摩擦片，当从动轮与废气涡轮接触时，废气涡轮

的转动带动从动轮的转动，然后驱动转轴转动，最终带动压气机的主轴转动，压气机压缩空

气并送入储气罐中；前进液压缸和后退液压缸分别设置进油阀和出油阀，当前进液压缸的

进油阀进油时，前进液压缸的出油阀和后退液压缸的进油阀关闭，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开

启，此时，前进液压缸带动从动轮前伸直至与废气涡轮接触，储气罐开始储气；

当后退液压缸的进油阀进油时，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和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关闭，后

前进液压缸的出油阀开启，此时，后退液压缸带动从动轮后缩直至与废气涡轮分离，储气罐

储气结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动单

元为包括转轴以及滑动连接在转轴一端且与转轴同步旋转的从动轮，所述从动轮和废气涡

轮相对的侧面均设有摩擦片，所述转轴的另一端与压气机的主轴啮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轮胎充气

管道的顶端设有单向充气阀，来自于储气罐的压缩气体依次经过轮胎充气管道以及单向充

气阀进入轮胎。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轮胎充气

管道与轮胎的中心连接，且连接处设有滚子轴承。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轮胎内以

及储气罐内设有气压传感器，所述装置设有用于控制单向阀开闭的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

气压传感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为

PLC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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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汽车发动机能量转换效率基本在50％以下，汽油在燃烧的过程中将近一半的

能量直接通过尾气的形式由排气管排出。为了提高燃油的利用率，现有很多发明方法已经

被大规模利用。例如：排气管道加装涡轮增压以提高发动机的充气效率，在排气管侧壁上安

装温差发电装置，利用尾气余热给空调驱动空调压缩机，发动机尾气再回收利用等；而目前

用于给汽车行驶中轮胎充气的技术不是很多，包括利用电动气泵和液压装置直接给轮胎自

动充气，利用特殊材料软管让轮胎自动吸气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利用尾气的驱

动涡轮的间接能量进行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的装置。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

该装置利用汽车废气涡轮的能量给轮胎充气，所述装置包括传动单元、用于驱动传动单元

移动的驱动单元、与传动单元连接的压气机以及与压气机连接的储气罐，所述储气罐通过

轮胎充气管道与汽车轮胎连接，所述驱动单元驱动传动单元与废气涡轮接触或分离，当传

动单元与废气涡轮接触时，所述废气涡轮通过传动单元带动压气机的主轴旋转，所述压气

机将压缩空气输至储气罐中存储，当轮胎内气压过低时，储气罐通过轮胎充气管道向轮胎

内充气。

[0005] 所述的传动单元为包括转轴以及滑动连接在转轴一端且与转轴同步旋转的从动

轮，所述从动轮和废气涡轮相对的侧面均设有摩擦片，所述转轴的另一端与压气机的主轴

啮合。通过摩擦片，当从动轮与废气涡轮接触时，废气涡轮的转动可以带动从动轮的转动，

然后驱动转轴转动，最终带动压气机的主轴转动，压气机压缩空气并送入储气罐中。

[0006] 所述的驱动单元包括与从动轮固定连接的前进液压缸和后退液压缸，所述前进液

压缸用于驱动从动轮与废气涡轮接触，所述后退液压缸用于驱动从动轮与废气涡轮分离。

优选的，前进液压缸和后退液压缸套设在转轴的外侧，且固定在一个液压密封固定座上，前

进液压缸和后退液压缸分别设置进油阀和出油阀，当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进油时，前进液

压缸的出油阀和后退液压缸的进油阀关闭，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开启，此时，前进液压缸带

动从动轮前伸直至与废气涡轮接触，储气罐开始储气。当后退液压缸的进油阀进油时，后退

液压缸的出油阀和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关闭，后前进液压缸的出油阀开启，此时，后退液压

缸带动从动轮后缩直至与废气涡轮分离，储气罐储气结束。

[0007] 所述轮胎充气管道的顶端设有单向充气阀，来自于储气罐的压缩气体依次经过轮

胎充气管道以及单向充气阀进入轮胎。

[0008] 所述轮胎充气管道与轮胎的中心连接，且连接处设有滚子轴承。该轮胎充气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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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字轴式充气管道，通过滚子轴承与轮胎的中央连接。

[0009] 所述轮胎内以及储气罐内设有气压传感器，所述装置设有用于控制单向阀开闭的

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气压传感器连接。通过控制器和气压传感器，可以实现轮胎的自动充

气。

[0010] 所述控制器为PLC控制器。

[0011] 本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12] 汽车尾气驱动废气涡轮旋转，当储气罐内的气压低于设定值时，前进液压缸的进

油阀打开，出油阀关闭，油压达到一定值时推动从动轮前进，直至从动轮的摩擦片与废气涡

轮的摩擦片结合，废气涡轮带动从动轮同步旋转，压气机工作向储气罐充气；当储气罐内的

气压达到标准值时，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关闭，前进液压缸的出油阀打开，后退液压缸的进

油阀打开，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关闭，从动轮向后移动与废气涡轮分离，压气机停止工作。

[0013] 当轮胎气压低于标准值时，轮胎充气管道前端的单向阀打开，由储气罐给轮胎充

气，达到标准气压值后，单向阀关闭；

[0014] 当轮胎气压一直低于标准值时，即轮胎可能发生破裂，充气单向阀常开，储气罐一

直向轮胎充气，同时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打开，出油阀关闭，压气机工作给储气罐充气储

能；当轮胎气压高于标准值时，轮胎高压卸荷阀打开，直至气压达到标准值时，高压卸荷阀

关闭。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通过液压装置控制从动轮与涡轮的

结合与分离，进而控制压气机的动力结合与切断，当储能器内气压不足时，由压气机给储能

器蓄能；当轮胎内气压不足或突发下降，储能器迅速给轮胎充气保证轮胎在刹车停车前能

维持基本正常胎压，进而保证汽车行驶方向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轮胎内部充气结构示意图。

[0018] 其中，1为废气涡轮，2为涡轮摩擦片，3为从动轮，4为从动轮摩擦片，5为前进液压

缸，6为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7为液压密封固定座，8为后退液压缸的进油阀，9为后退液压

缸，10为压气机，11为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12为前进液压缸的出油阀，13为压气机充气管

道，14为储气罐，15为轮胎充气管道，16为滚子轴承，17为轮胎，18为单向充气阀，19为高压

卸荷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

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

例。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汽车轮胎紧急自动充气装置，其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传动单元、用于驱动传

动单元移动的驱动单元、与传动单元连接的压气机10以及与压气机10通过压气机充气管道

13连接的储气罐14，储气罐14通过轮胎充气管道15与汽车轮胎17连接，驱动单元驱动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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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与废气涡轮1接触或分离，当传动单元与废气涡轮1接触时，废气涡轮1通过传动单元带

动压气机10的主轴旋转，压气机10将压缩空气输至储气罐14中存储，当轮胎17内气压过低

时，储气罐14通过轮胎充气管道15向轮胎17内充气。

[0022] 传动单元为包括转轴以及滑动连接在转轴一端且与转轴同步旋转的从动轮4，从

动轮4的一侧设有从动轮摩擦片4，废气涡轮1的一侧设有涡轮摩擦片2，转轴的另一端与压

气机10的主轴啮合。通过两个摩擦片，当从动轮4与废气涡轮1接触时，废气涡轮1的转动可

以带动从动轮4的转动，然后驱动转轴转动，最终带动压气机10的主轴转动，压气机10压缩

空气并送入储气罐14中。

[0023] 驱动单元包括与从动轮4固定连接的前进液压缸5和后退液压缸9，前进液压缸5用

于驱动从动轮4与废气涡轮1接触，后退液压缸9用于驱动从动轮4与废气涡轮1分离。优选

的，前进液压缸5和后退液压缸9套设在转轴的外侧，且固定在一个液压密封固定座7上，前

进液压缸5和后退液压缸9分别设置进油阀和出油阀，当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6进油时，前进

液压缸的出油阀12和后退液压缸的进油阀8关闭，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11开启，此时，前进

液压缸5带动从动轮4前伸直至与废气涡轮1接触，储气罐14开始储气。当后退液压缸的进油

阀8进油时，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11和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6关闭，后前进液压缸的出油阀

12开启，此时，后退液压缸9带动从动轮4后缩直至与废气涡轮1分离，储气罐14储气结束。

[0024] 轮胎充气管道15的顶端设有单向充气阀18，来自于储气罐14的压缩气体依次经过

轮胎充气管道15以及单向充气阀18进入轮胎17。

[0025] 轮胎充气管道15与轮胎17的中心连接，且连接处设有滚子轴承16。该轮胎充气管

道15为十字轴式充气管道，通过滚子轴承16与轮胎17的中央连接。

[0026] 轮胎17内以及储气罐14内设有气压传感器，装置设有用于控制单向阀开闭的控制

器，控制器与气压传感器连接。通过控制器和气压传感器，可以实现轮胎17的自动充气。

[0027] 本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28] 汽车尾气驱动废气涡轮1旋转，当储气罐14内的气压低于设定值时，前进液压缸的

进油阀6打开，出油阀关闭，油压达到一定值时推动从动轮4前进，直至从动轮4的摩擦片与

废气涡轮1的摩擦片结合，废气涡轮1带动从动轮4同步旋转，压气机10工作向储气罐14充

气；当储气罐14内的气压达到标准值时，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6关闭，前进液压缸的出油阀

12打开，后退液压缸的进油阀8打开，后退液压缸的出油阀11关闭，从动轮4向后移动与废气

涡轮1分离，压气机10停止工作。

[0029] 当轮胎17气压低于标准值时，轮胎充气管道15前端的单向阀打开，由储气罐14给

轮胎17充气，达到标准气压值后，单向阀关闭；

[0030] 当轮胎17气压一直低于标准值时，即轮胎17可能发生破裂，充气单向阀常开，储气

罐14一直向轮胎17充气，同时前进液压缸的进油阀6打开，出油阀关闭，压气机10工作给储

气罐14充气储能；当轮胎17气压高于标准值时，轮胎17高压卸荷阀19打开，直至气压达到标

准值时，高压卸荷阀19关闭，轮胎内部充气结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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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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