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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机械制造工艺学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主干课程,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与基

本技能是该专业学生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是在使用了多年的讲义的基础上编

著的,编写过程中广泛听取了有关教师和多届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以机械制造工艺为主线,既系统讲述机械加工工艺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又结合现

代制造技术的发展,充实了数控加工工艺、成组加工工艺和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CAPP)等
方面的内容,注重了基本理论在生产实际中的应用。本书各章均附有相应的习题和思考题

以便于自学和培养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书的编写参考了有关院校出版的相关教材,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机械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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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夹具和工件的
定位与夹紧

1.1 概述

1.1.1 工件的安装

为了在工件的某一部位上加工出符合规定技术要求的表面,在机械加工前,必须使工件

在机床的夹具中,占据某一正确的位置,通常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工件的“定位”。
对于切削加工机床来说,刀具或工作台的运动轨迹是由机床导轨的走向来决定的,工件

在机床上处于正确的位置就是指工件上需要切除的部分和需要保留的部分之间的边界平行

于刀具或工作台的运动轨迹。

�����

�I

��D�DE

��	

��

图1 1 工件在机床上的定位

图1 1是工件在刨床上定位的示意图,待加工工件上需要切除的部分用阴影的区域表

示,在工作台上设置一块根据工件形状要求而特制的斜铁,工件放上去自然就倾斜一个所需

的角度,从而获得一个“正确”的位置。
当工件定位后,由于在加工中受到切削力、重力等的作用,还应采用一定的机构,将工件

“夹紧”,使得先前确定的位置保持不变。我们把工件从“定位”到“夹紧”的整个过程,统称为

“安装”。
工件安装情况的好坏,是机械加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加工精度,工件安



装的快慢,还影响生产率的高低。显然,这也与工件的加工成本有关,因此必须对“安装”有
关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在各种不同的机床上加工零件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安装方式,可以归纳为三种:

1.直接找正安装

用这种方法时,工件在机床上应有的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尝试而获得的。具体的方式

是在工件直接装上机床后,用千分表或划针盘上的划针,以目测法校正工件位置,一边校验,
一边找正。

直接找正安装法的缺点是费时太多,生产率低;且要凭经验操作,对操作者技术要求高,
故仅用于单件、小批量生产中(如工具车间、修理车间等)。此外,对工件的定位精度要求较

高时,例如当误差范围0.005~0.01mm时,若采用夹具,会引起本身的制造误差,而难以达

到要求,就不得不使用精密量具,由较高水平的操作者来直接找正定位。

2.画线找正安装

有些重、大、复杂的工件,往往先在待加工处画线,然后装上机床,按所画的线进行找正

定位。显然,此法要多一道画线工序,定位精度也不高,一般仅0.2~0.3mm。因为画的线本

身有一定宽度,在画线时尚有画线误差,校正工件位置时还有观察误差。因此,该法多用于

生产批量较小,毛坯精度较低,以及大型工件等不宜使用夹具的粗加工中。

3.采用夹具安装

夹具是机床的一种附加装置,它在机床上与刀具间正确的相对位置,在工件未安装前已

预先调整好,所以在加工一批工件时,不必再逐个找正定位,就能保证加工的技术要求,既省

事又省工,是先进的定位方法,在成批和大量生产中广泛使用。

1.1.2 夹具的定义及组成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依据工件的加工要求,使工件相对机床、刀具占有正确的位置,并能

迅速、可靠地夹紧工件的机床附加装置,称为机床夹具,简称为夹具。
在具体研究夹具设计问题时,需要将夹具分成几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组成部

分,以图1 2所示铣轴端槽夹具为例,可概括出夹具普遍共有的结构组成部分。

1.定位元件

定位元件是保证工件在夹具中处于正确位置的元件。图中工件在V形块5和定位支承

板3两个定位元件上定位。

2.夹紧装置

夹紧装置应保持工件在加工过程中不因外力而改变其正确位置。它包括夹紧机构和动

力源。图中工件定位后,操纵手柄使得偏心轮4转动,便可将工件夹紧。

3.对刀—导引元件

对刀—导引元件是保证刀具与工件夹工表面有准确的相对位置的元件。对于铣削、刨
削用对刀元件,如图中的对刀块6。加工前,以对刀块6为基准调整铣刀位置。在钻床夹具

中,常以钻套引导钻头,故称钻套为导引元件。

4.连接元件

连接元件是保证夹具相对于机床有正确位置的元件。如图中定向键2及夹具底面A确

·2· 机械制造工艺学



定夹具对工作台面及工作台运动方向的相互位置。

5.夹具体

夹具体是连接夹具各个组成部分为一整体,并使各元件间具有正确相互位置的基础件。

6.其他装置

其他装置包括按照加工要求所设置的一件或多件装置,如分度装置、上下料装置等。

456

1

2 3 A

图1 2 铣轴端槽的夹具

1 夹具体;2 定向键;3 定位支承板;4 偏心轮;5 V形块;6 对刀块

1.1.3 夹具的分类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机床夹具进行分类:

1.按使用特点分类

(1)通用夹具 与通用机床配套,并作为其附件的夹具,如车床的三爪自定心卡盘、铣
床的机床用平口虎钳、分度头等。

(2)专用夹具 为某一工件的某道工序专门设计制造的夹具,专用夹具适用于产品固

定、工艺相对稳定、批量大的加工过程。
(3)组合夹具 在夹具零部件标准化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加工对象和加工要求,拼

装而成的夹具。组合夹具组装迅速,周期短,能重复使用,适用于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或新

·3·1 夹具和工件的定位与夹紧



产品试制。
(4)成组夹具 在成组加工中适用于一组同类零件的夹具,经过调整或更换、增加一些

元件,可用来定位、夹紧一组零件。
(5)随行夹具 用于自动线上的夹具。工件安装在随行夹具上,由运输装置送往各机

床,并在机床工作台或机床夹具上定位、夹紧。

2.按使用机床分类

可分为车床夹具、铣床夹具、钻床夹具、磨床夹具等。

3.按动力源分类

可分为手动夹具、气动夹具、液压夹具、气液夹具、电动夹具、电磁夹具和真空夹具等。

1.1.4 机床夹具的作用

(1)保证加工精度

夹具的基本作用是保证工件定位面与加工面有相同的位置精度,且有利于保证加工精

度的一致性。
(2)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

迅速地将工件定位和夹紧,可以缩短安装工件的辅助时间,同时保证稳定的加工质量和

高成品率,使用机床夹具,能降低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3)减轻劳动强度

如电动、气动、液压夹紧可以减轻劳动强度。
(4)扩大机床的工艺范围

如铣床上加一转台或分度头,可加工有等分要求的工件,车床上加镗夹具,可代替镗床

完成镗孔等。

1.2 工件的定位

工件在夹具中定位,就是要使同一批工件在夹具中占有相同的正确加工位置。
在夹具设计中,定位方案不合理,工件的加工精度就无法保证,因此,工件在夹具中的定

位,是夹具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2.1 工件定位的基本原理

工件定位的目的是使工件在机床上(或夹具中)占有加工所要求的正确的位置,也就是

使它相对于刀具有正确的相对位置。
如图1 3所示,任何一个刚体在空间都有六个自由度,即沿X、Y、Z 三个坐标轴的移动

自由度x→、y→、z→ 以及绕此三个坐标轴的转动自由度x⌒、y⌒、z⌒。假设工件也是一个刚体,要使它

在机床上(或夹具中)完全定位,就必须限制它在空间的六个自由度。
如图1 4所示,用六个定位支承点合理分布,使其与工件接触,每个定位支承点限制工件

的一个自由度,便可将工件六个自由度完全限制,于是,工件在空间的位置便被唯一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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