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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转向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包括包括转向

助力机构、电动助力模块和安全检测模块，转向

助力机构包括转向盘，转向盘连接有转向输入

轴，转向输入轴连接有齿轮齿条转向器，齿轮齿

条转向器连接有转向横拉杆，转向横拉杆连接有

车轮，转向输入轴连接有减速机构，减速机构左

侧连接有离合器，离合器左侧连接有助力电机，

电动助力模块包括ECU控制器、转角传感器、转矩

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和蓄电池，安全检测模块包

括故障检测装置、单片机处理器、警报器和中控

显示屏，本发明能够解决目前的电动助力转向装

置缺乏故障检测和安全预警，使得驾驶员在行驶

过程中不能够及时发现，导致存在安全隐患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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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转向助力机构(1)、电动助力

模块(2)和安全检测模块(3)，所述转向助力机构(1)包括转向盘(101)，所述转向盘(101)底

部转动连接有转向输入轴(102)，所述转向输入轴(102)底部连接有齿轮齿条转向器(103)，

所述齿轮齿条转向器(103)左右两侧均连接有转向横拉杆(104)，两组所述转向横拉杆

(104)相互远离的一侧均连接有车轮(105)，所述转向输入轴(102)连接有减速机构(106)，

且减速机构(106)位于齿轮齿条转向器(103)上方，所述减速机构(106)左侧连接有离合器

(107)，所述离合器(107)左侧连接有助力电机(108)，所述电动助力模块(2)包括ECU控制器

(201)、转角传感器(202)、转矩传感器(203)、速度传感器(204)和蓄电池(205)，且电动助力

电机(108)、转角传感器(202)、转矩传感器(203)、速度传感器(204)和蓄电池(205)分别与

ECU控制器(201)电性连接，所述安全检测模块(3)包括故障检测装置(301)、单片机处理器

(302)、警报器(303)和中控显示屏(304)，且故障检测装置(301)、警报器(303)和中控显示

屏(304)分别与单片机处理器(302)之间电性连接，且蓄电池(205)、ECU控制器(201)和助力

电机(108)分别与故障检测装置(301)电性连接；所述离合器(107)为单片干式电磁离合器；

所述减速机构(106)为蜗轮蜗杆减速装置，且蜗轮采用尼龙材料；所述转矩传感器(203)为

非接触式转矩传感器；所述故障检测装置(301)内设有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

器和漏电传感器；所述警报器(303)包括警示灯和蜂鸣器；所述中控显示屏(304)能显示多

个不同的故障代码；

当转向助力机构(1)中的转向盘(101)开始转动时，带动转向输入轴(102)转动，并且电

动助力模块(2)中的转角传感器(202)和转矩传感器(203)将转向输入轴(102)的转角和转

矩大小传递给ECU控制器(201)，同时车速传感器(204)将实时的车速大小传递给ECU控制器

(201)，ECU控制器(201)在蓄电池(205)的供电下控制助力电机(108)和离合器(107)开始工

作，助力电机(108)和离合器(107)开始工作并将动力传递给减速机构(106)，减速机构

(106)对动力起到减速作用，再将动力传递到转向输入轴(102)和齿轮齿条转向器(103)，齿

轮齿条转向器(103)带动转向横拉杆(104)工作，转向横拉杆(104)左右摆动进而带动车轮

(105)左右摆动，进而达到了转向助力的作用，同时故障检测装置(301)中的温度传感器、电

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和漏电传感器能够实时的检测转向助力装置中蓄电池(205)、ECU控

制器(201)和助力电机(108)的温度、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并且能够检测蓄电池(205)是否出

现漏电情况，然后将检测到的信息发送给单片机处理器(302)，并且单片机处理器(302)对

信息进行处理，然后控制警报器(303)中的警示灯开始闪烁和蜂鸣器开始发声，以此来提醒

驾驶员，同时单片机处理器(302)可以将处理后的故障信息生成不同的故障代码，并将故障

代码发送给中控显示屏(304)进行显示，使得驾驶员可以通过中控显示屏(304)上显示的故

障代码分析出发生故障的位置和发生故障的原因，进而驾驶员能够及时的采取安全措施，

从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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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转向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

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

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

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汽车等。

[0003] 目前，借助于液压或电机提供的外力辅助转向实现车辆助力转向即所谓的液压助

力或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已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车辆上，由于控制方便、反应迅捷且能耗低

等特点，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实用范围正逐步扩大，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主要是由电机驱动

蜗轮蜗杆减速传动结构中的蜗杆传动，以电机的安装位置来划分有转向轴式助力、齿轮助

力式和齿条助力式。但目前的电动助力转向装置缺乏故障检测和安全预警，使得司机在行

驶过程中不能够及时发现，导致存在安全隐患。

[0004] 为了解决目前的电动助力转向装置缺乏故障检测和安全预警，使得司机在行驶过

程中不能够及时发现，导致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为此我们设计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

转向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能够解

决目前的电动助力转向装置缺乏故障检测和安全预警，使得司机在行驶过程中不能够及时

发现，导致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包括转向

助力机构、电动助力模块和安全检测模块，所述转向助力机构包括转向盘，所述转向盘底部

转动连接有转向输入轴，所述转向输入轴底部连接有齿轮齿条转向器，所述齿轮齿条转向

器左右两侧均连接有转向横拉杆，两组所述转向横拉杆相互远离的一侧均连接有车轮，所

述转向输入轴连接有减速机构，且减速机构位于齿轮齿条转向器上方，所述减速机构左侧

连接有离合器，所述离合器左侧连接有助力电机，所述电动助力模块包括ECU控制器、转角

传感器、转矩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和蓄电池，且电动助力电机、转角传感器、转矩传感器、速

度传感器和蓄电池与ECU控制器电性连接，所述安全检测模块包括故障检测装置、单片机处

理器、警报器和中控显示屏，且故障检测装置、警报器和中控显示屏分别与单片机处理器之

间电性连接，且故障检测装置分别与蓄电池、ECU控制器和助力电机之间电性连接。

[0007] 优选的，所述离合器为单片干式电磁离合器，这样设置可以使车速达到某一设定

值时，离合器分离，并暂时停止助力电动机的助力作用，且当电动机故障时，离合器也可以

自动分离。

[0008] 优选的，所述减速机构为蜗轮蜗杆减速装置，且蜗轮采用尼龙材料，这样设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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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助力机构的结构更加紧凑，且冲击载荷小、传动平稳、噪音低。

[0009] 优选的，所述转矩传感器为非接触式转矩传感器，这样设置可以使转矩传感器的

体积更小，且传递转矩的精度更高。

[0010] 优选的，所述故障检测装置内设有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和漏电传

感器，这样设置可以使得故障检测装置能够检测蓄电池、ECU控制器和助力电机不同方面的

故障信息。

[0011] 优选的，所述警报器包括警示灯和蜂鸣器，这样设置可以使得警报器能够通过不

同的方式发出警报。

[0012] 优选的，所述中控显示屏能显示多个不同的故障代码，这样设置使得中控显示屏

能够通过显示不同的故障代码，从而使驾驶员能够判断出不同的故障。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当转向助力机构中的转向盘开始转

动时，带动转向输入轴转动，并且电动助力模块中的转角传感器和转矩传感器将转向输入

轴的转角和转矩大小传递给ECU控制器，同时车速传感器将实时的车速大小传递给ECU控制

器，ECU控制器在蓄电池的供电下控制助力电机和离合器开始工作，助力电机和离合器开始

工作并将动力传递给减速机构，减速机构对动力起到减速作用，再将动力传递到转向输入

轴和齿轮齿条转向器，齿轮齿条转向器带动转向横拉杆工作，转向横拉杆左右摆动进而带

动车轮左右摆动，进而达到了转向助力的作用，同时故障检测装置中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

感器、电流传感器和漏电传感器能够实时的检测转向助力装置中蓄电池、ECU控制器和电动

助力电机的温度、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并且能够检测蓄电池是否出现漏电情况，然后将检测

到的信息发送给单片机处理器，并且单片机处理器对信息进行处理，然后控制警报器中的

警示灯开始闪烁和蜂鸣器开始发声，以此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单片机处理器可以将处理后

的故障信息生成不同的故障代码，并将故障代码发送给中控显示屏进行显示，使得驾驶员

可以通过中控显示屏上显示的故障代码分析出发生故障的位置和发生故障的原因，进而驾

驶员能够及时的采取安全措施，从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5] 图1是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发明的转向助力机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发明的电动助力模块示意图；

[0018] 图4是发明的安全检测模块示意图；

[0019] 图5是发明的转向原理示意图；

[0020] 图6是发明的安全检测原理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如下：1-转向助力机构、101-转向盘、102-转向输入轴、103-齿轮齿条转

向器、104-转向横拉杆、105-车轮、106-减速机构、107-离合器、108-助力电机、2-电动助力

模块、201-ECU控制器、202-转角传感器、203-转矩传感器、204-速度传感器、205-蓄电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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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测模块、301-故障检测装置、302-单片机处理器、303-警报器、304-中控显示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

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

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参看图1-6：一种新能源汽车电动助力转向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转向助力机构

1、电动助力模块2和安全检测模块3，转向助力机构1包括转向盘101，转向盘101底部转动连

接有转向输入轴102，转向输入轴102底部连接有齿轮齿条转向器103，齿轮齿条转向器103

左右两侧均连接有转向横拉杆104，两组转向横拉杆104相互远离的一侧均连接有车轮105，

转向输入轴102连接有减速机构106，且减速机构106位于齿轮齿条转向器103上方，且减速

机构106为蜗轮蜗杆减速装置，且蜗轮采用尼龙材料，这样设置可以使得助力机构的结构更

加紧凑，且冲击载荷小、传动平稳、噪音低，减速机构106左侧连接有离合器107，且离合器

107为单片干式电磁离合器，这样设置可以使车速达到某一设定值时，离合器107分离，并暂

时停止助力电动机108的助力作用，且当电动机故障时，离合器107也可以自动分离，离合器

107左侧连接有助力电机108，电动助力模块2包括ECU控制器201、转角传感器202、转矩传感

器203、速度传感器204和蓄电池205，且助力电机108、转角传感器202、转矩传感器203、速度

传感器204和蓄电池205分别与ECU控制器201电性连接，安全检测模块3包括故障检测装置

301、单片机处理器302、警报器303和中控显示屏304，且故障检测装置301内设有温度传感

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和漏电传感器，这样设置可以使得故障检测装置301能够检测

蓄电池205、ECU控制器201和助力电机108不同方面的故障信息，且警报器303包括警示灯和

蜂鸣器，这样设置可以使得警报器303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发出警报，且中控显示屏304能

显示多个不同的故障代码，这样设置使得中控显示屏304能够通过显示不同的故障代码，从

而使驾驶员能够判断出不同的故障，且故障检测装置301、警报器303和中控显示屏304分别

与单片机处理器302之间电性连接，且蓄电池205、ECU控制器201和助力电机108分别与故障

检测装置301电性连接。

[0024] 本发明在使用时，当转向助力机构1中的转向盘101开始转动时，带动转向输入轴

102转动，并且电动助力模块2中的转角传感器202和转矩传感器203将转向输入轴102的转

角和转矩大小传递给ECU控制器201，同时车速传感器204将实时的车速大小传递给ECU控制

器201，ECU控制器201在蓄电池205的供电下控制助力电机108和离合器107开始工作，助力

电机108和离合器107开始工作并将动力传递给减速机构106，减速机构106对动力起到减速

作用，再将动力传递到转向输入轴102和齿轮齿条转向器103，齿轮齿条转向器103带动转向

横拉杆104工作，转向横拉杆104左右摆动进而带动车轮105左右摆动，进而达到了转向助力

的作用，同时故障检测装置301中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和漏电传感器能

够实时的检测转向助力装置中蓄电池205、ECU控制器201和助力电机108的温度、电压和电

流的大小，并且能够检测蓄电池205是否出现漏电情况，然后将检测到的信息发送给单片机

处理器302，并且单片机处理器302对信息进行处理，然后控制警报器303中的警示灯开始闪

烁和蜂鸣器开始发声，以此来提醒驾驶员，同时单片机处理器302可以将处理后的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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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不同的故障代码，并将故障代码发送给中控显示屏304进行显示，使得驾驶员可以通过

中控显示屏304上显示的故障代码分析出发生故障的位置和发生故障的原因，进而驾驶员

能够及时的采取安全措施，从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025] 上述实施例中所提到车速传感器、转角传感器、转矩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电压传

感器、电流传感器、漏电传感器、单片机处理器、蓄电池、ECU控制器和助力电机均为本领域

技术人员所掌握的成熟技术，在本实施例中仅对其进行使用，未对结构和功能进行改变。

[0026]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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