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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一种独立转向与驱动电动汽车的线控转向装置及其悬架系统

(57) Abstract: A steer-by-wire apparatus independ
ently steering and driving an electric automobile,
and a suspension system thereof. The steering appar
atus comprises a steering motor (21), a universal
joint (22) and a speed reducer (23) connected in se
quence. The speed reducer (23) i s a worm gear redu
cer with a mechanical self-locking function. A steer
ing main pin (25) i s disposed at one end of an output
shaft of the speed reducer (23), and an absolute type
coder (24) i s mounted at the other end. The steer-by-
wire apparatus i s simple and compact in structure,
position keeping in the driving process of a vehicle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a mechanical locking
mode, and the complexity of a steering system i s re
duced. The suspension system can independently
control the steering of wheels to achieve steering of
front wheels and rear wheels, pivot steering and ho
rizontal movement in any direction, and i s suitable
for being used in narrow spaces where flexible steer
ing i s needed.

(57) 摘要：一种独立转向与驱动 电动汽车的
线控转向装置及其悬架系统，所述的转向装

【图号】 图 置具有依次连接的转向电机 （2 1 ) 、万向节
( 22 ) 和减速器 （23 ) ，所述减速器 （23 )

为具有机械 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所
述减速器 （23 ) 的输出轴一端设有转向主销 （25 ) ，另一端安装有绝对式编码器 （24 ) 。线控转向装置结构简
单紧凑，且采用机械锁定方式实现对车辆行驶过程中的位置保持，降低转向系统的复杂性，悬架系统可独立控
制车轮转向，实现前后轮转向、原地转向及任意方向的平移运动，适用于空间狭小及需灵活转向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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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独立转向与驱动电动汽车的线控转向装置及其悬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汽车领域，尤其涉及电动汽车的转向装置及其悬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四轮独立转 向与驱动电动汽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该类电动汽车采用 4 个轮毂电机独立驱动，利用电子差速，同时采用 4 个电机独立控制

四个车轮的转向，无传统汽车的传动系统和转向梯形机构，传动效率高，可实现较理想的转

向控制和汽车稳定性控制，另外，4 个车轮都能够进行大角度转向，可以实现车辆的原地转

向及横向行驶，极大提高了汽车移动的灵活性。目前 日本已经出现这种类型的概念车，国内

对该类电动汽车也已有研究。

[0003] 如中国专利文献 CN200910017734 公布了一种独立驱动、转向、悬挂和制动的一体化

车轮总成，其中，转向装置由转向电机、可伸缩万向节、主动锥齿轮、从动锥齿轮和绝对式

编码器组成，转向电机与主动锥齿轮之间通过可伸缩万向节连接，转向电机的后部连接有电

磁制动器，从动锥齿轮与主动锥齿轮啮合，从动锥齿轮固定安装在悬架装置中等速万向节的

外套一端，绝对式编码器安装在等速万向节的外套上；悬架装置由上横臂、等速万向节、转

向节、球头、下摆臂及减震器组成，转向节上端与等速万向节内套刚性相连，等速万向节外

套通过轴承与上摆臂相连，其下端通过球头与下摆臂连接，减震器一端与下摆臂连接。该装

置实现了独立驱动与转向，但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轮的位置保持通过电磁制动器来实现，这种

设计使转向系统的零部件较多，整个转向系统变得很复杂，同时也增加了维护和保养的成

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系统结构简单，便于维护保养的具有独

立驱动、独立转向功能的电动汽车的转向装置和悬架系统。

[0005]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独立转向与驱动电动汽车的线控转向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转向电机、万向节和减速

器，所述转向电机固定安装在车体上，所述转向电机通过所述万向节与所述减速器连接，所

述减速器为具有机械 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所述减速器的输出轴一端设有转向主销，

另一端安装有绝对式编码器。

[0006] 所述的万向节为可伸缩式万向节。



[0007] 一种配合上述线控转 向装置 的悬架系统 ，包括悬架装置 、线控转 向装置 、轮毂驱动

装置 以及制动装置，所述悬架装置包括车架 以及分别横 向连接在其上端和下端 的上横臂和下

横臂，转 向节 的下端通过下球头与下横臂连接 ，在下横臂和车架之 间设置有减震器 ，其特征

在于：所述减速器 的输 出端 的所述转 向主销通过花键与固定于所述转 向节上端 的球笼连接 ，

所述转 向主销通过一对 圆锥滚子轴承 固定于上横臂末端 的轴承底座上，并通过轴承端盖对 圆

锥滚子轴承进行轴 向固定 。

[0008] 所述 的轮毂驱动装置包括车轮和轮毂 电机 ，轮毂 电机 的外转子与车轮 的轮辋 固定在

一起 ，轮毂 电机 的定子轴与悬架装置中的转 向节刚性连接 。

[0009] 所述 的制动装置包括制动卡钳和刹车盘 ，制动卡钳 固定于转 向节上 ，刹车盘与轮毂

电机 的外转子固定一起 。

[0010] 所述 的制动卡钳采用液压驱动 。

[0011] 所述 的上横臂具有两个横杆 ，所述横杆与车架在水平面上构成三角形结构，所述减速

器安装在所述两个横杆 的连接处。

[0012] 所述 的减震器为弹簧减震器 ，所述弹簧减震器 的一端连接在车架上 ，另一端连接在

下横臂的末端 。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 明所述 的独立转 向与驱动 电动汽车 的线控转 向装置 ，包括转 向电机 、万 向节和减速

器 ，所述减速器 为具有机械 自锁功能 的涡轮杆减速器 ，在减速器 的输 出轴一端设有转 向主

销，另一端安装有绝对式编码器 。该技术方案中采用具有 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这种

蜗轮蜗杆减速器 既能够起到加速 的作用 ，又可 以使汽车在行驶过程 中保持一定 的方 向，有效

避免 了现有技术 中采用 电磁制动器导致转 向系统零部件较多、系统复杂的技术 问题 ，这种设

计在保证转 向功能的同时又简化 了转 向系统的结构，使得所述线控转 向装置结构简单紧凑 ，

使整个转 向系统变得简单实用 ，且采用机械锁定方式实现对车辆行驶过程 中的位置保持，降

低转 向系统的复杂性，而且也有利于保养维护 。

[0014] 2、本发 明提供一种悬架系统 ，包括悬架装置 、线控转 向装置 、轮毂装置 以及制动装

置，所述线控转 向装置为本发明所述 的独立转 向与驱动 电动汽车的线控转 向装置，所述线控

转 向装置的所述转 向主销通过花键与固定于所述转 向节上端 的球笼连接 ，所述转 向主销通过

一对 圆锥滚子轴承 固定于上横臂末端 的轴承底座上，并通过轴承端盖对 圆锥滚子轴承进行轴

向固定，通过上述结构将所述线控转 向装置与所述悬架装置连接 ，构成悬架系统，使得整个

悬架系统连接稳 固、结构简单 、控制方便 。采用本发 明所述 的线控转 向装置 的独立悬架系



统，可独立控制车轮转 向，实现前后轮转 向、原地转 向及任意方 向的平移运动 ，适用于空间

狭小及需灵活转 向的场地 。

[0015] 3、本发 明所述 的悬架系统，上悬臂 的两根横杆与车架构成三角形结构，减速器安装

在两个横杆 的连接处，即三角形的顶角处，转 向电机 固定在车架上，这样就是 的整个转 向系

统更加稳 固。

附图说明

[0016] 图 1 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转 向节 的主视 图；

图 3 是转 向节 的俯视 图；

图 4 是上横臂的主视 图；

图 5 是上横臂的俯视 图；

图 6 是本发明的车轮转 向示意 图；

图中： 11-轮毂 电机 ， 12-车轮 ，21- 转 向电机 ，22- 可伸缩万 向节 ，23- 减速器 ，24- 编码器 ，

25- 转 向主销，30- 轴承端盖，31- 车架，32- 上横臂 ，33- 减震器 ，34- 球笼，35- 下横臂 ，36- 转

向节 ，37- 下球头，38- 螺栓 ，39- 圆锥滚子轴承 ，41- 刹车盘 ，42- 制动卡钳 。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实施例 1:

参见 图 1，本发明提供一种线控转 向装置，包括依次连接 的转 向电机 2 1、万 向节 22 和减速

器 23，所述转 向电机 2 1 固定安装在车体上。所述转 向电机 2 1 通过万 向节 22 与所述减速器

23 连接 ，所述减速器 23 为具有机械 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所述减速器 23 的输 出轴

一端设有转 向主销 25，该转 向主销通过花键设置于转 向节 36 上端 的球笼 34 内 （参见 图 2

图 3 ) ，减速器 23 的另一端安装有绝对式编码器 24，所述绝对式编码器 24 用于将车轮 的转

向角反馈给驾驶室，实现人工或者计算机控制 。所述 的蜗轮蜗杆减速器一方面可 以起到减速

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可 以使车轮在行驶过程 中保持一定的方 向，这样就可 以省去现有转 向系

统中的电磁制动器 ，简化 了转 向系统的结构 。因此 ，本发明所述 的线控转 向装置结构简单紧

凑 ，且采用机械锁定方式实现对车辆行驶过程 中的位置保持，降低转 向系统的复杂性 。

[0018] 本实施例采用 的万 向节 22 为可伸缩式万 向节 ，由于汽车在行驶 的过程 中难免会产生

颠簸 ，而采用可伸缩式万 向节就能使汽车在颠簸 的状况下仍保持原来 的转 向角 。

[0019] 实施例 2 :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使用上述实施例 1 构成 的悬架系统，包括悬架装置、线控转 向装置、轮毂



驱动装置 以及制动装置 。

[0020] 所述悬架装置包括车架 3 1 以及分别横 向连接在其上端和下端 的上横臂 32 和下横臂

35，上横臂的主视 图和俯视 图参见 图 4 和 图 5，还包括转 向节 36，所述转 向节 36 的主视 图

和俯视 图常见 图 2 和 图 3，转 向节 36 的下端通过下球头 37 与下横臂 35 连接，在下横臂 35

的端部和车架之 间设有减震器 33 。

[0021] 所述线控转 向装置包括依次连接 的转 向电机 2 1、万 向节 22 和减速器 23，所述转 向

电机 2 1 固定安装在车体上 。所述转 向电机 2 1 通过万 向节 22 与所述减速器 23 连接 ，所述减

速器 23 为具有机械 自锁功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所述减速器 23 的一端安装有绝对式编码器

24，所述减速器 23 的输 出轴另一端设有转 向主销 25，所述转 向主销 25 通过花键与固定于

所述转 向节 36 上端 的球笼 34 连接 ，所述转 向主销 25 通过一对 圆锥滚子轴承 39 固定于上横

臂 32 末端 的轴承底座上，并通过轴承端盖 30 进行轴 向固定 。

[0022] 所述轮毂驱动装置包括车轮 12 和轮毂 电机 11，轮毂 电机 11 的外转子与车轮 12 的轮

辋 固定一起 ，轮毂 电机 11 的定子轴与悬架装置中的转 向节 36 刚性连接 。这种设置使每个车

轮上都有一个独立驱动 电机 ，所述 的电机 固定在转 向节上，增加 了驱动 的灵活性 。

[0023] 所述制动装置包括制动卡钳 42 和刹车盘 4 1，制动卡钳 42 固定于转 向节 36 上，刹车

盘与轮毂 电机 11 的外转子固定一起 。制动卡钳 42 采用液压驱动，也可 以使用气压驱动 。

[0024] 使用实施例 1 所述 的线控转 向装置构成 的本实施例 中的所述悬架系统 ，可独立控制

车轮转 向，实现前后轮转 向、原地转 向及任意方 向的平移运动 ，如 图 6 所示，尤其适用于空

间狭小及需灵活转 向的场地 。

[0025] 实施例 3 :

在实施例 2 的基础上，所述 的上横臂 32 还可 以进一步设置为具有两个横杆 的结构，参见 图

5，所述横杆与车架在水平面上构成三角形结构，所述减速器 23 安装在所述三角形结构的顶

角处 。这种设置充分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使上横臂的制成作用更加 的牢固，保证 了整个悬

架系统的安全性 。

[002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 的减震器 33 为弹簧减震器 ，所述弹簧减震器 的一端连接在车架

3 1 上，另一端连接在下横臂 35 的末端 。弹簧减震器是最为常见和使用范围较广 的一种减震

器 ，但是本发明并不仅限于这一种减震器 ，如还可 以使用气囊减震器等 ，这里只是起到一个

减震的效果，使汽车有一个较为舒适 的行车环境，对减震器并没有具体要求 。

[0027] 此外 ，本实施例 中的球笼 34 和下球头 37 的轴线在一条直线上，当转 向电机接收到

转 向信号，带动减速器 中的蜗轮蜗杆旋转 ，从而使万 向节 以球笼和下球头 的中心轴线为轴



心，带动车轮绕轴旋转 ，从而使车轮转 向。由于转 向器 的旋转轴心距车轮 的内侧面有一定的

距离，该距离可 以使车轮绕所述轴心旋转所需角度 。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 明的最佳 实施例 ，并不用 以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

则之 内，所作的任何修改、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独立转 向与驱动 电动汽车的线控转 向装置，包括依次连接 的转 向电机 （21 ) 、万 向节

(22) 和减速器 （23 ) ，所述转 向电机 （21 ) 固定安装在车体上 ，所述转 向电机 （21 ) 通过

所述万 向节 （22) 与所述减速器 （23 ) 连接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速器 （23 ) 为具有机械 自

锁功能的蜗轮蜗杆减速器 ，所述减速器 的输 出轴一端设有转 向主销 （25 ) ，另一端安装有绝

对式编码器 （24)。

2 .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独立转 向与驱动 电动汽车 的线控转 向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

万 向节 （22) 为可伸缩式万 向节 。

3 . —种使用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线控转 向装置 的悬架系统 ，包括悬架装置 、线控转 向装置、

轮毂驱动装置 以及制动装置，所述悬架装置包括车架 （31 ) 以及分别横 向连接在其上端和下

端 的上横臂 （32) 和下横臂 （35 ) ，转 向节 （36) 的下端通过下球头 （37) 与下横臂 （35 )

连接 ，在下横臂 （35 ) 和车架之 间设置有减震器 （33 ) ，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器 （23) 的

输 出端 的所述转 向主销 （25) 通过花键与固定于所述转 向节 （36) 上端 的球笼 （34) 连接 ，

所述转 向主销 （25) 通过一对 圆锥滚子轴承 （39) 固定于上横臂 （32) 末端 的轴承底座上，

并通过轴承端盖 （30) 对 圆锥滚子轴承 （39) 进行轴 向固定 。

4 .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轮毂驱动装置包括车轮 （12) 和轮毂 电机

( 11 ) ，轮毂 电机 （11 ) 的外转子与车轮 （12) 的轮辋 固定在一起 ，轮毂 电机 （11 ) 的定子

轴与悬架装置中的转 向节 （36) 刚性连接 。

5. 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制动装置包括制动卡钳 （42) 和刹

车盘 （41 ) ，制动卡钳 （42) 固定于转 向节 （36) 上 ，刹车盘 （41 ) 与轮毂 电机 （11 ) 的外

转子固定一起 。

6. 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制动卡钳 （42) 采用液压驱动 。

7. 根据权利要求 3 或 4 或 5 所述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上横臂 （32) 具有两个横

杆 ，所述横杆与车架 （31 ) 在水平面上构成三角形结构，所述减速器 （23) 安装在所述两个

横杆 的连接处 。

8. 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减震器 （33) 为弹簧减震器 ，所述

弹簧减震器 的一端连接在车架 （31 ) 上，另一端连接在下横臂 （35) 的末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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