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0436120.7

(22)申请日 2020.03.29

(73)专利权人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

地址 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九江

大道1号

(72)发明人 周林　熊恩林　郭时松　刘诗淼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海虹嘉诚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129

代理人 吕小琴

(51)Int.Cl.

B60R 19/18(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汽车防撞梁加强装

置，包括壳体和设置于壳体内的防撞结构，所述

防撞结构包括连接壳体的弹性件和设置于壳体

内的吸能件，所述弹性件具有使吸能件抵于壳体

内表面的弹性力。所述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支撑

于防撞梁与车体之间，将其设置于防撞梁两端边

角处与车体连接，通过设置于壳体1内部的吸能

件和弹性件紧密配合，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撞击

物首先与外部壳体1相碰撞，然后通过壳体1传递

至内部设置的吸能件上，通过吸能件的形变降低

冲撞力，然后将力传递到弹性件上，由弹性件减

缓冲撞力并持续将部分力反弹，进一步提高防撞

梁的吸能防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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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和设置于壳体内的防撞结构，所述

防撞结构包括连接壳体的弹性件和设置于壳体内的吸能件，所述弹性件具有使吸能件抵于

壳体内表面的弹性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件包括连接于壳

体上的螺旋弹簧和连接于螺旋弹簧上的阻力板，所述螺旋弹簧将阻力板压于吸能件上并使

吸能件抵于壳体内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件沿壳体中轴线

横向对称设置有两组，弹性件包括若干个螺旋弹簧，若干个螺旋弹簧沿横向排列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每组弹性件中的若干

个螺旋弹簧在远离壳体中轴线的方向高度逐渐降低，以使得阻力板倾斜压于吸能件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开设有用于安

装螺旋弹簧一端的凹槽，所述凹槽底部设置有用于安装螺旋弹簧该端部的壳体凸起，所述

阻力板上设置有用于安装螺旋弹簧另一端的阻力板凸起。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能件包括连接于壳

体内表面的吸能块和与吸能块连接的缓冲块，所述阻力板压于缓冲块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块上设置有若干

个凸起，所述若干个凸起沿横向排列，阻力板压于凸起上，所述若干个凸起在远离壳体中轴

线的方向高度逐渐升高，以使得阻力板倾斜压于缓冲块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若干个凸起包括位于

缓冲块中心的中心凸起和位于中心凸起横向两侧的边缘凸起，所述边缘凸起高度高于中心

凸起高度，阻力板压于中心凸起和边缘凸起上。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为半圆形壳体、

以及盖于壳体开口处的盖板，所述吸能块适形连接于壳体的弧形内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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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防撞梁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防撞梁是用来减轻车辆受到碰撞时吸收碰撞能量的一种装置，由主梁、吸能盒，连

接汽车的安装板组成，主梁、吸能盒都可以在车辆发生低速碰撞时有效吸收碰撞能量，尽可

能减小撞击力对车身纵梁的损害，通过这样就发挥了它对车辆的保护作用。现有技术中，防

撞梁后部的低速吸能盒通过溃缩有效吸收车型的防撞梁上都加装有一层泡沫缓冲区，它的

主要作用还是在4km/h以下的碰撞时，对外部塑料保险杠起到一个支撑，缓解碰撞力的作

用，减小碰撞对塑料保险杠的损伤，降低维修成本。在一些交通事故中，防撞梁处于第一接

触位置，极易受到破坏，现有技术中的吸能盒和缓冲垫起到的作用较小，对稍严重的事故来

说，其乘车人及驾驶人的安全系数较低。

[0003] 因此，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一种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能够提高乘车人及驾驶人

的安全系数。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汽车防撞梁加强装

置，能够能够提高乘车人及驾驶人的安全系数。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包括壳体和设置于壳体内的防撞结构，所述

防撞结构包括连接壳体的弹性件和设置于壳体内的吸能件，所述弹性件具有使吸能件抵于

壳体内表面的弹性力。

[0006] 进一步，所述弹性件包括连接于壳体上的螺旋弹簧和连接于螺旋弹簧上的阻力

板，所述螺旋弹簧将阻力板压于吸能件上并使吸能件抵于壳体内表面。

[0007] 进一步，所述弹性件沿壳体中轴线横向对称设置有两组，弹性件包括若干个螺旋

弹簧，若干个螺旋弹簧沿横向排列设置。

[0008] 进一步，所述每组弹性件中的若干个螺旋弹簧在远离壳体中轴线的方向高度逐渐

降低，以使得阻力板倾斜压于吸能件上。

[0009] 进一步，所述壳体上开设有用于安装螺旋弹簧一端的凹槽，所述凹槽底部设置有

用于安装螺旋弹簧该端部的壳体凸起，所述阻力板上设置有用于安装螺旋弹簧另一端的阻

力板凸起。

[0010] 进一步，所述吸能件包括连接于壳体内表面的吸能块和与吸能块连接的缓冲块，

所述阻力板压于缓冲块上。

[0011] 进一步，所述缓冲块上设置有若干个凸起，所述若干个凸起沿横向排列，阻力板压

于凸起上，所述若干个凸起在远离壳体中轴线的方向高度逐渐升高，以使得阻力板倾斜压

于缓冲块上。

[0012] 进一步，所述若干个凸起包括位于缓冲块中心的中心凸起和位于中心凸起横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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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的边缘凸起，所述边缘凸起高度高于中心凸起高度，阻力板压于中心凸起和边缘凸起上。

[0013] 进一步，所述壳体为半圆形壳体、以及盖于壳体开口处的盖板，所述吸能块适形连

接于壳体的弧形内壁上。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支撑于

防撞梁与车体之间，将本装置设置于防撞梁之后可以将吸能盒进行替换也可以设置于与吸

能盒相靠近位置，或者将其设置于防撞梁边角处与车体连接，本实施例将其设置于防撞梁

两端边角处与车体连接，所述壳体中轴线6方向为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宽度方向与汽车纵

向相对应，所述横向为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长度方向与汽车横向相对应，使吸能块2抵于壳

体1内表面则是为了避免在行车过程中产生振动或轻接触碰撞时壳体1产生凹陷，影响内部

结构的使用，所述壳体1使用低碳钢材料制造，所述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沿汽车横向通过设

置于壳体1两侧的安装孔固定设置于车体上，且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沿汽车纵向抵于防撞

梁上，所述汽车横向即为车体宽度方向，所述汽车纵向即为车体长度方向，通过设置于壳体

1内部的吸能件和弹性件紧密配合，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撞击物首先与外部壳体1相碰撞，然

后通过壳体1传递至内部设置的吸能件上，通过吸能件的形变降低冲撞力，然后将力传递到

弹性件上，由弹性件减缓冲撞力并持续将部分力反弹，进一步提高防撞梁的吸能防撞特性。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如图所示，本实施例中的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包括壳体1和设置于壳体1内的防撞

结构，所述防撞结构包括连接壳体1的弹性件和设置于壳体1内的吸能件，所述弹性件具有

使吸能件抵于壳体1内表面的弹性力。汽车横向为车体宽度方向，汽车纵向为车体长度方

向，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安装于车体上时，汽车防撞梁横向和纵向方向与汽车的横向和纵

向方向保持一致；结合图1所示，所述壳体中轴线6对应的方向为纵向，在纸面内垂直于纵向

的方向为横向。所述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支撑于防撞梁与车体之间，将本装置设置于防撞

梁之后可以作为吸能盒使用也可以设置于与防撞梁原吸能盒附近与吸能盒配套使用，或者

将其设置于防撞梁边角处与车体连接，本实施例将其设置于防撞梁两端边角处与车体连

接；吸能件抵于壳体1内表面则是为了避免在行车过程中产生振动或轻接触碰撞时壳体1产

生凹陷，影响内部结构的使用，所述壳体1使用低碳钢材料制造，所述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

沿汽车横向通过设置于壳体1两侧的安装孔固定设置于车体上，且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沿

汽车纵向抵于防撞梁上，通过设置于壳体1内部的吸能件和弹性件紧密配合，在发生交通事

故时，撞击物首先与外部壳体1相碰撞，然后通过壳体1传递至内部设置的吸能件上，通过吸

能件的形变降低冲撞力，然后将力传递到弹性件上，由弹性件减缓冲撞力并持续将部分力

反弹，进一步提高防撞梁的吸能防撞特性。

[0019] 本实施例中，所述弹性件包括连接于壳体1上的螺旋弹簧5和连接于螺旋弹簧5上

的阻力板4，所述螺旋弹簧5将阻力板4压于吸能件上并使吸能件抵于壳体1内表面。螺旋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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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5有着安装空间小、质量低、刚性强等优势，能有效地起到传递力及反弹部分力的作用，阻

力板4可有效增大吸能件和螺旋弹簧5之间的接触面积，起到保护螺旋弹簧5和吸能件的作

用，使得吸能件可以更完全的吸收冲撞力。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弹性件沿壳体中轴线6横向对称设置有两组，弹性件包括若干个

螺旋弹簧5，若干个螺旋弹簧5沿横向排列设置。若干个螺旋弹簧5增大了弹性件的弹性力，

在受到撞击时，可以起到更好的减振效果，当然所述每组弹性件中的若干个螺旋弹簧5还可

沿壳体1底面周向布置，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在此不再赘述。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每组弹性件中的若干个螺旋弹簧5在远离中轴线6的方向高度逐

渐降低，以使得阻力板4倾斜压于吸能件上。结合图1所示，阻力板横向向远离中轴线6的方

向倾斜，阻力板倾斜方向适配于螺旋弹簧的高度，而所述吸能件上具有与倾斜设置的阻力

板4相适配的支撑位，以使阻力板倾斜压于该支撑位处将吸能件压于壳体1内表面，所述支

撑位可以是设置于吸能件表面的支撑斜面，也可以是吸能件表面设置的若干个凸起，该凸

起与阻力板的接触面点形成倾斜的支撑位，或者是吸能件在远离中轴线6的方向高度逐渐

升高的支柱以形成与阻力板适配的倾斜支撑位，阻力板倾斜压于吸能件上吸能件受到迎面

冲撞时可有效通过支撑位将分力传递到阻力板4，使得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整体受力，并且

在受到侧面撞击时也可以视为是与倾斜设置的阻力板4和与其相适配的吸能件的迎面冲

撞，有效起到降低冲撞力的作用，有效提高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壳体1上开设有用于安装螺旋弹簧5一端的凹槽，所述凹槽底部

设置有用于安装螺旋弹簧5该端部的壳体凸起11，所述阻力板4上设置有用于安装螺旋弹簧

5另一端的阻力板凸起41。所述凹槽开设于壳体1底部，有对螺旋弹簧5定位的作用，所述螺

旋弹簧5两端分别外套于阻力板凸起41和壳体凸起11上，以使得螺旋弹簧5稳定设置于阻力

板4和壳体1之间，防止螺旋弹簧5出现脱离壳体1、在壳体1内打滑等情况造成弹性件的失

效，不能起到预期效果，使司乘人员安全性降低的情况。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吸能件包括连接于壳体1内表面的吸能块2和与吸能块2连接的

缓冲块3，所述阻力板4压于缓冲块上3，以使得吸能块2抵于壳体1内表面上。所述缓冲块3采

用橡胶材质，所述橡胶材质有着单位质量的蓄能量较金属多的优势，并且具有一定的减震

能力，能起到缓冲作用，所述吸能件采用铝制合金制造，有着质量轻、吸能量高的优点，所述

吸能块2和缓冲块3固定连接，此处设置为胶结，当然也可以为铆接、螺钉连接等方式，在此

不再赘述，所述壳体1、吸能块2和缓冲块3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材料，如钢材料、泡

沫塑料等其他材料，在此不再赘述。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缓冲块3上设置有若干个凸起，所述若干个凸起沿横向排列，阻

力板压于凸起上，所述若干个凸起在远离壳体中轴线6的方向高度逐渐升高，以使得阻力板

4倾斜压于缓冲块3上。所述若干个凸起使得阻力板4和吸能件在横向上高度相适配，在吸能

件受到迎面冲撞时可有效通过支撑位将分力传递到阻力板4，在受到撞击时，可以起到更好

的减振效果，当然所述若干个凸起还可沿缓冲块3底面周向布置，并且远离壳体中轴线6的

方向高度逐渐升高，与倾斜的阻力板4相适配，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在此不再赘述。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若干个凸起包括位于缓冲块3中心的中心凸起31和位于中心凸

起31横向两侧的边缘凸起32，所述边缘凸起32高度高于中心凸起31高度，阻力板压于中心

凸起和边缘凸起上。结合图1所示，中心凸起与边缘凸起与阻力板的接触点构成了倾斜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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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位，所述边缘凸起32和中心凸起31凸起均为圆弧状凸起，适用于多方位的撞击，提高本装

置的防撞能力，并且阻力板4与边缘凸起32与相对应，中心凸起31则是同时与中轴线6两侧

的阻力板4相对应，以使得阻力板4倾斜压于边缘凸起32和中心凸起31上使吸能块2抵于壳

体1内表面，所述中心凸起31在迎面碰撞时由于其与各阻力板4均有连接，有着分散力的作

用，并且在受到侧面撞击时，还可协同边缘凸起32将冲撞力分散，有效降低冲撞力，提高司

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所述缓冲块3和设置于缓冲块3上的若干块凸起一体成型制造。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壳体1为半圆形壳体、以及盖于壳体开口处的盖板7，所述壳体和

盖板7焊接连接，当然也可以为螺栓连接、铆接等连接方式，在此不再赘述，所述盖板横向两

侧开设有与车体连接的连接孔71，以使得汽车防撞梁加强装置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于车体，

所述吸能块适形连接于壳体的弧形内壁上，所述适形即为与壳体内壁形状相同的圆弧状结

构，以使得吸能块4与壳体1相适配，当然所述壳体1和吸能块2也可设置成如方形、六边形等

形状，在此不再赘述，所述壳体底面即为盖板封住壳体开口处的一面，所述凹槽沿中轴线6

对称开设于盖板7上，与螺旋弹簧5相对应，所述盖板7具有稳定支撑壳体内部结构的力，所

述螺旋弹簧5通过盖板上的壳体凸起11和阻力板4上的阻力板凸起41将盖板和阻力板相连

接，并将倾斜布置的阻力板4压于与阻力板相适配的缓冲块凸起上，以使得在受到迎向撞击

及侧向撞击时，均有分散冲撞力，降低冲撞力对车体破坏的效果，通过缓冲块将与其固定连

接的吸能块抵于壳体内表面，形成位于壳体内部首先抵抗冲撞力的组件，将壳体设置成圆

弧形结构，在受到冲撞力时，其抵抗能力强、形变效果好、吸收能量高，不会将受到的冲撞力

直接传递到吸能块2底部的其他构件，而是通过与吸能块固定连接的缓冲块将力分散至与

缓冲块相适配的阻力板上，然后由阻力板通过与其连接的螺旋弹簧将力传递至盖板7上，最

后由盖板7将力传递到车体上，此番力的传递过程，使得大大降低了车体所受到的撞击力，

有效的保护了司乘人员的安全。

[0027]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

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

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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