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613679.5

(22)申请日 2017.07.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2589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0.03

(73)专利权人 合肥四维数控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230000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工业园灵

溪路东

(72)发明人 罗群　罗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东信智谷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34143

代理人 王学勇

(51)Int.Cl.

B44B 1/06(2006.01)

B44B 3/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397436 U,2015.06.17,说明书第

[0024]段，图1-3.

CN 104894733 A,2015.09.09,说明书第

[0025]-[0028]段，图1.

CN 204055112 U,2014.12.31,全文.

CN 203831052 U,2014.09.17,全文.

CN 207104445 U,2018.03.16,全文.

US 5400677 A,1995.03.28,全文.

CN 203817844 U,2014.09.10,全文.

审查员 袁任远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

置，包括支撑座，支撑座安装在工作台上，支撑座

上端面设置有固定底板和立板，立板上连接有调

整滑板，调整滑板滑动连接有活动钳体，活动钳

体固定连接调整压板，调整压板上方设置有推

板，调整压板与推板之间设置有弹性元件，立板

的上方固定安装有气动装置，气动装置与推板固

定连接，固定底板和调整压板上分别设置有电磁

铁和垫片吸盘。本发明所述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

装置，通过设置气动装置，能够自动夹紧工件，夹

紧力大，减少劳动强度，通过设置电磁铁和垫片

吸盘，保证了工件不滑移，并且进一步加大夹紧

力，固定性更好，固定底板与调整压板之间设置

有弹性元件，便于调整夹紧力度及避免了损坏工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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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座（30），所述支撑座（30）安装

在工作台（10）上，所述支撑座（30）上端面设置有固定底板（31）和立板（32），所述立板（32）

上连接有调整滑板（33），所述调整滑板（33）滑动连接有活动钳体（34），所述活动钳体（34）

固定连接调整压板（35），所述调整压板（35）上方设置有推板（36），所述调整压板（35）与推

板（36）之间设置有弹性元件（37），所述立板（32）的上方固定安装有气动装置（38），所述气

动装置（38）与推板（36）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底板（31）和调整压板（35）上分别设置有电磁铁

（311）和垫片吸盘（351）；所述工作台（10）两边设置有导轨（20），所述支撑座（30）上设置有

导向孔（301），所述导轨（20）上设有导向杆（21），所述导向杆（21）插入支撑座（30）上的导向

孔（301），所述支撑座（30）位于导轨（20）上，所述支撑座（30）与导轨（20）滑动配合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钳体（34）

与调整滑板（33）采用可拆卸式结构相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板（36）的两

端滑动连接有导板（361），所述导板（361）的下端固定连接在调整压板（35）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动装置（38）

为气缸。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板（32）上设

置有调整螺孔（321），所述立板（32）与调整滑板（33）通过调整螺孔（321）连接。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元件（37）

为螺旋弹簧。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0）两

边沿上的导轨（20）的侧壁上设置有螺孔（22），所述导轨（20）与支撑座（30）通过螺孔（22）螺

栓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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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雕刻机机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雕刻机是一种常用的雕刻设备，用来雕刻各类雕塑品及模型。随着人们对雕刻机

的认识和掌握，应用范围和应用水平也会逐步提高，如广告业、印章业、工艺礼品业、艺术模

型业、木器加工业、模具业等等。可加工的材料包括亚克力、双色板、PVC、ABS板、石材、仿石

材、金属、铝塑板等各种材料。雕刻机在广告行业的应用主要是：雕刻、切割各类标牌、座标

牌、大理石、铜、字模、字型，各类标志、商标等金属材料。雕刻机是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的核心

设备之一，应用较为广泛，现有的雕刻机一般在工作台上安装有锯齿形的工作面，以此防止

加工工件滑移，避免造成雕刻偏差，而导致残次品，但现有技术的夹紧装置明显有缺陷，易

造成加工工件面损伤，甚至变形，而加工面磨损后一般难修复，接触面积小，摩擦力较小，易

于滑动，不稳固，现有的夹紧装置夹紧后的力度难以调整，没有进一步增加夹持力，不能灵

活安装，致使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大大降低。此外，现有的夹紧装置一般都是固定在工作台

上，不能根据板材大小和厚度灵活调整位置，无法实现连续位置调整，在夹紧板材时，一般

需要工作人员将板材放置于工作面上进行夹紧安装，加工完成后，再另取板材进行夹紧安

装，周而复始，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很大，生产效率也很低，且在夹紧安装时，待加工板材置

于的工作面高度较低，无法适应工作人员的高度进行工作，长此以往，工作人员会出现腰肌

劳损，损害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具

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4] 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包括支撑座，支撑座安装在工作台上，支撑座上端

面设置有固定底板和立板，立板上连接有调整滑板，调整滑板滑动连接有活动钳体，活动钳

体固定连接调整压板，调整压板上方设置有推板，调整压板与推板之间设置有弹性元件，立

板的上方固定安装有气动装置，气动装置与推板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底板和调整压板上分

别设置有电磁铁和垫片吸盘。

[000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活动钳体与调整滑板采用可拆卸式结构相连接。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推板的两端滑动连接有导板，导板的下端固定连

接在调整压板上。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气动装置为气缸。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立板上设置有调整螺孔，立板上与调整滑板通过

调整螺孔相连接。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弹性元件为螺旋弹簧。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工作台两边设置有导轨，所述支撑座上设置有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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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孔，导轨上设有导向杆，导向杆插入支撑座上的导向孔，支撑座位于导轨上，支撑座与导

轨滑动配合连接。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工作台两边沿上的导轨的侧壁上设置有螺孔，导

轨与支撑座通过螺孔螺栓固定连接。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本发明所述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通过设置气动装置，能够自动夹紧工件，夹

紧力大，减少劳动强度，保证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通过设置电磁铁和垫片吸盘，保证了雕

刻加工过程中工件不滑移，并且进一步加大夹紧力度，从而使得工件固定性更好，固定底板

与调整压板之间设置有弹性元件，便于调整夹紧力度及避免了损坏工件。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的夹紧装置位于工作台上的俯视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的工作台中导轨的结构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的夹紧装置中调整滑板与活动钳体的组装解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9]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

示，本发明的夹紧装置位于工作台上的俯视图，包括支撑座30，支撑座30安装在工作台10

上，支撑座30上设置有导向孔301，支撑座30上端面设置有固定底板31和立板32，立板32上

连接有调整滑板33，调整滑板33滑动连接有活动钳体34，活动钳体34固定连接调整压板35，

调整压板35上方设置有推板36，调整压板35与推板36之间设置有弹性元件37，立板32的上

方固定安装有气动装置38，气动装置38与推板36固定连接，所述固定底板31和调整压板35

上分别设置有电磁铁311和垫片吸盘351。

[0020] 如图4所示，所述活动钳体34与调整滑板33采用可拆卸式结构相连接，方便磨损后

可拆卸修理，维修方便，降低成本。

[0021] 所述推板36的两端滑动连接有导板361，导板361的下端固定连接在调整压板35

上，推板36在气动装置38的作用力下，沿着导板361向下滑动，不会偏移，这样弹性元件37所

受到的力均为竖直方向上的力，进而调整压板35所受到的力也为竖直方向上的力，夹紧力

度更大，具有夹紧力大，固定性好的效果，根据弹性元件37的压缩状态，进行调整夹紧力度，

弹性元件37还具有缓冲作用，防止压损加工工件以及延长使用寿命。

[0022] 所述气动装置38为气缸，不需要手动调节即可自动下压或提升，工作人员不需要

时常弯腰夹紧处理，输出力大，夹紧效果更好，而且气缸的原理及结构简单，易于安装维护，

对于使用者的要求不高，成本也低，在高温和低温环境中均可正常工作，还具有防尘、防水

能力，可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使用寿命较长。

[0023] 为了提高夹紧效果，使得物件固定不动，更利于加工雕刻，所述夹紧装置3至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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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两个，为了提高夹紧装置3的灵活性，以及能够根据物件的大小、位置进行调整夹紧，所

述工作台10两边设置有导轨20，导轨20上设有导向杆21，导向杆21插入支撑座30上的导向

孔301，支撑座30位于导轨20上，支撑座30与导轨20滑动配合连接，如图3所示，工作台10两

边沿上的导轨20的侧壁上设置有螺孔22，导轨20与支撑座30通过螺孔22螺栓固定连接，这

样夹紧装置固定卡死后，能够防止夹紧装置移动，进一步的夹紧并固定物件，提高稳固性，

当需要移动时，拧开螺栓，使得导轨20与支撑座30没有固定连接，移动夹紧装置到所需要的

位置，再将夹紧装置固定卡死即可。

[0024] 如图1所示，所述立板32上设置有调整螺孔321，立板32上与调整滑板33通过调整

螺孔321连接，能够根据物件的厚度，调整支撑座30与调整滑板33下端部的距离，进而能够

紧紧夹持物件及保护物件不会受力过大而受损，调整压板35与推板36之间设置有弹性元件

37，所述弹性元件37为螺旋弹簧，使得调整压板35能够始终紧密抵住物件，同时也减缓了对

加工面的冲击力，避免了调整压板35瞬间造成较大的力，使其加工面受损，甚至挤压变形，

降低了物件破损的现象，降低了成本，固定底板31和调整压板35上分别设置有电磁铁311和

垫片吸盘351，当待加工工件为磁性件时，电磁铁311通电后产生强磁场，能够将磁性件紧紧

吸附在固定底板31上表面，防止磁性件移动，方便进行雕刻加工作业，垫片吸盘351能够将

磁性件紧紧吸附在调整压板35下表面，进一步固定，防止移动，加工完成后，将调整压板35

上移，并断开电源，此时，磁性件处于未夹紧状态，便于移动加工后的物件，当待加工工件为

非磁性件时，电磁铁311此时无法发挥作用，但是垫片吸盘351同样能够紧紧吸附非磁性件，

利用真空负压产生对加工工件的垂直压力，并且足以使加工工件基面与垫片吸盘351表面

产生的摩擦力远大于切削力，这样雕刻过程也比较平稳，加工完成后，将调整压板35上移，

工件基面与垫片吸盘351表面之间产生缝隙，最后垫片吸盘351脱离工件基面，此时，工件处

于未夹紧状态，因此本申请所述夹紧装置不受工件的几何形状和材料的限制，均能够产生

较大的摩擦力和夹持力，紧紧吸附并固定工件，使得加工时工件不易滑动，保护加工面免受

刮痕等损伤，同时，工件处于未夹紧状态时的操作步骤简单，加工后的工件方便脱离夹紧装

置，便于后续搬运等操作。

[0025] 在进行加工作业的时候，首先将夹紧装置3固定卡死，使其不能在工作台10上滑

移，然后将待加工工件置于夹紧装置3上的固定底板31上，启动气动装置38，推板36下移，从

而带动调整压板35下移，当弹性元件37被紧紧压缩时，即可夹紧物件，进行相应雕刻加工等

工作。

[0026] 本发明所述用于雕刻加工的夹紧装置，通过设置气动装置，能够自动夹紧工件，夹

紧力大，减少劳动强度，保证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通过设置电磁铁和垫片吸盘，保证了雕

刻加工过程中工件不滑移，并且进一步加大夹紧力度，从而使得工件固定性更好，固定底板

与调整压板之间设置有弹性元件，便于调整夹紧力度及避免了损坏工件。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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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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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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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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