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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尤其自主的机动车

（10）的底盘（20、30），所述机动车（10）具有两个

车轮（21、22、31、32）和转向机构（23、33）。所述转

向机构（23、33）具有复位装置（26、27、36、37），所

述复位装置被设立用于将所述底盘（20、30）置于

中间位置中。此外，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两个这

样的底盘（20、30）的尤其自主的机动车（10）。在

用于运行尤其自主的机动车（10）的方法中，在正

常运行中，对所述机动车（10）进行全轮控制。在

紧急运行中仅仅借助于未失灵的转向机构（23、

33）对所述机动车（10）进行控制，在所述紧急运

行中所述底盘（20、30）之一的转向机构（23、33）

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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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盘（20、30），用于具有两个车轮（21、22、31、32）和转向机构（23、33）的尤其自主的

机动车（10），其特征在于，其具有复位装置（26、27、36、37），所述复位装置被设立用于将所

述底盘（20、30）置于中间位置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底盘（20、30），其特征在于，所述复位装置（26、27、36、37）具有

弹簧。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底盘（20、30），其特征在于，所述底盘此外具有锁定元件

（233、333），所述锁定元件用于机械地锁定所述底盘的转向机构（23、33）的转向传动机构

（231、331）。

4.机动车（10）、尤其自主的机动车（10），具有两个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

底盘（20、3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机动车（10），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个底盘（20、30）是相同的。

6.用于运行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尤其自主的机动车（10）的方法，其中在正常运行

中对所述机动车（10）进行全轮控制，并且在紧急运行中仅仅借助于未失灵的转向机构（23、

33）对所述机动车（10）进行控制，在所述紧急运行中所述底盘（20、30）之一的转向机构（23、

33）失灵。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紧急运行中将具有失灵的转向机构（23、

33）的底盘（20、30）置于中间位置中并且锁定在所述中间位置中。

8.计算机程序，所述计算机程序被设立用于实施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法的每个

步骤。

9.机器可读的存储介质，在其上面保存了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计算机程序。

10.电子控制器（40），所述电子控制器被设立用于借助于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方

法来运行尤其自主的机动车（10）。

11.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机动车（10），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动车具有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的电子控制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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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机动车的底盘、机动车和用于运行机动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尤其自主的机动车和一种用于尤其自主的机动车的底盘。此外，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运行尤其自主的机动车的方法。此外，本发明涉及一种执行所述方法

的每个步骤的计算机程序以及一种保存所述计算机程序的机器可读的存储介质。最后，本

发明涉及一种电子控制器，该电子控制器被设立用于执行所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传统的机动车来说使前轴的车轮转向。在少数机动车中，额外地设置转向的

后轴，以用于提高行驶动力。这种全轮转向机构与行星传动机构（Planetengetriebe）一起

机械地工作。在转向角小时后轮与前轮同向地偏转，在转向角大时它们就反向地偏转。这允

许通过以较大的转向角使后轮反向地转向来减小转弯圆周（Wendekreises）。此外，对于中

低速度来说，通过以较小的转向角使后轮反向地转向能够提高横向动力。对于较高速度来

说，通过以小角度使后轮反向地转向能够实现行驶稳定性的提高。

[0003] DE  10  2015  011  408  B3描述了一种用于车辆的转向机构，所述车辆在前轴上具

有能转向的前轮并且在后轴上具有能转向的后轮。车轮分别具有实际-车轮转向角并且能

够分别借助于执行器来调节到目标-车轮转向角。通过调节车轴的至少一根车轴上的实际-

车轮转向角来连续地调节机动车当前所描绘的转向半径，其中对于目标-车轮转向角的调

节借助对于转向手柄的操纵来进行。转向手柄具有零位。在通过转向手柄在零位周围的范

围之内预先给定目标-车轮转向角时，后轮在前轮的实际-车轮转向角恒定时改变其实际-

车轮转向角。

发明内容

[0004] 用于尤其自主的机动车的底盘具有两个能转向的车轮和转向机构。此外，它具有

复位装置，所述复位装置被设立用于将底盘置于中间位置中。“中间位置”在此是指底盘的

以下位置，在所述位置中底盘的两个车轮平行地、特别是平行于车辆的纵轴线来布置。因

此，如果不再通过转向机构进行转向干预，那就通过复位装置将底盘强制置于中间位置中。

换句话说，中间位置是底盘的以下位置，在所述位置中行驶车辆笔直地行驶。

[0005] “底盘”是指机动车的组成部分，其至少包括车轮、车轮悬架和转向机构。此外，轮

架、车轮轴承、制动器、副车架（Fahrschemel）和悬架（Federung）也能够是底盘的一部分。

[0006] 本发明基于以下认识：所述类型的底盘能够是全轮转向机构的一部分，所述底盘

能够用于尤其自主的机动车。对于用于自主的车辆的转向机构来说，转向驱动装置被设计

为多重冗余的结构。在半导体或绕组失灵时，转向驱动装置的力矩由电驱动装置的剩余的

分支绕组接管。通过所述驱动装置的相应的超尺寸设计，在分支失灵时也能够施加必要的

转向力矩。不过，在具有全轮转向机构的自主的机动车中必需的冗余已经通过所述机动车

具有两个转向机构得到了实现。如果一个转向机构失灵，则总是还能够用另一个转向机构

来控制所述机动车。然而，这要求具有失灵的转向机构的底盘的车轮被置于中间位置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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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随后的转向运动中表现得像具有前轮转向机构的传统车辆的刚性的车轮一样。虽然，

通常在转弯行驶中由于车轮的主销后倾（Nachlauf）而有复位力在起作用，所述复位力产生

力矩，所述力矩将车轮置于直行位置中并且因此将底盘置于中间位置中。然而，起作用的力

的大小在这种情况下取决于主销后倾，所述主销后倾又影响行驶动力。对于低主销后倾来

说，在转向机构失灵的情况下可能不会足够快地又将底盘置于中间位置中，以用于确保机

动车辆的可控性。然而，复位装置在转向机构失灵时提高了复位力，使得机动车又能够快速

地被掌控。

[0007] 复位装置优选具有弹簧，所述弹簧尤其布置在转向机构的转向传动机构的两侧上

的分开的转向横拉杆上。在转向运动中，所述弹簧之一分别被压缩并且引起复位力，所述复

位力如此作用于分开的转向横拉杆，使得其在不再有力矩作用于转向机构的自主的转向驱

动装置时使底盘返回到其中间位置中。

[0008] 此外，优选的是，底盘具有锁定元件，所述锁定元件用于机械地锁定底盘的转向机

构的转向传动机构。如果具有失灵的转向机构的底盘已经被置于其中间位置中，那就能够

借助于机械的锁定将其锁定在那里，以用于防止其在转弯行驶时又移出这个中间位置。这

尤其能够通过锁定元件嵌合到转向传动机构的转向齿条中来实现。

[0009] 尤其自主的机动车具有上面所描述的底盘中的两个底盘。由此提供尤其自主的机

动车的全轮转向机构，所述全轮转向机构对转弯圆周、横向动力及行驶稳定性具有其有利

的作用。同时，在底盘之一的转向机构失灵时，能够快速地将该底盘置于其中间位置中并且

余下的底盘的转向机构能够接管对于机动车的控制。因此保证了转向功能的冗余。

[0010] 为了机动车能够同样好地向前并且向后行驶，优选的是，两个底盘是相同的。此

外，在机动车的前侧和后侧使用相同的部件也便于其生产。

[0011] 在用于运行尤其自主的机动车的方法中，在正常运行中，进行机动车的全轮控制

或者全轮转向。“正常运行”是指一种运行，在所述运行中不存在机动车的至少一个转向机

构的缺陷。除了所述正常运行之外，所述方法设置了紧急运行，在所述紧急运行中所述底盘

之一的转向机构失灵。在所述紧急运行中，仅仅借助于未失灵的转向机构来控制机动车或

者使其转向。

[0012] 为了确保在紧急运行中机动车具有与仅仅在一根车轴上转向的传统的机动车相

同的行驶性能，优选的是，在紧急运行中将具有失灵的转向机构的底盘置于中间位置中并

且锁定在其中。在此能够借助于复位装置置于中间位置中并且能够借助于锁定元件锁定。

[0013] 所述计算机程序被设立用于：尤其在其在计算器或者电子控制器上运行时实施所

述方法的每个步骤。所述计算机程序使所述方法的不同的实施方式在电子控制器上的实施

成为可能，而不必对所述电子控制器进行结构上的改动。为此，所述计算机程序被保存在所

述机器可读的存储介质上。

[0014] 通过将所述计算机程序装载到传统的电子控制器上来得到所述电子控制器，所述

电子控制器被设立用于借助于所述方法来运行尤其自主的机动车。尤其自主的机动车优选

具有这样的电子控制器。

附图说明

[0015] 本发明的实施例在附图中示出并且在以下描述中得到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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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1a和1b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的尤其自主的机动车的车轮位置，所述

机动车借助于全轮控制来控制。

[0017] 图2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的尤其自主的机动车的示意性的剖面图。

[0018] 图3a和3b示出了按照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的尤其自主的机动车的、在其底盘之一

的转向机构失灵时的车轮位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按照本发明的一种实施例的尤其自主的机动车10在其前轴上具有两个车轮21、22

并且在其后轴上具有两个车轮31、32。在正常运行中，能够使所有车轮转向，以用于就这样

能够对机动车10进行全轮控制。图1a示出了在机动车10在比如不超过50km/h的中低速度时

的反向（gegensinnigen）的转向回转（Lenkeinschlags）的车轮位置。图1b示出了在比如超

过50km/h的高速时的同向的转向回转。

[0020] 如图2中所示，机动车10具有两个底盘20、30。两个前轮21、22被固定在前底盘20

上。它们借助于前转向机构23来控制。在此涉及具有转向传动机构（Lenkgetriebe）231和转

向杆（Lenkstange）232的齿条式转向机构（Zahnstangenlenkung）。转向杆232能够在自主行

驶时借助于未示出的转向驱动装置来运动。前底盘20具有一带有两根部分转向横拉杆24、

25的转向横拉杆（Spurstange）。在每根部分转向横拉杆24、25上分别布置有作为复位装置

26、27的弹簧。前转向机构23此外具有锁定元件（Arretierelement）233，所述锁定元件被设

立用于机械地如此锁定转向杆232，使得前底盘20不再能移出其中间位置。

[0021] 机动车10的后轮31、32是其后底盘30的一部分。所述后底盘在结构上与前底盘20

相同。它具有后转向机构33，所述后转向机构则具有转向传动机构331、转向杆332和锁定元

件333。此外，它具有部分转向横拉杆34、35和复位装置36、37。前转向机构32和后转向机构

33的转向驱动装置由电子控制器40控制。

[0022] 如果前转向机构23的转向驱动装置失灵，前底盘的复位装置26、27就将前底盘置

于其中间位置中。在前底盘的车轮21、22的所示出的位置中，复位装置26的在图2中布置在

上面的弹簧被压缩并且引起借助于箭头来示出的、作用于其部分转向横拉杆24的复位力，

所述复位力通过转向传动机构231来传递到另一根部分转向横拉杆25上并且传递到转向杆

232上。如果电子控制器40识别到前转向机构23的转向驱动装置的失灵，那么，一旦前底盘

20到达其中间位置，所述电子控制器就操控致动器，前转向机构23的锁定元件233通过所述

致动器将前转向机构锁定在中间位置中。现在，机动车10转变为紧急运行，在所述紧急运行

中机动车仅仅通过后转向机构33来控制。

[0023] 如图3a中所示，现在机动车10在沿着在那里所示出的箭头方向运动时表现得像具

有后轴控制机构的机动车。后轮31、32能够为了使机动车转向而运动，而前轮21、22则被固

定在直行位置（Geradeausfahrtposition）中。

[0024] 如果不是前底盘20上的转向驱动装置失灵而是换而言之后底盘30上的转向驱动

装置失灵，那就将后底盘锁定在其中间位置中，并且接下来借助于前转向机构23来控制机

动车10。如图3b中所示，机动车10而后在沿着箭头方向运动时表现得像具有前轴转向机构

的机动车，对于具有前轴转向机构的机动车来说前轮21、22能够为了进行转向而运动并且

后轮31、32被固定在直行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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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a

图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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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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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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