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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包括机支架板体及其

上开设的输出轴孔、架机连接孔、架架连接孔，所

述输出轴孔的数量为一个，架机连接孔、架架连

接孔的数量都为多个，所有的架机连接孔在机支

架板体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机连接区，所有的架

架连接孔在机支架板体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架

连接区，所述输出轴孔全部或部分落入架机连接

区内，所有的架架连接孔都位于架机连接区之

外，且架架连接区的面积大于架机连接区的面

积。本设计不仅集成化程度较强，而且装配效率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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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包括机支架板体(41)及其上开设的输出轴孔(42)，其特征在

于：

所述转向机支架结构还包括机支架板体(41)上开设的架机连接孔(43)与架架连接孔

(44)，所述输出轴孔(42)的数量为一个，架机连接孔(43)、架架连接孔(44)的数量都为多

个；所有的架机连接孔(43)在机支架板体(41)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机连接区(45)，所有的

架架连接孔(44)在机支架板体(41)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架连接区(46)，所述输出轴孔(42)

全部或部分落入架机连接区(45)内，所有的架架连接孔(44)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外，

且架架连接区(46)的面积大于架机连接区(45)的面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出轴孔(42)为腰型

孔，包括依次连接的左弧孔部(421)、中孔部(422)、右弧孔部(423)，左弧孔部(421)位于架

机连接区(45)之外，右弧孔部(423)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架架连接孔(44)

包括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右上架架孔(443)与右下架架孔(444)，左上架架

孔(441)、左下架架孔(442)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的左侧，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

(444)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的右侧；

所述左上架架孔(441)、右上架架孔(443)之间的距离为上孔距(445)，左下架架孔

(442)、右下架架孔(444)之间的距离为下孔距(446)，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

之间的距离为左孔距(447)，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之间的距离为右孔距

(448)，且上孔距(445)、下孔距(446)都大于左孔距(447)、右孔距(44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上架架孔(441)、左

下架架孔(442)、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中，除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

(444)之外，任意相邻两孔的连接线都为斜线。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支架板体(41)包括

左机支板体(411)、中机支板体(412)与右机支板体(413)，所述左机支板体(411)的左侧部

的上下两端分别开设有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左机支板体(411)的左侧部经

中机支板体(412)与右机支板体(413)的左侧部相连接，右机支板体(413)的右侧部的上下

两端分别开设有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所述输出轴孔(42)的一端位于左机

支板体(411)内，另一端位于中机支板体(412)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架机连接孔(43)包括

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右上架机孔(433)与右下架机孔(434)，左上架机孔

(431)、左下架机孔(432)分别开设于左机支板体(411)、中机支板体(412)的交接处的上下

两端，右上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分别开设于中机支板体(412)、右机支板体(413)

的交接处的上下两端；

所述左孔距(447)小于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的间距，右孔距(448)小于

右上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的间距，上孔距(445)大于左上架机孔(431)、右上架机

孔(433)的间距，下孔距(446)大于左下架机孔(432)、右下架机孔(434)的间距。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架机连接孔(43)还包

括右中架机孔(435)，该右中架机孔(435)位于右上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之间，且

右中架机孔(435)与输出轴孔(42)正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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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上架架孔(441)低

于左上架机孔(431)设置，左下架架孔(442)高于左下架机孔(432)设置，右上架架孔(443)

低于右上架机孔(433)设置，右下架架孔(444)高于右下架机孔(434)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上架架孔(441)与

左上架机孔(431)之间设置有一号辅助支架孔(47)，左上架架孔(441)与左下架架孔(442)

之间设置有二号辅助支架孔(48)。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支架板体(41)

为中心面自身对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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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转向装置，属于汽车转向系统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转向

机支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车用转向设备包括转向机、转向垂臂与转向机支架，但是，传统的转向机支

架都为单独设计结构，未考虑与其它支架进行融合设计，导致转向机支架体积较大，重量也

较重，非常不便于装配。

[0003] 申请公布号为CN106428206A，申请公布日为2017年2月22日的发明专利申请公开

了一种客车双拉杆转向系统的布置结构，其包括转向机、转向机支架与中间垂臂，转向机通

过转向机支架固定在车架左纵梁上，中间垂臂支架固定在车架左纵梁上，转向垂臂的一端

与转向机的输出轴相连接，转向垂臂的另一端经第一直拉杆与中间垂臂相连接。虽然该设

计能够提高转向操纵的轻便性，但其仍旧具有以下缺陷：

[0004] 该设计中的转向机支架仅起连接转向机、车架纵梁的作用，不能兼具其余连接支

架的功能，集成化程度较低，导致转向设备的整体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既不利于装配，也不

符合轻量化趋势。

[0005] 公开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专利申请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

应当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

术。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集成化程度较低、不利于装配的缺陷

与问题，提供一种集成化程度较高、利于装配的转向机支架结构。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解决方案是：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包括机支

架板体及其上开设的输出轴孔；

[0008] 所述转向机支架结构还包括机支架板体上开设的架机连接孔与架架连接孔，所述

输出轴孔的数量为一个，架机连接孔、架架连接孔的数量都为多个；所有的架机连接孔在机

支架板体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机连接区，所有的架架连接孔在机支架板体上所围成的区域

为架架连接区，所述输出轴孔全部或部分落入架机连接区内，所有的架架连接孔都位于架

机连接区之外，且架架连接区的面积大于架机连接区的面积。

[0009] 所述输出轴孔为腰型孔，包括依次连接的左弧孔部、中孔部、右弧孔部，左弧孔部

位于架机连接区之外，右弧孔部位于架机连接区之内。

[0010] 所述架架连接孔包括左上架架孔、左下架架孔、右上架架孔与右下架架孔，左上架

架孔、左下架架孔都位于架机连接区的左侧，右上架架孔、右下架架孔都位于架机连接区的

右侧；

[0011] 所述左上架架孔、右上架架孔之间的距离为上孔距，左下架架孔、右下架架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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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为下孔距，左上架架孔、左下架架孔之间的距离为左孔距，右上架架孔、右下架架孔

之间的距离为右孔距，且上孔距、下孔距都大于左孔距、右孔距。

[0012] 所述左上架架孔、左下架架孔、右上架架孔、右下架架孔中，除右上架架孔、右下架

架孔之外，任意相邻两孔的连接线都为斜线。

[0013] 所述机支架板体包括左机支板体、中机支板体与右机支板体，所述左机支板体的

左侧部的上下两端分别开设有左上架架孔、左下架架孔，左机支板体的左侧部经中机支板

体与右机支板体的左侧部相连接，右机支板体的右侧部的上下两端分别开设有右上架架

孔、右下架架孔；所述输出轴孔的一端位于左机支板体内，另一端位于中机支板体内。

[0014] 所述架机连接孔包括左上架机孔、左下架机孔、右上架机孔与右下架机孔，左上架

机孔、左下架机孔分别开设于左机支板体、中机支板体的交接处的上下两端，右上架机孔、

右下架机孔分别开设于中机支板体、右机支板体的交接处的上下两端；

[0015] 所述左孔距小于左上架机孔、左下架机孔的间距，右孔距小于右上架机孔、右下架

机孔的间距，上孔距大于左上架机孔、右上架机孔的间距，下孔距大于左下架机孔、右下架

机孔的间距。

[0016] 所述架机连接孔还包括右中架机孔，该右中架机孔位于右上架机孔、右下架机孔

之间，且右中架机孔与输出轴孔正对设置。

[0017] 所述左上架架孔低于左上架机孔设置，左下架架孔高于左下架机孔设置，右上架

架孔低于右上架机孔设置，右下架架孔高于右下架机孔设置。

[0018] 所述左上架架孔与左上架机孔之间设置有一号辅助支架孔，左上架架孔与左下架

架孔之间设置有二号辅助支架孔。

[0019] 所述机支架板体为中心面自身对称结构。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1] 1、本实用新型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中，包括机支架板体及其上开设的输出轴孔、

架机连接孔、架架连接孔，其中，架机连接孔用于转向机支架、转向机之间的连接，架架连接

孔用于转向机支架、大铸件支架之间的连接，而大铸件支架不仅能与车架纵梁相连接，还能

与其余部件进行连接，扩展性较强，使得本转向机支架能够融合其余支架的功能，而不只限

于装配转向机，集成化程度较高，从整体上缩小了转向设备的占据空间，便于提高装配效

率。因此，本发明不仅集成化程度较高，而且利于装配。

[0022] 2、本实用新型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中，机支架板体经架架连接孔与大铸件支架上

的铸件支柱相连接，铸件支柱使得转向机支架、大铸件支架之间在高度上具备较大的空间，

同时，左上架架孔、左下架架孔、右上架架孔、右下架架孔的开设位置及间距的设计又能确

保铸件支柱之间具备较大的跨距，该种大高度+大跨距的设计不仅利于装配转向垂臂，而且

便于后续转向垂臂的运转。因此，本发明便于转向垂臂的装配与应用。

[0023] 3、本实用新型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中，只包括机支架板体及其上开设的输出轴

孔、架机连接孔、架架连接孔，该设计不仅集成化程度较高，而且结构清晰、直观，便于制造，

铸造成本较低，尤其当机支架板体为中心面自身对称结构时，还能使转向机左右布置形式

可以通用，扩大本设计的应用范围。因此，本发明不仅制造成本较低，而且便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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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图1的主视图。

[0026] 图3是图1的左视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与转向机的装配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与大铸件支架的装配示意图。

[0029] 图中：车架纵梁1、大铸件支架2、铸件支柱21、转向机3、转向垂臂30、转向机输出轴

31、转向机支架4、机支架板体41、左机支板体411、中机支板体412、右机支板体413、输出轴

孔42、左弧孔部421、中孔部422、右弧孔部423、架机连接孔43、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

432、右上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右中架机孔435、架架连接孔44、左上架架孔441、左下

架架孔442、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上孔距445、下孔距446、左孔距447、右孔距

448、架机连接区45、架架连接区46、一号辅助支架孔47、二号辅助支架孔48、板体对称中心

线4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1] 参见图1―图5，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包括机支架板体41及其上开设的输出轴孔

42；

[0032] 所述转向机支架结构还包括机支架板体41上开设的架机连接孔43与架架连接孔

44，所述输出轴孔42的数量为一个，架机连接孔43、架架连接孔44的数量都为多个；所有的

架机连接孔43在机支架板体41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机连接区45，所有的架架连接孔44在机

支架板体41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架连接区46，所述输出轴孔42全部或部分落入架机连接区

45内，所有的架架连接孔44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外，且架架连接区46的面积大于架机连

接区45的面积。

[0033] 所述输出轴孔42为腰型孔，包括依次连接的左弧孔部421、中孔部422、右弧孔部

423，左弧孔部421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外，右弧孔部423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内。

[0034] 所述架架连接孔44包括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右上架架孔443与右下架

架孔444，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的左侧，右上架架孔443、右

下架架孔444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的右侧；

[0035] 所述左上架架孔441、右上架架孔443之间的距离为上孔距445，左下架架孔442、右

下架架孔444之间的距离为下孔距446，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之间的距离为左孔

距447，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之间的距离为右孔距448，且上孔距445、下孔距446

都大于左孔距447、右孔距448。

[0036] 所述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中，除右上

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之外，任意相邻两孔的连接线都为斜线。

[0037] 所述机支架板体41包括左机支板体411、中机支板体412与右机支板体413，所述左

机支板体411的左侧部的上下两端分别开设有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左机支板体

411的左侧部经中机支板体412与右机支板体413的左侧部相连接，右机支板体413的右侧部

的上下两端分别开设有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所述输出轴孔42的一端位于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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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板体411内，另一端位于中机支板体412内。

[0038] 所述架机连接孔43包括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右上架机孔433与右下架

机孔434，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分别开设于左机支板体411、中机支板体412的交

接处的上下两端，右上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分别开设于中机支板体412、右机支板体

413的交接处的上下两端；

[0039] 所述左孔距447小于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的间距，右孔距448小于右上

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的间距，上孔距445大于左上架机孔431、右上架机孔433的间距，

下孔距446大于左下架机孔432、右下架机孔434的间距。

[0040] 所述架机连接孔43还包括右中架机孔435，该右中架机孔435位于右上架机孔433、

右下架机孔434之间，且右中架机孔435与输出轴孔42正对设置。

[0041] 所述左上架架孔441低于左上架机孔431设置，左下架架孔442高于左下架机孔432

设置，右上架架孔443低于右上架机孔433设置，右下架架孔444高于右下架机孔434设置。

[0042] 所述左上架架孔441与左上架机孔431之间设置有一号辅助支架孔47，左上架架孔

441与左下架架孔442之间设置有二号辅助支架孔48。

[0043] 所述机支架板体41为中心面自身对称结构。

[0044] 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说明如下：

[0045] 本实用新型中的转向机支架结构即为附图中的转向机支架4。

[0046] 本实用新型中的转向机支架4采用中心面自身对称的铸件结构，使得转向机3左右

布置形式可以通用，转向机支架4上的一号辅助支架孔47、二号辅助支架孔48可用于其他零

部件的固定，比如转向散热器等。架机连接孔43中穿设有固定螺栓以将转向机3固定在转向

机支架4上，转向垂臂30采用锁紧螺母固定在转向机3的输出轴端上，转向机支架4依次经架

架连接孔44、铸件支柱21与大铸件支架2进行连接。

[0047] 实施例1：

[0048] 参见图1―图5，一种转向机支架结构，包括机支架板体41(优选机支架板体41为中

心面自身对称结构)及其上开设的输出轴孔42、架机连接孔43与架架连接孔44，所述输出轴

孔42的数量为一个，架机连接孔43、架架连接孔44的数量都为多个；所有的架机连接孔43在

机支架板体41上所围成的区域为架机连接区45，所有的架架连接孔44在机支架板体41上所

围成的区域为架架连接区46，所述输出轴孔42全部或部分落入架机连接区45内，所有的架

架连接孔44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外，且架架连接区46的面积大于架机连接区45的面积。

优选输出轴孔42为腰型孔，包括依次连接的左弧孔部421、中孔部422、右弧孔部423，左弧孔

部421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外，右弧孔部423位于架机连接区45之内。

[0049] 实施例2：

[0050] 基本内容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

[0051] 所述架架连接孔44包括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右上架架孔443与右下架

架孔444，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的左侧，右上架架孔443、右

下架架孔444都位于架机连接区45的右侧；所述左上架架孔441、右上架架孔443之间的距离

为上孔距445，左下架架孔442、右下架架孔444之间的距离为下孔距446，左上架架孔441、左

下架架孔442之间的距离为左孔距447，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之间的距离为右孔

距448，且上孔距445、下孔距446都大于左孔距447、右孔距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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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实施例3：

[0053] 基本内容同实施例2，不同之处在于：

[0054] 所述机支架板体41包括左机支板体411、中机支板体412与右机支板体413，所述左

机支板体411的左侧部的上下两端分别开设有左上架架孔441、左下架架孔442，左机支板体

411的左侧部经中机支板体412与右机支板体413的左侧部相连接，右机支板体413的右侧部

的上下两端分别开设有右上架架孔443、右下架架孔444；所述输出轴孔42的一端位于左机

支板体411内，另一端位于中机支板体412内。

[0055] 实施例4：

[0056] 基本内容同实施例3，不同之处在于：

[0057] 所述架机连接孔43包括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右上架机孔433与右下架

机孔434，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分别开设于左机支板体411、中机支板体412的交

接处的上下两端，右上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分别开设于中机支板体412、右机支板体

413的交接处的上下两端；所述左孔距447小于左上架机孔431、左下架机孔432的间距，右孔

距448小于右上架机孔433、右下架机孔434的间距，上孔距445大于左上架机孔431、右上架

机孔433的间距，下孔距446大于左下架机孔432、右下架机孔434的间距。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以上述实

施方式为限，但凡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本实用新型所揭示内容所作的等效修饰或变

化，皆应纳入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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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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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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