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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公开了一种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包

括：转向柱,所述转向柱具有锁紧部；支架，所述

支架具有被所述锁紧部间隔开的第一臂和第二

臂；夹紧组件，所述夹紧组件包括杆，所述杆穿过

所述支架的第一臂、第二臂和所述锁紧部；所述

夹紧组件还包括：套筒，所述夹紧组件在释放位

置和锁紧位置之间动作，所述套筒具有收放部,

所述杆穿过所述套筒，在所述释放位置上，所述

支架释放所述锁紧部；从所述释放位置向所述锁

紧位置动作时，所述支架夹紧所述锁紧部，所述

锁紧部驱动所述收放部向所述杆收缩。本申请结

构简单,操作可靠,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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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包括：

转向柱(10)，所述转向柱(10)具有锁紧部(20)；

支架(30)，所述支架(30)具有被所述锁紧部(20)间隔开的第一臂(a’)和第二臂(b’)；

夹紧组件,所述夹紧组件包括杆(41)，所述杆(41)穿过所述支架(30)的第一臂(a’)、第

二臂(b’)和所述锁紧部(20)；

其特征是所述夹紧组件还包括：

套筒(43)，所述夹紧组件在释放位置和锁紧位置之间动作，所述套筒(43)具有收放部

(432) ,所述杆(41)穿过所述套筒(43) ,在所述释放位置上，所述支架(30)释放所述锁紧部

(20)；从所述释放位置向所述锁紧位置动作时，所述支架(30)夹紧所述锁紧部(20)，所述锁

紧部(20)驱动所述收放部（432）向所述杆（41）收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夹紧组件还包括凸轮机构

(42) ,所述凸轮机构(42)套设在所述杆(41)上，所述套筒(43)与所述凸轮机构(42)之间有

弹性元件(44)，在所述锁紧位置上，所述套筒(43)的收放部(432)受所述弹性元件(44)作用

抵接于所述杆(41)穿过其中的所述锁紧部(20)的开口(21)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套筒(43)的收放部(432)

通过所述套筒(43)的外周面与所述开口(21)的内壁接触抵接在所述开口(21)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套筒(43)在收放部(432)

的外周面上具有朝所述开口(21)收拢的第一斜面(433)，所述开口(21)的内壁表面上设置

与所述第一斜面(433)接触的第二斜面(211)。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套筒(43)在收放部

(432)上开设至少2条沿所述杆(41)的纵向延伸的槽(434)，所述收放部(432)进入所述开口

(21)中。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夹紧组件还包括固定于所

述杆(41)上的在所述第一臂(a’)外侧的手柄(45)，所述凸轮机构(42)固定于所述支架(30)

的第一臂(a’)上，所述手柄(45)与所述凸轮机构(42)之间为凸轮传动，当所述手柄(45)带

动所述杆(41)转动时，所述手柄(45)对所述第一臂(a’)施加附加夹紧力。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凸轮机构(42)还包括套设

在所述杆(41)上的在所述第一臂(a’)的内侧的保护套(46)。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杆(41)上设置螺纹，所述

夹紧组件包括位于所述第二臂(b’)外侧的螺母组件(51)，所述螺母组件(51)与所述螺纹啮

合，当所述夹紧组件从所述释放位置向所述锁紧位置动作时，所述杆(41)转动，所述螺母组

件(51)相对于所述杆向靠近第一臂方向运动。

9.根据权利要求6-8中任一项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锁紧部(20)具

有间隔开的第一壁(a)和第二壁(b)，所述锁紧部(20)的第一壁(a)和第二壁(b)之间通过焊

接板(61)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杆(41)间隙配合地穿过

所述套筒(43)，所述套筒（43）位于所述第一壁(a)和所述第二壁(b)之间，在所述锁紧位置

时，所述第一臂(a’)紧贴所述第一壁(a)且所述第二臂(b’)紧贴所述第二壁(b)，所述开口

（21）设置于所述第二壁（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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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柱的锁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汽车的转向系统，具体说涉及一种转向柱的锁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转向柱是转向系统连接方向盘和转向器的元件。通过调节转向柱（例如调节转向

柱的高度或倾斜度等）可以将方向盘调整到令驾驶者感到舒服的位置。可以通过锁紧装置

固定转向柱的位置。锁紧时，转向柱固定不可调节；松开时，转向柱进行调节。另外,锁紧装

置为转向柱提供的锁紧保持力需满足一定的设计规定。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涉及的一个方面是提供一种转向柱的锁紧装置，所述锁紧装置包括：

转向柱，所述转向柱具有锁紧部；

支架，所述支架具有被所述锁紧部间隔开的第一臂和第二臂；

夹紧组件，所述夹紧组件包括杆，所述杆穿过所述支架的第一臂、第二臂和所述锁紧

部；

所述夹紧组件还包括：

套筒，所述夹紧组件在释放位置和锁紧位置之间动作，所述套筒具有收放部,所述杆穿

过所述套筒,在所述释放位置上，所述支架释放所述锁紧部；从所述释放位置向所述锁紧位

置动作时，所述支架夹紧所述锁紧部，所述锁紧部驱动所述收放部向所述杆收缩。

[0004]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夹紧组件还包括凸轮机构,所述凸轮机构套设在所述杆

上，所述套筒与所述凸轮机构之间有弹性元件，在所述锁紧位置上，所述套筒的收放部受所

述弹性元件作用抵接于所述杆穿过其中的所述锁紧部的开口上。

[0005]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套筒的收放部通过所述套筒的外周面与所述开口的内壁

接触抵接在所述开口上。

[0006]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套筒在收放部的外周面上具有朝所述开口收拢的第一斜

面，所述开口的内壁表面上设置与所述第一斜面接触的第二斜面。

[0007]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套筒在收放部上开设至少2条沿所述杆的纵向延伸的槽，

所述收放部进入所述开口中。

[0008]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夹紧组件还包括固定于所述杆上的在所述第一臂外侧的

手柄，所述凸轮机构固定于所述支架的第一臂上，所述手柄与所述凸轮机构之间为凸轮传

动，当所述手柄带动所述杆转动时，所述手柄对所述第一臂施加附加夹紧力。

[0009]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凸轮机构还包括套设在所述杆上的在所述第一臂的内侧

的保护套。

[0010]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杆上设置螺纹，所述夹紧组件包括位于所述第二臂外侧

的螺母组件，所述螺母组件与所述螺纹啮合，当所述夹紧组件从所述释放位置向所述锁紧

位置动作时，所述杆转动，所述螺母组件相对于所述杆向靠近第一臂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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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锁紧部具有间隔开的第一壁和第二壁，所述锁紧部的第

一壁和第二壁之间通过焊接板连接。

[0012] 在上述锁紧装置中，所述杆间隙配合地穿过所述套筒，所述套筒位于所述第一壁

和所述第二壁之间，在所述锁紧位置时，所述第一臂紧贴所述第一壁且所述第二臂紧贴所

述第二壁，所述开口设置于所述第二壁上。

[0013] 在锁紧装置锁紧时，收放部处于收缩状态，锁紧部与杆保持一定接触，从而有助于

在转向柱两侧上支架对锁紧部施加有效的夹紧力，以为转向柱提供改善的支撑力。在这里，

锁紧部与杆的接触连接由套筒收放部来实现。在锁紧过程中，套筒进入杆穿过锁紧部的开

口，消除了开口内锁紧部与杆存在的间隙。为了能保持与锁紧部和杆的接触，套筒与开口之

间设计成合适的配合，它们的接触表面被设计为楔形。此外，将套筒的一端设计成柔性的以

方便套筒进入开口中。本申请结构简单,操作可靠,成本低。

[0014] 通过以下参考附图的详细说明，本申请的其他方面和特征变得明显。但是应当知

道，该附图仅仅为解释的目的设计，而不是作为本申请的范围的限定，这是因为其应当参考

附加的权利要求。还应当知道，附图仅仅意图概念地说明此处描述的结构和流程，除非另外

指出，不必要依比例绘制附图。

附图说明

[0015] 结合附图参阅以下具体实施方式的详细说明，将更加充分地理解本申请，附图中

同样的参考附图标记始终指代视图中同样的元件。其中：

图1为本申请涉及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的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中所示转向柱的锁紧装置的截面图；

图3为图2中所示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的截面在锁紧部开口处的放大示意图；以及

图4为本申请涉及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中套筒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确切地理解本申请要求保护的主题，下面结合附图

详细描述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图1是本申请涉及的转向柱的锁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如图所示，该转向柱的锁紧

装置包括转向柱10、锁紧部20和支架30。锁紧部20固定在转向柱10上，其为转向柱的一部

分。锁紧部20包括间隔开的第一壁a和第二壁b（未示出），其形状近似U  形。支架30与车连

接,并且支架30被锁紧部20间隔开。支架30包括第一臂a’和第二臂b’，近似于方形结构。这

样，在转向柱10的各一侧上分别有两个作为夹具的组成部分：第一壁a和第一臂a’;以及第

二壁b和第二臂b’。

[0018] 图2为图1中转向柱的锁紧装置的截面图。所述锁紧装置的夹紧组件包括杆41，所

述杆41为如图所示的螺栓，依次穿过支架30的第一臂a’、锁紧部20的第一壁a、锁紧部20的

第二壁b、以及支架30的第二臂b’。在所述夹紧组件的作用下，通过支架30向锁紧部20挤压，

以施加对转向柱10的夹紧力。夹紧组件还包括设置于杆41的位于第一臂a’的一端上的凸轮

机构42和位于第二臂b’的一端上的套筒43。套筒43具有收放部432，杆41间隙配合地穿过套

筒43。凸轮机构42作用时，套筒43可以沿杆41在释放位置和锁紧位置之间移动和动作。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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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位置上，支架30释放锁紧部20。从锁紧位置向释放位置动作时，支架30锁紧锁紧部20，锁

紧部20驱动收放部432向杆41收缩。收放部432收缩使得锁紧部20经由套筒43与杆41发生接

触，从而转向柱10沿转向柱轴向方向被锁止。

[0019] 锁紧部20的第一壁a、第二壁b上均设置有用于杆41穿过的开口，当杆41穿过锁紧

部20的这些开口时，杆41不与锁紧部20发生接触。夹紧组件通过杆41起作用使支架30第一

臂a’、第二臂b’向锁紧部20的第一壁a和第二壁b收拢以产生施加于转向柱10上的夹紧力。

这个夹紧力为转向柱10提供了一定的转向柱轴向上的支撑力，以抵抗施加到转向柱10上的

外力（例如司机进出车时撑着方向盘从而对转向柱产生外力），确保转向柱10不被破坏以及

不发生位移。如果在这过程中，杆41与锁紧部20之间存在间隙，则支架30对锁紧部20的夹紧

力无法正常起作用，因此也无法为转向柱10提供可靠的支撑力。套筒43的加入使得在锁紧

时，套筒处于收缩状态，锁紧部20经由经收缩的套筒43与杆41保持接触，消除了该间隙，从

而保证了支架30对锁紧部20施加有效夹紧力，继而保证了转向柱10的支撑力。

[0020] 间隙存在于开口21内的锁紧部20和杆41之间，套筒43移动到锁紧部20的开口21以

便与两者实现接触连接。套筒43沿杆41具有第一端431和第二端432并且位于锁紧部20的第

二臂b的内侧，收放部位于第二端432上。第一端431通过套设在杆41上的弹性元件44（如图

所示的弹簧）与凸轮机构42连接。在释放位置上，弹性元件44处于初始状态。当凸轮机构42

起作用时，凸轮机构42沿杆41朝着锁紧部20的第二臂b移动，从而推动弹性元件44和套筒43

直到套筒43的收放部432进入开口21中。此时弹性元件44被压缩，因此产生了将套筒43顶入

开口21的回弹力，保证了在开口21中锁紧部20经由套筒43与杆41发生接触。图3所示为图2

中截面的开口21处的放大图。套筒43为圆柱状，套筒43的收放部432的外周面设置为第一斜

面433，同时开口21内壁设置为与第一斜面433接触的第二斜面211，这种楔形结构具有一定

的自锁功能，保证在开口21中锁紧部20与杆41的接触连接。图4为套筒43的结构示意。为了

确保套筒43的收放部432进入开口中，套筒43的收放部432设计成“柔性”的或具有一定的收

缩弹性。在套筒43的外周面上，开设有至少两条沿套筒纵向延伸一定距离的槽434，将第二

端432的完整一圈分割成由多个锥体435构成的锥环。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当套筒43在顶入

开口21的过程中，这些锥体435会自觉收拢贴着开口21的第二斜面211顺利地进入到开口21

中。第一、第二斜面433、211的角度和槽434的数量均取决于设计要求。

[0021] 夹紧组件的凸轮机构42具有轴向（即沿杆41的方向）长度改变的凸轮结构，因此可

以改变锁紧部20、支架30、弹性元件44和套筒43相对于杆41的轴向位置。在凸轮机构42的作

用下，锁紧部20和支架30朝转向柱10收紧，弹性元件44和套筒43朝第二臂b、b’移动。可以通

过下述实施方式来实现,参见图1-2:夹紧组件还包括固定于杆41上的手柄45，手柄45位于

支架30的外侧。凸轮机构42与支架30的第一臂a’固定连接。手柄45与凸轮机构42之间为凸

轮传动。例如，凸轮机构42上设置有凸轮面的凸台，手柄45上对应地设置凹槽，当手柄45转

动时，凹槽与凸台配合，推动凸轮机构42同支架30的第一臂a’朝锁紧部20的第一壁a移动。

当夹紧组件锁紧时，手柄45对支架30施加了有助于夹紧转向柱的附加夹紧力。本领域技术

人员应当知道，这里的凸轮传动的结构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可以其他想得到的凸轮设计

来替代实现。在凸轮机构42相对于弹性元件44的一侧上还设置有保护套46，该保护套46构

造成限制凸轮机构42位移并且具有缓冲和降噪的作用。

[0022] 在杆的另一端设置有螺母组件51，螺母组件51包括螺母、轴承和垫片等，螺母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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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轴承和垫片压靠在支架30的第二臂b’上。当杆41转动时，螺母组件51相对于杆41朝第一

臂a'运动，对支架30施加了有助于夹紧转向柱的另一个附加夹紧力。在锁紧部20的第一壁a

和第二壁b之间还焊接具有支撑作用的板61。

[0023] 当夹紧组件松开时，转向柱10可沿其轴向方向调节高度。套筒43位于释放位置上，

弹性元件44处于初始状态，此时锁紧部20与杆41之间存在间隙。

[0024] 当夹紧组件锁紧时，转动手柄45，手柄45带动杆41一起转动。手柄45和凸轮机构42

之间的凸轮传动作用使得凸轮机构42朝套筒43方向沿杆41移动，凸轮机构42带动支架30移

动，由此支30架对锁紧部20施加挤压力。此时，弹性元件44和套筒43朝锁紧部20的第二臂b

的开口21移动，直至套筒43的第二端432进入开口21中。在开口21中，锁紧部20经由套筒43

实现与杆41的接触连接。弹性元件44的弹力，套筒43与开口21之间的楔形力的作用，以及杆

41的另一端上支架30第二臂b’对锁紧部20的第二壁b和螺母组件51对支架30的夹紧力，使

得套筒43在开口21中保持与开口21和杆41的接触，实现了夹紧组件的锁紧。同时，在该锁紧

位置上，支架30的第一臂a’对锁紧部20的第一壁a、手柄45对凸轮机构42（支架30）、支架30

的第二臂b’对锁紧部20的第二壁b、和螺母组件51对支架30产生多个有效压力来夹紧转向

柱10，使转向柱10可靠地固定在既定高度位置上。

[0025] 虽然已详细地示出并描述了本申请的具体实施例以说明本申请的原理，但应理解

的是，本申请可以其它方式实施而不脱离这样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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