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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

包括背门铰链安装梁和顶盖尾横梁，所述背门铰

链安装梁的端部与车身上顶边梁相连，所述顶盖

尾横梁设在背门铰链安装梁上，所述背门铰链安

装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所述顶盖尾横梁为铝

板结构。该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结构设计合

理，分为背门铰链安装梁和顶盖尾横梁两部分，

背门铰链安装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顶盖尾横

梁为铝板件，重量轻，结构强度大，具有较好的碰

撞效果，碰撞和重量两者可以同时兼顾；有利于

电动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

程。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6114640 B

2019.02.12

CN
 1
06
11
46
40
 B



1.一种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其特征在于：包括背门铰链安装梁和顶盖尾横梁，所述

背门铰链安装梁的端部与车身上顶边梁相连，所述顶盖尾横梁设在背门铰链安装梁上，所

述背门铰链安装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所述顶盖尾横梁为铝板结构；

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上设有背门铰链安装板；

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的端部与车身上顶边梁之间通过连接板相连，连接板的下部与车

身上尾立柱相连；

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的底部前侧为斜面，顶盖尾横梁的下边缘与斜面相连；

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的内部设有支撑筋，支撑筋和背门铰链安装梁为一体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盖尾横梁上表面为顶

盖贴合面，所述顶盖贴合面上设有顶盖定位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顶边梁为中空的铝型材

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尾立柱为中空的铝型材

结构。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顶边梁的内部设有将顶

边梁内部分隔成一组独立空腔的加强筋。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筋的上端与背门铰

链安装梁的顶部相连，支撑筋的下端与背门铰链安装梁的底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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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动汽车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汽车作为一种新能源汽车，具有节能环保的优势，电动汽车越来越成为汽车

领域研究的热点。目前电动汽车领域普遍存在的难题为电动汽车蓄电池续航里程有限，这

限制了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

[0003] 现有的车身上后顶横梁多为钢结构，重量大，不利于电动汽车轻量化，不利有效延

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且金属件制作装配及维护成本均较高，不利于降低成本，不能满足节

能环保要求；为达到碰撞要求，后顶横梁结构重量大，碰撞和重量两者难以同时兼顾。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

成，以达到重量轻，结构强度大的目的。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该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包括背门铰链安装梁和顶盖尾横梁，所述背门铰链安

装梁的端部与车身上顶边梁相连，所述顶盖尾横梁设在背门铰链安装梁上，所述背门铰链

安装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所述顶盖尾横梁为铝板结构。

[0007] 进一步的，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上设有背门铰链安装板。

[0008] 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的端部与车身上顶边梁之间通过连接板相连，连接板的下部

与车身上尾立柱相连。

[0009] 所述顶盖尾横梁上表面为顶盖贴合面，所述顶盖贴合面上设有顶盖定位孔。

[0010] 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的底部前侧为斜面，顶盖尾横梁的下边缘与斜面相连。

[0011] 所述顶边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

[0012] 所述背门铰链安装梁的内部设有支撑筋，支撑筋和背门铰链安装梁为一体结构。

[0013] 所述尾立柱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

[0014] 所述顶边梁的内部设有将顶边梁内部分隔成一组独立空腔的加强筋。

[0015] 所述支撑筋的上端与背门铰链安装梁的顶部相连，支撑筋的下端与背门铰链安装

梁的底部相连。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该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结构设计合理，

分为背门铰链安装梁和顶盖尾横梁两部分，背门铰链安装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顶盖尾

横梁为铝板件，重量轻，结构强度大，具有较好的碰撞效果，碰撞和重量两者可以同时兼顾；

有利于电动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对本说明书各幅附图所表达的内容及图中的标记作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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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1为本发明车身顶部骨架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车身顶部骨架局部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后顶横梁端部连接处放大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后顶横梁总成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后顶横梁总成剖视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后顶横梁总成分解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顶边梁剖视图。

[0025] 图中：

[0026] 1.顶盖中横梁、2.前风挡下横梁、3.前顶横梁、

[0027] 4.顶边梁、

[0028] 407.第一顶梁侧壁、408.第二顶梁侧壁、409.第三顶梁侧壁、410.第四顶梁侧壁、

411.第五顶梁侧壁、412.第六顶梁侧壁、413.第七顶梁侧壁、414、凸筋、415.加强筋、

[0029] 5.后顶横梁总成、

[0030] 501.背门铰链安装梁、502.顶盖尾横梁、503.背门铰链安装板、

[0031] 6.尾立柱、7.连接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对照附图，通过对实施例的描述，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

说明。

[0033] 如图1至图7所示，该电动汽车后顶横梁总成，包括背门铰链安装梁501和顶盖尾横

梁502，背门铰链安装梁501的端部与车身上顶边梁4相连，顶盖尾横梁502设在背门铰链安

装梁501上，背门铰链安装梁501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顶盖尾横梁502为铝板结构。铝型材

通过模具挤出成型，重量轻，结构强度大，具有较好的碰撞效果，碰撞和重量两者可以同时

兼顾；有利于电动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

[0034] 背门铰链安装梁501的顶面上固定有背门铰链安装板503，背门铰链安装板503为

长方形板，背门铰链安装板上设有孔用于固定背门铰链，保证背门铰链的固定强度。

[0035] 背门铰链安装梁501的端部与车身上顶边梁4之间通过连接板7相连，连接板7的下

部与车身上尾立柱6相连。通过连接板实现背门铰链安装梁的端部与顶边梁及尾立柱均相

连，提高连接可靠性。

[0036] 背门铰链安装梁501的内部设有支撑筋，支撑筋和背门铰链安装梁为一体结构，通

过模具挤出一体成型，结构强度大，支撑筋的上端与背门铰链安装梁的顶部相连，支撑筋的

下端与背门铰链安装梁的底部相连。支撑筋使背门铰链安装梁的内部形成两个独立腔体，

重量轻，结构强度大。

[0037] 背门铰链安装梁501的底部前侧为斜面，顶盖尾横梁502的下边缘与斜面相连，连

接面积大，保证连接强度。顶盖尾横梁需要强度相对背门铰链安装梁小，因此将顶盖尾横梁

设计铝板结构，保证结构强度的同时重量轻。

[0038] 顶盖尾横梁502的上边缘设有折边，折边的上表面为顶盖贴合面，顶盖贴合面上设

有顶盖定位孔，顶盖定位孔与顶盖上的定位销相适配，对顶盖的车身顶部位置进行定位，顶

盖与顶盖贴合面之间通过密封胶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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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尾立柱6和顶边梁4均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顶边梁的内部设有将顶边梁内部分隔

成一组独立空腔的加强筋，提高顶边梁的结构强度。

[0040] 顶边梁4为沿侧围总成的整个长度方向延伸设置，顶边梁4的前端与前风挡下横梁

2相连，顶边梁4的后端与后顶横梁总成5相连，在前顶横梁和后顶横梁之间设有顶盖中横梁

1，顶盖中横梁1的端部固定在顶边梁上。前风挡下横梁2、顶盖中横梁1、前顶横梁3均为中空

的铝型材结构，与顶边梁配合形成框架结构，重量轻，结构强度大，从而提高后顶横梁总成

固定可靠性。

[0041] 顶边梁4的材质为铝型材，通过原材料挤出成型，然后将具有成型出的空腔结构的

管材按照车身设计形状折弯，即可形成顶边梁4。

[0042] 顶边梁4包括由多个侧壁包围形成的空心管体和设置于空心管体内的加强筋415，

加强筋415将空心管体的内腔分隔成多个独立的空腔，采用铝型材制成的顶边梁4的刚度

好、重量轻。

[0043] 顶边梁4为等截面梁，顶边梁4具有依次连接的第一顶梁侧壁407、第二顶梁侧壁

408、第三顶梁侧壁409、第四顶梁侧壁410、第五顶梁侧壁411、第六顶梁侧壁412和第七顶梁

侧壁413。第一顶梁侧壁407和第二顶梁侧壁408用于安装电动汽车车身的外饰件，车身顶部

的外饰件可以通过紧固件和/或卡接的方式安装到顶边梁4上，方便拆装。

[0044] B柱总成与第三顶梁侧壁409和第四顶梁侧壁410连接，C柱总成与第三顶梁侧壁

409连接，第七顶梁侧壁413用于安装前挡风玻璃和顶盖总成，第六顶梁侧壁412用于安装车

身骨架顶部的其它梁体。

[0045] 在车身骨架上，具有两个侧围总成，两个侧围总成的顶边梁4分别前挡风玻璃和顶

盖总成的一端对前挡风玻璃和顶盖总成提供支撑，因此作为顶边梁4的顶壁的第七顶梁侧

壁413的宽度方向与X向相平行。第三顶梁侧壁409和第四顶梁侧壁410作为顶边梁的底壁部

分且与第七顶梁侧壁413为相对设置，第一顶梁侧壁407和第六顶梁侧壁412分别位于第七

顶梁侧壁413的一侧且朝向第七顶梁侧壁413的同一侧延伸，第一顶梁侧壁407和第六顶梁

侧壁412为相对设置，第二顶梁侧壁408和第五顶梁侧壁411为相对设置。

[0046] 作为优选的，第五顶梁侧壁411和第六顶梁侧壁412作为顶边梁位于驾驶室一侧的

侧壁，第六顶梁侧壁412相对于大致呈水平状态的第七顶梁侧壁413为竖直设置，第六顶梁

侧壁412与第七顶梁侧壁413之间的夹角大致为90度，第五顶梁侧壁411相对于大致呈水平

状态的第七顶梁侧壁413为倾斜设置，第五顶梁侧壁411与第七顶梁侧壁413之间的夹角为

锐角，而且第五顶梁侧壁411为向下朝向第七顶梁侧壁413的内侧下方倾斜延伸，第五顶梁

侧壁411与第六顶梁侧壁412之间的夹角为钝角，第五顶梁侧壁411的上端与第六顶梁侧壁

412的下端连接，第五顶梁侧壁411的下端偏向第三顶梁侧壁409。顶边梁4的第五顶梁侧壁

411位于乘员的头部上方，而将第五顶梁侧壁411设置成相对于乘员头部为朝向外侧下方倾

斜延伸的，从而可以提高车内乘员头部空间，提高乘坐舒适性。

[0047] 作为优选的，顶边梁4的相连接的两个顶梁侧壁之间为圆弧过渡连接，第一顶梁侧

壁407和第二顶梁侧壁408为V形布置，第三顶梁侧壁409和第四顶梁侧壁410为V形布置，第

一顶梁侧壁407、第二顶梁侧壁408、第三顶梁侧壁409和第四顶梁侧壁410相对于呈水平状

态的第七顶梁侧壁413均为倾斜设置，第一顶梁侧壁407与第二顶梁侧壁408之间的夹角为

钝角，第二顶梁侧壁408与第三顶梁侧壁409之间的夹角为钝角，第三顶梁侧壁409与第四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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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侧壁410之间的夹角为钝角，第四顶梁侧壁410与第五顶梁侧壁411之间的夹角为钝角。

[0048] 作为优选的，顶边梁4还具有位于第一顶梁侧壁407和第七顶梁侧壁413之间且朝

向第七顶梁侧壁413的外侧上方凸出的凸筋414，凸筋414与第一顶梁侧壁407的端部和第七

顶梁侧壁413的端部连接，凸筋414的宽度较小，凸筋414与顶边梁4的七个顶梁侧壁使顶边

梁4的横截面形成封闭环形结构。顶边梁4上设置凸出的凸筋414，可以增大顶边梁4的尺寸，

提高顶边梁4整体的刚度。

[0049] 作为优选的，顶边梁4的内部还具有一个加强筋415，加强筋415优选为横截面为十

字形的十字加强筋，十字加强筋使顶边梁内部形成四个独立的空腔。加强筋415在周向上具

有四个端部，加强筋415的第一端与第二顶梁侧壁408连接，第二端在第三顶梁侧壁409和第

四顶梁侧壁410的连接处与第三顶梁侧壁409和第四顶梁侧壁410连接，第三端在第五顶梁

侧壁411和第六顶梁侧壁412的连接处与第五顶梁侧壁411和第六顶梁侧壁412连接，第四端

与第七顶梁侧壁413连接。

[0050]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

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

本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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