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721775.3

(22)申请日 2020.07.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87373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1.03

(73)专利权人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41009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长春路8号

(72)发明人 牛宝忠　杨克璧　黄瑛　孙晓燕　

张正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诚兴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4109

代理人 汤茂盛

(51)Int.Cl.

B60D 1/48(2006.01)

B60D 1/56(2006.01)

B60D 1/04(2006.01)

审查员 童其磊

 

(54)发明名称

拖车钩安装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拖车钩安装结构，包括槽

型的前防撞梁的槽底开设的供拖车杆穿过的通

孔，通孔后方设置有螺母座，车长方向上拖车杆

的螺纹段前方紧邻设置有扩胀单元，拖车杆的螺

纹段旋入螺母座后，扩胀单元后端与螺母座挤压

驱使扩胀单元前端张开，扩胀单元前端张开后与

前防撞梁的槽底构成限制拖车杆相对于前防撞

梁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取消了常见的螺纹管安

装结构，这样便能避免过长的刚性螺纹管结构挤

占吸能盒的压缩空间，同时在本申请人的在先申

请的方案的基础上减少了一个螺母座，使得拖车

钩安装时只需对准一个螺母座即可，避免多个螺

母座配合安装时出现互相干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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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槽型的前防撞梁(1)的槽底开设的供拖车杆

(10)穿过的通孔(20)，通孔(20)后方设置有螺母座(31)，车长方向上拖车杆(10)的螺纹段

(11)前方紧邻设置有扩胀单元(40)，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入螺母座(31)后，扩胀单

元(40)后端与螺母座(31)挤压驱使扩胀单元(40)前端张开，扩胀单元(40)前端张开后与前

防撞梁(1)的槽底构成限制拖车杆(10)相对于前防撞梁(1)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所述扩胀

单元(40)包括在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前方周向均匀间隔布置的至少2个瓦型块(41)，

瓦型块(41)外侧中部靠后处设置有C形卡簧(42)约束瓦型块(41)贴靠在拖车杆(10)上，拖

车杆(10)紧邻瓦型块(41)前端设置有外凸的台阶轴(12)，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入螺

母座(31)后，瓦型块(41)在螺母座(31)与台阶轴(12)之间被挤压驱使瓦型块(41)绕其后端

形成前端远离拖车杆(10)的摆动，远离拖车杆(10)的瓦型块(41)前端抵靠在前防撞梁(1)

的槽底与其构成限制拖车杆(10)相对于前防撞梁(1)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瓦型块(41)外壁中部靠后

处开设有用于容纳C形卡簧(42)的限位槽(411)，瓦型块(41)之间的间隙所对应的C形卡簧

(42)的环段内凹。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瓦型块(41)的后部内侧设

置有凸筋(412)，所述拖车杆(10)对应凸筋(412)的位置处开设有容纳凸筋(412)的卡槽

(1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凸筋(412)及卡槽(13)的

前侧壁为壁面朝内前方的导向斜壁，所述瓦型块(41)前端内侧沿设置有朝向内前方的导向

面和/或所述台阶轴(12)后端外侧沿设置有朝向外后方的导向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座(31)与瓦型块

(41)的接触端为壁面朝外前方的环形面(311)，环形面(311)的外圈前凸有内壁面朝内前方

的环形台(312)，瓦型块(41)的后端面与环形面(311)吻合，环形台(312)的内壁面与瓦型块

(41)的外表面之间具有夹角，环形台(312)的根部内径与瓦型块(41)外径一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扩胀单元(40)包括在拖车

杆(10)的螺纹段(11)前方设置的弹性套(43)，拖车杆(10)紧邻弹性套(43)前端设置有外凸

的台阶轴(12)，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入螺母座(31)后，弹性套(43)在螺母座(31)与

台阶轴(12)之间被挤压驱使弹性套(43)前端扩张套设在台阶轴(12)上，台阶轴(12)上的弹

性套(43)前端抵靠在前防撞梁(1)的槽底，或台阶轴(12)上的弹性套(43)被通孔(20)的孔

沿嵌入与前防撞梁(1)构成限制拖车杆(10)相对于前防撞梁(1)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套(43)前端内侧沿

和/或台阶轴(12)后端外侧沿设置有便于弹性套(43)前端张开的环形引导面。

8.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20)处设置有环

形座(21)，环形座(21)的后侧外环后凸有环形台阶(211)，所述台阶轴(12)直径小于且接近

环形座(21)内环直径，环形台阶(211)与台阶轴(12)之间构成容纳限位扩胀单元(40)后端

的区域。

9.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拖车钩安装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母座(31)设置在前

防撞梁(1)槽口处设置的立板(30)上，立板(30)的中部左右两侧向前延伸至前防撞梁(1)的

槽底形成支腿(32)，支腿(32)的前端设置有贴靠在前防撞梁(1)的槽底的支脚(33)，支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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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位于两支腿(32)的背离侧，立板(30)上下两侧搭接在前防撞梁(1)的槽口翻边上，所述

立板(30)中段相对于上下两侧向前错位，错位段(34)与立板(30)上下两侧之间圆滑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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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车钩安装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配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拖车钩安装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拖车钩是汽车的拖车及牵引装置，很多品牌的汽车出厂就带有拖钩，汽车拖钩已

经成为汽车必须配备的部件。

[0003] 申请人的在先申请公开号为CN110962513A的专利公开了一种拖车钩螺母盒，其通

过设置前、后两个螺母座取消了常见的螺母管结构，以避免设置在吸能盒前方的螺纹管挤

占吸能盒的压缩空间，保证了车辆受到撞击时吸能盒能够充分地压缩吸能。然而该申请中

具有前、后两个螺母座，旋入拖车钩时需要先后与前、后两个螺母座进行螺纹配合，当拖车

钩旋入前螺母座后其继续向前旋进，当拖车钩螺纹端抵达后螺母座时，易产生位置偏差，此

时便会在后螺母座上产生空旋，在此拖车钩旋转过程中拖车钩相对于前螺母座伸入而其末

端未能及时旋入后螺母座，这样拖车钩末端便会抵压后螺母座，需要将拖车钩反复旋出旋

入对准后螺母座，该操作费时费力，且长时间使用拖车钩或拖车钩旋入时抵压后螺母座时

会使得后螺母座发生位置偏移进一步影响拖车钩的旋入。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拖车钩安装结构，在避免挤占吸能盒的压缩空间的同时

便于拖车钩的旋入。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方案为：一种拖车钩安装结构，包括槽型的前防撞梁的

槽底开设的供拖车杆穿过的通孔，通孔后方设置有螺母座，车长方向上拖车杆的螺纹段前

方紧邻设置有扩胀单元，拖车杆的螺纹段旋入螺母座后，扩胀单元后端与螺母座挤压驱使

扩胀单元前端张开，扩胀单元前端张开后与前防撞梁的槽底构成限制拖车杆相对于前防撞

梁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

[0006] 上述方案中，取消了常见的螺纹管安装结构，这样便能避免过长的刚性螺纹管结

构挤占吸能盒的压缩空间，同时在本申请人的在先申请的方案的基础上减少了一个螺母

座，使得拖车钩安装时只需对准一个螺母座即可，避免多个螺母座配合安装时出现互相干

涉的情况，而且本申请还设置有扩胀单元使其与汽车防撞梁构成限位，这样避免了仅单个

螺母座受力造成局部受力过大的情况。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防撞梁结构示意图；

[0008] 图2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09] 图3为本发明拖车钩端部示意图；

[0010] 图4为拖车钩示意图；

[0011] 图5为瓦型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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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图6为C形卡簧示意图；

[0013] 图7、8为实施例一的两种位置状态示意图；

[0014] 图9为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一种拖车钩安装结构，包括槽型的前防撞梁1的槽底开设的供拖车杆10穿过的通

孔20，通孔20后方设置有螺母座31，车长方向上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前方紧邻设置有扩胀

单元40，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入螺母座31后，扩胀单元40后端与螺母座31挤压驱使扩胀

单元40前端张开，扩胀单元40前端张开后与前防撞梁1的槽底构成限制拖车杆10相对于前

防撞梁1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

[0016] 上述发难中的方向的说明均参照车身方向，本发明中的拖车钩泛指所有的一端连

接绳索一端连接车辆的杆状的用于拖动车辆的拖车连接件，其也可以是拖车环。安装时将

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入螺母座31，扩胀单元40后端与螺母座31发生挤压使其前端扩张，

拆卸时，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出螺母座31，扩胀单元40与螺母座31之间的挤压力消失，扩

胀单元40复原使其能够穿过通孔20。本发明中，取消了常见的螺纹管安装结构，这样便能避

免过长的刚性螺纹管结构挤占吸能盒的压缩空间，同时在本申请人的在先申请的方案的基

础上减少了一个螺母座31，使得拖车钩安装时只需对准一个螺母座31即可，避免多个螺母

座31配合安装时出现互相干涉的情况。扩胀单元40前端既可以抵靠在前防撞梁1的槽底也

可以在通孔20范围内扩撑通孔以产生限位，这样使扩胀单元40与汽车防撞梁构成限位，这

样避免了仅单个螺母座31受力造成局部受力过大的情况。本发明中的方案不仅适用于汽车

前方的拖车钩安装位也同样适用于汽车后方的拖车钩安装位。

[0017] 实施例一：所述扩胀单元40包括在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前方周向均匀间隔布置的

至少2个瓦型块41，瓦型块41外侧中部靠后处设置有C形卡簧42约束瓦型块41贴靠在拖车杆

10上，拖车杆10紧邻瓦型块41前端设置有外凸的台阶轴12，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入螺母

座31后，瓦型块41在螺母座31与台阶轴12之间被挤压驱使瓦型块41绕其后端形成前端远离

拖车杆10的摆动，远离拖车杆10的瓦型块41前端抵靠在前防撞梁1的槽底与其构成限制拖

车杆10相对于前防撞梁1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上述方案中，瓦型块41至少设置2个优选为3

个，螺母座31与台阶轴12的挤压会使得瓦型块41的一端翘起，而由于径向约束瓦型块41的C

形卡簧42靠后设置，瓦型块41后端的约束力大于前端，这样前端便会挤压力的作用下先翘

起，这样便实现了瓦型块41前端整体的扩张使其前端无法穿过通孔20便形成了与前防撞梁

1之间的限位。同时C形卡簧42的设置使得挤压力消失后，C形卡簧42约束扩胀单元40复原。

[0018] 所述瓦型块41外壁中部靠后处开设有用于容纳C形卡簧42的限位槽411，瓦型块41

之间的间隙所对应的C形卡簧42的环段内凹。限位槽411的设置约束了C形卡簧42的位置避

免扩胀单元40张开时C形卡簧42滑落至其他位置。

[0019] 瓦型块41的后部内侧设置有凸筋412，所述拖车杆10对应凸筋412的位置处开设有

容纳凸筋412的卡槽13。凸筋412与卡槽13构成了瓦型块41在拖车杆10杆长方向的定位。

[0020] 所述凸筋412及卡槽13的前侧壁为壁面朝内前方的导向斜壁，所述瓦型块41前端

内侧沿设置有朝向内前方的导向面和/或所述台阶轴12后端外侧沿设置有朝向外后方的导

向面。通过导向面的设置使得瓦型块41前端更易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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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所述螺母座31与瓦型块41的接触端为壁面朝外前方的环形面311，环形面311的外

圈前凸有内壁面朝内前方的环形台312，瓦型块41的后端面与环形面311吻合，环形台312的

内壁面与瓦型块41的外表面之间具有夹角，环形台312的根部内径与瓦型块41外径一致。这

样能够对瓦型块41后端外沿进行限位的同时又能保证瓦型块41能够绕其后端外沿摆动，瓦

型块41完全张开后其外表面与环形台312的内壁面贴合。

[0022] 实施例二：所述扩胀单元40包括在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前方设置的弹性套43，拖

车杆10紧邻弹性套43前端设置有外凸的台阶轴12，拖车杆10的螺纹段11旋入螺母座31后，

弹性套43在螺母座31与台阶轴12之间被挤压驱使弹性套43前端扩张套设在台阶轴12上，台

阶轴12上的弹性套43前端抵靠在前防撞梁1的槽底，或台阶轴12上的弹性套43被通孔20的

孔沿嵌入与前防撞梁1构成限制拖车杆10相对于前防撞梁1向前位移的限位配合。上述方案

中，螺母座31与台阶轴12的挤压会使得弹性套43的前端扩张，这样便使弹性套43前端无法

穿过通孔20便形成了与前防撞梁1之间的限位，或弹性套43未完全穿过通孔20，其前部扩张

后填充台阶轴12与通孔20的间隙，通孔20的孔沿嵌入弹性套43同样能形成了与前防撞梁1

之间的限位。

[0023] 所述弹性套43前端内侧沿和/或台阶轴12后端外侧沿设置有便于弹性套43前端张

开的环形引导面。这样弹性套43前端更易张开。

[0024] 所述通孔20处设置有环形座21，环形座21的后侧外环后凸有环形台阶211，所述台

阶轴12直径小于且接近环形座21内环直径，环形台阶211与台阶轴12之间构成容纳限位扩

胀单元40后端的区域。这样对扩胀单元40后端进行了限位避免拉动拖车杆10时扩胀单元40

进一步扩张。

[0025] 所述螺母座31设置在前防撞梁1槽口处设置的立板30上，立板30的中部左右两侧

向前延伸至前防撞梁1的槽底形成支腿32，支腿32的前端设置有贴靠在前防撞梁1的槽底的

支脚33，支脚33位于两支腿32的背离侧，立板30上下两侧搭接在前防撞梁1的槽口翻边上，

所述立板30中段相对于上下两侧向前错位，错位段34与立板30上下两侧之间圆滑过渡。这

样立板30受到向前的拖车力时，其能够受到前防撞梁1槽底作用在其支腿32上的反作用力，

避免了立板30中部受力形变。同时增大了支腿32与前防撞梁1的槽底的接触面积，降低了受

力压强，防止支腿32与前防撞梁1之间的压强过大使前防撞梁1的槽底变形。立板30受到拖

车力时，其上下两侧与中部之间易受到剪力破坏，而上述结构则将剪力变换为作用在圆滑

过渡段上的拉力，有效改善了立板30的受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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