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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分划调整锁紧机构，

包括调整座、锁套、调整螺杆、手轮、螺钉，所述调

整螺杆与调整座成套安装，所述锁套套装在调整

螺杆与调整座之间的外壁上，锁套与调整座之间

安装有分划计数圈，所述手轮套装在锁套的外

壁，手轮通过螺钉与调整螺杆固定。本实用新型

通过零件、机构巧妙设计，即采取四个零件三处

内外齿啮合结构，射手可徒手、快速、可靠锁紧机

构，从而确保分划调整机构两种调整功能切换可

靠进行，杜绝射表装定后行军过程中或误操作引

起分划异常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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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调整座（1）、锁套（3）、调整螺杆（4）、手轮（5）、

螺钉（6），所述调整螺杆（4）与调整座（1）成套安装，所述锁套（3）套装在调整螺杆（4）与调整

座（1）之间的外壁上，锁套（3）与调整座（1）之间安装有分划计数圈（2），所述手轮（5）套装在

锁套（3）的外壁，手轮（5）通过螺钉（6）与调整螺杆（4）固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整座（1）上沿的外周设

置有多个外齿一（101）。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调整螺杆（4）上部设置

有大凸台（401）和小凸台（403），大凸台（401）的外壁设置有多个外齿二（402），小凸台（403）

的中心开设有螺孔（404），小凸台（403）的外壁设置有多个外齿三（405）。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锁套（3）外部设置有环形

凸台（301），锁套（3）的内壁设置有多个内齿一（302），内齿一（302）分别与外齿一（101）、外

齿二（402）啮合，锁套（3）的顶部开设有安装孔一（303），锁套（3）上沿的两侧分别对应地开

设有安装孔二（304），与两侧的安装孔二（304）对应的锁套（3）内设置有内槽（305）。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内槽（305）中安装有弹簧

（306）和定位钢球（307）。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手轮（5）顶部的中心开设

有安装孔三（501），安装孔三（501）的位置与小凸台（403）中心的螺孔（404）的位置相对应，

安装孔三（501）的下部设置有空心的安装柱（502），安装柱（502）上沿的内壁设置有多个内

齿二（503），内齿二（503）与外齿三（405）啮合，安装柱（502）伸入锁套（3）顶部的安装孔一

（303）内，手轮（5）套装在锁套（3）的外部，手轮（5）的内壁还设置有凹槽A（504）和凹槽B

（505）。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螺钉（6）穿过安装孔三

（501）、安装柱（502）固定在小凸台（403）中心的螺孔（404）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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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划调整锁紧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应用在白光枪瞄分划调整机构中的分划调整锁紧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提高枪的瞄准舒适性和瞄准精度，实战情况下一般使用图像清晰真实、瞄准

精度高、且具有光学放大功能的白光瞄准镜，如果想要瞄准镜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拥有一

种操作简单、可靠性高的分划调整机构是基础。我国目前使用的分划调整机构，一般都具备

两种调整功能，即枪镜一致性校正和外装射表。为了完成这两种调整功能的切换，现有的分

划调整机构存在结构复杂、操作麻烦的问题。并且，由于现有的分划调整机构不具备锁紧的

功能，使得分划调整机构在分划调整两种功能切换过程中和外装射表后的可靠性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操作简单、能快速锁紧的分划调整

锁紧机构，使分划调整机构完成两种分划调整功能的同时，确保两种调整功能切换可靠进

行，当分划调整机构调整到位后，机构能锁紧防错。

[0004] 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调

整座、锁套、调整螺杆、手轮、螺钉，所述调整螺杆与调整座成套安装，所述锁套套装在调整

螺杆与调整座之间的外壁上，锁套与调整座之间安装有分划计数圈，所述手轮套装在锁套

的外壁，手轮通过螺钉与调整螺杆固定。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调整座上沿的外周设置有多个外齿一。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调整螺杆上部设置有大凸台和小凸台，大凸台的外壁设置有多个

外齿二，小凸台的中心开设有螺孔，小凸台的外壁设置有多个外齿三。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锁套外部设置有环形凸台，锁套的内壁设置有多个内齿一，内齿一

分别与外齿一、外齿二啮合，锁套的顶部开设有安装孔一，锁套上沿的两侧分别对应地开设

有安装孔二，与两侧的安装孔二对应的锁套内设置有内槽。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内槽中安装有弹簧和定位钢球。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手轮顶部的中心开设有安装孔三，安装孔三的位置与小凸台中心

的螺孔的位置相对应，安装孔三的下部设置有空心的安装柱，安装柱上沿的内壁设置有多

个内齿二，内齿二与外齿三啮合，安装柱伸入锁套顶部的安装孔一内，手轮套装在锁套的外

部，将二者整合为一体；手轮的内壁还设置有凹槽A和凹槽B，两个凹槽呈上下分布。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螺钉穿过安装孔三、安装柱固定在小凸台中心的螺孔内，从而将手

轮与调整螺杆固定安装。

[0011] 上述的分划计数圈、调整螺杆与调整座的结构以及安装方式均为现有技术，不是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在本说明书中对于三者的结构及连接关系不作详细描述。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3] 本实用新型应用在瞄准镜分划调整机构上，通过零件、机构巧妙设计，即采取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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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三处内外齿啮合结构，射手可徒手、快速、可靠锁紧机构，从而确保分划调整机构两种

调整功能切换可靠进行，杜绝射表装定后行军过程中或误操作引起分划异常变动。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瞄准镜分划调整机构的二维图；

[0015] 图2是调整座的二维简图；

[0016] 图3是调整座的俯视简图；

[0017] 图4是锁套的二维简图；

[0018] 图5是锁套的俯视简图；

[0019] 图6是图4中A向展开图；

[0020] 图7是调整螺杆的二维简图；

[0021] 图8是调整螺杆的俯视简图；

[0022] 图9是手轮的二维简图；

[0023] 图10是手轮的俯视简图；

[0024] 图11是分划计数圈外壁展开图

[0025] 图中：1、调整座，101、外齿一，2、分划计数圈，3、锁套，301、环形凸台，302、内齿一，

303、安装孔一，304、安装孔二，305、内槽，306、弹簧，307、定位钢球，4、调整螺杆，5、手轮，

501、安装孔三，502、安装柱，503、内齿二，504、凹槽A、505、凹槽B，6、螺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说明如下：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分划调整锁紧机构，包括调整座1、锁套3、调整螺杆4、手轮5、螺钉

6，调整螺杆4与调整座1成套安装，锁套3套装在调整螺杆4与调整座1之间的外壁上，锁套3

与调整座1之间安装有分划计数圈2，手轮5套装在锁套3的外壁，手轮5通过螺钉6与调整螺

杆4固定。

[0028] 如图2和3所示，调整座1上沿的外周设置有多个外齿一101。

[0029] 如图7和8所示，调整螺杆4上部设置有大凸台401和小凸台403，大凸台401的外壁

设置有多个外齿二402，小凸台403的中心开设有螺孔404，小凸台403的外壁设置有多个外

齿三405。

[0030] 如图1、4、5所示，锁套3外部设置有环形凸台301，锁套3的内壁设置有多个内齿一

302，内齿一302分别与外齿一101、外齿二402啮合，锁套3的顶部开设有安装孔一303，锁套3

上沿的两侧分别对应地开设有安装孔二304，与两侧的安装孔二304对应的锁套3内设置有

内槽305。内槽305中安装有弹簧306和定位钢球307。

[0031] 如图9和10所示，手轮5顶部的中心开设有安装孔三501，安装孔三501的位置与小

凸台403中心的螺孔404的位置相对应，安装孔三501的下部设置有空心的安装柱502，安装

柱502上沿的内壁设置有多个内齿二503，内齿二503与外齿三405啮合，安装柱502伸入锁套

3顶部的安装孔一303内，手轮5套装在锁套3的外部，将二者整合为一体；手轮5的内壁还设

置有凹槽A504和凹槽B505，两个凹槽呈上下分布。

[0032] 如图1所示，螺钉6穿过安装孔三501、安装柱502固定在小凸台403中心的螺孔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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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从而将手轮5与调整螺杆4固定安装。

[0033] 工作原理：

[0034] 如图1所示，Ⅰ处内外齿啮合，即内齿二503与外齿三405啮合，保证手轮5与调整螺

杆4整体旋转运动。Ⅱ处内外齿啮合，即内齿一302与外齿二402啮合，保证锁套3与调整螺杆

4整体旋转运动。Ⅲ处内外齿啮合，即内齿一302与外齿一101啮合，保证锁套3被调整座1周

向锁住。

[0035] 调整座1紧固连接在瞄准镜镜体上（镜体内有分划框），旋转手轮5，手轮5上的内齿

二503与调整螺杆4的小凸台403外壁的外齿三405啮合，从而带动调整螺杆4转动。

[0036] 调整螺杆4经与调整座1联结的精密传导螺纹副，相对调整座1轴向行动，调整螺杆

4端面推动分划框完成分划调整。调整螺杆4内钢珠与序号1内齿槽作用，保证每档分划精度

以及分度可靠。由于调整螺杆4与调整座1之间的联动为现有技术，在此不作详细描述。

[0037] 1、分划调整：当锁套3内部的定位钢球307处于凹槽A504的位置，此时Ⅰ、Ⅱ两处内

外齿啮合，转动手轮5，调整螺杆4在调整座1中上下轴向运动，实行枪镜一致性校准或外装

射表分划调整功能。

[0038] 2、分划调整机构锁紧：用手推动锁套3外部的环形凸台301，让锁套3向下移动，从

而使其内部的定位钢球307从凹槽A504处移动至凹槽B505的位置，此时Ⅰ、Ⅱ、Ⅲ处内外齿啮

合，无法转动手轮，保证枪镜一致性校准、射表装定后机构锁紧防错。

[0039] 3、枪镜一致性校正与外装射表功能切换：第一步、用手推动锁套3，让锁套3内的定

位钢球307处于凹槽A504的位置，旋转手轮5，调整螺杆4推动分划板框到理想位置，即瞄准

镜瞄准轴与枪管一致；第二步、用手推动锁套3，让锁套3内的定位钢球处于凹槽B505的位置

（此时Ⅲ处内外齿啮合，调整机构锁紧，保证下一步顺利进行）；第三步，拧去螺钉6，将锁套3

与手轮5整体拔出；第四步，如图6和11所示，让锁套3上“0”指示线对准分划计数圈2上铅垂

指示线后将锁套3与手轮5整体插入到调整螺杆4上（此时Ⅲ处内外齿啮合，调整机构锁紧，

保证下一步顺利进行）；第五步，拧紧螺钉6，完成枪镜一致性校准。

[0040] 三处齿啮合齿数与调整座1上起分划调整的内齿数（即旋转一周的分度数）相适

应，即为分度数的整数倍，保证校枪镜一致性后手轮5与锁套3随机能装到调整螺杆1上，同

时锁套3“0”指示线能对准分划计数圈2上铅垂指示线；锁套3随机能压入调整座1外齿中锁

紧防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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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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