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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包

括前上构件本体、连接在前上构件本体后面的散

热器上安装板，还包括前保右安装支架、前保左

安装支架和前碰撞横梁；一中横梁的中部通过连

接板与前上构件本体前面下边的中部连接；一中

横梁支撑的上端与所述中横梁的中部垂直连接，

所述中横梁支撑的下端与前碰撞横梁的中部垂

直连接；在所述中横梁上设有用于安装贯通式前

横灯的右安装支架和左安装支架；所述前保右安

装支架和前保左安装支架分别连接在所述前上

构件本体和中横梁之间。本发明具备安装前保险

杠、前罩锁和散热器的功能，还需具备安装贯通

式前横灯的功能，并保证贯通式前横灯与左右前

大灯满足匹配设计公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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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包括前上构件本体（1）、连接在前上构件本体后面的散

热器上安装板（2），还包括前保右安装支架（13）、前保左安装支架（14）和前碰撞横梁（3），其

特征是：

一中横梁（11）位于所述前上构件本体（1）的前面并与之平行，所述中横梁（11）的中部

通过连接板（12）与前上构件本体（1）前面下边的中部连接；

一中横梁支撑（15）的上端与所述中横梁（11）的中部垂直连接，所述中横梁支撑（15）的

下端与前碰撞横梁（3）的中部垂直连接；在所述中横梁（11）上设有用于安装贯通式前横灯

（4）的右安装支架（41）和左安装支架（42）；

所述前保右安装支架（13）和前保左安装支架（14）分别连接在所述前上构件本体（1）和

中横梁（11）之间；

在所述中横梁支撑（15）的上部固定连接有呈“┓”形的防掉支架（16）；在所述中横梁支

撑（15）的下部设有定位销（1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其特征是：所述连接板（12）的前后段

竖直中段平直，所述连接板（12）的前段与所述中横梁（11）固定连接、后段与前上构件本体

（1）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其特征是：所述前保右安装支架

（13）的后端与前上构件本体（1）前面的右部固定连接，所述前保右安装支架（13）的前部的

下面与所述中横梁（11）右部的上面固定连接；所述前保左安装支架（14）的后端与前上构件

本体（1）前面的左部固定连接，所述前保左安装支架（14）的前部的下面与所述中横梁（11）

左部的上面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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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车身，具体涉及一种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前上构件总成主要用于安装前保险杠、前罩锁和散热器等汽车部件。其通过

螺栓连接左右散热器支柱总成，在达到机舱盖与前保险杠间隙断差设计要求的同时，满足

机舱横摆模态和扭转刚度等性能指标。如CN208813314U 公开了“一种前上构件总成支架及

汽车”，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前保险杠位移量过大前上构件总成出现扭转的问题。该前上构件

总成支架包括：前罩锁安装件，所述前罩锁安装件上具有第一连接孔和用于与前上构件总

成上的前罩锁连接的第一安装孔；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具有第二连接孔和用于与前碰撞

横梁总成固定连接的第二安装孔；连接于所述前罩锁安装件和所述固定件之间的前上构件

总成支撑板，所述前上构件总成支撑板一端通过所述第一连接孔与所述前罩锁安装件螺栓

连接，另一端通过所述第二连接孔与所述固定板螺栓连接。

[0003] 然而，随着智能科技在汽车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作为具有极强科技感的贯通

式前横灯对新车上市，提高整车品质和提升关注度具有重要意义。如  CN206449548U公开了

“一种新型阵列式汽车前灯导光结构”，包括本体和贯通所述本体的若干导光条，所述导光

条呈阵列式分布，每个导光条具有独立的进光口和出光口，所述导光条的进光口设置有LED

灯，所述LED灯与所述导光条一一对应。其采用硅胶制成的导光结构，透光性更好，质量更

轻；能够实现矩阵式的灯光效果，更加时尚，动感；通过控制单颗LED的亮灭，能够实现多种

光型，集远近光等功能于一体。

[0004]   CN203581148U公开了“一种前上构件焊接总成与车架的连接结构”，包括前上构

件焊接总成和车架，前上构件焊接总成包括前上构件横梁总成、下端分别与前上构件横梁

总成左右两端固定连接的两个翼子板及前大灯支架，以及上端分别与前上构件横梁总成左

右两端固定连接的两个前上构件立柱，两个前上构件立柱的下端分别通过前上构件连接件

与车架的左右纵梁前端固定连接。其能够提高前上构件焊接总成与车架组拼后的位置精

度。但是，没有涉及到如何适应新型阵列式汽车前灯的安装问题，因此，需要开发一种用于

安装贯通式前横灯的前上构件总成。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其具备安装前保险杠、前罩锁

和散热器等常规部件功能的同时，还需具备安装贯通式前横灯的功能，并保证贯通式前横

灯与左右前大灯满足匹配设计公差要求。

[0006]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包括前上构件本体、连接在前上构件

本体后面的散热器上安装板，还包括前保右安装支架、前保左安装支架和前碰撞横梁，其特

征是：

[0007] 一中横梁位于所述前上构件本体的前面并与之平行，所述中横梁的中部通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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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与前上构件本体前面下边的中部连接；

[0008] 一中横梁支撑的上端与所述中横梁的中部垂直连接，所述中横梁支撑的下端与前

碰撞横梁的中部垂直连接；在所述中横梁上设有用于安装贯通式前横灯的右安装支架和左

安装支架；

[0009] 所述前保右安装支架和前保左安装支架分别连接在所述前上构件本体和中横梁

之间。

[0010] 进一步，所述连接板的前后段竖直中段平直，所述连接板的前段与所述中横梁固

定连接、后段与前上构件本体连接。

[0011] 进一步，所述前保右安装支架的后端与前上构件本体前面的右部固定连接，所述

前保右安装支架的前部的下面与所述中横梁右部的上面固定连接；所述前保左安装支架的

后端与前上构件本体前面的左部固定连接，所述前保左安装支架的前部的下面与所述中横

梁左部的上面固定连接。

[0012] 进一步，在所述中横梁支撑的上部固定连接有呈“┓”形的防掉支架；在所述中横

梁支撑的下部设有定位销。

[001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4] 由于设置了安装贯通式前横灯的右安装支架和左安装支架，贯通式前横灯能够通

过右安装支架和左安装支架连接固定；

[0015] 由于前上构件本体前面下边的中部设有连接板，且连接板、前保右安装支架和前

保左安装支架三者同时连接在前上构件本体和中横梁上，不仅增加了贯通式前横灯安装点

的强度和刚度，同时还增加了前保险杠的安装点的强度和刚度；

[0016] 由于贯通式前横灯和前保险杠的安装点都焊接在中横梁上，从而保证了贯通式前

横灯和前保险杠的相对匹配间隙一致；

[0017] 由于设置了中横梁支撑，通过其下端的焊接定位销与前碰撞横梁相连，从而不仅

给贯通式前横灯Z向的支撑，同时也给前保险杠提供了一个Z向支撑，这样能够防止贯通式

前横灯和前保险杠下掉；

[0018] 由于能够通过中横梁支撑的焊接定位销调整贯通式前横灯和前保险杠的Z向安装

点高度，从而保证贯通式前横灯和前大灯的高差。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爆炸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前上构件本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横梁支撑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

[0024] 1—前上构件本体，11—中横梁，12—连接板，13—前保右安装支架，14—前保左安

装支架，15—中横梁支撑，16—防掉支架，17—定位销；

[0025] 2—散热器上安装板；

[0026] 3—前碰撞横梁；

[0027] 4—贯通式前横灯，41—右安装支架，42—左安装支架。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1703508 B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

[0029] 参见图1至图4所示的一种汽车前上构件总成结构，包括前上构件本体1、连接在前

上构件本体后面的散热器上安装板2，所述前上构件本体位于车身外侧，所述散热器上安装

板位于车身内侧，两者通过点焊相连，并形成空腔结构，以提高前上构件总成的主体强度和

刚度。还包括前保右安装支架13、前保左安装支架14和前碰撞横梁3，其特征是：

[0030] 一中横梁11位于所述前上构件本体1的前面并与之平行，所述中横梁11的中部通

过连接板12与前上构件本体1前面下边的中部连接；

[0031] 一中横梁支撑15的上端与所述中横梁11的中部垂直连接，所述中横梁支撑15的下

端与前碰撞横梁3的中部垂直连接；在所述中横梁11上设有用于安装贯通式前横灯4的右安

装支架41和左安装支架42；

[0032] 所述前保右安装支架13和前保左安装支架14分别连接在所述前上构件本体1和中

横梁11之间。

[0033] 所述连接板12的前后段竖直中段平直，所述连接板12的前段与所述中横梁11固定

连接、后段与前上构件本体1连接。

[0034] 所述前保右安装支架13的后端与前上构件本体1前面的右部固定连接，所述前保

右安装支架13的前部的下面与所述中横梁11右部的上面固定连接；所述前保左安装支架14

的后端与前上构件本体1前面的左部固定连接，所述前保左安装支架14的前部的下面与所

述中横梁11左部的上面固定连接。前保右安装支架、连接板和前保左安装支架与前上构件

本体和中横梁固定连接形成悬臂结构，而从增强了前保安右装支架、前保安装左支架、右安

装支架、左安装支架的强度和刚度。

[0035] 在所述中横梁支撑15的上部固定连接有呈“┓”形的防掉支架16，以防止前保险杠

下掉；在所述中横梁支撑15的下部设有定位销17。当贯通式前横灯与前大灯的间隙断差无

法满足匹配设计公差要求时，通过调节前碰撞横梁的Z向高度，约束中横梁支撑下端的焊接

定位销，从而可以重新调整中横梁支撑的Z向高度，使右安装支架和左安装支架的高度调节

满足贯通式前横灯与前大灯间隙断差要求，以保证整车外观美观性。

[0036] 本发明能够提高上构件总成的强度和刚度；能够增加前保险杠安装点的刚度和强

度，同时通过对贯通式前横灯Z向高度的适当调节，能够使其与前大灯的断差间隙满足设计

公差要求，这样既满足了贯通式前横灯的安装功能需求，同时又满足外观设计公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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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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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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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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