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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

装置，涉及汽车领域，包括安装于车体内壁的装

置盒和安装在其一侧的水压盒，所述装置盒位于

车窗的上方，所述水压盒的内壁上设置有第一杠

杆，第一杠杆的外端设置有浮球，浮球为轻质浮

球，所述第一杠杆的一端连接有第二杠杆，所述

第二杠杆位于装置盒的内部且铰接有第一支杆。

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通过设置有紧

急开关装置，方便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自救，

按压开关器，使推杆带动转杆拉动移动杆，使移

动杆相互靠近并拉动第二钢绳，使左挡板和右挡

板分离，方便将弹性板上的锤芯对准玻璃并将玻

璃击碎，逃离车室，成功自救，通过将该装置设置

于车窗的上方，孩童难以触碰，且该装置可反复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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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包括安装于车体内壁的装置盒(1)和安装在其

一侧的水压盒(2)，所述装置盒(1)位于车窗的上方，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压盒(2)的内壁上

设置有第一杠杆(3)，第一杠杆(3)的外端设置有浮球(4)，浮球(4)为轻质浮球，所述第一杠

杆(3)的一端连接有第二杠杆(5)，所述第二杠杆(5)位于装置盒(1)的内部且铰接有第一支

杆(6)，所述第一支杆(6)的底部连接有板壳(7)，所述板壳(7)的底部安装有弹性板(8)，所

述弹性板(8)的靠近车窗的一侧安装有锤芯(9)，所述装置盒(1)的内部设置有一级开关装

置(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压盒

(2)左侧的出口处开设有环形进水孔(11)，所述水压盒(2)左侧的出口处通过弹簧连接有阻

逆板(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板壳

(7)的底部安装有槽座(13)，所述弹性壳位于槽座(13)的内部，所述槽座(13)的内部连接有

蓄力弹簧(14)，所述蓄力弹簧(14)的一端与弹性板(8)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杠

杆(3)与第二杠杆(5)相互靠近的一端开设有啮合的齿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盒

(1)的内壁开设有空腔(15)，所述空腔(15)的底部分别设置有左挡板(16)和右挡板(17)，所

述左挡板(16)和右挡板(17)相远离的一端开设有相同大小的出孔(18)，所述右挡板(17)与

左挡板(16)的内壁滑动配合，所述右挡板(17)的左端和左挡板(16)的右端之间通过弹簧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开

关装置(10)包括安装有第一定轮(101)的移动杆(102)、第一钢绳(103)、第二钢绳(104)和

安装于第二杠杆(5)上的第二定轮(105)，所述第一钢绳(103)的两端分别与第一定轮(101)

和第二定轮(105)连接，所述第二钢绳(104)的一端与移动杆(102)的一端连接，所述空腔

(15)的两侧均安装有导向轮(106)，所述第二钢绳(104)的另一端穿过导向轮(106)并与左

挡板(16)和右挡板(17)相远离的一端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盒

(1)的一侧安装有紧急开关装置(19)，所述紧急开关装置(19)包括开关器(190)，所述开关

器(190)的一侧连接有第二支杆(191)，所述第二支杆(191)的一端延伸至装置盒(1)的内

部，所述第二支杆(191)上安装有推杆(192)，所述推杆(192)的一端延伸至空腔(15)的内部

并铰接有两个转杆(193)，所述转杆(193)远离推杆(192)的一端与移动杆(102)铰接，所述

第二支杆(191)的一端铰接有第三杠杆(194)，所述第三杠杆(194)与装置盒(1)内的固定杆

铰接，所述第三杠杆(194)的一端与板壳(7)上的滑槽滑动配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盒

(1)安装于车体内壁上的凹槽(20)内，所述水压盒(2)的一侧穿过凹槽(20)并与车体的外壁

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盒

(1)的一侧安装有放置座(21)，所述开关器(190)位于放置座(21)的内部，所述开关器(190)

的一侧铰接有支撑杆(22)，所述开关器(190)的一侧通过支撑杆(22)与放置座(21)的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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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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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自救装置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来，车辆落水导致车内人员溺水身亡的事件屡见不鲜，为了减少此类似事

故的发生：一方面需要加强司机的驾驶技术，另一方面需要在车内设置逃生工具。一般车辆

落水两三分钟后，水就会冲入车中，目前车辆内的逃生工具以安全锤为主，主要用于击碎车

窗，但是此时车室内氧气稀薄，并且乘员在慌乱中会消耗大量体力，乘员逃脱自救的成功率

很低。

[0003] 根据中国专利号为CN201410509113.4的一种汽车落水自救装置及设有该自救装

置的汽车，该对比文件提出了通过控制拉索将高压储气罐出口端的球阀开关打开，高压气

体瞬间释放，推动链球从密封管的出口端快速向集球器的入口方向运动，在此过程中链球

不断与棘轮盘的上周向布置的棘轮槽撞击，驱动一体式结构的棘轮盘与驱动齿轮旋转；链

球冲出密封管的出口端时对拨叉组件的主动臂外侧端的球形曲面施以向下的压力，使拨叉

组件的从动臂一端的“U”型拨叉向上运动，从而推动套装在从动轮上的啮合套向驱动轮方

向运动，当啮合套与驱动轮的驱动齿轮啮合后，驱动轮与固定在玻璃升降器驱动轴上的从

动轮联接，由从动轮带动玻璃升降器驱动轴及绳轮机构运动，实现车窗玻璃降落，为车室内

乘员逃脱提供通道。

[0004] 该装置通过拉索拉动实现自救，但是拉索暴露在外，难免被车内孩童触动，且该装

置内部的气体为一次性，被失误触发后需重新安装，增加了使用成本，且降低了安全性。

发明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解决了

拉索暴露在外，难免被车内孩童触动，且该装置内部的气体为一次性，被失误触发后需重新

安装，增加了使用成本，且降低了安全性问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

自救装置，包括安装于车体内壁的装置盒和安装在其一侧的水压盒，所述装置盒位于车窗

的上方，所述水压盒的内壁上设置有第一杠杆，第一杠杆的外端设置有浮球，浮球为轻质浮

球，所述第一杠杆的一端连接有第二杠杆，所述第二杠杆位于装置盒的内部且铰接有第一

支杆，所述第一支杆的底部连接有板壳，所述板壳的底部安装有弹性板，所述弹性板的靠近

车窗的一侧安装有锤芯，所述装置盒的内部设置有一级开关装置。

[0009] 优选的，所述水压盒左侧的出口处开设有环形进水孔，所述水压盒左侧的出口处

通过弹簧连接有阻逆板，阻流板的尺寸大于使水只能单向进入水压盒左侧的出口，起到水

流单向流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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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的，所述板壳的底部安装有槽座，所述弹性壳位于槽座的内部，所述槽座的内

部连接有蓄力弹簧，所述蓄力弹簧的一端与弹性板连接，通过设置蓄力弹簧，增大了弹性板

的弹力。

[0011] 优选的，所述装置盒的内壁开设有空腔，所述空腔的底部分别设置有左挡板和右

挡板，所述左挡板和右挡板相远离的一端开设有相同大小的出孔，所述右挡板与左挡板的

内壁滑动配合，所述右挡板的左端和左挡板的右端之间通过弹簧连接，通过使用弹簧连接，

使右挡板和左挡板可复位。

[0012] 优选的，所述一级开关装置包括安装有第一定轮的移动杆、第一钢绳、第二钢绳和

安装于第二杠杆上的第二定轮，所述第一钢绳的两端分别与第一定轮和第二定轮连接，所

述第二钢绳的一端与移动杆的一端连接，所述空腔的两侧均安装有导向轮，所述第二钢绳

的另一端穿过导向轮并与左挡板和右挡板相远离的一端连接。

[0013] 优选的，所述装置盒的一侧安装有紧急开关装置，所述紧急开关装置包括开关器，

所述开关器的一侧连接有第二支杆，所述第二支杆的一端延伸至装置盒的内部，所述第二

支杆上安装有推杆，所述推杆的一端延伸至空腔的内部并铰接有两个转杆，所述转杆远离

推杆的一端与移动杆铰接，所述第二支杆的一端铰接有第三杠杆，所述第三杠杆与装置盒

内的固定杆铰接，所述第三杠杆的一端与板壳上的滑槽滑动配合。

[0014] 优选的，所述装置盒安装于车体内壁上的凹槽内，所述水压盒的一侧穿过凹槽并

与车体的外壁连通。

[0015] 优选的，所述装置盒的一侧安装有放置座，所述开关器位于放置座的内部，所述开

关器一侧铰接有支撑杆，所述开关器的一侧通过支撑杆与放置座的内壁连接。

[0016] (三)有益效果

[001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通过设置有紧急开关装置，方便人员在紧急

情况下能够自救，按压开关器，使推杆带动转杆拉动移动杆，使移动杆相互靠近并拉动第二

钢绳，使左挡板和右挡板分离，方便将弹性板上的锤芯对准玻璃并将玻璃击碎，逃离车室，

成功自救，通过将该装置设置于车窗的上方，孩童难以触碰，且该装置可反复使用。

[0019] 2、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当水水进入水压箱时，使浮球在水的作用下

浮起，带动第一杠杆与第二杠杆转动，使第二杠杆的一端下降并推动板壳下降，同时通过第

一钢绳和第二钢绳的拉动下，使左挡板和右挡板分离，弹性板从出孔穿出，用手掰动弹性

板，弹性板在拉动的作用力和蓄力弹簧的配合下，使弹性板上的锤芯对准玻璃并将玻璃击

碎，起到在水下逃生自救的作用。

[0020] 3、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通过设置有阻逆板，且阻流板的尺寸大于使

水只能单向进入水压盒左侧的出口，起到水流单向流动作用，使水压盒能灌满水并使浮球

一直处于上浮，便于弹性板延伸出装置外。

[0021] 4、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通过设置蓄力弹簧，增大了弹性板的弹力。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装置盒和水压盒结构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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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3为本发明装置盒和水压盒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结构俯视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空腔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装置盒图3中A处放大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左挡板和右挡板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左挡板和右挡板结构爆炸图；

[0030] 图9为本发明第一杠杆和第二杠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装置盒、2水压盒、3第一杠杆、4浮球、5第二杠杆、6第一支杆、7板壳、8弹性

板、9锤芯、10一级开关装置、101第一定轮、102移动杆、103第一钢绳、104第二钢绳、105第二

定轮、106导向轮、11环形进水孔、12阻逆板、13槽座、14蓄力弹簧、15空腔、16左挡板、17右挡

板、18  出孔、19紧急开关装置、190开关器、191第二支杆、192推杆、193转杆、  194第三杠杆、

20凹槽、21放置座、22支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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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如图1-9所示，包括安装于

车体内壁的装置盒1和设置在其一侧上的水压盒2，装置盒1位于车窗的上方，水压盒2的内

壁上设置有第一杠杆3，第一杠杆3的外端设置有浮球4，浮球4为轻质浮球，第一杠杆3的一

端连接有第二杠杆5，第一杠杆  3与第二杠杆5相互靠近的一端开设有啮合的齿牙，第二杠

杆5位于装置盒1 的内部且铰接有第一支杆6，第一支杆6的底部连接有板壳7。

[0034] 装置盒1的内部设置有一级开关装置10，一级开关装置10包括安装有第一定轮101

的移动杆102、第一钢绳103、第二钢绳104和安装于第二杠杆5  上的第二定轮105，第一钢绳

103的两端分别与第一定轮101和第二定轮105  连接，第二钢绳104的一端与移动杆102的一

端连接，空腔15的两侧均安装有导向轮106，第二钢绳104的另一端穿过导向轮106并与左挡

板16和右挡板17相远离的一端连接。

[0035] 板壳7的底部安装有弹性板8，弹性板8的靠近车窗的一侧安装有锤芯9，板壳7的底

部安装有槽座13，弹性壳位于槽座13的内部，槽座13的内部连接有蓄力弹簧14，蓄力弹簧14

的一端与弹性板8连接，通过设置蓄力弹簧  14，增大了弹性板8的弹力，在紧急的情况下起

到受力的作用。

[0036] 当水进入水压箱2时，使浮球4在水的作用下浮起，带动第一杠杆3与第二杠杆5转

动，使第二杠杆5的一端下降并推动板壳7下降，同时通过第一钢绳103和第二钢绳104的拉

动下，使左挡板16和右挡板17分离，弹性板8从出孔18穿出，用手掰动弹性板8，弹性板8在拉

动的作用力和蓄力弹簧14的配合下，使弹性板8上的锤芯9对准玻璃并将玻璃击碎，起到在

水下逃生自救的作用。

[0037] 装置盒1的内壁开设有空腔15，空腔15的底部分别设置有左挡板16和右挡板17，左

挡板16和右挡板17相远离的一端开设有相同大小的出孔18，右挡板17与左挡板16的内壁滑

动配合，所述右挡板17的左端和左挡板16 的右端之间通过弹簧连接，通过弹簧连接，使右

挡板17和左挡板16可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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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水压盒2左侧的出口处开设有环形进水孔11，水压盒2左侧的出口处通过弹簧连接

有阻逆板12，通过设置有阻逆板12，且阻流板12的尺寸大于使水只能单向进入水压盒2左侧

的出口，起到水流单向流动作用，使水压盒2  能灌满水并使浮球4一直处于上浮，便于弹性

板8延伸出装置外。

[0039] 装置盒1的一侧安装有紧急开关装置19，紧急开关装置19包括开关器  190，开关器

190的一侧连接有第二支杆191，第二支杆191的一端延伸至装置盒1的内部，第二支杆191上

安装有推杆192，推杆192的一端延伸至空腔  15的内部并铰接有两个转杆193，转杆193远离

推杆192的一端与移动杆102  铰接，第二支杆191的一端铰接有第三杠杆194，第三杠杆194

与装置盒1内的固定杆铰接，第三杠杆194一端与板壳7上的滑槽滑动配合。

[0040] 通过设置有紧急开关装置19，方便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自救，按压开关器190，

使推杆192带动转杆193拉动移动杆102，使移动杆102相互靠近并拉动第二钢绳104，使左挡

板16和右挡板17分离，方便将弹性板8上的锤芯9对准玻璃并将玻璃击碎，逃离车室，成功自

救。

[0041] 装置盒1安装于车体内壁上的凹槽20内，水压盒2的一侧穿过凹槽20  并与车体的

外壁连通，防止占用车内空间。

[0042] 装置盒1的一侧安装有放置座21，开关器190位于放置座21的内部，开关器190一侧

铰接有支撑杆22，开关器190的一侧通过支撑杆22与放置座  21的内壁连接。

[0043] 工作原理：当车落水时，水浸没全车使车门难以打开，此时水进入水压盒4后，带动

第一杠杆3转动，使第二杠杆5转动，使第二杠杆5的一端下降并推动板壳7下降，同时第二杠

杆5的下降带动了第一钢绳103和第二钢绳104的拉动，使左挡板16和右挡板17分离，弹性板

8从出孔18穿出，用手掰动弹性板8，弹性板8在拉动的作用力和蓄力弹簧14的配合下，使弹

性板8上的锤芯9对准玻璃并将玻璃击碎，逃离车室，成功自救。

[0044] 综上所述，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通过设置有紧急开关装置  19，方便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自救，按压开关器190，使推杆192带动转杆193  拉动移动杆102，使移动

杆102相互靠近并拉动第二钢绳104，使左挡板16  和右挡板17分离，方便将弹性板8上的锤

芯9对准玻璃并将玻璃击碎，逃离车室，成功自救，通过将该装置设置于车窗的上方，孩童难

以触碰，且该装置可反复使用。

[0045] 并且，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当水进入水压箱2时，使浮球4  在水的作

用下浮起，带动第一杠杆3与第二杠杆5转动，使第二杠杆5的一端下降并推动板壳7下降，同

时通过第一钢绳103和第二钢绳104的拉动下，使左挡板16和右挡板17分离，弹性板8从出孔

18穿出，用手掰动弹性板8，弹性板8在拉动的作用力和蓄力弹簧14的配合下，使弹性板8上

的锤芯9对准玻璃并将玻璃击碎，起到在水下逃生自救的作用。

[0046] 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通过设置有阻逆板12，且阻流板12的尺寸大于

使水只能单向进入水压盒2左侧的出口，起到水流单向流动作用，使水压盒2能灌满水并使

浮球4一直处于上浮，便于弹性板8延伸出装置外。

[0047] 该基于杠杆原理的汽车自救装置，通过设置蓄力弹簧14，增大了弹性板  8的弹力。

[004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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