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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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681481.5

(22)申请日 2021.11.04

(73)专利权人 洛阳诚信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 471000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洛新产

业集聚区京津路与纬四路交叉口路西

(72)发明人 石丙强　

(51)Int.Cl.

B23Q 3/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

工装，涉及镗铣床领域，旨在可快速固定、夹持不

同尺寸的工件以及异形件的夹持，用于辅助夹紧

工件，技术方案是：底座内设双向移动机构和双

向固定机构，双向移动机构上连接左右对称的滑

块，滑块上设夹紧机构，夹紧机构转动连接夹紧

板，夹紧板上部通过弹性连接机构与夹紧机构相

连，底座上方设导柱，导柱上套装工作台，工作台

后端设通过升降机构连接底座的挡块；本实用新

型通过设双向固定机构，可将该装置快速固定在

镗铣床上；设双向移动机构来调节滑块间距，再

通过夹紧机构和夹紧板来夹紧工件，可夹紧不同

宽度的工件；设升降机构，使夹紧板能够夹紧工

件竖直方向上的中心部位；设V型槽，可夹紧异形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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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包括底座(1)、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内设有微处理

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双向固定机构(2)、双向移动机构(3)、工作台(4)、挡块(5)、夹紧机

构(6)、弹性连接机构(7)、夹紧板(8)、升降机构(9)、导柱(10)、滑块(11)，所述底座(1)内部

的中间部位设有横向设置的所述双向移动机构(3)，前后两侧设有对称设置的若干所述双

向固定机构(2)，所述双向移动机构(3)上连接有两个左右对称设置的所述滑块(11)，所述

滑块(11)上设有所述夹紧机构(6)，所述夹紧机构(6)的夹紧端转动连接带有竖直V型槽的

所述夹紧板(8)，所述夹紧板(8)的上部通过所述弹性连接机构(7)与所述夹紧机构(6)相

连，所述底座(1)上方设有若干呈矩形阵列排布的所述导柱(10)，所述导柱(10)上套装带有

纵向V型槽的所述工作台(4)，所述工作台(4)后端设有所述挡块(5)，所述挡块(5)通过所述

升降机构(9)连接所述底座(1)，所述双向固定机构(2)、所述夹紧机构(6)、所述升降机构

(9)均和所述微处理器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固定机构

(2)包括第一电机、第一双向螺杆、固定板，所述第一电机设在所述底座(1)的侧面且连接所

述第一双向螺杆，所述第一双向螺杆相对于所述双向移动机构(3)前后对称设置且轴连接

在所述底座(1)的内部，其上啮合有滑动连接在所述底座(1)底部的左右对称设置的所述固

定板，所述第一电机和所述微处理器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移动机构

(3)包括第二双向螺杆、转盘、转柄，所述第二双向螺杆横向设置且轴连接在所述底座(1)内

部的中心位置，其一端通过所述转盘连接所述转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4)的

上表面、所述挡块(5)的正面和所述夹紧板(8)的夹紧面处均设有缓冲垫，所述缓冲垫的材

质选用橡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夹紧机构(6)

包括液压缸、液压杆、连接板，所述液压缸左右相对设置在两个所述滑块(11)上，并通过所

述液压杆连接所述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转动连接所述夹紧板(8)，所述液压缸和所述微处理

器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连接机构

(7)包括固定座、弹簧，所述固定座左右对称设置在所述夹紧机构(6)上，且通过所述弹簧连

接所述夹紧板(8)的上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9)

包括第二电机、螺杆、限位块，所述第二电机设在所述底座(1)上，其上方连接顶部带有所述

限位块的所述螺杆，所述螺杆上啮合有所述挡块(5)，所述第二电机和所述微处理器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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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镗铣床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镗铣床是现在加工行业普遍使用的一种加工工具,结合了镗床和铣床的两种功能

于一体，使加工效率更高、精度更好，极大地提高了产品品质和劳动效率。

[0003] 夹具：机械制造过程中用来固定加工对象，使之占有正确的位置，以接受施工或检

测的装置。

[0004] 工装，即工艺装备：指制造过程中所用的各种工具的总称，包括刀具/夹具/模具/

量具/检具/辅具/钳工工具/工位器具等，工装为其通用简称，工装分为专用工装/通用工

装/标准工装(类似于标准件)。

[0005] 现有的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在使用中经常出现以下问题：大多固定在镗铣床

上，不便于维修保养，即使能够拆卸，也会因为结构的复杂而难以拆装，费时费力；一般直接

采用螺杆或伸缩机构对工件进行夹紧固定，但此种方法需要额外占用许多空间去设置螺杆

或伸缩机构，不便于夹紧各种尺寸的工件；夹紧机构设在工作台上，只能对一个水平面内的

工件进行夹紧，对于高度较高的工件仅能够夹持底部，使工件的夹紧不够可靠；不能夹持异

形工件。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鉴于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

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底座、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内设有微处理器，便于统一控制管

理；还包括双向固定机构、双向移动机构、工作台、挡块、夹紧机构、弹性连接机构、夹紧板、

升降机构、导柱、滑块，所述底座内部的中间部位设有横向设置的所述双向移动机构，前后

两侧设有对称设置的若干所述双向固定机构，可将该装置快速固定在镗铣床上，所述双向

移动机构上连接有两个左右对称设置的所述滑块，通过所述双向移动机构可使两个所述滑

块反向移动，可根据工件的实际大小确定两者之间的距离，所述滑块上设有所述夹紧机构，

用于夹紧工件，所述夹紧机构的夹紧端转动连接带有竖直V型槽的所述夹紧板，转动连接使

所述夹紧板可以根据工件的实际形状进行夹紧，所述竖直V型槽可以固定异形件以及竖直

放置的圆柱件，所述夹紧板的上部通过所述弹性连接机构与所述夹紧机构相连，防止所述

夹紧板过度倾斜导致不能正常夹紧工件，所述底座上方设有若干呈矩形阵列排布的所述导

柱，所述导柱上套装带有纵向V型槽的所述工作台，使所述工作台可以沿所述导柱上下滑

动，所述纵向V型槽可以用于放置圆柱形或异形工件，所述工作台后端设有所述挡块，用于

挡住工件，可以快速定位，所述挡块通过所述升降机构连接所述底座，使所述挡块能够升

降，进而使所述工作台可以升降，可以配合上方的所述夹紧机构对工件进行更加牢固的夹

持，所述双向固定机构、所述夹紧机构、所述升降机构均和所述微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控

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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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双向固定机构包括第一电机、第一双

向螺杆、固定板，所述第一电机设在所述底座的侧面且连接所述第一双向螺杆，提供所述第

一双向螺杆转动的动力，所述第一双向螺杆相对于所述双向移动机构前后对称设置且轴连

接在所述底座的内部，其上啮合有滑动连接在所述底座底部的左右对称设置的所述固定

板，使两个所述固定板能够随着所述第一双向螺杆的转动而反向移动，所述第一电机和所

述微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操作管理。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双向移动机构包括第二双向螺杆、转

盘、转柄，所述第二双向螺杆横向设置且轴连接在所述底座内部的中心位置，使所述第二双

向螺杆可以转动，其一端通过所述转盘连接所述转柄，通过所述转柄可以更加容易的转动。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工作台的上表面、所述挡块的正面和

所述夹紧板的夹紧面处均设有缓冲垫，防止损坏工件，所述缓冲垫的材质选用橡胶，弹性

好，成本低。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夹紧机构包括液压缸、液压杆、连接

板，所述液压缸左右相对设置在两个所述滑块上，提供夹紧工件所需动力，并通过所述液压

杆连接所述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转动连接所述夹紧板，使所述夹紧板能够转动，所述液压缸

和所述微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控制操作。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弹性连接机构包括固定座、弹簧，所述

固定座左右对称设置在所述夹紧机构上，用于固定，且通过所述弹簧连接所述夹紧板的上

部，防止所述夹紧板过度倾斜。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第二电机、螺杆、限位

块，所述第二电机设在所述底座上，提供动力，其上方连接顶部带有所述限位块的所述螺

杆，所述螺杆上啮合有所述挡块，所述限位块可以防止所述挡块脱落，所述第二电机和所述

微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控制管理。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双向固定机构，可以将该装置快速

固定在镗铣床的指定位置上，便于安装拆卸以及保养维修，省时省力；通过设置双向移动机

构、滑块、夹紧机构和夹紧板，使滑块可以通过双向移动机构的作用来调节间距，进而通过

夹紧机构和夹紧板夹紧工件，可以对不同宽度的工件进行夹紧，同时也避免因设置其它种

类的夹紧机构而占据额外的空间；通过设置升降机构，使工作台能够带动工件进行升降，使

夹紧板能够始终夹紧在工件竖直方向上的中心部位，防止工件较高时仅对其底部进行夹紧

固定，使工件的夹紧更加可靠；通过设置带有竖直V型槽的夹紧板和带有纵向V型槽的工作

台，可以对异形工件以及圆柱形工件进行夹紧。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视图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左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俯视图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底座、2‑双向固定机构、3‑双向移动机构、4‑工作台、5‑挡块、6‑夹紧机构、

7‑弹性连接机构、8‑夹紧板、9‑升降机构、10‑导柱、11‑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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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镗铣床用夹具辅助工装，采用的技术方

案是，包括底座1、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内设有微处理器，便于统一操作管理；还包括双

向固定机构2、双向移动机构3、工作台4、挡块5、夹紧机构6、弹性连接机构7、夹紧板8、升降

机构9、导柱10、滑块11，所述底座1内部的中间部位设有横向设置的所述双向移动机构3，前

后两侧设有对称设置的若干所述双向固定机构2，可以将该装置快速固定在镗铣床上，所述

双向移动机构3上连接有两个左右对称设置的所述滑块11，使两个所述滑块11可以反向移

动，所述滑块11上设有所述夹紧机构6，用于夹紧工件，所述夹紧机构6的夹紧端转动连接带

有竖直V型槽的所述夹紧板8，转动连接可使所述夹紧板8根据工件的实际形状进行夹紧，所

述竖直V型槽可以对异形件以及竖直放置的圆柱形工件进行固定，所述夹紧板8的上部通过

所述弹性连接机构7与所述夹紧机构6相连，防止所述夹紧板8倾斜幅度过大导致其不能正

常夹紧，所述底座1上方设有若干呈矩形阵列排布的所述导柱10，所述导柱10上套装带有纵

向V型槽的所述工作台4，所述导柱10可使所述工作台4沿其上下移动，所述纵向V型槽可以

用于放置异形件和水平放置的圆柱形工件，所述工作台4后端设有所述挡块5，可对工件进

行快速定位，所述挡块5通过所述升降机构9连接所述底座1，使所述挡块5可以升降，配合所

述夹紧机构6，可使所述夹紧板8对工件竖直方向上的中心部位进行夹紧，所述双向固定机

构2、所述夹紧机构6、所述升降机构9均和所述微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控制操作。

[002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双向固定机构2包括第一电机、第一双

向螺杆、固定板，所述第一电机设在所述底座1的侧面且连接所述第一双向螺杆，为所述第

一双向螺杆的转动提供动力，所述第一双向螺杆相对于所述双向移动机构3前后对称设置

且轴连接在所述底座1的内部，其上啮合有滑动连接在所述底座1底部的左右对称设置的所

述固定板，使两个所述固定板可以随着所述第一双向螺杆的转动而反向移动，所述第一电

机和所述微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控制管理。

[002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双向移动机构3包括第二双向螺杆、转

盘、转柄，所述第二双向螺杆横向设置且轴连接在所述底座1内部的中心位置，使所述第二

双向螺杆可以转动，其一端通过所述转盘连接所述转柄，通过设置所述转柄使其更加容易

转动。

[002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工作台4的上表面、所述挡块5的正面

和所述夹紧板8的夹紧面处均设有缓冲垫，防止工件因硬性接触而损坏，所述缓冲垫的材质

选用橡胶，弹性好，成本低。

[002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夹紧机构6包括液压缸、液压杆、连接

板，所述液压缸左右相对设置在两个所述滑块11上，提供动力，并通过所述液压杆连接所述

连接板，所述连接板转动连接所述夹紧板8，使所述夹紧板8能够转动，所述液压缸和所述微

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控制操作。

[002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弹性连接机构7包括固定座、弹簧，所

述固定座左右对称设置在所述夹紧机构6上，用于固定，且通过所述弹簧连接所述夹紧板的

上部，防止所述夹紧板8过度倾斜而无法进行夹紧操作。

[0025]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升降机构9包括第二电机、螺杆、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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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所述第二电机设在所述底座1上，提供动力，其上方连接顶部带有所述限位块的所述螺

杆，所述螺杆上啮合有所述挡块5，所述限位块可以防止所述挡块5脱落，所述第二电机和所

述微处理器相连，便于统一操作管理。

[0026]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通过双向固定机构2将底座1快速固定在镗铣床上，然后

将工件放置在工作台4上并通过挡块5快速定位，之后通过升降机构9使工作台4沿导柱10上

下移动，使工件竖直方向上的中心部位对准夹紧板8，夹紧板8通过弹性连接机构7连接夹紧

机构，可以防止夹紧板8过度倾斜，对准后，通过双向移动机构3调节滑块11间的距离，待接

近工件时，通过夹紧机构6使夹紧板8对工件进行夹紧，此时固定完毕。

[0027]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微处理器采用爱特梅尔89C51型单片机，用来启停电机，89C51

的管脚及连接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参考教材或厂商出版的技术手册获得技术启示。

[0028]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电路连接为本领域技术人员采用的惯用手段，可通过有限次试

验得到技术启示，属于公知常识。

[0029] 本文中未详细说明的部件为现有技术。

[0030] 上述虽然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于上

述实施例，在本领域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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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而不具备创造性劳动的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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