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088890.6

(22)申请日 2017.11.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91468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4.17

(73)专利权人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特种车辆技

术中心

地址 432000 湖北省孝感市北京路69号

(72)发明人 刘杰　冯炜　王大伟　刘连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众达德权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570

代理人 刘杰

(51)Int.Cl.

B60T 13/26(2006.01)

B60T 13/68(2006.01)

B60T 15/02(2006.01)

B60T 17/22(2006.01)

审查员 毕淑琴

 

(54)发明名称

一种驻车制动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驻车制动系统，所

述系统包括：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车辆的

车轮或传动轴上；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所

述车辆的减速器总成内，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

的驻车力矩不小于3400N.m；如此，当需要对车辆

制动时，首先启动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当坡度太

大，第一驻车制动装置的制动能力不足时，启动

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这样第一驻车制动装置与所

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同时对车辆进行制动，增加

正常制动力矩，满足了坡度驻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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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驻车制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

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车辆的车轮或传动轴上，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第

一报警传感器；

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所述车辆的减速器总成内，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第二报警传感器，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的驻车力矩不小于3400N.m；当需要驻车时，先控

制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启动，若第一驻车制动装置满足驻坡要求，则控制所述第二驻车制动

装置不启动；若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不能满足驻坡要求，则控制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

启动；其中，

所述系统还包括：

电子控制单元ECU，所述电子控制单元的输入端口分别与第一报警传感器、第二报警传

感器相连；

控制继电器，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的输出端口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包括：

制动阀，所述制动阀的出口与继动阀的控制接口相连；

继动阀，所述继动阀的进口与储气筒相连，所述继动阀的出口与制动气室的驻车制动

腔相连。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报警传感器，安装在所述继动阀与

所述制动气室之间的管路上。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第一报警提示器，与所述第一报警传感器相连。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包括：

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的进口与储气筒相连；

轮边电驱动减速器，与所述电磁阀的出口相连。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报警传感器，安装在所述电磁阀出

口与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器之间的管道上。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制动开关，与所述电磁阀的线圈相连。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油温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器中。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蜂鸣器，与所

述油温传感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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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驻车制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驻车制动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驻车制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驻车制动用于保证汽车停止后的可靠停放。

[0003] 对于超重型混合动力越野汽车来说，该类型的车满载总质量不低于70t，考虑转弯

半径要求，一般采用多轴转向，因此车轮制动气室布置空间有限，需采用规格较小的气室，

导致整车驻车制动力矩不足，不能达到较高的驻坡度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驻车制动系统，用于解决现

有技术中超重型混合动力越野车在较高的坡度上需要驻车时，驻车制动器不能达到所需的

制动力矩，导致车辆不能满足高驻坡度的需求。

[000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驻车制动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0006] 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车辆的车轮或传动轴上；

[0007] 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所述车辆的减速器总成内，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的

驻车力矩不小于3400N.m。

[0008]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包括：

[0009] 制动阀，所述制动阀的出口与继动阀的控制接口相连；

[0010] 继动阀，所述继动阀的进口与储气筒相连，所述继动阀的出口与制动气室的驻车

制动腔相连。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0012] 第一报警传感器，安装在所述继动阀与所述制动气室之间的管路上。

[0013]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0014] 第一报警提示器，与所述第一报警传感器相连。

[0015]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包括：

[0016] 电磁阀，所述电磁阀的进口与储气筒相连；

[0017] 轮边电驱动减速器，与所述电磁阀的出口相连。

[0018]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0019] 第二报警传感器，安装在所述电磁阀出口与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器之间的管道

上。

[0020]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0021] 制动开关，与所述电磁阀的线圈相连。

[0022]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

[0023] 油温传感器，设置在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器中；

[0024]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还包括：蜂鸣器，与所述油温传感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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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上述方案中，所述系统还包括：

[0026] 电子控制单元(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所述电子控制单元的输入端口

分别与第一报警传感器、第二报警传感器相连；

[0027] 控制继电器，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的输出端口相连。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驻车制动系统，所述系统包括：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安装

在车辆的车轮或传动轴上；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所述车辆的减速器总成内，所述第二

驻车制动装置的驻车力矩不小于3400N.m；如此，当需要对车辆制动时，首先启动第一驻车

制动装置，当坡度太大，第一驻车制动装置的制动能力不足时，启动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这

样第一驻车制动装置与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同时对车辆进行制动，增加正常制动力矩，

满足了坡度驻车要求。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驻车制动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超重型混合动力越野车在较高的坡度上需要驻车时，驻车制

动器不能达到所需的制动力矩，导致车辆不能满足高驻坡度的需求，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

一种驻车制动系统，所述系统包括：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车辆的车轮或传动轴上；第

二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所述车辆的减速器总成内，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的驻车力矩不

小于3400N.m。

[0031] 下面通过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驻车制动系统，如图1所示，所述系统包括：第一驻车制动装置

及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其中，

[0033] 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车辆的车轮或传动轴上；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所

述车辆的减速器总成内，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的驻车力矩不小于3400N.m。

[0034] 具体地，参见图1，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包括：制动阀1、继动阀2、第一报警传感

器3、第一报警提示器4；

[0035] 所述制动阀1的出口与继动阀2的控制接口相连；所述制动阀1用于控制所述第一

驻车制动装置中气路的通断。所述制动阀1为手动制动阀。

[0036] 所述继动阀2的进口与储气筒5相连，所述继动阀2的出口与制动气室6的驻车制动

腔相连。所述第一报警传感器3安装在所述继动阀2与所述制动气室6之间的管路上。所述第

一报警传感器3为低压开关报警传感器，当监测到管路中的气压低于预设的压力值时，发出

报警指令，那么第一报警提示器4就开始闪烁。所述第一报警提示器4可以为二极管灯。所述

预设的压力值为0.55MPa。

[0037] 这里，所述系统还包括：气源7及保护阀8；所述储气筒5与保护阀8相连，所述保护

阀8还与气源7相连，所述气源7具体可以为空压机，为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及第二驻车制动装

置提供气源。所述储气筒5用于对空压机出来的气体进行冷凝，分别为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

置及第二驻车制动装置供气。所述保护阀8为四路保护阀，分别用于满足车辆的行车、驻车、

应急、辅助等制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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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第一驻车制动装置采用放气弹簧制动，行车时，制动阀1处于开启位置，压缩空气

经继动阀2充入制动气室6的弹簧腔(驻车制动腔内)，腔内的橄榄弹簧受压缩，驻车制动器

的摩擦片处于放松位置，驻车制动为非工作状态。当关闭驻车制动阀1时，气路被切断，继动

阀2迅速将制动气室6的弹簧腔内的压缩空气放出，从而实现驻车制动。

[0039] 进一步地，参见图1，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包括：电磁阀9、轮边电驱动减速器10、

第二报警传感器11、油温传感器12及蜂鸣器13；其中，

[0040] 所述电磁阀9的进口与储气筒5相连；所述电磁阀9用于控制第二驻车制动装置中

气路的通断。

[0041] 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器10与所述电磁阀9的出口相连。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器10

内还安装有第二驻车制动装置的动力源，所述动力源为电动空压机。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

器10设置在轮边电驱动装置中。

[0042] 第二报警传感器11安装在所述电磁阀9出口与所述轮边电驱动减速器10之间的管

道上。所述第二报警传感器11为低压开关报警传感器，当监测到管路中的气压低于预设的

压力值时，发出报警指令，那么蜂鸣器13就有声音发出提示驾驶员。

[0043] 并且，在每个轮边电驱动装置中均设置有油温传感器12，所述油温传感器12用于

实时监测轮边电驱动减速器10内的温度，若温度出现异常则向驾驶室中发出告警信息。

[0044] 这里，所述轮边电驱动装置还包括：电机，电机输入端与轮边输出端之间设置二级

减速齿轮副，以满足电机最高输入转速10000r/min的使用需求。

[0045] 继续参见图1，所述系统还包括：制动开关14，所述制动开关14的两端分别与所述

电磁阀9的线圈相连，用于对所述电磁阀9进行供电。所述制动开关14具体为一个按钮开关。

[0046] 当车轮驻车不能满足驻坡要求时，按下制动开关14对电磁阀9断电，电磁阀9的进

出气口断开，进气口气体直接排到大气，轮边驱动减速器内气缸内弹簧推动活塞制动，从而

对车轮驻车起到辅助作用。

[0047] 并且，若行车前未解除减速器内的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在给出驱动力足够大的情

况下，车辆将克服制动盘与摩擦片产生的力矩前行，此时摩擦片与制动盘滑动摩擦，驾驶室

内的仪表将发出报警信号。

[0048] 进一步地，为了可以在管路气压在低于预设的压力值时，对整车进行制动，避免第

一驻车制动装置及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受到损坏，所述系统还包括：电子控制单元ECU；其中，

[0049] 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的输入端口分别与第一报警

传感器3、第二报警传感器11相连；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用于采集第一报警传感器3及第二

报警传感器11的压力值。

[0050] 控制继电器15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ECU的输出端口相连，当电子控制单元ECU采集

到的第一报警传感器3及第二报警传感器11的压力值低于预设的压力值时，发送主控制指

令至控制继电器15，继电器15连接驾驶室内报警灯及蜂鸣器，通过灯光闪烁及响声发出报

警信号，提醒司机不能行车。

[0051] 实际工作中，为保证驻车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制动回路有先后控制顺序，一般以第

一驻车制动装置为主，以第二驻车制动装置为辅，当需要驻车时，先控制第一驻车制动装置

启动，若第一驻车制动装置满足驻坡要求(70t底盘最大驻坡度可达20％)，则第二驻车制动

装置不启动；若所述第一驻车制动装置不能满足驻坡要求，则按下制动开关14，第二驻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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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装置通过电磁阀来控制气路通断，当车轮驻车不能满足驻坡要求时，按下制动开关14对

电磁阀9断电，电磁阀9的进出气口断开，进气口气体直接排到大气，轮边驱动减速器内气缸

内弹簧推动活塞制动，从而对车轮驻车起到辅助作用。

[0052] 这里，为防止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被损坏，制动回路允许车辆短时滑动。解除驻车制

动时，应先解除第二驻车制动装置的驻车，再解除第一制动装置的驻车，避免车辆溜坡。

[005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驻车制动系统能带来的有益效果至少是：

[005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驻车制动系统，所述系统包括：第一驻车制动装置，安装

在车辆的车轮或传动轴上；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安装在所述车辆的减速器总成内，所述第二

驻车制动装置的驻车力矩不小于3400N.m；如此，当需要对车辆制动时，首先启动第一驻车

制动装置，当坡度太大，第一驻车制动装置的制动能力不足时，启动第二驻车制动装置；这

样第一驻车制动装置与所述第二驻车制动装置同时对车辆进行制动，增加正常制动力矩，

满足了坡度驻车要求。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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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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