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162048.8

(22)申请日 2016.12.1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3838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31

(73)专利权人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00700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村1号

(72)发明人 陈期桃　陈锋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光华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31219

代理人 熊万里

(51)Int.Cl.

B28D 5/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317260 U,2017.07.11,权利要求1-

9.

CN 101249622 A,2008.08.27,说明书第1页

第5行至第4页最后一行及附图1-11.

CN 201271822 Y,2009.07.15,全文.

CN 205630303 U,2016.10.12,全文.

CN 203712482 U,2014.07.16,全文.

JP 2003-71699 A,2003.03.12,全文.

FR 2518003 A1,1983.06.17,全文.

审查员 张耀东

 

(54)发明名称

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和夹紧定位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料管定位组件，便于宝石元

件的装夹定位和旋扩加工。本发明同时提供一种

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包括上的料管定位组件，

一种料管定位组件，用于定位带外锥的料管，包

括定位套和定位座，所述定位座沿轴向将定位套

压在料管上，且所述定位套端部设有与料管配合

的内锥面，所述定位座中心开设有通孔，定位座

内端设置有连接头，该连接头伸入所述定位套，

所述定位座外端开设有用于安装顶芯的安装孔；

还包括料管、钢丝、顶芯以及安装在料管两端内

的嵌套，所述料管两端分别与一个料管定位组件

配合，所述连接头与嵌套连接，顶芯安装在安装

孔内，所述钢丝穿过嵌套、定位座通孔及顶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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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其特征在于：包括料管定位组件，所述料管定位组件用于

定位带外锥的料管，所述料管定位组件包括定位套和定位座，所述定位座沿轴向将定位套

压在料管上，且所述定位套端部设有与料管配合的内锥面，所述定位座中心开设有通孔，定

位座内端设置有连接头，该连接头伸入所述定位套，所述定位座外端开设有用于安装顶芯

的安装孔；

所述连接头为螺柱，所述通孔穿过该螺柱；

所述安装孔为沉孔，该沉孔直径大于所述通孔直径；

还包括料管、钢丝、顶芯以及安装在料管两端内的嵌套，所述料管两端分别与一个料管

定位组件配合，所述连接头与嵌套连接，顶芯安装在安装孔内，所述钢丝穿过嵌套、定位座

通孔及顶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嵌套与连接头螺

纹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嵌套外端设置有

螺纹连接孔，所述螺纹连接孔的直径大于嵌套中心孔的直径，嵌套中心孔的直径大于等于

待加工产品内孔孔径。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嵌套

与料管内壁过盈配合，所述顶芯与安装孔过盈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套的第一端

设有内锥面，所述定位座外端形成轴肩并压在定位套第二端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所述定位座中部位于定位套内，并

与定位套过盈配合。

7.一种宝石元件的夹紧定位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宝石元件的

旋扩工装，其特征在于：首先在料管内穿上一组产品，并在安装孔内装上相应孔径的顶芯；

在料管两端内安装嵌套；然后在料管两端各连接一套料管定位组件，张紧钢丝，消除产品间

的间隙，旋紧定位座，使料管外锥与定位套内锥配合完成定位；在料管内注入熔化的锡合

金，将产品和钢丝完全覆盖包裹，待锡合金降温凝固后，退出钢丝，拆下料管两端的料管定

位组件，重复进行下一组产品的定位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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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和夹紧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装夹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和夹紧定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加工一些孔径公差小且内孔表面要求高的产品时，常采用旋转扩孔加工，简称

“旋扩”。加工前需要解决料管(容纳产品的空管)和产品的定位及夹紧。通常采用图1所示的

旋转扩孔工装，确保料管1(产品5)定位准确。宝石元件产品5旋扩前，料管1(产品5)定位装

夹方法是：一组产品5穿在一根直径比产品5孔径略小的钢丝4上，然后钢丝4穿过料管1两端

的顶芯2，顶芯2孔与钢丝4小间隙配合；顶芯2外圆与料管1孔小间隙配合，保证料管1(产品

5)中心和钢丝4中心重合，通过在料管1内注入熔化的锡合金3，将产品5和钢丝4完全覆盖包

裹在内，待锡合金3降温凝固后，退出钢丝4，完成旋扩前的产品定位装夹。但是，这种装夹方

式有两大缺点：

[0003] 1、顶芯和料管间有配合间隙，导致料管的定位误差较大；

[0004] 2、旋扩加工完成后，顶芯和产品的孔径会一起被扩大，在加工下一车时，必须更换

新的顶芯，这样，大批量加工时，操作不方便，而且顶芯用量大会明显增加生产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以上所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料管定位组件，便于

宝石元件的装夹定位和旋扩加工。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及其他相关目的，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发明同时提供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装，包括上的料管定位组件，一种料管定

位组件，用于定位带外锥的料管，包括定位套和定位座，所述定位座沿轴向将定位套压在料

管上，且所述定位套端部设有与料管配合的内锥面，所述定位座中心开设有通孔，定位座内

端设置有连接头，该连接头伸入所述定位套，所述定位座外端开设有用于安装顶芯的安装

孔；

[0008] 所述嵌套与连接头螺纹连接；

[0009] 所述嵌套外端设置有螺纹连接孔，所述螺纹连接孔的直径大于嵌套中心孔的直

径，嵌套中心孔的直径大于等于待加工产品内孔孔径；

[0010] 还包括料管、钢丝、顶芯以及安装在料管两端内的嵌套，所述料管两端分别与一个

料管定位组件配合，所述连接头与嵌套连接，顶芯安装在安装孔内，所述钢丝穿过嵌套、定

位座通孔及顶芯。

[0011] 由于旋扩料管在机床上是用料管两端的外锥面定位的，因此，为保证料管的定位

精度，要求加工基准和定位基准统一，通过带内锥面的定位组件，来保证料管和产品定位准

确。同时，为减少顶芯用量，方便操作，料管和产品完成定位夹紧(浇锡固定)后，取下定位组

件，只让产品(不用顶芯)参与旋扩加工。解决了料管的定位误差大，以及顶芯不能重复使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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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所述嵌套与料管内壁过盈配合，所述顶芯与安装孔过盈配合，便于安装和

拆卸。

[0013] 进一步，所述定位套的第一端设有内锥面，所述定位座外端形成轴肩并压在定位

套第二端上。

[0014] 进一步，所述定位座中部位于定位套内，并与定位套过盈配合。

[0015] 进一步，所述连接头为螺柱，所述通孔穿过该螺柱。通过螺柱与料管直接或间接连

接，便于将定位套与料管之间拉紧，操作方便。

[0016] 进一步，所述安装孔为沉孔，该沉孔直径大于所述通孔直径。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宝石元件的夹紧定位方法，采用上述的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

装，具体为：首先在料管内穿上一组产品，在料管两端内安装嵌套，并在安装孔内装上相应

孔径的顶芯，然后在料管两端各连接一套料管定位组件，张紧钢丝，消除产品间的间隙，旋

紧定位座，使料管外锥与定位套内锥配合完成定位，在料管内注入熔化的锡合金，将产品和

钢丝完全覆盖包裹，待锡合金降温凝固后，退出钢丝，拆下料管两端的料管定位组件，重复

进行下一组产品的定位夹紧。

[0018] 如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料管定位组件简单实用，每次定位完成

后拆下，可重复循环使用，成本低廉。依据产品孔径大小更换相应孔径的顶芯，顶芯可重复

使用，节省大量的顶芯，降低生产成本。加工基准和定位基准统一，料管(产品)定位精度提

高，产品加工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现有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料管定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旋扩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产品在料管内的安装示意图。

[0023] 零件标号说明

[0024] 1     料管

[0025] 2      顶芯

[0026] 3      锡合金

[0027] 4      钢丝

[0028] 5      产品

[0029] 6     料管定位组件

[0030] 61     定位套

[0031] 62     定位座

[0032] 63     轴肩

[0033] 64    连接头

[0034] 65    通孔

[0035] 66    安装孔

[0036] 7     嵌套

[0037] 71    中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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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72     螺纹连接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40] 实施例

[0041] 如图2所示，一种料管定位组件6，用于定位带外锥的料管，包括定位套61和定位座

62，定位座62沿轴向将定位套61压在料管的外锥面上，且定位套61端部设有与料管外锥面

配合的内锥面，定位座62中心开设有通孔65，以便钢丝等穿过，定位座62内端设置有连接头

64，该连接头64伸入定位套61，用于与料管直接或间接连接，定位座62外端开设有用于安装

顶芯的安装孔66，本例中所述的内外，是以靠近料管的一端为内端，远离料管的一端为外

端。

[0042] 由于旋扩料管在机床上是用料管两端的外锥面定位的，因此，为保证料管的定位

精度，要求加工基准和定位基准统一，通过带内锥面的定位组件，来保证料管和产品定位准

确。同时，为减少顶芯用量，方便操作，料管和产品完成定位夹紧(浇锡固定)后，取下定位组

件，只让产品(不用顶芯)参与旋扩加工。解决了料管的定位误差大，以及顶芯不能重复使用

的问题。

[0043] 进一步地，定位套61的第一端设有内锥面，定位座62外端形成轴肩63并压在定位

套61第二端上，定位座62中部位于定位套61内，并与定位套61过盈配合，连接头64为螺柱，

通孔65轴向贯穿该螺柱。

[0044] 所述安装孔66为沉孔，该沉孔直径大于所述通孔65直径，以便于顶芯的容纳安装。

[0045] 进一步如图3和图4所示，本发明在上述结构基础上，提供一种宝石元件的旋扩工

装，包括两个上述的料管定位组件6，还包括料管1、钢丝4、两个顶芯2以及安装在料管1两端

内的嵌套7，料管1两端分别与一个料管定位组件6配合，嵌套7固定在料管1内，连接头64与

嵌套7连接，通过定位座62将定位套61压在料管1两端，顶芯2安装在安装孔66内，钢丝4穿过

嵌套7、定位座62通孔65及顶芯2。顶芯2的内孔孔径略大于钢丝4直径。

[0046] 为了便于连接，嵌套7与连接头64螺纹连接，具体地，嵌套7中心具有中心孔71，嵌

套7外端设置有螺纹连接孔72，连接头64伸入连接孔内，与嵌套7旋转拉紧；螺纹连接孔72的

直径大于嵌套7中心孔71的直径，嵌套7中心孔71的直径大于等于待加工产品5内孔孔径，在

旋扩时不会将嵌套7中心孔71扩大。

[0047] 为了便于装配，嵌套7与料管1内壁过盈配合，顶芯2与安装孔66过盈配合。

[0048] 进一步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采用上述旋扩工装夹紧定位宝石元件的方法，具体

为：

[0049] 1、首先在料管1内穿上一组产品5，钢丝4穿过产品5内孔，两端伸出料管1；

[0050] 2、在料管1两端各安装一个嵌套7；

[0051] 3、在料管定位组件6的安装孔66内装上与产品5孔径相应的顶芯2，然后在料管1两

端各连接一套料管定位组件6；

[0052] 4、张紧钢丝4，消除产品5间的间隙，旋紧定位座62，通过连接头64和嵌套7的连接，

使料管1外锥与定位套61内锥配合完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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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5、在料管1内注入熔化的锡合金3，将产品5和钢丝4完全覆盖包裹，待锡合金3降温

凝固后，退出钢丝4，拆下料管1两端的料管定位组件6，重复进行下一产品5的定位夹紧。

[0054] 本发明料管定位组件6简单实用，每次定位完成后拆下，可重复循环使用，成本低

廉。依据产品5孔径大小更换相应孔径的顶芯2，顶芯2可重复使用，节省大量的顶芯2，降低

生产成本。料管1(产品5)定位精度提高，产品5加工质量也明显提高。

[0055] 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饰或改变。因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

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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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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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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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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