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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

装置的工作方法，所述碰撞吸能装置由立体吸能

区、折叠吸能区和流体吸能区采用至上而下交叉

排列的方式组成；折叠吸能区通过折痕纹路并结

合旋转折叠方式形成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

角；流体吸能区由盖板、支撑板、筒体、进口阀、泄

压阀和压板组成；在碰撞过程中，流体吸能区先

行被压缩，实现一级缓冲；折叠吸能区后被压缩

变形，实现二级缓冲；立体吸能区随后被压缩变

形，实现三级缓冲；流体吸能区压缩后形成的新

的薄壁吸能区最后被压缩变形，实现四级缓冲。

通过吸能装置的多级缓冲方法不但能有效降低

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初始峰值力，而且还能保证吸

能装置具有较高的能量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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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工作方法，所述碰撞吸能装置由立体吸能区、折

叠吸能区和流体吸能区所构成；所述立体吸能区、折叠吸能区和流体吸能区采用至上而下

交叉排列的方式进行布置；所述立体吸能区为具有多边形截面的薄壁管件；所述折叠吸能

区通过折痕纹路并结合旋转折叠方式形成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所述流体吸能区由

盖板、支撑板、筒体、进口阀、泄压阀和压板组成；所述筒体与压板之间形成腔室；所述腔室

内填充气体或液压油；所述筒体上设置有进口阀和泄压阀；所述支撑板连接压板和盖板；

其特征在于，工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在将碰撞吸能装置安装到汽车上之前，先向碰撞吸能装置流体吸能区的腔室

内填充气体或液压油，并设置泄压阀泄压压力的阈值小于折叠吸能区折叠凹角变形所需压

力的值；

步骤二、在碰撞过程中，在载荷作用下，所述流体吸能区的支撑板推动压板压缩腔室内

的气体或液压油，在腔室的内部压力高于泄压阀泄压的设置阀值时，所述泄压阀的阀门打

开，流体吸能区向外界泄压，释放碰撞能量，直至流体吸能区的盖板盖在筒体上，并最终形

成由筒体、支撑板和盖板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实现一级缓冲；

步骤三、在碰撞过程中，待流体吸能区的盖板盖在筒体上后，流体吸能区腔室内的气体

或液压油停止压缩与向外泄压，折叠吸能区上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开始被压缩变

形，并形成横隔板的约束作用，实现二级缓冲；

步骤四、在碰撞过程中，待折叠吸能区压缩变形后，立体吸能区再被压缩变形，实现三

级缓冲；

步骤五、在碰撞过程中，待立体吸能区压缩变形后，由流体吸能区压缩后形成的由筒

体、支撑板和盖板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最后被压缩变形，实现四级缓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体吸能

区的多边形截面为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或八边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叠吸能

区上形成折叠凹角的折痕纹路为对称结构，由两个直角梯形和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组

成；所述直角梯形的短边与斜边为谷折痕；所述直角梯形的直角边、长边和等腰三角形的中

线、底边为峰折痕。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叠吸能

区回转式折叠凹角的旋向为顺时针方向或逆时针方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叠吸能

区折叠凹角具有不同类型，包括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大小和不同的倾斜角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流体吸能

区的支撑板的横截面为十字形截面、工字形截面、四边形截面、五边形截面、六边形截面或

八边形截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筒体前后

各设置一个进口阀，左右各设置多个泄压阀。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流体吸能

区的压板至筒体底部的距离等于盖板至筒体上端面的距离。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个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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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能区的高度和单个折叠吸能区的高度相等或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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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碰撞安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

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发生碰撞事故时，碰撞吸能装置对保障汽车内物品及乘员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目前，人们通常将不同结构形式的碰撞吸能装置安装在汽车等易发生碰撞的部位，以此来

有效吸收碰撞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能量。薄壁结构是一种具有高能量吸收率和低成本

的碰撞吸能装置，广泛应用于汽车上来吸收汽车发生碰撞事故时产生的动能。

[0003] 在实际的碰撞过程中，现有碰撞吸能装置的吸能效果有限，并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现有的碰撞吸能装置往往采用普通薄壁结构或多胞薄壁结构，但这种结构的碰

撞吸能装置会产生很大的初始峰值力。为降低碰撞吸能装置的初始峰值力，少部分现有技

术使用了引入折痕纹路的技术方案，如公开号为CN101638076A，名称为“一种折痕式碰撞吸

能盒”的专利，其技术方案为：在一个薄壁管沿轴向分为若干模块，在每一个模块的每个角

部区域，分别沿轴向每间隔一定距离有一个钻石型凹角。但这种折痕纹路在几何缺陷的影

响下，钻石凹角中尖角对缺陷较为敏感，存在结构稳定性问题。

[0005] 2、为了克服机械式碰撞吸能装置刚度大、峰值力高的缺点，少部分现有技术采用

了柔性碰撞吸能装置，如公开号为CN102501875A，名称为“一种阶跃式多级气体压缩吸能机

车车辆抗撞装置”的专利，通过串联设置至少两个以上缸体压缩气缸-活塞对与附加气瓶以

及在各活塞上设置爆破膜来实现对碰撞冲击能量的逐级转换与释放。该专利仅通过压缩气

体贮能与压缩气体爆破释能的方法存在能量吸收率低的缺点，而且为达到较高的能量吸收

需要保证装置具有良好的密封性，从而增加了装置制作的难度与成本。

[0006] 3、为了克服碰撞吸能装置变形模式不稳定这一缺点，少部分现有技术通过增加约

束条件来实现这一目的，如公开号为CN102700618A，名称为“一种横隔板加强的薄壁能量吸

收管”的专利，该专利中起加强作用的横隔板在薄壁管内部按一定间距排列。通过增加约束

条件，抑制薄壁管的非紧凑变形模式，使得薄壁结构在轴向冲击压缩下产生渐进稳定变形

模式。由于薄壁能量吸收管增加了附加内置结构并与薄壁管精密连接，因此给加工工艺带

来了难度。

[0007] 4、在实际的碰撞过程中会出现比较复杂的载荷工况，而现有的碰撞吸能盒结构存

在抗缺陷能力较弱的缺点，无法应对复杂的碰撞载荷。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同时解决上述多种问题的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

吸能装置的工作方法。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

工作方法，所述碰撞吸能装置由立体吸能区、折叠吸能区和流体吸能区所构成；所述立体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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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折叠吸能区和流体吸能区采用至上而下交叉排列的方式进行布置；所述立体吸能区

为具有多边形截面的薄壁管件；所述折叠吸能区通过折痕纹路并结合旋转折叠方式形成圆

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所述流体吸能区包括盖板、支撑板、筒体、气阀和压板。所述流体

吸能区包括盖板、支撑板、筒体、进口阀、泄压阀和压板。所述筒体与压板之间形成腔室；所

述腔室内填充气体或液压油；所述筒体上设置有进口阀和泄压阀；所述支撑板连接压板和

盖板；

[0010] 工作步骤如下：步骤一、在将碰撞吸能装置安装到汽车上之前，先向碰撞吸能装置

流体吸能区的腔室内填充气体或液压油，并设置泄压阀泄压压力的阈值小于折叠吸能区折

叠凹角变形所需压力的值；步骤二、在碰撞过程中，在载荷作用下，所述流体吸能区的支撑

板推动压板压缩腔室内的气体或液压油，在腔室的内部压力高于泄压阀泄压的设置阀值

时，所述泄压阀的阀门打开，流体吸能区向外界泄压，释放碰撞能量，直至流体吸能区的盖

板盖在筒体上，并最终形成由筒体、支撑板和盖板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实现一级缓冲；

步骤三、在碰撞过程中，待流体吸能区的盖板盖在筒体上后，流体吸能区腔室内的气体或液

压油停止压缩与向外泄压，折叠吸能区上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开始被压缩变形，并

形成横隔板的约束作用，实现二级缓冲；步骤四、在碰撞过程中，待折叠吸能区压缩变形后，

立体吸能区再被压缩变形，实现三级缓冲；步骤五、在碰撞过程中，待立体吸能区压缩变形

后，由流体吸能区压缩后形成的由筒体、支撑板和盖板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最后被压缩

变形，实现四级缓冲。

[0011] 优选的，所述立体吸能区的多边形截面为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或八边形。

[0012] 优选的，所述折叠吸能区上形成折叠凹角的折痕纹路为对称结构，由两个直角梯

形和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组成；所述直角梯形的短边与斜边为谷折痕；所述直角梯形的

直角边、长边和等腰三角形的中线、底边为峰折痕。

[0013] 优选的，所述折叠吸能区回转式折叠凹角的旋向为顺时针方向或逆时针方向。

[0014] 优选的，所述折叠吸能区折叠凹角具有不同类型，包括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大小或

不同的倾斜角度。

[0015] 优选的，所述流体吸能区的支撑板的横截面为十字形截面、工字形截面、四边形截

面、五边形截面、六边形截面或八边形截面。

[0016] 优选的，所述筒体前后各设置一个进口阀，筒体左右各设置多个泄压阀。

[0017] 优选的，所述流体吸能区的压板至筒体底部的距离大于或等于盖板至筒体上端面

的距离。

[0018] 优选的，所述单个立体吸能区的高度和单个折叠吸能区的高度相等或不相等。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针对背景技术提出的第1点，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方法：碰撞吸能装置由立体吸能

区、流体吸能区与折叠吸能区组成。其中，在将碰撞吸能装置安装到汽车上之前，先向碰撞

吸能装置流体吸能区的腔室内填充气体或液压油，并设置泄压阀泄压压力的阈值小于折叠

吸能区折叠凹角变形所需压力的值。因此，在碰撞过程中，流体吸能区在载荷作用下先行被

压缩，实现一级缓冲；折叠吸能区的回转式折叠凹角后被压缩变形，实现二级缓冲；立体吸

能区后于折叠吸能区被压缩变形，实现三级缓冲；流体吸能区被压缩后形成的由筒体、支撑

板和盖板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最后被压缩变形，实现四级缓冲。通过碰撞吸能装置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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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缓冲不但能有效降低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初始峰值力，而且还能保证碰撞吸能装置具有较

高的能量吸收率。

[0021] 2、针对背景技术提出的第2点，本发明采用耦合刚性结构与柔性的流体压缩结构

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通过耦合刚性结构与柔性的流体压缩结构来实现碰撞冲击能量的逐

级吸收，并实现较高的能量吸收率，从而确保汽车内物品及乘员的安全性。

[0022] 3、针对背景技术提出的第3点，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方法：碰撞吸能装置的折叠吸能

区由引入折痕纹路形成的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所构成。折叠吸能区的这些回转式折

叠凹角在载荷作用下先于立体吸能区被压缩变形，并形成类似于横隔板的约束作用，从而

使碰撞吸能装置产生渐进稳定的变形模式。

[0023] 4、针对背景技术提出的第4点，本发明采用折叠吸能区的回转式折叠凹角来解决

该问题。回转式折叠凹角的圆周排列使得碰撞吸能盒能应对碰撞过程中的复杂载荷，从而

提高碰撞吸能盒的抗缺陷能力。

[0024] 注：上述设计不分先后，每一条都使得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具有区别和显著的进

步。

附图说明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6] 图1是实施例1中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的整体剖视图；

[0028] 图3是立体吸能区与折叠吸能区的平面展开图；

[0029] 图4是实施例2中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三维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图4的整体剖视图；

[0031] 图中，附图标记如下：

[0032] 1、立体吸能区2、折叠吸能区3、流体吸能区4、折叠凹角5、盖板6、十字型支撑板7、

筒体8、泄压阀9、压板10、进口阀11、谷折痕12、峰折痕13、工字型支撑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发明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工作方法，所述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

装置的结构如图1所示，该碰撞吸能装置由立体吸能区1、折叠吸能区2和流体吸能区3组成。

立体吸能区1、折叠吸能区2和流体吸能区3采用从上而下交叉排列的方式进行布置。不同高

度的碰撞吸能装置可通过沿轴向叠加若干个立体吸能区1、折叠吸能区2和流体吸能区3得

到。在该实施例中，立体吸能区1为具有四边形截面的薄壁管件。折叠吸能区2通过折痕纹路

并结合旋转折叠方式形成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4。在该实施例中，碰撞吸能装置布置

有两个折叠吸能区2，且两个折叠吸能区2的折叠凹角4的旋向都为顺时针方向。

[0035] 在该实施例中，流体吸能区3包括盖板5、十字型支撑板6、筒体7、泄压阀8、进口阀

10和压板9。流体吸能区3的支撑板为十字型支撑板6。图2是该实施例碰撞吸能装置的整体

剖视图。如图1和图2所示，筒体7与压板9之间形成腔室，腔室内通过进口阀10填充气体或液

压油；筒体7上设置有泄压阀8和进口阀10，筒体前后各设置一个进口阀10，筒体左右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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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泄压阀；十字型支撑板6连接压板9和盖板5。所述流体吸能区3通过十字型支撑板6推动

压板9压缩气室内的气体并经由泄压阀8向外界泄压，直至盖板5盖在筒体7上，并最终形成

由筒体7、十字型支撑板6和盖板5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

[0036] 如图所示：工作步骤如下：步骤一、在将碰撞吸能装置安装到汽车上之前，先向碰

撞吸能装置流体吸能区3的腔室内填充气体或液压油，并设置泄压阀8的泄压压力的阈值小

于折叠吸能区2中折叠凹角4变形所需压力的值；步骤二、在碰撞过程中，在载荷作用下，所

述流体吸能区3的十字型支撑板6推动压板9压缩腔室内的气体或液压油，在腔室的内部压

力高于泄压阀8泄压的设置阀值时，所述泄压阀8的阀门打开，流体吸能区3向外界泄压，释

放碰撞能量，直至流体吸能区3的盖板5盖在筒体7上，并最终形成由筒体7、十字型支撑板6

和盖板5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实现一级缓冲；步骤三、在碰撞过程中，待流体吸能区3的

盖板5盖在筒体7上后，流体吸能区3腔室内的气体或液压油停止压缩与向外泄压，折叠吸能

区2上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4开始被压缩变形，并形成横隔板的约束作用，实现二级

缓冲；步骤四、在碰撞过程中，待折叠吸能区2压缩变形后，立体吸能区1再被压缩变形，实现

三级缓冲；步骤五、在碰撞过程中，待立体吸能区1压缩变形后，由流体吸能区3压缩后形成

的由筒体7、十字型支撑板6和盖板5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由于存在十字型支撑板6的强化

作用，因此最后被压缩变形，实现四级缓冲。

[0037] 图3描述了该实施例碰撞吸能装置的立体吸能区与折叠吸能区展开后的形状。图3

上的折痕由平面上的虚线和实线表示，其中虚线表示谷折痕11，实线表示峰折痕12。若按照

平面上的折痕进行折叠，最终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碰撞吸能装置上的折叠吸能区2。

[0038] 实施例2

[0039] 本发明一种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装置的工作方法，所述流固耦合四级碰撞吸能

装置的结构如图1所示，该碰撞吸能装置由立体吸能区1、折叠吸能区2和流体吸能区3组成。

立体吸能区1、折叠吸能区2和流体吸能区3采用从上而下交叉排列的方式进行布置。在该实

施例中，流体吸能区3内的支撑板为工字型支撑板13。图5是该实施例碰撞吸能装置的整体

剖视图。如图4和图5所示，所述流体吸能区3包括盖板5、工字型支撑板13、筒体7、气阀8和压

板9。所述筒体7与压板9之间形成腔室，腔室内通过进口阀10填充气体或液压油；筒体7上设

置有泄压阀8和进口阀10，筒体前后各设置一个进口阀10，筒体左右各设置三个泄压阀；十

字型支撑板6连接压板9和盖板5。所述流体吸能区3通过工字型支撑板13推动压板9压缩气

室内的气体并经由泄压阀8向外排气，直至盖板5盖在筒体7上，并最终形成由筒体7、工字型

支撑板13和盖板5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

[0040] 如图所示：工作步骤如下：步骤一、在将碰撞吸能装置安装到汽车上之前，先向碰

撞吸能装置流体吸能区3的腔室内填充气体或液压油，并设置泄压阀8的泄压压力的阈值小

于折叠吸能区2中折叠凹角4变形所需压力的值；步骤二、在碰撞过程中，在载荷作用下，所

述流体吸能区3的工字型支撑板13推动压板9压缩腔室内的气体或液压油，在腔室的内部压

力高于泄压阀8泄压的设置阀值时，所述泄压阀8的阀门打开，流体吸能区3向外界泄压，释

放碰撞能量，直至流体吸能区3的盖板5盖在筒体7上，并最终形成由筒体7、工字型支撑板13

和盖板5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实现一级缓冲；步骤三、在碰撞过程中，待流体吸能区3的

盖板5盖在筒体7上后，流体吸能区3腔室内的气体或液压油停止压缩与向外泄压，折叠吸能

区2上圆周排列的回转式折叠凹角4开始被压缩变形，并形成横隔板的约束作用，实现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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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步骤四、在碰撞过程中，待折叠吸能区2压缩变形后，立体吸能区1再被压缩变形，实现

三级缓冲；步骤五、在碰撞过程中，待立体吸能区1压缩变形后，由流体吸能区3压缩后形成

的由筒体7、工字型支撑板13和盖板5组成的新的薄壁吸能区由于存在工字型支撑板13的强

化作用，因此最后被压缩变形，实现四级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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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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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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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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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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