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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

所述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包括钢梁与两个

橡胶柱，所述两个橡胶柱凸设于车辆的车头前

端，所述钢梁的相对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两个橡

胶柱上，所述钢梁的中间设置有柔性段，所述柔

性段上凸设有刚性柱，所述刚性柱垂直于所述钢

梁，所述刚性柱的端部设置有前置梁，所述前置

梁的长度大于所述柔性段的长度。所述用于汽车

的防撞缓冲装置的安全性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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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钢梁与两个橡胶柱，所述两个橡胶

柱凸设于车辆的车头前端，所述钢梁的相对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两个橡胶柱上，所述钢梁

的中间设置有柔性段，所述柔性段上凸设有刚性柱，所述刚性柱垂直于所述钢梁，所述刚性

柱的端部设置有前置梁，所述前置梁的长度大于所述柔性段的长度；

所述前置梁与所述钢梁平行设置，所述前置梁为刚性梁，所述钢梁上设置有两个柔性

块，所述两个柔性块均与所述柔性段相互间隔设置，所述柔性段位于所述两个柔性块之间，

所述钢梁上凹设有两个装设槽，所述两个装设槽相互间隔设置，所述两个柔性块分别安装

于所述两个装设槽内，所述装设槽为圆形凹槽，所述前置梁的相对两端分别设置有球形体，

所述两个球形体的位置分别与所述两个装设槽的位置相对应，所述两个柔性块上均凹设有

收容凹陷，所述收容凹陷的底面为弧形凹面，所述弧形凹面上设置有橡胶层，所述柔性块的

体积小于所述装设槽的容积，所述柔性块隐藏于所述装设槽内，所述前置梁的中部转动地

连接于所述刚性柱的端部，所述前置梁的转动轴线与所述前置梁的长度方向垂直并与地面

垂直，所述前置梁的相对两端均设置有压簧，所述压簧远离所述前置梁的端部连接于所述

钢梁上，所述球形体位于所述压簧内，所述压簧远离所述球形体的一端连接于所述装设槽

的周缘，所述装设槽的周缘套设有装设套环，所述压簧的端部焊接于所述装设套环上；

所述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还包括两个光亮组件，所述两个光亮组件分别安装于车

头的相对两侧，所述两个光亮组件均包括扩散锥筒与照明灯，所述扩散锥筒设置于车头的

侧部，所述照明灯设置于所述扩散锥筒中，所述照明灯发出的光线经由所述扩散锥筒的扩

散而射向车头的侧方位置，所述扩散锥筒的底部设置有弹性柱，所述扩散锥筒通过所述弹

性柱连接于所述车头的侧部上，所述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还包括防雨组件，所述防雨

组件还包括两个卷绕轴、一个擦除杆与一个透明膜，所述两个卷绕轴分别设置于车窗玻璃

的相对两侧，所述透明膜活动地贴设于所述车窗玻璃上，所述透明膜的相对两侧分别连接

于所述两个卷绕轴上，所述擦除杆位于所述车窗玻璃的中部并与所述车窗玻璃相互间隔设

置，所述擦除杆将所述透明膜压持于所述车窗玻璃上，所述两个卷绕轴相互配合，其中一个

所述卷绕轴卷绕所述透明膜，另一个释放所述透明膜，反之亦然，从而使得所述透明膜在所

述擦除杆上左右移动，进而利用所述擦除杆移除所述透明膜上的水珠，使得水珠沿所述擦

除杆滑落，所述防雨组件还包括两个驱动气缸，其中一个所述驱动气缸安装于其中一个所

述卷绕轴的顶端，另一个所述驱动气缸安装于其中另一个所述卷绕轴的底端；

所述防雨组件还包括转动架与翻转气缸，所述转动架位于所述车窗玻璃的顶部，所述

两个卷绕轴的端部均转动地连接于所述转动架上，所述卷绕轴的轴向与所述转动架的长度

方向垂直，所述卷绕轴仅能相对所述转动架绕自身轴线方向旋转；述擦除杆的端部固定于

所述转动架的中部，所述转动架的端部设置有翻转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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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汽车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现有的汽车种类繁多，且都逐

渐走进千家万户。汽车较为重要的就是其安全防撞性能。有的汽车前方保险杠处采用硬质

钢管制成，其防撞性能虽好，但是其容易将撞击动力传递至车内，从而造成车未毁，人先亡

的现象，使得其安全性能较差。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安全性能较好的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

[0004] 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包括钢梁与两个橡胶柱，所述两个橡胶柱凸设于

车辆的车头前端，所述钢梁的相对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两个橡胶柱上，所述钢梁的中间设

置有柔性段，所述柔性段上凸设有刚性柱，所述刚性柱垂直于所述钢梁，所述刚性柱的端部

设置有前置梁，所述前置梁的长度大于所述柔性段的长度。

[0005]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前置梁与所述钢梁平行设置，所述前置梁为刚性梁。

[0006]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钢梁上设置有两个柔性块，所述两个柔性块均与所

述柔性段相互间隔设置，所述柔性段位于所述两个柔性块之间。

[0007]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钢梁上凹设有两个装设槽，所述两个装设槽相互间

隔设置，所述两个柔性块分别安装于所述两个装设槽内。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装设槽为圆形凹槽，所述前置梁的相对两端分别设

置有球形体，所述两个球形体的位置分别与所述两个装设槽的位置相对应。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两个柔性块上均凹设有收容凹陷，所述收容凹陷的

底面为弧形凹面，所述弧形凹面上设置有橡胶层。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柔性块的体积小于所述装设槽的容积，所述柔性块

隐藏于所述装设槽内，所述前置梁的中部转动地连接于所述刚性柱的端部。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前置梁的转动轴线与所述前置梁的长度方向垂直并

与地面垂直，所述前置梁的相对两端均设置有压簧，所述压簧远离所述前置梁的端部连接

于所述钢梁上。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球形体位于所述压簧内，所述压簧远离所述球形体

的一端连接于所述装设槽的周缘，所述装设槽的周缘套设有装设套环。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方式中，所述压簧的端部焊接于所述装设套环上。

[0014] 通过于所述钢梁上设置柔性段，并于所述刚性柱上设置前置梁，从而使得汽车在

发生碰撞时，所述前置梁能够挤压所柔性段，进而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减小刚性碰撞传递

至驾驶室内的可能性，从而提高所述汽车的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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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实施例的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6] 图2为一实施例的防雨组件的立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

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

加透彻全面。

[0018]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19]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方式的目

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

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0]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例如，所述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

包括钢梁与两个橡胶柱，所述两个橡胶柱凸设于车辆的车头前端，所述钢梁的相对两端分

别连接于所述两个橡胶柱上。例如，所述钢梁的中间设置有柔性段，所述柔性段上凸设有刚

性柱。例如，所述刚性柱垂直于所述钢梁，所述刚性柱的端部设置有前置梁。例如，所述前置

梁的长度大于所述柔性段的长度。

[0021] 请参阅图1，一种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100，包括钢梁10与两个橡胶柱20，所述

两个橡胶柱凸设于车辆的车头前端，所述钢梁的相对两端分别连接于所述两个橡胶柱上，

所述钢梁的中间设置有柔性段15，所述柔性段上凸设有刚性柱30，所述刚性柱垂直于所述

钢梁，所述刚性柱的端部设置有前置梁40，所述前置梁的长度大于所述柔性段的长度。

[0022] 例如，通过于所述钢梁上设置柔性段，并于所述刚性柱上设置前置梁，从而使得汽

车在发生碰撞时，所述前置梁能够挤压所柔性段，进而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减小刚性碰撞

传递至驾驶室内的可能性，从而提高所述汽车的安全性能。

[0023] 例如，为了进一并提高车辆的缓冲性能，所述前置梁与所述钢梁平行设置，所述前

置梁为刚性梁。所述钢梁上设置有两个柔性块(图未示)，所述两个柔性块均与所述柔性段

相互间隔设置，所述柔性段位于所述两个柔性块之间。所述钢梁上凹设有两个装设槽18，所

述两个装设槽相互间隔设置，所述两个柔性块分别安装于所述两个装设槽内。所述装设槽

为圆形凹槽，所述前置梁的相对两端分别设置有球形体(图未示)，所述两个球形体的位置

分别与所述两个装设槽的位置相对应。所述两个柔性块上均凹设有收容凹陷，所述收容凹

陷的底面为弧形凹面，所述弧形凹面上设置有橡胶层。通过于所述钢梁上设置两个装设槽，

并于所述两个装设槽内设置两个柔性块，从而使得所述前置梁在受到碰撞而转动时，其任

意一端均能够抵持进入所述装设槽内并使得所述球形体抵持于所述柔性块上，进而提高其

缓冲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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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例如，为了防止所述前置梁向其他方向偏折，所述柔性块的体积小于所述装设槽

的容积，所述柔性块隐藏于所述装设槽内，所述前置梁的中部转动地连接于所述刚性柱的

端部。所述前置梁的转动轴线与所述前置梁的长度方向垂直并与地面垂直，所述前置梁的

相对两端均设置有压簧50，所述压簧远离所述前置梁的端部连接于所述钢梁上。所述球形

体位于所述压簧内，所述压簧远离所述球形体的一端连接于所述装设槽的周缘，所述装设

槽的周缘套设有装设套环。所述压簧的端部焊接于所述装设套环上。通过所述前置梁的转

动轴线与所述前置梁的长度方向垂直并与地面垂直，并通过设置所述两个压簧，从而使得

前置梁能够较大程度地朝所述装设槽的方向偏折，进而提高其缓冲性能。

[0025] 例如，尤其重要的是，当车辆需要在夜间转弯时，车头两侧较为黑暗，容易产生危

险，而为了提高车辆转弯时的安全性能，所述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还包括两个光亮组

件，所述两个光亮组件分别安装于车头的相对两侧，所述两个光亮组件均包括扩散锥筒与

照明灯，所述扩散锥筒设置于车头的侧部，所述照明灯设置于所述扩散锥筒中，所述照明灯

发出的光线经由所述扩散锥筒的扩散而射向车头的侧方位置，进而方便司机在夜间转弯，

提升其安全性能。例如，为了不增加车辆的宽度，所述扩散锥筒的底部设置有弹性柱，所述

扩散锥筒通过所述弹性柱连接于所述车头的侧部上。因此，在会车时即使对向行驶的车辆

撞到了所述扩散锥筒时，所述扩散锥筒也会发生偏折，进而可以避让对向的车辆。而在会车

过后，所述扩散锥筒能够自动恢复原位。例如，所述扩散锥筒由不锈钢材料制成，从而提高

所述扩散锥筒的硬度，防止其被撞坏。

[0026] 例如，为了增加所述用于汽车的防撞缓冲装置的其他功能，在下雨天车窗玻璃会

沾染水珠，从而影响实现，使得司机驾驶时存在安全隐患，请参阅图2，所述用于汽车的防撞

缓冲装置还包括防雨组件60，所述防雨组件还包括两个卷绕轴61、一个擦除杆62与一个透

明膜63，所述两个卷绕轴分别设置于所述车窗玻璃的相对两侧，所述透明膜活动地贴设于

所述车窗玻璃上，所述透明膜的相对两侧分别连接于所述两个卷绕轴上。所述擦除杆位于

所述车窗玻璃的中部并于所述车窗玻璃相互间隔设置，所述擦除杆将所述透明膜压持于所

述车窗玻璃上。在下雨时，所述两个卷绕轴相互配合，其中一个卷绕轴卷绕透明膜，另一个

释放透明膜，反之亦然，从而使得所述透明膜在所述擦除杆上左右移动，进而利用所述擦除

杆移除所述透明膜上的水珠，使得水珠沿所述擦除杆滑落，从而保证车窗玻璃的透明度，提

高行车安全性。例如，为了便于驱动所述两个卷绕轴旋转，所述防雨组件还包括两个驱动气

缸64，其中一个所述驱动气缸安装于其中一个所述卷绕轴的顶端，另一个所述驱动气缸安

装于其中另一个所述卷绕轴的底端，通过如此对向设置所述两个驱动气缸，从而提升所述

两个卷绕轴的动力稳定性，通过所述两个驱动气缸可以驱动所述两个卷绕轴分别旋转。

[0027] 例如，在晴天，为了便于遮阳以防止阳光刺眼，所述防雨组件还包括转动架65与翻

转气缸66，所述转动架位于所述车窗玻璃的顶部，所述两个卷绕轴的端部均转动地连接于

所述转动架上，所述卷绕轴的轴向与所述转动架的长度方向垂直，所述卷绕轴仅能相对所

述转动架绕自身轴线方向旋转。所述擦除杆的端部固定于所述转动架的中部，所述转动架

的端部设置有翻转气缸。在晴天时，通过所述翻转气缸驱动所述转动架旋转，从而翻转所述

透明膜，使得所述透明膜与所述车窗玻璃垂直，进而起到一定的遮阳作用，而在下雨时所述

翻转气缸将所述透明膜翻转下来，实现晴天与雨天的切换。例如，为了提高遮阳作用，所述

透明膜的一侧设置有遮阳布，所述遮阳布远离所述透明膜的一侧连接于其中一个所述卷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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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上，所述遮阳布卷绕于所述卷绕轴上。当所述翻转气缸翻转所述转动架后，所述两个驱动

气缸相互配合旋转，将所述透明膜卷绕于其中一个所述卷绕轴上，并将另一个所述卷绕轴

上的遮阳布释放展开，从而形成遮阳区域，遮挡车窗玻璃，提高行车安全性。例如，所述遮阳

布为黑色布匹。

[0028] 例如，为了尽快烘干所述透明膜上的水珠，所述照明灯为锥形灯罩，所述车头上设

置有驱动件与控制器件，所述照明灯为发热灯。所述驱动件及所述翻转气缸均与所述控制

器件电性连接，所述扩散锥筒与所述驱动件连接，在所述翻转气缸翻转所述透明膜贴附于

所述车窗玻璃上时，即意味着下雨了，所述控制器件控制所述驱动件启动，所述驱动件驱动

所述扩散锥筒旋转以使所述照明灯照射所述透明膜，从而烘干所述透明膜上的水珠。

[0029]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30]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

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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