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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57)摘要
包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括底板、
气动卡盘、
喷液机构、
储液槽、
进液管、第
一进液腔、第二进液腔体，
所述的喷液机构还包
括管接头、
喷液管、螺座、球头套、球头、
喷嘴，
经
进液管向第一进液腔和第二进液腔体泵入冷却
液，
冷却液通过管接头进入喷液管，
再经球头后
从喷嘴喷向气动卡盘，
从而对气动卡盘夹持的零
件进行冷却，冷却后的冷却液流入储液槽内汇
流 ，再分别经回液孔和回液腔从回液管流出收
集。转动球头套将其拧松，
即可转动球头，
即可改
变喷嘴的朝向，
从而实用不同零件的加工需要。
该装置结构简单，
采用集成式设计，
通过将气动
卡盘和喷液机构进行集成，
实现安装、设计效率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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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气动卡盘、
喷液机构、储液槽、进液管、
第一进液腔、第二进液腔体，
所述的气动卡盘位于底板顶部中心处，
所述的气动卡盘与底板
通过螺栓相连，
所述的喷液机构数量为3件，
沿底板呈等腰三角形布置，
所述的储液槽位于
气动卡盘外侧且位于底板顶部，
所述的储液槽不贯穿底板主体，
所述的进液管位于底板的
侧壁处，
所述的进液管与底板螺纹相连，
所述的第一进液腔自进液管处向底板中心处延伸，
所述的第一进液腔不贯穿底板主体，
所述第二进液腔与第一进液腔相互垂直且腔体互通；
所述的喷液机构还包括管接头、
喷液管、螺座、球头套、球头、
喷嘴，
所述的管接头位于
底板上端，
所述的管接头与底板螺纹相连，
所述的喷液管位于管接头上端，
所述的喷液管与
管接头螺纹相连，
所述的螺座位于喷液管顶部，
所述的螺座与喷液管螺纹相连，
所述的球头
套位于螺座外侧，
所述的球头套与螺座螺纹相连，
所述的球头设置于螺座和球头套之间，
所
述的喷嘴位于球头外侧且贯穿球头套，
所述的喷嘴与球头一体相连。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式气动卡盘，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还设有回液腔，
所述的
回液腔不贯穿底板主体。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集成式气动卡盘，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还设有回液孔，
所述的
回液孔位于底板顶部且贯穿储液槽，
所述回液孔的腔体与回液腔的腔体互通。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集成式气动卡盘，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还设有回液管，
所述的
回液管位于底板的侧壁且位于回液腔外侧，
所述的回液管与底板螺纹相连。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式气动卡盘，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喷液管还设有夹持槽，
所述
的夹持槽位于喷液管外侧下端，
所述的夹持槽不贯穿喷液管主体。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成式气动卡盘，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螺座还设有橡胶垫，
所述的
橡胶垫位于螺座外侧，
所述的橡胶垫与螺座过盈配合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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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气动卡盘，
尤其涉及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背景技术
[0002] 机床是工件加工成型的基础设备，
针对不同的加工需求，
往往会延伸出不同形式
的机床，
例如，
通过铣床实现工件的加工处理。气动卡盘往往应用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铣床
系统中，
通过自动夹紧工件实现快速加工，
在铣床加工中，
需要对工件进行冷却，
传统的冷
却液喷管为独立设计，
需要较为复杂的管路结构，
因此需要单独设计和安装，
导致效率较
低。
鉴于以上缺陷，
实有必要设计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该集成式气动卡盘通过将气动
卡盘和喷液机构进行集成，
实现安装、
设计效率的提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包括底
板、
气动卡盘、
喷液机构、
储液槽、
进液管、第一进液腔、第二进液腔体，
所述的气动卡盘位于
底板顶部中心处，
所述的气动卡盘与底板通过螺栓相连，
所述的喷液机构数量为3件，
沿底
板呈等腰三角形布置，
所述的储液槽位于气动卡盘外侧且位于底板顶部，
所述的储液槽不
贯穿底板主体，
所述的进液管位于底板的侧壁处，
所述的进液管与底板螺纹相连，
所述的第
一进液腔自进液管处向底板中心处延伸，
所述的第一进液腔不贯穿底板主体，
所述第二进
液腔与第一进液腔相互垂直且腔体互通；
[0005] 所述的喷液机构还包括管接头、
喷液管、螺座、球头套、球头、
喷嘴，
所述的管接头
位于底板上端，
所述的管接头与底板螺纹相连，
所述的喷液管位于管接头上端，
所述的喷液
管与管接头螺纹相连，
所述的螺座位于喷液管顶部，
所述的螺座与喷液管螺纹相连，
所述的
球头套位于螺座外侧，
所述的球头套与螺座螺纹相连，
所述的球头设置于螺座和球头套之
间，
所述的喷嘴位于球头外侧且贯穿球头套，
所述的喷嘴与球头一体相连。
[0006] 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改进如下：
[0007] 进一步的，
所述的底板还设有回液腔，
所述的回液腔不贯穿底板主体。
[0008] 进一步的，
所述的底板还设有回液孔，
所述的回液孔位于底板顶部且贯穿储液槽，
所述回液孔的腔体与回液腔的腔体互通。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的底板还设有回液管，
所述的回液管位于底板的侧壁且位于回液
腔外侧，
所述的回液管与底板螺纹相连。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的喷液管还设有夹持槽，
所述的夹持槽位于喷液管外侧下端，
所述
的夹持槽不贯穿喷液管主体，
使用扳手夹持夹持槽即可转动喷液管，
实现其快速安装或拆
卸。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的螺座还设有橡胶垫，
所述的橡胶垫位于螺座外侧，
所述的橡胶垫
与螺座过盈配合相连，
橡胶垫用于密封球头套与螺座之间的接触面，
防止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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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 ，
该集成式气动卡盘，
工作时，
经进液管向第一进液腔和第二进液
腔体泵入冷却液，
冷却液通过管接头进入喷液管，
再经球头后从喷嘴喷向气动卡盘，
从而对
气动卡盘夹持的零件进行冷却，
冷却后的冷却液流入储液槽内汇流，
再分别经回液孔和回
液腔从回液管流出收集。转动球头套将其拧松，
即可转动球头，
即可改变喷嘴的朝向，
从而
实用不同零件的加工需要。该装置结构简单，
采用集成式设计，
通过将气动卡盘和喷液机构
进行集成，
实现安装、
设计效率的提高。
附图说明
[0013] 图1示出本实用新型三维图
[0014] 图2示出本实用新型底板三维图
[0015] 图3示出本实用新型喷液机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
底板1、
气动卡盘2、
喷液机构3、
储液槽4、
进液管5、第一进液腔6、第二进液腔
体7、
回液腔101、
回液孔102、
回液管103、
管接头301、
喷液管 302、
螺座303、
球头套304、
球头
305、
喷嘴306、
夹持槽307、
橡胶垫308。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如图1、
图2、
图3所示，
一种集成式气动卡盘，
包括底板1、
气动卡盘2、
喷液机构3、
储
液槽4、
进液管5、第一进液腔6、第二进液腔体7，
所述的气动卡盘2位于底板1顶部中心处，
所
述的气动卡盘2与底板1通过螺栓相连，
所述的喷液机构3数量为3件，
沿底板1呈等腰三角形
布置，
所述的储液槽4位于气动卡盘2外侧且位于底板1顶部，
所述的储液槽4不贯穿底板1主
体，
所述的进液管5位于底板1的侧壁处，
所述的进液管5与底板1螺纹相连，
所述的第一进液
腔6自进液管5处向底板1中心处延伸，
所述的第一进液腔6不贯穿底板1主体，
所述第二进液
腔7与第一进液腔6相互垂直且腔体互通；
所述的喷液机构3还包括管接头301、
喷液管302、
螺座303、球头套304、球头305、
喷嘴306，
所述的管接头301位于底板1上端，
所述的管接头
301与底板1螺纹相连，
所述的喷液管302位于管接头301上端，
所述的喷液管302与管接头
301 螺纹相连，
所述的螺座303位于喷液管302顶部，
所述的螺座303与喷液管302 螺纹相
连，
所述的球头套304位于螺座303外侧，
所述的球头套304与螺座303 螺纹相连，
所述的球
头305设置于螺座303和球头套304之间，
所述的喷嘴306 位于球头605外侧且贯穿球头套
304，
所述的喷嘴306与球头605一体相连，
所述的底板1还设有回液腔101，
所述的回液腔101
不贯穿底板1主体，
所述的底板1还设有回液孔102，
所述的回液孔102位于底板1顶部且贯穿
储液槽4，
所述回液孔102的腔体与回液腔101的腔体互通，
所述的底板1还设有回液管103，
所述的回液管103位于底板1的侧壁且位于回液腔101外侧，
所述的回液管103 与底板1螺纹
相连，
所述的喷液管302还设有夹持槽307，
所述的夹持槽307位于喷液管302外侧下端，
所述
的夹持槽307不贯穿喷液管302主体，
使用扳手夹持夹持槽307即可转动喷液管302，
实现其
快速安装或拆卸，
所述的螺座303 还设有橡胶垫308，
所述的橡胶垫308位于螺座303外侧，
所述的橡胶垫308与螺座303过盈配合相连，
橡胶垫308用于密封球头套304与螺座303之间
的接触面，
防止漏液，
该集成式气动卡盘，
工作时，
经进液管5向第一进液腔6和第二进液腔
体7泵入冷却液，
冷却液通过管接头301进入喷液管302，
再经球头 305后从喷嘴306喷向气
动卡盘2，
从而对气动卡盘2夹持的零件进行冷却，
冷却后的冷却液流入储液槽4内汇流，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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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经回液孔102和回液腔101从回液管103流出收集。转动球头套304将其拧松，
即可转动
球头305，
即可改变喷嘴 306的朝向，
从而实用不同零件的加工需要。该装置结构简单，
采用
集成式设计，
通过将气动卡盘2和喷液机构3进行集成，
实现安装、
设计效率的提高。
[0018] 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上述具体的实施方式，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从上述构思出
发，
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
所做出的种种变换，
均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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