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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混合器夹紧装置，其包

括底座、定位组件、压紧组件和带锁机箱；所述定

位组件匹配安装于所述底座的上部且包括左边

夹具、右边夹具、中间夹具和后边夹具；所述左边

夹具和右边夹具的上部均匹配安装有所述压紧

组件；所述带锁机箱匹配设置于所述底座的上

部；所述左边夹具用于固定混合器的上半壳，所

述右边夹具用于固定混合器的下半壳，所述前边

夹具和后边夹具内用于固定混合器的内衬。本实

用新型结构设计简单、合理，能实现混合器快速

夹紧，提高了装夹效率和产品加工效率，保证了

产品加工质量，节省了时间，能有效满足生产节

拍要求，适于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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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合器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装置包括底座、定位组件、压紧组件和

带锁机箱；所述定位组件匹配安装于所述底座的上部且包括左边夹具、右边夹具、前边夹具

和后边夹具；所述左边夹具和右边夹具的上部均匹配安装有所述压紧组件；所述带锁机箱

匹配设置于所述底座的上部；所述左边夹具用于固定混合器的上半壳，所述右边夹具用于

固定混合器的下半壳，所述前边夹具和后边夹具内用于固定混合器的内衬。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器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

座的上部左侧且包括左支架、左驱动气缸、左导轨、左滑板、左夹板、左传动臂和左推杆；所

述左支架匹配固定于所述底座的上部；所述左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左支架的上端底

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左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左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

机箱连接；所述左导轨匹配固定于所述左支架的上端顶部；所述左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

于所述左驱动气缸的活塞杆顶端；所述左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左导轨上，其一端端面

中部向外凸出形成有左凸出板；所述左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左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所述左夹板匹配固定于所述左滑板的另一端；所述左凸出板的中部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开设

有左限位孔；所述左推杆匹配插装于所述左限位孔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器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右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

座的上部右侧且包括右支架、右驱动气缸、右导轨、右滑板、右夹板、右传动臂和右推杆；所

述右支架匹配固定于所述底座的上部；所述右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右支架的上端底

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右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右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

机箱连接；所述右导轨匹配固定于所述右支架的上端顶部；所述右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

于所述右驱动气缸的活塞杆顶端；所述右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右导轨上，其一端端面

中部向外凸出形成有右凸出板；所述右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右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所述右夹板匹配固定于所述右滑板的另一端；所述右凸出板的中部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开设

有右限位孔；所述右推杆匹配插装于所述右限位孔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器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

座的上部前侧，其包括前支架、前驱动气缸、前导轨、前滑板、前夹板和前传动臂；所述前支

架匹配固定于所述底座的上部前侧；所述前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前支架的上端底侧，

其通过气管连接有前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前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机

箱连接；所述前导轨匹配固定于所述前支架的顶部；所述前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

前驱动气缸的活塞杆顶端；所述前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前导轨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

外凸出形成有前凸出板；所述前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前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前

夹板匹配固定于所述前滑板的另一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器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后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

座的上部后侧，其包括后支架、后驱动气缸、后导轨、后滑板、后夹板和后传动臂；所述后支

架匹配固定于所述底座的上部后侧；所述后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后支架的上端底侧，

其通过气管连接有后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后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机

箱连接；所述后导轨匹配固定于所述后支架的顶部；所述后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

后驱动气缸的活塞杆顶端；所述后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后导轨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

外凸出形成有后凸出板；所述后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后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后

夹板匹配固定于所述后滑板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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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合器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紧组件包括压紧安装支

架、压紧螺杆、压紧块和压紧手摇盘；所述压紧安装支架的中部匹配固设有传动螺母；所述

压紧螺杆匹配穿过所述传动螺母并与所述传动螺母之间通过螺纹配合连接，且所述压紧螺

杆的一端匹配固设有压紧块，所述压紧螺杆的另一端匹配固设有压紧手摇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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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合器夹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机械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合器夹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混合器腔体分总成由三种形状不规则的零件组成，定位和夹紧要求比较高，

严重影响了混合器夹紧效率和加工效率，也影响了产品加工质量，无法满足生产节拍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结构设计简单、合理，能

实现混合器快速夹紧，提高了装夹效率和生产效率，保证了混合器加工质量，节省了时间，

能有效满足生产节拍要求的混合器夹紧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上述的混合器夹紧装置，包括底座、定位组件、压紧组件和带锁机箱；所述定位组

件匹配安装于所述底座的上部且包括左边夹具、右边夹具、中间夹具和后边夹具；所述左边

夹具和右边夹具的上部均匹配安装有所述压紧组件；所述带锁机箱匹配设置于所述底座的

上部；所述左边夹具用于固定混合器的上半壳，所述右边夹具用于固定混合器的下半壳，所

述前边夹具和后边夹具内用于固定混合器的内衬。

[0006] 所述混合器夹紧装置，其中：所述左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座的上部左侧且包

括左支架、左驱动气缸、左导轨、左滑板、左夹板、左传动臂和左推杆；所述左支架匹配固定

于所述底座的上部；所述左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左支架的上端底侧，其通过气管连接

有左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左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机箱连接；所述左导

轨匹配固定于所述左支架的上端顶部；所述左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左驱动气缸的

活塞杆顶端；所述左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左导轨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外凸出形成有

左凸出板；所述左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左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左夹板匹配固定

于所述左滑板的另一端；所述左凸出板的中部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左限位孔；所述左

推杆匹配插装于所述左限位孔内。

[0007] 所述混合器夹紧装置，其中：所述右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座的上部右侧且包

括右支架、右驱动气缸、右导轨、右滑板、右夹板、右传动臂和右推杆；所述右支架匹配固定

于所述底座的上部；所述右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右支架的上端底侧，其通过气管连接

有右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右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机箱连接；所述右导

轨匹配固定于所述右支架的上端顶部；所述右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右驱动气缸的

活塞杆顶端；所述右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右导轨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外凸出形成有

右凸出板；所述右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右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右夹板匹配固定

于所述右滑板的另一端；所述右凸出板的中部沿其长度方向均匀开设有右限位孔；所述右

推杆匹配插装于所述右限位孔内。

[0008] 所述混合器夹紧装置，其中：所述前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座的上部前侧，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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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前支架、前驱动气缸、前导轨、前滑板、前夹板和前传动臂；所述前支架匹配固定于所述底

座的的上部前侧；所述前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前支架的上端底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

前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前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机箱连接；所述前导轨

匹配固定于所述前支架的顶部；所述前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前驱动气缸的活塞杆

顶端；所述前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前导轨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外凸出形成有前凸出

板；所述前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前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前夹板匹配固定于所述

前滑板的另一端。

[0009] 所述混合器夹紧装置，其中：所述后边夹具匹配设置于所述底座的上部后侧，其包

括后支架、后驱动气缸、后导轨、后滑板、后夹板和后传动臂；所述后支架匹配固定于所述底

座的的上部后侧；所述后驱动气缸匹配安装于所述后支架的上端底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

后气缸电磁阀并通过所述后气缸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所述带锁机箱连接；所述后导轨

匹配固定于所述后支架的顶部；所述后传动臂的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后驱动气缸的活塞杆

顶端；所述后滑板匹配滑动安装于所述后导轨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外凸出形成有后凸出

板；所述后凸出板的末端与所述后传动臂的另一端固定连接；所述后夹板匹配固定于所述

后滑板的另一端。

[0010] 所述混合器夹紧装置，其中：所述压紧组件包括压紧安装支架、压紧螺杆、压紧块

和压紧手摇盘；所述压紧安装支架的中部匹配固设有传动螺母；所述压紧螺杆匹配穿过所

述传动螺母并与所述传动螺母之间通过螺纹配合连接，且所述压紧螺杆的一端匹配固设有

压紧块，所述压紧螺杆的另一端匹配固设有压紧手摇盘。

[0011] 有益效果：

[0012] 本实用新型混合器夹紧装置结构设计简单、合理，能实现混合器快速夹紧，提高了

产品装夹效率和生产效率，保证了混合器加工质量，节省了时间，能有效满足生产节拍要

求，适于推广与应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混合器夹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实用新型混合器夹紧装置的主视图；

[0015] 图3为本实用新型混合器夹紧装置的俯视图；

[0016] 图4为本实用新型混合器夹紧装置的左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至4所示，本实用新型混合器夹紧装置，包括底座1、定位组件2、压紧组件3和

带锁机箱4。

[0018] 该底座1包括底架11、支撑架12和平台13；其中，该底架11置于地面，该支撑架12为

方形框架结构且匹配水平安装于该底架11的上部；该平台13匹配水平安装于该支撑架12的

上部。

[0019] 该定位组件2匹配安装于该底座1的平台13上部，其包括左边夹具21、右边夹具22、

前边夹具23和后边夹具24。

[0020] 该左边夹具21匹配设置于该平台13的上部左侧，其包括左支架211、左驱动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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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左导轨213、左滑板214、左夹板215、左传动臂216和左推杆217；其中，该左支架211为方

形框架结构且匹配固定于该平台13的顶面左侧；该左驱动气缸212匹配安装于该左支架211

的上端底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电磁阀并通过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带锁机箱5连接；该

左导轨213匹配固定安装于该左支架211的顶部；该左传动臂216的一端固定连接于该左驱

动气缸212的活塞杆顶端；该左滑板214匹配滑动安装于该左导轨213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

外凸出形成有左凸出板2141且左凸出板2141的末端与左传动臂21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该

左夹板215匹配固定于该左滑板214的另一端；该左滑板214的左凸出板2141中部沿其长度

方向均匀开设有多个左限位孔2142；该左推杆217匹配插装于该左凸出板2141的左限位孔

2142内。

[0021] 该右边夹具22匹配设置于该平台13的上部右侧，包括右支架221、右驱动气缸222、

右导轨223、右滑板224、右夹板225、右传动臂226和右推杆227；其中，该右支架221为方形框

架结构且匹配固定于该平台13的顶面右侧；该右驱动气缸222匹配安装于该右支架221的上

端底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电磁阀并通过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带锁机箱5连接；该右导

轨223匹配固定安装于该右支架221的顶部；该右传动臂226的一端固定连接于该右驱动气

缸222的活塞杆顶端；该右滑板224匹配滑动安装于该右导轨223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外凸

出形成有右凸出板2241且右凸出板2241的末端与右传动臂22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该右夹

板225匹配固定于该右滑板224的另一端；该右滑板224的右凸出板2241中部沿其长度方向

均匀开设有多个右限位孔2242；该右推杆227匹配插装于该右凸出板2241的右限位孔2242

内。

[0022] 该前边夹具23匹配设置于该平台13的前侧中部，其包括前支架231、前驱动气缸

232、前导轨233、前滑板234、前夹板235和前传动臂236；其中，该前支架231为方形框架结构

且匹配固定于该平台13的顶面前侧；该前驱动气缸232匹配安装于该前支架231的上端底

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电磁阀并通过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带锁机箱5连接；该前导轨

233匹配固定安装于该前支架231的顶部；该前传动臂236的一端固定连接于该前驱动气缸

232的活塞杆顶端；该前滑板234匹配滑动安装于该前导轨233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外凸出

形成有前凸出板2341且前凸出板2341的末端与前传动臂23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该前夹板

235匹配固定于该前滑板234的另一端。

[0023] 该后边夹具24匹配设置于该平台13的后侧中部，其包括后支架241、后驱动气缸

242、后导轨243、后滑板244、后夹板245和后传动臂246；其中，该后支架241为方形框架结构

且匹配固定于该平台13的顶面后侧；该后驱动气缸242匹配安装于该后支架241的上端底

侧，其通过气管连接有电磁阀并通过电磁阀分别与外部气源和带锁机箱5连接；该后导轨

243匹配固定安装于该后支架241的顶部；该后传动臂246的一端固定连接于该后驱动气缸

242的活塞杆顶端；该后滑板244匹配滑动安装于该后导轨243上，其一端端面中部向外凸出

形成有后凸出板2441且后凸出板2441的末端与后传动臂246的另一端固定连接；该后夹板

245匹配固定于该后滑板244的另一端。

[0024] 该压紧组件3具有一对且分别匹配设置于该左边夹具21的左夹板215和右边夹具

22的右夹板225的上部，每个压紧组件3包括压紧安装支架31、压紧螺杆32、压紧块33和压紧

手摇盘34；该压紧安装支架31匹配固定于该左夹板215上且中部匹配固设有传动螺母34，该

压紧螺杆32匹配穿过该传动螺母34并与传动螺母35之间通过螺纹配合连接，该压紧螺杆32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216681927 U

6



穿过传动螺母35的一端匹配固设有压紧块33，该压紧螺杆32穿过传动螺母35的另一端匹配

固设有压紧手摇盘34；同理，设置在左夹板215上的压紧组件3与设置在左夹板215上的压紧

组件3的安装方式一样。

[0025] 该带锁机箱4匹配设置于该平台13的上部一侧。

[0026] 本实用新型混合器夹紧装置的装夹方法为：

[0027] 先将混合器的上半壳固定在左边夹具21上，然后将混合器的下半壳固定在右边夹

具22上，然后将混合器的内衬固定在前边夹具23和后边夹具24内，最后按设备上双手启动

按钮，按照步骤将混合器的上半壳、下半壳、内衬组装在一起，然后点焊固定，最后再次按设

备上双手启动按钮将混合器点定后的分总成弹出夹具一半高度，取出零件。

[0028] 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简单、合理，能实现混合器快速夹紧，提高了装夹效率和加工

效率，节省了时间，保证了混合器加工质量，能有效满足生产节拍要求，适于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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