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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揭露一种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包

含：一个扭力工具本体、及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

征。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围绕着该扭力工具本

体的一个旋转轴分布，并且在使用本发明时咬入

磨损扣件的头部的侧面。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

之中的每一对包含：一个第一结合特征、及一个

第二结合特征，且分别以30度角展开。第一结合

特征及第二结合特征之中的每一个更包含：一个

支撑区、及一个凹穴区，而且两者彼此连接。第一

结合特征的凹穴区连接于第二结合特征的凹穴

区。第一结合特征的支撑区及第二结合特征的支

撑区，隔着第一结合特征的凹穴区及第二结合特

征的凹穴区彼此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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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包含：

一个扭力工具本体；及

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其中

该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之中的每一对更包含：一个第一结合特征、及一个第二结合

特征；

该第一结合特征及该第二结合特征之中的每一个的横截面更包含：一个支撑区、及一

个凹穴区；

该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围绕着该扭力工具本体的一个旋转轴分布；

该支撑区及该凹穴区互相连接；

该第一结合特征的该凹穴区连接于该第二结合特征的该凹穴区；

该第一结合特征的该凹穴区及该第二结合特征的该凹穴区都凹向该旋转轴；

该第一结合特征的该支撑区及第该二结合特征的该支撑区，隔着该第一结合特征的该

凹穴区及该第二结合特征的该凹穴区彼此相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一个第一角度位于该第一结合特征之

内，且为一个30度角；一个第二角度位于该第二结合特征之内，且为一个30度角。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之中的相邻

的两对夹着一个的第三角度，而该第三角度的范围是在121度到179度之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第三角度是130度。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第三角度是135度。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第三角度是145度。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第三角度是150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扭力工具本体是由该旋转轴向外延

伸到该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第一结合特征的该支撑区及该第一

结合特征的该凹穴区之间的一个第一长度比是在1:1.5到1:3.5之间。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第二结合特征的该支撑区及该第二

结合特征的该凹穴区之间的一个第二长度比是在1:1.5到1:3.5之间。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中该第一结合特征的该支撑区及该第二

结合特征的该支撑区彼此分离。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更包含：

一个附装本体；及

一个结合孔，其中

该附装本体的中心位于该旋转轴，并且该附装本体沿着该旋转轴分布；

该附装本体连接于该扭力工具本体；

该结合孔沿着该旋转轴穿入该附装本体，并且相对该于扭力工具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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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滑扣件移除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系关于一种设计来上紧或松弛扣件，例如螺杆和螺帽，的工具。本发明尤其

是一种防滑扣件移除工具，设计来结合螺杆、螺帽、和其他类似的扣件，且不容易发生滑动。

背景技术

[0002] 六角螺栓、螺帽、螺丝、及其他类似的含螺纹扣件，藉由与互补的螺纹(通常就是所

谓的母螺纹)结合，而将复数的零件固定在一起。此类扣件的结构一般包含：一个具有外螺

纹的圆柱形轴部、及一个在轴部尾端的头部。此一外螺纹与一个互补的母螺纹结合，而将此

一扣件固定并同时固定相关的零件，其中母螺纹通常藉由攻牙进入一个孔洞或螺帽而形

成。扣件藉由其头部接受一个外部的扭力，而被转动或驱动进入母螺纹。头部的形状被制造

成可以让一个外部的工具，例如一个板手，施加扭力于扣件，以旋转扣件，以某种程度结合

于互补的母螺纹。此类的扣件简单、便宜、非常有效，因此在现代的社会中普遍地被使用。使

用此类扣件常见的问题之一是：无论扣件是公或母，工具常常会在头部滑动。其原因有可能

是：工具或扣件磨损、工具或扣件锈蚀、过度扭紧扣件、扣件的头部损坏。有各种习知的方法

可以用来移除扣件，其中有一些较具有侵犯性。一旦扣件的头部受损，必须用较具侵犯性的

方法来移除夹锁住的扣件。在此情况下，用电钻挖除扣件是某些使用者常常用来移除扣件

的方法。虽然这一种方法在某些场合确实有效，但是却有损害螺孔内部螺纹的高度风险。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滑扣件移除工具，其能够确实地消除扣件及移除工具之间发生

滑移的可能性。本发明使用一系列结合在一起的结合区段来咬住扣件的头部，并且有效地

在扣件移除工具及扣件的头部之间传递扭力。于是，本发明就可以用来上紧或松弛扣件而

不用担心磨损扣件头部的棱角。

附图说明

[0004] 图1是一幅本发明的立体图，其中扭力工具本体是由旋转轴向外延伸到复数个成

对的结合特征。

[0005] 图2是一幅本发明的侧视图，其中扭力工具本体是由旋转轴向外延伸到复数个成

对的结合特征。

[0006] 图3是一幅本发明的底视图，其中扭力工具本体是由旋转轴向外延伸到复数个成

对的结合特征。

[0007] 图4是一幅本发明的上视图，其中扭力工具本体是由旋转轴向外延伸到复数个成

对的结合特征。

[0008] 图5是一幅本发明的上视图，其显示扭力工具本体是由旋转轴向外延伸到复数个

成对的结合特征，并且显示一个等分线、一个第一等分角、及一个第二等分角。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首先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说明书所使用的图示仅是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某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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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发明的范围并不受该些图示的限制。

[0010] 本发明是一种防滑扣件移除工具，用来上紧或松弛破损/磨损的扣件，例如破损/

磨损的螺杆或螺帽。在传统的扳手，大部分的扭力是经由扣件头部的侧面棱角转移到破损/

磨损的扣件。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侧面棱角的磨损退化会降低将扭力从扳手转移到扣件

头部的效率，并且会导致滑动。本发明藉由将接触点转移到扣件头部的侧壁，而克服上述问

题。本发明藉由复数个咬合齿而达到上述目的。每一个咬合齿都安排成可以啮合或者咬住

扣件头部的侧壁，而不是扣件头部的侧面棱角。如此可以保证：有适量的扭力传递到扣件头

部，以启动扣件旋转，而取出或上紧破损/磨损的扣件。然而，本发明同时也被设计来使用于

没有破损或全新的扣件；在所施加的应力不大于扣件尺寸所容许的最大扭力的情形下，本

发明不会损坏扣件。

[0011] 本发明使用复数个咬合齿咬合扣件的头部侧边(包含受损或有其他状况的扣件)，

以将扭力有效地传达于破损/磨损的扣件。本发明可以与各种一般的工具结合，或者为各种

一般的工具所使用，以增加传递到扣件的扭力。一般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开口扳手、可调

扳手、管钳、套筒扳手、管工扳手，以及其它类似的扣件结合工具。本发明可兼容于使用阴型

头部的扣件。使用阴型头部的扣件，也就是一般所谓的阴扣件，其用扣件头部的内侧面或内

孔与工具结合，以进行锁紧或松弛。本发明亦可相容于右手螺纹扣件及左手螺纹扣件。本发

明也可以加以改变或规划，以配合不同型态及不同尺寸的扣件。

[0012] 请参照图1至图5。本发明包含：一个扭力工具本体1、及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

扭力工具本体1是一个物理构造，其藉由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施加相关的力量于扣件头

部。就某些扣件而言，扭力工具本体1的功能类似于一个螺丝起子头，其尺寸让它可以以互

锁的方式结合于扣件的开口。扭力工具本体1的长度、宽度、及直径可以设计来配合各种不

同尺寸的阳型/阴型扣件。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可以在取出破损/磨损的扣件时，防止滑

动，其围绕着扭力工具本体1的一个旋转轴2分布，如图1至图4所示。藉由防止扭力工具本体

1及扣件头部之间的滑动，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可以将扭力传递到阳型/阴型扣件。

[0013] 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在扭力工具本体1的内部分布形成一个五角形，而且以绕

着旋转轴2对称为佳，其中旋转轴2穿过扭力工具本体1的中央。一个对称的设计也在本发明

中被使用，其可以在顺时针方向旋转及逆时针方向旋转的时候都能作用。

[0014] 如图1所示，扭力工具本体1是由旋转轴2向外延伸到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复

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围绕着旋转轴2分布于扭力工具本体1的外表面，并且形成本发明的

一个螺丝起子头的构造。扭力工具本体1的螺丝起子头构造与扣件头部开口的的形状相关

联，因此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就可以从扣件头部的内部与扣件头部相结合。

[0015] 本发明也包含一个附装特征。附装特征可以让一个外部扭力工具附装于扭力工具

本体1，藉此可以增加施加于扣件头部的扭力。请参照图2及图3。本发明更包含：一个附装本

体10、及一个结合孔11，其可让一个外部扭力施加工具附装于扭力工具本体1，例如：开口扳

手、闭口扳手、组合扳手、可调扳手、或套筒扳手。附装本体10的中心位于旋转轴2，并且附装

本体10沿着旋转轴2分布，以让扭力施加工具的旋转轴对准旋转轴2。更且，附装本体10连接

于扭力工具本体1。在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附装本体10是一个六角形的构造；附装本体10

的直径稍微大于扭力工具本体1的直径。然而，视乎制造方法及设计，附装本体10的直径可

以比扭力工具本体1的直径小。结合孔11沿着旋转轴2穿入附装本体10。结合孔11形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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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一个承窝扳手的阳性附装组件。由于大多数的承窝扳手使用一个正方形的阳性附装组

件，结合孔11形状以正方形为佳。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附装本体10及结合孔11的设计及

形状可以改变以适应不同的扭力施加工具及不同的附装手段。例如，结合孔11的形状可以

是但不限于是正方形或圆柱形。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附装本体10的外表面可以进行表

面抓力处理，例如像滚花或者其他处理，以增加扭力工具本体1及使用者的手之间的磨擦

力。

[0016] 附装本体10的一个底面从结合孔11逐渐倾斜，如此可以用槌击将复数个成对的结

合特征3敲入破损/磨损的扣件，而不会破坏结合孔11。换句话说，附装本体10在结合孔11附

近的直径稍微大于附装本体10在扭力工具本体1附近的直径，以至于底面从结合孔11逐渐

倾斜。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附装本体10没有结合孔11；在此些实施例，附装本体10本身

就作为外部扭力施加工具及本发明之间的结合特征。

[0017]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一个扳手把柄连接于扭力工具本体1的周边，其中扳手把

柄是做为外部扭力施加工具。关于扳手把柄，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之中的每一对是沿着

扭力工具本体1延伸一个特定的长度，并在扭力工具本体1之内定义出一个空间。上述的空

间是作为的一个扣件头部容受孔，藉此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就可以夹持扣件头部的侧

面。本发明更包含一个扣件接受孔，其穿过扭力工具本体1。扣件接受孔垂直于旋转轴2，并

且隔着扭力工具本体1相对于扳手把柄，于是便可以提供一个侧面的开口来结合复数个成

对的结合特征3。

[0018]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附装本体10也可以包含一个快速连接特征。这种快速连

接特征通常使用于电钻、冲击起子、及螺丝附装组件。

[0019] 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在扭力工具本体1等距离地分布，而形成如图4所示的封

闭形状。为了描述这个封闭形状的细节，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之中的每一对更包含：一

个第一结合特征7、一个第二结合特征8、及一个等分线6。依照工具旋转的方向，第一结合特

征7及第二结合特征8在这个封闭形状交错出现。等分线6平均切割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

之中的每一对成第一结合特征7及第二结合特征8。

[0020] 更且，第一结合特征7及第二结合特征8之中的每一个的横截面更包含：一个支撑

区4、及一个凹穴区5，如图4所示。再者，支撑区4及凹穴区5彼此邻近并且互相连接，而定义

出一个单一的结合特征；在移除破损/磨损的扣件时，结合特征会咬入扣件的头部。扭力工

具本体1的一个顶面及附装本体10的一个底面，隔着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彼此相对，其

中顶面及底面都被设计成为一个平面。

[0021] 支撑区4及凹穴区5的长度及相关的角度可以变化，以产生具有较为锐利的齿状构

造的结合特征。第一结合特征7是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之中的任意一个，而第二结合特

征8是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之中直接与第一结合特征7相邻的一个。更详言之，第一结合

特征7的凹穴区5连接于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第一结合特征7的凹穴区5及第二结合特

征8的凹穴区5都面向旋转轴2，而共同定义出一个圆形的形状。第一结合特征7的支撑区4及

第二结合特征8的支撑区4，隔着第一结合特征7的凹穴区5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彼此

相对。换言之，第一结合特征7的凹穴区5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是在第一结合特征7的

支撑区4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支撑区4的中间。

[0022] 第一结合特征7的支撑区4及第一结合特征7的凹穴区5之间的一个第一长度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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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5到1:3.5之间。第二结合特征8的支撑区4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之间的一个第

二长度比是在1:1.5到1:3.5之间。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第一长度比及第二长度比是1:

2。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第一长度比及第二长度比是1:3。

[0023] 本发明更包含：一个第一连接点、及一个第二连接点。更详言之，第一连接点是被

定义为：第一结合特征7的凹穴区5及支撑区4的交会点；第二连接点是被定义为：第二结合

特征8的凹穴区5及支撑区4的交会点。

[0024] 再者，本发明的一个第一等分角17是由第一连接点及等分线6所定义，如图5所示。

在本发明不同的实施例，第一等分角可以是一个锐角、直角，或钝角。

[0025] 再者，本发明的一个第二等分角18是是由第二连接点及等分线6所定义，如图5所

示。在本发明不同的实施例，第二等分角可以是一个锐角、直角，或钝角。

[0026] 再者，当第一连接点及第二连接点之间被画上一条想象的直线时，第一等分角17

及第二等分角18共同形成一个180度的角。

[0027] 画出一条第一想象线，其平行于第一结合特征7的支撑区4并且与第一连接点相

交；再画出一条第二想象线，其平行于第二结合特征8的支撑区4并且与第二连接点相交。于

是，第一等分角17及第二等分角18共同形成一个小于180度的角。

[0028] 再者，第一结合特征7的支撑区4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支撑区4彼此分离。更且，本发

明更包含：一个第一几何平面、及一个第二几何平面。第一几何平面平行于第一结合特征7

的支撑区4；第二几何平面平行于第二结合特征8的支撑区4。也就是说，在本发明，第一几何

平面及第二几何平面并没有共平面。

[0029] 在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与扣件头部接触的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的数量

是6对，也就是等于有12个单独的结合特征。请参照图4。一个第一角度14位于第一结合特征

7之内，且为一个30度角；一个第二角度15位于第二结合特征8之内，且为一个30度角。更且，

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之中的相邻的两对夹着一个的第三角度16，而第三角度16的范围

是在121度到179度之间。在本发明，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之中的夹角在不同的实施例中

可以依需要而变化。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第三角度16是130度。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

第三角度16是135度。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第三角度16是145度。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

例，第三角度16是150度。

[0030] 在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沿着旋转轴逐渐变细。也就是

说，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在扭力工具本体1的顶面附近的外径小于在附装本体10附近的

外径。更且，第一结合特征7的的凹穴区5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从扭力工具本体1的

顶面向附装本体10，逐渐变窄变浅。虽然在某些实施例，第一结合特征7的的凹穴区5及第二

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共同定义出一个圆形的轮廓。然而，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其他的实施

例，第一结合特征7的的凹穴区5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也可以共同定义出其他的几何

形状。例如，第一结合特征7的的凹穴区5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可以在相关的支撑区4

之内定义出一个三角形的轮廓。

[0031] 为了要使用本发明移除破损/磨损的扣件，扭力工具本体1被放置于破损/磨损的

扣件，于是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就有一个明显的比例是位于扣件头部之内。然后，使用

者就只要施加一个反时钟方向的扭力，就可以旋转并且移除破损/磨损的扣件。当扭力施加

于扭力工具本体1时，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就会咬入扣件头部的侧面，并且转动破损/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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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扣件。本发明是设计来部分地或全部地与破损/磨损的扣件头部结合。本发明藉由使用

复数个成对的结合特征3来克服扣件头部的滑动。

[0032] 本发明可以使用第一结合特征7的的凹穴区5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凹穴区5来驱动

具有小叶构造的扣件，例如梅花螺丝或星型螺丝(Torx)。本发明也可以使用第一结合特征7

的支撑区4及第二结合特征8的支撑区4从承窝扣件的外部支撑面来驱动扣件。

[0033] 本发明已经以实施例说明于上。然而需要了解的是：在不背离本发明之精神或申

请范围的情况下，对该些实施例所为之修改或变化仍包含于本发明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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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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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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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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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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