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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动机罩内控扣手及拉索总成 

 

 

 

 

 

 

 

 

 

 

 

 

 

 



1.前围板(BYDF3-5301126) 

2.左前轮罩板（BYDF3-5301145） 

3.水箱上横梁总成(BYDF3-5301760） 

4.发动机罩锁紧装置总成（BYDF3-8402180） 

发动机罩内控扣手及拉索总成安装时先穿过零件 1，然后过零件 2，顺着零件 3与零件 4连接，最后将发动机罩内控扣手与仪表板安装。注意拉索穿过零件 2后走线与

线束走线一致。其中在零件 2上有一前轮罩堵盖（BYDF3-5302123），拉索将穿过堵盖，并在零件 3上用卡扣固定。 
二、 挡风玻璃 

     挡风玻璃是用一种特殊类型的胶粘剂安装的。至于挡风玻璃的更换，重要的是使用一种能够提供表面粘合力强度的胶粘剂以及采用适当的程序进行。 
注意： 

1、当使用由其它生产厂家生产的底漆和玻璃胶时，一定要参照由他们提供的使用说明书。如果在下面作业中疏忽或错用玻璃胶的话，则会影响其自身原有的胶粘性能。因此，在

工作之前，注意仔细阅读所使用的玻璃胶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明书和牌号，并在整个工作期间务必采用该程序，及遵守每一个注意事项。 

2、 如果有涂层的表面被刮伤或用其它方法损坏的话，一定要修补损坏部分，否则会从那里开始腐蚀。 

准备工具： 

 锥子 

 琴钢丝 

 刷底漆的刷子（2 把） 

 刀具 

 橡胶吸盘抓手 

 密封剂枪（用于填充胶粘剂） 

 腻子刮铲（用于修整胶粘部分） 

前挡风玻璃的拆卸： 

1）清理玻璃内外和它的周边部分。 

2）拆卸雨刮器支臂。 

3）拆卸顶盖侧密封条。 

4）用胶带遮盖玻璃周边的车身部分，以防止车身部分损坏。 

5）拆卸（或切断）挡风玻璃周围的密封胶条，直到露出挡风玻璃的边缘。 

6）用锥子钻一个孔穿透胶粘剂，并将琴钢丝从中穿过。 

7）用琴钢丝分解玻璃周围的胶粘剂,注意前挡风玻璃上的两处固定点（如下图所示）。 



 
注意： 

琴钢丝尽可能靠近玻璃，以防止损坏到车身。 

 

8）用小刀修整车身粘接部分的胶粘剂，使其各处的厚度为1-2mm。 

注意： 

在使用刀具修整车身前，用酒精或类似的东西清洗车身粘接部分，以除去上面的油脂。 

9）在重新装配玻璃前，将玻璃上旧的密封胶条和胶粘剂清除掉。 

前挡风玻璃的安装： 

1）用清洗剂清洗留在车身上（或挡风玻璃边缘）需要与挡风玻璃粘接的表面部分。（让其至少干燥10分钟。） 



2）彻底清洗旧胶条、油漆和露出金属的接触表面。如果油漆和露出金属的接触表面完全露出，对车身涂底漆时，注意不要将底漆涂到保留在车身上胶粘剂的表面。 

注意： 

 正确操作和干燥时间，一定要参照底漆生产厂说明书进行。 

 不要触摸与玻璃需要粘接的车身和旧胶粘剂表面。 

3）将新的胶条安装到玻璃上。为便于安装，将胶条在35℃（95℉）温度下，加温一个半小时。 

4）用干净布擦净与车身粘接部分的玻璃表面。如果使用清洗溶剂清洗，则让其至少干燥10 分钟。 

5）用新刷子，将要与车身相粘接的玻璃表面周围涂上足够的底剂，宽度约为15mm。 

注意： 

 对于正确操作和干燥时间一定参照生产厂的说明书。 

 不要触摸底漆涂层表面。 

6）在前挡风玻璃上贴上挡风玻璃塞条，并涂胶粘剂。 

注意： 

 从玻璃的底边开始。 

 小心不要损坏底漆。 

 涂完后，将玻璃尽快压在车身上。 

 涂完后，对安装和搬运玻璃，使用橡胶吸盘抓手。 

 在10 分钟内完成步骤6-7，以确保有足够的粘合力。 

 对于正确的操作和干燥时间一定参照胶粘剂生产厂的说明书。 

7）握住橡胶吸盘抓手，将玻璃压入到车身上，同时轻拍玻璃表面和胶条四周，使玻璃完全贴靠到车身。 

注意： 

小心不要损坏玻璃表面或车身。 

8）安装顶盖侧密封条。 

9）等胶粘剂固化后，通过从软管里的水洒向车窗来检查是否渗水。如果发现渗漏，擦干玻璃，用胶粘剂填充渗漏的位置。填充后，如果还发现渗漏，拆卸玻璃，并按上述安装步

骤重新开始安装。 

注意： 

不要使用高压水。 

干燥时，不要将压缩空气直接对着涂胶的部位。 

对于干燥，不要使用红外线灯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完成上述安装后，注意以下事项： 

 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车门突然关闭可能导致玻璃松动或脱落。因此，如果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打开或关闭车门，确信打开所有的车门玻璃和采用正当的方法。 

 如果胶条没有完全贴靠，用胶带将其压住直到胶粘部位完全粘着。 

 每种胶粘剂都有其自身的固化时间。确信参照生产厂家的说明书，检查所使用胶粘剂的固化时间，在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观察所需采取的措施。 



 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禁止驾驶，以便确保其彻底和充分的固化。 

10）安装雨刮器。 

 

后挡风玻璃的拆卸： 

1）清理玻璃内外和它的周边部分。 

2）断开与后挡风玻璃连接的接插件。 

注意： 

断开插接件时，不可拉电缆线，而应首先松开插接件的锁卡，然后握住插接件并将其拉开。 

3）拆卸顶盖侧密封条。 

4）用胶带遮盖玻璃周边的车身部分，以防止车身部分损坏。 

5）拆卸（或切断）后挡风玻璃周围的密封胶条，直到露出后挡风玻璃的边缘。 

6）用锥子钻一个孔穿透胶粘剂，并将琴钢丝从中穿过。 

7）用琴钢丝分解玻璃周围的胶粘剂,注意前挡风玻璃上的两处固

定点（如左图所示，距离玻璃边缘为178mm）。 

 

注意： 

琴钢丝尽可能靠近玻璃，以防止损坏到车身。 

8）用小刀修整车身粘接部分的胶粘剂，使其各处的厚度为1-2mm。 

注意： 

在使用刀具修整车身前，用酒精或类似的东西清洗车身粘接部

分，以除去上面的油脂。 

9）在重新装配玻璃前，将玻璃上旧的密封胶条和胶粘剂清除掉。 

后挡风玻璃的安装： 

1）用清洗剂清洗留在车身上（或挡风玻璃边缘）需要与挡风玻

璃粘接的表面部分。（让其至少干燥10分钟。） 

2）彻底清洗旧胶条、油漆和露出金属的接触表面。如果油漆和

露出金属的接触表面完全露出，对车身涂底漆时，注意不要将底

漆涂到保留在车身上胶粘剂的表面。 

注意： 

 正确操作和干燥时间，一定要参照底漆生产厂说明书进行。 

 不要触摸与玻璃需要粘接的车身和旧胶粘剂表面。 



3）将新的胶条安装到玻璃上。为便于安装，将胶条在35℃（95℉）温度下，加温一个半小时。 

4）用干净布擦净与车身粘接部分的玻璃表面。如果使用清洗溶剂清洗，则让其至少干燥10 分钟。 

5）用新刷子，将要与车身相粘接的玻璃表面周围涂上足够的底剂，宽度约为15mm。 

注意： 

 对于正确操作和干燥时间一定参照生产厂的说明书。 

 不要触摸底漆涂层表面。 

6）在后挡风玻璃上涂胶粘剂。 

注意： 

 从玻璃的底边开始。 

 小心不要损坏底漆。 

 涂完后，将玻璃尽快压在车身上。 

 涂完后，对安装和搬运玻璃，使用橡胶吸盘抓手。 

 在10 分钟内完成步骤6-7，以确保有足够的粘合力。 

 对于正确的操作和干燥时间一定参照胶粘剂生产厂的说明书。 

7）握住橡胶吸盘抓手，将玻璃压入到车身上，同时轻拍玻璃表面和胶条四周，使玻璃完全贴靠到车身。 

注意： 

小心不要损坏玻璃表面或车身。 

8）安装顶盖侧密封条。 

9）等胶粘剂固化后，通过从软管里的水洒向车窗来检查是否渗水。如果发现渗漏，擦干玻璃，用胶粘剂填充渗漏的位置。填充后，如果还发现渗漏，拆卸玻璃，并按上述安装步

骤重新开始安装。 

注意： 

不要使用高压水。 

干燥时，不要将压缩空气直接对着涂胶的部位。 

对于干燥，不要使用红外线灯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完成上述安装后，注意以下事项： 

 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车门突然关闭可能导致玻璃松动或脱落。因此，如果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打开或关闭车门，确信打开所有的车门玻璃和采用正当的方法。 

 如果胶条没有完全贴靠，用胶带将其压住直到胶粘部位完全粘着。 

 每种胶粘剂都有其自身的固化时间。确信参照生产厂家的说明书，检查所使用胶粘剂的固化时间，在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观察所需采取的措施。 

 胶粘部位完全粘着前，禁止驾驶，以便确保其彻底和充分的固化。 

10）插上所有与后挡风玻璃连接的接插件。 

三、安全带 

警告： 



适用于配备安全带预紧器的辅助约束安全气囊系统的车辆对安全气囊系统的部件或线路进行检修及对其外围部件或线路进行维修操作,应由比亚迪公司授权的经销商或维修网点

负责。 

注意： 

 当拆卸了紧固件时，一定要把它们装回原位。如果某紧固件需要更换，则应当使用带有相同的零件号的紧固件。如果找不到零件号相同的紧固件，可以使用一件尺寸相同、

强度相同（或较高）的紧固件。对于那些不能重复使用的紧固件，或者需要螺纹锁止的紧固件，应当把它们从汽车里清除出去。对于要求指定紧固扭矩的紧固件，重新安装

时，应当把它们紧固至指定的扭矩。如果没能遵守上述要求，则可能会导致部件或系统的损坏。 

 如果安全带预紧器（卷收器）从91.4cm以上高处掉落,应将其更换。 

 安全带及其附件可影响车辆的主要组件和系统。因此，须仔细检查并使用原厂配件更换。 

 不要重新使用已经触发过的预紧器（卷收器），而应以总成的形式更换预紧器。 

 如有必要对安全带进行更换，将带扣锁和ELR（或带子）作为成套件一道更换。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保证将锁舌和带扣锁能锁在一起。 

 

1、安全带预紧器 

驾驶员和副驾驶座椅安全带备有预紧器装置为选装件。预紧器混装到卷收器中并由SDM 控制，预紧器是安全气囊系统组件的一个部分。当发生在汽车正面撞击力超过规定值时，预

紧器和安全气囊将同时被触发。当对预紧式的安全带（卷收器）进行维修时，务必遵守所有的“警告”及“注意”。 

2、前排安全带（预紧器） 



拆卸： 

1）从蓄电池上断开负极电缆。 

2）使安全气囊系统失效。 

3）断开B柱边缘安全带预紧器的插接件。 

4）从车身上卸下前安全带总成。 

安装： 

安装顺序和拆卸顺序相反，但必须注意以下各点： 

 安全带螺杆应为英制细螺纹（7/16－20UNF）。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用不同尺寸的螺纹或公制螺纹。 



 牢固接上安全带预紧器的插接件。 

 务必将固定螺栓拧紧到规定的扭矩，参照上图。 

拧紧扭矩（a）：35N·m（93.5kg·m,25.5lb·ft） 

3、后排安全带 

 

  
 



 
 
 
4、安全带维修的注意事项 

在修理和更换安全带之前，请对照下列安全事顶： 

 安全带应与卷收器及带扣锁保持正常的连接关系。 

 不要让锋利及破坏性物体接近安全带。 

 避免弄弯或损坏带扣锁或锁片的任何部分。 

 不要将带子漂白或染色（只能用中性肥皂及温水进行清洗）。 

 安装安全带时，用手预紧螺杆，以避免乱丝。 

 不要试图对卷收器或卷收器盖进行修理，应采用新的总成代替失效的总成。 

 务必保持带体干燥清洁。 

 如果存在有问题的零部件，将之更换。 

 更换被切割或其它损坏的带子。 

 不要把东西填到供安全带带子穿过的装饰板孔中。 

对装有预紧式的安全带务必遵守下列说明事项： 

 许多修理程序需要断开“安全气囊”保险丝、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模块（驾驶员及副驾驶）的触发器电路，以避免意外爆开。 

 不要给安全气囊系统接上电源，除非所有的部件连接上了或诊断图表上要求通电，这样做也会设置故障诊断代码。 

 决不可使用从其它汽车上拆卸的安全气囊的零部件。 

 如果汽车要暴露在93℃（2000F）的环境里（例如在烤漆工艺过程中），应将安全气囊系统拆移。 

 维修时，安全气囊系统的零部件如有可能受到撞击，应先将这些零件拆移。 

 使用电焊时，务必分别将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及安全带预紧器的插接件（驾驶员及副驾驶）拆移。 

 安全气囊系统及其相关部件周围进行涂漆，须小心进行，以防导线或插接件暴露在漆雾之下。 

 决不可将安全气囊系统的零部件直接暴露在热空气里（喷漆后干燥或烘烤汽车）或火焰附近。 

 

 

 

 

 

 

 



四、 前门 

 
 
 
 
 
 

1   BYDF3-6103200 右前车窗总成 

2   BYDF3-6107116 右前侧车门玻璃密封条 

3   BYDF3-6104020 右前车窗玻璃升降器总成 

4   BYDF3-6106120 右前侧门上铰链组件 

5   BYDF3-6106140 右前侧门下铰链组件 

6   BYDF3-6109120 右前侧门限位器总成 

7   BYDF3-6107112 右前侧车门密封条 

8   BYDF3-6107114 右前侧门框密封条 

9   BYDF3-6105120 右前侧门外拉手总成 

10  BYDF3-6105140 右前侧门锁体 

11  BYDF3-6105160 右侧车门内扣手总成 

12  BYDF3-6105141 侧门锁环 

 

 

 

 

 

 

1、 前门玻璃 



拆卸 

1） 拆下前门玻璃升降器开关总成。 

2） 拆卸前门装饰护板。 

3） 拆卸前门密封薄膜。 

4） 接上玻璃升降器开关，将门窗玻璃降到合理的位置（使玻璃的两个安装孔露出）。 

5） 拆卸玻璃安装螺栓。 

6） 取下前车门玻璃。 

安装 

与拆卸时相反的顺序来安装车门玻璃，注意下列各点： 

 当安装玻璃时，检查玻璃顶部与玻璃滑槽是否均匀地接触，及上下移动是否平稳。 

 用胶粘剂牢牢的粘住车门密封薄膜。 

 

2、 玻璃升降器 

拆卸 

1）请参照“前门玻璃”拆卸过程，拆卸车门玻璃。 

2）断开电动玻璃升降器的电机线束。 

3）拆卸玻璃升降器螺栓，并穿过孔取出玻璃升降器。 

检验 

1）检查玻璃升降器滑动和旋转零件是否需要润滑。 

2）检查滚轮是否磨损和损坏。 

安装 

与拆卸相反的顺序来安装前窗玻璃升降器，注意： 

 在安装玻璃时，检查玻璃顶部与玻璃滑槽是否均匀地接触及玻璃上下移动是否平稳。 

3、 车门锁 

拆卸 

1）拆下前门玻璃升降器开关总成。 

2）拆卸前门装饰护板。 

3）拆卸前门密封薄膜。 

4）在断开每个控制杆的接头后，拆卸前门内扣手、外把手和车门锁机总成。 

安装 

与拆卸时相反的顺序来安装，注意下列各点： 

 安装锁环。 



上下移动锁环，以便使其轴与门锁凹槽的中心近似在一条直线上。 

注意： 

锁环应水平放置并垂直移动，不要调节门锁。 

 使车门在关闭时与车身保持接触。 

注意： 

在锁环的接合处定期注入机油或润滑脂。 

4、前车门总成 

拆卸 

1） 拆卸前翼子板。 

2） 断开车门线束。 

3） 拆卸车门限位器。 

4） 用千斤顶，在千斤顶和车门面板之间垫一块木块来支撑车门面板。 

5） 拧松铰链安装螺栓以拆卸车门总成。 

安装 

按与拆卸相反的步骤来安装前车门。 

 在铰链安装面处涂密封剂并给旋转零件涂上润滑脂。 

 当密封条硬化时，会导致漏水。在这种情况下，用新的密封条更换。 

 参照“车门锁安装”来调整车门锁环的位置，以便车门正确定位。 

 使车门关闭时与车身保持接触。 

 安装完之后，打开和关闭车门以检查其间隙。当有间隙时须需调整。 

 

 

 

 

 

 



五、 后门 

 

 

1   BYDF3-6203200 右后侧车窗总成 

2   BYDF3-6203140 右后侧门角窗总成 

3   BYDF3-6203124 右后侧门角窗玻璃密封胶圈 

4   BYDF3-6207118 右后侧门窗玻璃密封条 

5   BYDF3-6203118 右后侧车窗玻璃托架压条 

6   BYDF3-6203120 右后侧车窗玻璃托架总成 

7   BYDF3-6204020 右后车窗玻璃升降器总成 

8   BYDF3-6207112 右后侧车门密封条 

9   BYDF3-6206120 右后侧门上铰链组件 

10  BYDF3-6206140 右后侧门下铰链组件 

11  BYDF3-6209120 右后侧门限位器总成 

12  BYDF3-6207114 右后侧门框密封条 

13  BYDF3-6205120 右后侧门外拉手总成 

14  BYDF3-6105160 右侧车门内扣手总成 

15  BYDF3-6205140 右后侧门锁体 

16  BYDF3-6105141 侧门锁环 

 

 

 

 

 

 

1、后门玻璃 



拆卸 

1）拆下后门玻璃升降器开关总成。 

2）拆卸后门装饰护板。 

3）拆卸后门密封薄膜。 

4）拆卸后车门活动导轨，取下三角窗玻璃以免损坏。 

5）取下后车门玻璃。 

安装 

与拆卸时相反的顺序来安装车门玻璃，注意下列各点： 

 当安装玻璃时，检查玻璃顶部与玻璃滑槽是否均匀地接触，及上下移动是否平稳。 

 用胶粘剂牢牢的粘住车门密封薄膜。 

 

2、 玻璃升降器 

拆卸 

1）请参照“后门玻璃”拆卸过程，拆卸后车门玻璃。 

2）断开电动玻璃升降器的电机线束。 

3）拆卸玻璃升降器螺栓，并穿过孔取出玻璃升降器。 

检验 

1）检查玻璃升降器滑动和旋转零件是否需要润滑。 

2）检查滚轮是否磨损和损坏。 

安装 

与拆卸相反的顺序来安装前窗玻璃升降器，注意： 

 在安装玻璃时，检查玻璃顶部与玻璃滑槽是否均匀地接触及玻璃上下移动是否平稳。 

3、 后车门锁 

拆卸 

1）拆下后门玻璃升降器开关总成。 

2）拆卸后门装饰护板。 

3）拆卸后门密封薄膜。 

4）拆卸后车门活动导轨，取下三角窗玻璃以免损坏。 

4）在断开每个控制杆的接头后，按先后顺序拆卸前门内扣手、后车门锁总成。（后车门外拉手最后拆卸） 

安装 

与拆卸时相反的顺序来安装，注意下列各点： 

 安装锁环。 



上下移动锁环，以便使其轴与门锁凹槽的中心近似在一条直线上。 

注意： 

锁环应水平放置并垂直移动，不要调节门锁。 

 使车门在关闭时与车身保持接触。 

注意： 

在锁环的接合处定期注入机油或润滑脂。 

4、后车门总成 

拆卸 

1）断开车门线束。 

2）拆卸车门限位器。 

3）用千斤顶，在千斤顶和车门面板之间垫一块木块来支撑车门面板。 

4）拧松铰链安装螺栓及螺母以拆卸车门总成。（拆卸后车门上铰链时拧松螺母，拆卸下铰链时拧松螺栓） 

安装 

按与拆卸相反的步骤来安装前车门。 

 在铰链安装面处涂密封剂并给旋转零件涂上润滑脂。 

 当密封条硬化时，会导致漏水。在这种情况下，用新的密封条更换。 

 参照“车门锁安装”来调整车门锁环的位置，以便车门正确定位。 

 使车门关闭时与车身保持接触。 

 安装完之后，打开和关闭车门以检查其间隙。当有间隙时须需调整。 

 

六、 座椅总成 

一、 座椅的准备工作（工具） 

保护带 避免表面损坏 

扭矩扳手  

二、 座椅的扭矩规格 

紧固件 Ｎ．ｍ ｋｇｆ．ｃｍ ｆｔ．ｌｂｆ 

前排座椅总成    

主驾驶总成 X车身 20.4 208 15 

副驾驶总成 X车身 20.4 208 15 

后排座椅总成    

座椅背铰链总成Ｘ座椅背架 18.1 185 13 



中央座椅背铰链总成Ｘ座椅背架 18.1 185 13 

中央座椅背铰链总成Ｘ车身 20.4 208 15 

    

三、 主驾驶总成组件和检修 

组件 

 

 

 

组合螺栓
20.4（208，15）

20.4（208，15）

20.4（208，15）
组合螺栓

组合螺栓 

滑轨支撑护板卡扣
座椅主驾驶

左

滑轨座椅主驾驶

支撑护板

后支撑护板右

座椅滑轨主驾驶

前支撑护板右

前排座椅滑轨

 

 

 

 

 

 

 

 

 

 

 

 

 

 

检修提示： 

 安装步骤和拆卸步骤相反，因此，只对安装的额外步骤做了详细说明。 

 没有标扭矩规范的螺栓列在标准螺栓表中。 

1.拆下主驾驶座椅滑轨左支撑护板 

a.拆下 1个卡扣 

小心：如果拆卸时损坏卡扣，则更换卡扣 

b.拆下主驾驶座椅滑轨左支撑护板 

2.拆下前排座椅右前支撑护板 

3.拆下主驾驶座椅右后支撑护板 

4.拆下主驾驶座椅前滑轨支撑脚 X车身 2个螺栓 



5.拆下主驾驶座椅后滑轨支撑脚 X车身 2个螺栓和主驾驶座椅总成 

6.安装主驾驶座椅后滑轨支撑脚 X车身 

a.用两个螺栓安装 

扭矩：20.4N.m(208kgf.cm,15ft.lbf) 

7.安装主驾驶座椅前滑轨支撑脚 X车身 

a.用两个螺栓安装 

扭矩：20.4N.m(208kgf.cm,15ft.lbf) 

8.安装主驾驶座椅滑轨右后支撑护板 

9.安装副驾驶座椅滑轨右前支撑护板 

10 安装副驾驶座椅左支撑护板 

a.安装主驾驶滑轨左支撑护板 

b.安装一个卡扣 

四、 副驾驶总成和检修 

组件 

 

 

 

 

 

 

 

 

 

 

 

 

 

检修提示： 

 安装步骤和拆卸步骤相反，因此，只对安装的额外步骤做了详细说明。 

 没有标扭矩规范的螺栓列在标准螺栓表中。 

1.拆下副驾驶座椅滑轨右支撑护板 

a.拆下 1个卡扣 



小心：如果拆卸时损坏卡扣，则更换卡扣 

b.拆下副驾驶座椅滑轨右支撑护板 

2.拆下副驾驶座椅滑轨左前支撑护板 

3.拆下副驾驶座椅滑轨左后支撑护板 

4.拆下副驾驶座椅前滑轨支撑脚 X车身 2个螺栓 

5.拆下副驾驶座椅后滑轨支撑脚 X车身 2个螺栓和副驶座椅总成 

6.安装副驾驶座椅后滑轨支撑脚 X车身 

a.用两个螺栓安装 

扭矩：20.4N.m(208kgf.cm,15ft.lbf) 

7.安装副驾驶座椅前滑轨支撑脚 X车身 

a.用两个螺栓安装 

扭矩：20.4N.m(208kgf.cm,15ft.lbf) 

8.安装副驾驶座椅滑轨左后支撑护板 

9.安装副驾驶座椅滑轨左前支撑护板 

10 安装副驾驶座椅右支撑护板 

a.安装副驾驶座椅滑轨右支撑护板 

b.安装一个卡扣 

 

 

 

 

 

 

 

 

 

 

 

 

 

 

 



五、后座椅总成的组件和检修 

组件 

 

 

 

 

 

 

 

 

 

 

 

 

 

 

 

 

 

 

 

 

 

检修提示： 

 骤 骤 对 额 骤 详细说安装步 和拆卸步 相反，因此，只 安装的 外步 做了 明。 

 没 标扭 规 标有 矩 范的螺栓列在 准螺栓表中。 

１. 头拆下 枕 

 

２. 垫总拆下后座椅 成 

   （ａ） 垫 个 将上拉座椅 前面的２ 突出部分，然后 其拆下。 

小心： 

衬垫 变 为 衬垫 变 图 两个 钩 边架容易 形。 了避免 架 形，一定要把手放在如 所示的 挂 旁 。 



    

 

 

 

 

 

 

 

 

 

 

３. 总拆下左后座椅背 成 

（ａ）拆下 2个卡子。 

 时损 则 换小心：如果拆卸 坏卡子， 更 卡子。 

（ｂ） 开 罩打 后座椅背 的前部。 

倾 总（ｃ）向前 斜座椅背 成。 

个（ｄ）拆下２ 螺栓和座椅背。 

  

 

 

 

 

４. 总拆下右后座椅背 成 

（ａ）拆下 2个卡子。 

    小心： 

      时损 则 换如果拆卸 坏卡子， 更 卡子。 

      （ｂ） 开 罩打 后座椅背 的前部。 

      倾 总（ｃ）向前 斜座椅背 成。 

      个（ｄ）拆下２ 螺栓和座椅背。 

 

 

５. 侧 总拆下左后 座椅背 成 



        侧（ａ）拆下螺栓和 座椅背。 

６. 拆下右 侧 总后 座椅背 成 

        （ａ 侧）拆下螺栓和 座椅背。 

铰链７．拆下后座椅背左  

                      铰链（ａ）拆下螺栓和 。 

铰链８．拆下后座椅背右  

                    铰链（ａ）拆下螺栓和 。 

 

9. 铰链拆下后座椅背中央  

   个 铰链（ａ）拆下２ 螺栓和 。 

１０. 总拆下扶手 成 

   丝 撬 铰链罩（ａ）用螺 刀 出扶手 。 

带 丝提示：使用前，用 子包住螺 刀尖部。 

 （ｂ）拆下螺栓和扶手。 

    

11. 铰链安装后座椅背中心  

(ａ) 个 铰链用２ 螺栓安装 。 

扭矩：２０．４Ｎ．ｍ（２０８ｋｇｆ．ｃｍ，１５ｆｔ．ｌｂｆ） 

12. 铰链安装后座椅背左  

铰链（ａ）用螺栓安装 。 

扭矩：１８．１Ｎ．ｍ（１８５ｋｇｆ．ｃｍ，１３ｆｔ．ｌｂｆ） 

 

 

 

 

 

 

 

1３. 铰链安装后座椅背右  

  铰链（ａ）用螺栓安装 。 

   扭矩：１８．１Ｎ．ｍ（１８５ｋｇｆ．ｃｍ，１３ｆｔ．ｌｂｆ） 

1４. 侧 总安装左后 座椅背 成 



  （ａ）用螺栓安装座椅背。 

   扭矩：７．８N．ｍ（８０ｋｇｆ．ｃｍ，６９ｉｎ．ｌｂｆ） 

 

 

 

 

 

 

 

 

 

1５. 侧 总安装右后 座椅背 成 

  （ａ）用螺栓安装座椅背。 

   扭矩：７．８N．ｍ（８０ｋｇｆ．ｃｍ，６９ｉｎ．ｌｂｆ） 

 

 

 

 

 

 

1６. 总安装左后座椅背 成 

   个（ａ）用２ 螺栓安装座椅背。 

    扭矩：１８．１Ｎ．ｍ（１８５ｋｇｆ．ｃｍ，１３ｆｔ．ｌｂｆ） 

   个（ｂ）安装２ 卡子。 

 

 

 

 

 

 

 

 



1７. 总安装右后座椅背 成 

个（ａ）用２ 螺栓安装座椅背。 

扭矩：１８．１Ｎ．ｍ（１８５ｋｇｆ．ｃｍ，１３ｆｔ．ｌｂｆ） 

                                       个（ｂ）安装２ 卡子。 

 

 

 

 

 

 

 

 

 

 

1８. 垫总安装后座椅 成 

车 钩 侧（ａ）在 身上牢靠挂一挂 （后 ）。 

（ｂ 将 插 个 钩 侧） 座椅背架 到２ 挂 上（前 ）。 

提示： 

认 垫确 座椅 安装牢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