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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

量化轮毂，包括安装盘、轮辋和多个轮辐，所述轮

辐连接在所述安装盘和所述轮辋之间，所述安装

盘具有中心孔和多个螺栓孔，每个轮辐包括第一

轮辐板和第二轮辐板，所述第一、二轮辐板均连

接所述安装盘和所述轮辋之间。本发明的轮毂实

现了轻量化，并且轻量化的同时保证了强度和韧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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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盘、轮辋和多个轮辐，

所述轮辐连接在所述安装盘和所述轮辋之间，所述安装盘具有中心孔和多个螺栓孔，每个

轮辐包括第一轮辐板和第二轮辐板，第一轮辐板和第二轮辐板均连接所述安装盘和所述轮

辋之间；所述第一轮辐板面对第二轮辐板的侧面和所述第二轮辐板面对第一轮辐板的侧面

相互平行；每个轮辐的第一轮辐板和第二轮辐板之间连接有第一管部、第二管部和第三管

部，所述第二轮辐板远离所述第一轮辐板的表面固定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第三管部内安

装有蓄电池、控制器和蓝牙装置，所述第三管部内具有第一内导热垫和第二内导热垫，所述

第三管部外粘结有第一外散热垫和第二外散热垫，所述第三管部具有连接第一内导热垫和

第一外散热垫的第一连接通孔，所述第一连接通孔内填充有导热硅胶，所述第三管部还具

有连接第二内导热垫和第二外散热垫的第二连接通孔，所述第二连接通孔内填充有导热硅

胶，第一内导热垫和第二内导热垫均与所述蓄电池抵接；所述第一管部内具有与所述第一

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一固定块和与所述第二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一固定

块与第一压缩弹簧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压缩弹簧的另一端连接有第一压板，所述第二固

定块固定连接有第一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一压板抵接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管部

内具有与所述第一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三固定块和与所述第二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四固

定块，所述第三固定块与第二压缩弹簧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压缩弹簧的另一端连接有第

二压板，所述第四固定块固定连接有第二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压板抵接所述第二压力传

感器；所述蓝牙装置、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均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蓄电池

用于为第一压力传感器、第二压力传感器、蓝牙装置和控制器供电，所述控制器进行控制，

当第一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超出第一设定阈值范围或第二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超出第二

设定阈值范围时，通过蓝牙装置发射报警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  所述安装盘

具有5个螺栓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  所述轮辐具

有5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轮辋、安

装盘、第一轮辐板和第二轮辐板均由铝合金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管部

位于所述第一管部和第二管部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管

部、第二管部和第三管部均为铝合金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设定

阈值范围等于所述第二设定阈值范围。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导

热垫、第二内导热垫、第一外散热垫和第二外散热垫均为导热硅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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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配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化轮毂。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轮毂在作为汽车轮胎的支撑部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汽车的轻量化对于节能减排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希望汽车的各个部件、例如车

架、轮毂等实现轻量化，但是过度的轻量化又会导致强度的不足，因此出现了很对新型结构

和材料实现轻量化的同时，仍能保证强度，但是这部分的研发工作还远远没有成熟，还存在

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发明内容

[0003] 发明目的：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韧轻量

化轮毂。

[0004] 技术方案：一种轮毂，包括安装盘、轮辋和多个轮辐，所述轮辐连接在所述安装盘

和所述轮辋之间，所述安装盘具有中心孔和多个螺栓孔，每个轮辐包括第一轮辐板和第二

轮辐板，所述第一、二轮辐板均连接所述安装盘和所述轮辋之间。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轮辐板面对第二轮辐板的侧面和所述第二轮辐板面对第一轮

辐板的侧面相互平行。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盘具有5个螺栓孔。

[0007] 进一步地，所述轮辐具有5个。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轮辋、安装盘、第一轮辐板和第二轮辐板均由铝合金制成。

[0009] 进一步地，每个轮辐的第一、二轮辐板之间连接有第一管部、第二管部和第三管

部，所述第二轮辐板远离所述第一轮辐板的表面固定有太阳能电池板，所述第三管部内安

装有蓄电池、控制器和蓝牙装置，所述第三管部内具有第一内导热垫和第二内导热垫，所述

第三管部外粘结有第一外散热垫和第二外散热垫，所述第三管部具有连接第一内导热垫和

第一外散热垫的第一连接通孔，所述第一连接通孔内填充有导热硅胶，所述第三管部还具

有连接第二内导热垫和第二外散热垫的第二连接通孔，所述第二连接通孔内填充有导热硅

胶，所述第一、二内导热垫均与所述蓄电池抵接；所述第一管部内具有与所述第一轮辐板固

定连接的第一固定块和与所述第二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一固定块与第一

压缩弹簧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压缩弹簧的另一端连接有第一压板，所述第二固定板固定

连接有第一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一压板抵接所述第一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管部内具有与

所述第一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三固定块和与所述第二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四固定块，所述

第三固定块与第二压缩弹簧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二压缩弹簧的另一端连接有第二压板，所

述第四固定板固定连接有第二压力传感器，所述第二压板抵接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所述

蓝牙装置、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均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蓄电池用于为第

一压力传感器、第二压力传感器、蓝牙装置和控制器供电，所述控制器进行控制，当第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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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传感器的测量值超出第一设定阈值范围或第二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超出第二设定阈值

范围时，通过蓝牙装置发射报警信号。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管部位于所述第一管部和第二管部之间。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二、三管均为铝合金管，所述第一、二、三管均为中空结构。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阈值范围等于所述第二阈值范围。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内导热垫、第二内导热垫、第一外散热垫和第二外散热垫均为

导热硅胶垫。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二压缩弹簧均具有多个，且数量相等。

[0015]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轮毂，通过设置两个轮辐板代替实心的轮辐从而对轮毂减重，

并且减重同时保证轮毂的强度和韧性，并且具有监测功能。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汽车轮毂示意图；

[0017] 图2为单个轮辐示意图；

[0018] 图3为A区域放大示意图；

[0019] 图4为B区域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附图标记：1安装盘；1.1中心孔；1.2螺栓孔；2轮辐；3轮辋；21第一轮辐板；22第二

轮辐板；5第一管部；6第二管部；7第三管部；5.1第一固定块；5.2第二固定块；5.3第一弹簧；

5.4第一压板；5.5第一压力传感器；6.1第三固定块；6.2第四固定块；6.3第二弹簧；6.4第二

压板；6.5第二压力传感器；7.1第一内导热垫；7.2第一连接通孔；7.3第一外散热垫；7.4第

二内导热垫；7.5第二连接通孔；7.6第二外散热垫；7.7蓄电池；8太阳能电池板。

[0021] 一种轮毂，包括安装盘1、轮辋3和多个轮辐2，所述轮辐连接在所述安装盘和所述

轮辋之间，所述安装盘具有中心孔1.1和多个螺栓孔1.2，每个轮辐包括第一轮辐板21和第

二轮辐板22，所述第一、二轮辐板均连接所述安装盘和所述轮辋之间。所述第一轮辐板面对

第二轮辐板的侧面和所述第二轮辐板面对第一轮辐板的侧面相互平行。所述安装盘具有5

个螺栓孔1.2。所述轮辐具有5个。所述轮辋、安装盘、第一轮辐板和第二轮辐板均由铝合金

制成。每个轮辐的第一、二轮辐板之间连接有第一管部5、第二管部6和第三管部7，所述第二

轮辐板远离所述第一轮辐板的表面固定有太阳能电池板8，所述第三管部内安装有蓄电池、

控制器和蓝牙装置，所述第三管部内具有第一内导热垫7.1和第二内导热垫7.4，所述第三

管部外粘结有第一外散热垫7.3和第二外散热垫7.6，所述第三管部具有连接第一内导热垫

和第一外散热垫的第一连接通孔7.2，所述第一连接通孔内填充有导热硅胶，所述第三管部

还具有连接第二内导热垫和第二外散热垫的第二连接通孔8.5，所述第二连接通孔内填充

有导热硅胶，所述第一、二内导热垫均与所述蓄电池抵接；所述第一管部内具有与所述第一

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一固定块5.1和与所述第二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二固定块5.2，所述第

一固定块与第一压缩弹簧的一端连接，所述第一压缩弹簧5.3的另一端连接有第一压板

5.4，所述第二固定板固定连接有第一压力传感器5.5，所述第一压板5.4抵接所述第一压力

传感器5.5；所述第二管部内具有与所述第一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三固定块6.1和与所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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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辐板固定连接的第四固定块6.2，所述第三固定块6.1与第二压缩弹簧6.3的一端连接，

所述第二压缩弹簧6.3的另一端连接有第二压板6.4，所述第四固定板固定连接有第二压力

传感器6.5，所述第二压板6.4抵接所述第二压力传感器6.5；所述蓝牙装置、第一压力传感

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均与所述控制器连接，所述蓄电池用于为第一压力传感器、第二压力

传感器、蓝牙装置和控制器供电，所述控制器进行控制，当第一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超出第

一设定阈值范围或第二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超出第二设定阈值范围时，通过蓝牙装置发射

报警信号。所述第三管部位于所述第一管部和第二管部之间。所述第一、二、三管均为铝合

金管。所述第一阈值范围等于所述第二阈值范围。所述第一内导热垫7.1、第二内导热垫

7.4、第一外散热垫7.3和第二外散热垫7.6均为导热硅胶垫。

[0022] 本发明的轮毂，通过设置两个轮辐板代替一个单独的实心的轮辐，从而整体上减

少了轮辐的重量，从而减少了轮毂的重量，并且两个轮辐板之间通过第一、二、三管部连接，

起到加强筋的作用，在减轻轮毂重量的同时，保证了轮毂的强度。并且第一、二管部内均具

有压力传感器，在第一、二轮辐板没有发生变形时，第一、二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应该都在

各自的设定范围内，如果超出了设定范围，说明轮辐板或管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形变，从而

及时通过蓝牙装置向汽车的控制中心发送报警信号，提示维护。

[0023] 第三管部内具有蓄电池为各个部件供电，并且第一、二内导热垫和第一、二外散热

垫帮助蓄电池散热。并且太阳能电池板能够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可以选用薄膜太阳能电池

板，从而实现弱光发电。由于设置了太阳能电池板持续供电，因此本发明的轮毂，自汽车出

厂后，控制器、蓝牙装置、第一压力传感器和第二压力传感器可以一直处于开启状态。

[0024] 尽管本发明就优选实施方式进行了示意和描述，但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只要不超出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变化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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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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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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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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