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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承重框架形式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模块系统，不含辅助框架，所述模块

系统包含多个模块化地相互待连接的或已连接的部件，其中，所述部件为唯一的一体化浇

铸的铸态组织和两个型材，其中所述唯一的铸态组织包含了：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左侧框架

的一部分；和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右侧框架的一部分；以及使这些左侧框架、右侧框架相互连

接的所有的横梁；和全部的节点，其中，作为纵梁构造的型材设置在所述铸态组织的就行驶

方向而言的后侧并且形成了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左侧框架的另一部分，并且其中，另一个作

为纵梁构造的型材设置在所述铸态组织的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后侧并且形成了就行驶方向

而言的右侧框架的另一部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各个节点构造为铸造节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的至少一个横梁构造为型

材。

4.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型材构造为碾压型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和/或至少一个型材包

含了汽车底盘的至少一个部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和/或所述型材包含了

汽车底盘的全部部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由轻金属来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型材是铸态型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型材由轻金属来制成。

10.根据权利要求7或9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轻金属是铝或铝合金。

11.一种以承重框架形式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模块系统，不含辅助框架，所述模块

系统由多个模块化地相互待连接的或已连接的部件组成，其中，所述部件为两个铸态组织

和两个用于形成左侧框架和右侧框架的型材，其中，一个铸态组织形成就行驶方向而言的

左侧框架的一部分，而另一个铸态组织形成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右侧框架的一部分，其中，一

个铸态组织包括左侧框架的全部的节点而另一个铸态组织包括右侧框架的全部的节点，其

中，这些铸态组织通过三个横梁相互连接，其中，作为纵梁构造的型材设置在一个铸态组织

的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后侧并且形成了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左侧框架的另一部分，并且其中，

另一个作为纵梁构造的型材设置在另一个铸态组织的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后侧并且形成了

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右侧框架的另一部分。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各个节点构造为铸造节点。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的至少一个横梁构造为型

材。

14.根据权利要求11或13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型材构造为碾压型材。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和/或至少一个型材

包含了汽车底盘的至少一个部件。

16.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和/或所述型材包含

了汽车底盘的全部部件。

17.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由轻金属来制成。

18.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型材是铸态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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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型材由轻金属来制成。

20.根据权利要求17或19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轻金属是铝或铝合金。

21.一种以承重框架形式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模块系统，不含辅助框架，所述模块

系统包含多个模块化地相互待连接的或已连接的部件，其中，所述部件为至少四个铸态组

织和至少四个型材，其中，每个铸态组织包含至少一个节点，其中，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左侧

框架由至少两个铸态组织和至少两个型材组成，而且其中，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右侧框架由

至少两个铸态组织和至少两个型材组成，其中，在左侧框架的两个铸态组织之间设置一个

型材并且在右侧框架的两个铸态组织之间设置一个型材，其中，一个作为纵梁构造的另外

的型材设置在左侧框架的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后侧的铸态组织的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后侧而

且一个作为纵梁构造的另外的型材设置在右侧框架的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后侧的铸态组织

的就行驶方向而言的后侧，其中，左侧框架的至少一个铸态组织和右侧框架的至少一个铸

态组织通过横梁连接并且其中左侧框架的至少一个铸态组织和右侧框架的至少一个铸态

组织分别具有至少一个用于连接、支承或固定汽车底盘部件的容纳部。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各个节点构造为铸造节点。

23.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个铸态组织包含恰好一个节点。

24.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将至少两个节点包括在一个铸态组

织中。

25.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的至少一个横梁构造为型

材。

26.根据权利要求21或25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型材构造为碾压型材。

27.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和/或至少一个型材

包含了汽车底盘的至少一个部件。

28.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和/或所述型材包含

了汽车底盘的全部部件。

29.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铸态组织由轻金属来制成。

30.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型材是铸态型材。

31.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至少一个型材由轻金属来制成。

32.根据权利要求  29或31所述的模块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轻金属是铝或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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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汽车后车架的模块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以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承重框架形式的模块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在汽车工业中将框架作为汽车结构的支承的、下方的支架来使用。这样

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汽车的主要支架。通常将车轮悬架和汽车的动力总成固定在该

框架上。常见的框架由两个纵梁构成，这两个纵梁与横杆和斜杆焊接、铆接而成或通过螺丝

拧紧。

[0003] 根据框架的形式而在多横梁车架、X框架、平板车架和网架之中对其进行区分。在

多横梁框架中，通过多个横梁而使两个纵梁相连接。这样的框架大多安装在载重汽车和越

野车上。在所谓的X框架中，两个由圆形或椭圆形管制成的纵梁，在中间以几厘米内的距离

而靠近，并在俯视的角度内形成X形。在平板车架中，车身底部是框架的主要部分，并与该框

架焊接。该框架的形状的特征在于，特别高的扭转强度和低的重心位置。在网架中，这样将

框架部分相互焊接，即，使这些部分能够组成为构造的基础。网架有极其高的扭转强度并且

使用在公共汽车、运动车和赛车。

[0004] 对于轿车而言，也对于公共汽车而言，目前大多为自承重的结构，其中，替代框架，

而使车身底部组件除了承重的部件外，还容纳了行李厢底部组件和车轮罩。

[0005] 上述的某些框架或车身底部组件的缺点在于，这些框架在汽车的尾部区域内包含

了大量的单个零部件，必须费力、费时并因此而高成本地，将这些单个零件当场组装在一

起。并不少见地，不算上必需的连接件的情况下，这样的框架或车身底部组件包含了20个以

上的不同的单个零件。此外还有这样的缺点，上述的一些框架和所提到的汽车底部组件这

样来构造，即，仅使其通过发动机支架来与汽车底盘组件，特别是与导臂、稳定器、弹簧和/

或减震器这样的车轮悬架部件以及动力总成连接，发动机支架又称为副车架、轴梁或辅助

车架。此外，所提到的框架或汽车底部组件也具有较高的重量，这对发动机燃料的消耗产生

了负面的效果。此外，在所提到的具有多个接合点或接合位置的框架或汽车底部组件中更

容易产生生产缺陷，并且此外在所期望的变形特性或所期望的刚度方面上具有减弱的力学

性能。存在越多的接合点或接合位置，那么上文所提及的缺陷就越大。

[0006] 众所周知，上文提及的框架或汽车底部组件在开发中是高成本的，并且大多数要

根据单一车型或单一车系来对其裁切。其缺点在于，已经现有的单个部件通常不再能用于

新的车型或新的车系，并且特别地为了其生产而额外地来购置，并且使新改良的机器大多

不能再使用，而因此必须重新购置机器，以及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对机器重新改良。

发明内容

[0007]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的缺陷和限制，从而在装配、重量、制造和开发

成本、与安全有关的角度、特别是变形特性和抗扭刚度方面，对开头所提及的那类框架或汽

车底部组件进行改良，并且至少部分地进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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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这一目的通过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块系统的特征而达到。从属权利要求给出

了扩展方案和有利的设计方案。

[0009] 根据本发明，以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承重框架的形式来设置模块系统，该框

架具有以模块形式地彼此待接合或已接合的部件，其中，部件是至少一个铸态组织和至少

两个型材，并且铸态组织包含至少一个节点。

[0010] 这类的模块系统具有的好处在于，能够由少量的部件，非常容易地，制造出在汽车

尾部区域内相应设置的承重框架，并且通常不需要费力，费时并因此费成本地，当场由多个

单个部件来组合该框架。如果铸态组织以单件的形式铸成，这可以是有利的。能够非常容易

地通过至少一个具有至少一个节点的铸态组织来接合型材。就此，节点是承重的框架内的

接合位置。在那里相互接合型材。

[0011] 有利地至少部分地通过粘贴、通过焊接，特别通过接触点焊，通过轴梁的预设区域

的卷边，通过穿通组合或特别是咬合连接，通过冲压铆接和/或通过螺丝旋紧将型材与铸态

组织或节点接合。

[0012] 此外，相同的模块系统能够有利地作为设置在汽车的尾部区域内的承重的框架，

以很小的变化，广泛用于不同的车型。因此，例如通过替换单个型材，特别是纵向型材，就能

满足了，将原本同样的模块系统用于具有不同的总长度的汽车。

[0013] 由此，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允许了，针对新的车型，仅必须对在汽车尾部区域内

设置的承重框架的、为了与现有模块系统配合而必要的一些部件进行开发。而其它的部件，

例如铸造节点或更小的铸态组织，可以采用已存在的部件。此外，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还

使得，减少为了新车型或型号而所需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承重框架的开发费用成为

可能。

[0014] 投入减少了的部件数量促使了，为了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承重框架的装配而

必要组装操作也更少了。因此，在部件之间存在的安全相关的接合位置也更少，由此而优化

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而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承重框架的变形特性。根

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的使用将在尾部碰撞情况下的抗扭刚度或刚度分别提高了4％以内或

5％以内。

[0015] 此外，由于单个部件的结构，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具有高的轻量化潜力。特别是

作为铸态部件或碾压型材的部件的构造，尤其是由包含了轻质材料，特别是包含了轻金属

的材料而制成的部件实现了，生产出较轻的单个部件。与现有技术相比，轻量化潜力在37％

以内。

[0016] 如果铸态组织和/或型材至少部分地由轻型材料制成，优选由轻金属，由塑料或轻

金属和塑料的复合材料而制成，可以是有利的。

[0017] 根据不同优选的优点，可以相应地对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进行调整。部件的数

量越少，那么生产和开发的成本就越低。此外，在这样的实施方案中，在生产设置在汽车尾

部的承重框架的过程中，所节省的时间最多。不过，却使这样的模块系统更难用于不同的车

型。与此相反地，通过增加的部件的数量而提高了扩展潜力、变化性和整合性能。可以根据

新车型的需求，通过对单个部件的更改而简化地对具有大量的部件的模块系统进行调整。

[0018]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还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

内的承重框架上集成其它的组件。因此，例如可以在框架的模块系统的部件中就已经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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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汽车底盘的部件。就此可以实现在型材和/或铸态组织内的一体化。由此可以完全地弃用

常规的辅助车架。汽车底盘的部件可以是那些与根据本发明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框

架固定连接的部件，或者那些与该框架可移动地连接的部件。在后一种情况下，型材和/或

优选铸态组织具有单个用于连接、轴承连接或固定汽车底盘部件的容纳部，特别是用于连

接如导臂、稳定器、弹簧和/或减震器这样的车轮悬架部件或者动力总成的容纳部。

[0019] 此外还可能，使模块系统根据汽车底盘部件的一体化类型，而例如分为三个实施

方式。

[0020] 在其中最简单的实施方式中，可以使模块系统，也称为模块化铸态组合部件

(MGB)-CLASSIC，不具有汽车底盘部件的一体化。

[0021] 在一种进一步扩展的实施方式中，可以使模块系统，也称为模块化铸态组合部件

(MGB)-LIGHT，具有汽车底盘部件的部分一体化。

[0022] 在一种更进一步扩展的实施方式中，可以使模块系统，也称为模块化铸态组合部

件(MGB)-MAX,具有汽车底盘部件的完全一体化。

[0023] 如果铸态组织正好包含一个节点，这可以是有利的。如果该节点构造为铸态节点，

这可以很适宜的。

[0024] 如果每个节点通过各自的铸态组织，以铸态节点的形式来构造，那么就提高了模

块系统的变化性，并因此可能将单个模块系统的部件使用于不同车型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

域内的承重框架。因此，实现了，为了不同车型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框架的生产，而

使用相同的部件，这减少了模块系统的单个部件的生产成本。

[0025] 这样设置对本发明可能进行的扩展，即，在一个铸态组织内包含至少两个节点。

[0026] 此外，如果铸态组织包含了框架的全部节点，这也可以带来好处。

[0027] 将节点总合在一起减少了为了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承重框架的构造而必需

的部件的个数。由此，减少了用于组合的耗时并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8] 可以证明的是，在两个铸态部件之间设置至少一个型材是有利的。

[0029] 此外，还适宜的是，将型材作为碾压型材来构造。

[0030] 如果将框架的至少一个纵梁和/或横梁构造为型材，优选构造为碾压型材，这也可

以是有利的。

[0031] 如果至少一个铸态组织和/或至少一个型材包含了汽车底盘的至少一个部件，这

可以是有利的。汽车底盘的部件可以是这样的部件，即，那些固定地连接或集成在根据本发

明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支承的框架上的部件，或者那些可移动地连接在该框架上的

部件。在后一种情况下，型材和/或优选铸态组织具有用于汽车底盘部件的连接、轴承连接

或固定的单个容纳部，特别是用于连接导臂、稳定器、弹簧和/或减震器这样的车轮悬架部

件或动力总成的容纳部。

[0032] 通过汽车底盘部件的部分一体化，特别是通过为了像是车轮悬架部件这样的汽车

底盘部件所设的相应的容纳部的一体化，能够在铸态组织内进一步减少用于含汽车底盘框

架的部件的规模。由此，因此也可以减少了为了汽车底盘的构件和安装所需的时间。

[0033] 如果铸态组织和/或型材具有全部的汽车底盘部件，特别是具有全部的固定连接

的汽车底盘部件，或者有利地具有汽车底盘的全部部件中的绝大部分，这可以是有利的。汽

车底盘的部件可以是这样的部件，即，固定地连接或集成在根据本发明的设置在汽车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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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承重框架上的部件或者那些可移动地连接在该框架上的部件。在后一种情况下，

型材和/或优选铸态组织具有用于汽车底盘部件的连接、轴承连接或固定的单个容纳部，特

别是用于连接导臂、稳定器、弹簧和/或减震器这样的车轮悬架部件或动力总成的容纳部。

[0034] 在完全地或绝大部分地将汽车底盘集成在模块系统的部件内的情况下，因为所需

的单个部件已经集成在框架的部件内，并且通过框架的构件和安装而使其处在设置好的或

正确的位置上，在汽车底盘的构造和安装过程中，就不需要额外的时间。

[0035] 可以证实为适合的是，至少一个型材是铸态型材，特别是连铸型材。

[0036] 此外可以有利的是，至少一个铸态组织由轻型材料，特别是由轻金属而制成。轻金

属可以由铝、镁、或锌制成，或由具有一种或多种以上金属的合金而制成。

[0037] 为了已知的使用用途，可以使铸态组织的一个或多个部分由钢或铁，特别是由铸

钢或铸铁而制成。

[0038] 如果至少一个型材由轻型材料，特别由轻金属而组成，这可以是有利的。该轻金属

可以由铝、镁或锌制成，或由具有一种或多种以上金属的合金而制成。

[0039] 为了特定的使用用途，也可以使一个或多个型材由钢或铁，特别由铸钢或铸铁而

制成。

[0040] 为了一些应用情况，将塑料作为轻型材料是特别有利的。为了其它的应用情况，由

轻金属和塑料组成的复合材料也可以是有利的。如果塑料是聚酰胺，特别是玻璃纤维强化

的聚酰胺，这可以是有利的。不过也有利的是，可以使用由聚丙烯，特别是玻璃纤维强化的

聚丙烯制成的塑料。

[0041] 在构成铸态组织和/或铸态型材的情况下，使用轻金属，特别是铝或铝合金，可以

带来这样的好处，即，单个铸态部件基本上具有例如与那些由钢制成的铸态部件相比更小

的重量。

附图说明

[0042] 本发明的扩展方案和有利的设计方案也可以在以下实施例的说明中给出，在附图

中示出了这些实施例。其中:

[0043] 图1示出了包含了一个大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该铸态组织包括了全部的节点

和横梁，

[0044] 图2示出了包含了两个大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这些铸态组织包括了全部的节

点和构造为型材的，特别是构造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0045] 图3示出了包含了多个较小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这些铸态组织分别具有至少

一个节点、在这些节点之间设置的型材和构造为型材，特别构造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0046] 图4示出了图3中所示的系统的分解图，

[0047] 图5示出了包含了多个较小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这些铸态组织分别具有至少

一个节点、设置在这些节点之间的型材和设计为型材，特别设计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0048] 图6示出了包含了多个较小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这些铸态组织分别具有至少

一个节点、设置在这些节点之间的型材和设计为型材，特别设计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0049] 图7示出了包含了多个较小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这些铸态组织分别具有至少

一个节点、设置在这些节点之间的型材和设计为型材，特别设计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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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图8示出了包含了多个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这些铸态组织分别恰好具有一个节

点、设置在这些节点之间的型材和设计为型材，特别设计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0051] 图9示出了包含了多个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这些铸态组织分别恰好具有一个节

点、设置在这些节点之间的型材和设计为型材，特别设计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0052] 图10示出了部分地集成了汽车底盘的、包含了多个较小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的

分解图，这些铸态组织分别具有至少一个节点、设置在这些节点之间的型材和设计为型材，

特别设计为碾压型材的横梁，以及

[0053] 图11示出了完全集成汽车底盘的、包含了两个大的铸态组织的模块系统的分解

图，这些铸态组织包含了全部的节点以及设计为型材，特别设计为碾压型材的横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图1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

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大部分通过唯一的铸态组织12而构成，该铸态组织包

含了全部的节点和横梁。在铸态组织12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内，在铸态组织12的每

一侧，设置型材16，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

[0055] 图2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

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在框架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内，将大部分

分别构造为铸态组织22，其中各个铸态组织22包含了其框架侧18，20的全部节点。通过就行

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横梁24和第二横梁26，将设置在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

20的铸态组织22连接起来。横梁24，26  构造为型材，特别构造为碾压型材。将型材28，特别

是以纵梁的形式的碾压型材设置在每个铸态组织22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

[0056] 图3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区域内的承

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分别由两个铸态

组织30，32和两个型材  34，36，特别是以纵梁的形式的碾压型材来构造。就此，在框架侧 

18，20的每一侧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30和第二铸态组织32之间，设置型材

34，特别是碾压型材。每个铸态组织30，32包含了至少一个节点。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20

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30，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横梁  38而相互连

接。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20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二铸态组织32，通过就行驶方向14

而言的第二横梁40，而相互连接。以型材来构造，特别是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38，40。在每

个第一铸态组织30、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了第一型材  36，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

碾压型材。

[0057] 图4示出了根据图3中的实施例的、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  10组成的、设置在汽

车尾部区域内的承重框架的部件的分解图。

[0058] 图5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

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分别由两个

铸态组织42，44以及两个型材46，48，特别地由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来构造。就此，在框架

侧18，20的每一侧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42和第二铸态组织44之间，设置型

材46，特别是碾压型材。每个铸态组织42，44包含了至少一个节点。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

20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42，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横梁50而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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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20的、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第二铸态组织44，通过就行驶方

向14而言的第二横梁52，而相互连接。以型材来构造，特别是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50，52。

在每个第一铸态组织42、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了第一型材48，特别是以纵梁形式

的碾压型材。

[0059] 图6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

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分别由三个

铸态组织54，56，58以及三个型材60，62，64，特别地由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来构造。就此，

在框架侧18，20的每一侧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54和第二铸态组织56之间，

或第二铸态组织56和第三铸态组织  58之间，分别设置型材60，62，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

压型材。每个铸态组织54，56，58包含了至少一个节点。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20的、就行驶

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54，通过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第一横梁66而相互连接。左框架

侧18和右框架侧20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三铸态组织58，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

二横梁68，而相互连接。以型材来构造，特别是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66，68。在每个第一铸

态组织54、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了第一型材64，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

[0060] 图7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

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分别由三个

铸态组织70，72，74以及三个型材76，78，80，特别地由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来构造。就此，

在框架侧18，20的每一侧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70和第二铸态组织72之间，

或第二铸态组织72和第三铸态组织  74之间，分别设置型材76，78，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

压型材。每个铸态组织70，72，74包含了至少一个节点。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20的、就行驶

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70，通过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第一横梁82而相互连接。左侧18

和右侧20框架侧18，20 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三铸态组织74，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

的第二横梁84，而相互连接。以型材来构造，特别是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82，84。在每个第

一铸态组织70、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了第一型材80，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

材。

[0061] 图8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

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分别由四个

铸态组织86，88，90，92 以及四个型材94，96，98，100，特别地由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来构

造。就此，在框架侧18，20的每一侧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86和第二铸态组

织88之间，或第二铸态组织88和第三铸态组织90之间，或第三铸态组织90和第四铸态组织

92之间，分别设置型材94，96，98，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每个铸态组织86，88，90，

92包含了至少一个节点。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  20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二铸态组织

88，通过就行驶方向14  而言的第一横梁102而相互连接。左侧18和右侧20框架侧18，20 的、

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四铸态组织92，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二横梁104而相互连接。

以型材来构造，特别是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102，104。在每个第一铸态组织86的、就行驶

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了第一型材100，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

[0062] 图9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的

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分别由四个

铸态组织106，108，110，  112以及四个型材114，116，118，120，特别地由以纵梁形式的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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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来构造。就此，在框架侧18，20的每一侧的、就行驶方向14  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106和

第二铸态组织108之间，或第二铸态组织  108和第三铸态组织110之间，或第三铸态组织110

和第四铸态组织  112之间，分别设置型材114，116，118，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每

个铸态组织106，108，110，112包含了至少一个节点。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20的、就行驶方

向14而言的第二铸态组织108，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横梁122而相互连接。左框架

侧18  和右框架侧20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四铸态组织112，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

第二横梁124而相互连接。以型材来构造，特别是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122，124。在每个第

一铸态组织106、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了第一型材120，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

型材。

[0063] 图10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

的、部分集成了汽车底盘的承重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框架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左侧

18和右侧20，分别由三个铸态组织126，128，130以及两个型材132，134，特别地由以纵梁形

式的碾压型材来构造。就此，在框架侧18，20的每一侧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

织126和第二铸态组织128之间设置型材132，特别是碾压型材。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二铸

态组织126  和第三铸态组织128分别包含了至少一个节点。左框架侧18和右框架侧20的、就

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二铸态组织126，通过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横梁136而相互连接。

左侧18和右侧20框架侧18，  20的、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三铸态组织128，通过就行驶方向

14  而言的第二横梁138而相互连接。以型材来构造，特别是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136，

138。在每个第一铸态组织126、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了第一型材134，特别是以纵

梁形式的碾压型材。

[0064] 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第一铸态组织130包含了汽车底盘的部件，并且安装在第一

型材134的内侧或就行驶方向14而言地安装在第二铸态组织126的前方。

[0065] 图11示出了由根据本发明的模块系统10的部件组成的、设置在汽车尾部区域内

的、完整地集成了汽车底盘的承重的框架。在所示的实施例中，就行驶方向14而言地框架的

左侧18和右侧20，大部分地分别由铸态组织140而构成，其中各个铸态组织140包含了其框

架侧18，20的全部的节点和全部的汽车底盘部件。通过就行驶方向  14而言的第一横梁142、

第二横梁144和第三横梁146来连接设置在就行驶方向14而言的左侧18和右侧20的铸态组

织140。以型材，特别地以碾压型材来构造横梁142，144，146。在每个铸态组织140 的就行驶

方向14而言的后侧，设置型材148，特别是以纵梁形式的碾压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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