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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

置，其主要特征是，基板通过定位块镶嵌到检具

本体机座上，在检具基板上加工三个同轴向的铰

孔，安装三个基准块，作为三次元检测的基准，并

刻上基准孔的坐标值以备以后校验,基准块，通

过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基板通过定位块镶嵌到检

具本体机座上。其优点是，在整个生产流程中，汽

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产

能，能够更好的保证座椅的质量，减少了人工的

劳动强度和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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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包括基座、基准块、基准定位块，导向支撑块、定位检测

销、地毯模拟件，其特征是，基板通过定位块镶嵌到检具本体机座上，在检具基板上加工三

个同轴向的铰孔，安装三个基准块，作为三次元检测的基准，并刻上基准孔的坐标值以备以

后校验,基准块，通过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基准定位块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

椅Ｘ向和Ｚ向定位，基准定位块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导向支撑块在

座椅上检具时起到辅助导向的作用，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拟左右组件

模拟装车状态时，车身上的C柱和侧围板的位置的轮廓状态，以便检测出与座椅配合面的间

隙和面差断差，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拟左右组件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

上,地毯模拟件模拟座椅装车时与地毯的相对位置和轮廓状态，以便检测出与座椅配合面

的间隙和面差断差，地毯模拟件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存销器/销绳

是为了防止检测销的丢失和磨损，将检测销装配上销绳与存销器连接，待使用完毕后，将检

测销放置于存销器中，以备使用，存销器/销绳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手动夹钳组件是座椅

的Z方向和X方向定位,手动夹钳组件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基板通过定位块镶嵌

到检具本体机座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第一基准块（4-1#），

第二基准块（4b-2#），第三基准块(4-3#)是在检具基板上加工三个同轴向的铰孔，安装三个

基准块，作为三次元检测的基准，并刻上基准孔的坐标值以备以后校验,第一基准块（4-

1#），第二基准块（4-2#），第三基准块(4-3#)，通过螺栓紧固到基板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第一基准定位块

（5A1），第二基准定位块（5B1）是座椅的承受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第一基

准定位块（5A1），第二基准定位块（5B1）由螺栓紧固到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第三基准定位块（6A2）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第三基

准定位块（6A2）由螺栓紧固到基板，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第四基准定位块

（7A3）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  第四基准定位块（7A3）由螺

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第五基准定位块

（8A4），第六基准定位块（8B2）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第五

基准定位块（8A4），第六基准定位块（8B2）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第七基准定位块

（9A5），第八基准定位块（9B3）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第七

基准定位块（9A5），第八基准定位块（9B3）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导向支撑块（11A、

11B、11C）是在座椅上检具时起到辅助导向的作用，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

拟组件左（12A）右组件（12B）是模拟装车状态时车身上的C柱和侧围板的位置的轮廓状态，

以便检测出与座椅配合面的间隙和面差断差，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拟组件左右组件由螺栓

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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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其特征是，C基准定位销(13)是

座椅的Ｙ向定位，C基准定位销(13)，固定端铣成D型，通过标准定位D型套，定位到第一基准

定位块（5A1）和第二基准定位块（5B1）上；

RPS定位检测销（14A、14Ｂ、14Ｃ、14Ｄ、14Ｅ、14Ｆ）是定位销为螺纹锁紧销，模拟PRS定

位点对座椅的进行定位和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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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特别是一种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汽车配件的加工行业中，汽车座椅在装车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装车状态，在生产

线上若每个成品以钢尺游标卡尺来量测各位置尺寸大小，速度比较慢，影响生产效率。使用

检具则可快速又简洁的完成检查工作，且提供最标准的量测方式，得出最准确的数据。减少

不良品的发生，在实际生产中为了使使用人员能快速、准确地检查出汽车座椅的各项待检

尺寸，我们开发了汽车座椅总成检具。检具是依照座椅外形和装车位置设计制作，不仅检验

形状面位置还可检测孔位的相对位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汽车座椅汽车座椅总

成检验装置

[0004] 总成检验装置。不仅检验形状面位置还可检测孔位的相对位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基座、基准块、基准定位块，导向支撑块、定

位检测销、地毯模拟件，其特征是，基板通过定位块镶嵌到检具本体机座上，在检具基板上

加工三个同轴向的铰孔，安装三个基准块，作为三次元检测的基准，并刻上基准孔的坐标值

以备以后校验,基准块，通过螺栓紧固到基板上。

[0006] 基准定位块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基准定位块

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导向支撑块在座椅上检具时起到辅助导向的

作用，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拟左右组件模拟装车状态时，车身上的柱

和侧围板的位置的轮廓状态，以便检测出与座椅配合面的间隙和面差断差。车身C柱和侧围

板模拟左右组件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地毯模拟件模拟座椅装车时

与地毯的相对位置和轮廓状态，以便检测出与座椅配合面的间隙和面差断差，地毯模拟件

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存销器/销绳是为了防止检测销的丢失和磨

损，将检测销装配上销绳与存销器连接，待使用完毕后，将检测销放置于存销器中，以备使

用。存销器/销绳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手动夹钳组件是座椅的Z方向和X方向定位。手动夹

钳组件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

[0007]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在整个生产流程中，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提高了生产效

率，提高产能，能够更好的保证座椅的质量，减少了人工的劳动强度和人工成本，从而增加

了厂家的竞争力。

附图说明

[000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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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汽车座椅总成检验装置组成内部结构图

[001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座椅的定位结构示意图

[001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座椅安装孔的检测示意图

[0012]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外形轮廓检测示意图

[0013] 图6是本实用新型处于等待产品检测状态示意图

[0014] 图7是本实用新型将待检座椅通过C基准定位销放置在A基准面和B基准面上示意

图

[0015] 图8是本实用新型将检测销固定到基准定位孔里，手动夹钳组件压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施例做进一步说明：

[0017] 由图1-5可知，本体机座1；推动把手2；检具基板3；第一基准块4-1#；第二基准块4-

2#；第三基准块4-3#；第一基准定位块5A1；第二基准定位块5B1；第三基准定位块6A2；第四

基准定位块7A3；第五基准定位块8A4；第六基准定位块8B2；第七基准定位块9A5；第八基准

定位块9B3；第九基准定位块10A6；第十基准定位块10A7；导向支撑块11A；导向支撑块11B；

导向支撑块11C；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拟组件左12A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拟组件右12B；C基准

定位销13；RPS定位检测销14A；  RPS定位检测销14B和14C；  RPS定位检测销14D；  RPS定位检

测销14E；RPS定位检测销14F；地毯模拟件左15A地毯模拟件15B右；存销器16；手动夹钳组件

17。

[0018] 座椅的承受面和定位面系统由A1，A2，A3，A4，A5和B1，B2，B3一共8个面组成。

[0019] C基准定位销是座椅的Ｙ向定位，C基准定位销，固定端铣成D型，通过标准定位D型

套，定位到第一基准定位块5A1，第二基准定位块5B1上。

[0020] RPS定位检测销14A/14Ｂ/14Ｃ/14Ｄ/14Ｅ/14Ｆ是定位销为螺纹锁紧销，模拟PRS

定位点对座椅的进行定位和压紧。地毯模拟件左15A右15B是模拟座椅装车时与地毯的相对

位置和轮廓状态，以便检测出与座椅配合面的间隙和面差断差，地毯模拟件左15A右15B由

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0021] 存销器/销绳是为了防止检测销的丢失和磨损，将检测销上装配上销绳与存销器

连接，待使用完毕后，将检测销放置于存销器中，以备使用。存销器/销绳由螺栓紧固到基板

上。

[0022] 手动夹钳组件是座椅的Z方向和X方向定位。手动夹钳组件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

[0023] 在取得座椅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后，根据图纸和设计要求来确定检具整体外形结

构、检验孔径大小、位置公差、和座椅于检具上的弹性空间等方面着手考虑，并衡量如何以

最少的零件及材料，设计出满足座椅装配要求的座椅检测检测设备。

[0024] 具体加工工艺是：

[0025] C  N  C：加工精准型面，能够根据数据加工出我们所需要的型面

[0026] 研磨：目的在于增加零件的平整度，减少在型削外形或钻孔时的加工误差。

[0027] 钻孔：使用不同大小的钻刀，依照图面设计位置及大小尺寸进行钻孔。

[0028] 线切割：利用线切割机将所需要的零件大小及外形，或是孔位置大小切割而成，可

增加零件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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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热处理：目的在于增加零件的强度，使零件本身硬度提高，减少使用中的磨损量及

变形量，而达到较高的使用寿命。

[0030] 放电处理：将已热处理过的零件及使用切削刀具无法加工或加工困难部份利用电

流作切削加工，以保证零件的精度。

[0031] 检具组装流程：

[0032] 座椅检具组立前应准备所需的各种工具及图面资料，检具总成图零件图、成品图，

检查图面是否有缺失或设计图面上是否有遗漏之处-利用量具依图面标注确认加工完成的

零件是否合乎设计尺寸-修整各零件之毛边-组立固定座、检测块-组立基准销、检测销-送

三次元检测，并调整误差

[0033] 本体机座1是整个设备的搭建基础，有转运功能,由40方管焊接而成。

[0034] 推动把手2是保证操作者在设备在转运的过程中的平稳顺畅操作。

[0035] 把手快插到本体基座上，由螺钉顶紧。

[0036] 检具基板3是高度基准，检具基板上面为基准面，以基准面为基准，在检具额面上

按车体坐标值以100mm将坐标线画出并标示坐标值，作为辅助检查，基准面不得上漆，基板

通过定位块镶嵌到检具本体机座上。

[0037] 第一基准块4-1#，第二基准块4b-2#，第三基准块4-3#是在检具基板上加工三个同

轴向的铰孔，安装三个基准块，作为三次元检测的基准，并刻上基准孔的坐标值以备以后校

验,第一基准块4-1#，第二基准块4b-2#，第三基准块4-3#，通过螺栓紧固到基板上。

[0038] 第一基准定位块5A1，第二基准定位块5B1是座椅的承受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

向和Ｚ向定位，第一基准定位块5A1，第二基准定位块5B1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

到基板上。

[0039] 第三基准定位块6A2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  第

三基准定位块6A2由螺栓紧固到基板，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0040] 第四基准定位块7A3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Ｘ向和Ｚ向定位,  第

四基准定位块7A3由螺栓紧固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0041] 第五基准定位块8A4，第六基准定位块8B2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

Ｘ向和Ｚ向定位。第五基准定位块8A4，第六基准定位块8B2由螺钉螺接到基板上，定位销定

位到基板上。

[0042] 第七基准定位块9A5，第八基准定位块9B3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椅

Ｘ向和Ｚ向定位，第七基准定位块9A5，第八基准定位块9B3由螺钉螺接到基板上，定位销定

位到基板上。

[0043] 第九基准定位块10A6，第十基准定位块10A7是座椅的承受面和座椅的定位面,座

椅Ｘ向和Ｚ向定位，第九基准定位块10A6，第十基准定位块10A7由螺钉螺接到基板上，定位

销定位到基板上

[0044] 导向支撑块11A/11B/11C是在座椅上检具时起到辅助导向的作用，由螺钉螺接到

基板上。

[0045] 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拟组件左12A右组件12B是模拟装车状态时车身上的C柱和侧

围板的位置的轮廓状态，以便检测出与座椅配合面的间隙和面差断差。车身C柱和侧围板模

拟组件左12A右组件12B由螺钉螺接到基板上，定位销定位到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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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C基准定位销13：座椅的Ｙ向定位。C基准定位销，固定端铣成D型，通过标准定位D

型套，定位到第一基准定位块5A1和第二基准定位块5B1。

[0047] RPS定位检测销14A/14Ｂ/14Ｃ/14Ｄ/14Ｅ/14Ｆ是定位销为螺纹锁紧销，模拟PRS

定位点对座椅的进行定位和压紧。

[0048] 地毯模拟件左15A右15B是模拟座椅装车时与地毯的相对位置和轮廓状态，以便检

测出与座椅配合面的间隙和面差断差，地毯模拟件左15A右15B由螺钉螺接到基板上，定位

销定位到基板上。

[0049] 存销器/销绳是为了防止检测销的丢失和将检测销上装配上销绳与存销器连接，

带使用完毕后，将检测销放置于存销器中，以备使用。存销器/销绳由螺钉螺接到基板上。

[0050] 手动夹钳组件是座椅的Z方向和X方向定位。手动夹钳组件由螺钉螺接到基板上。

[0051] 工作原理：

[0052] 座椅总成检具检测要素为座椅的安装点检测，和座椅蒙皮的外形如轮廓、曲面形

状检测，现将座椅总成检具检测原理及要点阐述如下

[0053] 座椅的定位夹紧，

[0054] 将检具上的A基准面1和B基准面2与座椅对应的基准面贴合，再以座椅上的C基准

孔为定位孔定位到C基准定位销上3，和夹钳组件共同完成定位，限制座椅的六个方向的自

由度，A基准面和B基准面限制了座椅的X方向和Z向的位移和Y向旋转，C基准定位销限制了Y

方向位移和Z向旋转。

[0055] 座椅的定位

[0056] 2.  座椅安装孔的检测：孔的检测内容主要包括孔的尺寸和位置，由于座椅检测孔

非常重要和精度要求高，采用的塞规和衬套1方式检测，塞规形状为一个带螺纹的阶梯状的

圆柱销，该圆柱销由导向部分2，螺纹部分3，检测部分4该部分根据图纸给定确定值，把手5，

衬套埋入定位块6中。

[0057] 座椅安装孔的检测

[0058] 3 .  外形轮廓的检测：由于座椅的蒙皮1左右两侧待检蒙皮的外形轮廓具有不规

则，呈自由曲面等特点，因此座椅外形轮廓检测的主要依据是检具的型面，也就是该检具上

的C柱2与侧围板3和地毯模拟4型面检测。采用比较法对座椅待检面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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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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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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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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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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