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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

系统，包括副车架、上前连杆总成、转向节、下摆

臂总成、上后连杆总成、螺旋弹簧减震器总成、副

簧和轮毂，实现了独立悬架系统的两级刚度，使

弹性元件本身呈现一定的非线性，提高独立悬架

的承载能力，在空载或满载，前轴荷相差很大的

二种状态下，使车辆平顺性变化不大，解决了现

有商用车前悬架一侧单一弹性元件，空载和满载

时的平顺性相差过大的问题；同时，结构简单、经

济实用、结实耐久、占用空间小，使用和维护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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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副车架（1）、上前连杆总成（2）、

转向节（3）、下摆臂总成（4）、上后连杆总成（5）、螺旋弹簧减震器总成（6）、副簧（7）和轮毂

（8）；

所述上前连杆总成（2）为三角形结构，且三角形结构的一侧与副车架（1）上端铰接，所

述上前连杆总成（2）的另外一侧与转向节（3）铰接；

所述上后连杆总成（5）一侧与副车架（1）上端铰接，另外一侧与转向节（3）铰接；

所述下摆臂总成（4）为U叉形结构，且U叉形结构的一侧与副车架（1）下端铰接，所述下

摆臂总成（4）的另外一侧与转向节（3）铰接；

所述螺旋弹簧减震器总成（6）上端与副车架（1）上端铰接，下端与下摆臂总成（4）铰接；

所述副簧（7）上端与副车架（1）上端连接，所述轮毂（8）与转向节（3）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前连杆

总成（2）包括上前连杆本体（21）、上前连杆球销（22）、上前连杆前衬套（23）和上前连杆后衬

套（24），所述上前连杆前衬套（23）与上前连杆本体（21）的三角形结构开口一端一侧中心孔

连接，所述上前连杆后衬套（24）与上前连杆本体（21）的三角形结构开口一端另外一侧中心

孔连接，所述上前连杆球销（22）与上前连杆本体（21）另外一侧通过球副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摆臂总

成（4）包括下摆臂本体（41）、下摆臂前衬套（42）、下摆臂后衬套（43）和下摆臂球销（44），所

述下摆臂前衬套（42）与下摆臂本体（41）的U叉形结构开口一端一侧中心孔连接，所述下摆

臂后衬套（43）与下摆臂本体（41）的U叉形结构开口一端另外一侧中心孔连接，所述下摆臂

球销（44）与下摆臂本体（41）另外一侧通过球副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后连杆

总成（5）包括上后连杆本体（51）、上后连杆球销（52）和上后连杆衬套（53），所述上后连杆球

销（52）与上后连杆本体（51）一端连接，所述上后连杆衬套（53）与上后连杆本体（51）另外一

端中心孔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副簧（7）

包括副簧本体（71）、副簧金属骨架（72）和副簧连接螺栓（73），所述副簧本体（71）的上端设

有限位孔，所述副簧金属骨架（72）上设有安装孔，所述副簧金属骨架（72）与副簧本体（71）

硫化在一起，所述副簧连接螺栓（73）穿过安装孔，且与副簧金属骨架（72）焊接在一起，所述

副簧连接螺栓（73）的头部与副簧本体（71）上端的限位孔硫化在一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节

（3）上端与副簧（7）接触的面设计为凹槽型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副簧金属

骨架（72）为碗形状，所述副簧本体（71）与副簧金属骨架（72）之间设有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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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汽车悬架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

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悬架是汽车的车架（或承载式车身）与车桥（或车轮）之间的一切传力连接装置的

总称，其作用是传递作用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扭，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

车身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平顺地行驶。

[0003] 钢板弹簧是商用车悬架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弹性元件，由于钢板弹簧具有结构简

单，制造成本低，占用空间小，维修方便等特点，成为汽车行业广泛采用的弹性元件，但其平

顺性很差。

[0004] 随着道路的改善，驾乘者对商用车的乘坐舒适性和操控稳定性要求越来越高，使

得独立悬架逐步应用于商用车上。独立悬架由于非簧载质量小，传递给车身冲击载荷小，有

利于提高车辆的行驶平顺性及增强轮胎的抓地性能。同时，左右车轮跳动时，相互独立，减

少了车身的侧倾和振动，提高了车辆的操纵稳定性。

[0005] 但是，现有的独立悬架机构结构复杂、重量大、占用空间大、加工成本高、维修比较

难；同时，货车等商用车空载或满载轴荷相差很大，因此，现有的独立悬架机构的承载能力

和成本一直使其不能在前轴荷较大或者后悬架的商用车上使用，三轮汽车上更不可能使

用。

[0006] 轴荷较大的商用车，空载或满载轴荷往往相差很大。如果要满足空载时的平顺性，

则满载时承载能力就减弱；同样，如果要满足满载时承载能力，则空载时的平顺性就较差。

因此，无论现有的板簧悬架，还是独立悬架，都不能同时满足商用车的承载能力和平顺性等

要求。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

题。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

包括副车架、上前连杆总成、转向节、下摆臂总成、上后连杆总成、螺旋弹簧减震器总成、副

簧和轮毂；

所述上前连杆总成为三角形结构，且三角形结构的一侧与副车架上端铰接，所述

上前连杆总成的另外一侧与转向节铰接；

所述上后连杆总成一侧与副车架上端铰接，另外一侧与转向节铰接；

所述下摆臂总成为U叉形结构，且U叉形结构的一侧与副车架下端铰接，所述下摆

臂总成的另外一侧与转向节铰接；

所述螺旋弹簧减震器总成上端与副车架上端铰接，下端与下摆臂总成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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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副簧上端与副车架上端连接，所述轮毂与转向节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上前连杆总成包括上前连杆本体、上前连杆球销、上前连杆前衬套和

上前连杆后衬套，所述上前连杆前衬套与上前连杆本体的三角形结构开口一端一侧中心孔

连接，所述上前连杆后衬套与上前连杆本体的三角形结构开口一端另外一侧中心孔连接，

所述上前连杆球销与上前连杆本体另外一侧通过球副铰接。

[0010] 优选的，所述下摆臂总成包括下摆臂本体、下摆臂前衬套、下摆臂后衬套和下摆臂

球销，所述下摆臂前衬套与下摆臂本体的U叉形结构开口一端一侧中心孔连接，所述下摆臂

后衬套与下摆臂本体的U叉形结构开口一端另外一侧中心孔连接，所述下摆臂球销与下摆

臂本体另外一侧通过球副铰接。

[0011] 优选的，所述上后连杆总成包括上后连杆本体、上后连杆球销和上后连杆衬套，所

述上后连杆球销与上后连杆本体一端连接，所述上后连杆衬套与上后连杆本体另外一端中

心孔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副簧包括副簧本体、副簧金属骨架和副簧连接螺栓，所述副簧本体的

上端设有限位孔，所述副簧金属骨架上设有安装孔，所述副簧金属骨架与副簧本体硫化在

一起，所述副簧连接螺栓穿过安装孔，且与副簧金属骨架焊接在一起，所述副簧连接螺栓的

头部与副簧本体上端的限位孔硫化在一起。

[0013] 优选的，所述转向节上端与副簧接触的面设计为凹槽型结构。

[0014] 优选的，所述副簧金属骨架为碗形状，所述副簧本体与副簧金属骨架之间设有间

隙。

[0015]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的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通过上前连杆总成、转向节、下摆臂总

成、上后连杆总成和螺旋弹簧减震器总成构成的连杆结构对轮毂的约束，使车轮绕着与汽

车纵轴线成一定角度的轴线内摆动，使车轮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跳动范围内。车轮上跳时，轮

胎接地点向外增大，车轮下落时，轮胎接地点向内减小，有利于车辆行驶稳定性，并减小车

轮异常磨损。

[0016] 2、本发明的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通过副簧与螺旋弹簧减震器总成的组

合，实现了独立悬架系统的两级刚度，使弹性元件本身呈现一定的非线性，在空载或满载，

前轴荷相差很大的二种状态下，使车辆平顺性变化不大，解决了现有商用车前悬架一侧单

一弹性元件，空载和满载时的平顺性相差过大的问题。

[0017] 3、本发明的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零部件都集成安装在副车架上，占用空

间相对以往的独立悬架和板簧悬架都小，结构简单、经济实用、结实耐久。

[0018] 4、本发明的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底盘质量减小，簧下振动小，提高了整车

的乘坐舒适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另外，后轮各自独立运动互不影响，减少车身的倾斜和振

动，在不平的路面上获得很好的地面附着力，具有良好乘坐舒适性及货物的隔振性能；而

且，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几乎没有变化，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依照司机

的操作方式进行平稳的转向。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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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是本发明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满载时主视图；

图3是本发明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俯视图；

图4是上前连杆总成示意图；

图5是上后连杆总成示意图；

图6是下摆臂总成示意图；

图7是副簧剖视图；

其中：

1、副车架；2、上前连杆总成；3、转向节；4、下摆臂总成；5、上后连杆总成；6、螺旋弹

簧减震器总成；7、副簧；8、轮毂；

21、上前连杆本体；22、上前连杆球销；23、上前连杆前衬套；24、上前连杆后衬套；

41、下摆臂本体；42、下摆臂前衬套；43、下摆臂后衬套；44、下摆臂球销；

51、上后连杆本体；52、上后连杆球销；53、上后连杆衬套；

71、副簧本体；72、副簧金属骨架；73、副簧连接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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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构思、技术方案有更完整、准确和深入的理

解，并有助于其实施。

[0021]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发明是一种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实现了独立悬架系

统的两级刚度，使弹性元件本身呈现一定的非线性，提高独立悬架的承载能力，在空载或满

载，前轴荷相差很大的二种状态下，使车辆平顺性变化不大，解决了现有商用车前悬架一侧

单一弹性元件，空载和满载时的平顺性相差过大的问题；同时，结构简单、经济实用、结实耐

久、占用空间小，使用和维护方便。

[0022] 以下用具体实施例对具体工作方式进行阐述：

实施例1：

发明的两级刚度的后独立悬架系统，所述转向节3上端与副簧7接触的面设计为凹

槽型结构，当载荷加大到一定程度后，副簧本体71下端与凹槽型结构接触，通过副簧7与螺

旋弹簧减震器总成6的组合产生的刚度，满足车辆减振和承载需求；当载荷达到极限工况载

荷时，副簧金属骨架72与转向节3接触，利用副簧金属骨架72的刚度进行限位，减少对车辆

的冲击。其中副簧本体71下端与凹槽型结构接触时，转向节3上端的凹槽型结构将副簧7包

裹住，防止副簧7失稳变形。

[0023] 实施例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述副簧金属骨架72为碗形状，一方面保证当载荷达到极限

工况载荷时，副簧金属骨架72与转向节3接触时的刚度，另一方面起到约束副簧本体71的作

用；所述副簧本体71与副簧金属骨架72之间设有间隙，利于副簧7受压时的回缩及散热。

[0024]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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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

经改进，将本发明的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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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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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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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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