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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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036228.7

(22)申请日 2019.11.22

(73)专利权人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 300457 天津市滨海新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第九大街81号

(72)发明人 刘军　康庆和　郭大勇　刘克峰　

尹毅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市宗欣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 12103

代理人 赵岷

(51)Int.Cl.

B25B 11/02(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

包括U型本体，U型本体包括固定座，固定座的前

端面设置有固定爪；固定爪包括左侧固定爪和右

侧固定爪；所述固定爪包括固定部和延伸部；固

定部下表面是固定座下表面的延伸；固定部与延

伸部相连接；固定部的上表面与下表面相平行；

临时固定方向盘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方向盘

放置在方向盘支撑座上；将用于紧固方向盘的螺

柱放入支撑座螺纹孔内；螺柱前端与支撑座螺纹

孔初步连接；在螺柱头部下部的螺杆外侧插入方

向盘紧固治具。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

具，在汽车组装生产线上快速消除了方向盘与螺

柱的间隙，减少了工具的使用数量，固定方向盘

方便而迅速，节约了作业时间和工具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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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包括U型本体，U型本体包括固定座，固定座

的前端面设置有固定爪；固定爪包括左侧固定爪和右侧固定爪；所述固定爪包括固定部和

延伸部；固定部下表面是固定座下表面的延伸；固定部与延伸部相连接；固定部的上表面与

下表面相平行；延伸部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呈圆弧形；延伸部的下表面的曲率半径小于延伸

部的上表面的曲率半径；所述延伸部的横截面积从与固定部连接面开始至自由端依次减

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爪根部高度小于固

定座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爪根部高度是固定

座高度的二分之一。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爪的内表面和外表

面相互平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左侧固定爪的外表面是固定

座左端面的延伸；右侧固定爪的外表面是固定座右端面的延伸；左侧固定爪的内表面与右

侧固定爪的内表面相平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爪前端面为平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爪横截面呈矩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爪横截面呈梯形或

倒梯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爪和固定座的外表

面均设置有防滑纹或防滑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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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装配流水线安装工具，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方向盘临

时紧固治具。

背景技术

[0002] 新车型的方向盘与转型柱结合的构造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螺母变成了螺柱，形状

发生了变化。

[0003] 原来的螺母用手使用很小的力就可以拧紧，将方向盘紧固螺柱用手即使用很大的

力也无法将螺柱拧紧到底。

[0004] 方向盘与螺帽之间存在一个间隙(1厘米左右)汽车在出厂前要对方向盘及轮胎角

度实施“前束”调整(防止车辆行驶跑偏的调整作业)，要搬运车辆，旋转方向盘并调整角度

将车辆搬运到设备上，如果搬运未紧固方向盘的车辆，方向盘下面的线圈就会脱出折断一

旦流向市场会存在多种隐患(转向失灵、喇叭不响、气囊不起作用、出现严重的交通事故所

以非常重要)，即使在工厂发现该不良，更换一个线圈的费用也要在500元/台。

[0005] 目前，国内外检测线上使用工具枪紧固方向盘，然后到下一工序再松动方向盘，然

后再调整前束，接下来再用另一把枪紧固方向盘，作业繁琐。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防止方向盘松动，快速消除了

方向盘与螺柱的间隙，减少了工具的使用数量的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

[0007] 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包括U型本体，U型本体包括固定座，固定座的前端面设

置有固定爪；固定爪包括左侧固定爪和右侧固定爪；所述固定爪包括固定部和延伸部；固定

部下表面是固定座下表面的延伸；固定部与延伸部相连接；固定部的上表面与下表面相平

行；延伸部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呈圆弧形；延伸部的下表面的曲率半径小于延伸部的上表面

的曲率半径；所述延伸部的横截面积从与固定部连接面开始至自由端依次减小。

[0009] 所述固定爪根部高度小于固定座高度。

[0010] 所述固定爪根部高度是固定座高度的二分之一。

[0011] 所述固定爪的内表面和外表面相互平行。

[0012] 左侧固定爪的外表面是固定座左端面的延伸(左侧固定爪的外表面与固定座左端

面在同一个平面)；右侧固定爪的外表面是固定座右端面的延伸(右侧固定爪的外表面与固

定座右端面在同一个平面)；左侧固定爪的内表面与右侧固定爪的内表面相平行。

[0013] 所述固定爪前端面为平面。

[0014] 所述固定爪横截面呈矩形。

[0015] 所述固定爪横截面呈梯形或倒梯形。

[0016] 所述固定爪和固定座的外表面均设置有防滑纹或防滑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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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一种采用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临时固定方向盘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方向盘

放置在方向盘支撑座上；将用于紧固方向盘的螺柱放入支撑座螺纹孔内；转动螺柱，螺柱前

端与支撑座螺纹孔初步连接；在螺柱头部下部的螺杆外侧插入方向盘紧固治具。

[0018] 本实用新型相对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在汽车组装生产线上快速消除了方向盘与螺柱

的间隙，减少了工具的使用数量，固定方向盘方便而迅速，节约了作业时间和工具使用成

本。

[0020] 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是用来快速固定方向盘，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只

是组装生产线上对方向盘临时固定，汽车组装完毕后必须将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

具拆除，用工具将螺柱与方向支撑座进行紧固，方向盘固定后，需要在方向盘上表面安装安

全气囊，如果车辆出厂前，没有将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取下，将给车辆造成严重

的安全隐患。螺柱的螺纹高度为1厘米，因此在设计时将固定座的上端面比固定爪的上端面

高2-3厘米，这样只要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不拆除，汽车方向盘表面的安全气囊就无法安

装，有效杜绝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的固定方向盘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是图5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中主要部件符号说明：

[0028] 图中：

[0029] 1、U型本体

[0030] 2、方向盘

[0031] 3、螺柱

[0032] 4、方向盘支撑座

[0033] 5、方向盘安全气囊支撑架

[0034] 6、安全气囊固定孔

[0035] 7、防滑纹

[0036] 11、固定座

[0037] 12、固定爪

[0038] 121、固定部

[0039] 122、延伸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参照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的说明：

[0041] 附图1-6可知，一种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包括U型本体1，U型本体包括固定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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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座1的前端面设置有固定爪12；固定爪12包括左侧固定爪和右侧固定爪；所述固定爪包

括固定部121和延伸部122；固定部下表面是固定座下表面的延伸；固定部121与延伸部122

相连接；固定部121的上表面与下表面相平行；延伸部122的上表面和下表面呈圆弧形；延伸

部的下表面的曲率半径小于延伸部的上表面的曲率半径；所述延伸部的横截面积从与固定

部连接面开始至自由端依次减小。

[0042] 所述固定爪根部高度小于固定座高度。

[0043] 所述固定爪根部高度是固定座高度的二分之一。

[0044] 所述固定爪的内表面和外表面相互平行。

[0045] 左侧固定爪的外表面是固定座左端面的延伸(左侧固定爪的外表面与固定座左端

面在同一个平面)；右侧固定爪的外表面是固定座右端面的延伸(右侧固定爪的外表面与固

定座右端面在同一个平面)；左侧固定爪的内表面与右侧固定爪的内表面相平行。

[0046] 所述固定爪前端面为平面。

[0047] 所述固定爪横截面呈矩形。

[0048] 所述固定爪横截面呈梯形或倒梯形。

[0049] 所述固定爪和固定座的外表面均设置有防滑纹7或防滑凸起。

[0050] 所述固定爪外表面设置有圆弧形凹槽；圆弧形凹槽宽度为3-5毫米。

[0051] 所述圆弧形凹槽从固定座向固定爪延伸；所述圆弧槽深度从固定座至固定爪依次

减小；圆弧槽底部设置有防滑纹。

[0052] 一种采用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临时固定方向盘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方向盘

放置在方向盘支撑座上；将用于紧固方向盘的螺柱放入支撑座螺纹孔内；转动螺柱，螺柱前

端与支撑座螺纹孔初步连接；在螺柱头部下部的螺杆外侧插入方向盘紧固治具。

[0053] 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在汽车组装生产线上快速消除了方向盘与螺柱

的间隙，减少了工具的使用数量，固定方向盘方便而迅速，节约了作业时间和工具使用成

本。

[0054] 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快速消除了螺帽与方向盘之间的间隙。

[0055] 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是用来快速固定方向盘，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只

是组装生产线上对方向盘临时固定，汽车组装完毕后必须将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

具拆除，用工具将螺柱与方向支撑座进行紧固，方向盘固定后，需要在方向盘上表面安装安

全气囊，如果车辆出厂前，没有将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取下，将给车辆造成严重

的安全隐患。螺柱的螺纹高度为2-3厘米，因此在设计时将固定座的上端面比固定爪的上端

面高2-3厘米，这样只要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不拆除，汽车方向盘表面的安全气囊就无法安

装，有效杜绝本实用新型方向盘临时紧固治具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

[0056]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作任何

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

变化与修饰，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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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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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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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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