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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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197016.7

(22)申请日 2020.02.21

(73)专利权人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003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

路448-458号成悦大厦23楼

(72)发明人 马天航　杨金秀　罗培锋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王娇

(51)Int.Cl.

B62D 25/08(2006.01)

B62D 27/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汽车前围上部总成、车身框架及汽车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汽车前围上部总成、车身框架及汽车，汽车前围

上部总成包括：前围板；前风窗下横梁，其后端与

所述前围板的上端相连；支撑架，位于所述前风

窗下横梁的下方，且所述支撑架的前端与所述前

风窗下横梁相连，所述支撑架的后端连接所述前

围板；及前围加强横梁，位于所述支撑架的下方，

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前围

板的后侧面相连，且所述前围加强横梁与所述前

围板之间限定有横向贯通的空腔。本实用新型的

有益效果为：可有效改善行人头部，提高行人保

护，且能够保证支撑强度，改善局部模态，并保持

了车身框架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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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包括：

前围板；

前风窗下横梁，所述前风窗下横梁的后端与所述前围板的上端相连；

支撑架，位于所述前风窗下横梁的下方，所述支撑架的前端与所述前风窗下横梁相连，

所述支撑架的后端连接所述前围板；及

前围加强横梁，位于所述支撑架的下方，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前

围板的后侧面相连，且所述前围加强横梁与所述前围板之间限定有横向贯通的空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围加强横梁包括本体部

及分别连接于所述本体部两端的两个连接部，所述本体部朝后凸起，两个所述连接部分别

与所述前围板相连。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沿横向间隔设置有

若干个。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围板包括：

前围板上部，所述前风窗下横梁及所述支撑架均连接于所述前围板上部；及

前围板下部，所述前围板下部的上端与所述前围板上部的下端相连，所述前围加强横

梁的上、下两端均与所述前围板上部相连。

5.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流水槽，所述流水槽后端连接于所述前围板的前侧面；及

雨刮支架，所述雨刮支架位于所述流水槽的下方，所述雨刮支架的前端与所述流水槽

相连，所述雨刮支架的后端连接于所述前围板的前侧面。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流水槽与所述前围板相连

的位置重叠于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上端与所述前围板相连的位置，所述雨刮支架与所述前

围板相连的位置重叠于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下端与所述前围板相连的位置。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横向延伸

方向与所述流水槽的横向延伸方向相一致。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前围板包括：

前围板上部，所述前风窗下横梁及所述支撑架均连接于所述前围板上部；及

前围板下部，所述前围板下部的上端与所述前围板上部的下端相连，所述前围加强横

梁的上、下两端均与所述前围板下部相连。

9.一种车身框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

成。

10.一种汽车，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车身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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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前围上部总成、车身框架及汽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包括其的车

身框架及包括该车身框架的汽车。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汽车制造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汽车安全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关法规

也对行人保护提出明确要求。

[0003] 当实际碰撞发生时，前风窗通常是行人头部最容易接触的区域，而支撑前风窗玻

璃的主要是前风窗下横梁。

[0004] 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结构形式主要包括闭口式(如图1所示)和开口式(如图3所

示)。闭口式结构中，前风窗下横梁12呈封闭腔体状，刚度大，对前风窗玻璃的支撑效果好，

且包括该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车身框架(具体如图2所示)完整，但是其过高的刚度容易在

碰撞时给行人带来致命的伤害，且前风窗下横梁质量较大，对空间要求高，不利于减重和节

省空间；开口式结构可对行人形成比较好的保护，也能够节省空间，但开口式的前风窗下横

梁12刚度降低，对支撑结构的要求比较高，容易导致车辆架构强度降低、车体承载能力减

弱，且包括该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车身框架不完整，局部模态差，导致后排乘客感受到明显

的噪声，因而使得车身刚度、强度、耐久、NVH(Noise、  Vibration、Harshness，即噪声、振动、

声振粗糙度)等相关性能均不能满足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不仅能

够满足支撑要求，且可改善对行人的头碰保护。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其包

括：

[0007] 前围板；

[0008] 前风窗下横梁，所述前风窗下横梁的后端与所述前围板的上端相连；

[0009] 支撑架，位于所述前风窗下横梁的下方，所述支撑架的前端与所述前风窗下横梁

相连，所述支撑架的后端连接所述前围板；及

[0010] 前围加强横梁，位于所述支撑架的下方，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

述前围板的后侧面相连，且所述前围加强横梁与所述前围板之间限定有横向贯通的空腔。

[001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前围加强横梁包括本体部及分别连接于所述本体部两端的两

个连接部，所述本体部朝后凸起，两个所述连接部分别与所述前围板相连。

[0012]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支撑架沿横向间隔设置有若干个。

[0013]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前围板包括：

[0014] 前围板上部，所述前风窗下横梁及所述支撑架均连接于所述前围板上部；及

[0015] 前围板下部，所述前围板下部的上端与所述前围板上部的下端相连，所述前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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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横梁的上、下两端均与所述前围板上部相连。

[0016] 作为优选方案，汽车前围上部总成还包括：

[0017] 流水槽，所述流水槽后端连接于所述前围板的前侧面；及

[0018] 雨刮支架，所述雨刮支架位于所述流水槽的下方，所述雨刮支架的前端与所述流

水槽相连，所述雨刮支架的后端连接于所述前围板的前侧面。

[001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流水槽与所述前围板相连的位置重叠于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

上端与所述前围板相连的位置，所述雨刮支架与所述前围板相连的位置重叠于所述前围加

强横梁的下端与所述前围板相连的位置。

[002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前围加强横梁的横向延伸方向与所述流水槽的横向延伸方向

相一致。

[0021]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前围板包括：

[0022] 前围板上部，所述前风窗下横梁及所述支撑架均连接于所述前围板上部；及

[0023] 前围板下部，所述前围板下部的上端与所述前围板上部的下端相连，所述前围加

强横梁的上、下两端均与所述前围板下部相连。

[0024] 同样的，本实用新型的第二方面还提供一种车身框架，其包括如第一方面中任一

项所述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

[0025] 同样的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第三方面还提供一种汽车，其包括如第二方面中任一

项所述的车身框架。

[002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车身框架及汽车，其与现有技术相比，

其有益效果在于：

[002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前风窗下横梁为开口式结构，前风窗下

横梁通过支撑架与前围板相连，从而削弱了前风窗下横梁的刚度及强度，可有效改善行人

头部碰撞性能，提高行人保护，且通过设置前围加强横梁，并在前围加强横梁与前围板之间

形成横向贯通的空腔，不仅能够保证支撑强度，改善局部模态，且保持了车身框架的完整

性。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现有技术中一种闭口式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包括图1中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车身框架；

[0030] 图3是现有技术中一种开口式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包括图2中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车身框架；

[0032] 图5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是图5的A-A剖视图；

[0034]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另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车身框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中，1、汽车前围上部总成；11、前围板；111、前围板上部；112、前围板下部；12、前

风窗下横梁；13、支撑架；14、前围加强横梁；  141、本体部；142、连接部；15、空腔；16、流水

槽；17、雨刮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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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

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但不用来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38]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中采用术语“第一”、“第二”等

来描述各种信息，但这些信息不应限于这些术语，这些术语仅用来将同一类型的信息彼此

区分开。例如，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范围的情况下，“第一”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二”信息，

类似的，“第二”信息也可以被称为“第一”信息。

[0039]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实施例中的“前”“后”分别为，当各部件装配于汽车上时，

靠近车头的为“前“，靠近车尾的为”后“。

[0040] 如图5-图7所示，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出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

1，其包括前围板11、前风窗下横梁12、支撑架13及前围加强横梁14；前风窗下横梁12的后端

与所述前围板11的上端相连，支撑架13位于所述前风窗下横梁12的下方，且所述支撑架13

的前端与所述前风窗下横梁12相连，所述支撑架13的后端连接所述前围板11，前围加强横

梁14位于所述支撑架13的下方，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的上、下两端分别与所述前围板11的

后侧面相连，且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与所述前围板11之间限定有横向贯通的空腔15。

[0041]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前风窗下横梁12通过支撑架13与前围板11  相连，为开口式结

构，减弱了前风窗横梁12的刚度，行人保护头碰时，前风窗下横梁12与头碰接触后变形，从

而可减小头碰伤害值，且通过设置前围加强横梁14，并在前围加强横梁14与前围板11之间

形成横向贯通的空腔15，能够保证支撑强度，改善局部模态，且可保持车身框架的完整性，

降低后排乘客的噪音。

[0042] 优选地，本实施例中，为了便于装配且可形成空腔，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包括本体

部141及分别连接于所述本体部141两端的两个连接部142，所述本体部141朝后凸起，所述

连接部142与所述前围板  11相连。

[0043] 本实施例中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1包括若干沿横向间隔设置的所述支撑架13，前

风窗下横梁12通过若干支撑架13连接于前围板11，能够保证支撑强度。

[0044] 本实施例中，为了便于装配，所述前围板11包括前围板上部111  及前围板下部

112，所述前风窗下横梁12及所述支撑架13均连接于所述前围板上部111，前围板下部112的

上端与所述前围板上部111的下端相连，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的上、下两端均与所述前围板

下部112  相连，具体如图6所示。

[0045] 具体地，为了实现可靠的连接，所述前风窗下横梁12与所述前围板11之间、所述前

风窗下横梁12与所述支撑架13之间、所述支撑架  13与所述前围板11之间以及所述前围加

强横梁14与所述前围板11之间均采用焊接相连。

[0046] 示例性地，该汽车前围上部总成的装配关系为：前风窗下横梁12 的后端与前围板

上部111之间通过点焊焊接为一个总成，再通过多个支撑架13支撑该前风窗下横梁12；前围

板下部112与前围加强横梁  14通过点焊焊接为一个总成；最后两个总成通过三层点焊合为

一个大总成。

[0047] 作为替换方案，也可将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的上、下两端均与所述前围板上部111

相连，具体如图7所示。

[0048] 进一步地，如图7所示，本实施例中，该汽车前围上部总成1还包括流水槽16及雨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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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17，流水槽16的后端连接于所述前围板11 的前侧面，雨刮支架17位于所述流水槽16的

下方，所述雨刮支架17 的前端与所述流水槽16相连，所述雨刮支架17的后端连接于所述前

围板11的前侧面；前围加强横梁14起到对流水槽16及雨刮支架17 的支撑作用，可改善局部

模态。

[0049] 为了起到更好的支撑作用，本实施例中，所述流水槽16与所述前围板11相连的位

置重叠于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的上端与所述前围板  11相连的位置，所述雨刮支架17与所

述前围板11相连的位置重叠于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的下端与所述前围板11相连的位置。

[0050] 本实施例中，为了优化各部件之间的分布，所述前围加强横梁14 的横向延伸方向

与所述流水槽16的横向延伸方向相一致。

[0051] 如图8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包括如第一方面中任一项的

汽车前围上部总成1的车身框架；由于在前围加强横梁与前围板之间形成有贯通的空腔15，

从而实现了该车身框架的完整性。

[0052] 另外，由于该车身框架包括第一方面中的汽车前围上部总成1，因此具有汽车前围

上部总成1的全部有益效果，在此不赘述。

[005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三方面还提供一种包括如第二方面的车身框架的汽车，具

有上述车身框架的全部有益效果，在此不作一一陈述。

[0054] 综上，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汽车前围上部总成、车身框架及汽车，前风窗下

横梁为开口式结构，前风窗下横梁通过支撑架与前围板相连，从而削弱了前风窗下横梁的

刚度及强度，可有效改善行人头部碰撞性能，提高行人保护，且通过设置前围加强横梁，并

在前围加强横梁与前围板之间形成横向贯通的空腔，不仅能够保证支撑强度，改善局部模

态，且保持了车身框架的完整性。

[005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这些改

进和替换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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