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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

涉及汽车车身技术领域，它包括后侧围内板、C柱

加强板、D柱总成、后轮罩和设置在后轮罩内的后

减震器安装板，C柱加强板与后侧围内板和后轮

罩外板之间形成第一传力腔，第一传力腔延伸至

后轮罩外板的拱罩部；D柱总成内具有第二传力

腔，第二传力腔与第一传力腔连通；在后侧围内

板的外侧固定连接有后侧围加强梁，后侧围加强

梁的一端与D柱总成连接，另一端与后轮罩外板

的拱罩部连接；后侧围加强梁与后侧围内板、D柱

总成和后轮罩外板围合形成第三传力腔。本发明

解决了现有汽车后侧围结构不能有效分解和吸

收来自后减震器的传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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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包括安装在后侧围内板的C柱加强板、与所述C柱加强

板连接的后轮罩和设置在所述后轮罩内的后减震器安装板，所述后轮罩由后轮罩外板和后

轮罩内板组成，所述C柱加强板的一端与D柱总成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C柱加强板与所述

后侧围内板和所述后轮罩外板之间形成第一传力腔，所述第一传力腔延伸至所述后轮罩外

板的拱罩部；所述D柱总成内具有第二传力腔，所述第二传力腔与所述第一传力腔连通；在

所述后侧围内板的外侧固定连接有后侧围加强梁，所述后侧围加强梁的一端与所述D柱总

成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后轮罩外板的拱罩部连接；所述后侧围加强梁与所述后侧围内板、所

述D柱总成和所述后轮罩外板围合形成第三传力腔；所述后侧围内板具有隆起部，所述隆起

部内设有第四传力腔，所述第四传力腔与所述第一传力腔和所述第二传力腔相连通；所述

后轮罩外板设有后轮罩加强板，所述后轮罩加强板的一端与所述后侧围内板相连接，另一

端与所述后轮罩内板的外壁连接；所述后轮罩加强板与所述后轮罩外板、所述后轮罩内板

围合形成第五传力腔，所述第五传力腔与所述第一传力腔在所述后轮罩外板上的位置对

正；所述后减震器安装板固定于所述后轮罩内板的内壁上，所述后减震器安装板位于所述C

柱加强板和所述后侧围加强梁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后轮罩内板和所

述后轮罩外板之间连接有轮罩连接板，所述轮罩连接板位于所述后减震器安装板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轮罩连接板与所述

后轮罩内板、所述后轮罩外板形成三角支撑的固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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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汽车车身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减震器是为了加速衰减车轮受到冲击时通过弹簧传递给车架与车身的振动

及弹簧吸振后反弹的振荡，以改善汽车的平顺性能。减震器能吸收车轮传递过来的大部分

力，但还是会有一部分力被传递到车身上。汽车后减震器布置在后轮罩，后减震器的力则更

多的传入后轮罩及后侧围。现有的后减震器传力组件包括后减震器安装板、后轮罩、C柱加

强板和后侧围内板，  C柱加强板固定于结构平整的后侧围内板上，  C柱加强板下部延伸段

搭接在后轮罩上，后减震器安装板安装于后轮罩内，后减震器通过后减震器安装板、后轮

罩、C柱加强板以及与C柱加强板连接的D柱总成传力，但是，平整的后侧围结构刚度、强度

弱，仅能靠前面C柱、后面D柱进行传力，这种传力结构和路径的传力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有

效分解和吸收来自后减震器的传力，无法解决后侧围侧向（Y向）动刚度不足、以及引起的

NVH模态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这种组件可以解决现有汽车后

侧围结构不能有效分解和吸收来自后减震器的传力的问题。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种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包括

安装在后侧围内板的C柱加强板、与所述C柱加强板连接的后轮罩和设置在所述后轮罩内的

后减震器安装板，所述后轮罩由后轮罩外板和后轮罩内板组成，所述C柱加强板的一端与D

柱总成连接，所述C柱加强板与所述后侧围内板和所述后轮罩外板之间形成第一传力腔，所

述第一传力腔延伸至所述后轮罩外板的拱罩部；所述D柱总成内具有第二传力腔，所述第二

传力腔与所述第一传力腔连通；在所述后侧围内板的外侧固定连接有后侧围加强梁，所述

后侧围加强梁的一端与所述D柱总成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后轮罩外板的拱罩部连接；所述后

侧围加强梁与所述后侧围内板、所述D柱总成和所述后轮罩外板围合形成第三传力腔。

[0005] 上述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的技术方案中，更具体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所述后

侧围内板具有隆起部，所述隆起部内设有第四传力腔，所述第四传力腔与所述第一传力腔

和所述第二传力腔相连通。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后轮罩外板设有后轮罩加强板，所述后轮罩加强板的一端与所述

后侧围内板相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后轮罩内板的外壁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后轮罩加强板与所述后轮罩外板、所述后轮罩内板围合形成第五

传力腔，所述第五传力腔与所述第一传力腔在所述后轮罩外板上的位置对正。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后减震器安装板固定于所述后轮罩内板的内壁上，所述后减震器

安装板位于所述C柱加强板和所述后侧围加强梁之间。

[0009] 进一步的，在所述后轮罩内板和所述后轮罩外板之间连接有轮罩连接板，所述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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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连接板位于所述后减震器安装板的上方。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轮罩连接板与所述后轮罩内板、所述后轮罩外板形成三角支撑的

固定结构。

[0011]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2] 1、在后侧围内板设置连接D柱总成和后轮罩的后侧围加强梁，增加了后减震器受

力的传递路径，后侧围加强梁、C柱加强板与后侧围内板形成的腔体结构，能使后减震器的

受力分散且有效传递至C柱、D柱。

[0013] 2、后侧围内板隆起能有效提高后侧围结构的刚度、强度，内设连通C柱、D柱的腔

体，增加了后减震器受力的中间传递路径，分散受力；后侧围交叉、腔体结构，增加了结构Y

向刚度、有效解决后减震器Y向动刚度问题及提高局部NVH模态。

[0014] 3、在后轮罩上设置与后侧围连接的后轮罩加强板，且后轮罩加强板的腔体与C柱

加强板的腔体对正，形成后减震器C柱主要传力路径，能有效传力，使受力分散。

[0015] 4、在轮罩上设置位于减震器上方的轮罩连接板，能增加力的传递，提高减震器刚

度，改善NVH性能。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的后视图。

[0018] 图3是图1中A‑A的截面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1中B‑B的截面示意图。

[0020] 图5是图1中C‑C的截面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的传力路径示意图。

[0022] 附图中序号说明：1、C柱加强板；1‑1、第一传力腔；2、后侧围内板；2‑1、第四传力

腔；3、后轮罩；3‑1、后轮罩外板；3‑11、拱罩部；3‑2、后轮罩内板；4、后减震器安装板；5、后侧

围加强梁；5‑1、第三传力腔；6、D柱总成；6‑1、第二传力腔；7、后轮罩加强板；7‑1、第五传力

腔；8、轮罩连接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述：

[0024] 图1和图2所示的汽车后减震器传力组件，主要包括C柱加强板1、后侧围内板2、后

轮罩3、后减震器安装板4、后侧围加强梁5、D柱总成6、后轮罩加强板7和轮罩连接板8，其中，

后轮罩3由后轮罩外板3‑1和后轮罩内板3‑2焊接组成。后轮罩外板3‑1的上端与后侧围内板

2的下端焊接，C柱加强板1焊接于后侧围内板2上，C柱加强板1上部的一端与D柱总成6连接，

D柱总成6与后侧围内板2焊接固定；后轮罩外板3‑1的上部为平板结构，下部为拱罩部3‑11，

C柱加强板1具有延伸至后轮罩外板3‑1上的延伸段，C柱加强板1与后侧围内板2和后轮罩外

板3‑1之间形成上下贯通的第一传力腔1‑1，第一传力腔1‑1延伸至后轮罩外板3‑1的拱罩部

3‑11，参见图3。在后侧围内板2的外侧焊接固定有倾斜设置的后侧围加强梁5，后侧围加强

梁5的上端相对其下端偏后设置，后侧围加强梁5的上端与D柱总成6连接，下端与后轮罩外

板3‑1的拱罩部3‑11连接，起到桥梁作用，是后减震器传力路径之一。如图2和图3所示，后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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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外板3‑1设有弯曲的后轮罩加强板7，后轮罩加强板7的一端与后侧围内板2相连接，另一

端与后轮罩内板3‑2的外壁连接；后轮罩加强板7与后轮罩外板3‑1、后轮罩内板3‑2围合形

成第五传力腔7‑1，第五传力腔7‑1与第一传力腔1‑1在后轮罩外板3‑1上的位置对正，形成

后减震器C柱主要传力路径。如图5所示，D柱总成6内具有第二传力腔6‑1，第二传力腔6‑1与

C柱加强板1的第一传力腔1‑1连通，后侧围加强梁5与后侧围内板2、D柱总成6和后轮罩外板

3‑1围合形成第三传力腔5‑1；如图1和图4所示，后侧围内板2具有隆起部，该隆起部为从前

往后做成深筋条结构，形成U型的第四传力腔2‑1，第四传力腔2‑1与C柱加强板1的第一传力

腔1‑1和D柱总成6的第二传力腔6‑1相连通，形成交叉的腔体结构，起到桥梁作用，是后减震

器受力传力路径之一。如图2和图5所示，后减震器安装板4安装固定于后轮罩内板3‑2的内

壁上，它用于安装后减震器，后减震器安装板4位于C柱加强板1和后侧围加强梁5之间，这种

布置有利于受力的均匀传递。在后轮罩内板3‑2和后轮罩外板3‑1之间还焊接有轮罩连接板

8，轮罩连接板8位于后减震器安装板4的上方。本实施例的轮罩连接板8与后轮罩内板3‑2、

后轮罩外板3‑1形成三角支撑的固定结构，有利于提高结构刚度、强度。

[0025] 如图6所示，汽车后减震器受力的传递路径，由后减震器安装板4传递至后轮罩3，

一路经后轮罩加强板7的第五传力腔7‑1、C柱加强板1的第一传力腔1‑1传递，另一路经后侧

围加强梁5的第三传力腔5‑1传递至D柱总成6，同时，C柱加强板1的第一传力腔1‑1经后侧围

内板2的第四传力腔2‑1传递至D柱总成6的第二传力腔6‑1，C柱加强板1的第一传力腔1‑1与

D柱总成6的第二传力腔6‑1相互传力，从而将后减震器的受力分散至C柱、D柱，使传力组件

有效分解和吸收来自后减震器的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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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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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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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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