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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一个操作件以及一个第一定位单元。扳动该

操作件能连动该第一定位单元，且使该第一定位

单元的一个定位件能相对于一个机座产生趋近

或远离，促使一个锯台相对于该机座能达到调整

及调整后产生定位目的，调整及定位的操作相当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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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锯切机还包含一个机座、一个能相对于该机座旋转

的锯台及一个连结在该锯台一侧的锯切单元，该机座具有一个顶部以及一个相反于该顶部

的底部，该锯台具有一个转盘及一个连接于该转盘且沿一个径向朝外延伸的延伸件，该锯

台定位装置包含一支枢轴、一个操作件以及一个第一定位单元，该锯台定位装置的特征在

于：

该枢轴，设置在该锯台的延伸件；

该操作件，能相对于该延伸件转动，并包括有一个轴设于该枢轴的轴枢部、一个设于该

轴枢部一侧的第一掣动部、一个设于该第一掣动部一侧的第二掣动部及一个设于该轴枢部

另一侧的操作部；

该第一定位单元，包括有一支能浮动且安装于该延伸件一侧的连杆及一个枢接于该延

伸件与该连杆之间的定位件，该连杆具有一个枢接于该第二掣动部的连动端、一个相反于

该连动端且连接于该定位件的驱动端，该定位件具有一个趋近于该机座的定位部，该第二

掣动部连动该连杆，能使该定位部相对于该机座的顶部产生脱离或摩擦定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操作件还具有一个位于

该轴枢部一侧的卡定部，该锯台定位装置还包含一个对应该卡定部的锁扣单元，该锁扣单

元包括一个安装于该延伸件的压钮及一个弹抵于该压钮与该延伸件之间的回复件，该压钮

具有一个能延伸至趋近该操作件的内侧端、一个设于该内侧端且与该卡定部呈凹凸互补的

锁扣部及一个相反于该内侧端且位于该延伸件外部的按压端，操作该按压端能使该锁扣部

对应于该卡定部，且供该卡定部嵌卡定位，该回复件的弹力恒使该锁扣部保持远离于该卡

定部的趋势。

3.如权利要求1或权利要求2所述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含一个

副定位单元，该副定位单元具有一支能滑动且安装于该延伸件的滑杆，该滑杆沿一条对应

于该径向的轴线延伸，并具有一个对应于该操作件的受掣端及一个相反于该受掣端且趋近

于该机座的卡制端，该第一掣动部相对于该受掣端旋动，能使该滑杆沿该轴线相对于该延

伸件产生线性移动，且使该卡制端在一个远离于该底部的远离位置，转换成一个使该卡制

端与该底部嵌卡的嵌卡位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延伸件具有一对沿该轴

线间隔设置且供该滑杆穿设的枢板，该枢轴沿一条中心线延伸，该操作件的第一掣动部呈

抛物面状，并具有一个与该中心线之间产生一个第一距离的第一端及一个与该中心线之间

产生一个第二距离的第二端，该第二距离大于该第一距离，且该第一掣动部由该第一端朝

该第二端延伸时与该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呈逐渐增加状，该副定位单元的滑杆的受掣端具有

一个能抵靠于该第一掣动部的导柱，该滑杆还具有一个设于其中一个枢板一侧的挡环，且

该副定位单元还包括一个套设于该滑杆外部且弹抵于该挡环与所对应的枢板之间的弹簧，

该弹簧的弹力恒使该卡制端保持朝该机座的环周面移动的趋势，且使该导柱能朝该第一掣

动部抵靠。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机座的顶部由该环周面

沿径向朝外凸伸呈凸缘状，并具有一个垂直衔接于该环周面的底面及一个相反于该底面的

顶面，该第一定位单元还包括一个安装于该延伸件且朝该顶面凸伸的止动块，该定位件的

定位部相对于该底面且对应于该止动块，该第二掣动部连动该连杆时，能使该定位部相对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6735548 B

2



于该机座的底面产生脱离或摩擦定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第一定位单元还包括一

个安装于该延伸件与该定位件之间的弹性件，该弹性件的弹力恒使该定位部保持远离于该

机座的底面的趋势。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操作件还具有一个能供

该第二掣动部设置的轴套、一对相反于该操作部而垂直凸设于该轴套另一侧的叉爪及一个

设置于所述叉爪与该轴套之间的槽道，该第一掣动部由该轴套延伸至所述叉爪，该槽道能

供该滑杆穿过。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连杆具有一个锁接于该

连动端的轴杆，该轴杆能转动轴设于该第二掣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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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锯切机，特别是涉及一种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一种锯切机(中国台湾专利证书号第I466743专利案的先前技术)，包含一个

机座单元、一个能相对于该机座单元转动的加工平台、一个连结在该加工平台一侧的锯切

单元及一个定位单元。该机座单元具有一个底盘及两个分别固结在该底盘两侧的脚座，该

定位单元具有一支螺锁在该加工平台的旋杆。当欲调整该锯切单元的锯切角度时，操作者

必须旋松该旋杆，且利用该加工平台带动该锯切单元相对于该机座单元产生转动，且当该

锯切单元转至预定角度时，再旋紧该旋杆。

[0003] 虽然利用上述的定位单元能使该锯切单元相对于该机座单元产生转动，且转动后

能获得定位，但是上述的结构无法由目视判断该定位单元的定位状态，且当该加工平台带

动该锯切单元相对于该机座单元产生转动时，该旋杆的末端可能会与该底盘周面产生摩

擦，甚至会在该底盘周面产生刮痕。再者，该旋杆只以单点对该机座单元产生定位，容易因

为不同的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可能将该旋杆锁固过紧，造成该底盘的变形，当该旋杆锁固过

松时，则未达到锁固的作用，定位效果较差。

[0004] 为了解决上述的缺失，申请人遂研发出前述所列的证书号第I466743号专利案，该

专利案包含一支枢轴、一个第一压制部、一个第二夹件及一个连动单元，扳动该连动单元的

一个操作件能连动该连动单元产生枢转，且使该第二夹件的一个第二夹制部能相对于一个

机座单元产生夹制或松释，促使该锯台达到调整及调整后产生定位目的。

[0005] 另外，在更早以前，申请人也有获准中国台湾证书号第I453080号专利案，该专利

案是利用一个驱动组以偏心方式压掣一个卡抵组及一个偏心方式带动一个紧迫件，当扳动

该驱动组时，则也能同时连动该卡抵组及该紧迫件相对于一个机座产生趋近或远离，而使

锯台达到调整及调整后产生定位目的。

[0006] 因此，申请人针对锯台的调整定位技术研发不断研究创新，终于研发出另一种创

新结构。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在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容易的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

[0008]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锯切机还包含一个机座、一个能相对于该机座

旋转的锯台及一个连结在该锯台一侧的锯切单元，该机座具有一个顶部以及一个相反于该

顶部的底部，该锯台具有一个转盘及一个连接于该转盘且沿一个径向朝外延伸的延伸件，

该锯台定位装置包含一支枢轴、一个操作件以及一个第一定位单元，该枢轴设置在该锯台

的延伸件，该操作件能相对于该延伸件转动，并包括有一个轴设于该枢轴的轴枢部、一个设

于该轴枢部一侧的第一掣动部、一个设于该第一掣动部一侧的第二掣动部及一个设于该轴

枢部另一侧的操作部，该第一定位单元包括有一支能浮动且安装于该延伸件一侧的连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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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枢接于该延伸件与该连杆之间的定位件，该连杆具有一个枢接于该第二掣动部的连动

端、一个相反于该连动端且连接于该定位件的驱动端，该定位件具有一个趋近于该机座的

定位部，该第二掣动部连动该连杆，能使该定位部相对于该机座的顶部产生脱离或摩擦定

位。

[0009]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操作件还具有一个位于该轴枢部一侧的卡定

部，该锯台定位装置还包含一个对应该卡定部的锁扣单元，该锁扣单元包括一个安装于该

延伸件的压钮及一个弹抵于该压钮与该延伸件之间的回复件，该压钮具有一个能延伸至趋

近该操作件的内侧端、一个设于该内侧端且与该卡定部呈凹凸互补的锁扣部及一个相反于

该内侧端且位于该延伸件外部的按压端，操作该按压端能使该锁扣部对应于该卡定部，且

供该卡定部嵌卡定位，该回复件的弹力恒使该锁扣部保持远离于该卡定部的趋势。

[0010]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还包含一个副定位单元，该副定位单元具有一支

能滑动且安装于该延伸件的滑杆，该滑杆沿一条对应于该径向的轴线延伸，并具有一个对

应于该操作件的受掣端及一个相反于该受掣端且趋近于该机座的卡制端，该第一掣动部相

对于该受掣端旋动，能使该滑杆沿该轴线相对于该延伸件产生线性移动，且使该卡制端在

一个远离于该底部的远离位置，转换成一个使该卡制端与该底部嵌卡的嵌卡位置。

[0011]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延伸件具有一对沿该轴线间隔设置且供该滑杆

穿设的枢板，该枢轴沿一条中心线延伸，该操作件的第一掣动部呈抛物面状，并具有一个与

该中心线之间产生一个第一距离的第一端及一个与该中心线之间产生一个第二距离的第

二端，该第二距离大于该第一距离，且该第一掣动部由该第一端朝该第二端延伸时与该中

心线之间的距离呈逐渐增加状，该副定位单元的滑杆的受掣端具有一个能抵靠于该第一掣

动部的导柱，该滑杆还具有一个设于其中一个枢板一侧的挡环，且该副定位单元还包括一

个套设于该滑杆外部且弹抵于该挡环与所对应的枢板之间的弹簧，该弹簧的弹力恒使该卡

制端保持朝该环周面移动的趋势，且使该导柱能朝该第一掣动部抵靠。

[0012]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机座的顶部由该环周面沿径向朝外凸伸呈凸缘

状，并具有一个垂直衔接于该环周面的底面及一个相反于该底面的顶面，该第一定位单元

还包括一个安装于该延伸件且朝该顶面凸伸的止动块，该定位件的定位部相对于该底面且

对应于该止动块，该第二掣动部连动该连杆时，能使该定位部相对于该机座的底面产生脱

离或摩擦定位。

[0013]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第一定位单元还包括一个安装于该延伸件与该

定位件之间的弹性件，该弹性件的弹力恒使该定位部保持远离于该底面的趋势。

[0014]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操作件还具有一个能供该第二掣动部设置的轴

套、一对相反于该操作部而垂直凸设于该轴套另一侧的叉爪及一个设置于所述叉爪与该轴

套之间的槽道，该第一掣动部由该轴套延伸至所述叉爪，该槽道能供该滑杆穿过。

[0015] 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该连杆具有一个锁接于该连动端的轴杆，该轴杆

能转动轴设于该第二掣动部。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扳动该操作件能连动该第一定位单

元，且使该第一定位单元的定位件能相对于该机座产生趋近或远离，促使该锯台相对于该

机座能达到调整及调整后产生定位目的，整体结构简单且操作相当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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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的一个实施例的一个立体安装示意图；

[0017] 图2是该实施例的一个仰视立体组合图；

[0018] 图3是该实施例的一个仰视立体分解图；

[0019] 图4是该实施例的一个第一定位单元的平面组合示意图；

[0020] 图5是该实施例的一个副定位单元的平面组合示意图；

[0021] 图6是沿图5中的直线Ⅵ-Ⅵ所取的剖视图；

[0022] 图7是该实施例的一个操作示意图，说明扳动一个操作件且连动该第一定位单元；

[0023] 图8是图7的连动示意图，说明该操作件能连动该副定位单元；

[0024] 图9是沿图8中的直线Ⅸ-Ⅸ所取的剖视图；

[0025] 图10是该实施例的另一个操作示意图，说明继续扳动该操作件且连动该第一定位

单元相对于一个锯台趋近；

[0026] 图11是该实施例的又一个操作示意图，说明继续扳动该操作件且连动该第一定位

单元相对于该锯台夹制；

[0027] 图12是图11的连动示意图，说明该操作件能连动该副定位单元相对于该锯台产生

卡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9] 参阅图1、图2与图3，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的一个实施例，该锯切机还包

含一个机座100、一个能相对于该机座100旋转的锯台200及一个连结在该锯台200一侧的锯

切单元300，该机座100具有一个顶部110、一个相反于该顶部110的底部120、一个设于该顶

部110与该底部120之间的环周面130及数个间隔凹设于该环周面130的卡槽140，该顶部110

由该环周面130沿径向朝外凸伸呈凸缘状，并具有一个垂直衔接于该环周面130的底面150

及一个相反于该底面150的顶面160，所述卡槽140是依特殊角度分布，例如每15度就设有一

个卡槽140。该锯台200具有一个转盘210及一个连接于该转盘210且沿一个径向朝外延伸的

延伸件220，该延伸件220具有一对设于底部且沿一条轴线L间隔设置的枢板230及一个设于

末端底部的限位部240，该轴线L的延伸方向对应于该转盘210的径向。该锯台定位装置包含

一支枢轴10、一个操作件20、一个副定位单元30、一个第一定位单元40及一个锁扣单元50。

[0030] 该枢轴10设置在该延伸件220末端近底部处，且沿一条垂直于该轴线L的中心线L1

延伸。

[0031] 配合参图4及图5，该操作件20能相对于该延伸件220转动，并包括有一个轴设于该

枢轴10的轴枢部21、一个设于该轴枢部21一侧的第一掣动部22、一个设于该第一掣动部22

一侧的第二掣动部23、一个设于该轴枢部21另一侧的操作部24、一个能供该第二掣动部23

设置的轴套25、一对相反于该操作部24而垂直凸设于该轴套25另一侧的叉爪26、一个设置

于所述叉爪26与该轴套25之间的槽道27及一个卡定部28。该第一掣动部22由该轴套25周延

伸至所述叉爪26的其中一侧缘，该第一掣动部22呈抛物面状，并具有一个与该中心线L1之

间产生一个第一距离l1的第一端221及一个与该中心线L1之间产生一个第二距离l2的第二

端222，该第二端222设置于所述叉爪26的末端。该第二距离l2大于该第一距离l1，且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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掣动部22由该第一端221朝该第二端222延伸时与该中心线L1之间的距离呈逐渐增加状。该

第二掣动部23呈枢孔状。该卡定部28位于该轴枢部21一侧，且呈三角形板片状。

[0032] 配合参图4，该第一定位单元40包括有一支能浮动且安装于该延伸件220一侧并受

该第二掣动部23连动的连杆41、一个枢接于该延伸件220与该连杆41之间的定位件42、一个

安装于该延伸件220底部且朝该顶面160凸伸的止动块43及一个安装于该延伸件220与该定

位件42之间的弹性件44。该连杆41具有一个枢接于该第二掣动部23的连动端411、一个相反

于该连动端411且连接于该定位件42的驱动端412及一支垂直锁接于该连动端411且呈圆柱

状的轴杆413，该轴杆413能转动且轴设于该第二掣动部23，该定位件42具有一个趋近于该

机座100且呈平面状的定位部421，该定位部421相对于该底面150且对应于该止动块43。该

弹性件44的弹力恒使该定位部421保持远离于该底面150的趋势。

[0033] 配合参图5，该副定位单元30包括有一支能滑动且安装于该延伸件220的滑杆31及

一个套设于该滑杆31外部的弹簧32，该滑杆31沿该轴线L延伸穿过该槽道27且穿设于所述

枢板230，并具有一个对应于该操作件20的受掣端311、一个相反于该受掣端311且趋近于该

机座100的卡制端312及一个设于该受掣端311与该卡制端312之间且位于其中一个枢板230

一侧的挡环313，该受掣端311具有一个能抵靠于该第一掣动部22的导柱314。该弹簧32弹抵

于该挡环313与所对应的枢板230之间，该弹簧32的弹力恒使该卡制端312保持朝该环周面

130移动的趋势，且使该导柱314能朝该第一掣动部22抵靠。

[0034] 配合参图6，该锁扣单元50对应该卡定部28，并包括一个安装于该延伸件220的压

钮51及一个弹抵于该压钮51与该延伸件220之间的回复件52，该压钮51具有一个能延伸至

趋近该操作件20的内侧端511、一个设于该内侧端511且与该卡定部28呈凹凸互补的锁扣部

512及一个相反于该内侧端511且位于该延伸件220外部的按压端513，该锁扣部512呈凹槽

状。该回复件52的弹力恒使该锁扣部512保持远离于该卡定部28的趋势。

[0035] 再如图1、图4、图5及图6所示，显示该锯台200能相对于该机座100产生转动且该锯

切单元30能调整锯切角度的状态，此时，该操作件20的卡定部28受到该锁扣单元50的锁扣

部512扣住能保持在一个锁扣位置，且使得该副定位单元30的滑杆31的卡制端312保持于一

个远离于该环周面130的远离位置，该第一定位单元40的定位件42的定位部421也相对于该

底面150产生远离。

[0036] 当操作者扳动该操作件20的操作部24且将该锯台200相对于该机座100转动并调

整至接近于所需要的角度时，如图7的假想线至实线所示，以及图8所示，操作者先将该操作

件20的操作部24向上扳动，该操作件20会以该枢轴10为转动中心往图8的逆时针方向转动，

直到该操作件20抵于该限位部240为止，且使得该卡定部28自该锁扣部512中旋出，此时，如

图9的假想线至实线所示，该锁扣单元50的压钮51受到该回复件52的回释弹力作用，会使得

该按压端513朝该延伸件220的外部移动，就能使得该锁扣部512相对于该卡定部28产生错

位，能解除对该操作件20的锁扣。

[0037] 接着，如图10所示，当操作者再扳动该操作件20的操作部24且朝该图10的顺时针

方向转动时，该操作件20的第一掣动部22也产生顺时针方向旋摆，且利用该弹簧32的弹力

所作用，会连动该滑杆31沿该轴线L产生移动，使得该卡制端312朝该环周面130趋近，且该

第二掣动部23也会连动该连杆41相对于该延伸件220产生浮动，且该连杆41又推掣该定位

件42相对于该延伸件220产生枢转，使得该定位部42趋近于该底面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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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又如图11及图12所示，若该锯台200相对于该机座100已转动至所需的角度时，操

作者再继续扳动该操作件20的操作部24且朝该图11及图12的顺时针方向转动，该第二掣动

部23会连动该连杆41相对于该延伸件220产生浮动，且该连杆41又推掣该定位件42相对于

该延伸件220产生枢转，使得该定位部421相对于该底面150产生摩擦定位，且配合该止动块

43抵制于该顶面160，能使该锯台200相对于该机座100产生定位。或者，若该锯台200相对于

该机座100已转动至所需的角度，且使得该卡制端312相对于应于特殊角度的卡槽140时，则

利用该副定位单元30能使该锯台200相对于该机座100产生定位，此时，该第一掣动部22可

以完全与该导柱314产生脱离。

[0039] 当欲再操作该锯台200相对于该机座100转动时，操作者只需再将该操作件20往图

11的逆时针方向扳动，就又能利用所述叉爪26将该导柱314勾起并顺利导入该第一掣动部

22上，且能拉动该滑杆31的卡制端312远离于该环周面130(此时，该弹簧32受到该挡环313

的推挤又会呈被压缩状态且蕴藏回释弹力)，而该第二掣动部23也同时拉掣该连杆41，该定

位件42又受到该弹性件44的回释弹力所作用而脱离对该底面150的抵制，直到该操作件20

回复到图7及图8的状态，操作者再按压该锁扣单元50的压钮51时，就能再使该操作件20的

卡定部28嵌卡定位于该锁扣部512中，且能确保该副定位单元30与该第一定位单元40相对

于该延伸件220保持定位。

[0040] 因此，本发明利用单一操作件20，且在操作该操作件20时能利用该第一掣动部22

连动该副定位单元30，就能使该滑杆31的卡制端312在一个远离于该环周面130的远离位

置，转换成一个使该卡制端312嵌入于任一个卡槽140中的嵌卡位置。且能同时利用该第二

掣动部23连动该第一定位单元40，且使该定位部42相对于该底面150产生脱离或摩擦定位。

[0041] 综上所述，本发明锯切机的锯台定位装置，整体结构简单、操作容易，且能避免对

该机座100的环周面130产生刮痕，且能产生稳固的夹制力，夹制与松释的操作相当容易，确

实能达成本发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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