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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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1367014.7

(22)申请日 2018.08.23

(73)专利权人 舒茨曼座椅（宁波）有限公司

地址 315336 浙江省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滨

海二路818室

    专利权人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徐海祥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智汇东方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91

代理人 康正德　薛峰

(51)Int.Cl.

B60N 2/1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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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车辆的座椅及

车辆，涉及车辆技术领域。本实用新型的用于车

辆的座椅，由于在主体支架和所述调节机构之间

安装了阻尼器，阻尼器配置成在调节机构锁止

后，通过吸收从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

以抵消座椅对乘用人员的冲击。采用上述结构，

在车辆处于颠簸路段时，可以通过阻尼器有效减

少颠簸对人体的冲击，同时又能很好的保证座椅

本身的动态及静态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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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车辆的座椅，包括主体支架和设置于所述主体支架上用于调节座椅高度的

调节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还包括：

阻尼器，安装于所述主体支架和所述调节机构之间，所述阻尼器配置成在所述调节机

构锁止后，通过吸收从所述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以抵消所述座椅对乘用人员的

冲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器包括：

筒状结构的橡胶弹簧，其嵌套于所述主体支架的坐垫后连杆上；

嵌套于所述橡胶弹簧的外侧的连接套，所述连接套与所述调节机构刚性连接；

其中，所述阻尼器配置成通过所述连接套将所述调节机构受到的冲击力传递至所述橡

胶弹簧，所述橡胶弹簧通过形变以吸收从所述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座椅，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机构包括：

高调齿板，其具有相对的第一端和第二端，所述第一端与所述主体支架相连，所述第二

端与所述连接套刚性连接；

高调器，安装于与所述主体支架的坐垫侧板上，通过与所述高调齿板配合以改变所述

座椅的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座椅，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调齿板的所述第二端设置有沿厚度方向贯穿所述高调齿板的安装孔，所述高调

齿板通过所述安装孔嵌套于所述连接套的周壁或安装于所述连接套的侧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座椅，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套通过焊接的方式与所述高调齿板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座椅，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套与所述橡胶弹簧之间通过胶黏的方式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座椅，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套沿其轴向方向的长度与所述橡胶弹簧沿其轴向方向的长度相等。

8.一种车辆，其特征在于，所述车辆的内部设置有至少一个如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

述的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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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车辆的座椅及车辆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车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车辆的座椅及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在颠簸路面上，不能为乘员提供有效的减振效果，导致司乘人员在驾驶乘坐

过程中，对身体产生影响及慢性损伤。

[0003] 现有技术中，通过降低座椅坐垫的刚度及坐垫泡沫硬度的方式对目前问题进行改

善。但这种改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会受到动态舒适性的制约。而在其他方式中，对于乘员

的减振功能主要由整车悬挂提供，悬挂系统虽然可以有效增加乘员在动态颠簸路面的舒适

度，减少由于冲击对乘员脊椎等部位的损伤，但效果并不明显。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一个目的是要提供一种用于车辆的座椅，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座椅的

减振效果差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另一个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车辆，以解决现有技术中车辆座椅的减振

效果差的问题。

[0006] 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车辆的座椅，包括主体支架和设置于所述主

体支架上用于调节座椅高度的调节机构，所述座椅还包括：

[0007] 阻尼器，安装于所述主体支架和所述调节机构之间，所述阻尼器配置成在所述调

节机构锁止后，通过吸收从所述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以抵消所述座椅对乘用人

员的冲击。

[0008] 可选地，所述阻尼器包括：

[0009] 筒状结构的橡胶弹簧，其嵌套于所述主体支架的坐垫后连杆上；

[0010] 嵌套于所述橡胶弹簧的外侧的连接套，所述连接套与所述调节机构刚性连接；

[0011] 其中，所述阻尼器配置成通过所述连接套将所述调节机构受到的冲击力传递至所

述橡胶弹簧，所述橡胶弹簧通过形变以吸收从所述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

[0012] 可选地，所述调节机构包括：

[0013] 高调齿板，其具有相对的第一端和第二端，所述第一端与所述主体支架相连，所述

第二端与所述连接套刚性连接；

[0014] 高调器，安装于与所述主体支架的坐垫侧板上，通过与所述高调齿板配合以改变

所述座椅的高度。

[0015] 可选地，所述高调齿板的所述第二端设置有沿厚度方向贯穿所述高调齿板的安装

孔，所述高调齿板通过所述安装孔嵌套于所述连接套的周壁或安装于所述连接套的侧壁。

[0016] 可选地，所述连接套通过焊接的方式与所述高调齿板固定连接。

[0017] 可选地，所述连接套与所述橡胶弹簧之间通过胶黏的方式固定连接。

[0018] 可选地，所述连接套沿其轴向方向的长度与所述橡胶弹簧沿其轴向方向的长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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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0019] 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车辆，所述车辆的内部设置有至少一个如上

述的座椅。

[0020] 本实用新型的用于车辆的座椅，由于在主体支架和所述调节机构之间安装了阻尼

器，阻尼器配置成在调节机构锁止后，通过吸收从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以抵消

座椅对乘用人员的冲击。采用上述结构，在车辆处于颠簸路段时，可以通过阻尼器有效减少

颠簸对人体的冲击，同时又能很好的保证座椅本身的动态及静态舒适性。

[0021]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的阻尼器包括橡胶弹簧和连接套。橡胶弹簧为筒状结构，其

嵌套于主体支架的坐垫后连杆上。连接套嵌套于橡胶弹簧的外侧，连接套与调节机构刚性

连接；其中，阻尼器配置成通过连接套将调节机构受到的冲击力传递至橡胶弹簧，橡胶弹簧

通过形变以吸收从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采用上述结构的阻尼器，橡胶弹簧直

接注塑到坐垫后连杆上，使坐垫后连杆成为橡胶弹簧的内连接杆，使得传统意义的四连杆

刚性锁止被打破，座椅通过力的平衡使乘员保持在一个高度上，当驾驶过程中出现突然激

励，橡胶弹簧会发生变形，吸收由车辆地板传递上来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乘员免受冲击的

作用。

[0022] 根据下文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更

加明了本实用新型的上述以及其他目的、优点和特征。

附图说明

[0023] 后文将参照附图以示例性而非限制性的方式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具体实

施例。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标示了相同或类似的部件或部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

这些附图未必是按比例绘制的。附图中：

[0024] 图1是现有技术中具有可调节功能的座椅的示意性结构简图；

[0025] 图2是根据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座椅的示意性结构简图；

[0026] 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个实施例的座椅的示意性装置图；

[0027] 图4是图3所示座椅中的阻尼器安装位置的示意性局部放大图。

[0028] 图5是图3所示座椅中的阻尼器安装位置的示意性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图1是现有技术中具有可调节功能的座椅100的示意性结构简图。图2是根据本实

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座椅100的示意性结构简图。图3是根据本实用新型另一个实施例的座

椅100的示意性装置图。图4是图3所示座椅100中的阻尼器1安装位置的示意性局部放大图。

图5是图3所示座椅100中的阻尼器1安装位置的示意性分解图。下面参照图1至图5来描述本

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座椅100，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描述中，“第一”“第二”等词仅是为了便于

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名称或

方位，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30] 如图1所示，车辆上可调节的座椅100一般性地包括主体支架3和设置于主体支架3

上用于调节座椅100高度的调节机构2。可调节的座椅100大都采用四连杆机构，通过调节机

构2实现高度调节，调节机构2一般包括高调齿板21和高调器22，高调齿板21焊接到坐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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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31上，高调器22与坐垫侧板23铰接，通过高调齿板21和高调器22之间的配合，实现座椅

100的高度锁止。这种锁止结构是刚性锁止结构，在受到冲击时并不能起到缓冲作用。

[0031] 如图2所示，为了有效减少座椅100在颠簸路段中对乘坐人员的冲击，在主体支架3

和调节机构2之间增加阻尼器1，阻尼器1配置成：在调节机构2锁止后，通过吸收从车辆的地

板传递的至少部分能量以抵消座椅100对乘用人员的冲击。采用上述结构，在车辆处于颠簸

路段时，可以通过阻尼器1有效减少颠簸对人体的冲击，同时又能很好的保证座椅100本身

的动态及静态舒适性。

[0032] 在一个优选地实施例中，参考图3至图5，阻尼器1包括橡胶弹簧11和连接套12。橡

胶弹簧11为筒状结构，其嵌套于主体支架3的坐垫后连杆31上。连接套12嵌套于橡胶弹簧11

的外侧，连接套12与调节机构2刚性连接；其中，阻尼器1配置成通过连接套12将调节机构2

受到的冲击力传递至橡胶弹簧11，橡胶弹簧11通过形变以吸收从车辆的地板传递的至少部

分能量。为了避免连接套12与橡胶弹簧11之间产生位移，影响座椅100性能，连接套12与橡

胶弹簧11之间可以通过胶黏的方式固定连接。

[0033] 采用上述结构的阻尼器1，橡胶弹簧11直接注塑到坐垫后连杆31上，使坐垫后连杆

31成为橡胶弹簧11的内连接杆，使得传统意义的四连杆刚性锁止被打破，座椅100通过力的

平衡使乘员保持在一个高度上，当驾驶过程中出现突然激励(例如上下颠簸等)，橡胶弹簧

11会发生变形，吸收由车辆地板传递上来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乘员免受冲击的作用。同

时，橡胶弹簧11与传统意义的机械弹簧不同，可以通过弹簧外形的设计，使弹簧在不同变形

角度下，参与变形的材料体积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弹簧刚度的变化。变刚度弹簧在乘员动态

行驶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提高座椅100的动态舒适性。

[0034] 进一步地，采用圆环形的阻尼器1套装于坐垫后连杆31上，可以使坐垫后连杆31受

到的力均匀分布在一个面内，而不是一个点或一条线上，有效增加接触面积，提高减振效

果。

[0035] 继续参考图4，调节机构2包括高调齿板21和高调器22，高调齿板21具有相对的第

一端和第二端。第一端与主体支架3相连，具体地，第一端通过螺栓或其他连接方式固定到

主体支架3上。第二端与连接套12刚性连接，具体地，参考图5，高调齿板21的第二端设置有

沿厚度方向贯穿高调齿板21的安装孔24，安装孔24穿过坐垫后连杆31后，高调齿板21的侧

壁固定于连接套12的侧壁，可以采用焊接的方式连接或其他连接方式。

[0036] 在其他实施例中，高调齿板21还可以通过安装孔24嵌套于连接套12的周壁。具体

地，连接套12可以通过焊接的方式与高调齿板21固定连接。连接套12还可以以其他连接方

式与高调齿板21固定，例如：通过齿轮啮合的方式，连接套12的外表面配置成齿轮状，安装

孔24的内表面设置成与齿轮相啮合的对应的结构，两者安装后相互啮合。高调器22安装于

与主体支架3的坐垫侧板23上，通过与高调齿板21配合以改变座椅100的高度。

[0037] 在一个进一步地实施例中，连接套12沿其轴向方向的长度与橡胶弹簧11沿其轴向

方向的长度相等。在其他实施例中，连接套12沿其轴向方向的长度还可以略大于橡胶弹簧

11的长度，避免橡胶弹簧11与高调齿板21接触。

[0038]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车辆，车辆的内部设置有至少一个上述实施例中所述的

座椅100，以提高车辆舒适性。

[0039] 至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认识到，虽然本文已详尽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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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示例性实施例，但是，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仍可根据本实用新型公

开的内容直接确定或推导出符合本实用新型原理的许多其他变型或修改。因此，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应被理解和认定为覆盖了所有这些其他变型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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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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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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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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