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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公开了一

种安装在客车主体侧面用作行李门，通过剪叉机

构实现支撑挡板的折叠伸张，对客车进行防倾倒

的装置，对客车行李门改造，节省了制造新型客

车的成本，其特征在于支撑弹板一侧和支撑挡板

一侧相连接，所述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之间的距

离从一侧向另一侧逐渐增加，所述支撑弹板为弧

形板状结构，所述支撑弹板由金属板制成，多个

缓冲装置分别置有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之间，所

述缓冲装置的两端分别和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

相连接，两个缓冲推杆一端分别置于缓冲套的两

端内，所述缓冲推杆一端上置有活塞，且位于缓

冲套内，缓冲弹簧置于缓冲套内，且位于两个活

塞之间，所述活塞外侧面和缓冲套内侧面相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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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是：由行李门、电动液压推杆、推杆固定耳、支

撑推杆、剪叉固定杆、剪叉机构、驱动轴、剪叉滑动块、支撑挡板、支撑弹板、电机和滑动槽组

成，支撑弹板一侧和支撑挡板一侧相连接，多个缓冲装置分别置有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之

间，所述缓冲装置的两端分别和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相连接，所述缓冲装置由缓冲套、缓冲

推杆、缓冲弹簧和活塞组成，两个缓冲推杆一端分别置于缓冲套的两端内，所述缓冲推杆一

端上置有活塞，且位于缓冲套内，缓冲弹簧置于缓冲套内，且位于两个活塞之间，所述活塞

外侧面和缓冲套内侧面相贴合，两个缓冲推杆一端和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相连接，两个剪

叉机构底部分别支撑挡板上，两个支撑推杆分别置于两个剪叉机构之间，且支撑推杆的两

端分别和两个剪叉机构相连接，所述行李门和支撑挡板相对应，所述行李门的两端内侧壁

分别开有滑动槽，两个剪叉机构顶部的其中一端置有剪叉滑动块，且分别置于行李门两端

内壁上的滑动槽内，所述滑动槽的长度小于行李门宽度的二分之一，电机置于行李门一侧，

驱动轴置于行李门一侧，且和电机上的电机轴一端相连接，剪叉固定杆置于行李门底部内，

所述剪叉固定杆的两端分别和行李门两端内侧壁相连接，两个剪叉机构顶部的另一端分别

套置于剪叉固定杆上，两个电动液压推杆一端分别通过连接架置于剪叉固定杆上，两组推

杆固定耳分别置于靠上的支撑推杆上，且分别和两个电动液压推杆相对应，一组推杆固定

耳由两个推杆固定耳组成，两个电动液压推杆活塞杆一端上分别置有铰接架，且分别通过

铰接轴和两组推杆固定耳相铰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弹板和

支撑挡板之间的距离从一侧向另一侧逐渐增加。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弹板为

弧形板状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弹板由

金属板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叉机构配

合行李门和支撑挡板，能够进行折叠伸长，在未使用时，隐藏内行李仓内，不影响客车外部

美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行李门和支

撑挡板闭合时内部形成容置空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叉机构和

支撑挡板为一体成型。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挡板由

钢板支撑，且内部嵌置有多个加强肋条。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弹板表

面置有多个橡胶凸起。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凸起为

球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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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涉及一种对客车进行防倾倒的装置，属于车辆

设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安装在客车主体侧面用作行李门，通过剪叉机构实现支撑挡板的

折叠伸张，对客车进行防倾倒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客车作为现代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客

车在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客车在拐弯时做曲线运动，其向心力靠车轮与

地面的静摩擦力提供，而客车上部的向心力由客车内部斜向下的应力提供，所以客车在拐

弯时会有倾斜，如果客车在高速行驶时急转弯，很容易导致客车倾倒，危害车内乘客的人身

安全，现代客车常采用传感器检测类的防侧翻系统，无形中增加了客车的成本，并不能对发

生倾斜的客车做出防护应急反应。

[0003] 公告号CN107176216A一种重型汽车防侧翻系统，涉及重型汽车安全设计技术领

域，包括陀螺仪、距离传感器、控制器、控制面板和液压总成，陀螺仪、距离传感器、控制面板

和液压总成分别连接控制器；陀螺仪安装在汽车车架中间横梁的底部，距离传感器安装在

汽车车架两侧的底部，液压总成安装在汽车车架两侧，控制面板安装在汽车控制室内，该系

统成本较高，不适合中低端的普通客车，而且该系统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并不能有效对已经

倾斜的汽车做出应急防护反应。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提供了一种安装在客车主体

侧面用作行李门，通过剪叉机构实现支撑挡板的折叠伸张，对客车进行防倾倒的装置。对客

车行李门改造，节省了制造新型客车的成本。

[0005] 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

由行李门、电动液压推杆、推杆固定耳、支撑推杆、剪叉固定杆、剪叉机构、驱动轴、剪叉滑动

块、支撑挡板、支撑弹板、电机和滑动槽组成，支撑弹板一侧和支撑挡板一侧相连接，所述支

撑弹板和支撑挡板之间的距离从一侧向另一侧逐渐增加，所述支撑弹板为弧形板状结构，

所述支撑弹板由金属板制成，多个缓冲装置分别置有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之间，所述缓冲

装置的两端分别和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相连接，所述缓冲装置由缓冲套、缓冲推杆、缓冲弹

簧和活塞组成，两个缓冲推杆一端分别置于缓冲套的两端内，所述缓冲推杆一端上置有活

塞，且位于缓冲套内，缓冲弹簧置于缓冲套内，且位于两个活塞之间，所述活塞外侧面和缓

冲套内侧面相贴合，两个缓冲推杆一端和支撑弹板和支撑挡板相连接，两个剪叉机构底部

分别支撑挡板上，两个支撑推杆分别置于两个剪叉机构之间，且支撑推杆的两端分别和两

个剪叉机构相连接，所述行李门和支撑挡板相对应，所述行李门的两端内侧壁分别开有滑

动槽，两个剪叉机构顶部的其中一端置有剪叉滑动块，且分别置于行李门两端内壁上的滑

动槽内，所述滑动槽的长度小于行李门宽度的二分之一，电机置于行李门一侧，驱动轴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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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门一侧，且和电机上的电机轴一端相连接，剪叉固定杆置于行李门底部内，所述剪叉固

定杆的两端分别和行李门两端内侧壁相连接，两个剪叉机构顶部的另一端分别套置于剪叉

固定杆上，两个电动液压推杆一端分别通过连接架置于剪叉固定杆上，两组推杆固定耳分

别置于靠上的支撑推杆上，且分别和两个电动液压推杆相对应，一组推杆固定耳由两个推

杆固定耳组成，两个电动液压推杆活塞杆一端上分别置有铰接架，且分别通过铰接轴和两

组推杆固定耳相铰接，所述行李门和支撑挡板闭合时内部形成容置空腔，所述剪叉机构和

支撑挡板为一体成型，所述支撑挡板由钢板支撑，且内部嵌置有多个加强肋条，所述行李门

外侧面置有广告区，所述支撑弹板表面置有多个橡胶凸起，所述橡胶凸起为球形结构。

[0006] 有益效果。

[0007] 一、能够对客车进行应急防倾倒。

[0008] 二、可折叠式剪叉机构，节省了空间。

[0009] 三、对客车行李门改造，节省了制造新型客车的成本。

[0010] 四、结构简洁，方便安装维修。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的立体结构图；

图2为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的立体拆分图；

图3为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行李门的立体结构图；

图4为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缓冲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的立体结构图，其仅仅展示了装置折叠后的状

态；

图6为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使用时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中

其中零件为：行李门（1），电动液压推杆（2），推杆固定耳（3），支撑推杆（4），剪叉固定杆

（5），剪叉机构（6），驱动轴（7），剪叉滑动块（8），支撑挡板（9），支撑弹板（10），缓冲套（11），

缓冲推杆（12），电机（13），滑动槽（14），缓冲弹簧（15），活塞（16）。

[0012]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明用于客车防倾倒的行李门（1）是这样实现的，由行李门（1）、电动液压推杆（2）、

推杆固定耳（3）、支撑推杆（4）、剪叉固定杆（5）、剪叉机构（6）、驱动轴（7）、剪叉滑动块（8）、

支撑挡板（9）、支撑弹板（10）、电机（13）和滑动槽（14）组成，支撑弹板（10）一侧和支撑挡板

（9）一侧相连接，所述支撑弹板（10）和支撑挡板（9）之间的距离从一侧向另一侧逐渐增加，

所述支撑弹板（10）为弧形板状结构，所述支撑弹板（10）由金属板制成，多个缓冲装置分别

置有支撑弹板（10）和支撑挡板（9）之间，所述缓冲装置的两端分别和支撑弹板（10）和支撑

挡板（9）相连接，所述缓冲装置由缓冲套（11）、缓冲推杆（12）、缓冲弹簧（15）和活塞（16）组

成，两个缓冲推杆（12）一端分别置于缓冲套（11）的两端内，所述缓冲推杆（12）一端上置有

活塞（16），且位于缓冲套（11）内，缓冲弹簧（15）置于缓冲套（11）内，且位于两个活塞（16）之

间，所述活塞（16）外侧面和缓冲套（11）内侧面相贴合，两个缓冲推杆（12）一端和支撑弹板

（10）和支撑挡板（9）相连接，两个剪叉机构（6）底部分别支撑挡板（9）上，两个支撑推杆（4）

分别置于两个剪叉机构（6）之间，且支撑推杆（4）的两端分别和两个剪叉机构（6）相连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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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行李门（1）和支撑挡板（9）相对应，所述行李门（1）的两端内侧壁分别开有滑动槽（14），两

个剪叉机构（6）顶部的其中一端置有剪叉滑动块（8），且分别置于行李门（1）两端内壁上的

滑动槽（14）内，所述滑动槽（14）的长度小于行李门（1）宽度的二分之一，电机（13）置于行李

门（1）一侧，驱动轴（7）置于行李门（1）一侧，且和电机（13）上的电机（13）轴一端相连接，剪

叉固定杆（5）置于行李门（1）底部内，所述剪叉固定杆（5）的两端分别和行李门（1）两端内侧

壁相连接，两个剪叉机构（6）顶部的另一端分别套置于剪叉固定杆（5）上，两个电动液压推

杆（2）一端分别通过连接架置于剪叉固定杆（5）上，两组推杆固定耳（3）分别置于靠上的支

撑推杆（4）上，且分别和两个电动液压推杆（2）相对应，一组推杆固定耳（3）由两个推杆固定

耳（3）组成，两个电动液压推杆（2）活塞（16）杆一端上分别置有铰接架，且分别通过铰接轴

和两组推杆固定耳（3）相铰接，所述行李门（1）和支撑挡板（9）闭合时内部形成容置空腔，所

述剪叉机构（6）和支撑挡板（9）为一体成型，所述支撑挡板（9）由钢板支撑，且内部嵌置有多

个加强肋条，所述行李门（1）外侧面置有广告区，所述支撑弹板（10）表面置有多个橡胶凸

起，所述橡胶凸起为球形结构。

[0013] 使用时，两个本发明配合使用，首先在客车车体两侧分别安装一个防倾倒装置，将

行李们一侧安装固定在客车车体侧面上，初始状态下，行李门（1）闭合在客车车体侧面上，

且支撑挡板（9）闭合在行李门（1）内侧，支撑挡板（9）位于客车车体内的行李仓内，剪叉机构

（6）收缩在行李门（1）和支撑挡板（9）之间的空腔内；

对客车进行防倾倒时，使电机（13）工作，电机（13）轴带动驱动轴（7）转动，驱动轴（7）带

动行李门（1）另一侧向上偏转移动，进而使行李门（1）在客车车体侧面打开，行李门（1）在偏

转过程中，行李门（1）两端内侧壁上的滑动槽（14）分别沿着对应的剪叉滑动块（8）移动，行

李门（1）完全打开时，和地面呈45度，然后使两个电动液压推杆（2）伸长工作，两个液压推杆

上的活塞（16）杆分别伸长，并且推动支撑推杆（4），支撑推杆（4）带动两个剪叉机构（6）迅速

展开，支撑弹板（10）和地面接触支撑，对客车进行支撑防倾倒，且支撑弹板（10）受力，支撑

弹板（10）上的两个缓冲装置进行缓冲，缓冲推杆（12）推动活塞（16）在缓冲套（11）内移动，

缓冲弹簧（15）受力压缩缓冲；

当对防倾倒装置进行收起时，使电动液压推杆（2）回收，电动液压推动通过支撑推杆

（4）拉动剪叉机构（6），剪叉机构（6）折叠收缩，并且带动支撑挡板（9）回缩移动，剪叉机构

（6）完全折叠后，使电机（13）反向工作，电机（13）轴通过驱动轴（7）带动行李门（1）反向偏

转，进而行李门（1）闭合在客车车体侧面，且行李门（1）和支撑挡板（9）闭合，剪叉机构（6）被

收纳在行李门（1）和支撑挡板（9）之间；

所述支撑弹板（10）和支撑挡板（9）之间的距离从一侧向另一侧逐渐增加的设计，能够

在展开过程中，支撑弹片另一侧和地面接触，随着进一步的展开，支撑弹片被压紧在地面

上，支撑效果更好；

所述缓冲装置的两端分别和支撑弹板（10）和支撑挡板（9）相连接的设计，能够对支撑

弹板（10）两侧的力进行缓冲，缓冲效果更好；

所述行李门（1）和支撑挡板（9）闭合时内部形成容置空腔的设计，能够在闭合时，将剪

叉机构（6）收纳在内，减少占用空间；

所述剪叉机构（6）和支撑挡板（9）为一体成型的设计，提高强度，进而提高防倾倒效果；

所述支撑挡板（9）由钢板支撑，且内部嵌置有多个加强肋条的设计，增加强度，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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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客车的防倾倒效果；

所述支撑弹板（10）表面置有多个橡胶凸起的设计，能够增加和地面间的摩擦力，提高

支撑稳定性，避免打滑；

所述支撑弹板（10）和支撑挡板（9）配合缓冲装置，能够进行支撑防倾倒，并且进行缓

冲；

所述剪叉机构（6）配合行李门（1）和支撑挡板（9）的设计，能够进行折叠伸长，在未使用

时，隐藏内行李仓内，不影响客车外部美观；

防倾倒时，行李门（1）打开后，使电动液压推杆（2）伸长的设计，能够使支撑挡板（9）暴

露在外后，对支撑挡板（9）进行伸长，进而使支撑弹板（10）支撑在地面上，进行防倾倒；

收起时，行李门（1）和客车主体侧面闭合，能够将支撑挡板（9）收在行李仓内，进而避免

暴露在外，不影响客车外部美观；

所述电机（13）连接有可对客车进行防倾倒时的控制装置，

所述控制装置可以在客车发生倾斜或者危险的时候的提前启动的控制装置，所述控制

装置可以采用司机提前手动控制的装置，也可以采用其它的危险预测的自动控制装置。

[0014] 达到安装在客车主体侧面用作行李门（1），通过剪叉机构（6）实现支撑挡板（9）的

折叠伸张，对客车进行防倾倒的目的。

[0015]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任何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发明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改进，即凡是依照本发明

所做的同等改进，应为本发明的范围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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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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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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