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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

(57)摘要

一种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包括气

包、第一手动换向阀、熄火气缸、气缸、第二手动

换向阀、档位阀、前进档离合器、后退档离合器、

液压泵、油箱、电磁换向阀、第一单向阀、第一压

力传感器、第二单向阀、开关、主控制器和第二压

力传感器；第一手动换向阀分别与熄火气缸的无

杆腔和第二压力传感器连通；电磁换向阀与第二

手动换向阀连通；第二手动换向阀的执行口A口

分别与第二单向阀和气缸的无杆腔连通，第二手

动换向阀的执行口B口分别与第一单向阀和气缸

的有杆腔连通；第一单向阀和第二单向阀均与第

一压力传感器连通；第一压力传感器、开关、第二

压力传感器和电磁换向阀均与主控制器的电连

接。本发明能使车辆熄火后自动挂在空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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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包括气包（50）、第一手动换向阀（51）、熄火气缸

（52）、气缸（60）、第二手动换向阀（61）、档位阀（62）、前进档离合器（63）、后退档离合器

（64）、液压泵（66）和油箱（68）；所述气缸（60）具有活塞杆（60-1）；所述档位阀（62）具有阀杆

（62-1）；所述气缸（60）的活塞杆（60-1）与档位阀（62）的阀杆（62-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手

动换向阀（51）的进气口P口与气包（50）连通；所述档位阀（62）的进油口P口与液压泵（66）的

出油口连通，档位阀（62）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前进档离合器（63）和后退档离合

器（64）连通；所述液压泵（66）的进油口与油箱（68）连通；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磁换向阀

（1）、第一单向阀（2）、第一压力传感器（3）、第二单向阀（4）、开关（5）、主控制器（6）和第二压

力传感器（7）；所述主控制器（6）具有信号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

开关（5）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均具有信号输出端；所述第一手动换向阀（51）的执行口A口

分别与熄火气缸（52）的无杆腔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的气控口连通；所述电磁换向阀（1）的

进气口P口与气包（50）连通，电磁换向阀（1）的执行口A口与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

口连通；所述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执行口A口分别与第二单向阀（4）的进气口和气缸（60）

的无杆腔连通，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执行口B口分别与第一单向阀（2）的进气口和气缸

（60）的有杆腔连通；所述第一单向阀（2）的出气口和第二单向阀（4）的出气口均与第一压力

传感器（3）的气控口连通；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3）的信号输出端、开关（5）的信号输出端和

第二压力传感器（7）的信号输出端均与主控制器（6）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所述电磁换向阀

（1）的接线端K与主控制器（6）的信号输出端电连接；当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

器（7）处的压力均达到设定值时，由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接线端K得电，使电

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不相通；当开关（5）接通时，由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

换向阀（1）的接线端K失电，使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滤油器

（67）；所述滤油器（67）设置在油箱（68）至液压泵（66）的进油口的油通道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安全阀

（65）；所述安全阀（65）设置在液压泵（66）的出油口至油箱（68）的油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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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辆，特别涉及一种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在熄火后，要求将车辆的档位挂在空档上，这样车辆熄火后再启动时车辆不

会往前串或往后退，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车辆熄火后仍在前进档或后退档上，这时车辆重新

启动时车辆就会往前串或往后退，这样就会发生危险。

[0003] 现有技术的熄火机构如图2所示，包括气包50、第一手动换向阀51和熄火气缸52；

第一手动换向阀51的进气口P口与气包50连通；第一手动换向阀51的执行口A口与熄火气缸

52的无杆腔连通，熄火气缸52的缸体固定连接在柴油机的机架上，熄火气缸52的活塞杆与

柴油机的熄火拉杆固定连接。当驾驶员操作第一手动换向阀51，使第一手动换向阀51的进

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时，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进入熄火气缸52的无杆腔，熄火气缸52

的活塞杆推出，发动机熄火。

[0004] 现有技术的档位机构如图3所示，包括气包50、气缸60、第二手动换向阀61、档位阀

62、前进档离合器63、后退档离合器64、液压泵66和油箱68，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

与气包50连通，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气缸60的无杆腔和有杆

腔连通，气缸60的活塞杆60-1与档位阀62的阀杆62-1固定连接。档位阀62的进油口P口与液

压泵66连通，档位阀62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前进档离合器63和后退档离合器64

连通。当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时，气包50的压力气体进入气缸

60的无杆腔，气缸60的活塞杆60-1带动档位阀62的阀杆62-1移动，使档位阀62的进油口P口

与执行口A口相通，液压泵66中的压力油进入前进档离合器63，使前进档离合器63结合，车

辆挂在前进档上；当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B口相通时，气包50的压力气

体进入气缸60的有杆腔，气缸60的活塞杆60-1带动档位阀62的阀杆62-1移动，使档位阀62

的进油口P口与执行口B口相通，液压泵66中的压力油进入后退档离合器64，使后退档离合

器64结合，车辆挂在后退档上；当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均

不相通时，气包50的压力气体既不能进入气缸60的无杆腔，也不能进入气缸60的有杆腔，使

档位阀62的进油口P口与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均不相通，液压泵66中的压力油既不能进入

前进档离合器63，也不能进入后退档离合器64，使前进档离合器63和后退档离合器64均不

能结合，车辆挂在空档上。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熄火后车辆可自动挂在空档上的车辆的熄火与档位

联动装置。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包

括气包、第一手动换向阀、熄火气缸、气缸、第二手动换向阀、档位阀、前进档离合器、后退档

离合器、液压泵和油箱；所述气缸具有活塞杆；所述档位阀具有阀杆；所述气缸的活塞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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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位阀的阀杆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手动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与气包连通；所述档位阀的进油

口P口与液压泵的出油口连通，档位阀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前进档离合器和后

退档离合器连通；所述液压泵的进油口与油箱连通；

[0007] 还包括电磁换向阀、第一单向阀、第一压力传感器、第二单向阀、开关、主控制器和

第二压力传感器；所述主控制器具有信号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开关

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均具有信号输出端；所述第一手动换向阀的执行口A口分别与熄火气缸

的无杆腔和第二压力传感器的气控口连通；所述电磁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与气包连通，电磁

换向阀的执行口A口与第二手动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连通；所述第二手动换向阀的执行口A

口分别与第二单向阀的进气口和气缸的无杆腔连通，第二手动换向阀的执行口B口分别与

第一单向阀的进气口和气缸的有杆腔连通；所述第一单向阀的出气口和第二单向阀的出气

口均与第一压力传感器的气控口连通；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开关的信号输

出端和第二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均与主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所述电磁换向阀

的接线端K与主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电连接；当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处的压

力均达到设定值时，由主控制器控制电磁换向阀的接线端K得电，使电磁换向阀的进气口P

口与执行口A口不相通；当开关接通时，由主控制器控制电磁换向阀的接线端K失电，使电磁

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

[0008] 还包括滤油器；所述滤油器设置在油箱至液压泵的进油口的油通道上。

[0009] 还包括安全阀；所述安全阀设置在液压泵的出油口至油箱的油通道上。

[0010] 本发明具有如下积极效果：（1）由于本发明的第一手动换向阀的执行口A口分别与

熄火气缸的无杆腔和第二压力传感器的气控口连通；电磁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与气包连通，

电磁换向阀的执行口A口与第二手动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连通；第二手动换向阀的执行口A

口分别与第二单向阀的进气口和气缸的无杆腔连通，第二手动换向阀的执行口B口分别与

第一单向阀的进气口和气缸的有杆腔连通；第一单向阀的出气口和第二单向阀的出气口均

与第一压力传感器的气控口连通；第一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开关的信号输出端和第

二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均与主控制器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电磁换向阀的接线端K与

主控制器的信号输出端电连接，当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处的压力均达到设定

值时，由主控制器控制电磁换向阀的接线端K得电，使电磁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

不相通，因而当车辆熄火时车辆的档位尚挂在前进档或后退档时，即第二手动换向阀的进

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或执行口B口相通，这时气包中的压力气体进入气缸的无杆腔或有杆

腔，车辆挂在前进档或后退档上，同时气包中的压力气体进入第一压力传感器的气控口，这

时第一压力传感器处的压力达到设定值0.1MPa。这样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处

的压力均达到设定值，主控制器控制电磁换向阀的接线端K得电，电磁换向阀的进气口P口

与执行口A口不相通，这时，气包中的压力气体不能再进入气缸的无杆腔，此时气缸的有杆

腔也没有压力气体，或气包中的压力气体不能再进入气缸的有杆腔，此时气缸的无杆腔也

没有压力气体，即气缸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均不具有压力气体，这时档位阀的进油口P口与执

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均不相通，液压泵中的压力油即不能进入前进档离合器，也不能进入

后退档离合器，前进档离合器和后退档离合器均不能结合，车辆自动挂在空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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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原理图；

[0012] 图2是现有技术的熄火机构的原理图；

[0013] 图3是现有技术的档位机构的原理图。

[0014] 上述附图中的附图标记如下：电磁换向阀1、第一单向阀2、第一压力传感器3、第二

单向阀4、开关5、主控制器6、第二压力传感器7、气包50、第一手动换向阀51、熄火气缸52、气

缸60、活塞杆60-1、第二手动换向阀61、档位阀62、阀杆62-1、前进档离合器63、后退档离合

器64、安全阀65、液压泵66、滤油器67、油箱68。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以下结合附图以及给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6] 如图1所示，一种车辆的熄火与档位联动装置，包括气包50、第一手动换向阀51、熄

火气缸52、气缸60、第二手动换向阀61、档位阀62、前进档离合器63、后退档离合器64、液压

泵66和油箱68；所述气缸60具有活塞杆60-1；所述档位阀62具有阀杆62-1；所述气缸60的活

塞杆60-1与档位阀62的阀杆62-1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手动换向阀51的进气口P口与气包50

连通；第一手动换向阀51可以是带有复位功能的换向阀。所述档位阀62的进油口P口与液压

泵66的出油口连通，档位阀62的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分别与前进档离合器63和后退档离

合器64连通；所述液压泵66的进油口与油箱68连通；

[0017] 本实施例中的档位阀62是一种换向阀，当气缸60的无杆腔具有压力气体时，气缸

60的活塞杆60-1推动档位阀62的阀杆62-1移动，使档位阀62进油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

这样液压泵66中的压力油经档位阀62进入前进档离合器63，前进档离合器63结合，车辆挂

在前进档上；当气缸60的有杆腔具有压力气体时，气缸60的活塞杆60-1推动档位阀62的阀

杆62-1移动，使档位阀62进油口P口与执行口B口相通，这样液压泵66中的压力油经档位阀

62进入后退档离合器64，后退档离合器64结合，车辆挂在后退档上；当气缸60的有杆腔和无

杆腔均不具有压力气体时，档位阀62进油口P口与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均不相通，液压泵

66中的压力油即不能进入前进档离合器63，也不能进入后退档离合器64，前进档离合器63

和后退档离合器64均不能结合，车辆挂在空档上。

[0018] 还包括电磁换向阀1、第一单向阀2、第一压力传感器3、第二单向阀4、开关5、主控

制器6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所述主控制器6具有信号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所述第一压力传

感器3、开关5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均具有信号输出端；所述第一手动换向阀51的执行口A口

分别与熄火气缸52的无杆腔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的气控口连通；所述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

P口与气包50连通，电磁换向阀1的执行口A口与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连通；所述

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执行口A口分别与第二单向阀4的进气口和气缸60的无杆腔连通，第二

手动换向阀61的执行口B口分别与第一单向阀2的进气口和气缸60的有杆腔连通；所述第一

单向阀2的出气口和第二单向阀4的出气口均与第一压力传感器3的气控口连通；所述第一

压力传感器3的信号输出端、开关5的信号输出端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的信号输出端均与主

控制器6的信号输入端电连接；所述电磁换向阀1的接线端K与主控制器6的信号输出端电连

接；主控制器6为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主控制器6的型号为三菱F×3U或西门子S7－200。

开关5为带有复位功能的按钮开关。当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处的压力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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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设定值时，由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接线端K得电，使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

执行口A口不相通；当开关5接通时，由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接线端K失电，使电磁

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

[0019] 电磁换向阀1的接线端K在常态下为失电状态，即正常情况下，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

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当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处的压力均达到设定值

时，由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接线端K得电，这时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

A口不相通，本实施例中，第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处的压力的设定值均为

0.1MPa。本实施例中的第一手动换向阀51的出气口T口、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出气口T口和

电磁换向阀1的出气口T口均与大气相通。

[0020] 还包括滤油器67；所述滤油器67设置在油箱68至液压泵66的进油口的油通道上。

[0021] 还包括安全阀65；所述安全阀65设置在液压泵66的出油口至油箱68的油通道上。

[002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如下：当车辆需要熄火时，操作第一手动换向阀51，使第一手动

换向阀5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进入熄火气缸52的无杆腔，

熄火气缸52的活塞杆推出，发动机熄火，同时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进入第二压力传感器7的

气控口，这时第二压力传感器7处的压力达到设定值0.1MPa。

[0023] 当车辆熄火时车辆的档位尚挂在前进档时，即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

执行口A口相通，由于正常情况下，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这时气包50

中的压力气体经电磁换向阀1再经第二手动换向阀61进入气缸60的无杆腔，车辆挂在前进

档上，同时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经电磁换向阀1再经第二手动换向阀61再经第二单向阀4进

入第一压力传感器3的气控口，这时第一压力传感器3处的压力达到设定值0.1MPa。这样第

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处的压力均达到设定值，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

接线端K得电，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不相通，而是电磁换向阀1执行口A与

出气口T口相通，这时，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不能再进入气缸60的无杆腔，此时气缸60的有

杆腔也没有压力气体，即气缸60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均不具有压力气体，这时档位阀62的进

油口P口与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均不相通，液压泵66中的压力油即不能进入前进档离合

器63，也不能进入后退档离合器64，前进档离合器63和后退档离合器64均不能结合，车辆自

动挂在空档上。即本发明可以实现熄火后自动挂在空档上。这样车辆重新启动时车辆就不

会往前串，不会发生危险。当驾驶员再启动车辆后需要挂档时，由于此时驾驶员已可发现第

二手动换向阀61还挂在前进档上，即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此

时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仍不相通，这时只需先操作第二手动换向阀61，使

其挂在驾驶员所需的档位上，再操作开关5，使开关5接通，由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

接线端K失电，使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这样车辆便可挂在驾驶员所

需的档位上。

[0024] 当车辆熄火时车辆的档位尚挂在后退档时，即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

执行口B口相通，由于正常情况下，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这时气包50

中的压力气体经电磁换向阀1再经第二手动换向阀61进入气缸60的有杆腔，车辆挂在后退

档上，同时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经电磁换向阀1再经第二手动换向阀61再经第一单向阀2进

入第一压力传感器3的气控口，这时第一压力传感器3处的压力达到设定值0.1MPa。这样第

一压力传感器3和第二压力传感器7处的压力均达到设定值，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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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K得电，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不相通，而是电磁换向阀1执行口A与

出气口T口相通，这时，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不能再进入气缸60的有杆腔，此时气缸60的无

杆腔也没有压力气体，即气缸60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均不具有压力气体，这时档位阀62的进

油口P口与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均不相通，液压泵66中的压力油即不能进入前进档离合

器63，也不能进入后退档离合器64，前进档离合器63和后退档离合器64均不能结合，车辆自

动挂在空档上。即本发明可以实现熄火后自动挂在空档上。这样车辆重新启动时车辆就不

会往后退，不会发生危险。当驾驶员再启动车辆后需要挂档时，由于此时驾驶员已可发现第

二手动换向阀61还挂在后退档上，即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B口相通，此

时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仍不相通，这时只需先操作第二手动换向阀61，使

其挂在驾驶员所需的档位上，再操作开关5，使开关5接通，由主控制器6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

接线端K失电，使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相通。这样车辆便可挂在驾驶员所

需的档位上。

[0025] 当车辆熄火时车辆的档位挂在空挡上，即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

口A口和执行口B口均不相通，这时没有压力气体进入第一压力传感器3的气控口，第一压力

传感器3处的压力不能达到设定值0.1MPa。主控制器6不能控制电磁换向阀1的接线端K得

电，电磁换向阀1的进气口P口与执行口A口仍然相通，这时，由于第二手动换向阀61的进气

口P口与执行口A口和执行口B口均不相通，气包50中的压力气体不能进入气缸60的有杆腔

或无杆腔，即气缸60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均不具有压力气体，车辆挂在空档上。当驾驶员再启

动车辆后需要挂档时，只需进行正常的挂档操作。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8253135 B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108253135 B

8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08253135 B

9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08253135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