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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吸能装置及使用该吸能装

置的车辆，吸能装置包括前端车架和设置在前端

车架上左右布置的至少两个吸能筒，各个吸能筒

上均固定连接有传力杆，所述前端车架在远离吸

能筒的一侧设有在其中一个传力杆受力运动时

会带动另一个传力杆受力向同一方向运动的联

动机构。在一个吸能筒碰撞发生褶皱变形时通过

联动机构的交互作用带动其余的吸能筒工作，使

未发生碰撞的吸能筒也发生褶皱变形，吸收能

量；这样在偏置碰撞中，全部的吸能筒均工作，以

达到较好的吸能效果，保护乘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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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吸能装置，包括前端车架和设置在前端车架上左右布置的至少两个吸能筒，其

特征在于：各个吸能筒上均固定连接有传力杆，所述前端车架在远离吸能筒的一侧设有在

其中一个传力杆受力运动时会带动另一个传力杆受力向同一方向运动的联动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联动机构包括至少两个缓冲缸，

所述缓冲缸内设有将缓冲缸的腔室分隔成第一腔室和第二腔室的活塞，所述活塞在第一腔

室内设有第一活塞杆，所述第一活塞杆远离活塞的一端与吸能筒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活塞

杆构成了传力杆；其中相互联动的两个缓冲缸中前缓冲缸的第二腔室与后缓冲缸的第一腔

室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缸的数量为两个，对应的吸

能筒的数量为两个。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缸为液压缸。

5.根据权利要求2-4任意一项所述的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能筒远离前端车架

的一端设有固定板，所述第一活塞杆与吸能筒的固定板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4任意一项所述的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缸的中心线与吸

能筒的中心线重合。

7.根据权利要求2-4任意一项所述的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塞在第二腔室内设

有第二活塞杆，所述第二活塞杆远离活塞的一端端部位于缓冲缸的外部。

8.根据权利要求2-4任意一项所述的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任一个缓冲缸的第二腔室

与相互联动的缓冲缸的第一腔室连通以形成循环回路。

9.车辆，包括吸能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能装置为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的吸

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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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吸能装置及使用该吸能装置的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吸能装置及使用该吸能装置的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与日俱增，碰撞追尾等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为了保

护乘员安全，需要汽车前部结构在碰撞时能够发生有效变形，从而吸收较多的碰撞能量，为

乘员提供稳定、平缓的冲击加速度环境。如授权公告号为CN204547998U、授权公告日为

2015.08.12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汽车及其保险杠，该汽车保险杠包括沿左右方

向延伸的保险杠本体，保险杠本体的后端朝后设有两个凸台，两个凸台上均安装有吸能筒，

该保险杠通过在其上加装吸能筒，来吸收碰撞时产生的能量，在正面碰撞时取得较好的吸

能效果，减少了乘员受到的伤害。但是在实际事故中，在即将发生碰撞时，驾驶员一般会急

打方向盘，偏置碰撞事故发生较多，发生这种碰撞时，往往只有一侧吸能筒能起到作用，导

致吸能效果减弱，如图1和图2所示，前端车架1上安装有两个吸能筒2，当其中一个吸能筒2

碰撞到障碍物3时产生褶皱变形，吸收碰撞能量；但另一侧吸能筒3并未发挥相应的作用，大

部分的碰撞能量还需要有车架变形来吸收，导致局部车体变形严重，使得对乘员的保护效

果较弱。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吸能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吸能装置在发生偏置

碰撞时只有一个吸能筒工作，另一个吸能筒未发挥相应作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还在于

提供一种使用该吸能装置的车辆。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一种技术方案是：吸能装置包括前端车架

和设置在前端车架上左右布置的至少两个吸能筒，各个吸能筒上均固定连接有传力杆，所

述前端车架在远离吸能筒的一侧设有在其中一个传力杆受力运动时会带动另一个传力杆

受力向同一方向运动的联动机构。

[0005] 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二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一种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所述联动机构包括至少两个缓冲缸，所述缓冲缸内设有将缓冲缸的腔室分隔成第一

腔室和第二腔室的活塞，所述活塞在第一腔室内设有第一活塞杆，所述第一活塞杆远离活

塞的一端与吸能筒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活塞杆构成了传力杆；其中相互联动的两个缓冲缸

中前缓冲缸的第二腔室与后缓冲缸的第一腔室连通。

[0006] 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三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二种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所述缓冲缸的数量为两个，对应的吸能筒的数量为两个。便于车架上的排布。

[0007] 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四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二种技术方案的基

础上，所述缓冲缸为液压缸。液压缸传力既快速又稳定。

[0008] 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五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

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吸能筒远离前端车架的一端设有固定板，所述第一活塞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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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能筒的固定板固定连接。第一活塞杆与吸能筒的固定板固定连接，连接稳定。

[0009] 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六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

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缓冲缸的中心线与吸能筒的中心线重合。保证吸能筒变形均

匀。

[0010] 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七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

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活塞在第二腔室内设有第二活塞杆，所述第二活塞杆远离活

塞的一端端部位于缓冲缸的外部。第二活塞杆增加了缓冲缸的稳定性。

[0011] 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八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吸能装置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

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任一个缓冲缸的第二腔室与相互联动的缓冲缸的第一腔室连通以

形成循环回路。避免了缓冲介质的泄漏。

[001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车辆的第一种技术方案是：车辆包括吸能装置，所述吸能

装置包括前端车架和设置在前端车架上左右布置的至少两个吸能筒，各个吸能筒上均固定

连接有传力杆，所述前端车架在远离吸能筒的一侧设有在其中一个传力杆受力运动时会带

动另一个传力杆受力向同一方向运动的联动机构。

[0013] 本发明车辆的第二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车辆的第一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

述联动机构包括至少两个缓冲缸，所述缓冲缸内设有将缓冲缸的腔室分隔成第一腔室和第

二腔室的活塞，所述活塞在第一腔室内设有第一活塞杆，所述第一活塞杆远离活塞的一端

与吸能筒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活塞杆构成了传力杆；其中相互联动的两个缓冲缸中前缓冲

缸的第二腔室与后缓冲缸的第一腔室连通。

[0014] 本发明车辆的第三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车辆的第二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

述缓冲缸的数量为两个，对应的吸能筒的数量为两个。

[0015] 本发明车辆的第四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车辆的第二种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

述缓冲缸为液压缸。

[0016] 本发明车辆的第五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车辆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一种技术

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吸能筒远离前端车架的一端设有固定板，所述第一活塞杆与吸能筒的

固定板固定连接。

[0017] 本发明车辆的第六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车辆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一种技术

方案的基础上，所述缓冲缸的中心线与吸能筒的中心线重合。

[0018] 本发明车辆的第七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车辆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一种技术

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活塞在第二腔室内设有第二活塞杆，所述第二活塞杆远离活塞的一端

端部位于缓冲缸的外部。

[0019] 本发明车辆的第八种技术方案是：在本发明车辆的第二种至第四种任意一种技术

方案的基础上，任一个缓冲缸的第二腔室与相互联动的缓冲缸的第一腔室连通以形成循环

回路。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在左右布置的吸能筒上均布置有相对应的传力杆，传力杆

在前端车架远离吸能筒的一侧设有联动机构以使其中一个传力杆运动时会带动另一个传

力杆向同一方向运动，在一个吸能筒碰撞发生褶皱变形时通过联动机构的交互作用带动其

余的吸能筒工作，使未发生碰撞的吸能筒也发生褶皱变形，吸收能量；这样在偏置碰撞中，

全部的吸能筒均工作，以达到较好的吸能效果，保护乘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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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现有技术中的吸能装置在碰撞前的示意图；

图2为现有技术中的吸能装置在碰撞后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一的吸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一的吸能装置的立体图；

图5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一的吸能装置在碰撞前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一的吸能装置在碰撞后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二的吸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三的吸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9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四的吸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五的吸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

[0023] 本发明的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一，如图3和图4所示，车辆包括吸能装置，吸能装置包

括前端车架4和设置在前端车架4上的吸能筒。本实施例中，吸能筒的数量为两个，位于前端

车架4左端的吸能筒为左吸能筒5，左吸能筒5通过左吸能筒法兰盘52固定在前端车架4上，

左吸能筒5在远离左吸能筒法兰盘52的一端设有左吸能筒前板51；位于前端车架4右端的吸

能筒为右吸能筒6，右吸能筒6通过右吸能筒法兰盘62固定在前端车架4上，右吸能筒6在远

离右吸能筒法兰盘62的一端设有右吸能筒前板61；本实施例中，左吸能筒5和右吸能筒6均

是截面为八边形的筒形，八边形的筒形能够较好的吸收碰撞能量，减少乘员受到的冲击力，

在其他实施例中，左吸能筒5和右吸能筒6的截面也可以是圆形，或者方形等多边形。

[0024] 本实施例中，前端车架在背离左吸能筒5的一侧安装有左液压缸7，左液压缸7构成

了缓冲缸，左液压缸7内设有左活塞，左活塞将左液压缸7的腔室分成左第一腔室71和左第

二腔室72，左第一腔室71的腔壁上设有与其它液压缸连通的左第一腔室油口76，左活塞在

左第一腔室71内设有左第一活塞杆73，左第一活塞杆73远离左活塞的一端与左吸能筒5的

左吸能筒前板51固定连接，在其他实施例中，在左吸能筒5的中间位置设置左吸能筒板，左

第一活塞杆73远离左活塞的一端也可以与左吸能筒5的中间位置的左吸能筒板固定连接；

本实施例中，左第二腔室72的腔壁上设有与其它液压缸连通的左第二腔室油口75，左活塞

在左第二腔室72内设有左第二活塞杆74，左第二活塞杆74远离左活塞的一端端部位于左液

压缸7的外部；其中左液压缸7的中心线与左吸能筒5的中心线重合以保证左吸能筒5在车辆

发生碰撞时褶皱变形较为均匀，使乘员受到的冲击力更加平缓。

[0025] 本实施例中，前端车架在背离右吸能筒6的一侧安装有右液压缸8，右液压缸8构成

了缓冲缸，右液压缸8内设有右活塞，右活塞将右液压缸8的腔室分成右第一腔室81和右第

二腔室82，右第一腔室81的腔壁上设有与其它液压缸连通的右第一腔室油口86，右活塞在

右第一腔室81内设有右第一活塞杆83，右第一活塞杆83远离右活塞的一端与右吸能筒6的

右吸能筒前板61固定连接，在其他实施例中，在右吸能筒6的中间位置设置右吸能筒板，右

第一活塞杆83远离右活塞的一端也可以与右吸能筒6的中间位置的右吸能筒板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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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中，右第二腔室82的腔壁上设有与其它液压缸连通的右第二腔室油口85，右活塞

在右第二腔室82内设有右第二活塞杆84，右第二活塞杆84远离右活塞的一端端部位于右液

压缸8的外部；其中右液压缸8的中心线与右吸能筒6的中心线重合以保证右吸能筒6在车辆

发生碰撞时褶皱变形较为均匀，使乘员受到的冲击力更加平缓。

[0026] 本实施例中，左第一腔室71腔壁上的左第一腔室油口76与右第二腔室82腔壁上的

右第二腔室油口85通过第一油管9连通；左第二腔室72腔壁上的左第二腔室油口75与右第

一腔室81腔壁上的右第一腔室油口86通过第二油管8连通，实现了互联式工作。

[0027] 如图5和图6所示，在车辆右侧发生偏置碰撞时，右吸能筒6碰到障碍物3发生褶皱

变形，右液压缸8的右第一活塞杆83与右吸能筒6的右吸能筒前板61一起运动，右液压缸8中

的右活塞从前向后挤压油液，使油液从右第二腔室82的右第二腔室油口85流出，通过第一

油管9和左第一腔室油口76流入左第一腔室71中，此时左第一腔室71内的压力增大推动左

活塞向左第二腔室72运动，左第二腔室72内的油液从左第二腔室油口75流出并通过第二油

管10和右第一腔室油口86流入右第一腔室81内，形成一个循环，同时左活塞带动左第一活

塞杆73向后运动，左第一活塞杆73带动左吸能筒5发生褶皱变形，吸收能量；同理，在车辆左

侧发生偏置碰撞时，左吸能筒5碰到障碍物3发生褶皱变形，左液压缸7的左第一活塞杆73与

左吸能筒7的左吸能筒前板51一起运动，左液压缸7中的左活塞从前向后挤压油液，使油液

从左第二腔室72的左第二腔室油口75流出，通过第二油管10和左第一腔室油口86流入左第

一腔室81中，此时右第一腔室81内的压力增大推动右活塞向右第二腔室82运动，右第二腔

室82内的油液从右第二腔室油口85流出并通过第一油管9和左第一腔室油口76流入左第一

腔室71内，形成一个循环，同时右活塞带动右第一活塞杆83向后运动，右第一活塞杆83带动

左吸能筒5发生褶皱变形，吸收能量；实现左吸能筒5和右吸能筒6在偏置碰撞时均发生变

形，使乘员受到了较小的冲击力，对乘员有较好的保护。

[0028] 本发明的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二：如图7所示，与具体实施例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

左液压缸7和右液压缸8之间不设置第二油管，且左液压缸7的左第二腔室72和右液压缸8的

右第一腔室81均为空腔。

[0029] 本发明的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三：如图8所示，与具体实施例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左

液压缸7内不设置左第二活塞杆，右液压缸8内不设置右第二活塞杆。

[0030] 本发明的车辆的具体实施例四：如图9所示，与具体实施例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所

述液压缸为三个，对应的吸能筒为三个。

[0031] 本发明的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五：如图10所示，与具体实施例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所

述联动机构包括绳索13、滑轮12和传力杆11，左吸能筒5和右吸能筒6分别连接有传力杆11，

传力杆11可沿吸能筒轴向运动，传力杆11前后端通过滑轮12和绳索13实现联动。

[0032] 在其他实施例中，液压缸的数量可以根据吸能筒的数量设置三个以上；在其他实

施例中，缓冲缸可以为气缸；在其他实施例中，联动机构也可以为杠杆。

[0033] 本发明的吸能装置的具体实施例，该吸能装置与上述车辆的具体实施例一至具体

实施例五中任意一个所述的吸能装置的结构相同，不予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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