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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前地板总成，包括具

有中通道的前地板本体，所述中通道位沿所述前

地板本体中心线向上凸起将前地板本体分为左

前地板及右前地板，所述前地板本体上方设置有

用于安装前排座椅的前安装横梁和后安装横梁，

所述中通道的下方空腔内设置有与中通道延伸

方向垂直的前地板后横梁和中通道加强板。本实

用新型通过在前地板上增加附件形成多条传能

路径，既能满足前地板的结构刚强度、又能满足

局部NVH模态且质量最优的状态。提高了侧碰的

安全性能，并降低油耗和成本；前地板整体冲压

成型，降低冲压模具的数量，简化了工艺，降本效

果明显，优化了板件的形状，避免了焊点疲劳风

险；整体布局简洁、高效，材料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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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前地板总成，其特征在于：包括具有中通道的前地板本体，所述中通道位沿所述

前地板本体中心线向上凸起将前地板本体分为左前地板及右前地板，所述前地板本体上方

设置有用于安装前排座椅的前安装横梁和后安装横梁，所述中通道的下方空腔内设置有与

中通道延伸方向垂直的前地板后横梁和中通道加强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地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安装横梁包括左前安装横梁

和右前安装横梁，对称设置于所述中通道的左右两侧并与所述中通道垂直，所述后安装横

梁包括左后安装横梁和右后安装横梁，对称设置于所述中通道的左右两侧并与所述中通道

垂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地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安装横梁位于所述后安装横

梁的前侧，所述前安装横梁和后安装横梁的横截面均为具有一边开口的“几”字型且开口朝

向所述前地板本体。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前地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地板后横梁与所述前安装横

梁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前地板后横梁适形贴合于所述中通道的空腔内表面且两端延

伸至左前地板与右前地板下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前地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通道加强板与所述后安装横

梁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中通道加强板适形贴合于所述中通道的空腔内表面且两端延

伸至左前地板与右前地板下方，且所述中通道加强板比所述前地板后横梁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前地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地板本体为一体成型冲压

件，所述前安装横梁靠近所述中通道的端部与中通道的立面焊接连接，所述前安装横梁的

开口面与所述前地板本体焊接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前地板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后安装横梁靠近所述中通道的

端部与中通道立面焊接连接，所述后安装横梁的开口面与所述前地板本体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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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地板总成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前地板总成。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中国的汽车市场发展迅猛，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人们对汽车的安全性、

舒适性、NVH性能、异响等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安全性无疑是关注的重点之一，随着汽车保

有量迅猛增长，交通安全事故也随之增加，因此，必须通过车身设计来提高安全性及消费者

的需求。

[0003] 在车身结构设计中，地板的设计很重要，是影响碰撞安全的主要零部件，如若设计

不合理会导致地板强度、刚度不足，影响碰撞性能及整车刚度、模态等性能，为了增加车身

强度及刚度，会增加很多的加强梁，因此增加了整车的重量，不利于整车轻量化，不能有效

的做到节能减排的同时提升整车性能，且使整车成本增加。

[0004] 因此，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一种前地板总成，能够在节省用料的前提下保障前地

板总成的总体强度，进而保证整车的碰撞刚度和强度，提高整车的安全性能，还能实现车身

的轻量化，节能减排，降低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前地板总成，能够在

节省用料的前提下保障前地板总成的总体强度，进而保证整车的碰撞刚度和强度，提高整

车的安全性能，还能实现车身的轻量化，节能减排，降低成本。

[0006] 本实用新型的前地板总成，包括具有中通道的前地板本体，所述中通道位沿所述

前地板本体中心线向上凸起将前地板本体分为左前地板及右前地板，所述前地板本体上方

设置有用于安装前排座椅的前安装横梁和后安装横梁，所述中通道的下方空腔内设置有与

中通道延伸方向垂直的前地板后横梁和中通道加强板，前地板本体采用DC03的冷轧钢板，

易成型、工艺简单且报废率低；前地板总成由前地板本体、前排座椅前安装横梁、前排座椅

后安装横梁、前地板后横梁、中通道加强板形成一纵两横的布局，能够很好的吸收侧面碰

撞，形成两条传能路径，保障乘客舱的安全，减少用料，利于汽车轻量化。

[0007] 进一步，所述前安装横梁包括左前安装横梁和右前安装横梁，对称设置于所述中

通道的左右两侧并与所述中通道垂直，所述后安装横梁包括左后安装横梁和右后安装横

梁，对称设置于所述中通道的左右两侧并与所述中通道垂直，前安装横梁为第一条吸能路

径，后安装横梁为第二条吸能路径，两条吸能路径的结合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前排安全系数。

[0008] 进一步，所述前安装横梁位于所述后安装横梁的前侧，所述前安装横梁和后安装

横梁的横截面均为具有一边开口的“几”字型且开口朝向所述前地板本体，前排座椅前安装

横梁、前排座椅后安装横梁成“几”字型截面，左右对称横向布置在前地板上，与地板焊接后

形成腔体，增加了前地板总成横向的抗折弯性能，同时也为座椅安装点提供了足够的安装

刚度和强度，为前排座椅提供安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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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所述前地板后横梁与所述前安装横梁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前地板

后横梁适形贴合于所述中通道的空腔内表面且两端延伸至左前地板与右前地板下方，前地

板后横梁、中通道加强板，焊接在前地板下方的空腔内，分别连接前安装横梁和后安装横

梁，侧碰时横向形成两条有效的传力路径，降低了侧碰风险。

[0010] 进一步，所述中通道加强板与所述后安装横梁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中通道

加强板适形贴合于所述中通道的空腔内表面且两端延伸至左前地板与右前地板下方，设置

于中通道空腔内的前地板后横梁和中通道加强板提高了中通道的侧向抗弯折性能，避免在

碰撞时发生薄弱区弯折，且所述中通道加强板比所述前地板后横梁长，中通道加强板位于

汽车车身的中部，更长的中通道加强板可以增强汽车车身中部的地板强度，在遇到侧面碰

撞时可以吸收更大碰撞能量。

[0011] 进一步，所述前地板本体为一体成型冲压件，前地板一体冲压成型，中间形成中通

道，增强了前地板整体的纵向抗折弯性能，地板表面排布纵横交错的冲压筋，提升了局部刚

度和NVH性能，所述前安装横梁靠近所述中通道的端部与中通道的立面焊接连接，所述前安

装横梁的开口面与所述前地板本体焊接连接，前安装横梁的开口面与前地板贴合焊接后形

成闭合的腔体，增加了前安装横梁的抗弯折性能，提高第一条传力路径的吸能能力。

[0012] 进一步，所述后安装横梁靠近所述中通道的端部与中通道立面焊接连接，所述后

安装横梁的开口面与所述前地板本体焊接连接，后安装横梁的开口面与前地板贴合焊接后

形成闭合的腔体，增加了后安装横梁的抗弯折性能，提高第二条传力路径的吸能能力。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前地板总成，通过在前地板上

增加附件形成多条传能路径，既能满足前地板的结构刚强度、又能满足局部NVH模态且质量

最优的状态。提高了侧碰的安全性能，并降低油耗和成本；前地板整体冲压成型，降低冲压

模具的数量，简化了工艺，降本效果明显，优化了板件的形状，避免了焊点疲劳风险；整体布

局简洁、高效，材料利用率高。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图1的正视图；

[0017] 图3为图2的侧视图；

[0018] 图4为图2的仰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的正视图，图3为图2的侧视图，图4为图

2的仰视图，如图所示，本实施例中的前地板总成包括具有中通道1a的前地板本体1，所述中

通道1a位沿所述前地板本体1中心线向上凸起将前地板本体1分为左前地板及右前地板，所

述前地板本体1上方设置有用于安装前排座椅的前安装横梁2和后安装横梁3，所述中通道

1a的下方空腔内设置有与中通道1a延伸方向垂直的前地板后横梁4和中通道加强板5，前地

板本体1采用DC03的冷轧钢板，易成型、工艺简单且报废率低；前地板总成由前地板本体1、

前排座椅前安装横梁2、前排座椅后安装横梁3、前地板后横梁4、中通道加强板5形成一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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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的布局，能够很好的吸收侧面碰撞，形成两条传能路径，保障乘客舱的安全，减少用料，利

于汽车轻量化。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前安装横梁2包括左前安装横梁2和右前安装横梁2，对称设置于

所述中通道1a的左右两侧并与所述中通道1a垂直，所述后安装横梁3包括左后安装横梁3和

右后安装横梁3，对称设置于所述中通道1a的左右两侧并与所述中通道1a垂直，前安装横梁

2为第一条吸能路径，后安装横梁3为第二条吸能路径，两条吸能路径的结合能最大限度的

提高前排安全系数。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前安装横梁2位于所述后安装横梁3的前侧，所述前安装横梁2和

后安装横梁3的横截面均为具有一边开口的“几”字型且开口朝向所述前地板本体1，前排座

椅前安装横梁2、前排座椅后安装横梁3成“几”字型截面，左右对称横向布置在前地板上，与

地板焊接后形成腔体，增加了前地板总成横向的抗折弯性能，同时也为座椅安装点提供了

足够的安装刚度和强度，为前排座椅提供安装基础。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前地板后横梁4与所述前安装横梁2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

前地板后横梁4适形贴合于所述中通道1a的空腔内表面且两端延伸至左前地板与右前地板

下方，前地板后横梁4、中通道加强板5，焊接在前地板下方的空腔内，分别连接前安装横梁2

和后安装横梁3，侧碰时横向形成两条有效的传力路径，降低了侧碰风险。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中通道加强板5与所述后安装横梁3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

中通道加强板5适形贴合于所述中通道1a的空腔内表面且两端延伸至左前地板与右前地板

下方，设置于中通道1a空腔内的前地板后横梁4和中通道加强板5提高了中通道1a的侧向抗

弯折性能，避免在碰撞时发生薄弱区弯折，且所述中通道加强板5比所述前地板后横梁4长，

中通道加强板5位于汽车车身的中部，更长的中通道加强板5可以增强汽车车身中部的地板

强度，在遇到侧面碰撞时可以吸收更大碰撞能量。

[0024] 本实施例中，所述前地板本体1为一体成型冲压件，前地板一体冲压成型，中间形

成中通道1a，增强了前地板整体的纵向抗折弯性能，地板表面排布纵横交错的冲压筋，提升

了局部刚度和NVH性能，所述前安装横梁2靠近所述中通道1a的端部与中通道1a的立面焊接

连接，所述前安装横梁2的开口面与所述前地板本体1焊接连接，前安装横梁2的开口面与前

地板贴合焊接后形成闭合的腔体，增加了前安装横梁2的抗弯折性能，提高第一条传力路径

的吸能能力。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后安装横梁3靠近所述中通道1a的端部与中通道1a立面焊接连

接，所述后安装横梁3的开口面与所述前地板本体1焊接连接，后安装横梁3的开口面与前地

板贴合焊接后形成闭合的腔体，增加了后安装横梁3的抗弯折性能，提高第二条传力路径的

吸能能力。

[0026]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前地板总成，通过在前地板上增加附件形成多条传能路

径，既能满足前地板的结构刚强度、又能满足局部NVH模态且质量最优的状态。提高了侧碰

的安全性能，并降低油耗和成本；前地板整体冲压成型，降低冲压模具的数量，简化了工艺，

降本效果明显，优化了板件的形状，避免了焊点疲劳风险；整体布局简洁、高效，材料利用率

高。

[0027]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

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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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

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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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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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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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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