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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车架和具有该车架的车辆，

包括驾驶区和乘客区，所述驾驶区与所述乘客区

之间和/或所述乘客区的靠近所述驾驶区后部的

部位设有压溃式吸能结构。当车辆前部受到碰撞

时，碰撞能量通过驾驶区向后传递到压溃式吸能

结构，压溃式吸能机构发生压溃变形吸收碰撞能

量，驾驶区结构保持不变并随吸能结构变形整体

后移，保障了驾驶区上方乘员的安全。本发明车

架“刚性”和“柔性”的合理分布设计，当车辆前部

发生碰撞时，载有驾驶员的驾驶区车架不会发生

变形且能够整体向后移动，压溃式吸能结构发生

压溃变形吸收碰撞能量，实现保护驾驶员和乘员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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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架，包括驾驶区和乘客区，其特征在于：所述驾驶区与所述乘客区之间和/或

所述乘客区的靠近所述驾驶区后部的部位设有压溃式吸能结构，所述乘客区包括上层骨架

和下层骨架，所述上层骨架与下层骨架之间通过加固纵梁分界，所述乘客区的靠近驾驶区

后部的部位设有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驾驶区的后部对应所述下层骨架，所述压溃式吸能

结构位于所述下层骨架上，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包括位于所述驾驶区下后方的、连接在驾

驶区与乘客区之间的下吸能结构，所述驾驶区包括设于前部的迎撞件，所述迎撞件具有下

延部，所述下吸能结构包括连接在所述下延部与乘客区之间的吸能架，驾驶区包括左前纵

梁，左前纵梁上方连接有用于安装座椅的座椅基座，吸能架位于座椅基座的下侧，所述驾驶

区的前部设有迎撞式的前吸能结构，前吸能结构是方形的吸能盒，所述迎撞件包括呈U形的

左前下梁和右前下梁，左前下梁和右前下梁前部固定连接有方形的吸能盒，用于吸收碰撞

能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架，其特征在于：  U形的两立壁一前一后连接在所述驾驶区

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驾驶区与乘客区之间设有驾驶位后移

避让空间。

4.一种车辆，包括车架，所述车架包括驾驶区和乘客区，其特征在于：所述驾驶区与所

述乘客区之间和/或所述乘客区的靠近所述驾驶区后部的部位设有压溃式吸能结构，所述

乘客区包括上层骨架和下层骨架，所述上层骨架与下层骨架之间通过加固纵梁分界，所述

乘客区的靠近驾驶区后部的部位设有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驾驶区的后部对应所述下层骨

架，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位于所述下层骨架上，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包括位于所述驾驶区

下后方的、连接在驾驶区与乘客区之间的下吸能结构，所述驾驶区包括设于前部的迎撞件，

所述迎撞件具有下延部，所述下吸能结构包括连接在所述下延部与乘客区之间的吸能架，

驾驶区包括左前纵梁，左前纵梁上方连接有用于安装座椅的座椅基座，吸能架位于座椅基

座的下侧，所述驾驶区的前部设有迎撞式的前吸能结构，前吸能结构是方形的吸能盒，所述

迎撞件包括呈U形的左前下梁和右前下梁，左前下梁和右前下梁前部固定连接有方形的吸

能盒，用于吸收碰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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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架和具有该车架的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辆碰撞安全性设计领域，特指一种车架和具有该车架的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在车辆正面碰撞过程中，保护驾驶员及乘员的生命安全是车辆被动安全设计的目

标。当前，车辆前部结构设计时未对整体碰撞吸能进行考虑，驾驶区的车架和驾驶区后部车

架之间直接连接且采用的连接型材相同，吸收碰撞能量很有限，而且驾驶区车架和乘客区

车架都发生变形，这样使得车架驾驶区上方相对应的乘员空间得不到保证，驾驶员容易受

到伤害。要确保乘员生存空间和减低乘员伤害就要求车辆的车架结构具有一定刚性并能够

充分的吸收碰撞能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在受到前部碰撞时，前部乘员所处区域不会发生变形且能

够整体后移的车架。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具有该车架的车辆。

[0004] 本发明提供的车架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车架，包括驾驶区和乘客区，所述驾驶区与所述乘客区之间和/或所述乘客区

的靠近所述驾驶区后部的部位设有压溃式吸能结构。当车辆前部受到碰撞时，碰撞能量通

过驾驶区向后传递到压溃式吸能结构，压溃式吸能机构发生压溃变形吸收碰撞能量，驾驶

区结构保持不变并随吸能结构变形整体后移，保障了驾驶区上方乘员的安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包括位于所述驾驶区下后方的、连接在驾驶区与

乘客区之间的下吸能结构。当车辆前部受到碰撞时下吸能结构可通过压溃变形吸收碰撞能

量，缓冲驾驶区与乘客区之间的冲击。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驾驶区包括设于前部的迎撞件，所述迎撞件具有下延部，所述下吸

能结构包括连接在所述下延部与乘客区之间的吸能架。具有下延部的迎撞件具有一定高

度，可承受高低不等的外部物体的撞击，位于下延部与乘客区之间的吸能架可在迎撞件受

到撞击后发生变形吸收碰撞能量，同时将碰撞能量向后传递。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迎撞件呈U形，U形的两立壁一前一后连接在所述驾驶区上。U形迎

撞件的前立壁用于承受碰撞，后立壁可将前立壁受到的撞击力传递到驾驶区车架，使撞击

力沿驾驶区向后传递。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驾驶区与乘客区之间设有驾驶位后移避让空间。该结构可避免驾

驶区整体后移时后部压溃式吸能结构变形对驾驶员造成伤害。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驾驶区的前部设有迎撞式的前吸能结构。前吸能结构可吸收碰撞

能量，以缓冲碰撞力。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乘客区包括上层骨架和下层骨架，所述上层骨架与下层骨架之间

通过加固纵梁分界，所述乘客区的靠近驾驶区后部的部位设有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驾驶

区的后部对应所述下层骨架，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位于所述下层骨架上。压溃式吸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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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下层骨架上，上层骨架与下层骨架之间通过加固纵梁分界，这种结构使得车辆前部受

到碰撞时加固纵梁可将压溃式吸能结构的变形控制在上层骨架下方，避免压溃式吸能结构

变形威胁乘客区上方乘客安全。

[0012] 本发明提供的具有该车架的车辆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3] 一种车辆，包括车架，所述车架包括驾驶区和乘客区，所述驾驶区与所述乘客区之

间和/或所述乘客区的靠近所述驾驶区后部的部位设有压溃式吸能结构。当车辆前部受到

碰撞时，碰撞能量通过驾驶区向后传递到压溃式吸能结构，压溃式吸能机构发生压溃变形

吸收碰撞能量，驾驶区结构保持不变并随吸能结构变形整体后移，保障了驾驶区上方乘员

的安全。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包括位于所述驾驶区下后方的、连接在驾驶区与

乘客区之间的下吸能结构。当车辆前部受到碰撞时下吸能结构可通过压溃变形吸收碰撞能

量，缓冲驾驶区与乘客区之间的冲击。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驾驶区包括设于前部的迎撞件，所述迎撞件具有下延部，所述下吸

能结构包括连接在所述下延部与乘客区之间的吸能架。具有下延部的迎撞件具有一定高

度，可承受高低不等的外部物体的撞击，位于下延部与乘客区之间的吸能架可在迎撞件受

到撞击后发生变形吸收碰撞能量，同时将碰撞能量向后传递。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迎撞件呈U形，U形的两立壁一前一后连接在所述驾驶区上。U形迎

撞件的前立壁用于承受碰撞，后立壁可将前立壁受到的撞击力传递到驾驶区车架，使撞击

力沿驾驶区向后传递。

[0017] 进一步的，所述驾驶区与乘客区之间设有驾驶位后移避让空间。该结构可避免驾

驶区整体后移时后部压溃式吸能结构变形对驾驶员造成伤害。

[0018] 进一步的，所述驾驶区的前部设有迎撞式的前吸能结构。前吸能结构可吸收碰撞

能量，以缓冲碰撞力。

[0019] 进一步的，所述乘客区包括上层骨架和下层骨架，所述上层骨架与下层骨架之间

通过加固纵梁分界，所述乘客区的靠近驾驶区后部的部位设有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驾驶

区的后部对应所述下层骨架，所述压溃式吸能结构位于所述下层骨架上。压溃式吸能结构

位于下层骨架上，上层骨架与下层骨架之间通过加固纵梁分界，这种结构使得车辆前部受

到碰撞时加固纵梁可将压溃式吸能结构的变形控制在上层骨架下方，避免压溃式吸能结构

变形威胁乘客区上方乘客安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车辆的实施例的车架的俯视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的车辆的实施例的车架的侧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的车辆的实施例的车架的立体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的车辆的实施例的车架的受力和载荷传递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的车辆的具体实施例，如图1至图4所示，车辆的车架包括位于前方的驾驶

区100和位于后方的乘客区200。由方管型材构成的压溃式吸能结构12位于驾驶区100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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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连接在驾驶区100与乘客区200之间。

[0025] 驾驶区100包括左前纵梁1、左后纵梁6、右纵梁2、前横梁3、左后横梁4、右后横梁5，

左前纵梁1通过前横梁3、左后横梁5分别与右纵梁2、左后纵梁6连接，左后纵梁6通过右后横

梁5与右纵梁2连接。左前纵梁1后部与乘客区200之间留有一定空间，可避免压溃式吸能结

构12变形时对驾驶员造成伤害。

[0026] 左前纵梁1前端与用于固定方向盘的转向管支架7、用于通过转向轴的方型槽8前

后连为一体结构，左前纵梁1上方连接有用于安装座椅的座椅基座9。当车辆前部受到碰撞

时，转向管支架7与座椅平台9可随驾驶区100同时后移，保障了方向盘与驾驶员间的距离，

避免了方向盘变形挤压到驾驶员。

[0027] 驾驶区100前端的左前下梁10和右前下梁11分布在车架左右两侧，左、右前下梁呈

开口朝上的“U”形结构，“U”形结构的两个立壁前后设置，位于后侧的立壁从下往上向后倾

斜。左前下梁10位于前端的立壁连接转向管支架7，位于后端的立壁上方连接到左前纵梁1

下侧；右前下梁11位于前端的立壁连接右纵梁2前侧，位于后端的立壁上方连接到右纵梁2

下侧。压溃式吸能结构12的吸能架17连接在左前下梁10和右前下梁11后侧。左前下梁10和

右前下梁11有一定高度，可承受高低不等的外部物体的撞击。在受到撞击后可将撞击力分

别沿左前纵梁1、右纵梁2和吸能架17向后传递。

[0028] 压溃式吸能结构12的方管型材连成桁架结构，连接到驾驶区100左前纵梁1、右纵

梁2后部和左前下梁10、右前下梁11下后方。

[0029] 乘客区200高于驾驶区100的位置设有向后延伸的加固纵梁13，所述加固纵梁13由

大截面型材构成，加固纵梁13将乘客区分为上层骨架201和下层骨架202，驾驶区100后部对

应下层骨架202，压溃式吸能结构12位于下层骨架202上。由大截面型材构成的加固纵梁13

可将后压溃式吸能结构12的变形控制在加固纵梁13下方，避免后压溃式吸能结构12变形威

胁乘客区上方乘客安全。

[0030] 左前下梁10和右前下梁11前部固定连接有方形的吸能盒14、15用于吸收碰撞能

量，以缓冲碰撞力。

[0031] 在本实施例中，驾驶区100结构由大壁厚强度高的板材或型材制作。

[0032] 如图4所示，当车辆受到外部物体撞击到前部时，会撞击到左前下梁10和右前下梁

11，碰撞载荷沿左前下梁10、右前下梁11向后传递，左前下梁10承受的撞击力从上方沿转向

管支架7、方型槽8、左前纵梁1、左后纵梁5向后传递到压溃式吸能结构12，从下方直接传递

给压溃式吸能结构12的吸能架17，右前下梁11承受的撞击力从上方沿右纵梁2向后传递到

压溃式吸能结构12，从下方直接传递给吸能架16。由于左前纵梁1、左后纵梁5、右纵梁2比压

溃式吸能结构12的桁架结构强，压溃式吸能结构12桁架结构产生压溃变形吸收部分碰撞能

量，驾驶区100向后移动。转向管支架7、方型槽8、座椅基座9会同时后移，转向管支架7与座

椅基座9间距不会发生变化，从而保障了车辆前部受到碰撞时的驾驶员生存空间。本发明车

架 “刚性”和“柔性”的合理分布设计，当车辆前部发生碰撞时，载有驾驶员的驾驶区100不

会发生变形且能够整体向后移动，压溃式吸能结构12发生压溃变形吸收更多的碰撞能量，

实现保护驾驶员和乘员的目的。

[0033] 在上述实施例中，压溃式吸能结构位于驾驶区下后方，连接在驾驶区与乘客区之

间的下吸能结构。在其它实施例中，压溃式吸能结构也可位于驾驶区后方，设置在驾驶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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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区之间。

[0034] 在上述实施例中，座椅平台安装在驾驶区的左前纵梁上，在其它实施例中，座椅平

台也可按照车辆布置要求安装在驾驶区其它位置。

[0035] 在上述实施例中，驾驶区的迎撞件包括有呈“U”形的左前下梁和右前下梁，可对驾

驶区结构进行加强并增大受力面积且利于碰撞载荷向后传递。在其它实施例中，也可不设

左前下梁和右前下梁或选择“L”形等其它形状的左前下梁和右前下梁。

[0036] 在上述实施例中，左纵梁包括左前纵梁、左后纵梁，左前纵梁后部与乘客区之间留

有一定空间，可避免吸能结构变形时对驾驶员造成伤害。在其它实施例中，也可仅采用前后

延伸的左纵梁。

[0037] 在上述实施例中，压溃式吸能结构是由方管型材构成。在其它实施例中，压溃式吸

能结构也可由铝材等其它吸能材料构成。

[0038] 在上述实施例中，驾驶区前部的前吸能结构是方形的吸能盒，在其它实施例中，前

吸能结构也可以是橡胶块等其它吸能结构。

[0039] 本发明的车架的实施例与上述具有该车架的车辆中的车架结构相同，此处不予重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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