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607471.8

(22)申请日 2016.07.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00501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0.12

(73)专利权人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241000 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花津南路226号

(72)发明人 沈成海　

(74)专利代理机构 芜湖安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4107

代理人 张永生

(51)Int.Cl.

B62D 21/02(2006.01)

B62D 21/09(2006.01)

B60L 50/00(2019.01)

审查员 李杨松

 

(54)发明名称

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

包括前挡板下横梁本体，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

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

内部设有用于固定电池的电池固定结构。该电动

汽车前挡板下横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重量

小，有利于电动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

车续航里程；并且前挡板下横梁中电池固定结构

设计合理，前挡板下横梁受力均匀，电池固定可

靠，电池固定结构位于前挡板下横梁内部，不占

用外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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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包括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挡板下横

梁本体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内部设有用于固定电池的电池固定

结构；

所述电池固定结构包括螺母板安装条和设在螺母板安装条上的电池安装螺母板，螺母

板安装条固定在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底板上，底板上设有与电池安装螺母板上的螺孔相对

应的通孔；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底板上设有卡槽，螺母板安装条插在卡槽中；

所述螺母板安装条为铝板结构，为铝板条；

车身上的前纵梁高于前挡板下横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设

有用于将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部分割成一组腔体的加强筋。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和加

强筋为一体结构。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筋包括横板和竖

板，所述竖板位于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部前后中间位置。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板安装条上设有一

对卡子，电池安装螺母板卡在一对卡子中。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安装螺母板上设有

凸焊螺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板安装条的两端与

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底板通过铆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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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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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挡板下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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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车身上前挡板下横梁多为钢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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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挡板下横梁上用于固定电池包，前挡板下横梁结构强度难以达到要求，

电池固定不可靠，电池固定繁琐，并且多通过外部支架固定，占用空间，不便于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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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挡板下横

梁，以达到重量轻，并且固定电池可靠的目的。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该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包括前挡板下横梁本体，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为中

空的铝型材结构，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内部设有用于固定电池的电池固定结构。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设有用于将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部分割成一

组腔体的加强筋。

[0008] 所述电池固定结构包括螺母板安装条和设在螺母板安装条上的电池安装螺母板，

螺母板安装条固定在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底板上，底板上设有与电池安装螺母板上的螺孔

相对应的通孔。

[0009] 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和加强筋为一体结构。

[0010] 所述加强筋包括横板和竖板，所述竖板位于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部前后中间位

置。

[0011] 所述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底板上设有卡槽，螺母板安装条插在卡槽中。

[0012] 所述螺母板安装条上设有一对卡子，电池安装螺母板卡在一对卡子中。

[0013] 所述螺母板安装条为铝板结构。

[0014] 所述电池安装螺母板上设有凸焊螺母。

[0015] 所述螺母板安装条的两端与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底板通过铆钉相连。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该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为中空的铝型

材结构，重量小，有利于电动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并且前挡板下横

梁中电池固定结构设计合理，前挡板下横梁受力均匀，电池固定可靠，电池固定结构位于前

挡板下横梁内部，不占用外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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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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图1为本发明车身下部框架底面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车身下部框架上面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前纵梁与前挡板下横梁连接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前挡板下横梁截面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螺母板安装条和电池安装螺母板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电池安装螺母板安装放大示意图。

[0024] 图中：

[0025] 1.前纵梁后段、

[0026] 2.前挡板下横梁、201.卡槽、202.螺母板安装条、203.电池安装螺母板、204.卡子、

[0027] 3.门槛梁、4.座椅前横梁、5.座椅后横梁、6.后地板前横梁、7.副车架安装梁、8.后

地板纵梁、9.后地板中横梁、10.、后地板后横梁、11.加强纵梁、12.加强横梁、13.后检修口

盖、14.前检修口盖、15.前地板后本体、16.前地板中本体、17.前地板前本体、18.副仪表防

转支架、19.手刹安装座、20.前纵梁前段、21.吸能盒、22.防撞横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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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 如图1至图6所示，该电动汽车前挡板下横梁，包括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前挡板下横

梁本体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铝型材通过模具挤出成型，重量小，结构强度大，有利于电动

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电池固定可靠。

[0030] 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内部设有用于固定电池的电池固定结构。电池固定结构位于

前挡板下横梁内部，相对传统设置在前挡板下横梁的外部，不占用外部空间。

[0031] 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设有用于将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部分割成一组腔体的加强

筋。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和加强筋为一体结构，通过模具挤出一起成型，重量轻，结构强度大。

[0032] 加强筋包括横板和竖板，横板为两个，两个横板相平行设置，竖板为一个，竖板的

板面与横板的板面相垂直，竖板位于前挡板下横梁本体内部前后中间位置，竖板和横板相

交布置，在前挡板下横梁内部形成腔体，结构强度大，便于生产，成本低。

[0033] 前挡板下横梁与前纵梁相连，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高度大于前挡板下横梁本体的

宽度，保证连接强度。

[0034] 前纵梁的后端与前挡板下横梁2之间通过倾斜的连接梁相连。通过倾斜的连接梁

过渡将前纵梁的后端与前挡板下横梁相连接。将前纵梁与后方的地板框架总成相连，正碰

过程中，前纵梁受力可传递给前地板框架结构和后地板框架结构上，保证碰撞效果。

[0035] 车身上的前纵梁高于前挡板下横梁2，即连接梁位于前纵梁的下方，正碰过程中前

纵梁传递的纵向力，前纵梁与连接梁为一体结构，结构强度能满足碰撞要求。

[0036] 前纵梁包括前纵梁后段1和前纵梁前段20，前纵梁前段连有吸能盒21，吸能盒位于

前纵梁前段的前方，吸能盒21上设有防撞横梁22；吸能盒21和防撞横梁22均铝件结构。吸能

盒和前纵梁的截面均为“8”字型结构，重量轻，有又一定的结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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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连接梁的两侧设有与前挡板下横梁相连的加强梁，连接梁和加强梁均为中空的铝

型材结构，保证连接强度。

[0038] 前挡板下横梁2的内部设有用于固定电池的电池固定结构，电池固定结构包括螺

母板安装条202和设在螺母板安装条上的电池安装螺母板203，螺母板安装条202固定在前

挡板下横梁的底板上，底板上设有与电池安装螺母板上的螺孔相对应的通孔。

[0039] 前挡板下横梁2上用于固定电池结构，只需在前挡板下横梁的底板上开一组通孔，

对前挡板下横梁的结构强度影响小，从而可为前纵梁提供可靠的支撑，保证正碰效果。

[0040] 前挡板下横梁2的底板上设有卡槽，螺母板安装条插在卡槽201中。螺母板安装条

202上设有一对卡子204，电池安装螺母板卡在一对卡子204中。在前挡板下横梁上安装方

便。前挡板下横梁上只设置卡槽结构，以及在底板上开有几个通孔，实现电池固定结构的设

置，可保证前挡板下横梁的结构强度，从而保证电池固定的可靠性。

[0041] 其中，螺母板安装条为铝板结构，即为直的铝板条，重量轻，制作容易，成本低；电

池安装螺母板上设有凸焊螺母，固定可靠。

[0042] 前纵梁前段20和吸能盒21上均设有溃缩槽。吸能盒21和前纵梁前段以及前纵梁后

段形成三段结构，前方第一段吸能盒的结构强度小于前纵梁前段的结构强度，前纵梁前段

的结构强度小于前纵梁后段的结构强度，形成前两段为溃缩去，后一段为稳定传导区，前纵

梁后方通过整体的前、后地板框架结构支撑，具有较好的正碰效果，并且重量轻，有利于电

动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降低使用成本。

[0043] 电动汽车前地板框架结构，包括前挡板下横梁2、一对门槛梁3、后地板前横梁6，其

中，前挡板下横梁2、一对门槛梁3、后地板前横梁6形成的前框架内设有前地板，前挡板下横

梁2、一对门槛梁3、后地板前横梁6均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前地板为铝板结构。铝型材通过

模具挤出成型，重量小，结构强度大，有利于电动汽车轻量化，可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

程，可降低了使用成本。

[0044] 前框架内在一对门槛梁之间设有座椅横梁，座椅横梁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座椅

横梁包括座椅前横梁4和座椅后横梁5，座椅前横梁5上设有副仪表防转支架18，副仪表防转

支架18为U型支架，对副仪表后端进行固定，防止副仪表转动；座椅后横梁5上设有手刹安装

座19。副仪表防转支架18和手刹安装座19均为铝件结构，重量轻。

[0045] 前挡板下横梁2、座椅前横梁4、座椅后横梁5、后地板前横梁6均相互平行设置，前

挡板下横梁、座椅前横梁、座椅后横梁、后地板前横梁内部均设有加强筋，结构强度大。

[0046] 前挡板下横梁2与前纵梁后段1相连。前纵梁后段1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汽车正碰

时，可通过前纵梁将力传递到前地板框架结构上，并对设在前地板框架结构下方的电池形

成保护，提高正碰效果。

[0047] 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设在前地板框架结构下方，门槛梁3内部设有用于固定电池

的电池固定结构，前挡板下横梁中的电池固定结构和门槛梁中的电池固定结构相同。电池

固定结构设置在门槛梁内部，相对传统设置在门槛梁外部，结构稳定可靠，并且节省门槛梁

下部空间。

[0048] 门槛梁3内设有用于将门槛梁内部分割成一组腔体的加强筋。电池固定结构设在

门槛梁本体最下方的腔体中，即安装在门槛梁的底板上，通过加强筋提高门槛梁的结构强

度，从而对电池固定结构形成可靠的保护，侧碰和正碰时对电池模块的保护都能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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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电池固定结构包括螺母板安装条和设在螺母板安装条上的电池安装螺母板，螺母

板安装条固定在门槛梁的底板上，底板上设有与电池安装螺母板上的螺孔相对应的通孔。

[0050] 门槛梁3的底板上设有卡槽，螺母板安装条插在卡槽中，螺母板安装条安装拆卸简

便，方便后续维护。螺母板安装条上设有一对卡子，电池安装螺母板卡在一对卡子中，电池

安装螺母板安装简便，电池安装螺母板上设有凸焊螺母。各个部件为独立部件，通过组装在

一起，结构简单，便于加工，制作成本低，便于后续的维修更换。

[0051] 电池安装螺母板为一组，均匀间隔设在螺母板安装条上，螺母板安装条插入卡槽

后，螺母板安装条两端通过抽芯的铆钉固定在门槛梁的底板上。电池框架上的螺栓与电池

安装螺母板上的螺孔相配合，对电池进行固定，门槛梁受力均匀，电池固定可靠。并且整个

电池固定结构位于门槛梁中，不占用外部空间，方便安装。

[0052] 门槛梁3上部设有中空的凸起，凸起与门槛梁本体为一体结构。门槛梁本体的两端

均设有封板，封板分别为前封板和后封板，两封板均为铝板，重量小。门槛梁的凸起上设有

下部止口，并设在凸起一端设有用于与A柱下结构上的侧止口相连的止口连接板，提高止口

的结构强度。

[0053] 门槛梁3两端下方均设有举升固定架，即举升固定架固定在门槛梁的底板的底面

上，螺母板安装条与举升固定架上下位置错开，举升固定架靠门槛梁的外侧设置，螺母板安

装条靠门槛梁的内侧设置，保证门槛梁的结构强度，举升固定架为铝型材结构，重量轻。

[0054] 两个举升固定架位于门槛梁的两端，其中位于前部的举升固定架位于A柱下结构

的正下方，位于后部的举升固定架位于B柱的正下方，通过举升固定架对车身举升时，两端

举升固定架的受力分别通过门槛梁传递给A柱下结构和B柱上，稳定可靠，门槛梁不易弯曲

变形。

[0055] 前挡板下横梁2与座椅前横梁4之间为前地板前本体17，座椅前横梁与座椅后横梁

为前地板中本体16，座椅后横梁与后地板前横梁之间为前地板后本体15。前地板分成三个

独立部分，保证地板的结构强度。

[0056] 前地板框架结构与后地板框架结构形成整个地板框架结构，可保证整体的结构强

度。

[0057] 后地板框架结构，包括后地板前横梁6、一对副车架安装梁7、一对后地板纵梁8以

及后地板后横梁10；其中，一对后地板纵梁8设在后地板前横梁6与后地板后横梁10之间形

成框架，即后地板纵梁前端焊接在后地板前横梁上，后地板纵梁后端焊接在后地板后横梁

上。

[0058] 后地板前横梁6、副车架安装梁7、后地板纵梁8以及后地板后横梁10均为中空的铝

型材结构，铝型材结构通过模具挤出成型，重量小，结构强度大，有利于电动汽车轻量化，可

有效延长电动汽车续航里程，降低了使用成本。

[0059] 后地板前横梁6的端部焊接在车身上门槛梁3的后部，副车架安装梁7一端与门槛

梁3后端相连，副车架安装梁另一端与后地板纵梁的前部相连，提高结构强度。

[0060] 一对后地板纵梁8之间设有后地板中横梁9，后地板中横梁9的两端分别焊接对应

的后地板纵梁上，后地板中横梁与后地板后横梁以及后地板前横梁相平行。后地板中横梁

也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

[0061] 后地板中横梁与后地板后横梁之间的地板通过螺栓固定横梁上，形成后检修口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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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后检修口盖可拆卸，方便对后检修口盖下方的部件进行检修。

[0062] 后地板中横梁与后地板前横梁之间设有加强纵梁11。加强纵梁与后地板纵梁之间

的地板也通过螺栓固定，形成前检修口盖14，后检修口盖可拆卸，方便对后检修口盖下方的

部件进行检修。

[0063] 后检修口盖13和前检修口盖14均为铝板结构，并在两个口盖上设有加强筋，将后

地板分成几个独立部分，重量轻，结构强度大。后检修口盖和前检修口盖均为可拆卸的盖

板，需要时可以拆卸下来，便于对后地板下方的电机以及电机各种控制部件进行检修。

[0064] 加强纵梁与后地板纵梁之间设有加强横梁12。加强纵梁与后地板纵梁相平行，加

强横梁与后地板前横梁相平行，加强纵梁和加强横梁均为中空的铝型材结构，提高结构强

度。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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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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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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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