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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夹具

(57)摘要

一种夹具，所述夹具包括：第一臂；设置在所

述第一臂的端部的第一夹紧构件；连接于所述第

一臂并且能够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相对

于所述第一臂移动的连接臂；以及第二夹紧构

件，所述第二夹紧构件连接于所述连接臂以随所

述连接臂在所述第一位置和所述第二位置之间

移动。所述夹具还包括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臂移

动的第二臂和连接到所述第二臂的第三夹紧构

件。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第

二夹紧构件和所述第三夹紧构件能够与工件接

合以将工件夹紧在第二夹紧构件和第三夹紧构

件之间。当所述连接臂处于第二位置时，所述第

一夹紧构件和所述第三夹紧构件能够与工件接

合以将工件夹紧在所述第一夹紧构件和所述第

三夹紧构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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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包括：

第一臂；

第一夹紧构件，所述第一夹紧构件设置在所述第一臂的一端；

连接臂，所述连接臂连接于所述第一臂并且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臂在第一位置和第二

位置之间移动；

第二夹紧构件，所述第二夹紧构件连接于所述连接臂以随所述连接臂在所述第一位置

和所述第二位置之间移动；

第二臂，所述第二臂能够相对于第一臂移动；以及

第三夹紧构件，所述第三夹紧构件连接于所述第二臂，

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第二夹紧构件和所述第三夹紧构件能

够与工件接合以将所述工件夹紧在所述第二夹紧构件与所述第三夹紧构件之间，

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二位置时，所述第一夹紧构件和所述第三夹紧构件能

够与所述工件接合以将所述工件夹紧在所述第一夹紧构件与所述第三夹紧构件之间，以及

其中，所述第一夹紧构件从所述第一臂延伸并终止于远端，并且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

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第二夹紧构件叠盖所述远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第一夹紧构件是圆柱形的并构造成用于插入

斜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第一夹紧构件和所述连接臂中的一者包括止

动部，且所述第一夹紧构件和所述连接臂中的另一者包括凹部，所述凹部构造成接收所述

止动部以将所述连接臂保持在所述第一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所述夹具还包括：

第一手柄，所述第一手柄固定于所述第一臂；和

第二手柄，所述第二手柄枢转地连接于所述第一臂和所述第二臂，

其中，所述第二手柄朝向所述第一手柄的移动使所述第二臂朝向所述第一臂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连接臂在所述第一夹紧构件和所述第一手柄

之间枢转地连接至所述第一臂。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夹具，所述夹具还包括将所述第二手柄与所述第一手柄互连

的偏心连接机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第二夹紧构件枢转地连接于所述连接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夹具配

置为面夹具，并且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二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斜孔夹具。

9.一种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包括：

第一臂；

第一夹紧构件，所述第一夹紧构件设置在所述第一臂的一端；

连接臂，所述连接臂连接于所述第一臂并且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臂在第一位置和第二

位置之间移动；

第二夹紧构件，所述第二夹紧构件连接于所述连接臂以随所述连接臂在所述第一位置

和所述第二位置之间移动；

第二臂，所述第二臂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臂移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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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夹紧构件，所述第三夹紧构件连接于所述第二臂，

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面夹具，

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二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斜孔夹具，以及

其中，所述第一夹紧构件和所述连接臂中的一者包括止动部，并且所述第一夹紧构件

和所述连接臂中的另一者包括凹部，所述凹部构造成接收所述止动部以将所述连接臂保持

在所述第一位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夹具，所述夹具还包括：

第一手柄，所述第一手柄固定于所述第一臂；和

第二手柄，所述第二手柄枢转地连接于所述第一臂和所述第二臂，

其中，所述第二手柄朝向所述第一手柄的移动使所述第二臂朝向所述第一臂移动。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夹具，所述夹具还包括将所述第二手柄与所述第一手柄互

连的偏心连接机构。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连接臂在所述第一夹紧构件与所述第一手

柄之间枢转地连接到所述第一臂。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第一夹紧构件是圆柱形的。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第二夹紧构件枢转地连接于所述连接臂。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第一夹紧构件从所述第一臂延伸并终止于

远端，并且其中，当所述连接臂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第二夹紧构件叠盖所述远端。

16.一种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夹具包括：

第一臂，所述第一臂包括圆柱形的端部；

第一手柄，所述第一手柄与所述端部相对地固定到所述第一臂；

第二臂，所述第二臂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臂移动；

第二手柄，所述第二手柄能够朝向所述第一手柄移动以使所述第二臂朝向所述第一臂

移动，

第一夹紧垫，所述第一夹紧垫枢转地连接于所述第二臂；以及

第二夹紧垫，所述第二夹紧垫能够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在所述第一位置，

所述第二夹紧垫叠盖所述圆柱形的端部，在所述第二位置，所述第二夹紧垫与所述圆柱形

的端部间隔开，

其中，当所述第二夹紧垫处于所述第一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面夹具，

其中，当所述第二夹紧垫处于所述第二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斜孔夹具。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夹具，其中，所述圆柱形的端部包括凹部，所述凹部构造成

接收止动部以将所述第二夹紧垫保持在所述第一位置。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夹具，所述夹具还包括将所述第二手柄与所述第一手柄互

连的偏心连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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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夹具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于2017年2月1日提交的共同未决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No.62/453,092

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在此并入。

技术领域

[0003] 本申请涉及夹具，更具体地，涉及多功能夹具。

背景技术

[0004] 夹具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和样式。例如，面夹具(face  clamp)通常包括两个夹紧垫，

两个夹紧垫具有紧靠待被夹紧的工件的相对侧的平坦夹紧面。斜孔夹具(pocket  hole 

clamp)通常包括与圆柱形突起相对的夹紧垫。所述圆柱形突起可插入工件的斜孔中，且所

述夹紧垫与工件的相对侧接合。通常地，需要多个不同的夹具来适应不同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在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夹具，该夹具包括：第一臂；设置在所述第一臂的

一端的第一夹紧构件；连接到所述第一臂并且能够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相对于所述

第一臂移动的连接臂；以及第二夹紧构件，所述第二夹紧构件连接到所述连接臂以随连接

臂在所述第一位置和所述第二位置之间移动。所述夹具还包括相对于第一臂可移动的第二

臂和连接到所述第二臂的第三夹紧构件。当所述连接臂处于第一位置时，第二夹紧构件和

第三夹紧构件可与工件接合以将工件夹紧在第二夹紧构件和第三夹紧构件之间。当所述连

接臂处于第二位置时，第一夹紧构件和第三夹紧构件可与工件接合以将工件夹紧在第一夹

紧构件和第三夹紧构件之间。

[0006]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夹具，该夹具包括：在端部设置有第一夹紧构件的第

一臂；连接到所述第一臂并且相对于所述第一臂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能够移动的连

接臂；连接到所述连接臂以随其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的第二夹紧构件；相对于

所述第一臂可移动的第二臂；以及连接到所述第二臂的第三夹紧构件。当所述连接臂处于

第一位置时，所述夹具配重为面夹具，当所述连接臂处于第二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斜孔

夹具。

[0007]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夹具，该夹具包括：具有圆柱形端部的第一臂；第

一手柄，所述第一手柄与所述端部相对地固定到所述第一臂；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一臂移动

的第二臂；能够朝向第一手柄移动以使第二臂朝向第一臂移动的第二手柄；枢转地连接到

所述第二臂的第一夹紧垫；以及能够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移动的第二夹紧垫，在所

述第一位置，第二夹紧垫叠盖所述圆柱形端部，在所述第二位置，所述第二夹紧垫与所述圆

柱形的端部间隔开。当所述第二夹紧垫处于第一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面夹具，当所述第

二夹紧垫处于第二位置时，所述夹具配置为斜孔夹具。

[0008] 通过考虑以下详细描述和附图，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方面将变得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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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的夹具的立体图，图中以面夹具配置示出；

[0010] 图2是图1的夹具的立体图，图中以斜孔夹具配置示出；

[0011] 图3是图1的夹具用作斜孔夹具的立体图。

[0012] 在详细解释本发明的任何实施方式之前，应当理解的是，本发明的应用并不限于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的或者在下面的附图中示出的部件的构造和布置的细节。本发明可以

具有其他实施方式并且能够以各种方式实践或执行。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图1示出了多功能夹具10。夹具10包括第一手柄12、第二手柄14以及第一臂16和第

二臂18，第一臂16和第二臂18经由偏心式连接机构20连接到手柄12、14。在图示的实施方式

中，第一手柄12固定于第一臂18上，第二手柄14可枢转地连接于第一臂16和第二臂18。第二

臂18可以相对于第一臂16大致朝向和远离第一臂16的方向移动以打开和关闭夹具10。在一

些实施方式中，第二手柄14朝向第一手柄12的移动使得第二臂18朝向第一臂16移动。在其

他实施方式中，手柄12、14和臂16、18可以以其他方式连接，从而使夹具10具有其他结构。例

如，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夹具10可以被构造为C形夹具或棒形夹具。

[0014] 第一夹紧构件22设置在第一臂16的与第一手柄12相对的一端。在图示的实施方式

中，第一夹紧构件22是与第一臂16一体形成的大体圆柱形端部。第一夹紧构件22构造成用

于插入斜孔50(图3)中。在其他实施方式中，第一夹紧构件22可以采用其他形式，例如可用

作斜接夹的V形构件。连接臂28在第一夹紧构件22和手柄12之间枢转地连接到臂16。在图示

的实施方式中，连接臂28包括第一板和第二板30，第一板和第二板30位于臂16和第一夹紧

构件22的相对侧上。在其他实施方式中，连接臂28可以完全布置在臂16的一侧上。

[0015] 继续参考图1，在图示的实施方式中，作为旋转型夹紧垫的第二夹紧构件32枢转地

连接到连接臂28，且第三夹紧构件34布置在第二臂18的与第二手柄14相对的端部。在图示

的实施方式中，第三夹紧构件34也是旋转型夹紧垫且枢转地连接到第二臂18。这样，第二夹

紧构件32和第三夹紧构件34可各自相对于连接臂28和臂18独立地枢转。第二夹紧构件32和

第三夹紧构件34的平坦夹紧面36，38(图2)由此可以大致沿夹紧面36，38的整个表面保持与

工件接触。

[0016] 连接臂28可相对于臂18在第一位置(图1)和第二位置(图2和3)之间移动，第二夹

紧构件32随其移动。在所述第二位置(图2)，第一夹紧构件22外露。在所述第一位置(图1)

中，连接臂28沿着第一夹紧构件22延伸，并且第二夹紧构件32叠盖第一夹紧构件22的末端

40。在图示的实施方式中，在第一夹紧构件22上设置有止动部42，连接臂28上设置有凹部44

(图2)。止动部42和凹部44可接合以将连接臂28保持在如图1所示的第一位置。在一些实施

方式中，止动部42可设置在连接臂28上，凹部44设置在第一夹紧构件22上。

[0017] 参照图2和图3，在所述第二位置，夹具10可用作斜孔夹具。也就是说，第一夹紧构

件22容纳在第一工件52的斜螺纹孔50中，并且第三夹紧构件34靠紧第二工件54以将工件52

和54夹紧在一起。连接臂28(和第二夹紧构件32一起)可移动回到第一位置(图1)，以将夹具

10作为面夹具使用。在连接臂28的第一位置，第二夹紧构件32和第三夹紧构件34用于靠紧

并夹紧工件。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连接臂28被示出连接到第一臂16上。在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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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连接臂28可以连接到第二臂18上。

[0018] 在下面的权利要求中阐述了本发明的各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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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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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08372475 B

8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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