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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前立管

支架由长条和前连片经焊接固联组合构成，长条

有若干道折弯，其特征在于：前连片置于长条上

方垂直方向顶部连接，前连片的长向中心制有凹

槽，前连片的长度尺寸与顶篷的前面板下方前端

两卡扣相邻间的空间距离相等且密切配合，凹槽

两侧制有若干个通孔；应用中，长条下方通过抱

扣固联电动车前立管，长条上方的前连片凹槽安

装周形管的前管，复板或者称之复条位于前连片

的上平面上方,由螺丝经通孔固联前连片达到压

紧周形管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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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前立管支架由长条(1)和前连片(3)经焊接固联

组合构成，长条(1)有若干道折弯(2)，其特征在于：前连片(3)置于长条(1)上方垂直方向顶

部连接，前连片(3)的长向中心制有凹槽(31)，前连片(3)的长度(H)尺寸与顶篷(F)的前面

板下方前端两卡扣(C)相邻间的空间距离相等且密切配合，凹槽(31)两侧制有若干个通孔

(321)；应用中，长条(1)下方通过抱扣固联电动车前立管，长条(1)上方的前连片(3)凹槽

(31)安装周形管(A)的前管，复板(B)或者称之复条位于前连片(3)的上平面(32)上方,由螺

丝经通孔(321)固联前连片(3)达到压紧周形管(A)之目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其特征在于长条(1)下方平

面制有穿孔(11)，螺丝经穿孔(11)固联前立管螺帽。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993831 U

2



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车领域，尤其是濒及一种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

架。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车绿色、环保，行驶成本轻，在全球深受用户欢迎。

[0003] 通常，二轮或者三轮电动车在使用中，在夏天受太阳热哂、冬天受大风吹、雨天被

淋湿，因此，市场上便出现了配套的挡阳伞和顶篷装置，以解决二轮或者三轮电动车出行所

存在的用户遮风挡雨实际需求。

[0004] 公知的如电动车挡阳伞，安装时需要中心立杆支持，但这个立杆正处于驾驶者正

前方，一定程度上阻挡了行驶视线，而且冬天无法挡风，挡阳伞在使用中还会转动角度，容

易碰到行人或其它物体，存在着安全隐患。

[0005] 在国家专利局公开的信息中，专利号201510684500.6，一种用于两轮电动车摩托

车的活动挡风框架及伞篷，提出了包括固定在车龙头固定套上的支架、与所述支架活动连

接的挡风框架、蒙在挡风框架上的挡风罩和安装在挡风框架上部的伞篷。参见该专利技术

的第一、第二、第九视图，其框架构造复杂，制作成本偏高，而且破坏前面板直观视角，遮阳

部分范围太少，其驾驶者的头部都挡不住，失去了遮挡功能真正应用。

[0006] 参见我国专利号201610733603  .1，一种二轮电动车挡风遮阳装置，该专利技术产

品在车辆行驶应用中，由于产品安装于车把，遮阳装置随行驶角度而同步转动，容易碰触到

车外物体和行人。同时，在行驶中由于尾部尚未固定，车蓬随惯性上下晃动，容易导致车蓬

塑件折弯处断裂，存在着缺陷。

[0007] 在我国，对电动车行驶各城市推出了不同的地方性法规，有些区域不允许加载车

蓬附件，经交警查获会受到扣车或者其它的行政处罚，但车蓬在实际应用中的确给用户带

来了很多好处。

[0008] 就前述问题本实用新型人提出了2018110466468的专利申请，但还存在进一步改

造和优化空间。

发明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旨在2018110466468专利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对前连片的构造与配合进

一步技术研究，通过前连片的改造，使前立管支架在电动车顶篷的安装应用中，忽略前框连

接件配合取得与2018110466468专利技术相同的效果，达到节省成本之目的；在用户使用

中，可以使电动车遮阳装置提供遮风、遮阳光、挡雨之功能，当用户不需要应用时，可以在一

二分钟之内快速拆除。

[0010] 本实用新型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前立管支架由长条和前连片经焊

接固联组合构成，长条有若干道折弯，其特征在于：前连片置于长条上方垂直方向顶部连

接，前连片的长向中心制有凹槽，前连片的长度尺寸与顶篷的前面板下方前端两卡扣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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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空间距离相等且密切配合，凹槽两侧制有若干个通孔；应用中，长条下方通过抱扣固联

电动车前立管，长条上方的前连片凹槽安装周形管的前管，复板或者称之复条位于前连片

的上平面上方,由螺丝经通孔固联前连片达到压紧周形管之目的。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长条通过折弯延伸，使前连片与长条之间产生前后距离，以便

获取框架组合件的周形管安装电动车的最佳位置选择。

[0012] 一种形式中，长条下方通过抱扣固联电动车前立管，长条上方固联前连片。

[0013] 进一步，前连片的凹槽与后支承组合件连接周形管，周形管连接顶篷。

[0014] 一种形式中，前连片置于长条上方垂直方向顶部连接，前连片的长向中心制有凹

槽，前连片的长度尺寸与顶篷的前面板下方前端两卡扣相邻间的空间距离相等且密切配

合。

[0015] 进一步，前连片的凹槽与周形管的前管配合，由复板复盖经螺丝固联压紧周形管

的前管，前管与后管对插连接。

[0016] 一种形式中，长条下方平面制有穿孔，螺丝经穿孔固联前立管螺帽。

[0017] 一种形式中，所述的周形管由前管和后管组合构成。

[0018] 一种形式中，所述的前管呈U形状,安装于车辆前部,前管的前接头经冲压设备加

工制作成型,前接头的外径尺寸与后管的内径密切配合。

[0019] 进一步，框架组合件需要加载尾部的后支承组合件时，周形管的后管先安装后支

承组合件。

[0020] 进一步，后管可加载安装支承组合件，支承组合件的后座固定架固联于后衣架固

定位，管子与后座固定架作活动配合连接。当用户需要拆除时，直接分离顶篷与卡扣即顶篷

与车辆分离，或者进一步拔出管子，拆除前立管支架前连片与复板连接的螺丝即便完成框

架组合件与车辆的分离。

[0021] 所述的框架组合件后部加载后支承组合件，后支承组合件由后座固定架和可伸缩

钢管组合件组合构成，后架固定件的后通孔连接周形管的后管，后架固定件的后通孔经周

形管的后管前端口两侧套入适宜位置并锁位，用户或者技术人员根据框架组合件安装于电

动车的高度及左右方向判断决定，该部件的安装允许偏移或调质移位，而且各部件间均制

作了调质尺寸范围，不受特定位置限定。

[0022] 一种形式中，周形管与顶篷拼装时，周形管随箭头方向向卡扣挤压并置于卡扣的

内圈中，前面板下方的最前端中间二相邻的卡扣空间距离与前连片的长向长度相等获得顶

篷与框架的正中定位，即完成本实用新型的安装全过程。

[0023] 本实用新型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具有拆、装方便，一二分钟即可完

成作业，可以应地制宜应用，比如我国的台湾省、越南、印度以及全球其它国家没有限装的

地区，我国的大陆部分没有限制使用的区域和乡村以及山区均可应用，本实用新型较比

2018110466468专利技术，可以节省前框连接件达到节约成本之目的，且具有相同的技术效

果，本实用新型所配套的电动车遮阳装置较比现有公知技术，具有结构简单、拆装方便、任

意安装任何二轮电动车或者相适应三轮电动车。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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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与周形管连接示意图。

[0026] 图3是周形管与卡扣关系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装车效果示意图。

[0028] 图5是周形管与顶篷、卡扣及后部关系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如图1-5所示，前立管支架

由长条1和前连片3经焊接固联组合构成，长条1有若干道折弯2，其特征在于：前连片3置于

长条1上方垂直方向顶部连接，前连片3的长向中心制有凹槽31，前连片3的长度H尺寸与顶

篷F的前面板下方前端两卡扣C相邻间的空间距离相等且密切配合，凹槽31两侧制有若干个

通孔321；应用中，长条1下方通过抱扣固联电动车前立管，长条1上方的前连片3凹槽31安装

周形管A的前管，复板B或者称之复条位于前连片3的上平面32上方,由螺丝经通孔321固联

前连片3达到压紧周形管A之目的。

[0030]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长条1通过折弯2延伸，使前连片3与长条1之间产生前后距离，

以便获取框架组合件的周形管A安装电动车的最佳位置选择。

[0031] 一种形式中，长条1下方通过抱扣固联电动车前立管，长条1上方固联前连片3。

[0032] 进一步，前连片3的凹槽31与后支承组合件E连接周形管A，周形管A连接顶篷F。

[0033] 一种形式中，前连片3置于长条1上方垂直方向顶部连接，前连片3的长向中心制有

凹槽31，前连片3的长度H尺寸与顶篷F的前面板下方前端两卡扣C相邻间的空间距离相等且

密切配合。

[0034] 进一步，前连片3的凹槽31与周形管A的前管配合，由复板B复盖经螺丝固联压紧周

形管A的前管，前管与后管对插连接。

[0035] 一种形式中，长条1下方平面制有穿孔11，螺丝经穿孔11固联前立管螺帽。

[0036] 一种形式中，所述的周形管A由前管和后管组合构成。

[0037] 一种形式中，所述的前管呈U形状,安装于车辆前部,前管的前接头经冲压设备加

工制作成型,前接头的外径尺寸与后管的内径密切配合。

[0038] 进一步，框架组合件需要加载尾部的后支承组合件E时，周形管A的后管先安装后

支承组合件E。

[0039] 进一步，后管可加载安装支承组合件E，支承组合件E的后座固定架固联于后衣架

固定位，管子与后座固定架作活动配合连接。当用户需要拆除时，直接分离顶篷F与卡扣C即

顶篷F与车辆分离，或者进一步拔出管子，拆除前立管支架前连片3与复板B连接的螺丝即便

完成框架组合件与车辆的分离。

[0040] 所述的框架组合件后部加载后支承组合件E，后支承组合件E由后座固定架和可伸

缩钢管组合件组合构成，后架固定件的后通孔321连接周形管A的后管，后架固定件的后通

孔321经周形管A的后管前端口两侧套入适宜位置并锁位，用户或者技术人员根据框架组合

件安装于电动车的高度及左右方向判断决定，该部件的安装允许偏移或调质移位，而且各

部件间均制作了调质尺寸范围，不受特定位置限定。

[0041] 一种形式中，周形管A与顶篷F拼装时，周形管A随箭头G方向向卡扣C挤压并置于卡

扣C的内圈中，前面板下方的最前端中间二相邻的卡扣C空间距离与前连片3的长向长度H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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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获得顶篷F与框架的正中定位，即完成本实用新型的安装全过程。

[0042] 本实用新型电动车遮阳装置的简易前立管支架具有拆、装方便，一二分钟即可完

成作业，可以应地制宜应用，比如我国的台湾省、越南、印度以及全球其它国家没有限装的

地区，我国的大陆部分没有限制使用的区域和乡村以及山区均可应用，本实用新型较比

2018110466468专利技术，可以节省前框连接件达到节约成本之目的，且具有相同的技术效

果，本实用新型所配套的电动车遮阳装置较比现有公知技术，具有结构简单、拆装方便、任

意安装任何二轮电动车或者相适应三轮电动车。

[0043] 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情况下可以对公开的配置进行适当调

整，因此，如上描述的实例仅用于示例而不是限制之目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清楚地认识

到，在不明显改变上述操作情况下可以对配置或者安装工艺进行小的修改达到相同之目

的，本实用新型由权利要求书作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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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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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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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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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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