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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揭露一种电锤，包括模式切换机

构；模式切换机构包括输入轴、切换片、穿过切换

片且平行于输入轴的导杆、驱动切换片移动的操

作件、第一弹性件、第二弹性件及套设于输入轴

上的冲击转换件、转换套筒与旋转齿轮，档位切

换时，在第一、第二弹性件的作用下，转换套筒顺

利啮合或脱离冲击转换件与旋转齿轮，以实现三

种模式切换。旋转齿轮设有锁紧齿，切换片上设

有用于卡合锁紧齿的锁紧臂，以实现锁轴功能，

该模式切换机构有利于简化安装、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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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锤，包括：机壳、容纳于机壳内的电机与模式切换机构；所述模式切换机构包

括电机驱动的输入轴、切换片、穿过切换片且平行于输入轴的导杆、操作件、第一弹性件、冲

击转换件、转换套筒、旋转齿轮及第二弹性件，所述冲击转换件、转换套筒及旋转齿轮套设

于输入轴上，且所述冲击转换件与旋转齿轮设置于转换套筒的轴向两端，所述冲击转换件

轴向限位于输入轴上；所述切换片具有连接臂、设置于连接臂两端且套设于导杆上的切换

臂与锁紧臂，所述切换臂驱动转换套筒沿输入轴轴向移动，所述锁紧臂可与旋转齿轮对应

卡合；

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弹性件的左端抵靠于旋转齿轮，右端抵靠于输入轴，所述第一弹

性件的一端连接切换片，并对切换片施加向左的弹力，所述操作件上设有抵靠于切换片左

端的偏心销，所述转换套筒与输入轴滑动连接,当所述偏心销被驱动向左移动时，所述切换

片通过第一弹性件向左弹力驱动转换套筒向左移动并啮合冲击转换件；当所述偏心销被驱

动向右移动时，所述偏心销驱动切换片带动转换套筒向右移动，所述旋转齿轮右端抵压第

二弹性件且左端啮合转换套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锤，其特征在于：所述输入轴具有驱动转换套筒转动的输入

齿，所述转换套筒的内圈具有与输入齿啮合的内齿，所述冲击转换件具有用于与内齿啮合

的冲击齿，所述旋转齿轮具有用于与内齿啮合的旋转齿，所述转换套筒啮合冲击转换件或

旋转齿轮时，所述内齿啮合冲击齿或旋转齿，所述转换套筒脱离冲击转换件或旋转齿轮时，

所述内齿松开冲击齿与旋转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锤，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换套筒的轴向两端具有凸出导向

部，所述冲击齿与旋转齿具有间隔设置的凸齿与凹齿，所述内齿啮合冲击齿或旋转齿时，所

述转换套筒位于凸出导向部的内齿与凸齿导向啮合。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件是拉簧，所述第一弹性件

的右端扣持于切换臂上，左端扣持于机壳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件是弹簧，所述第一弹性件

套设于导杆上并设置于切换臂与锁紧臂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锤，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弹性件的左端抵靠于切换臂的右

端，且所述第一弹性件的右端支撑固定于导杆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锤，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件的偏心销抵接于切换片的切换

臂的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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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锤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工具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来在混凝土、楼板、砖墙和石材上

钻孔或凿击的电锤。

[背景技术]

[0002] 电动工具(例如电锤)在使用时，用户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进行不同的工作模式的

选择。电锤一般包括旋转冲击模式、冲击模式及钻模式共计三种模式，然而电锤在冲击模式

情况下，部分用户需要禁止工具头旋转，即用户在冲击模式下可自由选择电锤输出轴是否

被锁定。

[0003] 例如中国发明公告第CN101312807B号中揭露了一种三种工作模式的电锤，具有中

间轴、携动齿形轴、扭簧、操作机构、第一切换片、第二切换片板及套设于中间轴上的第一转

换套筒、第二转换套筒、从动齿轮与摆动齿轮，其中扭簧的两条腿部分别插入第一切换片与

第二切换片，第一切换片驱动第一转换套筒，第二切换片驱动第二转换套筒；模式切换时，

操作机构驱动第一转换板与第二转换板移动，第一转换板与第二转换板分别驱动第一转换

套筒与第二转换套筒，进而驱动第一转换套筒啮合或松开从动齿轮，或第二转换套筒啮合

或松开摆动齿轮，以上根据不同的齿轮啮合组合可实现电锤的三种模式切换。

[0004] 上述专利中还揭露了第一切换片上设有止动拨叉，当第一转换套筒松开从动齿轮

时，该止动拨叉可根据用户需要锁定从动齿轮以防止其旋转，但上述电锤采用了两个切换

片以实现电锤的三种模式切换与锁轴功能，其结构复杂且安装不易，因此需要一种改进的

电锤，以克服先前技术存在的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结构精简且方便安装的电锤。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电锤包括机壳及容纳

于机壳内的电机与模式切换机构。所述模式切换机构包括电机驱动的输入轴、切换片、穿过

切换片且平行于输入轴的导杆、操作件、第一弹性件、冲击转换件、转换套筒、旋转齿轮及第

二弹性件，所述冲击转换件、转换套筒及旋转齿轮套设于输入轴上，且所述冲击转换件与旋

转齿轮设置于转换套筒的轴向两端，所述冲击转换件轴向限位于输入轴上。所述切换片具

有具有连接臂、设置于连接臂两端且套设于导杆上的切换臂与锁紧臂，所述切换臂驱动转

换套筒沿输入轴轴向移动，所述锁紧臂可与旋转齿轮对应卡合；所述第二弹性件的左端抵

靠旋转齿轮，右端抵靠于输入轴上，所述第一弹性件的一端连接切换片，并对切换片施加向

左的弹力，所述操作件上设有抵靠于切换片左端的偏心销，所述转换套筒与输入轴滑动连

接,当所述偏心销被驱动向左移动时，所述切换片通过第一弹性件向左弹力驱动转换套筒

向左移动并啮合冲击转换件。当所述偏心销被驱动向右移动时，所述偏心销驱动切换片带

动转换套筒向右移动，所述旋转齿轮右端抵压第二弹性件且左端啮合转换套筒。

[0007] 进一步改进方案为：所述输入轴具有驱动转换套筒转动的输入齿，所述转换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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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圈具有与输入齿啮合的内齿，所述冲击转换件具有用于与内齿啮合的冲击齿，所述旋

转齿轮具有用于与内齿啮合的旋转齿，所述转换套筒啮合冲击转换件或旋转齿轮时，所述

内齿啮合或松开冲击齿与旋转齿，所述转换套筒脱离冲击转换件或旋转齿轮时，所述内齿

松开冲击齿与旋转齿。

[0008] 进一步改进方案为：所述转换套筒的轴向两端具有凸出导向部，所述冲击齿与旋

转齿具有间隔设置的凸齿与凹齿，所述内齿啮合冲击齿或旋转齿时，所述转换套筒位于凸

出导向部的内齿与凸齿导向啮合。

[0009] 进一步改进方案为：所述第一弹性件是拉簧，所述第一弹性件的右端扣持于切换

臂上，左端扣持于机壳上。

[0010] 进一步改进方案为：所述第一弹性件是弹簧，所述第一弹性件套设于导杆上并设

置于切换臂与锁紧臂之间。

[0011] 进一步改进方案为：所述第一弹性件的左端抵靠于切换臂的右端，且所述第一弹

性件的右端支撑固定于导杆上。

[0012] 进一步改进方案为：所述操作件的偏心销抵接于切换片的切换臂的左端。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切换片具有连接臂、设置于连接

臂两端的切换臂及锁紧臂，该切换臂用于驱动转换套筒啮合或脱离冲击转换件与旋转齿

轮，依据不同的啮合组合可实现电锤的三种模式，切换片上还具有锁紧臂，锁紧臂可根据需

要与旋转齿轮进行锁合，通过驱动单个切换片移动不仅实现了电锤的三种模式切换，还实

现了锁轴功能，有利于精简结构，节约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电锤的剖视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的模式切换机构的第一种实施方式的立体视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的模式切换机构的第二种实施方式的立体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

[0018] 请参照图1至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第一种实施例的电锤100包括机壳10、容纳于机

壳内的电机11、位于机壳10前端的夹持机构12、安装于机壳10内部由电机11驱动的模式切

换机构101及与模式切换机构101传动连接的输出轴组件102，所述夹持机构11用于夹持工

具头，所述输出轴组件102驱动夹持机构  11。用户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对模式切换机构101

进行调节，以实现三种模式的切换，分别是：钻模式、冲击钻模式、冲击模式，同时在上述冲

击模式下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对旋转输出进行锁定。

[0019] 请参照图2所示，所述模式切换机构101包括电机11驱动的输入轴1、切换片2、穿过

切换片2且平行于输入轴1的导杆3、操作件4、第一弹性件5、冲击转换件6、转换套筒7、旋转

齿轮8及第二弹性件9。所述冲击转换件6、转换套筒7及旋转齿轮8由左到右依次套设于输入

轴1上，所述切换片2具有连接臂2d、设置于连接臂2d两端的切换臂2a及锁紧臂2b，所述切换

臂2a卡持于转换套筒7上，所述切换片2的切换臂2a与锁紧臂2b上均设有贯通孔，所述切换

片2通过该贯通孔滑动套设于导杆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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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所述操作件4安装于机壳10上，并具有抵靠于切换臂2a左端偏心销4a，所述第一弹

性件5为弹簧，且所述第一弹性件5套设于导杆3上并设置于切换臂2a与锁紧臂2b之间，所述

导杆3上设有台阶部，所述第一弹性件5的左端抵靠切换臂2a，右端抵靠导杆3上的台阶部。

该第一弹性件5对切换臂2a施加向左的弹力，并通过切换臂2a将切换片2抵压于操作件4的

偏心销4a上。所述第二弹性件9的左端抵靠于旋转齿轮8，且右端抵靠于输入轴1，以将所述

旋转齿轮8相对固定于输入轴1上。

[0021] 所述转换套筒7与输入轴1滑动连接，所述切换片2的切换臂2a可驱动转换套筒7轴

向移动，所述输入轴1具有驱动转换套筒7转动的输入齿1a，所述转换套筒7的内圈具有与输

入齿1a啮合的内齿7a。所述冲击转换件6与旋转齿轮8设置于转换套筒7的轴向两端且轴向

限位于输入轴1上，且所述冲击转换件6具有用于与内齿7a啮合的冲击齿6a，所述旋转齿轮8

具有用于与内齿7a  啮合的旋转齿8a，当所述转换套筒7轴向移动时，所述内齿7a啮合或松

开冲击齿6a与旋转齿8a。本实用新型中的转换套筒7中的内齿7a采用同一种规格的齿形，并

用于分别与冲击齿6a与旋转齿8a啮合，避免了加工时选用多个齿形而增加成本的问题。

[0022] 上述转换套筒7的轴向两端具有凸出导向部，所述冲击齿6a与旋转齿8a  具有间隔

设置的凸齿与凹齿，所述内齿7a啮合冲击齿6a或旋转齿8a时，所述转换套筒7位于凸出导向

部的内齿7a与凸齿导向啮合，有利于避免所述内齿7a  与冲击齿6a或旋转齿8a啮合时产生

抵触，进而导致齿轮啮合不顺畅的现象。

[0023] 当所述偏心销4a被驱动向左移动时，所述切换片2失去抵靠，所述第一弹性件5推

动切换片2向左移动，进一步驱动转换套筒7向左移动并啮合冲击转换件6；当所述偏心销4a

被驱动向右移动时，所述偏心销4a驱动切换片2带动转换套筒7向右移动。此时分两种啮合

过程，第一种过程：在所述转换套筒7 的内齿7a在向右移动的瞬间与旋转齿轮8的旋转齿8a

抵接，即未顺利啮合，所述转换套筒7驱动旋转齿轮8向右压缩第二弹性件9，当转换套筒7旋

转时，第二弹性件9再向左挤压旋转齿轮8与转换套筒7啮合；第二种过程：在所述转换套筒7

的内齿7a在向右移动时与旋转齿轮8的旋转齿8a顺利啮合，所述第二弹性件9保持原有状态

不变。因此当齿轮未能顺利啮合时，所述第二弹性件9可在后续转换套筒7转动的过程中将

旋转齿轮8推入转换套筒7，有利于保证齿轮啮合的顺畅。所述旋转齿轮8上还设有锁紧齿

8a，当所述切换片2的锁紧臂2b被驱动到与锁紧齿8a对应时，所述锁紧臂2b与所述锁紧齿8a

卡合。

[0024] 参照图1至图2所示，定义电锤100的握持方向为上下方向，所述输出轴组件102包

括平行设置于输入轴1上方的输出轴13、固设于输出轴13上的输出齿轮14及滑动设置于输

出轴13内的气缸15，所述气缸15内设有用于气动冲击的冲锤16，所述旋转齿轮8具有与输出

齿轮14与啮合连接的大齿8c。当所述电锤100处于旋转输出时，所述转换套筒7驱动冲击转

换件6进行往复运动，所述冲击转换件6为摆杆轴承,该冲击转换件6上的摆杆与气缸15连接

并带动气缸15进行往复运动，该气缸15压缩气体并驱动冲锤16进行冲击输出。当所述电锤

100进行旋转输出时，所述转换套筒7驱动旋转齿轮8进行旋转，所述旋转齿轮8驱动输出齿

轮14进行旋转，进而通过输出轴13驱动夹持机构12进行旋转输出。所述电锤100根据冲击输

出与旋转输出的不同组合分别具有上述钻模式、冲击钻模式及冲击模式。

[0025] 当所述电锤100进行模式切换时，所述偏心销4a通过切换片2驱动转换套筒7处于

不同的位置，当所述电锤100处于钻模式时，所述转换套筒7位于最右端，所述转换套筒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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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齿7a与旋转齿轮8的旋转齿8a啮合，所述内齿7a  与冲击转换件6的冲击齿6a分离；当所述

电锤100处于冲击钻模式时，所述转换套筒7从钻模式位置向左移动，此时所述内齿7a同时

啮合旋转齿8a与冲击齿6a；当所述电锤100处于冲击模式时，所述转换套筒7从冲击钻模式

位置向左移动，此时所述转换套筒7的内齿7a与旋转齿轮8的旋转齿8a分离，所述内齿7a与

冲击转换件6的冲击齿6a啮合。当所述电锤100处于冲击模式，且操作者需要进一步防止夹

持机构12旋转时，在上述冲击模式下继续通过切换片  2驱动转换套筒7左移，所述旋转齿轮

8上设有锁紧齿8b，当所述切换片2的锁紧臂2b被驱动到与锁紧齿8b对应时，所述锁紧臂2b

与旋转齿轮8的锁紧齿  8b卡合，此时所述夹持机构12无法旋转。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切换片2具有连接臂2d、设置于连接臂两端的切换

臂2a及锁紧臂2b，该切换臂2a用于驱动转换套筒7啮合或脱离冲击转换件6与旋转齿轮8，依

据不同的啮合组合可实现电锤100的三种模式，所述切换片2上还具有锁紧臂2b，锁紧臂2b

可根据需要与旋转齿轮8进行锁合，通过驱动单个切换片移动不仅实现了电锤100的三种模

式切换，还实现了锁轴功能，有利于精简结构，且方便安装。

[0027] 请参照图3所示，为本实用新型第二种实施例中的模式切换机构101’，相对于第一

种实施方式，所述第一弹性件5’为拉簧,所述第一弹性件5’的右端扣持于切换臂2a’上，左

端扣持于机壳10上。

[0028]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到，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和范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的锁紧臂也可以与旋转齿轮上

的其它齿部进行啮合，进而达到旋转输出被锁定的效果，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

求书的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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