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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节点结构方式的用于轿车

的车身结构，所述车身结构具有至少两个由纤维

复合材料制成的框架型材部件以及具有节点元

件，所述节点元件将这些框架型材部件相互连

接。所述节点元件具有用于各框架型材部件的接

纳部。所述节点元件由至少两个金属板壳件构

成，所述节点元件构造成，使得所述节点元件在

具有所述车身结构的轿车的碰撞情况下在预定

的力时能塑性变形。所述节点元件因此既不是由

金属铸件也不是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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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轿车的车身结构，所述车身结构具有至少两个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框架型材

部件(1、3、5)以及具有节点元件(7)，所述框架型材部件是车顶侧面框架元件(1)、车身支柱

元件(3)和车顶横撑元件(5)，或者所述框架型材部件是车身支柱元件(3)、侧门槛元件和底

部横撑元件，所述节点元件将这些框架型材部件(1、3、5)相互连接，所述节点元件具有用于

各框架型材部件(1、3、5)的接纳部(71、73、75)并且由至少两个金属板壳件(76、78)构成，所

述节点元件(7)构造成，使得所述节点元件在具有所述车身结构的轿车的碰撞情况下在预

定的力时能塑性变形，其中，车身支柱元件(3)的变形通过节点元件(7)的塑性变形得以实

现，车身支柱元件(3)的脆性失效和因此因弯曲负荷而折断在预定碰撞载荷以下时能被防

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金属板壳件(76、78)分别具有连接凸缘

(77、79)，两个金属板壳件(76、78)通过连接凸缘相互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金属板壳件(76、78)摩擦锁合地和/

或形锁合地和/或材料锁合地相互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金属板壳件(76、78)通过焊接和/或通过

粘接和/或通过栓连接来相互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框架型材部件(1、3、5)摩擦锁合地

和/或形锁合地和/或材料锁合地与节点元件(7)的所属的接纳部(71、73、75)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框架型材部件(1、3、5)通过粘接和/或通

过栓连接方式与节点元件(7)的所属的接纳部(71、73、75)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一个框架型材部件或者两个框架型材部

件(1、3、5)具有封闭的空心轮廓。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至少一个接纳部(71、73、75)构造成，使得

所述至少一个接纳部包夹所属的框架型材部件(1、3、5)的外周。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至少一个接纳部构造成，使得所述至少一

个接纳部具有突起，所述突起被所属的框架型材部件包夹。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节点元件(7)将三个或四个框架型

材部件(1、3、5)相互连接。

11.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金属板壳件(76、78)由钢板构成。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车身结构，其中，所述金属板壳件(76、78)由成型的钢板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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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结构方式的车身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节点结构方式的用于机动车的车身结构，所述车身结构包括至少

一个节点元件，所述节点元件将多个框架型材部件相互连接。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一些由铝材制成的用于机动车的车身结构，其中，挤压型材通过压铸的节点

相互连接。另外已知在一种车身结构中节点和连接于此的型材部件构成为混合结构方式，

也就是说包括由不同材料制成的元件。例如在DE19808392A1中建议，借助于轻金属铸造节

点将塑料型材相互连接。同样在DE102010013344A1中说明，主要由承载框架构成白车身，该

承载框架具有所谓的节点装置，这些节点装置由铝铸件构成并且将由纤维增强塑料制成的

型材相互连接。已知的车身结构尤其是在用于机动车正常运行的足够刚度方面以及在碰撞

情况下的乘员安全性方面进行构造。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实现一种节点结构方式的用于轿车的车身结构，该车身结构

是轻的并且能更廉价地制造，尽管如此，仍满足在碰撞载荷情况下对车身结构的要求。

[0004] 所述目的通过一种节点结构方式的用于轿车的车身结构达到，该车身结构具有至

少两个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框架型材部件以及具有节点元件，所述节点元件将这些框架

型材部件相互连接，所述节点元件具有用于各框架型材部件的接纳部并且由至少两个金属

板壳件构成，所述节点元件构造成，使得所述节点元件在具有所述车身结构的轿车的碰撞

情况下在预定的力时能塑性变形。

[0005] 按照本发明的节点结构方式的车身结构具有至少两个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框

架型材部件以及具有节点元件，所述节点元件将这些框架型材部件相互连接。所述节点元

件具有用于各框架型材部件的接纳部。所述节点元件由至少两个金属板壳件构成。所述节

点元件因此既不是由金属铸件制成，也不是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0006] 金属板壳件能特别廉价地大批量制造。尤其是与铸造部件相比，金属板壳件至少

对于较简单的几何结构是更廉价的。由于节点元件由至少两个部件构成，可以建立以金属

板壳件结构方式的非常稳定的三维的节点元件。同样，由纤维塑料复合体构成的框架型材

部件能相对有利地制造。另外这种结构也是有利的，因为由纤维塑料复合体构成的框架型

材部件脆性地在小的弹性变形之后就失效，而壳件结构方式的由金属材料制成的节点元件

在过度载荷时才能塑性变形。尽管具有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框架型材部件的结构方式，

与节点元件也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车身结构相比，这仍允许车身结构的总体上较大的塑

性变形能力。按本发明的车身结构在与重量的关系中具有用于车身结构的正常运行的高刚

度以及具有在碰撞载荷情况下的高强度，通过由至少两个金属板壳件构成的节点元件，出

现车身结构、尤其是框架型材部件(例如在其在碰撞载荷情况下因弯曲引起的负荷时)突然

失效的可能性得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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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金属板壳件尤其是三维元件，它们例如通过金属板半成品的冷成型和/或热成型

而制成。

[0008] 车身结构例如机动车、尤其是轿车的车身结构在机动车碰撞时必须满足确定的要

求，以便保护机动车的乘员。

[0009] 纤维复合材料尤其是纤维增强塑料。换言之，纤维复合材料具有塑料基体，在该基

体中结合纤维以改善塑料的强度特性。

[0010] 在此，框架型材部件可以由连续纤维构成。连续纤维可以事先在编织工艺或缠绕

工艺或其他方法中预备成纤维半成品。在此优选使用三轴编织的连续纤维。纤维可以是碳

纤维或者其他合适的纤维。塑料基体不仅可以是热固性塑料例如环氧树脂，也可以是热塑

性塑料。

[0011] 当然，节点结构方式的车身结构可以由许多框架型材部件以及将这些框架型材部

件连接起来的多个节点元件构成。在此，所有节点元件和框架型材部件可以有利地在车身

结构的刚度和强度方面适合地共同作用。

[0012] 节点元件也可以由多于两个的金属板壳件构成，这例如在不能用两个金属板壳件

形成的复杂几何结构中是有利的。

[0013] 有利的是，金属板壳件分别具有连接凸缘，两个金属板壳件通过连接凸缘相互连

接。在节点元件的金属板壳件多个两个时，有利的是，所有金属板壳件通过凸缘相互连接。

连接凸缘允许金属板壳件的特别简单的连接。

[0014] 优选金属板壳件摩擦锁合地和/或形锁合地和/或材料锁合地相互连接。这种连接

的例子是焊接、粘接和栓连接(螺钉或铆钉)，它们也可以任意地相互组合。

[0015] 这些连接尤其是良好地适用于连接法兰的连接。

[0016] 金属板壳件的这些连接也可以简单地自动化地实现。

[0017] 按照本发明的一种扩展方案，框架型材部件可以摩擦锁合地和/或形锁合地和/或

材料锁合地、尤其是通过粘接和/或通过栓连接地与节点元件的所属的接纳部连接。

[0018] 按照一种扩展方案，一个框架型材部件或者两个框架型材部件可以具有封闭的空

心轮廓。也就是说，空心轮廓在与其纵向延伸方向成横向的横截面是封闭的。

[0019] 封闭的空心轮廓在弯曲负荷方面在框架型材部件的所有方向上是有利的并且因

此相对于敞开的型材横截面更稳定。

[0020] 优选至少一个接纳部构造成，使得所述至少一个接纳部包夹或者说包围所属的框

架型材部件的外周。也就是说，框架型材部件的固定区段的外周被接纳部优选完全围住。即

框架型材部件有利地以其固定区段插入到接纳部中。

[0021] 相反，至少一个接纳部也可以构造成，使得所述至少一个接纳部具有突起，所述突

起包夹所属的框架型材部件。在这种情况下，框架型材部件以其固定区段插套到接纳部上。

[0022] 按照一种扩展方案，框架型材部件是乘客室的车身元件。例如框架型材部件可以

是车顶框架元件或车顶侧面框架元件。另外，框架型材部件可以是车身支柱元件。另外，框

架型材部件可以是车顶横撑元件。此外，框架型材部件可以是侧门槛元件。作为补充或替

换，框架型材部件可以是底部横撑元件。

[0023] 整个乘客室或者该乘客室的区段可以由本发明的车身结构构成。

[0024] 按照一种优选的扩展方案，节点元件将三个或四个框架型材部件相互连接。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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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元件可以将车顶支柱元件尤其是B柱、车顶框架或车顶侧面框架以及车顶横撑元件相

互连接。

[0025] 金属板壳件特别有利地由钢板制成。

[0026] 钢板可以特别轻且廉价地成型并且具有有利的塑性变形能力，具有一定的延展

性。

[0027] 只要有意义和有可能，本发明的上述扩展方案可以任意相互组合。

附图说明

[0028] 紧接着简要说明附图。

[0029] 图1以示意性透视图显示按本发明实施例的机动车的具有一个节点元件和多个框

架型材部件的车身结构。

[0030] 图2显示按本发明实施例的节点元件和框架型材部件的示意性剖视图。

[0031] 图3显示按本发明实施例的节点元件的另一示意性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参照图1～3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

[0033] 在图1中以示意性透视图显示按本发明的车身结构，其具有一个节点元件7和多个

框架型材部件，这些框架型材部件是一个车顶侧面框架元件或者车顶框架元件1、一个B柱

元件3和一个车顶横撑元件5。所示的车身结构尤其是轿车的乘客室的部分区段。

[0034] 图2显示沿着B柱元件3和车顶横撑元件5的纵轴线通过节点元件7以及横向地通过

车顶侧面框架元件1的剖视图。图3显示基本上平行于图2剖平面的、通过节点元件7并与车

顶侧面框架元件1成横向的剖视图。如由图2和3的剖视图可见，节点元件7由正好两个相互

固定的钢板壳件76、78构成。另外，节点元件7具有一个用于接纳车顶侧面框架元件1的接纳

部71、一个用于接纳B柱元件3的接纳部73以及一个用于接纳车顶横撑元件5的接纳部75。金

属板壳件76在接纳部71、73、75之间具有总共四个连接凸缘77(如图1所示)。另外与之相应，

金属板壳件78在接纳部71、73、75之间具有四个连接凸缘79。连接凸缘77适合地通过焊接

和/或粘接与相对的连接凸缘79连接，使得金属板壳件76、78相互连接并且这些金属板壳件

构成节点元件7。

[0035] 如由图2和3可见，车顶侧面框架元件1在与其纵轴线成横向的剖面中具有封闭的

空心轮廓。同样，B柱元件3和车顶横撑元件5在与其纵轴线成横向的剖面中具有封闭的空心

轮廓。

[0036] 按照实施例的所有框架型材部件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所述纤维复合材料包含编

织的或缠绕的或以其他方式设置的碳纤维连续纤维。但是框架型材部件之一也可以由金属

材料构成，其中，节点元件将至少两个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框架型材部件按本发明相互

连接。

[0037] 车顶横撑元件1插过节点元件的接纳部71，其中，车顶横撑元件1的中间区段至少

通过粘接与节点元件7的接纳部71连接。另外，B柱元件3的端部区段插入接纳部73中并且与

该接纳部至少通过粘接来连接。另外，车顶横撑元件5的端部区段插入接纳部75中并且与该

接纳部至少通过粘接来连接。作为替换或补充，其他连接方式也可以使用在各元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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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节点元件7通过钢板壳件76、78构成，使得节点元件在具有车身结构的机动车的侧

面碰撞的情况下(也就是例如在碰撞对方碰到具有B柱元件的B柱上时)在预定的力时能塑

性变形。B柱的变形尤其是通过节点元件7的塑性变形得以实现，其中，B柱元件3本身少量变

形，并且B柱元件的脆性失效和因此因弯曲负荷而折断在预定碰撞载荷以下时得以防止。

[0039] 按本发明，节点元件7由钢板壳件76和78构成，而不是由铸件形成。这允许节点元

件7的特别廉价的制造，尽管如此，对于碰撞载荷情况可以满足节点元件7的足够延展性的

要求。由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框架型材部件1、3、5允许车身结构的特别轻的结构方式，同时

刚度和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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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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