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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包

括安装板，支撑管，支撑架，调节螺栓，防滑垫，可

调节夹持架结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可防护置

物盒结构，安装片，防护层，锁紧片，安装螺栓，安

装块，连接块和置物板，所述的支撑管分别螺栓

连接在安装板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支撑架纵

向插接在支撑管的内侧下部；所述的调节螺栓螺

纹连接在支撑管和支撑架的连接处。本实用新型

固定板，支撑块，套接管，支撑杆，防护管，连接

杆，固定管，螺纹杆，夹板和握杆的设置，有利于

对柱形工件进行夹持；连接板，连杆，固定套，防

护板，滑杆，滑块，锁紧螺栓，阻挡片，测量尺，放

置板和阻挡板的设置，有利于对工件的尺寸进行

测量。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209532774 U

2019.10.25

CN
 2
09
53
27
74
 U



1.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该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包括安装板(1)，支撑管

(2)，支撑架(3)，调节螺栓(4)，防滑垫(5)，可调节夹持架结构(6)，可调节测量尺结构(7)，

可防护置物盒结构(8)，安装片(9)，防护层(10)，锁紧片(11)，安装螺栓(12)，安装块(13)，

连接块(14)和置物板(15)，所述的支撑管(2)分别螺栓连接在安装板(1)底部的左右两侧；

所述的支撑架(3)纵向插接在支撑管(2)的内侧下部；所述的调节螺栓(4)螺纹连接在支撑

管(2)和支撑架(3)的连接处；所述的防滑垫(5)胶接在支撑架(3)的下部；所述的可调节夹

持架结构(6)安装在安装板(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7)安装在安装板

(1)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可防护置物盒结构(8)连接在安装板(1)上表面的右侧；所述

的安装片(9)分别胶接在安装板(1)正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防护层(10)胶接在安装片

(9)正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锁紧片(11)分别螺钉连接在安装片(9)正表面的左右两侧；

所述的安装螺栓(12)连接在安装板(1)和安装片(9)的连接处；所述的安装块(13)镶嵌在安

装板(1)底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连接块(14)分别螺栓连接在安装块(13)底部的左右两侧；

所述的置物板(15)螺栓连接在连接块(14)的下部；所述的可调节夹持架结构(6)包括固定

板(61)，支撑块(62)，套接管(63)，支撑杆(64)，防护管(65)，连接杆(66)，固定管(67)，螺纹

杆(68)，夹板(69)和握杆(610)，所述的支撑块(62)螺栓连接在固定板(61)上表面的左侧；

所述的套接管(63)镶嵌在支撑块(62)外表面的上部；所述的支撑杆(64)纵向插接在套接管

(63)的内侧上部；所述的防护管(65)镶嵌在支撑杆(64)的右侧上部；所述的连接杆(66)螺

栓连接在固定板(61)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固定管(67)镶嵌在连接杆(66)左侧的上部；所

述的螺纹杆(68)螺纹连接在固定管(67)内侧上部的左侧；所述的夹板(69)螺栓连接在螺纹

杆(68)的下部；所述的握杆(610)镶嵌在螺纹杆(68)的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滑垫(5)的厚度设置

为二毫米至四毫米；所述的防滑垫(5)具体采用橡胶垫。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置物板(15)的上表面胶

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硅胶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管(65)和固定管

(67)的直径分别设置有二厘米至四厘米；所述的防护管(65)和固定管(67)的内壁上分别胶

接有橡胶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板(69)的底部胶接有

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橡胶垫。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7)

包括连接板(71)，连杆(72)，固定套(73)，防护板(74)，滑杆(75)，滑块(76)，锁紧螺栓(77)，

阻挡片(78)，测量尺(79)，放置板(710)和阻挡板(711)，所述的连杆(72)螺栓连接在连接板

(7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固定套(73)镶嵌在连杆(72)的上部；所述的防护板(74)螺栓连

接在固定套(73)的上部；所述的滑杆(75)螺栓连接在防护板(74)底部的左侧；所述的滑块

(76)套接在滑杆(75)外表面的上部；所述的锁紧螺栓(77)螺纹连接在滑杆(75)和滑块(76)

的连接处；所述的阻挡片(78)螺栓连接在滑杆(75)外表面的下部；所述的测量尺(79)胶接

在滑块(76)的右侧；所述的放置板(710)镶嵌在连接板(71)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阻挡板

(711)胶接在放置板(710)上表面的右侧。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测量尺(79)具体采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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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亚克力塑料尺，所述的测量尺(79)外表面的右侧刻画有刻度线；所述的测量尺(79)的

零刻度线设置在测量尺(79)正表面右侧的下部。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放置板(710)的上表面

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橡胶垫。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可防护置物盒结构(8)

包括紧固板(81)，储物盒(82)，密封盖(83)，紧固块(84)，防护罩(85)和连接绳(86)，所述的

储物盒(82)镶嵌在紧固板(81)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密封盖(83)扣接在储物盒(82)的

上部；所述的紧固块(84)分别镶嵌在紧固板(81)上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防护罩(85)螺

栓连接在紧固块(84)的上部；所述的连接绳(86)一端胶接在密封盖(83)的上部，另一端胶

接在防护罩(85)的下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储物盒(82)的壁厚设

置为四毫米至六毫米；所述的储物盒(82)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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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机床夹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圆柱形工件的压紧方式主要采用抱箍或者是在工件上方设置压紧杆来对

圆柱形工件进行固定。使用抱箍来固定圆柱形工件受到抱箍的尺寸的限制，工件尺寸需要

在抱箍的可调节范围内，但是抱箍的可调节范围又比较窄，不能满足超出调节范围的圆柱

形工件。

[0003] 中国专利公开号为CN206405759U，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包括

底座，底座上设有板块一、板块二，板块一、板块二均与底座垂直，底座上设有与板块一垂直

的长通孔，板块一上设有与底座垂直的导轨，板块一上设有夹紧块一，夹紧块一上设有与导

轨形状配合的长槽，底座上设有夹紧块二，夹紧块一与夹紧块二上分别设有与圆柱型工件

侧面贴合的弧面一、弧面二，板块二顶部水平地设有压板，压板下设有用于压紧圆柱型工件

的压块，压块上设有与圆柱型工件侧面贴合的弧面三，压板上设有用于下压压块的螺栓，压

块底部一侧压于夹紧块一上，夹紧块二通过螺栓固定于长通孔内。但是现有的工件固定夹

具还存在着不方便对柱形工件进行夹持，不具备对工件测量的功能和不方便对工件进行放

置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显得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以解决现有的

工件固定夹具不方便对柱形工件进行夹持，不具备对工件测量的功能和不方便对工件进行

放置的问题。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包括安装板，支撑管，支撑架，调节螺栓，防滑垫，可调

节夹持架结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可防护置物盒结构，安装片，防护层，锁紧片，安装螺栓，

安装块，连接块和置物板，所述的支撑管分别螺栓连接在安装板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支

撑架纵向插接在支撑管的内侧下部；所述的调节螺栓螺纹连接在支撑管和支撑架的连接

处；所述的防滑垫胶接在支撑架的下部；所述的可调节夹持架结构安装在安装板上表面的

左侧；所述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安装在安装板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可防护置物盒结

构连接在安装板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安装片分别胶接在安装板正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

的防护层胶接在安装片正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锁紧片分别螺钉连接在安装片正表面的

左右两侧；所述的安装螺栓连接在安装板和安装片的连接处；所述的安装块镶嵌在安装板

底部的中间位置；所述的连接块分别螺栓连接在安装块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置物板螺

栓连接在连接块的下部；所述的可调节夹持架结构包括固定板，支撑块，套接管，支撑杆，防

护管，连接杆，固定管，螺纹杆，夹板和握杆，所述的支撑块螺栓连接在固定板上表面的左

侧；所述的套接管镶嵌在支撑块外表面的上部；所述的支撑杆纵向插接在套接管的内侧上

部；所述的防护管镶嵌在支撑杆的右侧上部；所述的连接杆螺栓连接在固定板上表面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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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所述的固定管镶嵌在连接杆左侧的上部；所述的螺纹杆螺纹连接在固定管内侧上部的

左侧；所述的夹板螺栓连接在螺纹杆的下部；所述的握杆镶嵌在螺纹杆的上部。

[0006] 优选的，所述的防滑垫的厚度设置为二毫米至四毫米；所述的防滑垫具体采用橡

胶垫。

[0007] 优选的，所述的置物板的上表面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硅胶层。

[0008]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管和固定管的直径分别设置有二厘米至四厘米；所述的防护

管和固定管的内壁上分别胶接有橡胶层。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夹板的底部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橡胶垫。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包括连接板，连杆，固定套，防护板，滑杆，滑块，

锁紧螺栓，阻挡片，测量尺，放置板和阻挡板，所述的连杆螺栓连接在连接板上表面的左侧；

所述的固定套镶嵌在连杆的上部；所述的防护板螺栓连接在固定套的上部；所述的滑杆螺

栓连接在防护板底部的左侧；所述的滑块套接在滑杆外表面的上部；所述的锁紧螺栓螺纹

连接在滑杆和滑块的连接处；所述的阻挡片螺栓连接在滑杆外表面的下部；所述的测量尺

胶接在滑块的右侧；所述的放置板镶嵌在连接板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阻挡板胶接在放置

板上表面的右侧。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测量尺具体采用透明的亚克力塑料尺，所述的测量尺外表面的右

侧刻画有刻度线；所述的测量尺的零刻度线设置在测量尺正表面右侧的下部。

[0012] 优选的，所述的放置板的上表面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橡胶垫。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可防护置物盒结构包括紧固板，储物盒，密封盖，紧固块，防护罩和

连接绳，所述的储物盒镶嵌在紧固板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密封盖扣接在储物盒的上

部；所述的紧固块分别镶嵌在紧固板上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防护罩螺栓连接在紧固块

的上部；所述的连接绳一端胶接在密封盖的上部，另一端胶接在防护罩的下部。

[0014] 优选的，所述的储物盒的壁厚设置为四毫米至六毫米；所述的储物盒具体采用亚

克力透明塑料盒。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罩具体采用弧形的PVC塑料罩。

[0016] 优选的，所述的固定板与安装板螺栓连接设置。

[0017]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板与安装板螺栓连接设置。

[0018] 优选的，所述的紧固板与安装板螺栓连接设置。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固定板，支撑块，套接管，支撑杆，防护管，连接杆，固定

管，螺纹杆，夹板和握杆的设置，有利于对柱形工件进行夹持。

[0021] 2.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连接板，连杆，固定套，防护板，滑杆，滑块，锁紧螺栓，阻

挡片，测量尺，放置板和阻挡板的设置，有利于对工件的尺寸进行测量。

[0022] 3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紧固板，储物盒，密封盖，紧固块，防护罩和连接绳的设

置，有利于对工件进行放置储存。

[0023] 4.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防滑垫的厚度设置为二毫米至四毫米；所述的防滑垫具

体采用橡胶垫，有利于防止工件夹持装置滑动。

[0024] 5 .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置物板的上表面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硅胶

层，有利于防止置物板上的工件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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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6.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防护管和固定管的直径分别设置有二厘米至四厘米；所

述的防护管和固定管的内壁上分别胶接有橡胶层，有利于防止划伤需要夹持的工件。

[0026] 7.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测量尺具体采用透明的亚克力塑料尺，所述的测量尺外

表面的右侧刻画有刻度线；所述的测量尺的零刻度线设置在测量尺正表面右侧的下部，有

利于对工件的尺寸进行测量。

[0027] 8.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储物盒的壁厚设置为四毫米至六毫米；所述的储物盒具

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盒，有利于对储物盒内工件的数量进行观察。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夹持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可防护置物盒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中：

[0033] 1、安装板；2、支撑管；3、支撑架；4、调节螺栓；5、防滑垫；6、可调节夹持架结构；61、

固定板；62、支撑块；63、套接管；64、支撑杆；65、防护管；66、连接杆；67、固定管；68、螺纹杆；

69、夹板；610、握杆；7、可调节测量尺结构；71、连接板；72、连杆；73、固定套；74、防护板；75、

滑杆；76、滑块；77、锁紧螺栓；78、阻挡片；79、测量尺；710、放置板；711、阻挡板；8、可防护置

物盒结构；81、紧固板；82、储物盒；83、密封盖；84、紧固块；85、防护罩；86、连接绳；9、安装

片；10、防护层；11、锁紧片；12、安装螺栓；13、安装块；14、连接块；15、置物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35] 实施例：

[0036]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003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柱型工件固定夹具，包括安装板1，支撑管2，支撑架3，调节螺

栓4，防滑垫5，可调节夹持架结构6，可调节测量尺结构7，可防护置物盒结构8，安装片9，防

护层10，锁紧片11，安装螺栓12，安装块13，连接块14和置物板15，所述的支撑管2分别螺栓

连接在安装板1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支撑架3纵向插接在支撑管2的内侧下部；所述的调

节螺栓4螺纹连接在支撑管2和支撑架3的连接处；所述的防滑垫5胶接在支撑架3的下部；所

述的可调节夹持架结构6安装在安装板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7安装在

安装板1上表面的中间位置；所述的可防护置物盒结构8连接在安装板1上表面的右侧；所述

的安装片9分别胶接在安装板1正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防护层10胶接在安装片9正表面

的中间位置；所述的锁紧片11分别螺钉连接在安装片9正表面的左右两侧；所述的安装螺栓

12连接在安装板1和安装片9的连接处；所述的安装块13镶嵌在安装板1底部的中间位置；所

述的连接块14分别螺栓连接在安装块13底部的左右两侧；所述的置物板15螺栓连接在连接

块14的下部；所述的可调节夹持架结构6包括固定板61，支撑块62，套接管63，支撑杆64，防

护管65，连接杆66，固定管67，螺纹杆68，夹板69和握杆610，所述的支撑块62螺栓连接在固

定板6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套接管63镶嵌在支撑块62外表面的上部；所述的支撑杆64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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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插接在套接管63的内侧上部；所述的防护管65镶嵌在支撑杆64的右侧上部；所述的连接

杆66螺栓连接在固定板61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固定管67镶嵌在连接杆66左侧的上部；所

述的螺纹杆68螺纹连接在固定管67内侧上部的左侧；所述的夹板69螺栓连接在螺纹杆68的

下部；所述的握杆610镶嵌在螺纹杆68的上部。

[003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滑垫5的厚度设置为二毫米至四毫米；所述的防

滑垫5具体采用橡胶垫。

[003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置物板15的上表面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

的硅胶层。

[004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护管65和固定管67的直径分别设置有二厘米至

四厘米；所述的防护管65和固定管67的内壁上分别胶接有橡胶层。

[004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夹板69的底部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的橡

胶垫。

[004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调节测量尺结构7包括连接板71，连杆72，固定套

73，防护板74，滑杆75，滑块76，锁紧螺栓77，阻挡片78，测量尺79，放置板710和阻挡板711，

所述的连杆72螺栓连接在连接板71上表面的左侧；所述的固定套73镶嵌在连杆72的上部；

所述的防护板74螺栓连接在固定套73的上部；所述的滑杆75螺栓连接在防护板74底部的左

侧；所述的滑块76套接在滑杆75外表面的上部；所述的锁紧螺栓77螺纹连接在滑杆75和滑

块76的连接处；所述的阻挡片78螺栓连接在滑杆75外表面的下部；所述的测量尺79胶接在

滑块76的右侧；所述的放置板710镶嵌在连接板71上表面的右侧；所述的阻挡板711胶接在

放置板710上表面的右侧。

[004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测量尺79具体采用透明的亚克力塑料尺，所述的测

量尺79外表面的右侧刻画有刻度线；所述的测量尺79的零刻度线设置在测量尺79正表面右

侧的下部。

[004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放置板710的上表面胶接有厚度为二毫米至四毫米

的橡胶垫。

[004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可防护置物盒结构8包括紧固板81，储物盒82，密封

盖83，紧固块84，防护罩85和连接绳86，所述的储物盒82镶嵌在紧固板81上表面的中间位

置；所述的密封盖83扣接在储物盒82的上部；所述的紧固块84分别镶嵌在紧固板81上表面

的左右两侧；所述的防护罩85螺栓连接在紧固块84的上部；所述的连接绳86一端胶接在密

封盖83的上部，另一端胶接在防护罩85的下部。

[004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储物盒82的壁厚设置为四毫米至六毫米；所述的储

物盒82具体采用亚克力透明塑料盒。

[004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护罩85具体采用弧形的PVC塑料罩。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固定板61与安装板1螺栓连接设置。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连接板71与安装板1螺栓连接设置。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紧固板81与安装板1螺栓连接设置。

[0051] 工作原理

[0052] 在本实用新型使用时，若需要对柱形的工件进行夹持时，首先把需要夹持的工件

放到放置板710上，然后松开锁紧螺栓77调节滑块76，然后使滑块76带动测量尺79下降，利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209532774 U

7



用测量尺79对放置板710上工件的尺寸进行测量，若放置板710上工件的尺寸可以利用夹持

装置进行夹持时，把工件的一端插到防护管65内，然后把工件的另一端插到固定管67内，然

后手握握杆610顺时针转动螺纹杆68，使螺纹杆68带动夹板69下降，利用固定管67配合夹板

69即可对需要夹持的工件进行夹持，若需要夹持的工件过长不方便夹持时，利用置物板15

即可对较长的工件进行放置，接着借助外部的缆绳对置物板15上的工件进行固定即可，若

需要夹持的工件的尺寸较小时，手握连接绳86打开密封盖83，利用储物盒82即可对较小的

工件进行放置，放置完毕后，扣好密封盖83即可。

[0053] 利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

启发下，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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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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