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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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266396.2

(22)申请日 2018.03.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48827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04

(73)专利权人 泰州市扬帆车件有限公司

地址 225300 江苏省泰州市九龙镇鲁庄村

三组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迈辽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4525

代理人 李明香

(51)Int.Cl.

F16D 65/14(2006.01)

F16D 65/12(2006.01)

F16D 65/847(2006.01)

B60T 1/06(2006.01)

F16D 121/14(2012.01)

(56)对比文件

CN 105667466 A,2016.06.15,

CN 107701619 A,2018.02.16,

CN 105650146 A,2016.06.08,

CN 105587801 A,2016.05.18,

审查员 尹振杰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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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汽车刹车机构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它

包括固定弧板、刹车触发机构、散热孔、刹车盘、

安装孔、T形槽，其中刹车盘的端面上开有许多贯

通的散热孔；刹车盘一端的端面固定安装在驱动

轴的端面上；固定弧板的内圆面上开有第一容纳

腔；本发明利用了轻刹和强刹时磨损的刹车片不

一样，使得人们能够在轻刹失效时，既能够意识

到需要更换刹车片，又能利用强刹继续安全行

驶。另外刹车片在安装时，在轻刹时刹车片的工

作面可以安装略次一点的刹车片，而在强刹时刹

车片的工作面可以安装质量较高的刹车片，这样

做即提高了整车制动的安全性，同时保证了经济

性；这样在保证经济性的同时又可以兼顾到汽车

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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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固定弧板、刹车触发

机构、散热孔、刹车盘、安装孔、第一容纳腔、弧形槽、T形槽，其中刹车盘的端面上开有许多

贯通的散热孔；刹车盘一端的端面固定安装在驱动轴的端面上；固定弧板的内圆面上开有

第一容纳腔；第一容纳腔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安装孔，且两个安装孔沿第一容纳腔的

内圆面周向分布；两个安装孔之间的夹角为120度；第一容纳腔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T

形槽，且两个T形槽与相应的安装孔配合；第一容纳腔与开T形槽相对的内圆面上开有贯通

的弧形槽；两个T形槽处均安装有刹车触发机构，且两个刹车触发机构均与刹车盘配合；

所述刹车触发机构包括固定轴、驱动齿轮、驱动齿条、液压装置、第一固定环、第一刹车

片、第二刹车片、第二弹簧、第二驱动套、第二固定环、第一T形块、第一驱动套、第一弹簧、螺

纹套、第二T形块、第一导条、第二导条、第一螺纹、第二螺纹、第三螺纹、固定块、第一导槽、

第二圆孔、第一圆孔、第二导槽、第二安装槽、第一安装槽、第一安装条、第一固定板、第一钢

丝绳、第二固定板、第一圆柱销、第一导向轮、第二导向轮、第二钢丝绳、第三固定板、第三固

定板、第二安装条、第一T形长槽、第二T形长槽、第一T形长块、第二圆柱销、第一窄槽、弹簧

支撑轴、涡卷弹簧、第三T形长槽、第三T形长块、第二T形长块、第二容纳腔、第三圆柱销、第

二窄槽、第四固定板，其中液压装置安装在固定弧板上的安装孔内；驱动齿条一端端面固定

安装在液压装置端面上；固定轴的外圆面上沿轴向方向依次开有第一螺纹、第二螺纹和第

三螺纹；第一螺纹与第二螺纹之间存在有间隙；第二螺纹与第三螺纹之间存在有间隙；固定

块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圆面上；螺纹套内圆面上具有内螺纹；螺纹套外圆面固定

安装在固定块端面上；固定轴通过第三螺纹与螺纹套上的内螺纹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

内；驱动齿轮端面上开有未贯通的第二容纳腔；弹簧支撑轴外圆面上开有一端未贯通的第

三T形长槽；弹簧支撑轴上的第三T形长槽贯通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固定弧板端面上，且弹

簧支撑轴另一端插入第二容纳腔内；涡卷弹簧内端安装有第三T形长块；涡卷弹簧位于第二

容纳腔内；涡卷弹簧内端通过第三T形长块与第三T形长槽滑动配合安装，涡卷弹簧外端固

定安装在第二容纳腔内圆面上；驱动齿轮端面固定安装在固定轴一侧，且驱动齿轮与驱动

齿条啮合；第一刹车片的外圆面上周向安装有两个第一T形块；第一刹车片通过第一T形块

与T形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第一刹车片端面上开有两个第一圆孔，且两个第一圆

孔与相应的T形槽配合；每个第一圆孔的内圆面上均对称开有两个第一导槽；第一驱动套外

圆面上开有第一安装槽；第一驱动套外圆面上对称安装有两个第一导条；第一驱动套内圆

面上开有内螺纹，且第一驱动套上的内螺纹与固定轴上的第二螺纹配合；第一驱动套通过

第一导条与第一导槽的滑动配合安装；第一固定环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一驱动套端面

上；两个第一安装条的端面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一T形长槽；两个第一安装条关于第一安装

槽对称安装在第一安装槽内，且两个第一安装条上的第一T形长槽相对分布；第一圆柱销的

两端面上均安装有第一T形长块；第一圆柱销通过第一T形长块与第一T形长槽的配合安装

在两个第一安装条之间；第三导向轮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一圆柱销上；第一导向轮通过圆柱

销安装在第一安装槽内；第三固定板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刹车片上的第一圆孔内圆面上；

第四固定板端面上开有贯通的第一窄槽；第四固定板开第一窄槽的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第

一安装槽端面上；第一钢丝绳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固定板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一导向

轮，穿过第一窄槽；缠绕过第三导向轮固定安装在第四固定板侧面上；两个第一T形长槽内

均安装有第一弹簧，第一弹簧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T形长块端面上，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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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形长块端面上；第二刹车片外圆面沿周向方向上安装有两个第二T形块；第二刹车片通过

第二T形块与T形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第一刹车片与第二刹车片分别位于刹车盘

的两侧；第二刹车片端面上开有两个贯通的第二圆孔，且每个第二圆孔与相应的T形槽配

合；每个第二圆孔的内圆面上均对称开有两个第二导槽；第二驱动套内圆面上开有内螺纹；

第二驱动套外圆面上开有第二安装槽；第二驱动套外圆面上对称安装有两个第二导条；第

二驱动套通过第二导条与第二导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第二驱动套上的内螺纹与

第一螺纹配合；第二固定环的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二驱动套端面上；两个第二安装条的端面

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二T形长槽；两个第二安装条关于第二安装槽对称安装在第二安装槽

内，且两个第二安装条上的第二T形长槽相对分布；第三圆柱销的两端面上均安装有第二T

形长块；第三圆柱销通过第二T形长块与第二T形长槽的配合安装在两个第二安装条之间；

第四导向轮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三圆柱销上；第二导向轮通过第二圆柱销安装在第二安装槽

内；第一固定板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二刹车片上的第二圆孔内圆面上；第二固定板端面上开

有贯通的第二窄槽；第二固定板开第二窄槽的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二安装槽端面上；第

二钢丝绳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板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二导向轮，穿过第二窄槽；缠

绕过第四导向轮固定安装在第二固定板侧面上；两个第二T形长槽内均安装有第二弹簧，第

二弹簧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端面上，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端面上；第一

螺纹的螺距是第二螺纹的螺距的1.2-2倍；第一刹车片与第二刹车片的内圆面均有第一容

纳腔内圆面滑动配合；刹车盘位于弧形槽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T形块与第一T形块之间安装有支撑弹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T形块与T形槽之间涂有润滑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弹簧为拉伸弹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螺纹的螺距等于第三螺纹的螺距。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螺纹的螺距是第二螺纹的螺距的1.5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述

第一螺纹的旋向与第二螺纹和第三螺纹的旋向均相反，第一驱动套、第二驱动套和螺纹套

上的内螺纹的旋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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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汽车刹车机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

车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有的汽车刹车机构多采用液压推动刹车片与刹车盘产生压力来进行汽车

的制动工作。在刹车的过程中，刹车片表面与刹车盘表面会摩擦接触，当刹车片因为某一次

刹车出现了刹车片发热，此时的刹车片将会快速的磨损，同时在汽车使用的过程中刹车片

也会出现长时间的磨损，刹车片需要更换，否则将会造成刹车失灵的现象，从而给车内的人

员安全造成威胁。同时刹车片的质量好坏和价格也会有较大的差距，性能好的刹车片和性

能差的刹车片价格差别较大，为了考虑价格和刹车片的性能，汽车的使用者往往会综合选

择刹车片，既保证了质量又可以考虑到价格因素。但是综合考虑的刹车片在强刹时的表现

不如质量最好的刹车片，所以就会对汽车的使用者在安全与价格上难于下决定，所以设计

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是非常有必要的。

[0003] 本发明设计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解决如上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一)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以克服现

有技术中汽车刹车机构在刹车的过程中，刹车片表面与刹车盘表面会摩擦接触，当刹车片

因为某一次刹车出现了刹车片发热，此时的刹车片将会快速的磨损，同时在汽车使用的过

程中刹车片也会出现长时间的磨损，刹车片需要更换，否则将会造成刹车失灵的现象，从而

给车内的人员安全造成威胁的问题。

[0006] (二)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7]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上述缺陷，本发明公开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

装置，它是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基于螺纹传动的汽车使用的刹车装置，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固定弧板、刹车触

发机构、散热孔、刹车盘、安装孔、第一容纳腔、弧形槽、T形槽，其中刹车盘的端面上开有许

多贯通的散热孔；刹车盘一端的端面固定安装在驱动轴的端面上；固定弧板的内圆面上开

有第一容纳腔；第一容纳腔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安装孔，且两个安装孔沿第一容纳腔

的内圆面周向分布；两个安装孔之间的夹角为120度；第一容纳腔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

T形槽，且两个T形槽与相应的安装孔配合；第一容纳腔与开T形槽相对的内圆面上开有贯通

的弧形槽；两个T形槽处均安装有刹车触发机构，且两个刹车触发机构均与刹车盘配合。

[0009] 所述刹车触发机构包括固定轴、驱动齿轮、驱动齿条、液压装置、第一固定环、第一

刹车片、第二刹车片、第二弹簧、第二驱动套、第二固定环、第一T形块、第一驱动套、第一弹

簧、螺纹套、第二T形块、第一导条、第二导条、第一螺纹、第二螺纹、第三螺纹、固定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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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槽、第二圆孔、第一圆孔、第二导槽、第二安装槽、第一安装槽、第一安装条、第一固定板、

第一钢丝绳、第二固定板、第一圆柱销、第一导向轮、第二导向轮、第二钢丝绳、第三固定板、

第三固定板、第二安装条、第一T形长槽、第二T形长槽、第一T形长块、第二圆柱销、第一窄

槽、弹簧支撑轴、涡卷弹簧、第三T形长槽、第三T形长块、第二T形长块、第二容纳腔、第三圆

柱销、第二窄槽、第四固定板，其中液压装置安装在固定弧板上的安装孔内；驱动齿条一端

端面固定安装在液压装置端面上；固定轴的外圆面上沿轴向方向依次开有第一螺纹、第二

螺纹和第三螺纹；第一螺纹与第二螺纹之间存在有间隙；第二螺纹与第三螺纹之间存在有

间隙；固定块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圆面上；螺纹套内圆面上具有内螺纹；螺纹套外

圆面固定安装在固定块端面上；固定轴通过第三螺纹与螺纹套上的内螺纹配合安装在第一

容纳腔内；驱动齿轮端面上开有未贯通的第二容纳腔；弹簧支撑轴外圆面上开有一端未贯

通的第三T形长槽；弹簧支撑轴上的第三T形长槽贯通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固定弧板端面

上，且弹簧支撑轴另一端插入第二容纳腔内；涡卷弹簧内端安装有第三T形长块；涡卷弹簧

位于第二容纳腔内；涡卷弹簧内端通过第三T形长块与第三T形长槽滑动配合安装，涡卷弹

簧外端固定安装在第二容纳腔内圆面上；驱动齿轮端面固定安装在固定轴一侧，且驱动齿

轮与驱动齿条啮合；第一刹车片的外圆面上周向安装有两个第一T形块；第一刹车片通过第

一T形块与T形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第一刹车片端面上开有两个第一圆孔，且两

个第一圆孔与相应的T形槽配合；每个第一圆孔的内圆面上均对称开有两个第一导槽；第一

驱动套外圆面上开有第一安装槽；第一驱动套外圆面上对称安装有两个第一导条；第一驱

动套内圆面上开有内螺纹，且第一驱动套上的内螺纹与固定轴上的第二螺纹配合；第一驱

动套通过第一导条与第一导槽的滑动配合安装；第一固定环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一驱动

套端面上；两个第一安装条的端面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一T形长槽；两个第一安装条关于第

一安装槽对称安装在第一安装槽内，且两个第一安装条上的第一T形长槽相对分布；第一圆

柱销的两端面上均安装有第一T形长块；第一圆柱销通过第一T形长块与第一T形长槽的配

合安装在两个第一安装条之间；第三导向轮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一圆柱销上；第一导向轮通

过圆柱销安装在第一安装槽内；第三固定板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刹车片上的第一圆孔内圆

面上；第四固定板端面上开有贯通的第一窄槽；第四固定板开第一窄槽的一端端面固定安

装在第一安装槽端面上；第一钢丝绳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固定板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

一导向轮，穿过第一窄槽；缠绕过第三导向轮固定安装在第四固定板侧面上；两个第一T形

长槽内均安装有第一弹簧，第一弹簧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T形长块端面上，另一端固定安装

在第一T形长块端面上；第二刹车片外圆面沿周向方向上安装有两个第二T形块；第二刹车

片通过第二T形块与T形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第一刹车片与第二刹车片分别位于

刹车盘的两侧；第二刹车片端面上开有两个贯通的第二圆孔，且每个第二圆孔与相应的T形

槽配合；每个第二圆孔的内圆面上均对称开有两个第二导槽；第二驱动套内圆面上开有内

螺纹；第二驱动套外圆面上开有第二安装槽；第二驱动套外圆面上对称安装有两个第二导

条；第二驱动套通过第二导条与第二导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第二驱动套上的内

螺纹与第一螺纹配合；第二固定环的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二驱动套端面上；两个第二安装条

的端面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二T形长槽；两个第二安装条关于第二安装槽对称安装在第二

安装槽内，且两个第二安装条上的第二T形长槽相对分布；第三圆柱销的两端面上均安装有

第二T形长块；第三圆柱销通过第二T形长块与第二T形长槽的配合安装在两个第二安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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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第四导向轮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三圆柱销上；第二导向轮通过第二圆柱销安装在第二

安装槽内；第一固定板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二刹车片上的第二圆孔内圆面上；第二固定板端

面上开有贯通的第二窄槽；第二固定板开第二窄槽的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二安装槽端面

上；第二钢丝绳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板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二导向轮，穿过第二窄

槽；缠绕过第四导向轮固定安装在第二固定板侧面上；两个第二T形长槽内均安装有第二弹

簧，第二弹簧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端面上，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端面上；

第一螺纹的螺距是第二螺纹的螺距的1.2-2倍；第一刹车片与第二刹车片的内圆面均有第

一容纳腔内圆面滑动配合；刹车盘位于弧形槽内。

[0010] 作为本技术进一步优化，所述第二T形块与第一T形块之间安装有支撑弹簧。

[0011] 作为本技术进一步优化，所述第一T形块与T形槽之间涂有润滑油。

[0012] 作为本技术进一步优化，所述第二弹簧为拉伸弹簧。

[0013] 作为本技术进一步优化，所述第二螺纹的螺距等于第三螺纹的螺距。

[0014] 作为本技术进一步优化，所述第一螺纹的螺距是第二螺纹的螺距的1.5倍。

[0015] 本发明中的刹车盘的端面上开有许多贯通的散热孔的作用是便于刹车盘在于第

一刹车片和第二刹车片摩擦过程产生的热量快速引导出；刹车盘一端的端面固定安装在驱

动轴的端面上的作用是便于与第一刹车片和第二刹车片配合，从而达到对汽车刹车的目

的；固定弧板的内圆面上开有第一容纳腔的作用是便于容纳第一刹车片、第二刹车片、第一

弹簧、第二弹簧等；第一容纳腔与开T形槽相对的内圆面上开有贯通的弧形槽的作用是便于

容纳刹车盘与支撑第一刹车片和第二刹车片；第一容纳腔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安装

孔，且两个安装孔沿第一容纳腔的内圆面周向分布的作用是便于安装刹车触发机构；第一

容纳腔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T形槽，且两个T形槽与相应的安装孔配合的作用是便于安

装第一T形块与第二T形块；两个T形槽处均安装有刹车触发机构，且两个刹车触发机构均与

刹车盘配合的作用是便于带动第一刹车片与第二刹车片运动，从而与刹车盘配合达到对汽

车起到刹车的目的。

[0016] 本发明中的刹车触发机构的作用是便于带动第一刹车片与第二刹车片运动；液压

装置安装在固定弧板上的安装孔内的作用是便于带动驱动齿条运动；驱动齿条一端端面固

定安装在液压装置端面上的作用是便于带动驱动齿轮运动；固定轴的外圆面上沿轴向方向

依次开有第一螺纹、第二螺纹和第三螺纹的作用是便于安装驱动齿轮第一驱动套、第二驱

动套；第一螺纹与第二螺纹之间存在有间隙的作用是便于带动第一驱动套与第二驱动套运

动；第二螺纹与第三螺纹之间存在有间隙的作用是避免固定轴与第一驱动套运动过程中的

干涉；固定块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圆面上的作用是便于安装螺纹套；螺纹套内圆

面上具有内螺纹的作用是便于安装固定轴；螺纹套外圆面固定安装在固定块端面上的作用

是便于引导固定轴运动；固定轴通过第三螺纹与螺纹套上的内螺纹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

内的作用是便于安装驱动齿轮；驱动齿轮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固定轴一侧，且驱动齿轮与

驱动齿条啮合的作用是便于将驱动齿条上的运动传递到固定轴上；第一刹车片的外圆面上

周向安装有两个第一T形块的作用是便于与T形槽配合，从而达到引导和限制第一刹车片运

动的目的；第一刹车片通过第一T形块与T形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的作用是便于与

刹车盘配合，从而达到对汽车刹车的目的；第一刹车片端面上开有两个第一圆孔，且两个第

一圆孔与相应的T形槽配合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一驱动套；每个第一圆孔的内圆面上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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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开有两个第一导槽的作用是便于限制和引导第一驱动套运动；第一驱动套外圆面上对称

安装有两个第一导条的作用是便于与第一导槽形成滑动配合；第一驱动套内圆面上开有内

螺纹，且第一驱动套上的内螺纹与固定轴上的第二螺纹配合的作用是便于固定轴可以带动

第一驱动套运动；第一驱动套通过第一导条与第一导槽的滑动配合安装的作用是便于安装

第一固定环；驱动齿轮端面上开有未贯通的第二容纳腔的作用是便于容纳涡卷弹簧和弹簧

支撑轴；弹簧支撑轴外圆面上开有一端未贯通的第三T形长槽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三T形长

块；弹簧支撑轴上的第三T形长槽贯通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固定弧板端面上，且弹簧支撑轴

另一端插入第二容纳腔内的作用是便于安装涡卷弹簧；涡卷弹簧内端安装有第三T形长块；

涡卷弹簧位于第二容纳腔内；涡卷弹簧内端通过第三T形长块与第三T形长槽滑动配合安

装，涡卷弹簧外端固定安装在第二容纳腔内圆面上的作用是便于涡卷弹簧不会影响驱动齿

轮的运动，同时涡卷弹簧又可以给驱动齿轮一个恢复力作用，达到辅助驱动齿轮和驱动齿

条复位的目的，这样将会达到延长液压装置使用寿命的目的；驱动齿轮端面固定安装在固

定轴一侧的作用是便于将驱动齿轮上的运动传递到固定轴上；第一弹簧的作用是便于第一

驱动套带动第一刹车片运动，从而达到增加第一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的压力的目的；第二

刹车片外圆面沿周向方向上安装有两个第二T形块的作用是便于与T形槽形成滑动配合，从

而达到引导和限制第二刹车盘运动的目的；第二刹车片通过第二T形块与T形槽的配合安装

在第一容纳腔内的作用是便于与刹车盘配合，达到对汽车重刹车的目的；两个第一安装条

的端面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一T形长槽的作用是便于与第一T形长块形成滑动配合；两个第

一安装条关于第一安装槽对称安装在第一安装槽内，且两个第一安装条上的第一T形长槽

相对分布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一圆柱销；第一圆柱销的两端面上均安装有第一T形长块的

作用是便于第一圆柱销可以沿第一T形长槽方向运动；第一圆柱销通过第一T形长块与第一

T形长槽的配合安装在两个第一安装条之间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三导向轮；第三导向轮通

过轴承安装在第一圆柱销上的作用是便于引导第一钢丝绳的运动；第一导向轮通过圆柱销

安装在第一安装槽内的作用是便于引导第一钢丝绳运动；第三固定板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一

刹车片上的第一圆孔内圆面上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一钢丝绳；第四固定板端面上开有贯通

的第一窄槽的作用是便于第一钢丝绳的运动；第四固定板开第一窄槽的一端端面固定安装

在第一安装槽端面上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一钢丝绳；第一钢丝绳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固定

板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一导向轮，穿过第一窄槽；缠绕过第三导向轮固定安装在第四固

定板侧面上的作用是便于第一圆柱销可以在第一钢丝绳的作用下沿第一T形长槽方向运

动；两个第一T形长槽内均安装有第一弹簧，第一弹簧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T形长块端面上，

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T形长块端面上的作用是便于给第一弹簧一个恢复力作用，同时又

可以给刹车盘一个作用力；第一刹车片与第二刹车片分别位于刹车盘的两侧的作用是便于

对汽车进行轻刹车与重刹车的状况；第二刹车片端面上开有两个贯通的第二圆孔，且每个

第二圆孔与相应的T形槽配合的作用是便于容纳第二驱动套；每个第二圆孔的内圆面上均

对称开有两个第二导槽的作用是便于与第二驱动套上的第二导条配合，从而达到引导和限

制第二驱动套运动的目的；两个第二安装条的端面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二T形长槽的作用

是便于与第二T形长块形成滑动配合；两个第二安装条关于第二安装槽对称安装在第二安

装槽内，且两个第二安装条上的第二T形长槽相对分布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三圆柱销；第三

圆柱销的两端面上均安装有第二T形长块的作用是便于第三圆柱销可以沿第二T形长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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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运动；第三圆柱销通过第二T形长块与第二T形长槽的配合安装在两个第二安装条之间的

作用是便于安装第四导向轮；第四导向轮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三圆柱销上的作用是便于引导

第二钢丝绳运动；第二导向轮通过第二圆柱销安装在第二安装槽内的作用是便于引导第二

钢丝绳运动；第一固定板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二刹车片上的第二圆孔内圆面上的作用是便于

安装第二钢丝绳；第二固定板端面上开有贯通的第二窄槽的作用是便于第二钢丝绳的运

动；第二固定板开第二窄槽的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二安装槽端面上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

二钢丝绳；第二钢丝绳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板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二导向轮，穿过

第二窄槽；缠绕过第四导向轮固定安装在第二固定板侧面上的作用是便于第二钢丝绳可以

带动第三圆柱销沿第二T形长块运动；两个第二T形长槽内均安装有第二弹簧，第二弹簧一

端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端面上，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端面上的作用是便于给

第二T形长块一个恢复力作用，同时又可以给第二刹车片一个作用力，此作用力将会传递到

刹车盘上，从而达到对汽车刹车的目的；第二驱动套内圆面上开有内螺纹的作用是便于与

固定轴上的第一螺纹配合，从而达到固定轴可以带动第二驱动套运动的面对；第二驱动套

外圆面上对称安装有两个第二导条的作用是便于第二导槽形成滑动配合；第二驱动套通过

第二导条与第二导槽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内的作用是便于安装第二固定环；第二驱动

套上的内螺纹与第一螺纹配合的作用是便于固定轴可以带动第二驱动套运动；第二弹簧的

作用是便于第二驱动套带动第二刹车片运动，从而达到增加第二刹车片与刹车盘之间的压

力的目的；上述第一螺纹的旋向与第二螺纹和第三螺纹的旋向均相反，第一驱动套、第二驱

动套和螺纹套上的内螺纹的旋向相同，另外第一螺纹的螺距是第二螺纹的螺距的1.2-2倍

的作用是便于抵消固定轴的轴向运动，从而使得第二刹车片可以靠近刹车盘运动。第二T形

块与第一T形块之间安装有支撑弹簧的作用是便于支撑第二T形块。第一T形块与T形槽之间

涂有润滑油的作用是便于减小第一T形块与T形槽之间的摩擦力。第二螺纹的螺距等于第三

螺纹的螺距的作用是便于减小汽车刹车机构的制造成本。第一螺纹的螺距是第二螺纹的螺

距的1.5倍的作用是便于第二刹车片可以更恰当的被第二驱动套带动，从而达到第二刹车

片可以与刹车盘之间更恰当的配合；第二驱动套外圆面上开有第二安装槽的作用是便于容

纳第一固定板、第二固定板、第二钢丝绳等；第一驱动套外圆面上开有第一安装槽的作用是

便于容纳第三固定板、第四固定板、第一钢丝绳等。

[0017] (三)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8] 相对于传统的汽车刹车机构技术，本发明中的汽车刹车机构利用了轻刹和强刹时

磨损的刹车片不一样，使得人们能够在轻刹失效时，既能够意识到需要更换刹车片，又能利

用强刹继续安全行驶。另外刹车片在安装时，在轻刹时刹车片的工作面可以安装略次一点

的刹车片，而在强刹时刹车片的工作面可以安装质量较高的刹车片，这样做即提高了整车

制动的安全性，同时保证了经济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整体部件分布示意图。

[0020] 图2是液压装置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第一弹簧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固定弧板结构(三)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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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5是固定弧板结构(一)示意图。

[0024] 图6是固定弧板结构(二)示意图。

[0025] 图7是第一T形块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是第二T形块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7] 图9是第一导条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0是固定轴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1是第一驱动套与第二驱动套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2是第一钢丝绳与第二钢丝绳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3是第二钢丝绳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4是第二安装条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5是第一圆柱销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6是第一安装条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7是驱动齿轮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8是驱动齿轮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9是弹簧支撑轴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0是涡卷弹簧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9] 图21是第三T形长块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2是第四导向轮安装结构示意图。

[0041] 图中标号名称1、驱动轴；2、固定弧板；3、刹车触发机构；4、刹车盘；5、固定轴；6、驱

动齿轮；7、驱动齿条；8、液压装置；9、第一固定环；10、第一刹车片；11、第二刹车片；12、第二

弹簧；13、第二驱动套；14、第二固定环；15、第一T形块；16、第一驱动套；17、散热孔；18、第一

弹簧；19、螺纹套；20、安装孔；21、第一容纳腔；22、T形槽；23、第二T形块；24、第一导条；25、

第二导条；27、第一螺纹；28、第二螺纹；29、第三螺纹；30、固定块；31、第二导槽；32、第二圆

孔；33、第一圆孔；34、第一导槽；35、第二安装槽；36、第一安装槽；37、第二安装条；38、第二

固定板；39、第二钢丝绳；40、第一固定板；41、第二圆柱销；42、第二导向轮；43、第一导向轮；

44、第一钢丝绳；45、第三固定板；46、第四固定板；47、第一安装条；48、第二T形长槽；49、第

一T形长槽；50、第一T形长块；52、第一圆柱销；53、第一窄槽；54、弹簧支撑轴；55、涡卷弹簧；

56、第三T形长槽；57、第三T形长块；58、第二T形长块；59、第二容纳腔；60、第三圆柱销；61、

第二窄槽；62、第三导向轮；63、第四导向轮；64、弧形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43] 如图1、2、3所示，它包括固定弧板2、刹车触发机构3、散热孔17、刹车盘4、安装孔

20、第一容纳腔21、弧形槽64、T形槽22，如图3所示，其中刹车盘4的端面上开有许多贯通的

散热孔17；如图3所示，刹车盘4一端的端面固定安装在驱动轴1的端面上；如图4、5、6所示，

固定弧板2的内圆面上开有第一容纳腔21；如图5所示，第一容纳腔21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

两个安装孔20，且两个安装孔20沿第一容纳腔21的内圆面周向分布；如图6所示，两个安装

孔20之间的夹角为120度；如图6所示，第一容纳腔21的内圆面上对称开有两个T形槽22，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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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T形槽22与相应的安装孔20配合；如图5所示，第一容纳腔21与开T形槽22相对的内圆面

上开有贯通的弧形槽64；如图1、7所示，两个T形槽22处均安装有刹车触发机构3，且两个刹

车触发机构3均与刹车盘4配合。

[0044] 如图7、9所示，所述刹车触发机构3包括固定轴5、驱动齿轮6、驱动齿条7、液压装置

8、第一固定环9、第一刹车片10、第二刹车片11、第二弹簧12、第二驱动套13、第二固定环14、

第一T形块15、第一驱动套16、第一弹簧18、螺纹套19、第二T形块23、第一导条24、第二导条

25、第一螺纹27、第二螺纹28、第三螺纹29、固定块30、第一导槽34、第二圆孔32、第一圆孔

33、第二导槽31、第二安装槽35、第一安装槽36、第一安装条47、第一固定板40、第一钢丝绳

44、第二固定板38、第一圆柱销52、第一导向轮43、第二导向轮42、第二钢丝绳39、第三固定

板45、第三固定板45、第二安装条37、第一T形长槽49、第二T形长槽48、第一T形长块50、第二

圆柱销41、第一窄槽53、弹簧支撑轴54、涡卷弹簧55、第三T形长槽56、第三T形长块57、第二T

形长块58、第二容纳腔59、第三圆柱销60、第二窄槽61、第四固定板46，如图3所示，其中液压

装置8安装在固定弧板2上的安装孔20内；如图9所示，驱动齿条7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液压

装置8端面上；如图10所示，固定轴5的外圆面上沿轴向方向依次开有第一螺纹27、第二螺纹

28和第三螺纹29；如图10、12所示，第一螺纹27与第二螺纹28之间存在有间隙；如图10所示，

第二螺纹28与第三螺纹29之间存在有间隙；如图3所示，固定块30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容纳

腔21内圆面上；螺纹套19内圆面上具有内螺纹；如图17所示，螺纹套19外圆面固定安装在固

定块30端面上；如图3所示，固定轴5通过第三螺纹29与螺纹套19上的内螺纹配合安装在第

一容纳腔21内；如图18所示，驱动齿轮6端面上开有未贯通的第二容纳腔59；如图19所示，弹

簧支撑轴54外圆面上开有一端未贯通的第三T形长槽56；如图3所示，弹簧支撑轴54上的第

三T形长槽56贯通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固定弧板2端面上，且弹簧支撑轴54另一端插入第二

容纳腔59内；如图21所示，涡卷弹簧55内端安装有第三T形长块57；涡卷弹簧55位于第二容

纳腔59内；如图20所示，涡卷弹簧55内端通过第三T形长块57与第三T形长槽56滑动配合安

装，涡卷弹簧55外端固定安装在第二容纳腔59内圆面上；如图17所示，驱动齿轮6端面固定

安装在固定轴5一侧，且驱动齿轮6与驱动齿条7啮合；如图7、8所示，第一刹车片10的外圆面

上周向安装有两个第一T形块15；如图3所示，第一刹车片10通过第一T形块15与T形槽22的

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21内；如图8所示，第一刹车片10端面上开有两个第一圆孔33，且两

个第一圆孔33与相应的T形槽22配合；如图8所示，每个第一圆孔33的内圆面上均对称开有

两个第一导槽34；如图11所示，第一驱动套16外圆面上开有第一安装槽36；如图11所示，第

一驱动套16外圆面上对称安装有两个第一导条24；第一驱动套16内圆面上开有内螺纹，且

第一驱动套16上的内螺纹与固定轴5上的第二螺纹28配合；如图3所示，第一驱动套16通过

第一导条24与第一导槽34的滑动配合安装；如图3所示，第一固定环9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

第一驱动套16端面上；如图16所示，两个第一安装条47的端面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一T形长

槽49；如图3所示，两个第一安装条47关于第一安装槽36对称安装在第一安装槽36内，且两

个第一安装条47上的第一T形长槽49相对分布；如图15所示，第一圆柱销52的两端面上均安

装有第一T形长块50；如图12、15所示，第一圆柱销52通过第一T形长块50与第一T形长槽49

的配合安装在两个第一安装条47之间；如图15所示，第三导向轮62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一圆

柱销52上；如图15所示，第一导向轮43通过圆柱销安装在第一安装槽36内；如图3所示，第三

固定板45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刹车片10上的第一圆孔33内圆面上；如图15所示，第四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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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46端面上开有贯通的第一窄槽53；如图3所示，第四固定板46开第一窄槽53的一端端面固

定安装在第一安装槽36端面上；如图15所示，第一钢丝绳44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三固定板45

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一导向轮43，穿过第一窄槽53；缠绕过第三导向轮62固定安装在第

四固定板46侧面上；如图15所示，两个第一T形长槽49内均安装有第一弹簧18，第一弹簧18

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T形长块50端面上，另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T形长块50端面上；如图8所

示，第二刹车片11外圆面沿周向方向上安装有两个第二T形块23；如图8所示，第二刹车片11

通过第二T形块23与T形槽22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21内；如图3所示，第一刹车片10与第

二刹车片11分别位于刹车盘4的两侧；如图8所示，第二刹车片11端面上开有两个贯通的第

二圆孔32，且每个第二圆孔32与相应的T形槽22配合；如图8所示，每个第二圆孔32的内圆面

上均对称开有两个第二导槽31；第二驱动套13内圆面上开有内螺纹；如图11所示，第二驱动

套13外圆面上开有第二安装槽35；如图11所示，第二驱动套13外圆面上对称安装有两个第

二导条25；第二驱动套13通过第二导条25与第二导槽31的配合安装在第一容纳腔21内；第

二驱动套13上的内螺纹与第一螺纹27配合；第二固定环14的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二驱动套13

端面上；如图14所示，两个第二安装条37的端面上均开有未贯通的第二T形长槽48；两个第

二安装条37关于第二安装槽35对称安装在第二安装槽35内，且两个第二安装条37上的第二

T形长槽48相对分布；如图22所示，第三圆柱销60的两端面上均安装有第二T形长块58；第三

圆柱销60通过第二T形长块58与第二T形长槽48的配合安装在两个第二安装条37之间；如图

13、22所示，第四导向轮63通过轴承安装在第三圆柱销60上；第二导向轮42通过第二圆柱销

41安装在第二安装槽35内；如图12所示，第一固定板40上端固定安装在第二刹车片11上的

第二圆孔32内圆面上；如图13、22所示，第二固定板38端面上开有贯通的第二窄槽61；第二

固定板38开第二窄槽61的一端端面固定安装在第二安装槽35端面上；如图13、22所示，第二

钢丝绳39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板40侧面上，另一端缠绕过第二导向轮42，穿过第二窄

槽61；缠绕过第四导向轮63固定安装在第二固定板38侧面上；如图13、22所示，两个第二T形

长槽48内均安装有第二弹簧12，第二弹簧12一端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58端面上，另一端

固定安装在第二T形长块58端面上；第一螺纹27的螺距是第二螺纹28的螺距的1.2-2倍；如

图3所示，第一刹车片10与第二刹车片11的内圆面均有第一容纳腔21内圆面滑动配合；刹车

盘4位于弧形槽64内。

[0045] 所述第二T形块23与第一T形块15之间安装有支撑弹簧。

[0046] 所述第一T形块15与T形槽22之间涂有润滑油。

[0047] 所述第二弹簧12为拉伸弹簧。

[0048] 所述第二螺纹28的螺距等于第三螺纹29的螺距。

[0049] 所述第一螺纹27的螺距是第二螺纹28的螺距的1.5倍。

[0050] 具体实施方式为：当驾驶者需要轻刹汽车时，此时的液压装置8将会带动驱动齿条

7运动；运动的驱动齿条7将会带动驱动齿轮6运动；驱动齿轮6将会带动固定轴5运动；固定

轴5将会在第三螺纹29的引导作用下运动；固定轴5将会通过第二螺纹28与第一驱动套16上

的内螺纹配合，从而达到驱动第一驱动套16沿第一导槽34运动的目的；运动的第一驱动套

16将会带动第一钢丝绳44运动；运动的第一钢丝绳44将会带动第一圆柱销52运动；运动的

第一圆柱销52将会带动第一T形长块50运动；第一T形长块50将会沿第一T形长槽49运动；此

时的第一弹簧18的将会拉伸；此时的第一刹车片10将会与刹车盘4摩擦配合；汽车将会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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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刹车片10将会与刹车盘4摩擦作用下缓慢减速；当驾驶者遇到紧急情况重刹车时，此时运

动的固定轴5将会带动第一螺纹27运动，第一螺纹27将会与第二驱动套13运动；第二驱动套

13将会带动第二固定环14运动；第二驱动套13将会带动第二钢丝绳39运动；运动的第二钢

丝绳39将会带动第三圆柱销60运动；运动的第三圆柱销60将会带动第二T形长块58运动；第

二T形长块58将会沿第二T形长槽48运动；此时的第二弹簧12的将会拉伸；此时的第二刹车

片11与第一刹车片10将会同时对刹车盘4作用力，所以此时的汽车将会在第一刹车片10与

第二刹车片11的作用下快速的降低车速，从而达到重刹汽车的目的；当驾驶者驾驶的习惯

比较好时，开车经常轻刹车，刹车片经常被磨损的只是第一刹车片10；当第一刹车片10使用

的时间较长时，驾驶者轻刹所使用的第一刹车片10因为长时间的磨损而出现失灵现象，此

时如果驾驶者强刹也是能够保证行车安全的，因为第二刹车片11未出现磨损失效的现象。

汽车刹车机构的轻刹的失效就能够给驾驶者一个更换刹车片的提示，但此时汽车刹车机构

的强刹所使用的刹车片还未失效，从而达到保护驾驶者的目的。本发明利用了轻刹和强刹

时磨损的刹车片不一样，使得人们能够在轻刹失效时，既能够意识到需要更换刹车片，又能

利用强刹继续安全行驶。另外刹车片在安装时，在轻刹时刹车片的工作面可以安装略次一

点的刹车片，而在强刹时刹车片的工作面可以安装质量较高的刹车片，这样做即提高了整

车制动的安全性，同时保证了经济性；这样在保证经济性的同时又可以兼顾到汽车安全的

目的。

[0051] 综上所述，上述实施方式并非是本发明的限制性实施方式，凡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实质内容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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