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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

能轮胎及其控制方法，轮胎包含轮辋、主胎、副

胎、电磁空气阀、薄膜发电机和排气管；主胎设置

在在轮辋上，其外壁中心设有环形凹槽；副胎设

置在环形凹槽内，其外壁上周向均匀设有若干防

滑钉；环形凹槽的底壁上设有通孔；轮辋上设有

供排气管伸出的通孔；电磁空气阀采用三位三通

阀，三个连接口分别联通至副胎内的腔体、主胎

内的腔体、外界；薄膜发电机粘贴在主胎的内壁

上、和电磁空气阀电气相连。本发明能够控制防

滑钉伸出或缩入，伸出时大大提高轮胎抓地力，

显著提升车辆在泥沼、草地、雪地等低附着系数

路面上的行驶稳定性；缩入时能够防止防滑钉磨

损同时保护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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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其特征在于，包括轮辋、主胎、副胎、电磁空气

阀、薄膜发电机和排气管；

所述主胎、副胎均采用橡胶制成，其中，主胎设置在在轮辋上、和轮辋之间形成密闭腔

体，且主胎外壁中心设有环形凹槽，使得主胎和轮辋的横截面呈“凹”字形；副胎设置在环形

凹槽内、和环形凹槽的底壁密闭固连，形成密闭腔体；

所述副胎的外壁上周向均匀设有若干防滑钉，且副胎未充气时其外壁上的防滑钉位于

环形凹槽内、不和路面接触，副胎充气后其外壁上的防滑钉从环形凹槽内伸出，和路面接触

以防止轮胎滑动；

所述环形凹槽的底壁上设有通孔；所述轮辋上设有供所述排气管伸出的通孔；

所述电磁空气阀采用三位三通阀，设置在所述环形凹槽底壁的通孔处，包含第一至第

三连接口，其中，第一连接口和所述环形凹槽底壁上的通孔密闭相连，使得第一连接口联通

至副胎内的密闭腔体；第二连接口和所述主胎内的腔体联通；所述排气管一端和第三连接

口密闭联通，另一端通过轮辋上的通孔伸出轮辋和外界联通，排气管和轮辋上的通孔密闭

相连；

所述薄膜发电机粘贴在主胎的内壁上、和所述电磁空气阀电气相连，用于产生电能给

所述电磁空气阀供电；

所述电磁空气阀用于接收外部指令，使得第一至第三连接口均不联通、或使得第一连

接口和第二连接口联通、或使得第一连接口和第三连接口联通。

2.基于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

以下步骤：

如果需要防滑钉工作，控制电磁空气阀的第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联通，使得主胎内

的腔体和副胎内的腔体联通，待主胎、副胎的气压一致时，副胎充气后膨胀，副胎外壁上的

防滑钉伸出环形凹槽进行防滑，此时，控制电磁空气阀使其第一至第三连接口均不联通；

如果需要使得防滑钉停止工作，控制电磁空气阀使其第一连接口和第三连接口联通，

此时副胎内腔体和外界大气联通，副胎放气后收缩，副胎外壁上的防滑钉缩入环形凹槽内，

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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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应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及其控制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世界，汽车已经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代步工具，在我国西北等沙漠较多的地区，

在我国北方等冬天道路有积雪的地区，为保证车辆有足够的路面附着力和降低意外事故发

生，需要提高车轮的防滑能力。现有的轮胎设计中，针对轮胎防滑做了大量的研究，设计出

各种防滑轮胎，如：设计防滑能力强的轮胎花纹，在外胎面增加额外的防滑装置等。

[0003] 现有技术中存在以下问题：常规的汽车防滑手段是手动给车轮外装防滑链，这种

方式费时费力，且在积雪（或沙漠）路段和普通路段并存的混合路段中不能自由切换轮胎的

阻尼，在行驶过程中对路面和车轮车架有不小的损伤；通过设置车轮花纹的方式只能在加

工时设计好，后期不能改变，防滑性能状态单一；芬兰诺记轮胎公司研发的可伸缩镶钉轮

胎，虽然可转换轮胎的状态，但轮胎内用于通讯和感应电流的线圈系统和电压整流器结构

复杂，在工况比较恶劣的路段，控制伸缩钉刺的机构很容易失效，并且造价昂贵，性能不够

可靠。因此，设计出性能可靠，能够给车辆提供稳定、强力保障的可自动变换轮胎附着状态

的智能化防滑轮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背景技术中所涉及到的缺陷，提供一种可自动

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及其控制方法，在满足轮胎阻尼可调的前提下达到无需外部供能、

可自动调节、结构简单可靠的目的。

[0005]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包括轮辋、主胎、副胎、电磁空气阀、薄膜发电

机和排气管；

所述主胎、副胎均采用橡胶制成，其中，主胎设置在在轮辋上、和轮辋之间形成密

闭腔体，且主胎外壁中心设有环形凹槽，使得主胎和轮辋的横截面呈“凹”字形；副胎设置在

环形凹槽内、和环形凹槽的底壁密闭固连，形成密闭腔体；

所述副胎的外壁上周向均匀设有若干防滑钉，且副胎未充气时其外壁上的防滑钉

位于环形凹槽内、不和路面接触，副胎充气后其外壁上的防滑钉从环形凹槽内伸出，和路面

接触以防止轮胎滑动；

所述环形凹槽的底壁上设有通孔；所述轮辋上设有供所述排气管伸出的通孔；

所述电磁空气阀采用三位三通阀，设置在所述环形凹槽底壁的通孔处，包含第一

至第三连接口，其中，第一连接口和所述环形凹槽底壁上的通孔密闭相连，使得第一连接口

联通至副胎内的密闭腔体；第二连接口和所述主胎内的腔体联通；所述排气管一端和第三

连接口密闭联通，另一端通过轮辋上的通孔伸出轮辋和外界联通，排气管和轮辋上的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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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相连；

所述薄膜发电机粘贴在主胎的内壁上、和所述电磁空气阀电气相连，用于产生电

能给所述电磁空气阀供电；

所述电磁空气阀用于接收外部指令，使得第一至第三连接口均不联通、或使得第

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联通、或使得第一连接口和第三连接口联通。

[0006]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该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的控制方法，包含以下步

骤：

如果需要防滑钉工作，控制电磁空气阀的第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联通，使得主

胎内的腔体和副胎内的腔体联通，待主胎、副胎的气压一致时，副胎充气后膨胀，副胎外壁

上的防滑钉伸出环形凹槽进行防滑，此时，控制电磁空气阀使其第一至第三连接口均不联

通；

如果需要使得防滑钉停止工作，控制电磁空气阀使其第一连接口和第三连接口联

通，此时副胎内腔体和外界大气联通，副胎放气后收缩，副胎外壁上的防滑钉缩入环形凹槽

内，停止工作。

[0007]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1.  本发明采用了主胎与副胎相结合的方式，主胎与副胎为非刚性连接，防滑钉固

连在副胎外表面，并未增加机械结构和过多的控制单元，不会由于机械损坏而导致系统失

效，可靠性高。同时使轮胎质量尽可能轻，有利于车辆行驶；

2.  本发明轮胎在主胎的内壁安装有薄膜发电机，所述薄膜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可

以利用轮胎的形变产生电动势，同时所述薄膜直接与主胎内壁的电磁空气阀相连，简化了

电路，避免了车辆行驶过程中线路缠结，扭转等情况；

3.  本发明电磁阀外部与车辆ECU控制单元相连，可以在车内通过按钮控制电磁阀

改变主副胎胎压，切换轮胎状态，省时省力。相较于手动装防滑链，不需要下车操作，在寒冷

的雪地或炎热的沙漠地区有很大的优势。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中副胎充气状态时电磁空气阀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中副胎保气状态时电磁空气阀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中副胎放气状态时电磁空气阀的结构示意图；

图5(a)、图5  (b)分别为本发明在防滑钉工作、停止工作时的状态示意图。

[0009] 图中，1‑轮辋，2‑主胎，3‑副胎，4‑电磁空气阀，5‑发电薄膜，6‑防滑钉，7‑排气管，

8‑阀芯，9‑电磁铁，10‑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实现，而不应当认为限于这里所述的实施例。相反，

提供这些实施例以便使本公开透彻且完整，并且将向本领域技术人员充分表达本发明的范

围。在附图中，为了清楚起见放大了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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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包括轮辋、主胎、副

胎、电磁空气阀、薄膜发电机和排气管；

所述主胎、副胎均采用橡胶制成，其中，主胎设置在在轮辋上、和轮辋之间形成密

闭腔体，且主胎外壁中心设有环形凹槽，使得主胎和轮辋的横截面呈“凹”字形；副胎设置在

环形凹槽内、和环形凹槽的底壁密闭固连，形成密闭腔体；

所述副胎的外壁上周向均匀设有若干防滑钉，且副胎未充气时其外壁上的防滑钉

位于环形凹槽内、不和路面接触，副胎充气后其外壁上的防滑钉从环形凹槽内伸出，和路面

接触以防止轮胎滑动；

所述环形凹槽的底壁上设有通孔；所述轮辋上设有供所述排气管伸出的通孔；

所述电磁空气阀采用三位三通阀，设置在所述环形凹槽底壁的通孔处，包含第一

至第三连接口，其中，第一连接口和所述环形凹槽底壁上的通孔密闭相连，使得第一连接口

联通至副胎内的密闭腔体；第二连接口和所述主胎内的腔体联通；所述排气管一端和第三

连接口密闭联通，另一端通过轮辋上的通孔伸出轮辋和外界联通，排气管和轮辋上的通孔

密闭相连；

所述薄膜发电机粘贴在主胎的内壁上、和所述电磁空气阀电气相连，用于产生电

能给所述电磁空气阀供电；

所述电磁空气阀用于接收外部指令，使得第一至第三连接口均不联通、或使得第

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联通、或使得第一连接口和第三连接口联通。

[0012] 所述车轮主胎、副胎均采用强度高、韧性好的橡胶材料，并通过橡胶专用胶连接。

在连接后进行气密性测试以确保所述副胎内部空腔气密性良好。

[0013] 所述薄膜能够通过轮胎变形产生电能，所述薄膜发电机在轮胎工作过程中可以产

生电动势。所述电动势可以直接给所述电磁空气阀供电。

[0014] 如图2所示，所述电磁空气阀为三位三通阀，其内部有对称放置的电磁铁，所述对

称的电磁铁共同连接控制一个阀芯，所述电磁空气阀共有A、B、C三个孔：所述A孔和副胎内

腔体联通，所述B孔通过排气管外界大气联通；所述C孔直接与主胎内腔体联通。

[0015] 所述电磁空气阀共有I、II、III三个挡位可调。

[0016] I挡为副胎充气挡，当靠近所述孔B侧的线圈通电，电磁力吸引阀柱带动阀芯向所

述孔B方向移动，这时所述孔B关闭，所述孔A和孔C相通，即所述主胎与副胎的气室相通，如

图2所示。由于主胎气压大于副胎，主胎中空气一部分转移到了副胎中，副胎充气膨胀。

[0017] II挡为副胎保气挡，当所述电磁空气阀两端线圈均不通电时，阀芯在阀柱两端弹

簧力的平衡下位于阀腔内的中心位置，所述孔A关闭，孔B与孔C相通，如图3所示，此时所述

副胎的气室封闭，副胎保压。

[0018] III挡为副胎放气挡，当给所述孔C侧的线圈通电，所述阀芯移动使孔C关闭，所述

孔A与孔B相通，即所述副胎与大气相连，如图4所示，副胎放气收缩，使所述防滑钉低于主胎

胎面。

[0019] 给副胎内部充气后副胎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后，防滑钉将与路面直接接触，如图

5（a）所示；当副胎内胎压不足时，副胎收缩，防滑钉缩入环形凹槽内、不会与路面直接接触，

如图5（b）所示。

[0020] 基于以上，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可自动伸缩防滑钉的智能轮胎的控制方法，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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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

如果需要防滑钉工作，控制电磁空气阀的第一连接口和第二连接口联通，使得主

胎内的腔体和副胎内的腔体联通，待主胎、副胎的气压一致时，副胎充气后膨胀，副胎外壁

上的防滑钉伸出环形凹槽进行防滑，此时，控制电磁空气阀使其第一至第三连接口均不联

通；

如果需要使得防滑钉停止工作，控制电磁空气阀使其第一连接口和第三连接口联

通，此时副胎内腔体和外界大气联通，副胎放气后收缩，副胎外壁上的防滑钉缩入环形凹槽

内，停止工作。

[0021] 本发明在具体应用时，可以将电磁空气阀通过导线与汽车ECU控制单元相连，并在

车辆控制面板设置控制按钮，通过按钮进行挡位自动切换。

[0022]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除非另外定义，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

术术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同的意义。还

应该理解的是，诸如通用字典中定义的那些术语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与现有技术的上下文中

的意义一致的意义，并且除非像这里一样定义，不会用理想化或过于正式的含义来解释。

[0023]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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