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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夹治具，包括工

作台、多个焊带定位结构和用以调节太阳能电池

片之间间距的多块隔板，工作台的上表面设置有

磁铁板，该磁铁板上设置有耐高温特氟龙层；隔

板通过磁性吸附在工作台上；工作台的上表面右

侧设有固定档杆，该工作台上设有能够在工作台

上滑移的活动档杆；工作台的上表面还设置有垂

直于固定档杆的滑动横杆，该滑动横杆上可滑动

设置有至少一个以便固定电烙铁的电烙铁定位

滑块。本实用新型不仅能够快速定位装夹好太阳

能电池片，而且能够快速定位装夹好焊带，同时

又能够快速定位好太阳能电池片之间的间距，进

而能够更方便手工焊接工作，有效解决了虚焊和

脱焊问题，提高了电池片的焊接品质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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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夹治具，包括工作台(1)，所述的工作台(1)的上表面右侧设有固定档杆

(2)，该工作台(1)上设有与固定档杆(2)相互平行设置且能够在工作台(1)上滑移的活动档

杆(3)；所述的工作台(1)的上表面还设置有垂直于固定档杆(2)并且横跨于活动档杆(3)和

固定档杆(2)上方的滑动横杆(4)，该滑动横杆(4)上设置有一条沿滑动横杆(4)长度方向设

置的通槽(41)，所述的滑动横杆(4)上沿其长度滑动安装有至少一个电烙铁定位滑块(5)，

该电烙铁定位滑块(5)通过设置于电烙铁定位滑块(5)侧面上的定位旋钮(6)固定于滑动横

杆(4)上，该电烙铁定位滑块(5)上开设有与通槽上下贯穿的插孔(5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多个焊带定位结构和用以调节太阳能电池片之间间距的多块隔板(12)，所述的工作台(1)

的上表面设置有磁铁板，该磁铁板上设置有耐高温特氟龙层；所述的隔板(12)通过磁性吸

附在工作台(1)上；每个所述的焊带定位结构均包括两个焊带定位块(7)，所述的两个焊带

定位块(7)的上表面设置有贯穿焊带定位块(7)的焊带定位槽(71)，两个焊带定位块(7)分

别可滑动地设置在工作台(1)上沿工作台左右方向设置的前后两个截面为“T”字形的第一

滑槽(101)内，其中焊带定位槽(71)的底面与工作台(1)齐平；所述的两个焊带定位块(7)底

部第一连接杆(72)均穿过第一滑槽(101)与第一连接梁(8)连接；所述的第一连接梁(8)的

两端均通过左右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1)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活动档杆(3)的两端底

部均通过第二连接杆(31)穿过开设于工作台(1)上的第二滑槽(102)与第二连接梁(9)连

接；所述的第二连接梁(9)的两端均通过左右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1)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滑动横杆(4)的两端均

通过前后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1)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连接梁(8)上设置

有操作手柄(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向机构包括导轨

(111)和导向块(112)，所述的导轨(111)和导向块(112)滑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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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夹治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夹具设备，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新型夹治具。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组件要实现发电的功能必须要将单片的电池连接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整体，

常见的连接方式为焊接。但是焊接过程如果控制不当就会造成热斑、碎片、虚焊、脱焊等现

象，严重时会影响组件的寿命甚至是烧毁组件，因此大多数晶硅组件车间将焊接定为特殊

过程。

[0003] 由于太阳能电池片具有薄、脆和易开裂等物理特性，采用自动焊接工艺难度比较

高。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的是手工焊接，常用的焊接工具是焊台和手持式小功率电烙铁。太

阳能电池片手工焊接流程如下：首先进行正面单焊，用电烙铁将镀锡铜焊带在一定温度下

焊接到电池片正面(负极)主栅线上；然后进行电池片的背面串焊，在专用的焊接模板上(可

以确保电池片的相对位置)，操作电烙铁将互联条焊接到电池片背面电极上，从而依次将电

池片串接在一起，并且正负极焊接出引出线。太阳能电池片手工焊接对工人的要求较高，要

求焊带焊接后须平直、光滑、牢固，因此急需一款能够保证达到焊接要求的太阳能电池片焊

接治具。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我 们公 司已 经研发了相关的技术方案 ，如中国专利号

ZL201720307366.2，授权公告日为2017年12月19日，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光伏组件电池片

焊接辅助定位治具，该申请案涉及一种一种光伏组件电池片焊接辅助定位治具，包括工作

台，工作台的前侧设有固定挡杆，工作台的后侧设有与固定挡杆相平行且能够前后滑移的

活动挡杆，工作台上还设有垂直于固定挡杆且横跨于固定挡杆和活动挡杆上方的滑动横

杆，滑动横杆上设有一条沿滑动横杆长度方向设置的通槽，滑动横杆上设有至少一组能够

沿滑动横杆长度方向滑动定位的电烙铁定位滑块，电烙铁定位滑块上设有一与通槽上下贯

穿的插孔，电烙铁定位滑块上还设有定位旋钮。该申请能够方便快捷地实现电池片整齐排

列，能够方便电烙铁角度固定，有效解决了虚焊和脱焊问题，提高了电池片的焊接品质和效

率，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焊带不能快速地准确地对准电池片上的主栅，并且太阳能电池

片之间间距也不好调控。

发明内容

[0005] 1.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的不足，提供了一种新型夹治具，采用本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结构简单，设计巧妙，连接方便，不仅能够快速定位装夹好太阳能电池片，而

且能够快速定位装夹好焊带，同时又能够快速定位好太阳能电池片之间的间距，进而能够

更方便手工焊接工作，有效解决了虚焊和脱焊问题，提高了电池片的焊接品质和效率。

[0007] 2.技术方案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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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包括工作台，所述的工作台的上表面右侧设有固

定档杆，该工作台上设有与固定档杆相互平行设置且能够在工作台上滑移的活动档杆；所

述的工作台的上表面还设置有垂直于固定档杆并且横跨于活动档杆和固定档杆上方的滑

动横杆，该滑动横杆上设置有一条沿滑动横杆长度方向设置的通槽，所述的滑动横杆上沿

其长度滑动安装有至少一个电烙铁定位滑块，该电烙铁定位滑块通过设置于电烙铁定位滑

块侧面上的定位旋钮固定于滑动横杆上，该电烙铁定位滑块上开设有与通槽上下贯穿的插

孔，还包括多个焊带定位结构和用以调节太阳能电池片之间间距的多块隔板，所述的工作

台的上表面设置有磁铁板，该磁铁板上设置有耐高温特氟龙层；所述的隔板通过磁性吸附

在工作台上；每个所述的焊带定位结构均包括两个焊带定位块，所述的两个焊带定位块的

上表面设置有贯穿焊带定位块的焊带定位槽，两个焊带定位块分别可滑动地设置在工作台

上沿工作台左右方向设置的前后两个截面为“T”字形的第一滑槽内，其中焊带定位槽的底

面与工作台齐平；所述的两个焊带定位块底部第一连接杆均穿过第一滑槽与第一连接梁连

接；所述的第一连接梁的两端均通过左右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相连。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活动档杆的两端底部均通过第二连接杆穿过开设于工作台上

的第二滑槽与第二连接梁连接；所述的第二连接梁的两端均通过左右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

与工作台相连。

[0011]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滑动横杆的两端均通过前后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相

连。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连接梁上设置有操作手柄。

[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的导向机构包括导轨和导向块，所述的导轨和导向块滑动连接。

[0014] 3.有益效果

[0015] 采用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与已有的公知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工作台的上表面右侧设有固定档杆，该工作

台上设有与固定档杆相互平行设置且能够在工作台上滑移的活动档杆，使用活动档杆和固

定档杆进行快速定位装夹太阳能电池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

[0017] (2)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工作台的上表面还设置有垂直于固定档杆

并且横跨于活动档杆和固定档杆上方的滑动横杆，该滑动横杆上设置有一条沿滑动横杆长

度方向设置的通槽，滑动横杆上沿其长度滑动安装有至少一个电烙铁定位滑块，该电烙铁

定位滑块通过设置于电烙铁定位滑块侧面上的定位旋钮固定于滑动横杆上，该电烙铁定位

滑块上开设有与通槽上下贯穿的插孔，通过可在滑动横杆上移动的电烙铁定位滑块，能够

方便电烙铁角度固定，同时能够方便电烙铁与焊带位置对齐；

[0018] (3)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还包括多个焊带定位结构，每个焊带定位结

构均包括两个焊带定位块，两个焊带定位块的上表面设置有贯穿焊带定位块的焊带定位

槽，两个焊带定位块分别可滑动地设置在工作台上沿工作台左右方向设置的前后两个截面

为“T”字形的第一滑槽内，其中焊带定位槽的底面与工作台齐平；两个焊带定位块底部第一

连接杆均穿过第一滑槽与第一连接梁连接；第一连接梁的两端均通过左右方向设置的导向

机构与工作台相连，结构简单，连接方便，通过第一连接梁控制两个焊带定位块同时移动，

保证两个焊带定位块处于同一直线，通过可在第一滑槽内滑动的焊带定位块实现焊带与太

阳能电池片上的主栅快速定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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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4)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工作台的上表面设置有磁铁板，该磁铁板上

设置有耐高温特氟龙层；所述的隔板通过磁性吸附在工作台上，首先通过磁铁板可以对太

阳能电池片进行吸附固定，可以防止后期隔板移除时移动太阳能电池片，其次通过磁铁板

连接隔板，通过隔板对太阳能电池片之间间距进行调整，且可以根据不同间距要求，使用不

同尺寸地隔板进行调整，使用方便可靠，另外耐高温特氟龙层，保证焊接工作，延长使用寿

命；

[0020] (5)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其第一连接梁上设置有操作手柄，通过操作手

柄控制第一连接梁移动，操作更为方便。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仰视的结构示意图。

[0023] 示意图中的标号说明：1、工作台；101、第一滑槽；102、第二滑槽；2、固定档杆；3、活

动档杆；31、第二连接杆；4、滑动横杆；41、通槽；5、电烙铁定位滑块；51、插孔；6、定位旋钮；

7、焊带定位块；71、焊带定位槽；72、第一连接杆；8、第一连接梁；9、第二连接梁；10、操作手

柄；111、导轨；112、导向块；12、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进一步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内容，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描述。

[0025] 实施例

[0026] 结合图1和图2，本实施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包括工作台1、多个焊带定位结构和

用以调节太阳能电池片之间间距的多块隔板12，工作台1的上表面右侧设有固定档杆2，该

工作台1上设有与固定档杆2相互平行设置且能够在工作台1上滑移的活动档杆3，使用活动

档杆和固定档杆进行快速定位装夹太阳能电池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本实施例活动档杆

3 的两端底部均通过第二连接杆31穿过开设于工作台1上的第二滑槽102与第二连接梁9连

接；第二连接梁9的两端均通过左右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1相连；工作台1的上表面

还设置有垂直于固定档杆2并且横跨于活动档杆3和固定档杆2上方的滑动横杆4，滑动横杆

4 的两端均通过前后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1相连；该滑动横杆4上设置有一条沿滑

动横杆4长度方向设置的通槽41，滑动横杆4上沿其长度滑动安装有至少一个电烙铁定位滑

块  5，该电烙铁定位滑块5通过设置于电烙铁定位滑块5侧面上的定位旋钮6固定于滑动横

杆4  上，该电烙铁定位滑块5上开设有与通槽上下贯穿的插孔51，通过可在滑动横杆上移动

的电烙铁定位滑块，能够方便电烙铁角度固定，同时能够方便电烙铁与焊带位置对齐；

[0027] 接续，工作台1的上表面设置有磁铁板，该磁铁板上设置有耐高温特氟龙层；隔板

12通过磁性吸附在工作台1上；首先通过磁铁板可以对太阳能电池片进行吸附固定，可以防

止后期隔板移除时移动太阳能电池片，其次通过磁铁板连接隔板，通过隔板对太阳能电池

片之间间距进行调整，且可以根据不同间距要求，使用不同尺寸地隔板进行调整，使用方便

可靠，另外耐高温特氟龙层，保证焊接工作，延长使用寿命；

[0028] 接续，每个焊带定位结构均包括两个焊带定位块7，两个焊带定位块7的上表面设

置有贯穿焊带定位块7的焊带定位槽71，两个焊带定位块7分别可滑动地设置在工作台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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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工作台左右方向设置的前后两个截面为“T”字形的第一滑槽101内，其中焊带定位槽71的

底面与工作台1齐平；两个焊带定位块7底部第一连接杆72均穿过第一滑槽101与第一连接

梁  8连接；第一连接梁8的两端均通过左右方向设置的导向机构与工作台1相连；结构简单，

连接方便，通过第一连接梁控制两个焊带定位块同时移动，保证两个焊带定位块处于同一

直线，通过可在第一滑槽内滑动的焊带定位块实现焊带与太阳能电池片上的主栅快速定位

的目的；第一连接梁8上设置有操作手柄10；上述的导向机构包括导轨111和导向块112，所

述的导轨111和导向块112滑动连接，通过操作手柄控制第一连接梁移动，操作更为方便。

[0029] 使用时先在太阳能电池片吸附在工作台上，利用隔板12对太阳能电池片间距进行

调整，再利用固定档杆2和活动档杆3对太阳能电池片进行快速定位固定，调整结束后将隔

板12移除，此时在固定档杆2和活动档杆3以及工作台磁性吸附的作用下保证太阳能电池片

固定状态，不会因隔板12的移除而影响太阳能电池片的设置，再将焊带设置于焊带定位块7

的焊带定位槽71内，通过第一连接梁8带动焊带定位块7滑动，实现焊带与太阳能电池片上

的主栅快速定位的目的，最后调整电烙铁定位滑块5沿滑动横杆4滑动，使得电烙铁定位滑

块5与与焊带位置对齐，并通过定位旋钮6固定，通过移动滑动横杆4进行焊接工作。

[0030]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夹治具，结构简单，设计巧妙，连接方便，不仅能够快速定

位装夹好太阳能电池片，而且能够快速定位装夹好焊带，同时又能够快速定位好太阳能电

池片之间的间距，进而能够更方便手工焊接工作，有效解决了虚焊和脱焊问题，提高了电池

片的焊接品质和效率。

[0031] 以上示意性的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该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

中所示的也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所以，如果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

与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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