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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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166578.0

(22)申请日 2018.12.24

(73)专利权人 大连益同钣金加工有限公司

地址 116105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登沙河

街道姜家村姜家堡子301-3号1层

(72)发明人 李国英　

(51)Int.Cl.

B23K 37/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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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

包括纵向定位板、底部限位支撑、前侧定位板、左

侧仿形限位板、圆弧仿形限位板、右侧仿形限位

板和肋板，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所述右侧仿形

限位板和所述纵向定位板采用仿形工艺加工可

以固定焊接单件的纵向角度位置，所述底部限位

支撑可以定位部件的垂直焊接位置，焊接时使用

螺栓将焊接零件固定于工装之上，定位完成后对

部件进行焊接，针对机床接油槽使用仿形工艺，

模拟设计出焊接工装，使用时将焊接工装移至焊

接工位，将焊接部件放置于焊接工装之上，依靠

圆弧仿形限位板的元弧度对工件进行定位，依靠

左侧仿形限位板、右侧仿形限位板上的孔通过螺

栓定位圆弧部件的焊接位置，并且可以检测工件

尺寸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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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准平面（1）、纵向定位板（2）、底部限

位支撑（3）、前侧定位板（4）、左侧仿形限位板（5）、第一固定加强筋（6）、背部定位板（7）、第

二固定加强筋（8）、圆弧仿形限位板（9）、第一定位加强板（10）、第三固定加强筋（11）、第二

定位加强板（12）、右侧定位板（13）、右侧仿形限位板（14）和肋板（15），所述基准平面（1）表

面通过卡槽定位焊接有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和所述前侧定位板（4），所述左侧仿形限位

板（5）和所述前侧定位板（4）首尾相接并且呈90°角布置，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顶部为折

线形有高度变化，左侧仿形限位板（5）顶部高度较高的一侧定位焊接有所述背部定位板

（7），所述背部定位板（7）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背部定位板（7）相互平行安装，所述纵向定

位板（2）定位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1）上表面，所述纵向定位板（2）与所述前侧定位板（4）相

互垂直布置，所述第二固定加强筋（8）和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均定位焊接于所述基准

平面（1）的上表面，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相

互平行布置，所述第二固定加强筋（8）夹在两个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中间，所述第一定

位加强板（10）顶部焊接有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焊接于所述

基准平面（1）的上表面，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数量为八个两个一组共分为四组，所述第

二定位加强板（12）两两平行布置，每两个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中间焊接有所述第三固

定加强筋（11），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顶部焊接有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所述右侧仿

形限位板（14）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1）上表面，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与所述前侧定位

板（4）平行布置，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顶部为折线形，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顶部较

高的一侧垂直焊接有两个所述右侧定位板（13），两个所述右侧定位板（13）相互平行布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

（5）外侧焊接有两个所述第一固定加强筋（6），两个所述第一固定加强筋（6）相互平行排布，

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外侧焊接有四个所述肋板（15），四个所述肋板（15）相互平行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准平面（1）形

状为方形，上表面加工有条形孔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前侧定位板（4）、

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和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表面加工

有条形通孔和圆形通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其特征在于，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

（9）数量为五个，五个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呈圆弧形排布，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中间

加工有条形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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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工程机械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零部件的形状越来越复杂，加工难度也逐渐增大，尤其焊接工艺，影响因素很

多容易受工人的熟练程度影响，并且对于复杂零件的加工制造需要增加后期检测过程，用

来保证加工零件的质量，通常工厂中采用昂贵的检测设备对复杂工件进行尺寸检测，例如

三维坐标检测仪以及激光传感器等，机床接油槽形状复杂，并且对形状尺寸要求较高，但是

在对机床接油槽进行焊接生产和尺寸角度检查时，由于部件形状复杂，焊接加工难度大，生

产效率低，并且基准面不易定位，只能使用三维坐标检测仪进行逐个尺寸排查，检查工序繁

琐耗时。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以解决机床接油槽焊接加

工难度大，生产效率低，检查工序繁琐耗时的问题。

[0004]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准平面、纵向定

位板、底部限位支撑、前侧定位板、左侧仿形限位板、第一固定加强筋、背部定位板、第二固

定加强筋、圆弧仿形限位板、第一定位加强板、第三固定加强筋、第二定位加强板、右侧定位

板、右侧仿形限位板和肋板，所述基准平面表面通过卡槽定位焊接有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

和所述前侧定位板，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和所述前侧定位板首尾相接并且呈°角布置，所述

左侧仿形限位板顶部为折线形有高度变化，左侧仿形限位板顶部高度较高的一侧定位焊接

有所述背部定位板，所述背部定位板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背部定位板相互平行安装，所述

纵向定位板定位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上表面，所述纵向定位板与所述前侧定位板相互垂直

布置，所述第二固定加强筋和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均定位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的上表面，

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相互平行布置，所述第二固定

加强筋夹在两个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中间，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顶部焊接有所述圆弧仿形

限位板，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的上表面，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数量为

八个两个一组共分为四组，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两两平行布置，每两个所述第二定位加强

板中间焊接有所述第三固定加强筋，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顶部焊接有所述圆弧仿形限位

板，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上表面，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与所述前侧定

位板平行布置，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顶部为折线形，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顶部较高的一侧

垂直焊接有两个所述右侧定位板，两个所述右侧定位板相互平行布置。

[0005] 可选的，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外侧焊接有两个所述第一固定加强筋，两个所述第

一固定加强筋相互平行排布，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外侧焊接有四个所述肋板，四个所述肋

板相互平行布置。

[0006] 可选的，所述基准平面形状为方形，上表面加工有条形孔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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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可选的，所述前侧定位板、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和所述左侧

仿形限位板表面加工有条形通孔和圆形通孔。

[0008] 可选的，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数量为五个，五个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呈圆弧形排

布，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中间加工有条形通孔。

[0009]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申请公开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包括基准平面、纵向

定位板、底部限位支撑、前侧定位板、左侧仿形限位板、第一固定加强筋、背部定位板、第二

固定加强筋、圆弧仿形限位板、第一定位加强板、第三固定加强筋、第二定位加强板、右侧定

位板、右侧仿形限位板和肋板，所述第二固定加强筋对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起到加固的作

用，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和所述纵向定位板采用仿形工艺加工，可以

固定焊接单件的纵向角度位置，所述底部限位支撑可以定位部件的垂直焊接位置，焊接时

使用螺栓将焊接零件固定于工装之上，定位完成后对部件进行焊接，当对工件进行焊接时

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和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不易晃动，针对机床接油槽使用仿形工艺，模

拟设计出焊接工装，并根据部件公差标准在工装上留出检测公差余量，方便检察院判定部

件是否合格，使用时将焊接工装移至焊接工位，将焊接部件放置于焊接工装之上，依靠圆弧

仿形限位板的元弧度对工件进行定位，依靠左侧仿形限位板、右侧仿形限位板上的孔通过

螺栓定位圆弧部件的焊接位置，并且可以检测圆弧部件弧度尺寸是否合格。

附图说明

[001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

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的俯视图。

[0013]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的主视图。

[0014] 图示说明：1-基准平面；2-纵向定位板；3-底部限位支撑；4-前侧定位板；5-左侧仿

形限位板；6-第一固定加强筋；7-背部定位板；8-第二固定加强筋；9-圆弧仿形限位板；10-

第一定位加强板；11-第三固定加强筋；12-第二定位加强板；13-右侧定位板；14-右侧仿形

限位板；15-肋板。

[0015] 通过上述附图，已示出本公开明确的实施例，后文中将有更详细的描述。这些附图

并不是为了通过任何方式限制本公开构思的范围，而是通过参考特定实施例为本领域技术

人员说明本公开的概念。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本申请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17] 请参阅图1、图2和图3，为本申请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包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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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平面1、纵向定位板2、底部限位支撑3、前侧定位板4、左侧仿形限位板5、第一固定加强筋

6、背部定位板7、第二固定加强筋8、圆弧仿形限位板9、第一定位加强板10、第三固定加强筋

11、第二定位加强板12、右侧定位板13、右侧仿形限位板14和肋板15，所述基准平面1表面通

过卡槽定位焊接有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和所述前侧定位板4，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所述

右侧仿形限位板14和所述纵向定位板2采用仿形工艺加工，可以固定焊接单件的纵向角度

位置，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和所述前侧定位板4首尾相接并且呈90°角布置，所述底部限位

支撑3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1的中心，所述底部限位支撑3可以定位部件的垂直焊接位置，焊

接时使用螺栓将焊接零件固定于工装之上，定位完成后对部件进行焊接，所述左侧仿形限

位板5顶部为折线形有高度变化，左侧仿形限位板5顶部高度较高的一侧定位焊接有所述背

部定位板7，所述背部定位板7数量为两个，所述背部定位板7用来对工件进行定位装夹，两

个所述背部定位板7相互平行安装，所述纵向定位板2定位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1上表面，所

述纵向定位板2与所述前侧定位板4相互垂直布置，所述第二固定加强筋8和所述第一定位

加强板10均定位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1的上表面，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数量为两个，两个

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相互平行布置，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对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起

到支撑作用，所述第二固定加强筋8夹在两个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中间，所述第二固定加

强筋8对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起到加固的作用，当对工件进行焊接时所述第一定位加强

板10和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不易晃动，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顶部焊接有所述圆弧仿形

限位板9，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1的上表面，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

数量为八个两个一组共分为四组，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两两平行布置，每两个所述第二

定位加强板12中间焊接有所述第三固定加强筋11，所述第二定位加强板12顶部焊接有所述

圆弧仿形限位板9，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焊接于所述基准平面1上表面，所述右侧仿形限

位板14与所述前侧定位板4平行布置，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顶部为折线形，所述右侧仿形

限位板14顶部较高的一侧垂直焊接有两个所述右侧定位板13，两个所述右侧定位板13相互

平行布置，使用时将焊接工装移至焊接工位，将焊接部件放置于焊接工装之上，依靠圆弧仿

形限位板9的元弧度对工件进行定位，依靠左侧仿形限位板5、右侧仿形限位板14上的孔通

过螺栓定位圆弧部件的焊接位置，并且可以检测圆弧部件弧度尺寸是否合格。

[0018] 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外侧焊接有两个所述第一固定加强筋6，两个所述第一固定

加强筋6相互平行排布，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外侧焊接有四个所述肋板15，四个所述肋板

15相互平行布置，所述肋板15对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起到加固作用，当所述左侧仿形限位

板5受力时不易变形，使得焊接工装更加可靠。

[0019] 所述基准平面1形状为方形，上表面加工有条形孔槽，条形槽用来对所述基准平面

1上边的零件进行定位焊接。

[0020] 所述前侧定位板4、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和所述左侧仿

形限位板5表面加工有条形通孔和圆形通孔，条形通孔和圆形通孔用来对焊接工件进行定

位。

[0021] 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数量为五个，五个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呈圆弧形排布，所

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中间加工有条形通孔，通过仿形工艺制作，使用激光切割机切割单件，

单件间通过卡槽进行拼装焊接制作，完成后进行涂装防锈处理。

[0022] 由以上技术方案可知，本申请公开一种机床接油槽焊接工装，包括基准平面1、纵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319115 U

5



向定位板2、底部限位支撑3、前侧定位板4、左侧仿形限位板5、第一固定加强筋6、背部定位

板7、第二固定加强筋8、圆弧仿形限位板9、第一定位加强板10、第三固定加强筋11、第二定

位加强板12、右侧定位板13、右侧仿形限位板14和肋板15，所述第二固定加强筋8对所述第

一定位加强板10起到加固的作用，所述左侧仿形限位板5、所述右侧仿形限位板14和所述纵

向定位板2采用仿形工艺加工，可以固定焊接单件的纵向角度位置，所述底部限位支撑3可

以定位部件的垂直焊接位置，焊接时使用螺栓将焊接零件固定于工装之上，定位完成后对

部件进行焊接，当对工件进行焊接时所述第一定位加强板10和所述圆弧仿形限位板9不易

晃动，针对机床接油槽使用仿形工艺，模拟设计出焊接工装，并根据部件公差标准在工装上

留出检测公差余量，方便检察院判定部件是否合格，使用时将焊接工装移至焊接工位，将焊

接部件放置于焊接工装之上，依靠圆弧仿形限位板9的元弧度对工件进行定位，依靠左侧仿

形限位板5、右侧仿形限位板14上的孔通过螺栓定位圆弧部件的焊接位置，并且可以检测圆

弧部件弧度尺寸是否合格。

[0023]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考虑说明书及实践这里公开的申请后，将容易想到本申请的其

它实施方案。本申请旨在涵盖本申请的任何变型、用途或者适应性变化，这些变型、用途或

者适应性变化遵循本申请的一般性原理并包括本申请未公开的本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

或惯用技术手段。说明书和实施例仅被视为示例性的，本申请的真正范围和精神由下面的

权利要求指出。

[0024] 应当理解的是，本申请并不局限于上面已经描述并在附图中示出的精确结构，并

且可以在不脱离其范围进行各种修改和改变。本申请的范围仅由所附的权利要求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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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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