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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通过优化花纹块

接地部的形状和位置来增强耐磨性的轮胎。该轮

胎具有通过设置沿轮胎周向延伸的多个周向槽

(2)和用于彼此连通相邻的两个周向槽(2、2)的

多个横向槽(3)来划分而形成的花纹块接地部

(4)的多个花纹块接地部列(5)；在花纹块接地部

(4)的花纹块接地部列(5)之中，其间具有周向槽

的彼此相邻的至少两个花纹块接地部列(5)中，

各花纹块接地部列(5)的花纹块接地部(4)被布

置成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对错开。在轮胎宽度方

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6)的

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宽度方向和轮胎周向倾斜。

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

间的距离d2比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

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短。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10页  附图12页

CN 105128602 B

2020.06.19

CN
 1
05
12
86
02
 B



1.一种轮胎，该轮胎在胎面部中形成有花纹块接地部(4)的多个列(5)，通过设置沿轮

胎周向延伸的多个周向槽(2)和与相邻的两个周向槽连通的多个横向槽(3)来划分而形成

所述花纹块接地部(4)，其中：

在所述花纹块接地部的多个列中，在其间具有周向槽的彼此相邻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

的至少两个列中，所述花纹块接地部的各列被布置成在轮胎周向上彼此错开；

在所述周向槽(2)中，均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窄槽

(6)的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宽度方向和轮胎周向倾斜；

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与在轮胎周向上彼此

相邻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距离(d1)的比在0.85:1至0.3:1的范围内；

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与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的

轮胎周向上的长度(d3)的比在0.17:1至0.07:1的范围内；

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在1.5mm至3.5mm的范

围内，并且

各所述花纹块接地部(4)在轮胎宽度方向上的截面中的长度从所述花纹块接地部的轮

胎周向上的各端部向所述花纹块接地部的中央部(8)增大，并且，所述花纹块接地部(4)的

中央部(8)的轮胎宽度方向上的长度(B)相对于所述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周向上的端部的

轮胎宽度方向上的长度(A)的比在3：1至1.5：1的范围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轮胎，其特征在于，所述窄槽(6)的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宽度

方向和轮胎周向形成的倾斜角在15°至70°的范围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轮胎，其特征在于，通过相邻的两个直的周向槽(2、2)划分

所述花纹块接地部的所述两个列，并且，所述花纹块接地部(4)的在轮胎宽度方向上的截面

中的长度从所述花纹块接地部(4)的轮胎周向上的各端部(7、7)向所述花纹块接地部(4)的

中央部(8)增大，并在所述中央部(8)处变短。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轮胎，其特征在于，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所述花纹块

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在3.0mm至10.0mm的范围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轮胎，其特征在于，所述周向槽(2)全体一致地为曲折形

状。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128602 B

2



轮胎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08年5月28日、申请号为200880024280.2(国际申请号为PCT/

JP2008/059826)、发明名称为“轮胎”的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胎面部具有由以沿轮胎周向延伸的多个周向槽和多个与两个

相邻的周向槽连通的横向槽为边界的大量花纹块接地部(block  land  portion)构成的多

个花纹块接地部列的轮胎，特别是涉及具有这种胎面构造的重载轮胎。本发明的目的是增

强轮胎的耐磨性。

背景技术

[0003] 一般地，重载轮胎具有较大的扁平比(aspect  ratio)和带束层的高刚性，以支撑

相当大的负重。此外，胎面花纹一般被设计成使得胎面部的整个区域设置有花纹块接地部，

以使车辆能够在各种条件下行驶。

[0004] 施加到具有如上所述的这种胎面花纹的重载轮胎的荷重比被施加到一般车辆用

轮胎的荷重大。因此，归因于胎锺和胎趾磨损的偏磨损(uneven  wear)趋于在重载轮胎的行

驶期间与施加在轮胎上的负荷成比例地发生。在轮胎在其上施加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时，

由于花纹块接地部的过大变形而在轮胎周向上产生的“胎锺和胎趾磨损”在前端(leading 

edge)(首先与地面接触的部分)的磨损量较小，而在后端(trailing  edge)(最后与地面接

触的部分)磨损量较大。鉴于此，出现在多数情况下由于各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周向上的各

端之间发生的磨损量差异而使轮胎的与磨损有关的产品寿命变短的问题。

[0005] 作为对付偏磨损的对策，传统地已经尝试了抑制偏磨损的大量措施。被认为有效

的方法的例子包括日本特开平06-171318号公报所公开的方法，在该例子中，划定花纹块接

地部的界限的横向槽被局部地变浅，即在横向槽内设置局部升高的底部，以增强花纹块接

地部在轮胎周向上的抵抗塌陷变形(collapse-deformation)的应力，抑制施加在胎面部的

单位面积上的驱动力的增大，并且防止归因于塌陷变形的磨损的发生。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要解决的问题

[0007] 一般地，由于重载轮胎具有较大的扁平比和高带束层刚性，因此当轮胎在其上施

加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时，如图1所示，由于由施加在带束层部上的驱动力引起的带束层部

的转动和胎面部与地面接触而遭受的摩擦，在带束层部和胎面部之间发生变位差，由此胎

面部过度地塌陷变形。结果，胎面部的单位面积施加的驱动力增大，且发生花纹块接地部相

对于路面的“滑动现象”，由此归因于滑动现象，花纹块接地部的磨损量增大。日本特开平

06-171318号公报所公开的轮胎在防止偏磨损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优点，但是由于不能充

分地抑制在轮胎在其上施加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时花纹块接地部的塌陷变形，因此不能抑

制归因于滑动现象的花纹块接地部的磨损量的增大。因此，仍然存在耐磨性的问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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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大构成花纹块接地部的橡胶的刚性能抑制花纹块接地部的过度塌陷变形，由此有效

地限制花纹块接地部的磨损量。然而，花纹块接地部的刚性增大可能在轮胎在其上施加有

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时由于花纹块接地部的碎裂或裂缝而导致花纹块接地部的破坏。

[0008]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通过优化花纹块接地部的形状和位置在维持良好

的耐偏磨性的同时增强耐磨性的轮胎。

[0009] 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

[0010]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轮胎，该轮胎具有多个花纹块接地部列，通过

设置沿轮胎周向延伸的多个周向槽和与相邻的两个周向槽连通的多个横向槽来划分而形

成多个花纹块接地部列，在花纹块接地部列之中，在其间具有周向槽的彼此相邻的至少两

个花纹块接地部列中，各花纹块接地部列的花纹块接地部被布置成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对

错开，其特征在在于：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的延伸方向

相对于轮胎宽度方向和轮胎周向倾斜；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

离比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短。在本发明中，“槽部”是指周向槽

的在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延伸的部分，“被布置成彼此相对错

开”是指使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在轮胎周向上的布置节距

(disposure  pitch)的起点彼此不同，从而使一个花纹块接地部列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周向

端部不与在轮胎宽度方向上与该花纹块接地部列相邻的另一个花纹块接地部列的花纹块

接地部的周向端部对齐。

[0011] 在这点上，本发明的发明人发现，由于由增大带束层的刚性所引起的胎面的接地

面积的减小，在期间可能发生滑动磨损的胎面蹬出时周向剪切力过度地增大，因此轮胎的

耐磨性降低。图2示出与路面接触的花纹块接地部的给定部位从踏入时至蹬出时轮胎周向

上的剪切力的变化(从未在轮胎上施加驱动力的状态到在轮胎上施加驱动力的状态)，即作

用在轮胎的接地面上的轮胎驱动方向的力。在传统轮胎中，如实线所示，周向剪切力在踏入

时从未施加驱动力的状态起几乎不呈现任何变化，然后单调地增大，一直到蹬出时为止。在

从踏入时到蹬出时的时间内产生的力的总和(在从踏入时到蹬出时的时间内产生的轮胎周

向剪切力的积分值)作为作用在轮胎轴上的力对车辆加速。在接地面积减小的情况下，由从

踏入时到蹬出时轮胎周向剪切力的单位面积的急剧变化或增大来对由接地面积减小所引

起的积分值的减小进行补偿，由此蹬出时轮胎周向剪切力增大，因此耐磨性下降。存在如图

2的虚线所示出的思想，上述问题或蹬出时周向剪切力急剧增大能够通过使周向剪切力在

踏入时的阶段早已产生(或者在尚未施加驱动力时使剪切力早已发生变化)而使蹬出时的

周向剪切力下降来解决或补偿。在此基础上，由于发明人锐意的研究发现：当施加驱动力

时，由于花纹块接地部的剪切变形的增大，已经踏入的花纹块接地部遭受“上浮”，如图3所

示；并且由于上述“上浮”的反作用，使接着被推到路面上的下一个花纹块接地部的变形增

大，由此在下一个花纹块接地部踏入时能够有效地生成力，并且能够表现如图2的虚线所示

的特征。还发现，通过使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周向上彼此较近能够有效地发挥这种现象。然

而，当使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周向上彼此较近时，如图4所示，当这些花纹块接地部接地时

由于花纹块接地部彼此接触，而产生与在踏入时的驱动力的方向相同的方向的力，由此使

耐磨性降低。鉴于该事实，发明人寻找能够有效地利用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作用并且能够

消除由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周向上彼此接触所引起的后果的结构，发现了本发明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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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发明的结构中，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的延伸

方向相对于轮胎宽度方向和轮胎周向倾斜，并且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

部之间的距离d2比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短，通过利用在轮

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的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周向和轮胎宽

度方向倾斜的特征以及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比轮胎周向

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短的特征，抑制归因于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

纹块接地部的接触的橡胶的膨胀分量(见图4)，能够在踏入状态时通过花纹块接地部之间

的反作用有效地产生单位面积施加的大驱动力。结果，使从踏入时到蹬出时的时间内的周

向剪切力的坡度较小，从而能够有效地抑制滑动磨损。

[0012] 更进一步地，各花纹块接地部在沿轮胎宽度方向的截面中的长度从该花纹块接地

部的轮胎周向上的两端部朝向该花纹块接地部的中央部增大。在本发明中，“花纹块接地部

的中央部”是指从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周向的中央位置向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周向上的各

端部延伸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周向长度的5％至30％的长度的区域。简言之，“花纹块接地

部的中央部”是指从整个花纹块接地部排除从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周向上的各端部到由周

向上的各端部向内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轴向长度20％的位置的范围内的区域而获得的区

域。

[0013]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与在轮胎周

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的比在0.85∶1至0.3∶1的范围内。

[0014]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与花纹块接地部

的在轮胎周向上的长度的比在0.25∶1至0.05∶1的范围内。

[0015]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在1.0mm至

5.0mm的范围内。

[0016]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在3 .0mm至

10.0mm的范围内。

[0017] 更进一步地，花纹块接地部设置有窄槽，窄槽在轮胎宽度方向上与均与花纹块接

地部相邻的两个周向槽连通。

[0018] 更进一步地，设置于花纹块接地部的窄槽在花纹块接地部的中央部开口至周向

槽。

[0019] 更进一步地，设置于花纹块接地部的窄槽的轮胎周向上的长度在横向槽的槽深度

的5％至20％的范围内。

[0020] 发明的效果

[0021] 根据本发明，能够提供通过优化花纹块接地部的形状和位置来增强耐磨性的轮

胎。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示出驱动力的施加有无与胎面部的变位部位之间的关系的图。

[0023] 图2是示出在将驱动力施加在胎面部上时从路面施加的剪切力的图。

[0024] 图3是示出在施加驱动力时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变形的图。

[0025] 图4是示出花纹块接地部在周向上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彼此过分接近的情况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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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的图。

[0026]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典型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27] 图6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28]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29] 图8是图7中所示的花纹块接地部的立体图。

[0030] 图9的(a)是示出在相对于路面水平推压作用下与地面接触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图。

图9的(b)是示出在相对于路面倾斜地推压作用下与地面接触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图。

[0031] 图10是示出在施加驱动力时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变形的图。

[0032] 图11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33] 图12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34] 图13是根据本发明的另一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35] 图14是传统例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36] 图15是比较例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37] 图16是实施例轮胎3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38] 图17是实施例轮胎5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

[0039] 附图标记说明

[0040] 1  胎面部

[0041] 2  周向槽

[0042] 3  横向槽

[0043] 4 花纹块接地部

[0044] 5 花纹块接地部列

[0045] 6  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

[0046] 7 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周向上的端部

[0047] 8 花纹块接地部的中央部

[0048] 9  后端

[0049] 10 前端

[0050] 11 窄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文，将参考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说明。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典型轮胎的

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开图。图6和图7分别是根据本发明的其它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

开图。图8是如图7所示的花纹块接地部(block  land  portion)的立体图。图9的(a)是示出

由于被相对于路面水平压而与地面接触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图。图9的(b)是示出由于被相对

于路面倾斜地压而与地面接触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图。图10是示出被施加驱动力时彼此相邻

的花纹块接地部的变形的图。图11至图13是根据本发明的其它轮胎的胎面部的一部分的展

开图。

[0052] 在本发明的轮胎中，如图5所示，在胎面部1中形成有花纹块接地部4的多个花纹块

接地部列5，通过设置沿轮胎周向延伸的多个周向槽2和用于将相邻的两个周向槽2、2彼此

连通的多个横向槽3来划分花纹块接地部4。此外，在上述结构中，在花纹块接地部4的花纹

说　明　书 4/10 页

6

CN 105128602 B

6



块接地部列5中的之间具有周向槽2的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的两个花纹块接地部列5、

5中，各花纹块接地部列5的花纹块接地部4被布置成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对错开，并且在轮

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6的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宽度方向和轮

胎周向倾斜。另外，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距离d2比在轮胎周

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距离d1短。由于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

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6的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宽度方向和轮胎周向倾斜、且在轮胎宽度方

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比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

间的距离d1短，因此，通过利用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6相

对于轮胎周向和轮胎宽度方向倾斜、且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较小的特征，抑制归因于

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接触的橡胶的膨胀分量(见图4)，如图3所

示，能够在已踏入时的状态下通过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反作用有效地生成单位面积所施

加的大驱动力。优选的是，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被布置成，使得一

个花纹块接地部列的花纹块接地部相对于另一个花纹块接地部列的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

周向上错开半个节距。由于花纹块接地部4以如上所述的半个节距错开的方式被布置，因此

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在其上施加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时塌陷变形的变形力能够由在轮胎

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有效地传递，由此使胎面部1的单位面积施加的驱动

力降低，并且能够防止花纹块接地部4的归因于相对于路面的滑动现象的磨损。结果，使在

从踏入时到蹬出时的时间内轮胎周向上的剪切力的变化坡度较小，且减小可能发生滑动磨

损的蹬出时的剪切力，从而减小滑动磨损。此外，在有效抑制滑动磨损方面，由在轮胎宽度

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6的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周向形成的倾斜角优

选在15°至70°的范围内。在本发明中，根据本发明的轮胎的胎面部1的结构不限于如图5所

示的结构，并且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可以采用其它结构。例如，如图6所示，花纹块接地部4在

轮胎宽度方向上的截面的长度可以具有如下形状：长度从轮胎周向上的各端部7、7向中央

部8增大(然后变短)。

[0053] 更进一步地，如图7和图8所示，花纹块接地部4在轮胎宽度方向上的截面的长度优

选地从花纹块接地部4的轮胎周向上的各端部7、7向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8增大。由于对

在使用具有花纹块接地部的轮胎特别是具有较大的扁平比的重载轮胎作为驱动轮胎时的

花纹块接地部的磨损的锐意研究，发明人有下述发现。具体地，当使花纹块接地部压地面并

且使花纹块接地部相对于路面水平地与地面接触时，由于橡胶的非压缩性所产生的应力集

中在花纹块接地部的前端和后端，如图9的(a)所示。然而，在由于胎面部的滑动而可能发生

胎面磨损的蹬出时，由于胎面部通过带束层以相对于路面倾斜的方式压地面，因此由于橡

胶的非压缩性而产生的应力被施加在花纹块接地部的中央部，如图9的(b)所示。特别地，在

轮胎具有较大的扁平比和较高的带束层刚性的情况下，由于胎面部以相对于路面倾斜的方

式强烈地压地面，因此由于橡胶的非压缩性而产生的应力被强烈地施加在花纹块接地部的

中央部。由该压缩变形产生的力被施加在与车辆的移动方向相同的方向上，并且该力被发

动机扭矩的驱动力增强，由此增大滑动磨损。在花纹块接地部4的宽度方向上的截面的长度

从花纹块接地部4的轮胎周向上的各端部7、7朝向同一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8增大的上

述结构中，如图9的(b)所示，当使花纹块接地部4以相对于路面倾斜的方式与地面接触并由

此压缩应力集中在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区域时，产生使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的橡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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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9向前端10变形的力，如图8所示，沿垂直于位于花纹块接地部4的前侧相对于轮胎周向

倾斜的壁的方向产生使该壁膨胀的力Q。在花纹块接地部4的该壁的左手侧和右手侧的每一

侧产生上述膨胀力Q的力分量R，并且彼此相反的各力分量R在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抵消。此

外，力Q的另一力分量P抵抗使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的橡胶从后端9向前端10变形。结果，

抑制花纹块接地部4的过度变形，由此能够防止花纹块接地部4的偏磨损和滑动磨损。此外，

如图10所示，将采用如上所述的形状和配置的花纹块接地部4在其上施加驱动力时的变形

(虚线)与传统的花纹块接地部在其上施加驱动力时的变形(实线)相比，在本发明的花纹块

接地部4中，由于与花纹块蹬出时相似的机理，在踏入时抑制橡胶的朝向花纹块后端侧的变

形。然而，由于橡胶的非压缩性，该抑制的变形作用在增强已踏入的花纹块接地部4的后端9

的“上浮”的幅度的方向。因此，接着将踏入的花纹块接地部4的剪切变形的幅度增大，由此

获得如图2所示使踏入时的剪切力增大且使显著影响磨损程度的蹬出时的剪切力下降的协

同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8的轮胎宽度方向上的长度B相对于花纹块

接地部4的轮胎周向上的端部的轮胎宽度方向上的长度A的比优选在3∶1至1.5∶1的范围内。

在该比在上述范围之外的情况下，在花纹块接地部4以相对于路面倾斜的方式与地面接触

时，可能不能有效地防止花纹块接地部4的变形，由此可能发生花纹块接地部4的偏磨损和

滑动磨损。

[0054] 此外，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一个花纹块接地部和另一个花纹块接地部之

间的槽部6中，面对同一周向槽2的该一个花纹块接地部4的各槽部6优选地在彼此相反的方

向上相对于轮胎赤道面倾斜。如果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上述

槽部6的延伸方向在相同的方向上相对于轮胎赤道面倾斜，则尽管对于来自某一方向的输

入能够有效地防止滑动磨损，但是不能有效地解决来自其它方向的输入，且不能成功地防

止从来自其它方向的输入所衍生的滑动磨损。此外，由于如上所述的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

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的倾斜延伸方向的配置与花纹块接地部4在轮胎宽度方

向上的截面的长度朝向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8增大的形状所形成的花纹块接地部4的壁

的倾斜的配置互补地组合，因此能够设计出块状花纹(block  pattern)，而没有在轮胎宽度

方向上产生无用的空间，从而有效地发挥耐磨性，而没有损害由上述两个倾斜的结构或损

害由上述两个倾斜所产生的效果。因此，能够使通过将上述块状花纹与第二肋、胎肩肋、横

向花纹等组合的花纹设计变得简单。

[0055]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与在轮胎

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的比(d2/d1)优选在0.85至0.3的范围内，更

优选在0.7至0.4的范围内。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与在轮胎

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的比大于1∶0.3的情况下，尽管在轮胎

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足够，但是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

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过短。由于此，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在轮

胎在其上施加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时彼此接触，使花纹块接地部4塌陷变形的变形力不能

有效地从一个花纹块接地部4传递到与其相邻的另一个花纹块接地部4，由此花纹块接地部

4中的剪切力不能被有效地分散，可能导致滑动磨损。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

部之间的距离d1与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的比小于1∶

0.85情况下，尽管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足够，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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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过短。因此，在这些花纹块接地部4与地

面接触时，花纹块接地部4在轮胎周向上彼此接触，由此发生归因于橡胶膨胀的变形，如图4

所示，耐磨性可能下降。

[0056]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距离d1相对于花纹

块接地部4的轮胎周向长度d3的比(d1/d3)优选在0.25至0.05的范围内，更优选在0.17至

0.07的范围内。花纹块接地部4的轮胎周向长度d3与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

部4之间的距离d1的比超过1∶0.05的情况下，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在轮

胎在其上面施加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而塌陷变形时，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

部4彼此接触得太近。因此，如图4所示，当胎面部1的与地面接触的花纹块接地部4被挤压且

变形时，在轮胎周向上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在胎面部1的中央部彼此接触，并且将设置在

这些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的外侧的其它花纹块接地部4朝向轮胎周向的外侧推动，由此这

些其它花纹块接地部4在轮胎转动方向和与转动方向相反的方向上都过度地塌陷变形。结

果，在与施加的驱动力的方向相同的方向上的力在后端9增大，可能导致归因于如上所述的

塌陷变形的滑动磨损。花纹块接地部4的轮胎周向长度d3与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

块接地部4之间的距离d1的比小于1∶0.25的情况下，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

部4彼此分离得太大，由此，不能够通过利用在花纹块接地部4的后端9的剪切力以良好的平

衡分散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的剪切力，因此可能发生滑动磨损。

[0057]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优选在

1.0mm至5.0mm的范围内，更优选在1.5mm至3.5mm的范围内。在轮胎宽度方向彼此相邻的花

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超过5.0mm的情况下，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

部之间的距离d2太大。结果，使一个花纹块接地部4塌陷变形的变形力不能被传递至在宽度

方向上与其相邻的另一个花纹块接地部4，由此，引起该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宽度方向上的

过度的塌陷变形，可能导致归因于花纹块接地部4的滑动的磨损。在轮胎宽度方向彼此相邻

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小于1.0mm的情况下，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

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2太短。结果，在轮胎在其上施加有负荷的情况下转动时，在轮胎宽度方

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彼此接触，使一个花纹块接地部4塌陷变形的变形力不能被

有效地传递至在宽度方向上与其相邻的另一个花纹块接地部4，由此引起过度的塌陷变形，

并且可能导致归因于花纹块接地部4的滑动的磨损。

[0058] 更进一步地，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距离d1优选在3.0mm

至10.0mm的范围内，更优选在4.0mm至8.0mm的范围内。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

地部之间的距离d1超过10.0mm的情况下，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

离d1太大。结果，花纹块接地部4的接地压力过度上升，可能引起耐磨性下降。在轮胎周向上

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小于3.0mm的情况下，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

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d1太短。结果，在这些花纹块接地部4与地面接触时，花纹块接地部4

在轮胎周向上彼此接触，发生如图4所示归因于橡胶膨胀的变形，可能引起耐磨性下降。

[0059] 更进一步地，如图11至图13所示，花纹块接地部4优选设置有窄槽11，该窄槽11在

轮胎宽度方向上连通均与花纹块接地部4相邻的两周向槽2、2。通过为花纹块接地部4设置

附加的后端9，能够增强花纹块接地部4整体的抓地力，由此能够将来自发动机的转矩有效

地转换为驱动力。窄槽11可以在花纹块接地部4以直线或弯曲的方式弯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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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更进一步地，设置在花纹块接地部4内的窄槽11优选地在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

8开口至周向槽2。在窄槽11在除花纹块接地部4的中央部8之外的区域开口的情况下，不再

能够在花纹块接地部4内以良好的平衡分散作为驱动力的抓地力，由此存在来自发动机的

转矩不能有效地转换成驱动力的可能性。

[0061] 更进一步地，设置在花纹块接地部4内的窄槽11的轮胎周向长度优选在横向槽3的

槽深度(径向深度)的5％至20％的范围内，更优选在7％至18％的范围内。在窄槽11的轮胎

周向长度小于横向槽3的槽深度的5％的情况下，窄槽11的轮胎周向长度过短。结果，从前端

10朝向后端9的抓地力下降到在花纹块接地部4内不设置窄槽的情况下观察到的抓地力水

平，可能使窄槽11的设置不起作用。在窄槽11的轮胎周向长度超过横向槽3的槽深度的20％

的情况下，窄槽11的轮胎周向长度过长。结果，均被窄槽11分成子部分的花纹块接地部4不

再能够通过花纹块接地部4之间的反作用来传递力，由此可能发生过度的塌陷变形，导致归

因于变形的滑动磨损。为了获得一直到磨损的最后阶段的满意的效果，花纹块接地部4内的

窄槽11的槽深度优选为横向槽3的槽深度的60％至100％。

[0062] 前述说明仅说明了本发明的部分实施方式。上述结构可以相互组合或者进行各种

变形，只要这种组合或变形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例如，尽管具有如图5至图7、图11和图12

所示的结构的轮胎在胎面部的接地面内设置有至少一个单元的花纹块接地部列5，其中，每

个单元包括两个花纹块接地部列5，然而可以在胎面部的接地面内设置至少一个单元的花

纹块接地部列，每个单元包括三个以上的花纹块接地部列5，例如如图13所示，可以在胎面

部的接地面设置至少一个单元的花纹块接地部列，每个单元包括五个花纹块接地部列5。

[0063] 实施例

[0064] 接着，分别制造根据本发明的充气轮胎(实施例轮胎1至8)、具有传统胎面花纹的

充气轮胎(传统例轮胎)和除了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外与具有与本

发明的充气轮胎相同结构的充气轮胎(比较例轮胎)，作为试验轮胎(轮胎规格为495/

45R22.5的重载充气轮胎)，并且如下所述地评价它们的性能。

[0065] 实施例轮胎1至8是具有分别对应于图5、图6、图16、图7、图17、图11-13的胎面部的

充气轮胎，每个充气轮胎包括在整个胎面部设置的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

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被布置成使得一个花纹块接地部列的花纹块接地部相对于另一个花

纹块接地部列的花纹块接地部在轮胎周向上错开半个节距。此外，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

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槽部6的延伸方向相对于轮胎宽度方向倾斜。此外，在轮胎宽度

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比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

间的距离短。实施例轮胎1至8分别具有如表1所示的特征。

[0066] 如图14所示，传统例轮胎具有设置有四角形花纹块接地部的胎面部，并且具有如

表1所示的特征。如图15所示，比较例轮胎具有在轮胎宽度方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

之间的距离比在轮胎周向上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部之间的距离长的胎面部，并且具有如

表1所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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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通过如下方式进行测量：将每个试验轮胎与规格为17.00×22.5的轮辋装配在一

起以获得轮胎车轮；将由此获得的每个轮胎车轮作为驱动车轮安装至在试验中使用的牵引

车辆；将900kPa(相对压力)的空气压力和57kN的负荷施加至轮胎；在将车辆在高速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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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50000km之后测量花纹块接地部的中央部中的磨损量。然后通过下列方法评价耐磨性：

以传统例轮胎的花纹块接地部的中央部的磨损量的最大值为100进行指数化，将其它轮胎

的磨损量表示为相对于该最大值100的相对值，并且比较由此获得的结果，并且比较由此获

得的结果。磨损量越小表示耐磨性越好。结果在表2中示出。

[0069] 表2

[0070]

[0071] 从表2的结果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在轮胎周向和宽度方向彼此相邻的花纹块接地

部之间的距离的优化，与传统例轮胎和比较例轮胎相比，实施例1至8的轮胎中的花纹块接

地部的中央部的磨损量较小。此外，由于花纹块接地部的形状的优化，在实施例3、4和实施

例6-8中，磨损量特别小，有效地增强了耐磨性。在实施例轮胎6至8中，由于通过在花纹块接

地部中设置窄槽增大了抓地力，特别地，与实施例轮胎1和2相比增强了耐磨性。

[0072]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0073] 从前述说明显而易见的是，根据本发明能够提供一种通过优化花纹块接地部的形

状和位置来增强耐磨性的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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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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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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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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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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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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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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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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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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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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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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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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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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