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418572.2

(22)申请日 2019.12.26

(73)专利权人 济南千禧王朝制衣有限公司

地址 250031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小清河

南路1号

(72)发明人 王玲　商轶　段钗　耿文慧　

(51)Int.Cl.

A41H 3/06(2006.01)

A41H 3/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

夹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

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涉及服装打版机的技术

领域，包括用于夹持画笔的定位卡箍和用于夹持

刀具的限位卡箍，所述画笔上沿其周向开设有与

定位卡箍卡接的第一环槽，所述定位卡箍沿竖直

方向与笔座滑移连接，所述刀具上沿其周向开设

有与限位卡箍卡接的第二环槽，且刀具沿竖直方

向与刀座滑移连接，所述笔座上设置有用于锁定

定位卡箍与笔座滑移距离的第一锁定组件，所述

刀座上设置有用于锁定限位卡箍与刀座滑移距

离的第二锁定组件。定位卡箍与限位卡箍的设

置，实现了提高刀具与画笔更换便捷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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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夹持画笔

（300）的定位卡箍（100）和用于夹持刀具（400）的限位卡箍（200），所述画笔（300）上沿其周

向开设有与定位卡箍（100）卡接的第一环槽（310），所述定位卡箍（100）沿竖直方向与笔座

（500）滑移连接，所述刀具（400）上沿其周向开设有与限位卡箍（200）卡接的第二环槽

（410），且刀具（400）沿竖直方向与刀座（600）滑移连接，所述笔座（500）上设置有用于锁定

定位卡箍（100）与笔座（500）滑移距离的第一锁定组件，所述刀座（600）上设置有用于锁定

限位卡箍（200）与刀座（600）滑移距离的第二锁定组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笔座（500）上开设有沿竖直方向的卡槽（510），所述卡槽（510）设置为T形槽，且卡槽

（510）远离工作台（710）的一端设置为开口，所述定位卡箍（100）靠近卡槽（510）的一端与卡

槽（510）形状适配，且沿卡槽（510）长度方向与卡槽（510）滑移连接，所述第一锁定组件包括

定位板（520），所述定位板（520）与笔座（500）远离工作台（710）的一侧贴合转动连接，以封

住卡槽（510）远离工作台（710）的开口，所述笔座（500）上设置有用于调节定位板（520）与笔

座（500）转动角度的第一调节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板（520）与笔座（500）通过竖直的第一转轴（521）转动连接，所述第一调节件包括

第一扭簧（522），所述第一扭簧（522）套设在第一转轴（521）上，且第一扭簧（522）的一端与

第一转轴（521）连接，另一端与定位板（520）连接，在第一扭簧（522）的弹力作用下，所述定

位板（520）转动至封住卡槽（510）远离工作台（710）开口的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板（520）靠近工作台（710）的一端与定位卡箍（100）抵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环槽（310）靠近槽口位置固定连接有凸起（311）。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刀座（600）上开设有沿竖直方向的限位槽（610），所述限位槽（610）设置为T形槽，且限

位槽（610）远离工作台（710）的一端设置为开口，所述限位卡箍（200）靠近限位槽（610）的一

端与限位槽（610）形状适配，且与限位槽（610）滑移连接，所述第一锁定组件包括限位板

（620），所述限位板（620）与刀座（600）远离工作台（710）的一侧贴合转动连接，以封住限位

槽（610）远离工作台（710）的开口，所述刀座（600）上设置有用于调节限位板（620）与刀座

（600）转动角度的第二调节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板（620）与刀座（600）通过竖直的第二转轴（621）转动连接，所述第二调节件包括

第二扭簧（622），所述第二扭簧（622）套设在第二转轴（621）上，且第二扭簧（622）的一端与

第二转轴（621）连接，另一端与限位板（620）连接，在第二扭簧（622）的弹力作用下，所述限

位板（620）转动至封住限位槽（610）远离工作台（710）开口的位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板（620）靠近工作台（710）的一端与限位卡箍（200）抵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环槽（410）靠近槽口位置固定连接有突块（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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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其特征在

于，所述定位板（520）与限位板（620）远离工作台（710）的一侧均开设有防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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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服装打版机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

服装打版机用夹具。

背景技术

[0002] 服装打版机是根据设计师的意图在纸样上绘制出图案，并沿图案边线将纸样裁剪

成衣片的机械。

[0003] 现有技术中，如图1所示，服装打版机包括机架700、工作台710、龙门架720、基座

730，机架700上固定连接有工作台710，机架700内设置有用于驱动龙门架720沿平行于工作

台710的方向与工作台710100滑移连接的驱动装置，龙门架720包括两个竖梁722和一个横

梁721，基座730沿横梁721长度方向与横梁721滑移连接，基座730上设置有用于固定有刀具

400的刀座600和用于固定画笔300的笔座500，刀座600与笔座500均沿竖直方向与基座730

滑移连接。将纸张放置在工作台710上，调节龙门架720沿工作台710滑移，同时控制基座730

沿横梁721滑移，以使基座730带动刀座600与笔座500移动，调节刀座600与笔座500沿基座

730滑移，以使刀具400与画笔300分别与纸张抵接，从而实现打版机对纸张的加工。

[0004] 当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中的服装打版机加工纸样时，由于刀具、画笔分别与刀座、笔

座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当刀具与画笔损坏后，使用者需借用工具将刀具与画笔拆下，再进行

更换，因而导致刀具与画笔拆装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

服装打版机用夹具，通过定位卡箍与限位卡箍的设置，便于使用者更换刀具和画笔，从而实

现降低打版机加工成本的目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包括用于夹持画笔的定位卡箍和

用于夹持刀具的限位卡箍，所述画笔上沿其周向开设有与定位卡箍卡接的第一环槽，所述

定位卡箍沿竖直方向与笔座滑移连接，所述刀具上沿其周向开设有与限位卡箍卡接的第二

环槽，且刀具沿竖直方向与刀座滑移连接，所述笔座上设置有用于锁定定位卡箍与笔座滑

移距离的第一锁定组件，所述刀座上设置有用于锁定限位卡箍与刀座滑移距离的第二锁定

组件。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画笔与定位卡箍卡接配合，利用第一锁定组件将定位

卡箍与笔座连接，再将刀具与限位卡箍卡接配合，利用第二锁定组件将限位卡箍与笔座连

接，从而实现刀具、画笔分别与刀座、笔座的连接。定位卡箍与笔座的滑移连接，便于使用者

将定位卡箍拆下，再将画笔取下，限位卡箍与刀座的滑移连接，便于使用者将限位卡箍取

下，再将刀具取下，从而实现提高刀具与画笔更换便捷性的目的。

[000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笔座上开设有沿竖直方向的卡槽，所述卡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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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形槽，且卡槽远离工作台的一端设置为开口，所述定位卡箍靠近卡槽的一端与卡槽形状

适配，且沿卡槽长度方向与卡槽滑移连接，所述第一锁定组件包括定位板，所述定位板与笔

座远离工作台的一侧贴合转动连接，以封住卡槽远离工作台的开口，所述笔座上设置有用

于调节定位板与笔座转动角度的第一调节件。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画笔与定位卡箍连接后，沿卡槽长度方向将定位卡箍

滑入卡槽内，调节第一调节件，使定位板转动至封住卡槽远离工作台开口的位置，从而使得

定位卡箍不易脱出卡槽，实现定位卡箍与笔座滑移距离的锁定；T形卡槽的设置使得定位卡

箍不易沿远离卡槽槽底的方向脱出卡槽。

[001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板与笔座通过竖直的第一转轴转动连接，所

述第一调节件包括第一扭簧，所述第一扭簧套设在第一转轴上，且第一扭簧的一端与第一

转轴连接，另一端与定位板连接，在第一扭簧的弹力作用下，所述定位板转动至封住卡槽远

离工作台开口的位置。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向远离卡槽开口的方向转动定位板，第一扭簧发生形变，

向沿远离工作台的方向拽动定位卡箍，以使定位卡箍脱出卡槽，从而便于使用者更换画笔；

将定位卡箍取出后，松开定位板，在第一扭簧的恢复力的作用下，定位板转动至封住卡槽远

离工作台的开口的位置。

[001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板靠近工作台的一端与定位卡箍抵接。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定位板与定位卡箍抵接，使得定位卡箍不易产生竖直方

向的移动，从而提高了画笔画线时的稳定性。

[001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一环槽靠近槽口位置固定连接有凸起。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凸起的设置，使得画笔在凸起的作用下不易脱出定位卡

箍，从而提高了画笔与定位卡箍连接的稳定性。

[0017]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刀座上开设有沿竖直方向的限位槽，所述限位槽

设置为T形槽，且限位槽远离工作台的一端设置为开口，所述限位卡箍靠近限位槽的一端与

限位槽形状适配，且与限位槽滑移连接，所述第一锁定组件包括限位板，所述限位板与刀座

远离工作台的一侧贴合转动连接，以封住限位槽远离工作台的开口，所述刀座上设置有用

于调节限位板与刀座转动角度的第二调节件。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刀具与限位卡箍连接后，沿限位槽长度方向将限位卡

箍滑入限位槽内，调节第二调节件，使限位板转动至封住限位槽远离工作台开口的位置，从

而使得限位卡箍不易脱出限位槽，实现限位卡箍与刀座滑移距离的锁定；T形限位槽的设置

使得限位卡箍不易沿远离限位槽槽底的方向脱出限位槽。

[0019]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限位板与刀座通过竖直的第二转轴转动连接，所

述第二调节件包括第二扭簧，所述第二扭簧套设在第二转轴上，且第二扭簧的一端与第二

转轴连接，另一端与限位板连接，在第二扭簧的弹力作用下，所述限位板转动至封住限位槽

远离工作台开口的位置。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向远离限位槽开口的方向转动限位板，第二扭簧发生形

变，向沿远离工作台的方向拽动限位卡箍，以使限位卡箍脱出限位槽，从而便于使用者更换

刀具；将限位卡箍取出后，松开限位板，在第二扭簧的恢复力的作用下，限位板转动至封住

限位槽远离工作台的开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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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限位板靠近工作台的一端与限位卡箍抵接。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限位板与限位卡箍抵接使得限位卡箍不易发生竖直方向

的晃动，从而提高了刀具切割时的稳定性。

[0023]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第二环槽靠近槽口位置固定连接有突块。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突块的设置，使得刀具在突块的作用下不易脱出限位卡

箍，从而提高了刀具与限位卡箍连接的稳定性。

[0025]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定位板与限位板远离工作台的一侧均开设有防滑

纹。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防滑纹的设置使得使用者转动定位板与限位板时，不易

产生打滑现象。

[0027]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0028] 1.利用第一锁定组件将定位卡箍与笔座连接，第二锁定组件将限位卡箍与刀座连

接，解锁第一锁定组件、第二锁定组件，使用者将限位卡箍与定位卡箍取下，从而实现提高

刀具与画笔更换便捷性的目的；

[0029] 2.定位板与第一扭簧的设置，便于使用者转动定位板将定位卡箍从卡槽中取出；

限位板与第二扭簧的设置，便于使用者转动限位板将限位卡箍从限位槽中取出。

[0030] 3.定位板与限位板上防滑纹的设置，使得使用者转动定位板与限位板时，不易产

生打滑现象。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现有技术的附图；

[0032] 图2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是笔座与定位板连接位置的爆炸示意图；

[0034] 图4是画笔与定位卡箍连接位置的爆炸示意图；

[0035] 图5是刀座与限位板连接位置的爆炸示意图；

[0036] 图6是刀具与限位卡箍连接位置的爆炸示意图。

[0037] 附图标记：100、定位卡箍；200、限位卡箍；300、画笔；310、第一环槽；311、凸起；

400、刀具；410、第二环槽；411、突块；500、笔座；510、卡槽；520、定位板；521、第一转轴；522、

第一扭簧；600、刀座；610、限位槽；620、限位板；621、第二转轴；622、第二扭簧；700、机架；

710、工作台；720、龙门架；721、横梁；722、竖梁；730、基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9] 参照图2和图3，一种适用于定制服装打版的服装打版机用夹具，包括用于夹持画

笔300的定位卡箍100。

[0040] 笔座500上开设有沿竖直方向的卡槽510，卡槽510为T形槽，定位卡箍100靠近卡槽

510的一端与卡槽510形状配合，且沿卡槽510长度方向与卡槽510滑移连接以实现定位卡箍

100与卡槽510的滑移连接。为了便于使用者将定位卡箍100从卡槽510中取出，卡槽510远离

工作台710的一端设置为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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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笔座500上设置有用于锁定定位卡箍100与卡槽510滑移距离的第一锁定组件。第

一锁定组件包括定位板520。定位板520通过竖直的第一转轴521与笔座500远离工作台710

的一侧贴合转动连接，以封住卡槽510远离工作台710的开口，从而使得定位卡箍100与卡槽

510滑移距离的锁定。

[0042] 为了便于定位板520转动至将卡槽510远离工作台710的开口封住的位置，笔座500

上设置有用于调节定位板520与笔座500转动角度的第一调节件。第一调节件包括第一扭簧

522，第一扭簧522套设在第一转轴521上，且第一扭簧522的一端与第一转轴521固定连接，

另一端与定位板520固定连接。在第一扭簧522的弹力作用下，定位板520转动至将卡槽510

远离工作台710的开口封住的位置。为了使得定位卡箍100不易产生竖直方向的晃动，定位

板520靠近工作台710的侧面与定位卡箍100抵接。

[0043] 为了使得使用者转动定位板520时不易产生打滑现象，定位板520远离工作台710

的侧面开设有防滑纹。

[0044] 参照图3和图4，画笔300上沿其周向开设有第一环槽310，定位卡箍100与第一环槽

310卡接配合，以实现定位卡箍100与画笔300的可拆卸连接。

[0045] 为了使得定位卡箍100不易脱出第一环槽310，第一环槽310靠近第一环槽310槽口

的位置一体成型有凸起311。

[0046] 参照图2和图5，夹具还包括用于夹持刀具400的限位卡箍200。刀座600上沿竖直方

向开设有限位槽610，限位槽610为T形槽。限位卡箍200靠近限位槽610的一端与限位槽610

形状适配，且沿竖直方向与限位槽610滑移连接。限位槽610远离工作台710的一端开设有开

口，以便于使用者向远离工作台710的方向拽动限位卡箍200，将卡箍取下。

[0047] 刀座600上设置有用于锁定限位卡箍200与限位槽610滑移距离的第二锁定组件。

第二锁定组件包括限位板620。限位板620通过竖直的第二转轴621与刀座600远离工作台

710的侧面贴合转动连接，以使限位板620封住限位槽610远离工作台710的开口，从而实现

限位卡箍200与限位槽610滑移距离的锁定。

[0048] 为了便于限位板620转动至将限位槽610远离工作台710的开口封住的位置，刀座

600上设置有用于调节限位板620与刀座600转动角度的第二调节件。第二调节件包括第二

扭簧622，第二扭簧622套设在第二转轴621上，且一端与第二转轴621固定连接，另一端与限

位板620固定连接。在第二扭簧622的弹力作用下，限位板620转动至将限位槽610远离工作

台710的开口封住的位置。为了使得限位卡箍200不易产生竖直方向的晃动，限位板620靠近

工作台710的侧面与限位卡箍200抵接。

[0049] 为了使得使用者转动限位板620时不易产生打滑现象，限位板620远离工作台710

的侧面开设有防滑纹。

[0050] 参照图5和图6，刀具400上沿其周向开设有第二环槽410，限位卡箍200与第二环槽

410卡接配合，以实现限位卡箍200与刀具400的可拆卸连接，以便于使用者更换刀具400。

[0051] 为了使得限位卡箍200不易与第二环槽410脱离，刀具400在第二环槽410靠近槽口

的位置一体成型有突块411。

[0052]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将定位卡箍100与画笔300的第一环槽310卡接配合，转动

定位板520，使定位卡箍100沿卡槽510长度方向滑入卡槽510中，松开定位板520，在第一扭

簧522恢复形变力的作用下，定位板520转动至封住卡槽510远离工作台710开口的位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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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便于制版机加工纸样。

[0053] 将限位卡箍200与刀具400的第二环槽410卡接配合，转动限位板620，使限位卡箍

200沿限位槽610长度方向滑入限位槽610中，松开限位板620，在第二扭簧622恢复形变力的

作用下，限位板620转动至封住限位槽610远离工作台710开口的位置，从而便于制版机加工

纸样。

[005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实用新

型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实用

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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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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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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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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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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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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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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