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0281868.9

(22)申请日 2021.02.01

(73)专利权人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1300 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99号

院1幢五层101内A5-061

(72)发明人 范卫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思创大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614

代理人 高爽

(51)Int.Cl.

B62D 25/20(2006.01)

B62D 21/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后地板结构及汽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后地板结构及汽车，

涉及汽车后地板领域，包括：后地板共用总成；四

连杆支架总成，与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

包括设置在后纵梁上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四

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和设置

在后轮罩上的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五连杆支架

总成，与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

在后纵梁上的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和设置在

后轮罩上的五连杆减震器安装座，五连杆副车架

前安装座上设置有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和五

连杆副车架前加强板安装孔；针对四连杆和五连

杆性能硬点和安装硬点的不同，进行差异零件的

设计，以保证在降低总费用的前提下，满足两种

后悬架的搭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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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

后地板共用总成；

四连杆支架总成，与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所述后地板共用总

成的后纵梁上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和设置

在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上的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

五连杆支架总成，与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所述后地板共用总

成的后纵梁上的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和设置在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上的五连

杆减震器安装座，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上设置有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和五连杆副

车架前加强板安装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包括：后地板、

中地板、后纵梁左右上边板、左后纵梁、右后纵梁、后地板左右边板、门槛前延伸板、门槛左

右内板、后地板前横梁、后地板上横梁、上横梁左右连接板、纵梁左右内加强板、轮罩左右连

接板、轮罩左右加强板、轮罩左右上加强板、左右轮罩和后横梁连接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设置有两

个，所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分别与所述左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的底部设

置有第一凸起部，所述第一凸起部向远离所述左右后纵梁底面的方向凸起，所述第一凸起

部上开设有容纳孔。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设置有

两个，所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呈L形，所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分别与所述左

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相连接，所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另一端分别与所述后地板上

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四连杆弹簧安装座设置有两

个，所述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分别与所述左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的后端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设置有

两个，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呈L形，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分别与所述左

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接，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另一端分别与所述后

地板上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所述

一端的中部设置有第二凸起部，所述第二凸起部向下凸出，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加强板安

装孔设置在所述第二凸起部上。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后地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与所述

左右后纵梁连接处靠近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所述另一端设置有圆形平面，所述五

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设置在所述圆形平面上。

10.一种汽车，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后地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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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后地板结构及汽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汽车后地板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后地板结构及汽车。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汽车工业竞争激烈，每一个细分市场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如何尽可能在开

发新产品时少投入更多的沿用现有产品是每一位汽车工程师需要考虑的问题。现有汽车后

地板结构，可拓展性差，不能实现两种不同后悬架总成的装配要求，投资费用高，无法满足

现有汽车行业激烈的竞争。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一种后地板结构及汽

车，在满足两者不同悬架的搭载要求的前提下，将高投入的零件设计成后地板共用总成，并

针对四连杆和五连杆性能硬点和安装硬点的不同，进行差异零件的设计，以保证在降低后

地板投资总费用的前提下，满足四连杆和五连杆两者不同后悬架的搭载需求。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后地板结构，包括：

[0005] 后地板共用总成；

[0006] 四连杆支架总成，与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所述后地板共

用总成的后纵梁上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和

设置在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上的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

[0007] 五连杆支架总成，与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所述后地板共

用总成的后纵梁上的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和设置在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上的

五连杆减震器安装座，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上设置有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和五连

杆副车架前加强板安装孔。

[0008] 可选地，所述后地板共用总成包括：后地板、中地板、后纵梁左右上边板、左右后纵

梁、后地板左右边板、门槛前延伸板、门槛左右内板、后地板前横梁、后地板上横梁、上横梁

左右连接板、纵梁左右内加强板、轮罩左右连接板、轮罩左右加强板、轮罩左右上加强板、左

右轮罩和后横梁连接板。

[0009] 可选地，所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设置有两个，所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分别与

所述左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接。

[0010] 可选地，所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凸起部，所述第一凸起部向

远离所述左右后纵梁底面的方向凸起，所述第一凸起部上开设有容纳孔。

[0011] 可选地，所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设置有两个，所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呈L

形，所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分别与所述左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相连接，所述

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另一端分别与所述后地板上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0012] 可选地，所述四连杆弹簧安装座设置有两个，所述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分别与所述

左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的后端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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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可选地，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设置有两个，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呈L

形，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分别与所述左后纵梁和所述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

接，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另一端分别与所述后地板上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0014] 可选地，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所述一端的中部设置有第二凸起部，所述

第二凸起部向下凸出，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加强板安装孔设置在所述第二凸起部上。

[0015] 可选地，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与所述左右后纵梁连接处靠近所述五连杆副

车架前安装座的所述另一端设置有圆形平面，所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设置在所述圆形

平面上。

[0016]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汽车，包括上述的后地板结构。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后地板结构及汽车，其有益效果在于：该后地板结构充分

考虑了四连杆和五连杆两者悬架性能硬点和安装硬点的差异，后地板总成在设计时对于高

投资费用的纵梁、轮罩、横梁等零件进行统一，针对四连杆和五连杆后悬架性能硬点和安装

硬点的差异，设计了四连杆支架总成和五连杆支架总成的差异零部件，可在较小的变更量

和较小的投资费用下实现同一车型一个后地板结构搭载四连杆和五连杆两种不同后悬架

的需求，具有投资费用低、更改量小的优点。

[0018] 本实用新型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9] 通过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示例性实施方式进行更详细的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上

述以及其它目的、特征和优势将变得更加明显，其中，在本实用新型示例性实施方式中，相

同的参考标号通常代表相同部件。

[0020] 图1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后地板共用总成的

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四连杆支架总成的

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搭载四连杆后悬架

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五连杆支架总成的

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搭载五连杆后悬架

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

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四连杆副车架前安

装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示出了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的一种后地板结构的五连杆副车架前安

装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说明：

[0029] 1、后地板共用总成；2、后纵梁；3、后轮罩；4、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5、四连杆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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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前安装座；6、四连杆弹簧安装座；7、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8、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9、

五连杆减震器安装座；10、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11、五连杆副车架前加强板安装孔；12、

容纳孔；13、第一凸起部；14、第二凸起部；15、圆形平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更详细地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虽然以下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

优选实施方式，然而应该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实用新型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施

方式所限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是为了使本实用新型更加透彻和完整，并且能够将本

实用新型的范围完整地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3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后地板结构，包括：

[0032] 后地板共用总成；

[0033] 四连杆支架总成，与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

后纵梁上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和设置在后

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上的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

[0034] 五连杆支架总成，与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

后纵梁上的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和设置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上的五连杆减震器

安装座，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上设置有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和五连杆副车架前加强板

安装孔。

[0035] 具体的，当后地板结构需要搭载四连杆后悬架时，只需要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两

个后纵梁上分别焊接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并

且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两个后轮罩上分别焊接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这样焊接完的后地板

结构可以搭载四连杆后悬架；但当后地板结构需要搭载五连杆后悬架时，只需要在后地板

共用总成的两个后纵梁上分别焊接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并且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两个

后轮罩上分别焊接五连杆减震器安装座，这样焊接完的后地板结构可以搭载五连杆后悬

架；只需要更换差异零部件就可以搭载两种不同后悬架，具有投资费用低、更改量小的优

点。

[0036] 可选地，后地板共用总成包括：后地板、中地板、后纵梁左右上边板、左右后纵梁、

后地板左右边板、门槛前延伸板、门槛左右内板、后地板前横梁、后地板上横梁、上横梁左右

连接板、纵梁左右内加强板、轮罩左右连接板、轮罩左右加强板、轮罩左右上加强板、左右轮

罩和后横梁连接板。

[0037] 具体的，充分考虑了四连杆和五连杆两者悬架性能硬点和安装硬点的差异，将可

以共用的零部件进行统一，优化后地板结构生产的工序，降低投资费用，同时也为后续开发

车型提供了利用的零件。

[0038] 可选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设置有两个，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分别与左后纵梁

和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接。

[0039] 具体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包括四连杆拖曳臂左安装座和四连杆拖曳臂右安装

座，分别焊接在左、右后纵梁的前端，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的形面与后纵梁的形面搭接平

整，保证焊点的焊接质量；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为四连杆后悬架专门开发的，由于拖曳臂为

四连杆后悬架的专有零件，只能根据搭载不同的后悬架在焊接时进行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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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可选地，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凸起部，第一凸起部向远离左右

后纵梁底面的方向凸起，第一凸起部上开设有容纳孔。

[0041] 具体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开设有容纳孔，用于容纳拖曳臂的前端结构，增加拖

曳臂与后地板结构的连接强度。

[0042] 可选地，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设置有两个，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呈L形，四连

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分别与左后纵梁和右后纵梁相连接，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另

一端分别与后地板上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0043] 具体的，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包括四连杆副车架左前安装座和四连杆副车架右

前安装座，两侧的四连杆副车架安装座分别与同侧的后纵梁和后地板上横梁的一端连接，

增加了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连接强度；由于四连杆后悬架的副车架前安装孔的位置和

形面特殊，专门开发了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

[0044] 可选地，四连杆弹簧安装座设置有两个，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分别与左后纵梁和右

后纵梁的后端相连接。

[0045] 具体的，四连杆弹簧安装座包括四连杆左弹簧安装座和四连杆右弹簧安装座，两

侧的四连杆弹簧安装座根据四连杆后悬架的减震弹簧的特殊位置进行设计和焊接，这样焊

接的后地板结构能够搭载四连杆后悬架。

[0046] 可选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设置有两个，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呈L形，五连

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分别与左后纵梁和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接，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

座的另一端分别与后地板上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0047] 具体的，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包括五连杆副车架左前安装座和五连杆副车架右

前安装座，两侧的五连杆副车架安装座分别与同侧的后纵梁和后地板上横梁的一端连接，

增加了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连接强度；由于五连杆后悬架的副车架前安装孔的位置和

形面特殊，专门开发了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

[0048] 可选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的中部设置有第二凸起部，第二凸起部向

下凸出，五连杆副车架前加强板安装孔设置在第二凸起部上。

[0049] 具体的，由于五连杆后悬架的前加强板安装点的位置和形面的特殊，在五连杆副

车架前安装座上设置相对应的安装孔，便于该后地板结构搭载五连杆后悬架。

[0050] 可选地，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与左右后纵梁连接处靠近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

的另一端设置有圆形平面，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设置在圆形平面上。

[0051] 具体的，由于五连杆后悬架的前安装点的位置和形面的特殊，在五连杆副车架前

安装座上设置相对应的安装孔，便于该后地板结构搭载五连杆后悬架。

[0052]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汽车，包括上述的后地板结构。

[0053] 可选地，该汽车可以兼容四连杆和五连杆后悬架，降低了投资费用，提高了适应

性。

[0054] 实施例

[0055]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后地板结构，包括：

[0056] 后地板共用总成1；

[0057] 四连杆支架总成，与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

后纵梁2上的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4、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5、四连杆弹簧安装座6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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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3上的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7；

[0058] 五连杆支架总成，与后地板共用总成可拆卸连接，包括设置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

后纵梁2上的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8和设置在后地板共用总成的后轮罩3上的五连杆减震

器安装座9，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上设置有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10和五连杆副车架前

加强板安装孔11。

[0059] 在本实施例中，后地板共用总成包括：后地板、中地板、后纵梁左右上边板、左右后

纵梁、后地板左右边板、门槛前延伸板、门槛左右内板、后地板前横梁、后地板上横梁、上横

梁左右连接板、纵梁左右内加强板、轮罩左右连接板、轮罩左右加强板、轮罩左右上加强板、

左右轮罩和后横梁连接板。

[0060] 在本实施例中，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4设置有两个，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4分别与

左后纵梁和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接。

[0061] 在本实施例中，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4的底部设置有第一凸起部13，第一凸起部13

向远离左右后纵梁底面的方向凸起，第一凸起部13上开设有容纳孔12。

[0062] 在本实施例中，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5设置有两个，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5呈L

形，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的一端分别与左后纵梁和右后纵梁相连接，四连杆副车架前安

装座的另一端分别与后地板上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0063] 在本实施例中，四连杆弹簧安装座6设置有两个，四连杆弹簧安装座6  分别与左后

纵梁和右后纵梁的后端相连接。

[0064] 在本实施例中，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8设置有两个，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8呈L

形，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8的一端分别与左后纵梁和右后纵梁的前端相连接，五连杆副车

架前安装座的另一端分别与后地板上横梁的两端相连接。

[0065] 在本实施例中，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8的一端的中部设置有第二凸起部14，第二

凸起部14向下凸出，五连杆副车架前加强板安装孔11设置在第二凸起部14上。

[0066] 在本实施例中，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8与左右后纵梁连接处靠近五连杆副车架

前安装座8的另一端设置有圆形平面15，五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孔10设置在圆形平面15上。

[0067]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汽车，包括上述的后地板结构。

[0068] 综上，为了满足四连杆和五连杆后悬架的性能硬点和安装硬点的差异，分别设计

开发了四连杆支架总成和五连杆支架总成，当后地板结构需要搭载四连杆后悬架时，后地

板共用总成1上只需要焊接专用的四连杆支架总成，在后地板共用总成1的后纵梁2上焊接

四连杆拖曳臂安装座4、四连杆副车架前安装座5、四连杆弹簧安装座6，并且在后轮罩3上焊

接四连杆减震器安装座7；当后地板结构需要搭载五连杆后悬架时，后地板共用总成1  上只

需要焊接专用的五连杆支架总成，在后地板共用总成1的后纵梁2上焊接五连杆副车架前安

装座8，并且在后轮罩3上焊接五连杆减震器安装座  9，这样就可以实现同一车型一个后地

板结构搭载四连杆和五连杆两者不同后悬架的需求，具有投资费用低、更改量小的优点。

[0069] 以上已经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各实施例，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非穷尽性的，并

且也不限于所披露的各实施例。在不偏离所说明的各实施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于

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许多修改和变更都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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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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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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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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