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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

包括前横梁、后横梁、左纵梁、右纵梁，前横梁、左

纵梁、右纵梁均为铝制矩形型材，后横梁为铝制

型材且外轮廓为矩形结构，后横梁内部增设有X

型加强筋条，前横梁、后横梁与左纵梁、右纵梁通

过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

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焊接

成全框形结构，左纵梁上焊接有前下摆臂前衬套

左安装支架、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左前

悬置支撑管，右纵梁上焊接有前下摆臂前衬套右

安装支架、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右前悬

置支撑管，后横梁上焊接有左后悬置安装支架、

右后悬置安装支架；本发明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

前副车架自身质量，增加了整车续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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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包括前横梁(3)、后横梁(13)、左纵梁(8)、右纵梁

(18)，所述前横梁(3)、后横梁(13)、左纵梁(8)、右纵梁(18)围合成框式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横梁(3)、左纵梁(8)、右纵梁(18)均为铝制矩形型材，所述后横梁(13)为铝制型材且

外轮廓为矩形结构，所述后横梁(13)内部增设有X型加强筋条，所述前横梁(3)左右两端分

别通过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与左纵梁(8)、右纵梁(18)前端焊

接连接，所述后横梁(13)左右两端分别通过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

架(15)与左纵梁(8)、右纵梁(18)后端焊接连接，所述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前横纵梁右

连接支架(2)前端分别焊接有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所述后横纵梁

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后端分别焊接有后衬套左安装套管(11)、后衬

套右安装套管(16)，所述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后衬套左安装套管

(11)、后衬套右安装套管(16)焊接于四个角落，所述左纵梁(8)上焊接有前下摆臂前衬套左

安装支架(6)、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左前悬置支撑管(7)，所述右纵梁(18)上焊

接有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右前悬置支撑管

(19)，所述后横梁(13)上焊接有左后悬置安装支架(12)、右后悬置安装支架(14)。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后横纵梁左连接支

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内部均设置有X型加强筋条二(22)，所述X型加强筋条二

(22)的横截面呈X形，所述X型加强筋条二(22)的四个端点分别与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

(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型腔内部的四个转角处相连。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下摆臂前衬

套左安装支架(6)与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以及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

与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以及左前悬置支撑管(7)与右前悬置支撑管(19)分别

左右对称设置。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左前悬置支撑

管(7)设置在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与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之间，且位

于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处，所述右前悬置支撑管(19)设置在前下摆臂前衬套右

安装支架(20)与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之间，且位于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

(20)处。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下摆臂前衬

套左安装支架(6)、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前下

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上均设置有避让倒角，所述避让倒角用于避让周边零件及零件

包络以保证间隙要求。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衬套右安装支架

(1)、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与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焊接之后

提供的安装平面用于安装前副车架横向稳定杆，所述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

右连接支架(15)用于提供转向机安装位。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前横梁(3)、左纵梁

(8)、右纵梁(18)上均设置有向内凹陷的凹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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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新能源纯电、混动车型通常使用钢制全框式前副车架，而新能源车型为保证

续航里程及电池容量，整车整备质量相较于传统燃油车重。因整备质量重导致的载荷增加，

相较于传统燃油车，钢制副车架承载载荷更大，质量更重，且会影响整车质量目标的达成，

减小整车续航里程，造成整车品质的降低及顾客抱怨。这就要求底盘悬架零件具有良好的

轻量化设计要，尤其是副车架需严格控制其质量。目前，钢制全框式副车架基本为冲焊零

件，具有冲压零件多、焊接工序多，质量重的缺点，此外各个安装点均为冲压、焊接结构，尺

寸精度不易控制，易产生紧固件力矩损失，衬套安装位异响等问题。

[0003] 此外，随着现代社会车辆的节能减排要求、国家环保政策要求，新能源车逐步普

及。新能源汽车前副车架除了承载电机总成，保证转向机、控制臂、稳定杆等零件的安装位

置以外，更需要其本身具有良好的轻量化设计要求，以满足整车质量目标，增加整车续航里

程。现有钢制副车架如应用于新能源车型，质量重、安装精度不易保证，且会影响整车质量

目标的达成，减小整车续航里程，造成整车品质的降低及顾客抱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的不足而提供一种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能够

最大限度地减轻前副车架自身质量，增加了整车续航里程，避免传统钢制前副车架所存在

的质量重，减小整车续航里程，造成整车品质降低及顾客抱怨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设计一种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包括前横梁3、后横梁13、左

纵梁8、右纵梁18，所述前横梁3、后横梁13、左纵梁8、右纵梁18围合成框式结构，所述前横梁

3、左纵梁8、右纵梁18均为铝制矩形型材，所述后横梁13为铝制型材且外轮廓为矩形结构，

所述后横梁13内部增设有X型加强筋条，所述前横梁3左右两端分别通过前横纵梁左连接支

架4、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与左纵梁8、右纵梁18前端焊接连接，所述后横梁13左右两端分

别通过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与左纵梁8、右纵梁18后端焊接连

接，所述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前端分别焊接有前衬套左安装支架

5、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所述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后端分别焊接

有后衬套左安装套管11、后衬套右安装套管16，所述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前衬套右安装支

架1、后衬套左安装套管11、后衬套右安装套管16焊接于四个角落，所述左纵梁8上焊接有前

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左前悬置支撑管7，所述右纵梁

18上焊接有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右前悬置支撑

管19，所述后横梁13上焊接有左后悬置安装支架12、右后悬置安装支架14。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内部均设置有X型

加强筋条二22，所述X型加强筋条二22的横截面呈X形，所述X型加强筋条二22的四个端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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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与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型腔内部的四个转角处相连。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与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以

及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与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以及左前悬置支撑管7与

右前悬置支撑管19分别左右对称设置。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左前悬置支撑管7设置在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与前下摆臂

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之间，且位于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处，所述右前悬置支撑管19

设置在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与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之间，且位于前下摆

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处。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前下

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上均设置有避让倒角，所述避让

倒角用于避让周边零件及零件包络以保证间隙要求。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与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

2、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焊接之后提供的安装平面用于安装前副车架横向稳定杆，所述后

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用于提供转向机安装位。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前横梁3、左纵梁8、右纵梁18上均设置有向内凹陷的凹坑结构。

[0012]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基于目前钢制前副车架的缺点，设计成铝制前副车架，该

铝制前副车架主要由前后横梁、左右纵梁、四个横纵梁连接结构，以及套管、支撑管、支架等

零件组成，全部由铝制型材焊接而成之后进行机加，质量轻，其生产制造过程中，单件型材

构件模具简单，易成型，同时各个安装位均为机加结构，尺寸精度高；本发明旨在提供底盘

系统相关零件安装位并保证足够的强度、刚度、模态、安全碰撞等性能要求的同时，最大限

度的减轻了自身质量，增加了整车续航里程，值得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本发明所述前副车架周边安装件实施示意图；

[0016] 图中：1、前衬套右安装支架  2、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  3、前横梁  4、前横纵梁左连

接支架  5、前衬套左安装支架  6、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  7、左前悬置支撑管  8、左纵

梁  9、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  10、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  11、后衬套左安装套管  12、左

后悬置安装支架  13、后横梁  14、右后悬置安装支架  15、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  16、后衬套

右安装套管  17、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  18、右纵梁  19、右前悬置支撑管  20、前下摆

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  21、拉铆螺母  22、X型加强筋条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以下进一步说明：

[0018] 如附图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包括前横梁3、后横梁

13、左纵梁8、右纵梁18，前横梁3、后横梁13、左纵梁8、右纵梁18围合成框式结构，前横梁3、

左纵梁8、右纵梁18均为铝制矩形型材，后横梁13为铝制型材且外轮廓为矩形结构，后横梁

13内部增设有X型加强筋条，前横梁3左右两端分别通过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前横纵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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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支架2与左纵梁8、右纵梁18前端焊接连接，后横梁13左右两端分别通过后横纵梁左连

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与左纵梁8、右纵梁18后端焊接连接，前横纵梁左连接支

架4、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前端分别焊接有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后横

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后端分别焊接有后衬套左安装套管11、后衬套

右安装套管16，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后衬套左安装套管11、后衬套右

安装套管16焊接于四个角落，左纵梁8上焊接有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前下摆臂后

衬套左安装支架9、左前悬置支撑管7，右纵梁18上焊接有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前

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右前悬置支撑管19，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与前下摆臂

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左右对称设置，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与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

装支架17左右对称设置，左前悬置支撑管7与右前悬置支撑管19左右对称设置，左前悬置支

撑管7设置在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与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之间，且位于前

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处，右前悬置支撑管19设置在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与

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之间，且位于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处，后横梁13上

焊接有左后悬置安装支架12、右后悬置安装支架14。

[0019] 其中，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内部均设置有X型加强筋条

二22，X型加强筋条二22的横截面呈X形，X型加强筋条二22的四个端点分别与后横纵梁左连

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型腔内部的四个转角处相连。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

架6、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

支架17上均设置有避让倒角，该避让倒角用于避让周边零件及零件包络以保证间隙要求。

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与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

焊接之后提供的安装平面用于安装前副车架横向稳定杆，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

梁右连接支架15用于提供转向机安装位。前横梁3、左纵梁8、右纵梁18上均设置有向内凹陷

的凹坑结构，以达到碰撞溃缩效果，保证乘客安全。

[0020] 本发明所述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的整体结构由20块，18种型材拼焊而成，线束及

护板由机加螺纹孔及拉铆螺母21提供安装位置。前横梁3、后横梁13与左纵梁8、右纵梁18通

过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

支架15焊接成全框形结构，后衬套左安装套管11、后衬套右安装套管16、前衬套安装支架、

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焊接于四个角落，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

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左前悬置支撑管7焊接于左纵梁8上，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

支架17、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右前悬置支撑管19焊接于右纵梁18上，左后悬置安

装支架12、右后悬置安装支架14焊接于后横梁13上，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

接支架15提供转向机安装位。

[0021] 该铝制全框式前副车架旨在提供底盘系统相关零件安装位并保证足够的强度、刚

度、模态、安全碰撞等性能要求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减轻自身质量，增加整车续航里程。其结

构主要包括前后横梁，左右纵梁，四个横纵梁连接结构，以及套管、支撑管、支架等零件组

成。该前副车架全部由铝制型材焊接而成，质量轻；生产制造过程中，单件型材构件模具简

单，易成型；同时各个安装位均为机加结构，尺寸精度高。

[0022] 本发明整体为铝制型材焊接，因其为铝制材料不易满足整车碰撞要求，采用铝制

型材结构因结构的特殊性能很好的规避此风险，满足吸能要求。前横梁3、左纵梁8、右纵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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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均为矩形型材，并增加凹坑结构，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内部设

置有“X”形加强筋结构，以达到碰撞溃缩，保证乘客安全。后横梁13外轮廓为矩形结构，为满

足零件强度及疲劳耐久分析内部也增加“X”形加强筋结构。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

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前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

20与左纵梁8、右纵梁18焊接，且为避让周边零件及零件包络保证间隙要求，其局部均进行

机加倒角进行避让。前副车架横向稳定杆安装，由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

与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前横纵梁左连接支架4焊接之后机加提供安装平面，采用螺纹连

接。前横梁3、后横梁13与左纵梁8、右纵梁18通过前横纵梁右连接支架2、前横纵梁左连接支

架4、后横纵梁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焊接成全框形结构，后衬套左安装套

管11、后衬套右安装套管16、前衬套右安装支架1、前衬套左安装支架5焊接于四个角落，前

下摆臂前衬套左安装支架6、前下摆臂后衬套左安装支架9、左前悬置支撑管7焊接于左纵梁

8上，前下摆臂后衬套右安装支架17、前下摆臂前衬套右安装支架20、右前悬置支撑管19焊

接于右纵梁18上，左后悬置安装支架12、右后悬置安装支架14焊接于后横梁13上。后横纵梁

左连接支架10、后横纵梁右连接支架15提供转向机安装位。整体结构由20块，18种型材拼焊

而成，线束及护板由机加螺纹孔及8个或数个拉铆螺母21提供安装位置。

[0023] 本发明并不受上述实施方式的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

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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