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1173155.7

(22)申请日 2020.10.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296699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2.02

(73)专利权人 汇通胜（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063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

路102号1203,1204房自编1203单元

(72)发明人 钟晓敏　

(51)Int.Cl.

B23Q 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1300554 A,2020.06.19

CN 110576454 A,2019.12.17

CN 111730572 A,2020.10.02

CN 202877944 U,2013.04.17

EP 2198994 A2,2010.06.23

CN 104759667 A,2015.07.08

EP 0292883 A3,1988.11.30

CN 211681039 U,2020.10.16

CN 210703685 U,2020.06.09

CN 111515430 A,2020.08.11

CN 211540315 U,2020.09.22

审查员 王跃琪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夹具，尤其涉及一种高端制

造中切割用夹具。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提供一种可在完成切割工作后，自动将完成切割

的零件倒出的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一种高端

制造中切割用夹具，包括有：安装板；安装组件，

安装在安装板上；夹紧组件，安装在安装板两侧；

松开组件，安装在夹紧组件上。本发明可通过安

装组件对装置进行固定，通过松开组件与夹紧组

件的配合将待切割零件进行夹紧与松开；在零件

完成切割工作后，使得第一滑杆进行旋转，从而

带动固定板进行旋转，再通过松开组件将零件松

开，使得切割完成的零件落在装置两侧，便于使

用者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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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其特征是，包括有：

安装板（1）；

安装组件（2），安装在安装板（1）上；

夹紧组件（3），安装在安装板（1）两侧；

松开组件（4），安装在夹紧组件（3）上；

安装组件（2）包括有：

螺套（21），安装在安装板（1）上；

螺杆（23），通过螺纹安装在螺套（21）与安装板（1）之间；

夹板（22），转动式安装在螺杆（23）上；

导向杆（24），安装在夹板（22）上，导向杆（24）与安装板（1）滑动式配合；

夹紧组件（3）包括有：

第一连接架（31），对称安装在安装板（1）两侧；

第一滑杆（32），转动式安装在同侧的第一连接架（31）之间；

固定板（33），滑动式对称安装在第一滑杆（32）上；

第一弹簧（34），安装在固定板（33）与第一滑杆（32）之间；

松开组件（4）包括有：

第一安装块（41），滑动并转动式安装在第一滑杆（32）两侧，第一安装块（41）与固定板

（33）配合；

第一连杆（43），转动式安装在第一安装块（41）上；

第二安装块（42），转动式安装在相近的第一连杆（43）之间；

第一接触杆（44），安装在第二安装块（42）上，第一接触杆（44）与安装板（1）滑动式配

合；

还包括有：

电机（5），安装在安装板（1）上；

第一丝杆（6），通过联轴器安装在电机（5）的输出轴上；

连接块（7），通过螺纹安装在第一丝杆（6）上；

第一导向架（8），安装在安装板（1）上；

第一滑动架（9），滑动式安装在第一导向架（8）上，第一滑动架（9）与连接块（7）连接；

第二导向架（10），安装在安装板（1）上；

第二滑动架（11），滑动式安装在第二导向架（10）上；

第一异形块（12），安装在第二滑动架（11）上，第一异形块（12）与第一接触杆（44）配合；

第二弹簧（13），安装在第二滑动架（11）与第二导向架（10）之间；

第一接触架（14），安装在第二滑动架（11）上；

第二异形块（15），安装在第一滑动架（9）上，第二异形块（15）与第一接触架（14）配合。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其特征是，还包括有：

普通齿轮（16），安装在第一滑杆（32）上；

第三导向架（17），安装在安装板（1）上；

第三滑动架（18），滑动式安装在第三导向架（17）两侧；

齿条（19），安装在第三滑动架（18）上，齿条（19）与同侧的普通齿轮（16）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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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弹簧（110），安装在第三滑动架（18）之间。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其特征是，还包括有：

第二接触架（111），安装在第三滑动架（18）上；

第二滑杆（112），安装在连接块（7）上；

滑动块（114），滑动式安装在第二滑杆（112）上；

第四弹簧（113），安装在滑动块（114）与连接块（7）之间；

第四导向架（115），安装在滑动块（114）上；

第四滑动架（116），滑动式安装在第四导向架（115）上；

第二连杆（117），转动式安装在第四滑动架（116）与连接块（7）之间；

第二接触杆（118），安装在第四滑动架（116）上；

第五导向架（119），安装在安装板（1）上；

异形架（120），滑动式安装在第五导向架（119）上，异形架（120）与第二接触架（111）配

合，异形架（120）与第二接触杆（118）配合；

第一固定架（121），安装在安装板（1）上；

转把（122），转动式安装在第一固定架（121）上；

第二固定架（123），安装在安装板（1）上；

第二丝杆（124），转动式安装在第二固定架（123）上；

锥齿轮组（125），安装在第二丝杆（124）与转把（122）之间，锥齿轮组（125）内的锥齿轮

互相啮合；

第六导向架（126），安装在安装板（1）上；

限位板（127），通过螺纹安装在第二丝杆（124）上，限位板（127）与第六导向架（126）滑

动式配合，限位板（127）与滑动块（114）配合。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其特征是，还包括有：

第三接触杆（128），安装在第一异形块（12）上；

第二连接架（129），安装在一侧的齿条（19）上；

楔形块（130），安装在第二连接架（129）上，楔形块（130）与第三接触杆（128）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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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夹具，尤其涉及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

背景技术

[0002] 夹具是指在机械制造过程中，用来固定加工对象的一种道具。

[0003] 在进行机械加工工作时，时常需要对部分零件进行切割，目前在进行零件切割时，

需要工人将待切割零件放置于夹具上，由夹具将待切割零件进行夹紧，随后对待切割零件

进行切割工作，当完成切割工作后，需要工人手动将夹具打开，再将已完成切割的零件取

下，这样的夹具需要工人经常进行操作，较为浪费人力资源。

[0004] 因此，需要设计一种可在完成切割工作后，自动将完成切割的零件倒出的高端制

造中切割用夹具。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目前在完成切割工作后，需要工人手动将夹具打开，再将已完成切割的

零件取下，较为浪费人力资源的缺点，本发明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在完成切割工作

后，自动将完成切割的零件倒出的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

[0006] 本发明的技术实施方案为：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包括有：安装板；安装组

件，安装在安装板上；夹紧组件，安装在安装板两侧；松开组件，安装在夹紧组件上。

[0007] 更为优选的是，安装组件包括有：螺套，安装在安装板上；螺杆，通过螺纹安装在螺

套与安装板之间；夹板，转动式安装在螺杆上；导向杆，安装在夹板上，导向杆与安装板滑动

式配合。

[0008] 更为优选的是，夹紧组件包括有：第一连接架，对称安装在安装板两侧；第一滑杆，

转动式安装在同侧的第一连接架之间；固定板，滑动式对称安装在第一滑杆上；第一弹簧，

安装在固定板与第一滑杆之间。

[0009] 更为优选的是，松开组件包括有：第一安装块，滑动并转动式安装在第一滑杆两

侧，第一安装块与固定板配合；第一连杆，转动式安装在第一安装块上；第二安装块，转动式

安装在相近的第一连杆之间；第一接触杆，安装在第二安装块上，第一接触杆与安装板滑动

式配合。

[0010] 更为优选的是，还包括有：电机，安装在安装板上；第一丝杆，通过联轴器安装在电

机的输出轴上；连接块，通过螺纹安装在第一丝杆上；第一导向架，安装在安装板上；第一滑

动架，滑动式安装在第一导向架上，第一滑动架与连接块连接；第二导向架，安装在安装板

上；第二滑动架，滑动式安装在第二导向架上；第一异形块，安装在第二滑动架上，第一异形

块与第一接触杆配合；第二弹簧，安装在第二滑动架与第二导向架之间；第一接触架，安装

在第二滑动架上；第二异形块，安装在第一滑动架上，第二异形块与第一接触架配合。

[0011] 更为优选的是，还包括有：普通齿轮，安装在第一滑杆上；第三导向架，安装在安装

板上；第三滑动架，滑动式安装在第三导向架两侧；齿条，安装在第三滑动架上，齿条与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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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齿轮啮合；第三弹簧，安装在第三滑动架之间。

[0012] 更为优选的是，还包括有：第二接触架，安装在第三滑动架上；第二滑杆，安装在连

接块上；滑动块，滑动式安装在第二滑杆上；第四弹簧，安装在滑动块与连接块之间；第四导

向架，安装在滑动块上；第四滑动架，滑动式安装在第四导向架上；第二连杆，转动式安装在

第四滑动架与连接块之间；第二接触杆，安装在第四滑动架上；第五导向架，安装在安装板

上；异形架，滑动式安装在第五导向架上，异形架与第二接触架配合，异形架与第二接触杆

配合；第一固定架，安装在安装板上；转把，转动式安装在第一固定架上；第二固定架，安装

在安装板上；第二丝杆，转动式安装在第二固定架上；锥齿轮组，安装在第二丝杆与转把之

间，锥齿轮组内的锥齿轮互相啮合；第六导向架，安装在安装板上；限位板，通过螺纹安装在

第二丝杆上，限位板与第六导向架滑动式配合，限位板与滑动块配合。

[0013] 更为优选的是，还包括有：第三接触杆，安装在第一异形块上；第二连接架，安装在

一侧的齿条上；楔形块，安装在第二连接架上，楔形块与第三接触杆配合。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1、本发明可通过安装组件对装置进行固定，通过松开组件

与夹紧组件的配合将待切割零件进行夹紧与松开；

[0015] 2、本发明可在零件完成切割工作后，使得第一滑杆进行旋转，从而带动固定板进

行旋转，再通过松开组件将零件松开，使得切割完成的零件落在装置两侧，便于使用者进行

收集；

[0016] 3、本发明可根据切割零件的不同来调整第一滑杆开始旋转的时间，便于适应不同

零件的切割工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安装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夹紧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松开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的第三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的第四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的第五种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附图标记的含义：1‑安装板，2‑安装组件，21‑螺套，22‑夹板，23‑螺杆，24‑导

向杆，3‑夹紧组件，31‑第一连接架，32‑第一滑杆，33‑固定板，34‑第一弹簧，4‑松开组件，

41‑第一安装块，42‑第二安装块，43‑第一连杆，44‑第一接触杆，5‑电机，6‑第一丝杆，7‑连

接块，8‑第一导向架，9‑第一滑动架，10‑第二导向架，11‑第二滑动架，12‑第一异形块，13‑

第二弹簧，14‑第一接触架，15‑第二异形块，16‑普通齿轮，17‑第三导向架，18‑第三滑动架，

19‑齿条，110‑第三弹簧，111‑第二接触架，112‑第二滑杆，113‑第四弹簧，114‑滑动块，115‑

第四导向架，116‑第四滑动架，117‑第二连杆，118‑第二接触杆，119‑第五导向架，120‑异形

架，121‑第一固定架，122‑转把，123‑第二固定架，124‑第二丝杆，125‑锥齿轮组，126‑第六

导向架，127‑限位板，128‑第三接触杆，129‑第二连接架，130‑楔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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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所说的

上、下、左、右等指示方位的字词仅是针对所示结构在对应附图中位置而言。本文中为零部

件所编序号本身，例如：第一、第二等，仅用于区分所描述的对象，不具有任何顺序或技术含

义。而本申请所说如：连接、联接，如无特别说明，均包括直接和间接连接（联接）。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高端制造中切割用夹具，如图1至图4所示，包括有安装板1、安装组件2、夹紧

组件3和松开组件4，安装板1前侧设有安装组件2，安装板1左右两侧均设有夹紧组件3，夹紧

组件3上设有松开组件4。

[0030] 该装置可通过安装组件2固定在合适的位置，当需要使用夹具将零件固定时，可通

过松开组件4控制夹紧组件3将零件进行固定，当零件切割完成后，便可通过松开组件4控制

夹紧组件3将零件松开。

[0031] 安装组件2包括有螺套21、夹板22、螺杆23和导向杆24，安装板1前侧下部连接有螺

套21，螺套21与安装板1之间通过螺纹连接有螺杆23，螺杆23下部转动式连接有夹板22，夹

板22左侧连接有导向杆24，导向杆24与安装板1滑动式配合。

[0032] 当需要将该装置固定在合适的位置时，可先将该装置放置在合适的位置，然后控

制螺杆23进行旋转，使得夹板22靠近安装板1，通过夹板22与安装板1配合将其他物体夹紧，

从而将该装置固定在合适的位置。

[0033] 夹紧组件3包括有第一连接架31、第一滑杆32、固定板33和第一弹簧34，安装板1左

右两侧均前后对称设有第一连接架31，同侧的第一连接架31之间转动式连接有第一滑杆

32，第一滑杆32上前后对称滑动式设有固定板33，固定板33与第一滑杆32之间连接有第一

弹簧34。

[0034] 当需要将零件进行固定时，通过松开组件4控制同一个第一滑杆32上的固定板33

互相远离，第一弹簧34被压缩，随后便可将零件放置在固定板33之间，随后便可停止控制松

开组件4，第一弹簧34自动进行复位并带动固定板33和松开组件4复位，使得固定板33将零

件进行夹紧，当零件完成切割工作后，便可将零件取下。

[0035] 松开组件4包括有第一安装块41、第二安装块42、第一连杆43和第一接触杆44，第

一滑杆32前后两侧均滑动并转动式设有第一安装块41，第一安装块41与固定板33配合，第

一安装块41内侧均转动式设有第一连杆43，相近的第一连杆43之间转动式设有第二安装块

42，第二安装块42内侧均连接有第一接触杆44，第一接触杆44与安装板1滑动式配合。

[0036] 当需要将零件夹紧时，便可控制第一接触杆44向互相远离的方向进行移动，从而

通过第二安装块42和第一连杆43带动同一个第一滑杆32上的第一安装块41互相远离，使得

固定板33互相远离，当零件放置于固定板33之间后，便可停止控制第一接触杆44，此时固定

板33会自动进行复位，将零件夹紧，固定板33复位时便会使得松开组件4复位。

[0037] 实施例2

[0038] 在实施例1的基础之上，如图5至图9所示，还包括有电机5、第一丝杆6、连接块7、第

一导向架8、第一滑动架9、第二导向架10、第二滑动架11、第一异形块12、第二弹簧13、第一

接触架14和第二异形块15，安装板1左侧通过螺栓固接有电机5，电机5的输出轴上通过联轴

器连接有第一丝杆6，第一丝杆6左侧通过螺纹连接有连接块7，安装板1前侧连接有第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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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架8，第一导向架8上滑动式设有第一滑动架9，第一滑动架9与连接块7连接，安装板1前侧

连接有第二导向架10，第二导向架10上滑动式设有第二滑动架11，第二滑动架11后侧连接

有第一异形块12，第一异形块12与第一接触杆44配合，第二滑动架11与第二导向架10之间

连接有第二弹簧13，第二滑动架11上连接有第一接触架14，第一滑动架9前侧连接有第二异

形块15，第二异形块15与第一接触架14配合。

[0039] 装置处于常态时，第一异形块12与第一接触杆44接触，第一接触架14与第二异形

块15接触，第一弹簧34和第二弹簧13处于被压缩的状态，当零件放置在固定板33之间后，便

可控制电机5开始工作，电机5会带动第一丝杆6进行旋转，从而控制连接块7、第一滑动架9

和第二异形块15向右移动，第二异形块15右移便不再与第一接触架14接触，第二弹簧13开

始回弹并带动第二滑动架11、第一异形块12和第一接触架14向下移动，第一异形块12下移

便不再与第一接触杆44接触，此时第一弹簧34开始回弹，使得固定板33互相靠近将零件固

定，并通过第一安装块41、第二安装块42和第一连杆43带动第一接触杆44互相靠近，当零件

切割完成后，便通过电机5控制第一丝杆6反转，从而使得上述零件复位，当固定板33复位，

第一弹簧34重新处于压缩状态后，切割完成的零件便会掉落，便于使用者将切割完成的零

件取下收集。

[0040] 还包括有普通齿轮16、第三导向架17、第三滑动架18、齿条19和第三弹簧110，第一

滑杆32后侧均键连接有普通齿轮16，安装板1后侧连接有第三导向架17，第三导向架17左右

两侧均滑动式设有第三滑动架18，第三滑动架18上部均连接有齿条19，齿条19与同侧的普

通齿轮16啮合，第三滑动架18之间连接有第三弹簧110。

[0041] 当第一丝杆6开始反转时，便可控制第三滑动架18互相远离，第三弹簧110被拉伸，

第三滑动架18互相远离会带动齿条19向互相远离的方向进行移动，从而通过普通齿轮16带

动第一滑杆32和固定板33进行旋转，使得固定板33后续将已完成切割工作的零件松开时，

零件会掉落在该装置的两侧，便于使用者进行收集工作，随后便可停止拉动第三滑动架18，

第三弹簧110会进行复位并带动第三滑动架18和齿条19复位，从而通过普通齿轮16和第一

滑杆32带动固定板33复位。

[0042] 还包括有第二接触架111、第二滑杆112、第四弹簧113、滑动块114、第四导向架

115、第四滑动架116、第二连杆117、第二接触杆118、第五导向架119、异形架120、第一固定

架121、转把122、第二固定架123、第二丝杆124、锥齿轮组125、第六导向架126和限位板127，

第三滑动架18下部均连接有第二接触架111，连接块7右侧连接有第二滑杆112，第二滑杆

112右侧滑动式设有滑动块114，滑动块114与连接块7之间连接有第四弹簧113，滑动块114

右侧下部连接有第四导向架115，第四导向架115上滑动式设有第四滑动架116，第四滑动架

116与连接块7之间转动式设有第二连杆117，第四滑动架116上部连接有第二接触杆118，安

装板1后侧连接有第五导向架119，第五导向架119上滑动式设有异形架120，异形架120与第

二接触架111配合，异形架120与第二接触杆118配合，安装板1右部前侧连接有第一固定架

121，第一固定架121上转动式设有转把122，安装板1右部前侧连接有第二固定架123，第二

固定架123上转动式设有第二丝杆124，第二丝杆124与转把122之间设有锥齿轮组125，锥齿

轮组125内的锥齿轮互相啮合，安装板1右部前侧连接有第六导向架126，第二丝杆124上通

过螺纹连接有限位板127，限位板127与第六导向架126滑动式配合，限位板127与滑动块114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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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当连接块7向右侧移动时，连接块7其上零件随之进行移动，当滑动块114移动至与

限位板127接触时，滑动块114和第四导向架115停止移动，连接块7继续向右侧进行移动，第

四弹簧113被压缩，连接块7继续向右移动还会通过第二连杆117带动第四滑动架116和第二

接触杆118向后移动，当第二接触杆118移动至与异形架120接触后，便会带动异形架120向

后侧移动，异形架120后移便会带动第二接触架111互相远离，从而使得第三滑动架18互相

远离，如此，便无需使用者手动控制第三滑动架18进行移动，使用者在使用该装置前，可先

旋转转把122，从而通过锥齿轮组125带动第二丝杆124进行旋转，进而调整限位板127与滑

动块114之间的距离，达到定时控制第二接触架111互相远离的效果，当连接块7复位时，连

接块7其上的零件随之进行复位，随后第三滑动架18自动进行复位，带动第二接触架111进

行复位，从而使得异形架120复位。

[0044] 还包括有第三接触杆128、第二连接架129和楔形块130，第一异形块12后侧连接有

第三接触杆128，右方的齿条19上连接有第二连接架129，第二连接架129前部连接有楔形块

130，楔形块130与第三接触杆128配合。

[0045] 当第一异形块12向下移动时，第三接触杆128随之向下移动，当右侧齿条19移动

时，第二连接架129和楔形块130随之进行移动，当楔形块130移动至与第三接触杆128接触

后，便会带动第三接触杆128和第一异形块12向上移动，如此，便可在第一丝杆6还未反转时

控制固定板33松开已完成切割的零件。

[0046] 应当理解，以上的描述仅仅用于示例性目的，并不意味着限制本发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将会理解，本发明的变型形式将包含在本文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2296699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9

CN 112296699 B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0

CN 112296699 B

10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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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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