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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

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包括底座、电动伸缩杆、第一

下层冲压模具、摇摆电机、栏杆、卡板、应变片、供

给电机、丝杆、移动板、第二滑块、滚柱、液压杆、

盖子、电磁装置和第二上层冲压模具，所述底座

顶部开设有第一导轨，所述第一导轨内部设置有

第一滑块。本实用新型通过，技术效果在于，底

座、电动伸缩杆、摇摆电机、栏杆、应变片、供给电

机、丝杆、移动板、滚柱、液压杆、盖子、电磁装置

和第二上层冲压模具达到了便于更换冲压模具

的目的；优点在于，实现了工作强度高，更换汽车

座椅冲压模具时间较短，不影响正常工作，不用

拆卸和安装，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结构较为简

单，维修成本较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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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包括底座(1)、电动伸缩杆(5)、第一下层

冲压模具(6)、摇摆电机(9)、栏杆(10)、卡板(11)、应变片(12)、工作板(15)、供给电机(17)、

丝杆(18)、移动板(22)、第二滑块(23)、滚柱(25)、液压杆(26)、盖子(27)、电磁装置(28)、第

二上层冲压模具(29)和挡板(30)，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顶部开设有第一导轨(2)，所述

第一导轨(2)内部设置有第一滑块(7)，所述第一滑块(7)顶部设置有第一下层冲压模具

(6)，所述底座(1)顶部设置有摇摆电机(9)，所述摇摆电机(9)轴端设置有栏杆(10)，所述栏

杆(10)外表面设置有卡板(11)，所述栏杆(10)外表面设置有应变片(12)，所述应变片(12)

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应变片(12)对称，所述液压杆(26)底部设置有盖子(27)，所述盖子

(27)内部设置有电磁装置(2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底座(1)顶部开设有开口槽(3)，所述底座(1)顶部开设有第一凹槽(4)，所述底座(1)顶部设

置有电动伸缩杆(5)，所述电动伸缩杆(5)外表面设置有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所述第二下

层冲压模具(8)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滑块(7)，所述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顶部设置有第一

上层冲压模具(13)，所述底座(1)顶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杆(14)，所述支撑杆(14)设置有两

个，两个所述支撑杆(14)对称，所述支撑杆(14)顶部设置有工作板(15)，所述底座(1)内部

设置有挡板(3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工作板(15)顶部开设有第二导轨(16)，所述工作板(15)顶部设置有供给电机(17)，所述工

作板(15)顶部固定连接有立板(20)，所述立板(20)顶部设置有轴承(1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供给电机(17)轴端固定连接有丝杆(18)，所述丝杆(18)外表面设置有轴承(19)，所述丝杆

(18)外表面设置有移动台(21)，所述移动台(21)底部固定连接有移动板(2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移动板(22)两侧设置有第二滑块(23)，所述第二滑块(23)外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24)，所

述第二凹槽(24)内部设置有滚柱(25)，所述移动板(22)底部设置有液压杆(2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液压杆(26)设置有四个，四个所述液压杆(26)两两对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顶部设置有盖子(27)，所述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顶部设置有电磁

装置(28)。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

挡板(30)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挡板(30)对称，所述挡板(30)位于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的

第一凹槽(4)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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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

生产用冲压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是一种对汽车座椅进行冲压的装置。

[0003] 现有的汽车座椅冲压模具对模具拆卸过于麻烦，拆卸和安装的过程中耗费时间，

例如公告号CN201820622670.0公开的一种汽车座椅支架冲压模具，工作强度较低，更换汽

车座椅冲压模具时间较长，拆卸和安装花费时间较长，影响工作效率和效益，结构较为复

杂，维修成本较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来解决上述，工作强度低，更

换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时间较长，拆卸和安装花费时间较长，影响工作效率和效益，结构较为

复杂，维修成本较高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以解决技术

中，工作强度低，更换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时间较长，拆卸和安装花费时间较长，影响工作效

率和效益，结构较为复杂，维修成本较高的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

产用冲压模具，包括底座、电动伸缩杆、第一下层冲压模具、摇摆电机、栏杆、卡板、应变片、

供给电机、丝杆、移动板、第二滑块、滚柱、液压杆、盖子、电磁装置和第二上层冲压模具，所

述底座顶部开设有第一导轨，所述第一导轨内部设置有第一滑块，所述第一滑块顶部设置

有第一下层冲压模具，所述底座顶部设置有摇摆电机，所述摇摆电机轴端设置有栏杆，所述

栏杆外表面设置有卡板，所述栏杆外表面设置有应变片，所述应变片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

应变片对称，所述液压杆底部设置有盖子，所述盖子内部设置有电磁装置，解决上了工作强

度高，更换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时间较长，拆卸和安装花费时间较长，影响工作效率和效益，

结构较为复杂，维修成本较高的问题。

[0007] 优选的，所述底座顶部开设有开口槽，所述底座顶部开设有第一凹槽，所述底座顶

部设置有电动伸缩杆，所述电动伸缩杆外表面设置有第二下层冲压模具，所述第二下层冲

压模具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滑块，所述第二下层冲压模具顶部设置有第一上层冲压模具，

所述底座顶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杆，所述支撑杆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支撑杆对称，所述支撑

杆顶部设置有工作板，所述底座内部设置有挡板，电动伸缩杆用于推动第二下层冲压模具

进行移动。

[0008] 优选的，所述工作板顶部开设有第二导轨，所述工作板顶部设置有供给电机，所述

工作板顶部固定连接有立板，所述立板顶部设置有轴承，供给电机提供动力。

[0009] 优选的，所述供给电机轴端固定连接有丝杆，所述丝杆外表面设置有轴承，所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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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外表面设置有移动台，所述移动台底部固定连接有移动板，移动台通过丝杆的旋转而移

动。

[0010] 优选的，所述移动板两侧设置有第二滑块，所述第二滑块外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

所述第二凹槽内部设置有滚柱，所述移动板底部设置有液压杆，滚柱的设置是为了便于移

动板在工作板的第二导轨内部移动。

[0011] 优选的，所述液压杆设置有四个，四个所述液压杆两两对称，液压杆提供向下的压

力。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二上层冲压模具顶部设置有盖子，所述第二上层冲压模具顶部设

置有电磁装置，电磁装置是为了吸住第二上层冲压模具，并进行冲压工作。

[0013] 优选的，所述挡板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挡板对称，所述挡板位于第一下层冲压模

具的第一凹槽内部，挡板用于对第一下层冲压模具的固定。

[001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效果和优点：技术效果在于，底座、电

动伸缩杆、摇摆电机、栏杆、应变片、供给电机、丝杆、移动板、滚柱、液压杆、盖子、电磁装置

和第二上层冲压模具达到了便于更换冲压模具的目的；优点在于，实现了工作强度高，更换

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时间较短，不影响正常工作，不用拆卸和安装，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结

构较为简单，维修成本较低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第一下层冲压模具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电动伸缩杆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底座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栏杆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电磁装置的整体结构剖视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移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

[0022] 1、底座；2、第一导轨；3、开口槽；4、第一凹槽；5、电动伸缩杆；6、第一下层冲压模

具；7、第一滑块；8、第二下层冲压模具；9、摇摆电机；10、栏杆；11、卡板；12、应变片；13、第一

上层冲压模具；14、支撑杆；15、工作板；16、第二导轨；17、供给电机；18、丝杆；19、轴承；20、

立板；21、移动台；22、移动板；23、第二滑块；24、第二凹槽；25、滚柱；26、液压杆；27、盖子；

28、电磁装置；29、第二上层冲压模具；30、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附图对

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002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图1‑6所示的一种高强度汽车安全座椅生产用冲压模具，包

括底座1、电动伸缩杆5、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摇摆电机9、栏杆10、卡板11、应变片12、供给电

机17、丝杆18、移动板22、第二滑块23、滚柱25、液压杆26、盖子27、电磁装置28和第二上层冲

压模具29，底座1顶部开设有第一导轨2，第一导轨2内部设置有第一滑块7，第一滑块7顶部

设置有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底座1顶部设置有摇摆电机9，摇摆电机9轴端设置有栏杆10，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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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10外表面设置有卡板11，栏杆10外表面设置有应变片12，应变片12设置有两个，两个应变

片12对称，液压杆26底部设置有盖子27，盖子27内部设置有电磁装置28。

[0025] 底座1顶部开设有开口槽3，底座1顶部开设有第一凹槽4，底座1顶部设置有电动伸

缩杆5，电动伸缩杆5外表面设置有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底部固定连接

有第一滑块7，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顶部设置有第一上层冲压模具13，底座1顶部固定连接有

支撑杆14，支撑杆14设置有两个，两个支撑杆14对称，支撑杆14顶部设置有工作板15，底座1

内部设置有挡板30，工作板15顶部开设有第二导轨16，工作板15顶部设置有供给电机17，工

作板15顶部固定连接有立板20，立板20顶部设置有轴承19，供给电机17轴端固定连接有丝

杆18，丝杆18外表面设置有轴承19，丝杆18外表面设置有移动台21，移动台21底部固定连接

有移动板22，移动板22两侧设置有第二滑块23，第二滑块23外表面开设有第二凹槽24，第二

凹槽24内部设置有滚柱25，移动板22底部设置有液压杆26，液压杆26设置有四个，四个液压

杆26两两对称，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顶部设置有盖子27，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顶部设置有

电磁装置28，挡板30设置有两个，两个挡板30对称，挡板30位于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的第一

凹槽4内部。

[0026] 本实用工作原理：

[0027] 参照说明书附图1‑6，在使用本装置时，开始工作，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正常工作，有

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和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进行冲压工作，准备更换汽车座椅冲压模具时，

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沿着底座1的开口槽3进入待定区，再由电动伸缩杆5推动第二下层冲压

模具8至栏杆10位置，栏杆10的应变片12受力变形后将信号传给电动伸缩杆5停止伸缩，这

时的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部分的第一滑块7进入第一导轨2，将底座1上的挡板30撤走，启动

摇摆电机9旋转，抬起栏杆10，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和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完成最后一个冲

压时，电动伸缩杆5和液压杆26同步工作，液压杆26将盖子27和电磁装置28拉起，电磁装置

28不再供磁，不在吸附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这时的第二上层冲压模具29在第一下层冲压

模具6顶部，液压杆26回缩的时候，电动伸缩杆5伸长，将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和第二上层冲

压模具29挤出工作位置，由第二下层冲压模具8和第一上层冲压模具13代替，这时的液压杆

26伸出，将盖子27罩在第一上层冲压模具13的顶部，电磁装置28开始工作，供磁进行吸附第

一上层冲压模具13的顶部，电动伸缩杆5缩回，将第一下层冲压模具6和第二上层冲压模具

29移走后，挡板30插入底座1的第一凹槽4中，继续固定，快完工时，再次将准备好的模具放

入底座1的开口槽3进入待定区中，等待完成冲压后换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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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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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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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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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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