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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控制设备(1)，其包括壳体

(2)，该壳体具有壳体底部(3)和壳体盖(4)，其

中，在壳体(2)中设置有具有电子结构元件(8)的

电路板(7 )，该控制设备还包括具有插头壳体

(17)的插头连接元件(16)，其中，插头壳体(17)

设置在壳体底部(3)上并且在壳体底部中设置有

开口，该开口被插头壳体覆盖并且被插头连接元

件的端子元件穿过，在插头壳体中设置有压力均

衡元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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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设备(1)，其包括壳体(2)，该壳体具有壳体底部(3)和壳体盖(4)，其中，在壳体

(2)中设置有具有电子结构元件的电路板(7)，该控制设备还包括具有插头壳体(17)的插头

连接元件(16)，其中，插头壳体(17)设置在壳体底部(3)上，所述插头壳体(17)和/或壳体底

部(3)具有用于容纳密封件(20)的密封件容纳部(21)，借助该密封件容纳部将插头壳体

(17)密封地安放在壳体底部(3)上，并且在壳体底部(3)中设置有开口(19)，该开口被插头

壳体(17)覆盖并且被插头连接元件(16)的端子元件(18)穿过，在插头壳体(17)中设置有压

力均衡元件(24)，所述控制设备是雷达传感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底部(3)由金属制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盖(4)由塑料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底部(3)由铝或铝合金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盖(4)构造为雷达天线罩。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之一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壳体(17)由塑料制

成。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之一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壳体(17)与壳体底

部(3)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插头壳体(17)与壳体底部(3)拧

接、铆接、焊接或粘接。

9.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件(20)设计为

轴向密封件或径向密封件。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均衡元件(24)

构造为设置在插头壳体(17)中的并且被膜片覆盖的开口。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膜片借助超声波焊接或粘接与插头

壳体(17)相连。

12.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板(7)设置为

与壳体底部(3)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路板(7)设置为与壳体底部

(3)拧接、铆接、焊接或粘接。

14.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传感器盖(4)设置为密

封地与壳体底部(3)连接。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控制设备，其特征在于，传感器盖(4)设置为密封地与壳体

底部(3)拧接、铆接、焊接或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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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尤其是用于机动车的控制设备、例如尤其是传感器设备或雷达传

感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机动车中，雷达传感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这种雷达传感器利用被应用在驾驶

员辅助系统中，以便在较大的距离的情况下就已经可靠地识别到例如迎面而来的车辆并且

能够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它们的位置和速度。雷达传感器也被用于监视机动车的周围环境。

[0003] 雷达传感器在此安装在车身上、在减震器后面或者在发动机舱中，因此这些雷达

传感器通过具有雷达天线罩的壳体被保护，以免受外界影响。

[0004] 壳体在此或者由铝制成，这导致更好的电磁兼容性屏蔽，其中，在此，将插头安装

在壳体上，以便可以从外部电连接在壳体中的雷达传感器电子元件。由于坚固的铝壳体和

散发在壳体中的热量，在壳体中还设置有压力均衡元件，该压力均衡元件具有膜片，以便可

以实现压力均衡。雷达天线罩作为壳体的壳体盖在此为了微波辐射是尽可能透明的并且例

如由塑料制成。

[0005] 在塑料壳体的情况下，不能通过壳体的材料本身来保证电磁兼容性屏蔽。对此，金

属涂层或内壳体是必要的，它们需要复杂的和昂贵的装配。

发明内容

[0006] 因此，本发明的任务在于，提供一种相比现有技术改进了的控制设备并且尽管如

此还维持了足够的电磁兼容性防护和可靠的压力均衡。

[0007] 本发明的任务利用一种控制设备来解决。

[0008] 本发明的实施例涉及一种具有壳体的控制设备，该壳体具有壳体底部和壳体盖，

其中，在壳体中设置有具有电子结构元件的电路板，该控制设备还包括具有插头壳体的插

头连接元件，其中，插头壳体设置在壳体底部上并且在壳体底部中设置有开口，该开口被插

头壳体覆盖并且被插头连接元件的端子元件穿过，在插头壳体中设置有压力均衡元件。由

此壳体可以构造成，使得该壳体符合关于电磁兼容性防护的要求并且插头连接元件承担电

接触和压力均衡，使得每个部件都朝其相应的目的进行优化。

[0009] 在此，根据本发明特别有利的是，壳体底部由金属制成，例如由铝或铝合金制成。

由此在良好的电磁兼容性防护的情况下实现所希望的稳定性。

[0010] 也有利的是，壳体盖、尤其是作为雷达天线罩的壳体盖由塑料制成。该塑料具有如

下有利的特性：为了微波辐射而基本上是透明的。塑料也可以经济地进行生产。

[0011] 也有利的是，插头壳体由塑料制成。该插头壳体简单和经济地构造并且压力均衡

元件可以简单地进行集成。

[0012] 在此也有利的是，所述插头壳体与壳体底部相连，例如与壳体底部拧接、铆接、焊

接或粘接。由此可以实现可靠的且持久的连接。在拧接或铆接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在维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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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时的非破坏性拆卸。

[0013] 也是有利的是，插头壳体和/或壳体底部具有用于容纳密封件的密封件容纳部，借

助该密封件容纳部将插头壳体密封地安放在壳体底部上。因此，可以在壳体和插头壳体之

间的接口处保护壳体的内部空间免受污物或水的侵入。

[0014] 在此有利的是，密封件是径向密封件或轴向密封件。

[0015] 也是有利的是，压力均衡元件构造为在插头壳体中设置的并且被膜片覆盖的开

口。由此膜片可以实现压力均衡并且尽管如此密封壳体的内部空间。

[0016] 特别有利的是，膜片借助超声波焊接或粘接与插头壳体连接。由此可以在压力均

衡元件的区域内实现简单的且同时密封的连接。

[0017] 此外有利的是，电路板设置为与壳体底部连接，例如与壳体底部拧接、铆接、焊接

或粘接。因此，电路板也可以设置为持久可靠的和无振动的。这保证了控制单元、尤其是雷

达传感器的寿命。

[0018] 此外有利的是，壳体盖设置为密封地与壳体底部连接，例如与壳体底部拧接、铆

接、焊接或粘接。

附图说明

[0019] 本发明的有利扩展方案在后续附图说明中被描述。

[0020] 图1是按本发明的作为控制设备的示例的雷达传感器的透视的分解图；

[0021] 图2是插头连接元件的透视图；

[0022] 图3是从下端观察的控制设备的壳体连同插头壳体的视图；

[0023] 图4是控制设备的示意性侧视图；并且

[0024] 图5是控制设备的另一个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图1示出具有壳体2的控制设备1的透视的分解图。壳体2包括壳体底部3和壳体盖

4。壳体底部3在此利用底部5和环绕的直立边缘6构造为槽状的。在该壳体中设置有电路板

7、例如尤其是传感器电路板，在该电路板上设置有电子结构元件和/或天线元件8。电路板7

在此借助螺钉9与壳体底部3拧接。对此，电路板7靠放在直立边缘6的环绕的凸肩10上，在该

凸肩上也设置有螺纹联接孔11。

[0026] 壳体盖4覆盖壳体2的内部空间。对此，壳体盖4具有平坦的覆盖面12和环绕的突出

的边缘13，该环绕的突出的边缘嵌接到壳体底部3的边缘6的环绕的槽14中。在此壳体盖4可

以构造为雷达天线罩。

[0027] 控制设备1还包括具有插头壳体17的插头连接元件16。插头壳体17设置在壳体底

部3的下侧上。对此，插头连接元件16在其上侧上具有电触点18，这些电触点穿过壳体底部3

中的开口19。插头连接元件16具有环绕触点18的密封件20，该密封件设置在容纳部21中并

且当插头连接元件16安装并拧接到壳体底部上时，该密封件向外密封开口19。对此设置螺

钉22，这些螺钉拧入壳体底部3的螺纹联接孔23中。

[0028] 此外，插头连接元件16具有压力均衡元件24。该压力均衡元件构造为开口，该开口

被膜片覆盖。在此，有利设计地，该膜片构造为：借助超声波焊接或粘接与插头壳体17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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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根据本发明，壳体底部3由金属制成，例如由铝或铝合金制成。在此，壳体盖4由塑

料制成。插头壳体17在此在实施例中由塑料制成。

[0030] 图4和5以相应的侧视图示出了控制设备1。壳体2的壳体底部3是具有隆起边缘6的

近似矩形的底部，壳体盖4被安放在该边缘上。在下侧上插头连接元件16与壳体底部3固定，

使得插头连接元件16侧向伸出并且插头可以从一侧插装到插头容纳部25中。

[0031] 根据上述实施例，插头壳体17通过拧接与壳体底部3相连。替代地，插头壳体17也

可以与壳体底部3铆接、焊接或粘接。有利地，电路板7也设置为与壳体底部3相连，其中，电

路板7与壳体底部3的连接通过拧接实现。取而代之，电路板7也可以与壳体底部3铆接、焊接

或粘接。壳体盖4优选设置为：密封地与壳体底部3相连。这优选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壳

体盖4与壳体底部3拧接、铆接、焊接或者可选地粘接。

[0032] 附图标记列表

[0033] 1           控制设备

[0034] 2          壳体

[0035] 3          壳体底部

[0036] 4          壳体盖

[0037] 5           底部

[0038] 6          边缘

[0039] 7          电路板

[0040] 8          电子结构元件或天线元件

[0041] 9           螺钉

[0042] 10         凸肩

[0043] 11          螺纹联接孔

[0044] 12          覆盖面

[0045] 13         边缘

[0046] 14          槽

[0047] 16          插头连接元件

[0048] 17          插头壳体

[0049] 18          触点

[0050] 19         开口

[0051] 20          密封件

[0052] 21         容纳部

[0053] 22          螺钉

[0054] 23          螺纹联接孔

[0055] 24          压力均衡元件

[0056] 25          插头容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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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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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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