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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夹具，包括：

主体，其具有支撑部分和动力部分；

动力组件，其在主体的动力部分中；

固定爪，其在支撑部分上，所述固定爪具有用于将固定爪接合到支撑部分的一对臂；

活动爪，其关于枢轴销枢轴旋转地固定到支撑部分，

动力组件的杆通过轴颈销被连接在活动爪上的缝中，枢轴销被定位在远离固定爪的支

撑部分上，枢轴销在杆的轴线的相对于固定爪的相反侧，轴颈销从活动爪延伸，轴颈销直接

配合支撑部分中的导向槽，使得与导向槽接触的轴颈销直接在导向槽上移动，而没有轴承

或轴衬，并且活动爪的非夹持端在固定爪的臂之间移动且不能在夹具的固定爪侧的主体的

端面下方延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还包括用于保持工具安装座的保持元件，该保持元件在

动力部分的外圆周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其中固定爪包括用于感测部件存在的传感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其中固定爪包括用于进入模具的刀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其中活动爪缝具有整体上扁平的V形形状。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夹具，还包括工具安装座，该工具安装座包括与槽配合以将工

具安装座保持在动力部分上的安装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其中轴向孔被形成在圆柱壁中，以用于使得流体能够流

过来驱动活塞，该圆柱壁限定动力部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夹具，其中塞体在动力部分的外端部密封轴向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还包括双向安装传感器支架，其用于在支撑部分的一侧

安装传感器，并且能够从支撑部分的一侧移动到另一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夹具，还包括对称的板止动件，其被安装在支撑部分的侧面，

并位于支撑部分与双向安装传感器支架之间，该对称的板止动件是能翻转的，以用于增加

该对称的板止动件的耐磨寿命。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还包括在支撑部分上用于定位固定爪的架体。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夹具，还包括在支撑部分中与枢轴销对齐使枢轴销易于移除

的导引孔。

13.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夹具，还包括在夹具主体中用于接收导线的缝，该用于接收

导线的缝被工具安装座覆盖。

14.一种机器人，包括：

机器人，其具有接收夹具的端部；

夹具，其具有与机器人端部连接的机构，该夹具还包括：

主体，其具有爪支撑部分和动力部分；

动力组件，其在主体的动力部分中；

固定爪，其在爪支撑部分上，所述固定爪具有用于将固定爪接合到爪支撑部分的一对

臂；

活动爪，其关于枢轴销枢轴旋转地固定到爪支撑部分，

动力组件的杆通过轴颈销被连接在活动爪上的缝中，枢轴销被定位在远离固定爪的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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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部分上，枢轴销在杆的轴线相对于固定爪的相反侧，轴颈销从活动爪延伸，轴颈销直接

配合爪支撑部分中的导向槽，使得与导向槽接触的轴颈销直接在导向槽上移动，而没有轴

承或轴衬，并且活动爪的非夹持端在固定爪的臂之间移动且不能在夹具的固定爪侧的主体

的端面下方延伸。

15.一种夹具，包括：

主体，其具有支撑部分和动力部分；

动力组件，其在主体的动力部分中；

固定爪，其在支撑部分上，所述固定爪具有用于将固定爪接合到支撑部分的一对臂；

活动爪，其关于枢轴销枢轴旋转地固定到支撑部分，动力组件的杆通过轴颈销被连接

在活动爪上的缝中，枢轴销被定位在远离固定爪的支撑部分上，枢轴销在杆的轴线相对于

固定爪的相反侧，轴颈销从活动爪延伸，轴颈销直接配合支撑部分中的导向槽，使得与导向

槽接触的轴颈销直接在导向槽上移动，而没有轴承或轴衬，并且活动爪的非夹持端在固定

爪的臂之间移动且不能在夹具的固定爪侧的主体的端面下方延伸；

该动力部分，其包括具有保持元件的外表面；以及

工具安装座，其用于将夹具安装到机器人上，该工具安装座包括与保持元件接合以将

夹具与工具安装座固定在一起的元件。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夹具，其中保持元件还包括在动力部分的外圆周上用于接

合工具安装座的元件的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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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具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4年9月19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62/052,761号的优先权。上

述申请的全部公开内容通过引用被合并在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夹持金属板，更具体地，涉及设计简单轻便的夹具。

背景技术

[0004] 目前用于冲压车间自动化的金属板是比较大且重的。冲压操作速度的限制因素是

板从一个位置被转移到下一个位置能够多快。由于施加力矩的增加，在机器人的端部上的

重量越大，机器人移动得越慢。因此，理想的是减轻夹具重量的同时保持夹持特性。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夹具，该夹具在减轻重量的同时提供类似的夹持特性。本发

明提供由铝形成的夹具。活动爪提供独特的凸轮轮廓以及防止活动爪的非夹持端部在夹具

主体的端面下方突出的枢转点。与目前市场上的那些相比，该夹具的覆盖区小，同时提供类

似的夹持力。该夹具的速度比较高。

[0006] 根据本发明，夹具包括具有U型部分和圆柱部分的主体。活塞组件被定位在圆柱部

分的孔中。固定爪被固定到U型部分。活动爪关于枢轴销可枢轴旋转地固定到U型部分。来自

活塞组件的杆被固定在活动爪上的缝中。枢轴销被定位在U型部分远离固定爪的杆轴线的

另一侧。活动爪的非夹持端不能在夹具的固定爪侧的主体的端面下方延伸。槽形成在主体

圆柱部分的外圆周面上，以固定工具安装座。固定爪包括集成传感器以感测部件的存在。固

定爪包括用于进入模具的刀口。活动爪缝具有整体扁平的V形构造。工具安装座包括匹配槽

的安装键，而将工具安装座固定到圆柱部分上。轴向孔被形成在限定圆柱部分的主体的壁

中。轴向孔使得流体能够流动以驱动活塞。塞体在圆柱部分的外部密封孔的轴向端部。

[0007] 进一步的应用领域将从本文所提供的描述变得显而易见。在此发明内容中，该描

述和具体实施例旨在仅仅用于举例说明，并不是意在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附图说明

[0008] 在此描述的附图仅仅用于选择的实施例的说明目的，而不是用于所有可能的实现

方式，也不是意在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09] 图1是固定在机器人端部上的夹具的立体图。

[0010] 图2是夹具和工具安装座的分解立体图。

[0011] 图3是在夹持位置的夹具的前侧立体图。

[0012] 图4是夹具的分解立体图。

[0013] 图5是图4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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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图6是沿着图5的线6-6的截面图。

[0015] 图7是沿着图5的线7-7的截面图。

[0016] 图8是夹具的后视图。

[0017] 图9是夹具的底视图。

[0018] 图10是第一支架组件的分解立体图。

[0019] 图11是第二支架组件的分解立体图。

[0020] 图12是调整工具的俯视图。

[0021] 图13是具有定位在夹具上的调整工具的夹具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示例性的实施例现在将参照附图被更详细地描述。

[0023] 参考附图，夹具被示出并被标记为附图标记10。工具安装座12被示出以固定夹具

10。工具安装座12固定到机器人14的端部上。

[0024] 工具安装座12包括球体16以与机器人14附接。工具安装座12还包括套环18和螺纹

体20。球体16和套环18固定到一起。安装键22在体24、26之间穿过并且通过紧固件28被固

定。安装键22具有延伸部分30。如下文将会说明的那样，延伸部分30伸入到夹具10中的槽66

内。

[0025] 夹具10包括主体40。主体40通常为单件的铝或其它轻质金属构件。主体40包括动

力部分42(在此示为圆柱部分)以及爪支撑部分44(在此示为U型部分)。圆柱部分42作为动

力组件46的壳体，动力组件46在此示为活塞组件。活塞组件包括活塞杆48、杆密封件49和具

有外密封件52的活塞50。圆柱部分42包括接收活塞组件的圆柱孔54。圆柱孔54的端部通过

孔塞56与O环密封件58被关闭。通过保持弹簧夹60和内圆周槽62的接触，夹60将孔塞56和密

封件58固定在圆柱孔54中。

[0026] 圆柱部分42的外圆周面64包括圆周槽66。圆周槽66容纳安装键22的延伸部分30。

延伸部分30与主体40的圆柱部分42定位及保持工具安装座12。

[0027] 圆柱部分42的圆柱壁68包括轴向孔70。轴向孔70包括出口72。出口72使得流体能

够进入到圆柱孔54中。轴向孔70被钻孔穿过圆柱部分42的圆柱壁68。轴向孔70通过塞体74

被关闭。塞体74被插入到圆柱壁68的外端部表面75。孔70的内端部与孔76接合。孔76接收流

体导管78。第二孔80接收流体导管82。第二孔80也被形成在U型部分44的腹板94中。孔80和

流体出口84接合。流体出口84使得流体能够进入到圆柱孔54中。

[0028] 爪支撑部分或U型部分44是U形的，具有通过腹板部分94连接的成对的臂90、92。腹

板部分94包括孔76、80，孔76、80通常是具有螺纹的，孔76、80接收流体导管78、82。臂90、92

的内表面可以包括由导向表面96限定的导向槽95。导向表面96彼此相对，并且导向槽95可

以接收驱动轴颈销98。同样，架体97被定位到邻近导向槽95。架体97位于U型部分44上的固

定底部爪110上。轴颈销98在槽中移动而没有轴衬和轴承。这使得夹具尺寸较小并且有助于

防止活动爪104破坏主体的底平面。臂90、92包括接收用于活动爪104的枢轴销102的孔100。

通过C型夹101，枢轴销102被保持在孔100中。C型夹101匹配安装到U型部分44的其中一个臂

90上的槽103中。臂92包括导引孔105，导引孔105比孔100小。导引孔105使得冲头或类似物

能够被接收在导引孔105中，并且接触枢轴销102以从U型部分44的臂90、92上移除枢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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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臂90、92包括孔106，孔106使得紧固件108能够通过进入臂90、92之间的间隙。紧固件

108将底部爪110和U型部分44固定在一起，底部爪110邻近支架94。光学传感器115可以被固

定到臂92上。同样，双空白检测传感器117可以被安装到臂90上。连同止动件123，双空白检

测传感器可调整用于不同的部件厚度。

[0029] 底部爪110包括腹板112，腹板112具有成对的延伸臂114。臂114包括孔116以接收

紧固件108。腹板112包括孔119以接收传感器118。传感器118感测爪104、110之间的部件的

存在。基体112包括底部爪刀口120。刀口120使得能够进入模具中。

[0030] 当传感器118被定位在孔119中时，它通过紧固件被固定到腹板112上。导线121从

传感器118延伸。导线121穿过底部爪110的臂114之间的开口。导线121继续进入主体40内的

槽125中。槽125环绕导线以保护以及防止在主体40上的导线121的运动。此外，工具安装套

环18环绕导线并将它锁定在主体上的适当位置。

[0031] 活动爪104包括主体130，主体130具有成对的延伸臂132。活动爪104由铝制造，优

选地由铝7075+6制造。臂132包括孔134以接收枢轴销102。此外，臂包括缝136以接收驱动轴

颈销98。驱动轴颈销98被保持在固定到活塞杆48上的U型销135中。缝136具有整体上扁平的

V型以使得爪104能够从夹持位置到非夹持位置运动。主体130包括接收夹持元件158的孔

138。夹持元件158夹持爪104、110之间的部件。夹持元件158被调整并且通过夹持元件158的

末端和螺母的六角头157、159锁在适当的位置。

[0032] 在侧视图中，臂132的端部140具有整体上的龟壳状。第一侧142是弧形的，并且从

臂132的第一部分150延伸。另一侧144具有平面部分152、弧形缺口部分146和返回到第一部

分150的突出弯曲部分148。弧形缺口部分146是弯曲的，并且与扁平的V型缝136对齐。枢轴

孔134被定位到远离固定爪110的活塞杆轴的一侧。活动爪104从夹持位置移动到非夹持位

置。在移动过程中，臂132的弯曲端部154不会破坏夹具的主体的端面156。这使得在模具中

能够得到小得多的缺口用于夹具的进入以夹持板金属部件。

[0033] 在操作中，依赖于活塞组件的状态，流体沿着孔72进入穿过端口76并且离开流入

圆柱体54。活塞组件向前移动以将活动爪104移动到非夹持或退回位置。通过流体进入经过

端口80经过出口84进入到圆柱体54中，活动爪104被移动到夹持位置。相应地，这在第二方

向上移动活塞组件104，将活动爪104移动到夹持位置中。流体通过控制器(未示出)被控制

以在夹持位置和非夹持位置之间移动爪104、110。

[0034] 夹具组件包括双向安装传感支架160、162以及可翻转板止动件164。支架160包括

主体166，缝168、170，其能够横向调整支架160。支架160还包括接收传感器174的传感器接

收通道172。通道172具有第一侧176和第二侧178。除了通道侧176、178是彼此的镜像，它们

是相同的。因此，当支架160被从主体40的一侧翻转到另一侧时，通道侧176、178使得传感器

174能够被定位到合适方位。因此，用户能够利用夹具的右手侧或左手侧，而不需要特定侧

的支架。

[0035] 支架162具有整体上为矩形构造的主体180。主体180包括成对的通道182、184。作

为孔的缝186穿过狭窄主体部分188形成。通道182、184作为埋头孔以接收紧固件190。紧固

件190穿过缝186。缝186能够垂直调整支架162。支架162可以定位在夹具的左侧或右侧以消

除对于指定侧支架设置的需要。

[0036] 板止动件164是对称的。止动件164具有矩形构造以使板止动件能够从一侧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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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翻转。这在板止动件的一侧磨损之后发生。因此，相同的板止动件给用户提供两倍的使用

寿命。

[0037] 参考图11和图12，末端调整工具200被描述。末端调整工具200具有整体上平坦的

主体202。主体202具有期望的厚度以能够对夹具100粗调。主体202包括端部204、206。第一

端部204包括U型切口208，当夹具100处于如图12所示的使用位置时U型切口208被定位在活

塞杆48周围。此外，第二端部206包括多个通道210、212。通道210、212被彼此相邻共线地定

位。通道210、212具有期望的宽度以接触和旋转夹持元件158的六角螺母头157、159，由此工

具200能够容易地调整夹持元件末端158以对夹具100提供精调。

[0038] 在操作中，元件末端160在活动爪104上被调整或松开。活动爪104由定位在U型销

135和U型部分44的腹板94之间的工具200打开。U型切口208被定位在活塞杆48上。夹具100

被驱动，从而U型销135在U型部分44的腹板94和U型销135之间锁定工具200。在此之后，工件

被定位在爪104、110之间。然后夹持元件末端160被紧固到工件上。利用第二端部通道210、

212的工具200被用作扳手以施加扭矩来在工件上将元件160锁定在合适位置。因此，顶部螺

母和底部螺母被用来在夹持爪104、110之间固定工件。

[0039] 上述实施例的描述目的是用于示例和说明。其并不是意在穷举或限制本发明。特

定实施例中的单个元件或特征通常不限制在该实施例中，而是，即便没有特定的示出或描

述，在可适用的地方是可以替换的以及可以在选定的实施例中能够被使用。同样的部件和

特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变型。这样的变型不被认为是背离本发明，同时所有这样的变型被

认为包括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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