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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数控机床夹具，尤其涉及一

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

包括有第一固定架、夹紧机构、转动机构等；第一

固定架上对称转动式连接有夹紧机构，转动机构

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架上。通过废料和水滑落至

第四固定架上，滤网对水进行过滤，使水流至第

一固定架内，滑动架会将废料推至固定框内，实

现对水和废料分开进行收集的目的，增加废水的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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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其特征在于：包括有第一固定架、

夹紧机构和转动机构，第一固定架上对称转动式连接有夹紧机构，转动机构固定安装在第

一固定架上。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其特征在

于：夹紧机构包括有转动轴、第一齿轮、夹紧板和第一复位弹簧，第一固定架上对称转动式

连接有转动轴，转动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齿轮，夹紧板滑动式连接于转动轴上，第一齿轮与

夹紧板之间连接有第一复位弹簧。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其特征在

于：转动机构包括有电动推杆、第二固定架、固定环、第二齿轮、滑块、第二复位弹簧、滑动

板、第三复位弹簧和齿条，电动推杆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架上，电动推杆伸缩轴一端焊接有

第二固定架，第二固定架与夹紧板滑动式连接，第一固定架上对称焊接有固定环，固定环上

转动式连接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滑块与第一齿轮接触，滑块与第二

齿轮之间联接有第二复位弹簧，两滑动板以可升降的方式连接在第一固定架上，滑动板与

夹紧板相互接触，滑动板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复位弹簧，第三复位弹簧一端与第一固定架联

接，齿条对称焊接于第二固定架上。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有清刷机构，清刷机构设置在其中一齿条上，清刷机构包括有第三固定架和毛

刷，其中一齿条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第三固定架上设置有毛刷。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有分离机构，分离机构设于第一固定架上，分离机构包括有第四固定架、滑动架、

滤网、第五固定架、第四复位弹簧、第六固定架、楔形块、第五复位弹簧、楔形架、固定框和挡

架，第一固定架上固定安装有第四固定架，第四固定架上对称滑动式连接有滑动架，滑动架

上设置有滤网，滤网与第四固定架滑动式连接，第五固定架对称设置在第一固定架一侧，第

五固定架上联接有第四复位弹簧，第四复位弹簧一端与滑动架固定连接，齿条一端焊接有

第六固定架，第六固定架上以可升降的方式连接有楔形块，楔形块上固定连接有第五复位

弹簧，第五复位弹簧一端与第六固定架相连，第一固定架上对称固接有楔形架，楔形块与楔

形架相互接触，第一固定架一侧固定安装有两固定框，第一固定架上对称固定安装有两挡

架。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有刮除机构，刮除机构设置在楔形架上，刮除机构包括有滑杆、第一楔形条、第六

复位弹簧和第二楔形条，楔形架上滑动式连接有滑杆，滑杆一端焊接有第一楔形条，第一楔

形条上联接有第六复位弹簧，第六复位弹簧一端与楔形架固接，第二楔形条固定连接在滤

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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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数控机床夹具，尤其涉及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

机床夹具。

背景技术

[0002] 数控机床是数字控制机床的简称，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数控

机床较好地解决了复杂、精密、小批量、多品种的零件加工问题，是一种柔性的、高效能的自

动化机床，代表了现代机床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在数控机

床铣削加工过程中，需要通过喷水装置对切削位置进行冷却。

[0003] 现有数控机床不具备清理及收集废料功能，需要人工后期对废料进行处理，且数

控机床内的喷水装置不具有收集作用，水会到处乱流，导致水资源浪费，在后期收集时需要

更换过滤网，极其不方便，使得在收集废水时，降低废水的利用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清洁工件表面的废料及灰尘、可以实现对水和废料

分开进行收集、能够增加废水的利用率的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以

克服上述现有装置不具备清理及收集废料功能、不具备收集废水功能的缺陷。

[0005] 本发明的技术实施方案是：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包

括有第一固定架、夹紧机构和转动机构，第一固定架上对称转动式连接有夹紧机构，转动机

构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架上。

[0006] 可选地，夹紧机构包括有转动轴、第一齿轮、夹紧板和第一复位弹簧，第一固定架

上对称转动式连接有转动轴，转动轴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齿轮，夹紧板滑动式连接于转动轴

上，第一齿轮与夹紧板之间连接有第一复位弹簧。

[0007] 可选地，转动机构包括有电动推杆、第二固定架、固定环、第二齿轮、滑块、第二复

位弹簧、滑动板、第三复位弹簧和齿条，电动推杆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架上，电动推杆伸缩

轴一端焊接有第二固定架，第二固定架与夹紧板滑动式连接，第一固定架上对称焊接有固

定环，固定环上转动式连接有第二齿轮，第二齿轮上滑动式连接有滑块，滑块与第一齿轮接

触，滑块与第二齿轮之间联接有第二复位弹簧，两滑动板以可升降的方式连接在第一固定

架上，滑动板与夹紧板相互接触，滑动板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复位弹簧，第三复位弹簧一端与

第一固定架联接，齿条对称焊接于第二固定架上。

[0008] 可选地，还包括有清刷机构，清刷机构设置在其中一齿条上，清刷机构包括有第三

固定架和毛刷，其中一齿条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第三固定架上设置有毛刷。

[0009] 可选地，还包括有分离机构，分离机构设于第一固定架上，分离机构包括有第四固

定架、滑动架、滤网、第五固定架、第四复位弹簧、第六固定架、楔形块、第五复位弹簧、楔形

架、固定框和挡架，第一固定架上固定安装有第四固定架，第四固定架上对称滑动式连接有

滑动架，滑动架上设置有滤网，滤网与第四固定架滑动式连接，第五固定架对称设置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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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架一侧，第五固定架上联接有第四复位弹簧，第四复位弹簧一端与滑动架固定连接，齿

条一端焊接有第六固定架，第六固定架上以可升降的方式连接有楔形块，楔形块上固定连

接有第五复位弹簧，第五复位弹簧一端与第六固定架相连，第一固定架上对称固接有楔形

架，楔形块与楔形架相互接触，第一固定架一侧固定安装有两固定框，第一固定架上对称固

定安装有两挡架。

[0010] 可选地，还包括有刮除机构，刮除机构设置在楔形架上，刮除机构包括有滑杆、第

一楔形条、第六复位弹簧和第二楔形条，楔形架上滑动式连接有滑杆，滑杆一端焊接有第一

楔形条，第一楔形条上联接有第六复位弹簧，第六复位弹簧一端与楔形架固接，第二楔形条

固定连接在滤网上。

[0011]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2] 通过齿条与第二齿轮的齿数及滑动板对夹紧板施加阻力的配合，避免了夹紧板及

其上装置转动过多，使夹紧板只能带动工件转动九十度，便于数控机床对工件另一面进行

铣削加工。

[0013] 通过废料和水滑落至第四固定架上，滤网对水进行过滤，使水流至第一固定架内，

滑动架会将废料推至固定框内，实现对水和废料分开进行收集的目的，增加废水的利用率。

[0014] 通过第一楔形条与滤网紧密贴合，滑动架带动滤网及第二楔形条朝靠近第五固定

架方向运动，使第一楔形条将滤网上残留的废料刮除，防止废料将滤网网口堵住。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转动机构的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夹紧机构的剖视及分离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分离机构的部分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A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附图标记的含义：1：第一固定架，2：夹紧机构，21：转动轴，22：第一齿轮，23：

夹紧板，24：第一复位弹簧，3：转动机构，31：电动推杆，32：第二固定架，33：固定环，34：第二

齿轮，35：滑块，36：第二复位弹簧，37：滑动板，38：第三复位弹簧，39：齿条，4：清刷机构，41：

第三固定架，42：毛刷，5：分离机构，51：第四固定架，52：滑动架，53：滤网，54：第五固定架，

55：第四复位弹簧，56：第六固定架，57：楔形块，58：第五复位弹簧，59：楔形架，511：固定框，

512：挡架，6：刮除机构，61：滑杆，62：第一楔形条，63：第六复位弹簧，64：第二楔形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相连”、“连

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

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可分离废料和水并将其收集的数控机床夹具，如图1‑3所示，包括有第一固定

架1、夹紧机构2和转动机构3，第一固定架1上对称转动式连接有夹紧机构2，夹紧机构2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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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工件夹紧，转动机构3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架1上。

[0024] 夹紧机构2包括有转动轴21、第一齿轮22、夹紧板23和第一复位弹簧24，第一固定

架1上对称转动式连接有转动轴21，转动轴21上固定连接有第一齿轮22，夹紧板23滑动式连

接于远离第一固定架1的转动轴21上，夹紧板23用于将工件夹紧，第一齿轮22与夹紧板23之

间连接有第一复位弹簧24。

[0025] 转动机构3包括有电动推杆31、第二固定架32、固定环33、第二齿轮34、滑块35、第

二复位弹簧36、滑动板37、第三复位弹簧38和齿条39，电动推杆31固定安装在第一固定架1

上，电动推杆31伸缩轴一端焊接有第二固定架32，第二固定架32与夹紧板23滑动式连接，第

一固定架1上对称焊接有固定环33，固定环33上转动式连接有第二齿轮34，第二齿轮34上滑

动式连接有滑块35，滑块35与第一齿轮22接触，滑块35用于推动第一齿轮22及其上装置转

动，滑块35与第二齿轮34之间联接有第二复位弹簧36，两滑动板37以可升降的方式连接在

第一固定架1上，滑动板37与夹紧板23相互接触，滑动板37用于对夹紧板23施加阻力，滑动

板37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复位弹簧38，远离滑动板37的第三复位弹簧38一端与第一固定架1

联接，齿条39对称焊接于第二固定架32上。

[0026] 当需要对工件进行铣削加工时，工作人员推动两夹紧板23相对运动，将工件放置

在两夹紧板23之间，再将两夹紧板23松开，通过第一复位弹簧24的作用，两夹紧板23相向运

动将工件夹紧，接着工作人员手动启动数控机床对工件进行铣削加工。

[0027] 工件其中一面加工完后，工作人员手动控制电动推杆31伸长，电动推杆31伸长带

动第二固定架32及其上装置向后运动，第二固定架32与夹紧板23分离时，恰好齿条39与第

二齿轮34相互接触，齿条39带动第二齿轮34及其上装置转动，第二齿轮34通过滑块35推动

第一齿轮22及其上装置转动，使得夹紧板23带动工件转动，根据齿条39与第二齿轮34的齿

数可得知，夹紧板23只能带动工件转动九十度，便于数控机床对工件另一面进行加工，夹紧

板23转动会推动滑动板37向下运动，滑动板37对夹紧板23施加阻力，防止夹紧板23及其上

装置转动过多。然后工作人员手动控制电动推杆31收缩，电动推杆31收缩带动第二固定架

32及其上装置向前运动，齿条39带动第二齿轮34及其上装置反向转动，第一齿轮22会推动

滑块35拨动。数控机床对工件另一面进行铣削加工，重复上述操作对工件各个面进行铣削

加工。

[0028] 实施例2

[0029] 在实施例1的基础之上，如图2所示，还包括有清刷机构4，清刷机构4设置在其中一

齿条39上，清刷机构4用于将工件表面残留的废料清理干净，清刷机构4包括有第三固定架

41和毛刷42，其中一齿条39上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41，第三固定架41上设置有毛刷42，毛

刷42用于对工件表面进行刷拭。

[0030] 第二固定架32及其上装置向后运动时，齿条39会带动毛刷42向后运动，毛刷42对

工件表面进行刷拭，将工件表面残留的废料清理干净。第二固定架32及其上装置向前运动

时，齿条39会带动毛刷42向前运动，毛刷42将工件另一面上的灰尘刷拭干净。

[0031] 实施例3

[0032] 在实施例2的基础之上，如图4‑5所示，还包括有分离机构5，分离机构5设于第一固

定架1上，分离机构5用于将废料与废水分类，分离机构5包括有第四固定架51、滑动架52、滤

网53、第五固定架54、第四复位弹簧55、第六固定架56、楔形块57、第五复位弹簧58、楔形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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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固定框511和挡架512，第一固定架1上固定安装有第四固定架51，第四固定架51上对称

滑动式连接有滑动架52，滑动架52用于将废料推至固定框511内，滑动架52上设置有滤网

53，滤网53用于对水进行过滤，滤网53与第四固定架51滑动式连接，第五固定架54对称设置

在第一固定架1一侧，第五固定架54上联接有第四复位弹簧55，远离第五固定架54的第四复

位弹簧55一端与滑动架52固定连接，齿条39一端焊接有第六固定架56，远离齿条39的第六

固定架56上以可升降的方式连接有楔形块57，楔形块57上固定连接有第五复位弹簧58，远

离楔形块57的第五复位弹簧58一端与第六固定架56相连，第一固定架1上对称固接有楔形

架59，楔形架59用于将楔形块57卡住，楔形块57与楔形架59相互接触，楔形架59用于推动楔

形块57向上运动，第一固定架1一侧固定安装有两固定框511，第一固定架1上对称固定安装

有两挡架512。

[0033] 数控机床内的喷水装置喷出水会通过挡架512流至第四固定架51上，被刷拭的废

料同样通过挡架512滑落至第四固定架51上，滤网53对水进行过滤，使得水流至第一固定架

1内。第二固定架32及其上装置向后运动时，齿条39会带动第六固定架56及其上装置朝靠近

第五固定架54方向运动，楔形架59不再将楔形块57卡住，处于压缩状态的第五复位弹簧58

复位带动楔形块57向下运动复位，当楔形块57与滑动架52相互接触时，滑动架52会推动楔

形块57向上运动，随后楔形块57与滑动架52分离，被压缩的第五复位弹簧58复位带动楔形

块57向下运动复位。

[0034] 第二固定架32及其上装置向前运动时，齿条39会带动第六固定架56及其上装置朝

远离第五固定架54方向运动，楔形块57会推动滑动架52朝远离第五固定架54方向运动，滑

动架52会将废料推至固定框511内。当楔形块57与楔形架59相互接触时，楔形架59推动楔形

块57向上运动，楔形块57与滑动架52分离，被拉伸的第四复位弹簧55复位带动滑动架52朝

靠近第五固定架54方向运动复位。

[0035] 实施例4

[0036] 在实施例3的基础之上，如图5所示，还包括有刮除机构6，刮除机构6设置在楔形架

59上，刮除机构6用于将滤网53上残留的废料刮除，刮除机构6包括有滑杆61、第一楔形条

62、第六复位弹簧63和第二楔形条64，楔形架59上滑动式连接有滑杆61，滑杆61一端焊接有

第一楔形条62，第一楔形条62用于将滤网53上残留的废料刮除使其落入固定框511内，第一

楔形条62上联接有第六复位弹簧63，远离第一楔形条62的第六复位弹簧63一端与楔形架59

固接，第二楔形条64固定连接在滤网53上。

[0037] 当滑动架52朝远离第五固定架54方向运动时，滑动架52会带动滤网53及第二楔形

条64朝远离第五固定架54方向运动，第二楔形条64会推动第一楔形条62朝远离滤网53方向

运动，随后第二楔形条64与第一楔形条62分离，被压缩的第六复位弹簧63复位带动第一楔

形条62朝靠近滤网53方向运动复位。当滑动架52带动滤网53及第二楔形条64朝靠近第五固

定架54方向运动时，第二楔形条64会推动第一楔形条62朝靠近滤网53方向运动，使得第一

楔形条62与滤网53紧密贴合，第一楔形条62将滤网53上残留的废料刮除使其落入固定框

511内，防止废料将滤网53网口堵住。

[0038]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为了示例和描述起见而给出的，而并不是无遗漏的或者将本发

明限于所公开的形式。很多修改和变化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选

择和描述实施例是为了更好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和实际应用，并且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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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理解本发明从而设计适于特定用途的带有各种修改的各种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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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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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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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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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1

CN 113618446 A

11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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