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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精铸件的机加工设备领域，
具体
为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其能够方便实现稳
定可靠装夹，
保证加工质量，
底板上设置有定位
机构和夹紧机构，
定位机构包括竖向定位销和水
平定位销，
夹紧机构包括围成矩形腔体的立板，
横向两端的立板上分别开设有导向槽并安装有
横向推板，
纵向两端的立板上也分别开有导向槽
并安装有纵向推板，
横向推板与纵向推板内侧面
分别设置有压紧头、外侧面均为斜面，
立板上安
装有两个与横向推板的斜面配合的横向楔形推
块、两个与纵向推板的斜面配合的纵向楔形推
块，
两个横向楔形推块通过横向压紧板连接，
两
个纵向楔形推块通过纵向压紧板连接，
横向压紧
板与纵向压紧板分别通过套装第一复位弹簧的
锁紧螺钉安装于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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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其包括底板，
所述底板上设置有定位机构和夹紧机构，
其
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机构包括竖向定位销和水平定位销，
所述夹紧机构包括围成矩形腔体
的立板，
横向两端的所述立板上分别开设有导向槽并安装有横向推板，
纵向两端的所述立
板上也分别开有导向槽并安装有纵向推板，
所述横向推板与所述纵向推板内侧面分别设置
有压紧头、外侧面均为斜面，
所述立板上安装有两个与所述横向推板的斜面配合的横向楔
形推块、两个与所述纵向推板的斜面配合的纵向楔形推块，
两个所述横向楔形推块通过横
向压紧板连接，
两个所述纵向楔形推块通过纵向压紧板连接，
所述横向压紧板与所述纵向
压紧板分别通过套装有第一复位弹簧的锁紧螺钉安装于所述立板，
所述横向推板与所述纵
向推板上分别安装有连接块，
所述连接块与所述立板之间通过第二复位弹簧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竖向定位销位于
所述矩形腔体中间的底板上，
所述水平定位销贯穿所述立板并设置有锁紧块。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纵向楔形推块与
所述纵向压紧板之间、
所述横向楔形推块与所述横向压紧板之间均通过开口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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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精铸件的机加工设备领域，
尤其适用于不易定心、
结构复杂、
不易控制
零件旋向之类的毛坯精铸件的固定定位，
具体为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定心装置靠固定结构，
不能随毛坯变化自身调整、
运动方式单一，
只能简单
地平移或旋转，
并且压紧的压紧力往往相差过大，
此时压紧点可能无法放置在精确的位置
上，
偏离了零件定位面的几何中心，
容易导致零件的加工部位相对位移、加工尺寸精度变
差，
更有甚者在加工过程中出现零件晃动，
脱落分离，
最终导致零件报废并威胁人身安全。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其能够方便实现稳
定可靠装夹，
保证加工质量。
[0004] 其技术方案是这样的：
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其包括底板，
所述底板上设置有
定位机构和夹紧机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机构包括竖向定位销和水平定位销，
所述夹紧
机构包括围成矩形腔体的立板，
横向两端的所述立板上分别开设有导向槽并安装有横向推
板，
纵向两端的所述立板上也分别开有导向槽并安装有纵向推板，
所述横向推板与所述纵
向推板内侧面分别设置有压紧头、外侧面均为斜面，
所述立板上安装有两个与所述横向推
板的斜面配合的横向楔形推块、两个与所述纵向推板的斜面配合的纵向楔形推块，
两个所
述横向楔形推块通过横向压紧板连接，
两个所述纵向楔形推块通过纵向压紧板连接，
所述
横向压紧板与所述纵向压紧板分别通过套装有第一复位弹簧的锁紧螺钉安装于所述立板，
所述横向推板与所述纵向推板上分别安装有连接块，
所述连接块与所述立板之间通过第二
复位弹簧连接。
[0005] 其进一步特征在于，
所述竖向定位销位于所述矩形腔体中间的底板上，
所述水平
定位销贯穿所述立板并设置有锁紧块；
[0006] 所述纵向楔形推块与所述纵向压紧板之间、
所述横向楔形推块与所述横向压紧板
之间均通过开口销连接。
[0007] 采用本发明的结构，
零件放上由竖向定位销和水平定位销实现定位，
由于纵向楔
形推块与纵向推板的斜面配合、横向楔形推块与横向推板的斜面配合，
锁紧螺钉转动推动
纵向压紧板和横向压紧板向内移动时，
带动两个横向推板同时向零件移动实现横向夹紧、
两个纵向推板同时向零件移动实现纵向夹紧，
横向两侧夹紧力相同，
纵向两侧夹紧力相同，
从四个方向夹紧，
实现了稳定可靠装夹，
避免了现有技术中偏移等现象，
保证了加工质量。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09] 图2为图1中A-A向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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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图1中B-B向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见图1，
图2，
图3所示，
一种自定心辅助夹紧装置，
其包括底板1，
底板1上设置有定
位机构和夹紧机构，
定位机构包括竖向定位销2和水平定位销3，
夹紧机构包括围成矩形腔
体的立板4，
横向两端的立板4-1上分别开设有导向槽并安装有横向推板5，
纵向两端的立板
4-2上也分别开有导向槽并安装有纵向推板6，
横向推板5与纵向推板6内侧面分别设置有压
紧头7、
外侧面均为斜面，
立板4上安装有两个与横向推板5的斜面配合的横向楔形推块8、
两
个与纵向推板6的斜面配合的纵向楔形推块9，
两个横向楔形推块8通过横向压紧板10连接，
两个纵向楔形推块9通过纵向压紧板11连接，
横向压紧板10与纵向压紧板11分别通过套装
有第一复位弹簧12的锁紧螺钉13安装于立板4，
横向推板5与纵向推板6上分别安装有连接
块14，
连接块14与立板4之间通过第二复位弹簧15连接，
为了保证复位效果，用一个导向螺
钉19穿过连接块14和第二复位弹簧15并固定连接立板4，
连接块14与导向螺钉19之间滑动
配合。竖向定位销2位于矩形腔体中间的底板1上，
水平定位销3贯穿立板4并设置有锁紧块
16 ,实现了零件17横向和纵向的定位；
纵向楔形推块9与纵向压紧板11之间、
横向楔形推块8
与横向压紧板10之间均通过开口销18连接，
可以有一些小浮动，
确保横向两侧和纵向两侧
的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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