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1253145.4

(22)申请日 2021.06.07

(73)专利权人 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611930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长江路

159号

(72)发明人 申兵　江胜　杨霖理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天嘉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51211

代理人 康拯通

(51)Int.Cl.

B23Q 3/08(2006.01)

B23Q 3/04(2006.01)

B23Q 3/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适用于异形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

辅助夹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机械钳工辅助工具技术领

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异形框体工件纵向加工

的液压辅助夹具，包括带有冲压单元和铆接平台

的增压机床，所述冲压单元包括由所述增压机床

驱动进行冲压的静压头和设置在静压头前端的

成形冲压头，所述铆接平台水平设置，且所述成

形冲压头的冲压方向垂直朝向所述铆接平台的

水平面；所述铆接平台上通过定位头可拆卸的固

定有铆接底座，所述铆接底座在铆接平台上的固

定位置可调，且铆接底座的上表面构成用于放置

待铆接件和/或安装垫块单元的安装平面，所述

安装垫块单元包括让位垫块、缓冲座以及通过楔

紧斜面配合的楔块和铆接垫块，所述铆接底座上

设置有若干位置对应待铆接件铆接点的球型凹

坑，对应的，所述铆接垫块的上表面也设置有若

干位置对应待铆接件铆接点的圆形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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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平台（1），所

述安装平台（1）上、沿长度方向通过旋转驱动装置（3）设置有夹具定位板（2），所述旋转驱动

装置（3）包括在所述安装平台（1）上相对设置的两个旋转轴承座（3.1），所述夹具定位板（2）

两端分别与两个旋转轴承座（3.1）转动连接，其中一个旋转轴承座（3.1）设置有用于驱动所

述夹具定位板（2）在两个旋转轴承座（3.1）之间转动任意角度的旋转驱动电机（3.2）；所述

夹具定位板（2）上、沿夹具定位板（2）的长度方向设置有一个液压夹具工装，所述液压夹具

工装包括两端竖直且相对设置的安装竖板，一端安装竖板上设置有施压方向与夹具定位板

（2）长度方向平行的液压压紧单元（6），另一端安装竖板为阶梯结构、用于设置侧边定位块

（4），阶梯的厚度不大于所述侧边定位块（4）的厚度、且侧边定位块（4）的长度方向与夹具定

位板（2）长度方向垂直，两个安装竖板之间、沿夹具定位板（2）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底部定位

块（5），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纵向设置在两个安装竖板之间、底部定位块（5）上，一端安装

竖板上的液压压紧单元（6）对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施加纵向的压力将其抵压在另一端的

侧边定位块（4）上，两个安装竖板之间、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安装位置旁边设置有用于对

框体工件（8）施加下压力、将框体工件（8）抵压在底部定位块（5）上的转角压板（7）。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其特征在于：所

述两个旋转轴承座（3.1）在所述安装平台（1）上相对且等高、垂直设置，两个旋转轴承座

（3.1）中的轴承位置相对，对应的，所述夹具定位板（2）两端通过两个旋转轴承座（3.1）、在

所述安装平台（1）上可转动设置，且夹具定位板（2）的转动中轴线与所述安装平台（1）的水

平面平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其特征在于：阶

梯结构的厚度不大于所述侧边定位块（4）的厚度，侧边定位块（4）设置在侧板的阶梯上，且

所述底部定位块（5）的上表面与侧边定位块（4）的下表面齐平。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其特征在于：所

述液压夹具工装包括若干个在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安装位置两侧设置的转角压板（7）。

5.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一种适用于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其特征在

于：所述转角压板（7）包括通过液压驱动的倒“L”型下压杆，倒“L”型下压杆的竖杆垂直于所

述夹具定位板（2）的表面，倒“L”型下压杆的横杆在转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以竖杆为轴固定

角度或自由角度转动至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上方，所述竖杆在液压驱动力的作用下带动

横杆对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施加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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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异形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机械钳工辅助工具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异形框体工件

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

背景技术

[0002] 钳工是机械制造中最古老的金属加工技术，钳工作业主要包括錾削、锉削、锯切、

划线、钻削、铰削、攻丝和套丝（见螺纹加工）、刮削、研磨、矫正、弯曲和铆接等，钳工加工主

要都在专用的钳工加工台等辅助工装上进行。

[0003] 在机械加工越来越精密的趋势下，对于一些不适用机械化批量精密加工的微小或

精密工件的加工，比如精细的框体工件等狭小支架类异型零件，对于加工要素的精度要求

比较高的情况下，对工装的定位夹紧提出严格的要求，传统的夹具一部分是采用外端夹紧，

但对于被加工零件的外形要求较高，不适用于狭小异形件，由于异形或狭小件的特殊结构

和尺寸，使用传统的钳工加工夹具会有夹紧不稳定的情况，而强行夹紧后器件会受到夹具

的影响，机床的进刀方向也收到严格限制，影响了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

[0004] 比如本申请人在生产一种特殊用途的框体零件时曾用过的既有钳工加工机床，由

于这种框体零件本身的特点就是异形、尺寸小、加工精度要求高等，因此，使用传统的钳工

加工机床进行生产时，至少需要同时使用6付专用夹具、7付精密平口钳、使用加工中心13台

以及操作人员12人，生产单件框体零件的总加工时间高达3.47小时/件，而生产线占用面积

达180㎡，导致了整个零件加工工序多、占用加工设备多、操作人员多、加工路线长，生产周

期长，效率低下，零件加工质量不稳定。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实用新型旨在于提供一种适用于

长条形、精细的框体工件等狭小支架类异型零件的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适用于异形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包括安装

平台，所述安装平台上、沿长度方向通过旋转驱动装置设置有夹具定位板，所述旋转驱动装

置包括在所述安装平台上相对设置的两个旋转轴承座，所述夹具定位板两端分别与两个旋

转轴承座转动连接，其中一个旋转轴承座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夹具定位板在两个旋转轴承

座之间转动任意角度的旋转驱动电机；

[0007] 所述夹具定位板上、沿夹具定位板的长度方向设置有一个液压夹具工装，所述液

压夹具工装包括两端竖直且相对设置的安装竖板，一端安装竖板上设置有施压方向与夹具

定位板长度方向平行的液压压紧单元，另一端安装竖板为阶梯结构、用于设置侧边定位块，

阶梯的厚度不大于所述侧边定位块的厚度、且侧边定位块的长度方向与夹具定位板长度方

向垂直，两个安装竖板之间、沿夹具定位板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底部定位块，待加工的框体工

件纵向设置在两个安装竖板之间、底部定位块上，一端安装竖板上的液压压紧单元对待加

工的框体工件施加纵向的压力将其抵压在另一端的侧边定位块上，两个安装竖板之间、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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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框体工件安装位置旁边设置有用于对框体工件施加下压力、将框体工件抵压在底部

定位块上的转角压板。

[000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技术方案中的纵向是指相对的方向，是以夹具定位的长度

方向为参考作为纵向，提供的为异形框架纵向加工件使用的工装。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两个旋转轴承座在所述安装平台上相对且等高、垂直设置，两个旋

转轴承座中的轴承位置相对，对应的，所述夹具定位板两端通过两个旋转轴承座、在所述安

装平台上可转动设置，且夹具定位板的转动中轴线与所述安装平台的水平面平行，通过转

轴中的轴承方便夹具定位板的转动平顺可靠，只需要设置简单的定位结构就能够提供角度

调整后的定位

[0010] 优选地，阶梯结构的厚度不大于所述侧边定位块的厚度，侧边定位块设置在侧板

的阶梯上，且所述底部定位块的上表面与侧边定位块的下表面齐平，阶梯状的结构，为侧边

定位块提供一个安装的高度基础以及夹角定位，方便快速安装和调整。

[0011] 再者，所述液压夹具工装包括若干个在待加工的框体工件安装位置两侧设置的转

角压板，多个转角压板从多点进行纵向定位力和锁定力的施加，达到更为均衡和稳定的固

定效果。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转角压板包括通过液压驱动的倒“L”型下压杆，倒“L”型下压杆的

竖杆垂直与所述夹具定位板的表面，倒“L”型下压杆的横杆在转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以竖

杆为轴固定角度或自由角度转动至待加工的框体工件上方，所述竖杆在液压驱动力的作用

下带动横杆对待加工的框体工件施加下压力，倒“L”型下压杆在安装和取出框体工件过程

中可以让出通道，在需要对框体工件施加下压力的时候再转动到位即可。

[0013] 有益效果：

[0014] 与现有技术方案相比，本实用新型所提供的这种技术方案，待加工的框体工件安

装到液压夹具工装中，首先通过作为定位元件的侧边定位块和底部定位块，对框体工件进

行安装定位，然后，所述液压压紧单元和转角压板通过液压和/或电机驱动，将被定位元件

定位的框体工件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冲抵顶在侧边定位块和底部定位块上，框体工件被顶住

到位后对液压压紧单元和转角压板进行锁止即可完成对框体工件在加工台上的固定安装，

之后对框体工件进行加工的过程中，由于框体工件已经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固定，不用

担心因加工施加的力而窜动，并且，由于夹具定位板通过两个旋转轴承座在安装平台上可

转动的设置，通过旋转驱动电机驱动夹具定位板转动、与安装平台水平面形成一定的角度，

可以方便使用者找到最佳的加工角度。

[0015] 更进一步的，这种方案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自动化控制，待加工的框体工件定位后，

通过程序指令控制转角压板和液压压紧单元对框体工件施加纵向和横向的立以控制其上

下和左右方向的自由度，压紧后、比如可以设定当框体工件受到约1公斤压力后，再通过程

序指令控制对液压压紧单元和转角压板进行锁止，完成对框体工件的定位。

附图说明

[0016] 本实用新型的前述和下文具体描述在结合以下附图阅读时变得更清楚，附图中：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的正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方案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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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中：

[0020] 1、安装平台；2、夹具定位板；3、旋转驱动装置；3.1、旋转轴承座；3.2、旋转驱动电

机；4、侧边定位块；5、底部定位块；6、液压压紧单元；7、转角压板；8、框体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通过几个具体的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技术方案，需要说

明的是，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2] 下面通过几个具体的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技术方案，需要说

明的是，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3]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适用于异形框体工件纵向加工的液压辅助夹具，如图1，包括

安装平台1，所述安装平台1上、沿长度方向通过旋转驱动装置3设置有夹具定位板2，所述旋

转驱动装置3包括在所述安装平台1上相对设置的两个旋转轴承座3.1，所述夹具定位板2两

端分别与两个旋转轴承座3.1转动连接，其中一个旋转轴承座3.1设置有用于驱动所述夹具

定位板2在两个旋转轴承座3.1之间转动任意角度的旋转驱动电机3.2。

[0024] 如图2，所述夹具定位板2上、沿夹具定位板2的长度方向设置有一个液压夹具工

装，所述液压夹具工装包括两端竖直且相对设置的安装竖板，一端安装竖板上设置有施压

方向与夹具定位板2长度方向平行的液压压紧单元6，另一端安装竖板为阶梯结构、用于设

置侧边定位块4，阶梯的厚度不大于所述侧边定位块4的厚度、且侧边定位块4的长度方向与

夹具定位板2长度方向垂直，两个安装竖板之间、沿夹具定位板2的长度方向设置有底部定

位块5，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纵向设置在两个安装竖板之间、底部定位块5上，一端安装竖板

上的液压压紧单元6对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施加纵向的压力将其抵压在另一端的侧边定位

块4上，两个安装竖板之间、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安装位置旁边设置有用于对框体工件8施加

下压力、将框体工件8抵压在底部定位块5上的转角压板7。

[0025] 使用这种工具，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安装到液压夹具工装中，首先通过作为定位元

件的侧边定位块4和底部定位块5，对框体工件8进行安装定位，然后，所述液压压紧单元6和

转角压板7通过液压和/或电机驱动，将被定位元件定位的框体工件8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冲

抵顶在侧边定位块4和底部定位块5上，框体工件8被顶住到位后对液压压紧单元6和转角压

板7进行锁止即可完成对框体工件8在加工台上的固定安装，之后对框体工件8进行加工的

过程中，由于框体工件8已经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固定，不用担心因加工施加的力而窜

动，并且，由于夹具定位板2通过两个旋转轴承座3.1在安装平台1上可转动的设置，通过旋

转驱动电机3.2驱动夹具定位板2转动、与安装平台1水平面形成一定的角度，可以方便使用

者找到最佳的加工角度。

[0026] 进一步的，所述两个旋转轴承座3.1在所述安装平台1上相对且等高、垂直设置，两

个旋转轴承座3.1中的轴承位置相对，对应的，所述夹具定位板2两端通过两个旋转轴承座

3.1、在所述安装平台1上可转动设置，且夹具定位板2的转动中轴线与所述安装平台1的水

平面平行，通过转轴中的轴承方便夹具定位板2的转动平顺可靠，只需要设置简单的定位结

构就能够提供角度调整后的定位

[0027] 优选地，阶梯结构的厚度不大于所述侧边定位块4的厚度，侧边定位块4设置在侧

板的阶梯上，且所述底部定位块5的上表面与侧边定位块4的下表面齐平，阶梯状的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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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定位块4提供一个安装的高度基础以及夹角定位，方便快速安装和调整。

[0028] 再者，所述液压夹具工装包括若干个在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安装位置两侧设置的

转角压板7，多个转角压板7从多点进行纵向定位力和锁定力的施加，达到更为均衡和稳定

的固定效果。

[0029] 进一步的，所述转角压板7包括通过液压驱动的倒“L”型下压杆，倒“L”型下压杆的

竖杆垂直与所述夹具定位板2的表面，倒“L”型下压杆的横杆在转动驱动装置的驱动下以竖

杆为轴固定角度或自由角度转动至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上方，所述竖杆在液压驱动力的作

用下带动横杆对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施加下压力，倒“L”型下压杆在安装和取出框体工件8

过程中可以让出通道，在需要对框体工件8施加下压力的时候再转动到位即可。

[0030] 这种方案还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自动化控制，待加工的框体工件8定位后，通过程序

指令控制转角压板7和液压压紧单元6对框体工件8施加纵向和横向的立以控制其上下和左

右方向的自由度，压紧后、比如可以设定当框体工件8受到约1公斤压力后，再通过程序指令

控制对液压压紧单元6和转角压板7进行锁止，完成对框体工件8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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