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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

包括：基座、支撑座、夹具组件、支撑板、传动组

件、升降机构、固定组件和辅助组件。支撑座固定

安装在基座的安装槽中，滑动座组固定安装在支

撑座的一侧，顶部安装有夹具组件和固定组件。

升降机构为多个设置在滑动平台上的液压升降

缸，液压升降缸的一端固定安装有支持板。夹具

组件为三组，固定安装在滑动座组上，固定组件

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辅助组件包括：设置在缓

冲垫块底部的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导轨组两端

的限位块。通过控制器控制夹具组件的位置、高

度、以及夹爪转动的角度，减少五金壳体在夹具

的作用下出现的加工误差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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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其特征在于，包括：

基座，固定安装在基座一侧的支撑座；

滑动座组，固定安装在支撑座的一侧，包括：设置在支撑座上的导轨组，设置在导轨组

上方的滑动平台，设置在支撑座上的第二伺服电机组，以及设置在第二伺服电机组一端的

丝杠组件；所述滑动平台的底部设置有滑槽，所述滑槽卡接在导轨组上；

升降机构，为多个设置在滑动平台上的液压升降缸，所述液压升降缸的一端固定安装

有支持板；

夹具组件，为三组，固定安装在滑动座组上，包括：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的铰接座，固定

安装在支持板上的支撑板组，连接在支撑板组一端的夹爪，连接在夹爪两侧的支撑板组，以

及设置在支持板上的第一伺服电机组；所述支撑板组的两端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中插接

有连接销轴；所述支撑板组一端连接铰接座，另一端连接夹爪；所述支撑板组设置在铰接座

的一端设置有传动组件，所述第一伺服电机组的动力输出端连接传动组件；

固定组件，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包括：固定设置在支持板上的定位凸块和固定安装在

支持板上的缓冲垫块；

辅助组件，包括：设置在缓冲垫块底部的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导轨组两端的限位块；所

述第一伺服电机组和第二伺服电机组内部设置有编码器，所述压力传感器内部设置有敏感

元件；所述压力传感器与所述第一伺服电机组和第二伺服电机组均通过电线连通控制器；

所述支撑座上还设置有三组光栅传感器，所述光栅传感器通过电线连通控制器；

所述传动组件包括：固定设置在销轴一端的圆形齿轮，设置在第一伺服电机组动力输

出轴一端的圆形齿轮，以及设置在圆形齿轮上的传动链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导轨组为两个

相互对称且平行的圆柱形导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升降缸为

伸缩式液压缸，所述液压升降缸的内部设置有活塞、活塞杆以及活塞密封圈；所述液压升降

缸底部设置有控制阀，通过油管连通液压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阀为电动

调节阀，外部设置塑料保护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一侧开设

有圆形安装槽和通孔，所述支撑座安装在所述安装槽中，所述通孔中贯穿有转动轴，所述转

动轴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座的底部，所述转动轴的另一端设置有转动电机，转动电机带动

支撑座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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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

[0001] 本专利为分案申请，原申请的信息如下，名称：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及其工

作方法，申请号：201910148471X，申请日：2019-02-28。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夹具设备领域，尤其是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

背景技术

[0003] 在零件生产领域中，五金壳体结构的加工过程中，由于质材、形状、曲面薄厚程度

不同，在夹具的施力过大下尤其是圆形壳体，极易造成出现凹陷，折痕甚至壳体整体的变

形，夹具施力过小则导致工件无法稳固固定，从而使加工精度无法保障，造成加工工序的复

杂化，生产周期延长。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提供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

[0005] 技术方案：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包括：

基座，固定安装在基座一侧的支撑座；

滑动座组，固定安装在支撑座的一侧，包括：设置在支撑座上的导轨组，设置在导轨组

上方的滑动平台，设置在支撑座上的第二伺服电机组，以及设置在第二伺服电机组一端的

丝杠组件；所述滑动平台的底部设置有滑槽，所述滑槽卡接在导轨组上；

升降机构，为多个设置在滑动平台上的液压升降缸，所述液压升降缸的一端固定安装

有支持板；

夹具组件，为三组，固定安装在滑动座组上，包括：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的铰接座，固定

安装在支持板上的支撑板组，连接在支撑板组一端的夹爪，连接在夹爪两侧的支撑板组，以

及设置在支持板上的第一伺服电机组；所述支撑板组的两端开设有通孔，所述通孔中插接

有连接销轴；所述支撑板组一端连接铰接座，另一端连接夹爪；所述支撑板组设置在铰接座

的一端设置有传动组件，所述第一伺服电机组的动力输出端连接传动组件；

固定组件，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包括：固定设置在支持板上的定位凸块和固定安装在

支持板上的缓冲垫块；

辅助组件，包括：设置在缓冲垫块底部的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导轨组两端的限位块；所

述第一伺服电机组和第二伺服电机组内部设置有编码器，所述压力传感器内部设置有敏感

元件；所述压力传感器与所述第一伺服电机组和第二伺服电机组均通过电线连通控制器。

[0006]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支撑座上还设置有三组光栅传感器，所述光栅传感器

通过电线连通控制器，能够对工件的加工位置进行定位和测量。

[0007]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传动组件包括：固定设置在销轴一端的圆形齿轮，设置

在第一伺服电机组动力输出轴一端的圆形齿轮，以及设置在圆形齿轮上的传动链条，传动

组件与第一伺服电机配合能够控制夹爪转动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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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导轨组为两个相互对称且平行的圆柱形导轨。

[0009]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液压升降缸为伸缩式液压缸，所述液压升降缸的内部

设置有活塞、活塞杆以及活塞密封圈；所述液压升降缸底部设置有控制阀，通过油管连通液

压站，通过对液压站的控制能够精确的对液压升降缸进行控制。

[0010]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控制阀为电动调节阀，外部设置有塑料保护壳，减少装

置重量的同时保护供电线圈装置。

[0011]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所述基座一侧开设有圆形安装槽和通孔，所述支撑座安装

在所述安装槽中，所述通孔中贯穿有转动轴，所述转动轴固定安装在所述支撑座的底部，所

述转动轴的另一端设置有转动电机，转动电机带动支撑座转动，能够根据加工需要转动工

件。

[0012] 有益效果：本发明和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1.通过滑动座可以控制夹爪和固定组件的位置，第一伺服电机组通过传动组件可以控

制夹爪的转动角度，实现多种工件位置的调整以及圆形曲面的定位和固定。

[0013] 2.升降机构与液压站连通，通过控制器控制液压系统可以实现加工角度和高低度

的调整，减少加工工序。

[0014] 3.控制器根据压力传感器返送的数值，实时调整夹爪的转动角度和升降机构的位

置减少因夹爪施力不当造成的工件变形或者加工误差。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五金壳体专用夹具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五金壳体专用夹具俯视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夹具组件后视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夹具组件侧视图。

[0019] 附图标记为：基座1、支撑座2、夹具组件3、支撑板30、连接轴31、夹爪32、铰接座33、

传动链条34、第一伺服电机组35、滑动座4、滑动平台40、导轨组41、第二伺服电机组42、丝杠

组件43、定位凸块5、液压升降缸6、缓冲垫块7、光栅传感器8、壳体工件9。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下文的描述中，给出了大量具体的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发明更为彻底的理解。然

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本发明可以无需一个或多个这些细节而得以

实施。在其他的例子中，为了避免与本发明发生混淆，对于本领域公知的一些技术特征未进

行描述。

[0021] 如图1至图4所示的一种圆形五金壳体专用夹具，包括：基座1、支撑座2、夹具组件

3、支撑板30、连接轴31、夹爪32、铰接座33、传动链条34、伺服电机组、滑动座4、滑动平台40、

导轨组41、丝杠组件43、定位凸块5、液压升降缸6、缓冲垫块7、压力传感器和光栅传感器8。

[0022] 其中，基座1为钢制材料制成，一侧开设有圆形安装槽和通孔，支撑座2固定安装在

基座1的安装槽中，通孔中贯穿有转动轴，转动轴固定安装在支撑座2的底部，另一端设置有

转动电机，转动电机带动支撑座2转动，支撑座2的底部设置有减震装置。

[0023] 滑动座4组固定安装在支撑座2的一侧，顶部安装有夹具组件3和固定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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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轨组41、滑动平台40、第二伺服电机组42和丝杠组件43。伺服电机组包括：控制夹爪32转

动角度的第一伺服电机和控制夹具组件3水平位置变化的第二伺服电机组42。

[0024] 导轨组41设置在支撑座2上，滑动平台40设置在导轨组41的上方，滑动平台40的底

部设置有滑槽，滑槽卡接在导轨组41上；第二伺服电机组42设置在支撑座2上，丝杠组件43

设置在第二伺服电机组42的一端。丝杠组件43包括：螺母、循环器和螺母，螺母套接在丝杆

上，螺母内部设置有滚珠，螺母的一侧固定连接滑动平台40，第二伺服电机组42的动力经丝

杠传动，从而使滑动平台40在导轨组41上滑动。

[0025] 升降机构为多个设置在滑动平台40上的液压升降缸6，液压升降缸6的一端固定安

装有支持板。

[0026] 夹具组件3为三组，固定安装在滑动座4组上，满足圆形壳体工件9。的固定需要，使

其受力均匀，包括：铰接座33、支撑板30组、夹爪32、支撑板30组、第一伺服电机组35和传动

组件。铰接座33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支撑板30组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夹爪32连接在支撑

板30组的一端，支撑板30组连接在夹爪32的两侧，第一伺服电机组35设置在支持板上。支撑

板30组的两端开设有通孔，通孔中插接有连接销轴；支撑板30组一端连接铰接座33，另一端

连接夹爪32；支撑板30组设置在铰接座33的一端设置有传动组件，第一伺服电机组35的动

力输出端连接传动组件；

固定组件固定安装在支持板上，包括：固定设置在支持板上的定位凸块5和固定安装在

支持板上的缓冲垫块7，缓冲垫块7的底部设置有弹簧装置；

辅助组件包括：设置在缓冲垫块7底部的压力传感器和设置在导轨组41两端的限位块；

第一伺服电机组35和第二伺服电机组42内部设置有编码器，压力传感器内部设置有敏感元

件；压力传感器、光栅传感器8、第一伺服电机组35和第二伺服电机组42均通过电线连通控

制器。

[0027] 支撑座2上还设置有三组光栅传感器8，光栅传感器8通过电线连通控制器，能够对

工件的加工位置进行定位和测量，并将加工数据反馈至控制器，实时把控加工精度和检测

壳体的形态变化。

[0028] 传动组件由固定设置在销轴一端的圆形齿轮，设置在第一伺服电机组35动力输出

轴一端的圆形齿轮以及传动链条34组成，传动组件与第一伺服电机配合能够控制夹爪32转

动的角度。

[0029] 导轨组41为两个相互对称且平行的圆柱形导轨，导轨组41的一端开设有润滑油

孔，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对导轨端面进行润滑。

[0030] 液压升降缸6为伸缩式液压缸，所述液压升降缸6的内部设置有活塞、活塞杆以及

活塞密封圈；所述液压升降缸6底部设置有控制阀，通过油管连通液压站，通过对液压站的

控制能够精确的对液压升降缸6进行控制。

[0031] 控制阀为电动调节阀，外部设置有塑料保护壳，减少装置重量的同时保护供电线

圈装置。

[0032] 工作原理：

将壳体工件9。放置在固定组件上，光栅传感器8对壳体工件9。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后的

尺寸数据反馈至控制器，控制器根据尺寸数据向编码器发送指令使得第一伺服电机和第二

伺服电机联动，调整夹具组件3的位置和夹爪32的转动角度。控制器根据尺寸数据向液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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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发出电信号，液压站收到信号后向升降机构中的控制阀发出电信号，从而调整控制向各

个液压升降缸6高度。

[0033] 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壳体工件9。的材质预设一定的压力值，设置在缓冲垫块7底部

的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控夹具组件3对壳体工件9。的施力情况，超出预设值时向控制器发送

警报。光栅传感器8同时加工好的部位进行检测，把控加工精度和壳体质量，避免不良品的

产生。检测合格后控制器控制转动电机转动支撑座2对壳体工件9。进行下一位置的加工调

整。

[0034] 通过第二伺服电机带动滑动平台40控制夹爪32和固定组件的位置，满足不同尺寸

的工件的需要，第一伺服电机组35带动传动组件控制夹爪32的转动角度，实现多种型号、厚

度工件位置的调整以及复杂曲面的定位和固定。

[0035] 升降机构与液压站连通，通过控制器控制液压系统可以实现加工角度和高低度的

调整，减少人工操作量和减少加工工序，缩短生产周期。

[0036]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等

同变换，这些等同变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251020 A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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