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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

具工装，包括基座、第一工装座和第二工装座；基

座包括第一基座和第二基座，呈L形分布；第一工

装座包括第一固定座、调节座、调节件和第一夹

持组件；第二工装座包括第二固定座、第二夹持

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第一夹持组件、第二夹持

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呈三角形排布；针对现有的

定位夹具工装尺寸不可调，工件尺寸的变化必须

重新设计夹具，在加工一些异状工件的时候夹持

不稳定，易发生错位偏差影响工作效率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

尺寸可调节，可适应夹持不同尺寸的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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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座(1)、第一工装座(2)和第二工

装座(3)；

所述基座(1)包括第一基座(11)和第二基座(12)，呈L形分布；

所述第一工装座(2)包括第一固定座(21)、调节座(22)、调节件(23)和第一夹持组件

(24)；

所述第一固定座(21)一端安装在第一基座(11)上，另一端设有调节孔(211)，所述调节

座(22)与第一固定座(21)呈平行间隔排布，所述调节座(22)一端与基座(1)滑动配合，另一

端连接第一夹持组件(24)，所述调节件(23)包括调节手柄(231)、丝杠(232)和丝杠螺母

(233)，所述丝杠(232)穿过调节孔(211)，与调节孔(211)之间为螺纹连接，所述丝杠(232)

一端连接调节手柄(231)，另一端套接有丝杠螺母(233)，所述丝杠螺母(233)与第一夹持组

件(24)固定连接；

所述第二工装座(3)包括第二固定座(31)、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33)；

所述第二固定座(31)安装在第二基座(12)上，所述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

(33)安装在第二固定座(31)上；

所述第一夹持组件(24)、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33)呈三角形排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固定座

(31)包括第一安装板(311)、第二安装板(312)和固定板(313)，所述第一安装板(311)和第

二安装板(312)间隔排布，均垂直固定于所述固定板(313)上，所述固定板(313)固定在第二

基座(12)上；

所述第一安装板(311)上设有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315)，呈纵向排布，所述

第二安装板(312)上镜像对称设置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315)，所述镜像对称的

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315)分别用于安装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

(33)；

所述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315)形状为长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组

件(24)、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33)呈等腰三角形排布，所述第一夹持组件

(24)位于顶点位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持组

件(24)包括第一夹持座(241)和第一夹持顶杆(242)，所述第一夹持座(241)上设有第一通

孔(2411)，所述第一夹持顶杆(242)由第一旋转部(2421)、第一螺杆部(2422)和第一顶针

(2423)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一夹持顶杆(242)与第一通孔(2411)配合，可沿第一通孔

(2411)  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夹持组

件(32)包括第二夹持座(321)和第二夹持顶杆(322)，所述第二夹持座(321)上设有第二通

孔(3211)，所述第二夹持顶杆(322)由第二旋转部(3221)、第二螺杆部(3222)和第二顶针

(3223)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二夹持顶杆(322)与第二通孔(3211)配合，可沿所述第二通孔

(3211)移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夹持座

(321)由第二夹持座本体(3212)、第二安装杆(3213)和第二锁固件(3214)依次连接构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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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安装杆(3213)贯穿第二固定座(31)上镜像对称的第一安装孔(314)，并通过所述第

二锁固件(3214)完成固定安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夹持组

件(33)包括第三夹持座(331)和第三夹持顶杆(332)，所述第三夹持座(331)上设有第三通

孔(3311)，所述第三夹持顶杆(332)由第三旋转部(3321)、第三螺杆部(3322)和第三顶针

(3323)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三夹持顶杆(332)与第三通孔(3311)配合，可沿所述第三通孔

(3311)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夹持座

(331)由第三夹持座本体(3312)、第三安装杆(3313)和第三锁固件(3314)依次连接构成，所

述第三安装杆(3313)贯穿第二固定座(31)上镜像对称的第二安装孔(315)，并通过所述第

三锁固件(3314)完成固定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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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夹具工装技术领域，涉及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在对工件进行焊接时，通常采用人工自由操作或机械夹具操作的方式。采用人工

自由操作的方式，其焊接质量与操作者的焊接水平有密切关系且费时费力。采用机械夹具

焊接的方式，其焊接速度快，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0003] 但是，现有的定位夹具工装尺寸不可调，工件尺寸的变化必须重新设计夹具，在加

工一些异状工件的时候夹持不稳定，易发生错位偏差影响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的定位夹具工装尺寸不可调，工件尺寸的变化必须重新设计夹具，在加

工一些异状工件的时候夹持不稳定，易发生错位偏差影响工作效率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

供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尺寸可调节，可适应夹持不同尺寸的工件。

[0005]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包括基座、第一工装座和第二工装座；

[0007] 所述基座包括第一基座和第二基座，呈L形分布；

[0008] 所述第一工装座包括第一固定座、调节座、调节件和第一夹持组件；

[0009] 所述第一固定座一端安装在第一基座上，另一端设有调节孔，所述调节座与第一

固定座呈平行间隔排布，所述调节座一端与基座滑动配合，另一端连接第一夹持组件，所述

调节件包括调节手柄、丝杠和丝杠螺母，所述丝杠穿过调节孔，与调节孔之间为螺纹连接，

所述丝杠一端连接调节手柄，另一端套接有丝杠螺母，所述丝杠螺母与第一夹持组件固定

连接；

[0010] 所述第二工装座包括第二固定座、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

[0011] 所述第二固定座安装在第二基座上，所述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安装在第

二固定座上；

[0012] 所述第一夹持组件、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呈三角形排布。

[0013]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二固定座包括第一安装板、第二安

装板和固定板，所述第一安装板和第二安装板间隔排布，均垂直固定于所述固定板上，所述

固定板固定在第二基座上；所述第一安装板上设有第一安装孔和第二安装孔，呈纵向排布，

所述第二安装板上镜像对称设置第一安装孔和第二安装孔，所述镜像对称的第一安装孔和

第二安装孔分别用于安装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所述第一安装孔和第二安装孔形

状为长孔。第一安装孔与第二安装孔的长孔设计，可使对应的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夹持组

件进行位置微调整，能进一步适应夹持不同形状的异状工件。

[0014]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夹持组件、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

夹持组件呈等腰三角形排布，所述第一夹持组件位于顶点位置。三个夹持组件呈等腰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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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排布，对被夹持物进行夹持紧固，提高了夹持稳定性。

[0015]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夹持组件包括第一夹持座和第一

夹持顶杆，所述第一夹持座上设有第一通孔，所述第一夹持顶杆由第一旋转部、第一螺杆部

和第一顶针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一夹持顶杆与第一通孔配合，可沿所述第一通孔移动。使

用时可以通过旋转第一旋转部使第一顶针与被夹持物抵触，进一步对被夹持物进行紧固。

[0016]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二夹持组件包括第二夹持座和第二

夹持顶杆，所述第二夹持座上设有第二通孔，所述第二夹持顶杆由第二旋转部、第二螺杆部

和第二顶针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二夹持顶杆与第二通孔配合，可沿所述第二通孔移动。使

用时可以通过旋转第二旋转部使第二顶针与被夹持物抵触，进一步对被夹持物进行紧固。

[0017]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二夹持座由第二夹持座本体、第二

安装杆和第二锁固件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二安装杆贯穿第二固定座上镜像对称的第一安

装孔，并通过所述第二锁固件完成固定安装。使用时根据被夹持物的形状，利用第二锁固件

可使第二夹持座在第一安装孔上进行位置微调整。

[0018]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三夹持组件包括第三夹持座和第三

夹持顶杆，所述第三夹持座上设有第三通孔，所述第三夹持顶杆由第三旋转部、第三螺杆部

和第三顶针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三夹持顶杆与第三通孔配合，可沿所述第三通孔移动。使

用时可以通过旋转第三旋转部使第三顶针与被夹持物抵触，进一步对被夹持物进行紧固。

[0019] 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三夹持座由第三夹持座本体、第三

安装杆和第三锁固件依次连接构成，所述第三安装杆贯穿第二固定座上镜像对称的第二安

装孔，并通过所述第三锁固件完成固定安装。使用时根据被夹持物的形状，利用第三锁固件

可使第三夹持座在第二安装孔上进行位置微调整。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实用新型通过调节件的设计，尺寸可调节，可适应夹持不同尺寸的工件；使用

过程中，可转动调节手柄带动丝杠螺母水平移动，丝杠螺母带动第一夹持组件移动，从而调

整第一夹持组件的位置，以符合不同尺寸的工件；

[0022] 2、本实用新型中第一夹持组件、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呈三角形排布，夹

持稳定，便于操作。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实施例1的基座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实施例1的第一工装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实施例1的第一固定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实施例1的第二工装座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实施例1的第二固定座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实施例1的第一夹持组件和调节座结构示意图。(图中省略丝杠螺母)

[0030] 图8为实施例1的第一夹持顶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为实施例1的第二夹持组件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0为实施例1的第二夹持顶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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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11为实施例1的第三夹持组件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2为实施例1的第三夹持顶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中：1、基座；11、第一基座；12、第二基座；2、第一工装座；21、第一固定座；211、调

节孔；22、调节座；23、调节件；231、调节手柄；232、丝杠；233、丝杠螺母；24、第一夹持组件；

241、第一夹持座；2411、第一通孔；242、第一夹持顶杆；2421、第一旋转部；  2422、第一螺杆

部；2423、第一顶针；3、第二工装座；31、第二固定座；311、第一安装板；  312、第二安装板；

313、固定板；314、第一安装孔；315、第二安装孔；32、第二夹持组件；  321、第二夹持座；

3211、第二通孔；3212、第二夹持座本体；3213、第二安装杆；3214、第二锁固件；322、第二夹

持顶杆；3221、第二旋转部；3222、第二螺杆部；3223、第二顶针；  33、第三夹持组件；331、第

三夹持座；3311、第三通孔；3312、第三夹持座本体；3313、第三安装杆；3314、第三锁固件；

332、第三夹持顶杆；3321、第三旋转部；3322、第三螺杆部；  3323、第三顶针。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实施例1

[0038]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图11和图12所示，一种便捷式

三点定位夹具工装，包括基座1、第一工装座2和第二工装座3；第一工装座2包括第一固定座

21、调节座22、调节件23和第一夹持组件24，第二工装座3包括第二固定座  31、第二夹持组

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33；

[0039] 基座1包括第一基座11和第二基座12，呈L形分布，第一工装座2安装在与第一基座 

11上，第二工装座3安装在第二基座12上。

[0040] 第一固定座21一端安装在第一基座11上，另一端设有调节孔211，所述调节座22与

第一固定座21呈平行间隔排布，所述调节座22一端与基座1滑动配合，另一端连接第一夹持

组件24，所述调节件23包括调节手柄231、丝杠232和丝杠螺母233，所述丝杠232穿过调节孔

211，与调节孔211之间为螺纹连接，所述丝杠232一端连接调节手柄231，另一端套接有丝杠

螺母233，所述丝杠螺母233与第一夹持组件24固定连接；

[0041] 本实施例中利用螺钉将第一固定座21安装在第一基座11上，将螺钉从第一固定座

21底部依次旋入第一固定座21和第一基座11。

[0042] 第二固定座31安装在第二基座12上，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33安装在第

二固定座31上；

[0043] 本实施例中利用螺钉将第二固定座31安装在第二基座12上。

[0044] 第二固定座31包括第一安装板311、第二安装板312和固定板313，第一安装板311

和第二安装板312间隔排布，均垂直固定于固定板313上，固定板313固定在第二基座12上；

第一安装板311上设有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315，呈纵向排布，第二安装板312上镜

像对称设置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315，镜像对称的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 

315分别用于安装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33，第一安装孔314和第二安装孔315形

状为长孔。

[0045] 第一夹持组件24包括第一夹持座241和第一夹持顶杆242，第一夹持座241上设有

第一通孔2411，第一夹持顶杆242由第一旋转部2421、第一螺杆部2422和第一顶针2423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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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构成，第一夹持顶杆242与第一通孔2411配合，可沿第一通孔2411移动。

[0046] 第二夹持组件32包括第二夹持座321和第二夹持顶杆322，第二夹持座321由第二

夹持座本体3212、第二安装杆3213和第二锁固件3214依次连接构成，第二安装杆3213贯穿

第二固定座31上镜像对称的第一安装孔314，并通过第二锁固件3214完成固定安装，第二夹

持座321上设有第二通孔3211，第二夹持顶杆322由第二旋转部3221、第二螺杆部3222和第

二顶针3223依次连接构成，第二夹持顶杆322与第二通孔3211配合，可沿第二通孔3211  移

动。

[0047] 第三夹持组件33包括第三夹持座331和第三夹持顶杆332，第三夹持座331由第三

夹持座本体3312、第三安装杆3313和第三锁固件3314依次连接构成，第三安装杆3313贯穿

第二固定座31上镜像对称的第二安装孔315，并通过第三锁固件3314完成固定安装，第三夹

持座331上设有第三通孔3311，第三夹持顶杆332由第三旋转部3321、第三螺杆部3322和第

三顶针3323依次连接构成，第三夹持顶杆332与第三通孔3311配合，可沿第三通孔3311  移

动。

[0048] 本实施例中，第一夹持顶杆242、第二夹持顶杆322、第三夹持顶杆332在操作时，均

配合垫片适用；

[0049] 第一夹持组件、第二夹持组件和第三夹持组件呈等腰三角形排布，第一夹持组件

24位于顶点位置，该分布对被持夹物进行夹持紧固，稳定性好。

[0050] 本实施例所述便捷式三点定位夹具工装使用时：

[0051] 1、观察待加工工件的形状；

[0052] 2、根据被夹持物的形状，转动调节手柄231带动丝杠螺母233水平移动，丝杠螺母

233  带动第一夹持组件24移动，从而调整第一夹持组件24的位置，以符合待加工工件的尺

寸；

[0053] 3、根据被夹持物的形状，利用第二锁固件3214可使第二夹持座321在第一安装孔

314  上进行位置微调整，利用第三锁固件3314可使第三夹持座331在第二安装孔315上进行

位置微调整，可使对应的第二夹持组件32和第三夹持组件33进行位置微调整，以适应夹持

不同形状的异状工件；

[0054] 4、通过旋转第一旋转部2421使第一顶针2423与被夹持物抵触，进一步对被夹持物

进行紧固；通过旋转第二旋转部3221使第二顶针3223与被夹持物抵触，进一步对被夹持物

进行紧固；通过旋转第三旋转部3321使第三顶针3323与被夹持物抵触，进一步对被夹持物

进行紧固；从而使得待加工工件稳固地被夹持在实施例所述的工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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