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890417.8

(22)申请日 2021.11.19

(73)专利权人 西安西电致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710000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凤栖

路以北鑫森源产业园

(72)发明人 杨晓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洪荒之力专利代理有

限公司 44541

专利代理师 庄露露

(51)Int.Cl.

H01H 11/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隔离开关领域，具体为一种

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包括驱动装

置、移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前部设置有所述移

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配重块、支撑梁、电机

支架、驱动电机、三角带、轴承座、旋转轴、驱动齿

轮、偏心齿轮、支撑轴、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

连杆、行程座、冲头，利用驱动电机通过三角带带

动旋转轴旋转，使驱动齿轮旋转，从而带动偏心

齿轮旋转，使支撑柱做圆周运动，同时第一连杆

旋转，使第二连杆和第三连杆移动，从而使行程

座和冲头移动，通过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旋

转，使移动座带动工作台移动，利用液压缸带动

底板上下移动，使工作台可以移动升降，同时可

以加工多个零件，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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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驱动装置(1)、移动装置

(2)，所述驱动装置(1)前部设置有所述移动装置(2)；

所述驱动装置(1)包括配重块(101)、支撑梁(102)、电机支架(103)、驱动电机(104)、三

角带(105)、轴承座(106)、旋转轴(107)、驱动齿轮(108)、偏心齿轮(109)、支撑轴(110)、第

一连杆(111)、第二连杆(112)、第三连杆(113)、行程座(114)、冲头(115)，所述配重块(101)

前部设置有所述支撑梁(102)，所述配重块(101)上方设置有所述电机支架(103)，所述电机

支架(103)上方设置有所述驱动电机(104)，所述驱动电机(104)输出端设置有所述三角带

(105)，所述支撑梁(102)上方并位于一侧设置有所述轴承座(106)，所述轴承座(106)内部

设置有所述旋转轴(107)，所述旋转轴(107)一侧设置有所述驱动齿轮(108)，所述驱动齿轮

(108)下方设置有所述偏心齿轮(109)，所述偏心齿轮(109)一侧设置有所述支撑轴(110)，

所述支撑轴(110)外部设置有所述第一连杆(111)，所述第一连杆(111)上方设置有所述第

二连杆(112)，所述第二连杆(112)下方设置有所述第三连杆(113)，所述第三连杆(113)下

方设置有所述行程座(114)，所述行程座(114)下方设置有所述冲头(115)；

所述移动装置(2)包括底板(201)、液压缸(202)、底座(203)、滚珠丝杆(204)、导轨

(205)、伺服电机(206)、移动座(207)、工作台(208)，所述支撑梁(102)前部设置有所述底板

(201)，所述底板(201)上方设置有两个所述液压缸(202)，所述液压缸(202)上方设置有所

述底座(203)，所述底座(203)内部并位于中间设置有所述滚珠丝杆(204)，所述滚珠丝杆

(204)一侧设置有所述伺服电机(206)，所述滚珠丝杆(204)前部和后部并位于所述底座

(203)内部均设置有所述导轨(205)，所述滚珠丝杆(204)和所述导轨(205)上方设置有所述

移动座(207)，所述移动座(207)上方设置有所述工作台(208)，所述工作台(208)上方设置

有燕尾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

重块(101)与所述支撑梁(102)焊接连接，所述电机支架(103)与所述配重块(101)螺栓连

接，所述驱动电机(104)与所述电机支架(103)焊接连接，所述驱动电机(104)与所述旋转轴

(107)通过所述三角带(105)连接，所述轴承座(106)与所述支撑梁(102)螺栓连接，所述旋

转轴(107)与所述轴承座(106)轴承连接，所述驱动齿轮(108)与所述旋转轴(107)键连接，

所述驱动齿轮(108)与所述偏心齿轮(109)啮合连接，所述偏心齿轮(109)与所述支撑梁

(102)轴承连接，所述支撑轴(110)与所述偏心齿轮(109)焊接连接，所述第一连杆(111)分

别与所述支撑轴(110)和所述第二连杆(112)轴承连接，所述第二连杆(112)与所述支撑梁

(102)轴承连接，所述第三连杆(113)与所述第二连杆(112)轴承连接，所述行程座(114)与

所述第三连杆(113)轴承连接，所述冲头(115)与所述行程座(114)螺栓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板(201)与所述支撑梁(102)焊接连接，所述液压缸(202)分别与所述底板(201)和所述底座

(203)焊接连接，所述导轨(205)与所述底座(203)螺栓连接，所述滚珠丝杆(204)与所述底

座(203)轴承连接，所述伺服电机(206)与所述底座(203)螺栓连接，所述滚珠丝杆(204)与

所述伺服电机(206)联轴器连接，所述移动座(207)与所述导轨(205)滑动连接，所述移动座

(207)与所述滚珠丝杆(204)螺纹连接，所述工作台(208)与所述移动座(207)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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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隔离开关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隔离开关是一种主要用于“隔离电源、倒闸操作、用以连通和切断小电流电路”，无

灭弧功能的开关器件，它本身的工作原理及结构比较简单，但是由于使用量大，工作可靠性

要求高，静触头是高压开关的关键部件，高压开关的接通和断开要依靠它来实现，其使用寿

命决定了高压开关的寿命，进而决定着高压输变电网的安全运行，由于考虑到制作成本以

及生产效率，一般静触头都选择使用冲床配合冲压模具进行冲压加工，现有的设备操作时

不同的工位之间运动繁琐、加工效率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包括驱动装置、移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

前部设置有所述移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包括配重块、支撑梁、电机支架、驱动电机、三角

带、轴承座、旋转轴、驱动齿轮、偏心齿轮、支撑轴、第一连杆、第二连杆、第三连杆、行程座、

冲头，所述配重块前部设置有所述支撑梁，所述配重块上方设置有所述电机支架，所述电机

支架上方设置有所述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输出端设置有所述三角带，所述支撑梁上方

并位于一侧设置有所述轴承座，所述轴承座内部设置有所述旋转轴，所述旋转轴一侧设置

有所述驱动齿轮，所述驱动齿轮下方设置有所述偏心齿轮，所述偏心齿轮一侧设置有所述

支撑轴，所述支撑轴外部设置有所述第一连杆，所述第一连杆上方设置有所述第二连杆，所

述第二连杆下方设置有所述第三连杆，所述第三连杆下方设置有所述行程座，所述行程座

下方设置有所述冲头；所述移动装置包括底板、液压缸、底座、滚珠丝杆、导轨、伺服电机、移

动座、工作台，所述支撑梁前部设置有所述底板，所述底板上方设置有两个所述液压缸，所

述液压缸上方设置有所述底座，所述底座内部并位于中间设置有所述滚珠丝杆，所述滚珠

丝杆一侧设置有所述伺服电机，所述滚珠丝杆前部和后部并位于所述底座内部均设置有所

述导轨，所述滚珠丝杆和所述导轨上方设置有所述移动座，所述移动座上方设置有所述工

作台，所述工作台上方设置有燕尾槽。

[0006] 优选地：所述配重块与所述支撑梁焊接连接，所述电机支架与所述配重块螺栓连

接，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电机支架焊接连接，所述驱动电机与所述旋转轴通过所述三角带

连接，所述轴承座与所述支撑梁螺栓连接，所述旋转轴与所述轴承座轴承连接，所述驱动齿

轮与所述旋转轴键连接，所述驱动齿轮与所述偏心齿轮啮合连接，所述偏心齿轮与所述支

撑梁轴承连接，所述支撑轴与所述偏心齿轮焊接连接，所述第一连杆分别与所述支撑轴和

所述第二连杆轴承连接，所述第二连杆与所述支撑梁轴承连接，所述第三连杆与所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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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轴承连接，所述行程座与所述第三连杆轴承连接，所述冲头与所述行程座螺栓连接。

[0007] 如此设置，所述驱动电机通过所述三角带带动所述旋转轴旋转，使所述驱动齿轮

旋转，从而带动所述偏心齿轮旋转，带动所述支撑柱做圆周运动，使所述第一连杆旋转使所

述第二连杆和所述第三连杆移动，从而使所述行程座和所述冲头移动。

[0008] 优选地：所述底板与所述支撑梁焊接连接，所述液压缸分别与所述底板和所述底

座焊接连接，所述导轨与所述底座螺栓连接，所述滚珠丝杆与所述底座轴承连接，所述伺服

电机与所述底座螺栓连接，所述滚珠丝杆与所述伺服电机联轴器连接，所述移动座与所述

导轨滑动连接，所述移动座与所述滚珠丝杆螺纹连接，所述工作台与所述移动座焊接连接。

[0009] 如此设置，所述伺服电机带动所述滚珠丝杆旋转，使所述移动座带动所述工作台

移动，所述液压缸带动所述底板上下移动。

[001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利用驱动电机通过三角带带动旋转轴旋转，使驱动齿

轮旋转，从而带动偏心齿轮旋转，使支撑柱做圆周运动，同时第一连杆旋转，使第二连杆和

第三连杆移动，从而使行程座和冲头移动，通过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杆旋转，使移动座带动

工作台移动，利用液压缸带动底板上下移动，使工作台可以移动升降，同时可以加工多个零

件，提高效率。

附图说明

[0011]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

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12]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的正视图；

[0014]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的移动装置剖视

图；

[0015] 图4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0016] 图5是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的I的放大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18] 1、驱动装置；2、移动装置；101、配重块；102、支撑梁；103、电机支架；  104、驱动电

机；105、三角带；106、轴承座；107、旋转轴；108、驱动齿轮；  109、偏心齿轮；110、支撑轴；

111、第一连杆；112、第二连杆；113、第三连杆；114、行程座；115、冲头；201、底板；202、液压

缸；203、底座；204、滚珠丝杆；205、导轨；206、伺服电机；207、移动座；208、工作台。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上”、“下”、

“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

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

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

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0] 下面通过实施例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1]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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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如图1‑图5所示，一种隔离开关用静触头加工的冲压装置，包括驱动装置  1、移动

装置2，驱动装置1前部设置有移动装置2；驱动装置1包括配重块101、支撑梁102、电机支架

103、驱动电机104、三角带105、轴承座106、旋转轴  107、驱动齿轮108、偏心齿轮109、支撑轴

110、第一连杆111、第二连杆112、第三连杆113、行程座114、冲头115，配重块101前部设置有

支撑梁102，配重块101上方设置有电机支架103，电机支架103上方设置有驱动电机104，驱

动电机104输出端设置有三角带105，支撑梁102上方并位于一侧设置有轴承座  106，轴承座

106内部设置有旋转轴107，旋转轴107一侧设置有驱动齿轮108，驱动齿轮108下方设置有偏

心齿轮109，偏心齿轮109一侧设置有支撑轴110，支撑轴110外部设置有第一连杆111，第一

连杆111上方设置有第二连杆112，第二连杆112下方设置有第三连杆113，第三连杆113下方

设置有行程座114，行程座114下方设置有冲头115；移动装置2包括底板201、液压缸202、底

座  203、滚珠丝杆204、导轨205、伺服电机206、移动座207、工作台208，支撑梁102前部设置

有底板201，底板201上方设置有两个液压缸202，液压缸202  上方设置有底座203，底座203

内部并位于中间设置有滚珠丝杆204，滚珠丝杆  204一侧设置有伺服电机206，滚珠丝杆204

前部和后部并位于底座203内部均设置有导轨205，滚珠丝杆204和导轨205上方设置有移动

座207，移动座207 上方设置有工作台208，工作台208上方设置有燕尾槽。

[0023] 优选地：配重块101与支撑梁102焊接连接，电机支架103与配重块101  螺栓连接，

驱动电机104与电机支架103焊接连接，驱动电机104与旋转轴107  通过三角带105连接，轴

承座106与支撑梁102螺栓连接，旋转轴107与轴承座106轴承连接，驱动齿轮108与旋转轴

107键连接，驱动齿轮108与偏心齿轮109啮合连接，偏心齿轮109与支撑梁102轴承连接，支

撑轴110与偏心齿轮109焊接连接，第一连杆111分别与支撑轴110和第二连杆112轴承连接，

第二连杆112与支撑梁102轴承连接，第三连杆113与第二连杆112轴承连接，行程座114与第

三连杆113轴承连接，冲头115与行程座114螺栓连接；底板  201与支撑梁102焊接连接，液压

缸202分别与底板201和底座203焊接连接，导轨205与底座203螺栓连接，滚珠丝杆204与底

座203轴承连接，伺服电机  206与底座203螺栓连接，滚珠丝杆204与伺服电机206联轴器连

接，移动座  207与导轨205滑动连接，移动座207与滚珠丝杆204螺纹连接，工作台208与移动

座207焊接连接。

[0024] 工作原理：首先将需要的冲头115安装好，将所需下模通过工作台208上的燕尾槽

固定，打开液压缸202和伺服电机206使工作台208上的上模与冲头  115对准，启动驱动电机

104通过三角带105带动旋转轴107旋转，使驱动齿轮  108带动偏心齿轮109旋转，通过第一

连杆111、第二连杆112、第三连杆113 的配合，带动行程座114和冲头115进行冲压即可。

[0025]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做了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并不限

于上述实施方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宗旨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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